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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一种感测装置，具有第一基板、

第二基板、多组第一电极、多个第二电极、多条第

一轴信号线、多条第二轴信号线与多条第二信号

线。其中第二基板位于第一基板上方，且第二基

板具有复位结构。第二电极阵列式地位于第二基

板的第一面。第一电极阵列式地位于第一基板。

每一组第一电极对应于前述第二电极其中之一，

并且具有第一轴电极与第二轴电极。第一轴电极

与第二轴电极均部分重叠于对应的第二电极。第

一轴信号线分别连接前述第一轴电极。第二轴信

号线分别连接前述第二轴电极。第二信号线分别

连接前述第二电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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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感测装置，其包含有：

第一基板；

第二基板，位于该第一基板上方，具有至少一复位结构；

多个第二电极，阵列式地位于该第二基板的第一面；

多组第一电极，阵列式地位于该第一基板，每一组第一电极对应于该些第二电极其中

之一，并且每一组第一电极还包含有：

至少一第一轴电极，其部分侧边与对应的该第二电极的侧边重合，且该至少一第一轴

电极与对应的该第二电极部分重叠以形成一第一重叠面积，从而该第二基板沿一第一水平

方向偏移时，该第一重叠面积几乎不变；以及

至少一第二轴电极，其部分侧边与对应的该第二电极的侧边重合，且该至少一第二轴

电极与对应的该第二电极部分重叠以形成一第二重叠面积，从而该第二基板沿一第二水平

方向偏移时，该第二重叠面积几乎不变；

多条第一轴信号线，分别连接该些第一轴电极；

多条第二轴信号线，分别连接该些第二轴电极；以及

多条第二信号线，分别连接该些第二电极。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感测装置，其中该至少一复位结构是一软性介电质，夹设于该第

二基板的本体与该第一基板之间。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感测装置，其中该第二基板还包含有多个按压部，该至少一复位

结构是多个复位结构，该些复位结构环绕每一该按压部，且该些第二电极位于该些按压部。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感测装置，其中该至少一复位结构是多个复位结构，该些复位结

构夹设于该第二基板的本体与该第一基板之间，并且该些复位结构邻近于该些第二电极但

不与该些第二电极重叠。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感测装置，其中该些第一轴信号线与该些第二轴信号线不平行。

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感测装置，其中该些第二信号线与该些第一轴信号线不平行。

7.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感测装置，其中该些第二信号线与该些第二轴信号线不平行。

8.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感测装置，还包含有一处理模块，电连接至该些第一轴信号线、

该些第二轴信号线与该些第二信号线，用以依据该些第一轴信号线其中之一的信号、该些

第二轴信号线其中之一的信号与该些第二信号线其中之一的信号，判断该些第二电极其中

之一的位移。

9.如权利要求8所述的感测装置，其中该处理模块还依据该位移计算对应的力值与力

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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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测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感测装置，特别是涉及一种阵列式多维度感测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压力感测装置可以用来侦测特定位置所受到的压力，因此被广泛应用于各种环

