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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 明提供一种 电容式 内嵌触摸屏及其制备方法 、显示装置 ，该 电容式 内嵌触摸屏包括 ：多条垂直交叉设置
的栅极扫描线和数据线 ；多个公共 电极 ，在 显示时间段 内向公共 电极加载公共 电极信号并且在触控 时间段 内
向所述公共 电极加载触控扫描信号 ，从而被复用为触控驱动 电极 ；多个触控感应 电极 ，与数据线 同层设置 ，
且触控感应 电极位于与栅极扫描线相对应 区域 ，触控感应 电极在触控 时间段 内输 出触控感应信号 ；其 中，触
控驱动 电极与触控感应 电极交叉绝缘设置 。由于将公共 电极复用为触控驱动 电极 ，并且 同层设置触控感应 电
极与数据线 ，可采用一次构 图工艺 同时形成 ，而不需要额外 的制备触控驱动 电极和触控感应 电极 的工艺 即可
制成触摸屏 ，节省 了生产成本 ，提高 了生产效率 。



本发 明涉及显示技术领域 ，尤其涉及一种 电容式 内嵌触摸屏及其制备方

法、显示装置 。

随着显示技术的飞速发展，触摸屏 （Tbuch Screen Panel ) 已经逐渐遍及

人们的生活中。目前，触摸屏按照组成结构可 以分为：外挂式触摸屏 （Add cm

Mode Touch Panel ) 覆盖表面式触摸屏 （On Cell Touch Panel ) 、以及 内嵌式

触摸屏 （I n Cell uch Panel ) 。其 中，外挂式触摸屏是将触摸屏与液晶显示屏

(Liquid Crystal Display, LCD) 分开生产 ，然后贴合到一起 ，外挂式触摸屏

存在制作成本较高、光透过率较低 、模组较厚等缺点。而 内嵌式触摸屏将触

摸屏 的触控 电极 内嵌在液 晶显示屏 内部 ，可 以减薄模组整体 的厚度 ，又可 以

大大降低触摸屏 的制作成本 ，受到各大面板 家青睐。

目前 ，现有 的电容式 内嵌（In Cell) 触摸屏是在 TFT( Tliin Film Transistor,

薄膜场效应 晶体管）陣列基板 的表面制作两层交叉设置 的透 明导 电电极 ，一
般为条状 ITO (Indium Tin Oxides, 铜锡金属氧化物 ）电极 ，这两层 ITO 电极

