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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57) Abstract: A liquid crystal display device, having a color resist layer (34), a photoresist spacer (39), and a TFT layer (20)
provided together on a second substrate (12) of a liquid crystal panel (1) such that the layers on the second substrate (12) have there
between a smaller offset and a higher alignment accuracy. Meanwhile, a backlight module (2) i s provided on the side that i s close to
the first substrate ( 11) of the liquid crystal panel (1), and the second substrate (12) uses a to -gate type structure, and therefore, when
the light source of the backlight module (2) i s incident from the first substrate ( 11) side to the liquid crystal panel (1), a gate (26) i s
able to cover a channel region of a poly-silicon layer (24), having an improving effect to the leakage current of the second substrate
(12). Furthermore, a light blocking metal layer (22) on the bottom layer of the second substrate (12) side i s made of black metal,
such that when the outside light i s incident through the second substrate (12) side, since the light blocking metal layer (22) i s on the
bottom layer, the problem of the reduction of the contrast of the liquid crystal panel (1) due to the metal reflection caused by the
light incident through the second substrate (12) can be avoided. The invention has a simple structure, and can, as compared to the
prior art, eliminate the step of manufacturing a black matrix (220).

(57)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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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液晶显示装置，将色阻层 (34) 、光阻间隙物 (39) 、及 TFT 层 (20) 同设于液晶面板 (1)的第二基板 (12)上 ，使
得第二基板 (12)上各层之间的偏移量较小 ，对位精度较高；同时，由于背光模组 (2)设于靠近所述液 晶面板 (1)
的第一基板 ( 11)的一侧 ，所述第二基板 (12)采用顶栅型结构 ，从而使得 当背光模组 (2) 的光源从第一基板 ( 11)侧
入射至液晶面板 (1)时，栅极 (26)可 以对多晶硅层 (24) 的沟道区进行遮盖 ，对第二基板 (12) 的漏 电流起到较大的
改善作用；此外 ，第二基板 (12)侧底层的遮光金属层 (22)采用黑色金属制成 ，当外界光从第二基板 (12)侧入射
时，由于遮光金属层 (22)在最底层 ，从而可防止因光从第二基板 (12)入射而造成金属反射引起液 晶面板 (1)对 比
度下降的问题；结构简单 ，与现有技术相 比可省去黑色矩阵 (220) 的制作。



液晶显示装置

技术领域
本发 明涉及显示技术领域 ，尤其 涉及一种 液晶显示装置。

背景技术
液晶显示装置 （Liquid Crystal Display, LCD ) 具有机 身薄 、省 电、无

辐射等众多优点，得到 了广泛的应用，如 移动 电话、个人数字助理 （PDA )、

数 字相机 、计算机屏幕或笔记本 电脑屏幕等 。
现有 市场上 的液 晶显示装置 大部分为背光型液 晶显示装置 ，其 包括 壳

体 、设 于壳体 内的液晶面板及设 于壳体 内的背光模组 （Backlight module )。

传 统的液晶面板 的结构是 由一彩 色滤光片基板 （Color Filter Substrate )、一

薄膜 晶体 管 阵列基 板 （Thin Film Transistor Array Substrate , TFT Array
Substrate ) 以及一配置于两基板 间的液 晶层 （Liquid Crystal Layer ) 所构成 ，

其工作原 理是通过在 两片玻璃基板上施加驱动 电压 来控制液 晶层 的液 晶分

子 的旋转 ，将 背光模组 的光线折射 出来产生画面。
低温多晶硅 （Low Temperature Poly-silicon, LTPS ) 技 术是新一代 TFT

基板 的制造技术，与传统非晶硅 （a-Si ) 技 术的最大差异在于，低温多晶硅

显示器反应速度较快，且有 高亮度、高解析度 与低耗 电量等优 点。由于 LTPS
具有 高迁移率的优 点 ，那 么在进行像素设计 时 TFT 基板开关的 W/L ( 沟道