境。现行压力感测装置多是以压电材料制作，或以微机电系统(micro  electro  mechanical 

system,MEMs)制作。前者的材料成本高昂，后者又过于精密而容易毁损。因此有提出以电容

式压力感测的技术以实现低成本的压力感测装置。

[0003] 然而，现有电容式压力感测装置，具有诸多问题。举例来说，现有的阵列电容式压

力感测装置仅能感测压力，也就是正向于受力表面的力量大小。从而有研究者提出多维电

容感测技术，然而现有多维电容式感测技术有面积过大、无法阵列化布局等问题，因此无法

应用于中小型装置的问题。

发明内容

[0004] 有鉴于以上的问题，本发明提出一种感测装置。通过阵列式地配置电极对，可以任

意面积实现多点压力感测装置。

[0005] 依据本发明的感测装置，具有第一基板、第二基板、多组第一电极、多个第二电极、

多条第一轴信号线、多条第二轴信号线与多条第二信号线。其中第二基板位于第一基板上

方，且第二基板具有复位结构。多个第二电极阵列式地位于第二基板的第一面。多组第一电

极阵列式地位于第一基板，其中的每一组第一电极对应于前述第二电极其中之一，并且每

一组第一电极具有至少一个第一轴电极与至少一个第二轴电极。第一轴电极与第二轴电极

均部分重叠于对应的第二电极。多条第一轴信号线分别连接前述第一轴电极。多条第二轴

信号线分别连接前述第二轴电极。多条第二信号线分别连接前述第二电极。

[0006] 综上所述，本发明所揭露的感测装置，所述的各电极具有各自的信号线。并且本发

明所揭露的感测装置不需要使用浮接(未连接至处理模块或特定参考电压)的电极作为电

容的一部分。因此得以阵列式地配置并且可以更精准的感应与估计每一对电极彼此的相对

位置偏移。

[0007] 以上的关于本发明内容的说明及以下的实施方式的说明是用以示范与解释本发

明的精神与原理，并且提供本发明的权利要求更进一步的解释。

附图说明

[0008] 图1A为本发明一实施例的感测装置俯视示意图；

[0009] 图1B为图1A中BB’剖切线的部分剖面示意图；

[0010] 图1C为图1A中CC’剖切线的部分剖面示意图；

[0011] 图1D为另一实施例中对应于图1A中BB’剖切线的部分剖面示意图；

[0012] 图1E为另一实施例中对应于图1A中CC’剖切线的部分剖面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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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3] 图1F为另一实施例中对应于图1A中BB’剖切线的部分剖面示意图；

[0014] 图1G为另一实施例中对应于图1A中CC’剖切线的部分剖面示意图；

[0015] 图2A为本发明一实施例的感测装置俯视示意图；

[0016] 图2B为图2A中bb’剖切线的部分剖面示意图；

[0017] 图2C为图2A中cc’剖切线的部分剖面示意图；

[0018] 图2D为图2A中cc’剖切线当感测装置的第二基板沿X轴方向位移的部分剖面示意

图；

[0019] 图3A为本发明一实施例的感测装置俯视示意图；

[0020] 图3B为图3A中BB”剖切线的部分剖面示意图；

[0021] 图3C为图3A中CC”剖切线的部分剖面示意图；

[0022] 图4为本发明另一实施例的感测装置俯视示意图；

[0023] 图5A为图1A的感测装置电路示意图；

[0024] 图5B为一实施例中第二基板受到应力而沿X轴方向偏移的示意图；

[0025] 图5C为图5B中BB’剖切线的部分剖面示意图；

[0026] 图5D为一实施例中第二基板受到应力而沿Y轴方向偏移的示意图；

[0027] 图5E为图5D中CC’剖切线的部分剖面示意图。

[0028] 符号说明

[0029] 1000、2000、3000                   感测装置

[0030] 1100、2100、3100                   第一基板

[0031] 1200、2200、3200                   第二基板

[0032] 1201                             第一面

[0033] 1210、2210                        本体

[0034] 3210                              按压部

[0035] 1220                             软性介电质

[0036] 2220                             弹性元件

[0037] 3220                             刚性元件

[0038] 3230                             复位结构

[0039] 1300                              第一电极

[0040] 1310、1330                         第一轴电极

[0041] 1320、1340                         第二轴电极

[0042] 1400                              第二电极

[0043] 1500～1700、2500～2700、3500～3700  信号线

[0044] 1510、1610                        穿孔

[0045] 4100                             处理模块

[0046] C1～C4                           电容

具体实施方式

[0047] 以下在实施方式中详细叙述本发明的详细特征以及优点，其内容足以使任何熟悉

相关技术者了解本发明的技术内容并据以实施，且根据本说明书所揭露的内容、权利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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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附图，任何熟悉相关技术者可轻易地理解本发明相关的目的及优点。以下的实施例是进