分别作为触摸屏 的触控驱动 电极和触控感应 电极 ，在两条 ITO 电极 的相交处

形成感应 电容 。其工作过程为：在对触控驱动 电极加载触控扫描信号时，对

触控感应 电极通过感应 电容而耦合 出的触控感应信号进行检测 ，在此过程 中，

有人体接触触摸屏时，人体 电场就会作用在感应 电容上 ，使感应 电容 的电容

值发生变化 ，进而改变触控感应 电极耦合 出的触控感应信 号，根据触控感应

信号的变化 ，就可 以确定触点位置 。

上述 电容式 内嵌触摸屏的结构设计 ，需要在现有 的 TFT 阵列基板上增加

新的膜层 ，导致触摸屏 的厚度有所增加 ，且在制作 TFT 阵列基板时需要增加

新的工艺，使生产成本增加 ，不利于提高生产效率 。

有鉴于此 ，本发明提供一种 电容式 内嵌触摸屏及其制备方法、显示装置 ，



以解决现有的电容式 内嵌触摸屏厚度大 ，生产成本高的问题 。

为解决上述技术 问题 ，本发 明的实施例提供一种 电容式 内嵌触摸屏 ，包

括 ：

多条垂直交叉设置的栅极扫描线和数据线；

位于 由櫥极扫描线和数据线 限定的像素区域中的薄膜 晶体管和像素 电极

多个公共 电极 ，所述公共 电极在显示时间段 内被加载公共 电极信号并且

在触控时间段 内被加载触控扫描信号，丛而被复用为触控驱动 电极；

多个触控感应 电极，与所述数据线 同层设置 ， 所述触控感应 电极位于

与所述 极扫描线相对应 的区域 ，所述触控感应 电极在所述触控时间段 内输

出触控感应信号；

其中，所述触控驱动 电极与所述触控感应 电极交叉绝缘设置 。

优选地 ，所述触控感应 电极与所述数据线垂直交叉设置，所述触控感应

电极在与所述数据线 的交叉重叠处断开并采用像素 电极材料桥接 ，所述像素

电极材料与所述像素 电极 同时形成 。

优选地 ，所述 电容式 内嵌触摸屏还包括 ；

多个金属驱动 电极 ，与所述栅极扫描线 同层设置 ，且位于与所述数据线

相对应 的区域上 ，并与位于其上方的、相对应 的公共 电极连接 。

优选地 ，所述金属驱动 电极与所述栅极扫描线在 同一层垂直交叉设置 ，

所述金属驱动 电极在与所述 极扫描线 的交叉重叠处断开，并采用公共 电极

材料桥接 ，所述公共 电极材料与所述公共 电极 同时形成。

优选地 ，所述 电容式 内嵌触摸屏具体包括依次设置的：

基板 ；

栅极扫描线、薄膜 晶体管的 极 以及金属驱动 电极；

公共 电极 ，所述公共 电极通过所述栅绝缘层上的过孔与所述金属驱动 电

极连接 ；

绝缘层；

所述薄膜 晶体管的有源层 ；

数据线、所述薄膜 晶体管的源极和漏极 以及触控感应 电极；



保护层 ；

像素 电极 ；

其中，所述金属驱动 电极在与所述栅极扫描线在 同一层 内交叉重叠 ，在

二者 的交叉重叠处，所述金属驱动 电极断开，并采用公共 电极材料桥接，所

述公共 电极对料与所述公共 电极 同时形成 ；

所述触控感应 电极与所述数据线在 同一层 内交叉重叠 ，并且在二者 的的

交叉重叠处 ，所述触控感应 电极断开，并采用像素 电极材料桥接 ，所述像素

电极材料与所述像素 电极 同时形成 。

本发明还提供一种显示装置 ，包括上述 电容式 内嵌触摸屏 。

本发 明还提供一种 电容式 内嵌触摸屏 的制备方法 ，包括 ：