宽度 W 与沟道长度 L 之 比 ）就可 以设 计 的很 小 ，这样 以来像素对应 的开 口

率相对就 比较 高，具有极 大的市场竟争优 势。

请参 阅图 1，为一种现有 液晶显示装置的示意 图，该液晶显示装置 包括
液 晶面板 100、及设 于所述液晶面板 100 下方的背光模组 200 。所述液晶面

板 100 包括 CF 基板 110、与所述 CF 基板 110 相对设 置的 TFT 基板 120 、

位 于所述 CF 基板 110 与 TFT 基板 120 之 间的液晶层 130、及粘结所述 CF

基板 110 与 TFT 基板 120 的框胶 140。

图 2 为 图 1 中的液晶显示装置的液晶面板 100 的剖面结构示意 图，其

中所述 CF 基板 110 包括第一衬底基板 400 、设 于所述第一衬底基板 400 上

的黑 色矩阵 220 和 色阻层 340 、设 于所述 色阻层 340 上 的第一平坦层 350 、

及设 于所述第一平坦层 350 上 的主光 阻间隙物 370 与辅 光 阻间隙物 360。所

述 TFT 基板 120 包括第二衬底基板 210 、设 于所述第二衬底基板 210 上 的

遮光金属层 390、设 于所述第二衬底基板 210 与遮光金属层 390 上 的第一绝



缘层 230 、设于所述第一绝缘层 230 上的多晶硅层 240 、设于所述第一绝缘
层 230 与多晶硅层 240 上的第二绝缘层 250、设于所述第二绝缘层 250 上的
栅极 260 、设于所述第二绝缘层 250 与栅极 260 上的第三绝缘层 270 、设于
所述第三绝缘层 270 上的源/漏极 280 、设于所述第三绝缘层 270 与源/漏极
280 上的第二平坦层 290 、设于所述第二平坦层 290 上的公共电极层 300 、
设于所述公共电极层 300 上的钝化层 310、设于所述钝化层 310 上的像素电
极层 320; 所述钝化层 310 与第二平坦层 290 上对应源/漏极 280 上方设有
过孔 500 ，所述像素电极层 320 经由所述过孔 500 与所述源/漏极 280 相接
触。

在上述现有的液晶显示装置中，为防止像素边缘漏光，在 CF 基板 110

侧制作有黑色矩阵 220 进行遮挡。另外黑 色矩阵 220 还有防止光从 CF 基板
110 侧入射时，TFT 基板 120 侧的金属 （主要是源/漏极 280 ) 反光造成面板
的对比度下降的问题；且上述现有的液晶显示装置通过 CF 基板 110 和 TFT

基板 120 组合而形成，这样就要考虑到 CF 基板 110 侧的黑色矩阵 220 和
TFT 基板 120 侧的金属层的对组精度。在 目前的制程能力下，无法做到完
全无偏差，有时偏差会达到 ± 5µ ι，这样 实际制作 出的液晶面板的开 口率和
设计值就会存在极 大的差异，同时同一批次的液晶面板之 间的开 口率差值
也会比较 大，影响品盾。

发明内容
本发 明的 目的在于提供一种液晶显示装置，具有较 高的对组精度及开

口率。
为实现上述 目的，本发 明提供一种液晶显示装置，包括液晶面板 、及

设于所述液晶面板下方的背光模组；
所述液晶面板 包括第一基板 、与所述第一基板相对设置的第二基板 、

位于所述第一基板与第二基板之 间的液晶层 、及粘结所述第一基板与第二
基板的框胶；

所述第二基板 包括衬底基板 、设 于所述衬底基板上的遮光金属层 、设

于所述衬底基板与遮光金属层上的第一绝缘层 、设于所述第一绝缘层上的
TFT 层 、设于所述 TFT 层上的第一钝化层、设于所述第一钝化层上的色阻
层 、设于所述 色阻层上的第一平坦层 、及设于所述第一平坦层上的光阻间
隙物。

所述 TFT 层 包括设于所述第一绝缘层上的多晶硅层 、设于所述多晶硅
层与第一绝缘层上的第二绝缘层 、设于所述第二绝缘层上的栅极 、设于所



述第二绝缘层与栅极上的第三绝缘层 、设 于所述第三绝缘层上的源/漏极 、
设 于所述第三绝缘层与源/漏极上的第二平坦层 、设 于所述第二平坦层上的
公共 电极层 、设 于所述第二平坦层与公共 电极层上的第二钝化层 、及设 于
所述第二钝化层上的像素 电极层 ；所述第二平坦层与第二钝化层上对应所

述源/漏极 的上方设有过孔，所述像素 电极层经由所述过孔与所述源/漏极相

接触 。
所述遮光金属层的材料为铬 。
所述第一基板 、衬底基板为玻璃基板 。
所述背光模组设 于靠近所述液晶面板 的第一基板 的一侧 。
所述 色阻层 包括 间隔设 置的数个红 色色阻块 、数个绿 色色阻块 、及数