形成栅极扫描线的步骤 ；

形成数据线和触控感应 电极 的步骤 ，在 同一层形成所述触控感应 电极与

所述数据线 ，且在与所述栅极扫描线对应 的区域上形成所述触控感应 电极 ，

其中，所述触控感应 电极在所述触控时间段 内输出触控感应信号；

形成公共 电极 的步骤 ，所述公共 电极在显示时间段 内被加载公共 电极信

号并且在触控时间段 内被加载触控扫描信号，从而被复用 为触控驱动 电极；

其 中，交叉绝缘设置所述触控驱动 电极与所述触控感应 电极 。

优选地 ，所述方法还包括 ：

形成像素 电极和像素 电极材料 的步骤 ，在 由所述栅极扫描线和所述数据

线限定的像素区域 内设置所述像素 电极 ，并 巨.在 同一层 中垂直交叉设置所述

触控感应 电极和所述数据线 ，在所述触控感应 电极与所述数据线的交叉重叠

处断开所述触控感应 电极 ，并采用所述像素 电极材料桥接 。

优选地 ，在形成栅极扫描线 的同时还形成金属驱动 电极 ，同层设置所述

金属驱动 电极与所述栅极扫描线 ，且将所述金属驱动 电极设置在与所述数据

线相对应 的区域上 ，并与位于其上层 的、相对应 的公共 电极连接 。

优选地 ，在形成公共 电极 的同时形成公共 电极材料 ，垂直交叉设置所述

金属驱动 电极与所述極极扫描线 ，在所述金属驱动 电极与所述極极扫描线 的

交叉重叠处断开所述金属驱动 电极 ，并采 ffi 所述公共 电极材料桥接 。

优选地 ，所述 电容式 内嵌触摸屏的制备方法具体包括 ：



提供一基板 ；

在所述基板上形成栅极扫描线、薄膜 晶体管的栅极 以及金属驱动 电极；

在形成有所述栅极扫描线、薄膜晶体管的栅极 以及金属驱动 电极 的基板

上形成栅绝缘层 ；

在形成有所述栅绝缘层 的基板上形成公共 电极和公共 电极材料 ，所述公

共 电极通过所述栅绝缘层上 的过孔与所述金属驱动 电极连接 ，交叉重叠设置

所述金属驱动 电极与所述栅极扫描线 ，并且在二者的交叉重叠处断开所述金

属驱动 电极 ，并采用所述公共 电极材料桥接；

在形成有所述公共 电极的基板上形成绝缘层 ；

在形成有所述绝缘层 的基板上形成所述薄膜晶体管的有源层 ；

在形成有所述有源层 的基板上形成数据线 、所述薄膜晶体管的源极和漏

极 以及触控感应 电极 ；

在形成有所述数据线 、所述薄膜晶体管的源极和漏极 以及触控感应 电极

的基板上形成保护层 ；

在形成所述保护层 的基板上形成像素 电极和像素 电极材料 ，交叉重叠设

置所述触控感应 电极与所述数据线 ，并且在 二者 的交叉重叠处 ，断开所述触

控感应 电极并采 ¾所述像素 电极村料桥接 。

本发 明具有 以下有益效果：

由于将公共 电极复用 为触控驱动 电极 ，并且触控感应 电极与数据线 同层

设置 ，可采用一次构 图工艺 同时形成 ，因而不需要额外 的制备触控驱动 电极

和触控感应 电极 的工艺即可制成触摸屏 ，节省了生产成本，提高了生产效率 。

并 巨.，由于采 分时驱动触控和显示功能，也能够 降低相互干扰 ，提高画面

品质和触控准确性 。

图 1 为本发 明实施例的电容式 内嵌触摸屏的结构示意 图；

图 2 为本发 明实施例 的触控驱动 电极与触控感应 电极 的平面示意图;

图 3 为图 2 区域 F 的局部放大图。



为使本发明要解决的技术 问题 、技术方案和优点更加清楚 ，下面将结合

隋图及具体实施例进行详细描述 。

本发 明实施例提供一种 电容式 内嵌触摸屏 ，包括 ：

多条垂直交叉设置的栅极扫描线和数据线 ，所述多条垂直交叉设置的栅

极扫描线和数据线限定出多个像素区域 ；

位于所述像素区域 中的薄膜 晶体管和像素 电极 ；

多个公共 电极 ，位于与所述数据线相对应 的区域 内，所述公共 电极在显

示时间段 内被加载公共 电极信号 以及在触控时间段 内被加载触控扫描信号 ，

从而被复用为触控驱动 电极；以及

多个触控感应 电极 ，与所述数据线 同层设置 ，旦位于所述 极扫描线相

对应 的区域中，所述触控感应 电极在所述触控时间段 内输 出触控感应信号；

其 中，所述触控驱动 电极与所述触控感应 电极交叉绝缘设置 。

下面 ，具体参照 图 1 对上述实施例进行详细说 明。

上述实施例中的电容式 内嵌触摸屏采用分时驱动显示和触控的功能，即，

将一帧时间分成显示时间段和触控时间段 ，在显示时间段 内，公共 电极 106

作为普通 的公共 电极被加载有公共 电极信号 ，像素电极 14 被加载有像素信

号，使其与公共 电极 106 相配合地进行显示；在触控时间段 内，所述公共 电

极 106 则被复用为触控驱动 电极 ，向触控驱动 电极加载触控扫描信号 ，并且

触控感应 电极 2 耦合触控扫描信号并输出。

由于将公共 电极 106 复用 为触控驱动 电极 ，并且触控感应 电极 112 与数

据线 109 同层设置 ，所 以可 以采用一次构 图工艺 同时形成触控感应 电极 112

和数据线 109 ，而不需要额外 的制备触控驱动 电极和触控感应 电极的工艺即

可制成触摸屏 ，丛而节省 了生产成本 ，提高了生产效率 。并且 ，由于采用分

时驱动触控和显示功能，所 以还能够 降低相互千扰 ，提高画面 品质和触控准

确性 。

进一步地 ，同层设置的所述触控感应 电极 112 和所述数据线 109 可 以垂

直交叉设置 ，垂直交叉设置的所述触摸感应 电极 112 和所述数据线 109 必然

相交 。本发 明实施例中，所述触控感应 电极 112 在与所述数据线 109 的交叉



重叠处断开，并采用像素 电极对料桥接 ，以跨过所述数据线 09，避免所述

数据线短路，所述像素电极材料与所述像素 电极 1 4 同时形成。并旦所述触

控感应 电极 112 位于所述栅极扫描线 02 对应区域，即位于所述栅极扫描线

2 的上方 。进一步地，上述实施例中的所述公共 电极 】06 可以位于所述栅

极扫描线 02 的上层，并且位于所述数据线 109 的下层。为了降低作为触控

驱动 电极的公共 电极的阻值 ，丛而降低信号时延 ，利用金属的导电性更好 的

特性 ，本发明实施例的电容式 内嵌触摸屏还设置了多个金属驱动 电极 104 ，

所述金属驱动 电极 104 与所述 极扫描线 】02 同层设置，因此可以与所述栅

极扫描线通过一次构 图工艺而形成 。并且 ，为了不影响显示效果，所述金属

驱动 电极 104 位于与所述数据线 109 相对应的区域 ，即位于所述数据线 09

的下方 。并通过所述櫥绝缘层 105 上的过孔与位于其上层 的、相对应的公共

电极 106 连接 。由于所述金属驱动 电极 104 与所述栅极扫描线 102 通过一次

构图工艺形成 ，因此不需要额外的制备金属驱动 电极的工艺，可 以在提高信

号时延的基础上 ，进一步节省了生产成本，提高了生产效率。

进一歩地，同层设置的所述金属驱动 电极 104 与所述栅极扫描线 02 可

以垂直交叉设置，因此，垂直交叉设置的所述金属驱动 电极与所述栅极扫描

线必然相交。本发明实施例中，在所述金属驱动 电极 104 在与所述栅极扫描

线 102 的交叉重叠处断开，并采 ¾公共 电极材料桥接 ，以跨过所述栅极扫描

线 102 ，避免所述栅极扫描线短路 。其中，所述公共 电极材料与所述公共 电

极 06 同时形成。

以上描述 的内容在 图 中可以更明显地显示出来。图 1 为本发明实施例

的电容式 内嵌触摸屏的一结构示意图，该电容式触摸屏包括依次设置的：

基板 0 1；

极扫描线 102、薄膜 晶体管的栅极 103 以及金属驱动 电极 04;

栅绝缘层 05;

公共 电极 106, 所述公共 电极 106 通过所述栅绝缘层 105 上的过孔与所

述金属驱动 电极 104 连接；

绝缘层 107;

所述薄膜晶体管的有源层 108;