个蓝 色色阻块；所述遮光金属层在水平方向上完全遮盖所述 色阻层上相邻
的两色阻块的间隔区域 。

所述第一绝缘层 、第二绝缘层 、第三绝缘层为氮化硅层 、氧化硅层 、
或二者的复合结构 ；所述公共 电极层 、像素 电极层的材料 为氧化铟锡 。

所述光 阻间隙物 包括主光 阻间隙物 、及辅光 阻间隙物 ；所述主光 阻间
隙物与所述第一基板相接触 ；所述辅光 阻间隙物与所述第一基板之 间有 间

隙。
所述 TFT 层还 包括设 于所述第三绝缘层上的数据线。
所述遮光金属层在水平方向上完全遮盖所述多晶硅层 、栅极 、及源/漏

极 。

本发 明还提供一种液晶显示装置 ，包括液晶面板 、及设 于所述液晶面
板 下方的背光模组 ；

所述液晶面板 包括第一基板 、与所述第一基板相对设 置的第二基板 、
位 于所述第一基板与第二基板之 间的液晶层 、及粘结所述第一基板与第二
基板 的框胶 ；

所述第二基板 包括衬底基板 、设 于所述衬底基板上的遮光金属层 、设

于所述衬底基板与遮光金属层上的第一绝缘层 、设 于所述第一绝缘层上的
TFT 层 、设 于所述 TFT 层上的第一钝化层 、设 于所述第一钝化层上的色阻
层 、设 于所述 色阻层上的第一平坦层 、及设 于所述第一平坦层上的光 阻间
隙物；

其 中，所述 TFT 层 包括设 于所述第一绝缘层上的多晶硅层 、设 于所述
多晶硅层与第一绝缘层上的第二绝缘层 、设 于所述第二绝缘层上的栅极 、
设 于所述第二绝缘层与栅极上的第三绝缘层 、设 于所述第三绝缘层上的源/
漏极 、设 于所述第三绝缘层与源/漏极上的第二平坦层 、设 于所述第二平坦



层上的公共 电极层 、设 于所述第二平坦层与公共 电极层上的第二钝化层 、
及设 于所述第二钝化层上的像素 电极层 ；所述第二平坦层与第二钝化层上
对应所述源/漏极 的上方设有过孔 ，所述像素 电极层经由所述过孔与所述源/
漏极相接触；

其 中，所述遮光金属层的材料为铬 ；
其 中，所述第一基板 、衬底基板为玻璃基板 ；
其 中，所述背光模组设 于靠近所述液晶面板 的第一基板 的一侧；
其 中，所述 色阻层 包括 间隔设置的数个红 色色阻块 、数个绿 色色阻块 、

及数个蓝 色色阻块；所述遮光金属层在水平方向上完全遮盖所述 色阻层上
相邻的两色阻块的间隔区域 。

本发 明的有益效果：本发 明的液晶显示装置，将 色阻层、光 阻间隙物 、
及 TFT 层一 同设 于液晶面板 的第二基板上 ，使得第二基板上的各层在进行
制作 时可通过光罩上预 留的标记和前一层直接对位 ，从 而各层之 间的偏移

量较 小，对位精度较 高；同时，由于背光模组设 于靠近所述液晶面板 的第
一基板 的一侧 ，同时所述第二基板釆用顶栅型结构 ，从 而使得 当背光模组
的光源从 第一基板侧入射至液晶面板 时，栅极可以对 多晶硅层 的沟道 区进
行遮盖 ，对第二基板 的漏电流起到较 大的改善作用 ，避免 了由于光照而产
生漏电流的问题 ；此外 ，第二基板侧底层 的遮光金属层釆用如铬等黑 色金
属制成 ，当外界光从第二基板侧入射 时，由于遮光金属层在最底层 ，从 而
可防止 因光从第二基板入射 而造成金属反射 引起 面板对 比度 下降的问题 ；
结构 简单 ，与现有技术相 比可省去黑 色矩阵的制作 ，且具有较 高的对组精
度及开 口率。