数据线 109、所述薄膜晶体管的源极 110 和漏极 11 以及触控感应电极

】12，所述触控感应电极 〗12 与所述公共 电极 106 交叉绝缘设置；

保护层 113

像素电极 114。

其中，所述基板 〗0 1 可以为衬底基板，也可以为设置有其他图形的基板。

通过一次构图工艺在 同一层形成所述櫥极扫描线 102、薄膜晶体管的栅

极 103 以及金属驱动电极 104, 并且所述金属驱动电极 】04 与所述栅极扫描

线 102 垂直交叉设置。在栅极扫描线 102、薄膜晶体管的栅极 103 以及金属

驱动电极 104 的上层设置櫥绝缘层 105，所述栅绝缘层 】05 在所述金属驱动

电极 】04 的上方形成过孔，并且在金属驱动 电极 104 与所述櫥极扫描线 02

的交叉重叠处形成过孔 （图 1 中未显示）。

通过一次构图工艺形成所述数据线 09、所述薄膜晶体管的源极 10 和

漏极 l l 以及触控感应电极 112。并 巨将他们布置在同一层 。所述数据线 109

与所述触控感应 电极 112 垂直交叉设置。所述触控感应 电极 112 在与所述数

据线 109 的交叉重叠处断开并采 像素电极村料桥接，所述像素电极材料与

所述像素电极 4 同时形成，以跨过数据线 09，避免所述数据线 109 短路。

在所述数据线、薄膜晶体管的源极 110 和漏极 1 的上层形成保护层 113，

所述保护层 3 在所述数据线 109 与所述触控感应 电极 112 的交叉重叠处形

成过孔。此外，所述保护层 113 还需要在所述薄膜晶体管的漏极 11 上方形

成过孔 ，用于连接所述像素电极 14 和所述薄膜晶体管的漏极 111。

以下参考 图 2 和图 3 对上述金属驱动电极 104 与栅极扫描线 102 的垂直

交叉设置，以及上述触控感应 电极 112 与数据线的垂直交叉设置进行说明。

图 2 为本发明实施例的触控驱动电极 04 (TX) 与触控感应 电极 12 (RX)

的平面示意图；图 3 为图 2 中 F 部分的局部放大图，其中，触控驱动电极 TX

采用公共 电极 106 实现，如上所述，由于金属驱动电极 104 与公共电极 106

连接 ，因此也可以将其等同第看作是金属驱动 电极 04。金属驱动 电极 104

与触控感应电极 112 并不处于同一平面上，而是与对应于触控感应 电极 112

的栅极扫描线 102 位于同一层上。在金属驱动电极 104 与栅极扫描线的交叉

重叠处，金属驱动电极 104 断开，跨过栅极扫描线 112 , 并且采用 电极材料



桥接 。而触控感应 电极 RX ( 112) 在与数据线 （图未示 出）同层布置 ，在二

者的交叉重叠处 ，触控感应 电极 R 断开，并采用像素 电极材料桥接 。

本发明实施例还提供一种显示装置 ，包括上述 电容式 内嵌触摸屏 。所述

显示装置可 以为：液晶显示面板 、电子纸、OLED 面板、手机 、平板 电脑、

电视机 、显示器、笔记本 电脑、数码相框、导航仪等任何具有显示功能的产

品或部件 。

本发明实施例还提供一种 电容式 内嵌触摸屏的制备方法 ，包括 ：

形成栅极扫描线的步骤；

形成数据线和触控感应 电极 的步骤 ，所述触控感应 电极与所述数据线 同

层设置 ， 所述触控感应 电极位于与所述櫥极扫描线相对应 的区域 ，所述触

控感应 电极在所述触控时间段 内输 出触控感应信号；

形成公共 电极 的步骤 ，所述公共 电极在显示时间段 内加载公共 电极信号

以及在触控时间段 内加载触控扫描信号被复用 为触控驱动 电极 ；

其 中，所述触控驱动 电极与所述触控感应 电极交叉绝缘设置 。

优选地 ，将所述公共 电极布置在与所述数据线相对应 的区域中。

由于将公共 电极复用为触控驱动 电极 ，并且触控感应 电极与数据线 同层

设置 ，所 以可采用一次构 图工艺 同时形成触控感应 电极和数据线，而不需要

额外 的制备触控驱动 电极和触控感应 电极 的工艺即可制成触摸屏 ，节省了生

产成本 ，提高了生产效率 。并 由于采 ¾分时驱动触控和显示功能，也能

够 降低相互干扰 ，提高画面品质和触控准确性 。

进一步地 ，在 同一层 内垂直交叉设置所述触控感应 电极与所述数据线 ，

并在与所述数据线 的交叉重叠处断开所述触控 电极 ，并采用所述像素 电极材

料桥接 ，以跨过所述数据线 ，避免所述数据线短路 。在形成数据线和触控感

应 电极 的步骤之后还包括 ：

形成像素 电极和像素 电极材料 的步骤 ，所述像素 电极位于 由所述 极扫

描线和所述数据线限定的像素区域 内。

进一步地 ，为 了降低作为触控驱动 电极的公共 电极 的阻值 ，降低信号时

延 ，本发 明实施例 中还采用 了金属驱动 电极 ，在形成栅极扫描线的同 吋形成

金属驱动 电极 ，使得 同层设置所述金属驱动 电极与所述極极扫描线 ，且将所



述金属驱动 电极布置在与所述数据线相对应的区域上，并与位于其上方的、

与其相对应的公共 电极连接。

垂直交叉绝缘设置所述金属驱动电极与所述 极扫描线，并在金属驱动

电极与所述栅极扫描线的交叉重叠处断开金属驱动电极，并采 ffi 公共 电极材

料桥接，以跨过所述 极扫描线，避免所述栅极扫描线短路。其中，所述公

共 电极对料与所述公共 电极同时形成。

以制备图 1 所示的电容式 内嵌触摸屏为例，对本发明实施例的电容式 内

嵌触摸屏的制备方法进行详细说明。

步骤 提供一基板 101 ;

该基板 101 可以为衬底基板，也可 以为形成有其他图形的基板 。

步骤 S22: 在所述基板 10】上形成 极扫描线 02、薄膜晶体管的栅极

3 以及金属驱动电极 104;

具体的，在所述基板 101 上形成第一金属层，并利用光刻技术图案化所

述第一金属层，形成 极扫描线 102、薄膜晶体管的栅极 103 以及金属驱动

电极 104。其中，金属驱动 电极 104 与欐极扫描线 102 垂直交叉设置，并在

与栅极扫描线 102 的交叉重叠处断开所述金属驱动 电极 104 。

另外，为了不影响显示效果，所述金属驱动 电极 104 位于后续形成的数

据线的对应区域 ，即位于所述后续形成的数据线的下方。

步骤 S23 在形成有所述欐极扫描线 102、薄膜晶体管的栅极 103 以及金

属驱动 电极 104 的基板 101 上形成栅绝缘层 105，并在位于所述金属驱动电

极 104 上方的栅绝缘层 105 上形成过孔；

步骤 S24; 在形成有所述栅绝缘层 105 的基板上形成公共 电极 06 以及

公共 电极材料，所述公共 电极 106 在显示时间段内加载公共电极信号以及在

触控时间段内加载触控扫描信号被复 ¾为触控驱动 电极 将金属驱动电极 04

与栅极扫描线 102 垂直交叉设置，在二者的交叉重叠处断开金属驱动电极 104 ，

并采 ¾所述公共 电极材料桥接。

具体的，将公共 电极 106 布置在所述金属驱动 电极 104 的上方，通过櫥

绝缘层 105 上的过孔，与所述金属驱动电极 104 连接 ，以降低公共 电极 106

的阻值。



步骤 S25: 在形成有所述公共 电极 106 的基板 101 上形成绝缘层 107;

步骤 S26: 在形成有所述绝缘层 107 的基板 10】上形成有所述薄膜 晶体

管的有源层 108;