附图说 明
为 了能更进一步 了解本发 明的特征 以及技术 内容 ，请参 阅以下有 关本

发 明的详 细说 明与附图，然而附图仅提供参考与说 明用 ，并非用来对本发
明加 以限制。

附图中，
图 1 为一种现有 的液晶显示装置的剖面结构示意图；
图 2 为图 1 中的液晶显示装置的液晶面板 的剖面结构示意 图；
图 3 为本发 明的液晶显示装置的剖面结构示意图；
图 4 为图 3 中的液晶显示装置的液晶面板在 TFT 处的剖面结构示意 图；
图 5 为图 3 中的液晶显示装置的液晶面板在数据线处的剖面结构示意

图。



具体 实施方式
为更进一步阐述本发 明所釆取 的技术手段及其效果 ，以下结合本发 明

的优选 实施例及其附图进行详细描述。
请参 阅图 3 至图 5，本发 明提供一种液晶显示装置，包括液晶面板 1、

及设 于所述液晶面板 1 下方的背光模组 2 。

如 图 3 所示，所述液晶面板 1 包括第一基板 11、与所述第一基板 11 相
对设置的第二基板 12、位于所述第一基板 11 与第二基板 12 之 间的液晶层
13、及粘结所述第一基板 11 与第二基板 12 的框胶 14 。

如 图 4 所示，所述第二基板 12 包括衬底基板 2 1、设 于所述衬底基板
2 1 上的遮光金属层 22、设 于所述衬底基板 2 1 与遮光金属层 22 上的第一绝
缘层 23、设 于所述第一绝缘层 23 上的 TFT 层 20、设 于所述 TFT 层 20 上
的第一钝化层 33、设 于所述第一钝化层 33 上的 色阻层 34、设 于所述 色阻
层 34 上的第一平坦层 35、及设 于所述第一平坦层 35 上的光阻间隙物 39。

由于 色阻层 34、光阻间隙物 39、及 TFT 层 20 — 同设 于液晶面板 1 的
第二基板 12 上 ，使得第二基板 12 上的各层在进行制作 时可通过光罩上预
留的标记和前一层直接对位，从 而各层之 间的偏移量较 小，对位精度较 高，
精度会在 ± 0.6 µ ι。

具体 的，所述第一基板 11、衬底基板 2 1 为玻璃基板 。
具体 的，所述背光模组 2 设 于靠近所述液晶面板 1 的第一基板 11 的一

侧 。
具体 的，所述 色阻层 34 包括 间隔设 置的数个红 色色阻块、数个绿 色色

阻块、及数个蓝 色色阻块。所述遮光金属层 22 在水平方向上完全遮盖所述
色阻层 34 上相邻 的两色阻块的间隔区域，从 而代替黑 色矩阵起到防止像素
漏光的作用。

具体地 所述 TFT 层 20 包括设 于所述第一绝缘层 23 上的多晶硅层 24

设 于所述多晶硅层 24 与第一绝缘层 23 上的第二绝缘层 25、设 于所述第二
绝缘层 25 上的栅极 26、设 于所述第二绝缘层 25 与栅极 26 上的第三绝缘层
27、设 于所述第三绝缘层 27 上的源/漏极 28、设 于所述第三绝缘层 27 与源
/漏极 28 上的第二平坦层 29、设 于所述第二平坦层 29 上的公共 电极层 30 、

设 于所述第二平坦层 29 与公共 电极层 30 上的第二钝化层 3 1、及设 于所述
第二钝化层 3 1 上的像素 电极层 32; 所述第二平坦层 29 与第二钝化层 3 1 上
对应所述源/漏极 28 的上方设有过孔 301 ，所述像素 电极层 32 经由所述过
孔 301 与所述源/漏极 28 相接触 。



由于背光模组 2 设 于靠近所述液晶面板 1 的第一基板 11 的一侧，且所
述第二基板 12 釆用顶栅型结构，从 而使得 当背光模组 2 的光源从第一基板
11 侧入射至液晶面板 1 时，所述栅极 26 可以对多晶硅层 24 的沟道 区进行
遮盖 ，对第二基板 12 的漏电流起到较 大的改善作用，避免 了由于光照而产
生漏电流的问题 。

具体 的，所述遮光金属层 22 在水平方向上完全遮盖所述多晶硅层 24 、

栅极 26、及 源/漏极 28，从 而使得 当外界光线从第二基板 12 的底 面入射 时，
由于遮光金属层 22 在第二基板 12 的最底层 ，从 而可以对光线进行屏 蔽，
防止第二基板 12 的 TFT 器件 因为背沟道照光而产生漏电流。