具体的，可 以在 已经形成有所述公共 电极 06 的基板 〗0 1 上形成非晶硅

层或者轻掺杂的非晶硅层 ，然后利 光刻技术 图案化形成有源层 108。将所

述有源层 〗08 布置在所述薄膜晶体管的栅极 103 的上方 。

步骤 S27: 在形成有所述有源层 108 的基板 101 上形成数据线 09、所述

薄膜晶体管的源极 110 和漏极 11〗以及触控感应 电极 112，所述触控感应 电极

1 与所述公共 电极 106 交叉绝缘设置 ，所述触控感应电极 112 在所述触控时

间段 内输出触控感应信号；

为了不影响显示效果，将所述触控感应 电极 112 布置在与所述栅极扫描

线 】02 相对应的区域上，即位于所述 极扫描线 102 的上方 。

具体的，可 以在形成有所述有源层 108 的基板 0 上形成第二金属层 ，

并利 ¾光刻技术 图案化所述数据线 109、所述薄膜晶体管的源极 110 和漏极

11 以及触控感应 电极 12 。

其中，所述数据线 109 与所述触控感应 电极 112 垂直交叉设置，在二者

的交叉重叠处，断开所述触控感应 电极 112 。

所述数据线 109 位于所述公共 电极 106 的上方，两者之间设置有绝缘层

107 将所述触控感应 电极 112 设置在所述栅极扫描线 102 的上方，两者之间

也设置有绝缘层 107 。

步骤 S28 在形成有所述数据线 109、所述薄膜晶体管的源极 10 和漏极

11 以及触控感应 电极 112 的基板 0 上形成保护层 113，并在所述数据线 109

和所述触控感应 电极 112 的交叉重叠处，在所述保护层 3 上形成过孔；

步骤 S29 在形成所述保护层 113 的基板 101 上形成像素 电极 114 和像

素电极村料，在所述触控感应 电极 112 上方保 留的像素电极村料通过所述保

护层 13 上的保护层 113 上的过孔与所述触控感应 电极 12 连接 ，以跨过所

述数据线 109，避免所述数据线 109 短路。

以上所述是本发明的优选实施方式 ，应当指出，对于本技术领域 的普通

技术人员来说 ，在不脱离本发明所述原理的前提下，还可 以作 出若干改进和



润饰 ，



. 一种 电容式 内嵌触摸屏 ，包括 ：多条垂直交叉设置 的栅极扫描线和数

据线 ，以及位于 由栅极扫描线和数据线 限定的像素区域 中的薄膜 晶体管和像

素 电极 ，其特征在于 ，还包括 ：

多个公共 电极 ，所述公共 电极在显示时间段 内被加载公共 电极信号并且

在触控时间段 内被加载触控扫描信号，从而使所述公共 电极复 为触控驱动

电极 ；

多个触控感应 电极 ，与所述数据线 同层设置 ，旦所述触控感应 电极位于

与所述櫥极扫描线相对应 的区域 ，所述触控感应 电极在所述触控时间段 内输

出触控感应信号；

其 中，所述触控驱动 电极与所述触控感应 电极交叉绝缘设置 。

2 . 如权利要求 1 所述的电容式 内嵌触摸屏 ，其特征在于 ，所述触控感应

电极与所述数据线垂直交叉设置 ，所述触控感应 电极在与所述数据线 的交叉

重叠处断开并采 ¾像素 电极材料桥接 。

3 . 如权利要求 2 所述 的电容式 内嵌触摸屏 ，其特征在于 ，所述像素 电极

材料与所述像素 电极 同时形成 。

4 . 如权利要求 1 所述 的电容式 内嵌触摸屏 ，其特征在于，还包括 ：

多个金属驱动 电极 ，与所述栅极扫描线同层设置 ，且位于所述数据线相

对应 的区域上 ，并与位于其上方的相对应的所述公共 电极连接 。

5 . 如权利要求 4 所述的电容式 内嵌触摸屏 ，其特征在于 ，所述金属驱动

电极与所述栅极扫描线垂直交叉设置 ，所述金属驱动 电极在与所述栅极扫描

线的交叉重叠处断开，并采用公共 电极材料桥接 。

6 . 如权利要求 5 所述 的电容式 内嵌触摸屏 ，其特征在于 ，所述公共 电极

材料与所述公共 电极 同时形成 。

7 . 如权利要求 1 所述 的电容式 内嵌触摸屏 ，其特征在于 ，所述 电容式 内

嵌触摸屏具体包括依次设置的：

基板 ；

栅极扫描线、薄膜 晶体管的極极 以及金属驱动 电极；



櫥绝缘层 ；

公共 电极 ，所述公共 电极通过所述栅绝缘层上的过孔与所述金属驱动 电

绝缘层 ；

所述薄膜 晶体管的有源层 ；

数据线、所述薄膜晶体管的源极和漏极 以及触控感应 电极；

保护层 ；

像素 电极 ；

其中，所述金属驱动 电极与所述栅极扫描线在 同一层 内交叉重叠 ，并且

在交叉重叠处 ，所述金属驱动 电极断开 ，并釆用公共 电极材料桥接 ，所述公

共 电极材料与所述公共 电极 同时形成；

所述触控感应 电极与所述数据线在 同一层 内交叉重叠 ，并且在交叉重叠

处，所述触控感应 电极断开并采用像素 电极材料桥接 ，所述像素 电极材料与

所述像素 电极 同时形成。

8 . 一种显示装置 ，其特征在于 ，包括如权利要求 1-8 任一项所述 的电容

式 内嵌触摸屏 。

9 . 一种 电容式 内嵌触摸屏的制备方法 ，其特征在于，包括 ：

形成栅极扫描线的步骤 ；

形成数据线和触控感应 电极 的步骤 ，在同一层形成所述触控感应 电极与

所述数据线 ，并 在与所述栅极扫描线相对应 的区域上形成所述触控感应 电

极 ，其 中，所述触控感应 电极在所述触控时间段 内输 出触控感应信号；

形成公共 电极 的步骤 ，所述公共 电极在显示时间段 内被加载公共 电极信

号并且在触控时间段 内被加载触控扫描信号，从而被复用为触控驱动 电极 ；

其 中，交叉绝缘设置所述触控驱动 电极与所述触控感应 电极 。

10 . 如权利要求 9 所述 的电容式 内嵌触摸屏的制备方法 ，其特征在于 ，

还包括 ：

形成像素 电极和像素 电极材料 的步骤 ，在 由所述櫥极扫描线和所述数据

线限定的像素区域 内设置所述像素 电极 ，并 垂直交叉设置所述触控感应 电

极和所述数据线，在所述触控感应 电极与所述数据线 的交叉重叠处断开所述



触控感应 电极，并采 ffi 所述像素 电极材料桥接 。

11. 如权利要求 9 所述的电容式 内嵌触摸屏的制备方法 ，其特征在于 ，

在形成栅极扫描线 的同时还形成金属驱动 电极 ，同层设置所述金属驱动

电极与所述栅极扫描线 ，且将所述金属驱动 电极设置在与所述数据线相对应

的区域上 ，并与位于其上层 的、相对应 的公共 电极连接。

12. 如权利要求 11 所述 的电容式 内嵌触摸屏的制备方法 ，其特征在于，

在形成公共 电极的同时形成公共 电极材料 ，垂直交叉设置所述金属驱动 电极

与所述櫥极扫描线 ，在所述金属驱动 电极与所述櫥极扫描线 的交叉重叠处断

开所述金属驱动 电极 ，并采用所述公共 电极对料桥接 。

13. 如权利要求 9 所述 的电容式 内嵌触摸屏的制备方法 ，其特征在于 ，

所述 电容式 内嵌触摸屏的制备方法具体包括 ：

提供一基板 ；

在所述基板上形成栅极扫描线、薄膜 晶体管的栅极 以及金属驱动 电极 ；

在形成有所述栅极扫描线 、薄膜 晶体管的栅极 以及金属驱动 电极 的基板

上形成栅绝缘层 ；

在形成有所述栅绝缘层的基板上形成公共 电极和公共 电极材料 ，所述公

共 电极通过所述栅绝缘层上的过孔与所述金属驱动 电极连接 ，交叉重叠设置

所述金属驱动 电极与所述栅极扫描线 ，并且在二者的交叉重叠处断开所述金

属驱动 电极并采 ¾所述公共 电极村料桥接 ；

在形成有所述公共 电极的基板上形成绝缘层；

在形成有所述绝缘层的基板上形成所述薄膜 晶体管的有源层 ；

在形成有所述有源层 的基板上形成数据线、所述薄膜 晶体管的源极和漏

极 以及触控感应 电极；

在形成有所述数据线、所述薄膜 晶体管的源极和漏极 以及触控感应 电极

的基板上形成保护层 ；

在形成所述保护层 的基板上形成像素 电极和像素 电极村料 ，交叉重叠设

置所述触控感应 电极与所述数据线 ，并且在二者 的交叉重叠处断开所述触控

感应 电极并采用所述像素 电极材料桥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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