同时，将所述遮光金属层 22 设 置在第二基板 12 的最底层 ，还可以防
止外界光线从第二基板 12 的底 面入射 时，在所述源/漏极 28 等金属层处造
成光线反射 ，引起 面板对 比度下降的问题 。

具体 的，所述遮光金属层 22 釆用黑 色金属制成，优选的，所述遮光金
属层 22 的材料 为铬 。

具体 的，所述第一绝缘层 23、第二绝缘层 25、第三绝缘层 27 为氮化
硅层 、氧化硅层 、或二者的复合结构 。

具体 的，所述光阻间隙物 39 包括主光阻间隙物 37、及辅光阻间隙物
36; 所述主光阻间隙物 37 与所述第一基板 11 相接触 ；所述辅光阻间隙物
36 与所述第一基板 11 之 间有 间隙。

具体 的，如 图 5 所示，所述 TFT 层 20 还 包括设 于所述第三绝缘层 27

上的数据线 38。

具体 的，所述公共 电极层 30、像素 电极层 32 的材料为氧化铟锡 。
综上所述 ，本发 明的液晶显示装置，将 色阻层 、光阻间隙物 、及 TFT

层一 同设 于液晶面板 的第二基板上 ，使得第二基板上 的各层在进行制作 时
可通过光罩上预 留的标记和前一层 直接 对位 ，从 而各层之 间的偏移量较
小，对位精度较 高；同时，由于背光模组设 于靠近所述液晶面板 的第一基
板 的一侧 ，同时所述第二基板釆用顶栅型结构 ，从 而 使得 当背光模组 的光
源从第一基板侧入射至液晶面板 时，栅极可 以 对多晶硅层 的沟道 区进行遮
盖 ，对第二基板 的漏电流起到较 大的改善作用 ，避免 了由于光照而产生漏
电流的问题 ；此外 ，第二基板侧底层 的遮光金属层釆用如铬等黑 色金属制
成 ，当外界光从第二基板侧入射 时，由于遮光金属层在最底层 ，从 而可防
止 因光从 第二基板入射 而造成金属反射 引起 面板对 比度 下将 的问题 ；结构
简单 ，与现有技术相 比可省去黑 色矩阵的制作 ，且具有较 高的对组精度及
开 口率。



以上 所述 ，对于本领域 的普通技 术人 员来说 ，可以根据本发 明的技术
方案和技 术构思作 出其他各种相应 的改变和变形 ，而所有这些改变和变形
都应属于本发 明后 附的权利要求的保护范围。



权 利 要 求

1、一种液晶显示装置，包括液晶面板 、及设 于所述液晶面板下方的背

光模组；
所述液晶面板 包括第一基板 、与所述第一基板相对设 置的第二基板 、

位 于所述第一基板与第二基板之 间的液晶层 、及粘结所述第一基板与第二
基板 的框胶 ；

所述第二基板 包括衬底基板 、设 于所述衬底基板上的遮光金属层 、设

于所述衬底基板与遮光金属层上的第一绝缘层 、设 于所述第一绝缘层上的
TFT 层 、设 于所述 TFT 层上的第一钝化层 、设 于所述第一钝化层上的色阻
层 、设 于所述 色阻层上的第一平坦层 、及设 于所述第一平坦层上的光 阻间
隙物。

2、如权利要求 1 所述的液晶显示装置 ，其 中，所述 TFT 层 包括设 于
所述第一绝缘层上的多晶硅层 、设 于所述多晶硅层与第一绝缘层上的第二
绝缘层 、设 于所述第二绝缘层上的栅极 、设 于所述第二绝缘层与栅极上的
第三绝缘层 、设 于所述第三绝缘层上的源/漏极 、设 于所述第三绝缘层与源/
漏极上的第二平坦层 、设 于所述第二平坦层上的公共 电极层 、设 于所述第
二平坦层与公共 电极层上的第二钝化层 、及设 于所述第二钝化层上的像素
电极层；所述第二平坦层与第二钝化层上对应所述源/漏极 的上方设有过孔 ，
所述像素 电极层经 由所述过孔与所述源/漏极相接触 。

3、如权利要求 1 所述的液晶显示装置 ，其 中，所述遮光金属层的材料

为铬 。
4、如权利要 求 1 所述的液晶显示装置 ，其 中，所述第一基板 、衬底基

板 为玻璃基板 。
5、如权利要求 1 所述的液晶显示装置 ，其 中，所述背光模组设 于靠近

所述液晶面板 的第一基板 的一侧 。
6、如权利要求 1 所述的液晶显示装置 ，其 中，所述 色阻层 包括 间隔设

置的数个红 色色阻块 、数个绿 色色阻块 、及数个蓝 色色阻块；所述遮光金
属层在水平方向上完全遮盖所述 色阻层上相邻的两色阻块的间隔区域 。

7、如权利要 求 2 所述的液晶显示装置，其 中，所述第一绝缘层 、第二
绝缘层 、第三绝缘层为氮化硅层 、氧化硅层 、或二者 的复合结构 ；所述公
共 电极层 、像素 电极层的材料为氧化铟锡 。

8、如权利要求 2 所述的液晶显示装置 ，其 中，所述光阻间隙物 包括主



光 阻间隙物 、及辅光阻间隙物；所述主光 阻间隙物与所述第一基板相接触；
所述辅光阻间隙物与所述第一基板之 间有 间隙。

9、如权利要求 2 所述的液晶显示装置 ，其 中，所述 TFT 层还 包括设
于所述第三绝缘层上的数据线。

10、如权利要求 2 所述的液晶显示装置，其 中，所述遮光金属层在水
平方向上完全遮盖所述多晶硅层 、栅极 、及源/漏极 。

11、一种 液晶显示装置 ，包括液晶面板 、及设 于所述液晶面板 下方的
背光模组；

所述液晶面板 包括第一基板 、与所述第一基板相对设 置的第二基板 、
位 于所述第一基板与第二基板之 间的液晶层 、及粘结所述第一基板与第二
基板 的框胶 ；

所述第二基板 包括衬底基板 、设 于所述衬底基板上的遮光金属层 、设

于所述衬底基板与遮光金属层上的第一绝缘层 、设 于所述第一绝缘层上的
TFT 层 、设 于所述 TFT 层上的第一钝化层 、设 于所述第一钝化层上的色阻
层 、设 于所述 色阻层上的第一平坦层 、及设 于所述第一平坦层上的光 阻间
隙物；

其 中，所述 TFT 层 包括设 于所述第一绝缘层上的多晶硅层 、设 于所述
多晶硅层与第一绝缘层上的第二绝缘层 、设 于所述第二绝缘层上的栅极 、
设 于所述第二绝缘层与栅极上的第三绝缘层 、设 于所述第三绝缘层上的源/
漏极 、设 于所述第三绝缘层与源/漏极上的第二平坦层 、设 于所述第二平坦
层上的公共 电极层 、设 于所述第二平坦层与公共 电极层上的第二钝化层 、
及设 于所述第二钝化层上的像素 电极层 ；所述第二平坦层与第二钝化层上
对应所述源/漏极 的上方设有过孔 ，所述像素 电极层经由所述过孔与所述源/
漏极相接触；

其 中，所述遮光金属层的材料为铬 ；
其 中，所述第一基板 、衬底基板为玻璃基板 ；
其 中，所述背光模组设 于靠近所述液晶面板 的第一基板 的一侧；
其 中，所述 色阻层 包括 间隔设置的数个红 色色阻块 、数个绿 色色阻块 、

及数个蓝 色色阻块；所述遮光金属层在水平方向上完全遮盖所述 色阻层上
相邻的两色阻块的间隔区域 。

12、如权利要求 11 所述的液晶显示装置，其 中，所述第一绝缘层 、第
二绝缘层 、第三绝缘层为氮化硅层 、氧化硅层 、或二者 的复合结构 ；所述
公共 电极层 、像素 电极层 的材料为氧化铟锡 。

13、如权利要求 11 所述的液晶显示装置，其 中，所述光 阻间隙物 包括



主光 阻间隙物 、及辅光 阻间隙物；所述主光 阻间隙物与所述第一基板相接
触 ；所述辅光阻间隙物与所述第一基板之 间有 间隙。

14、如权利要求 11 所述的液晶显示装置 ，其 中，所述 TFT 层还 包括
设 于所述第三绝缘层上的数据线。

15、如权利要求 11 所述的液晶显示装置，其 中，所述遮光金属层在水
平方向上完全遮盖所述多晶硅层 、栅极 、及源/漏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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