一步详细说明本发明的观点，但非以任何观点限制本发明的范畴。

[0048] 请参照图1A至图1C，其中图1A依据本发明一实施例的感测装置俯视示意图，图1B

对应于图1A中BB’剖切线的部分剖面示意图，而图1C对应于图1A中CC’剖切线的部分剖面示

意图。如图示，依据本发明一实施例的感测装置1000具有第一基板1100、第二基板1200、多

组第一电极1300、多个第二电极1400、多条第一轴信号线1500、多条第二轴信号线1600与多

条第二信号线1700。其中第二基板1200位于第一基板1100上方，且第二基板1200具有复位

结构，在本实施例中的复位结构也就是介于第二基板1200的本体1210与第一基板1100之间

的软性介电质1220。多个第二电极1400阵列式地位于第二基板1200的第一面1201(例如为

下表面)。多组第一电极1300阵列式地位于第一基板1100，其中的每一组第一电极1300对应

于前述第二电极1400其中之一，并且每一组第一电极1300具有第一轴电极1310、1330与第

二轴电极1320、1340。

[0049] 第一轴电极1310、1330与第二轴电极1320、1340均被对应的第二电极1400部分覆

盖，且第一轴电极1310、1330与第二轴电极1320、1340各自有部分侧边与第二电极1400的侧

边重合或部分重合。多条第一轴信号线1500分别连接前述第一轴电极1310、1330。多条第二

轴信号线1600分别连接前述第二轴电极1320、1340。多条第二信号线1700分别连接前述第

二电极1400。在某些实施例中，第二信号线1700与第二电极1400于同一道制作工艺中一次

性地完成，因此为一体成形的图案化电极与信号线。而于另一些实施例中，第二信号线1700

与第二电极1400于不同制作工艺完成，因此并非一体成形，而其材料可以相同也可以不同，

例如为透明导电材料、金属或其他适合的材料。在某些实施例中，部分第一电极1300中的第

一轴电极1310与第一轴电极1330连接，另一部分第一电极1300中的第二轴电极1320与第二

轴电极1340连接。换句话说，在某些实施例中，部分第一电极1300仅具有一个第一轴电极与

两个第二轴电极，另一部分第一电极1300具有两个第一轴电极与一个第二轴电极。

[0050] 在本发明另一实施例，请参照图1A、图1D与图1E，其中图1D为另一实施例中对应于

图1A中BB’剖切线的部分剖面示意图，而图1E为另一实施例中对应于图1A中CC’剖切线的部

分剖面示意图。图1D与图1E的实施例与图1B、图1C的实施例的差异在于，第二轴信号线1600

配置于第一基板1100的下表面，并通过穿孔1610与第二轴电极1320、第二轴电极1340连接。

[0051] 在本发明另一实施例，请参照图1A、图1F与图1G，其中图1F为另一实施例中对应于

图1A中BB’剖切线的部分剖面示意图，而图1G为另一实施例中对应于图1A中CC’剖切线的部

分剖面示意图。图1F与图1G的实施例与图1B、图1C的实施例的差异在于，第一轴信号线1500

配置于第一基板1100的下表面，并通过穿孔1510与第一轴电极1310、第一轴电极1330连接。

[0052] 在本发明另一实施例中，请参照图2A至图2C，其中图2A依据本发明一实施例的感

测装置俯视示意图，图2B对应于图2A中bb’剖切线的部分剖面示意图，而图2C对应于图2A中

cc’剖切线的部分剖面示意图。如图示，依据本发明另一实施例的感测装置2000具有第一基

板2100、第二基板2200、多组第一电极2300、多个第二电极2400、多条第一轴信号线2500、多

条第二轴信号线2600与多条第二信号线2700。其中第二基板2200位于第一基板2100上方，

且第二基板2200具有复位结构。在本实施例中，与图1A至图1C的实施例相异之处在于，本实

施例中的复位结构也就是连接于第二基板2200的本体2210与第一基板2100的多个弹性元

件2220。每个第二电极2400的周围有多个弹性元件2220，弹性元件2220例如为橡胶柱、弹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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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具有自行复位能力的元件，且于一实施例中弹性元件2220两端分别固接第二基板2200的

本体2210与第一基板2100表面的物件。此外，关于第一轴信号线2500与第二轴信号线2600

的配置，可以参照前述图1A至图1G的各种变化，其重点在于第一轴信号线2500与第二轴信

号线2600彼此电性隔离。

[0053] 请参照图2D，其对应于图2A中cc’剖切线当感测装置的第二基板沿X轴方向位移的

部分剖面示意图。如图2D所示，当第二基板的本体2210沿着正X轴方向偏移时，弹性元件

2220等若两端固定于第二基板本体2210与第一基板2100的弹簧，其伸缩量会正比于施加于

第二基板本体2210的应力。在一实施例中，本体2210以软性材料或可挠性材料制成，因此于

不同的区域可有不同的压力形变。

[0054] 在本发明再一实施例中，请参照图3A至图3C，其中图3A依据本发明一实施例的感

测装置俯视示意图，图3B对应于图3A中BB”剖切线的部分剖面示意图，而图3C对应于图3A中

CC”剖切线的部分剖面示意图。如图示，依据本发明再一实施例的感测装置3000具有第一基

板3100、第二基板3200、多组第一电极3300、多个第二电极3400、多条第一轴信号线3500、多

条第二轴信号线3600与多条第二信号线3700。其中第二基板3200位于第一基板3100上方，

且第二基板3200具有按压部3210、固定结构3220与复位结构3230。按压部3210可为刚性材

料或可挠性材料，而复位结构3230需为可挠性或弹性材料。并且复位结构3230环绕每一个

按压部3210，而第二电极3400的位置对应于按压部3210。在本实施例中，与图1A至图1C的实

施例相异之处在于，本实施例中的固定结构就是连接于第二基板3200的复位结构3230与第

一基板3100之间的多个可倾斜刚性元件。每个第二电极3400的周围有多个可倾斜刚性元

件，刚性元件例如为塑胶柱，且于一实施例中刚性元件两端分别固接第二基板3200的复位

结构3210与第一基板3100表面的物件。当第二基板3200相对于第一基板3100有水平方向

(如图中X-Y轴所在平面)的位移时，复位结构3230可相应的倾斜。此外，关于第一轴信号线

3500与第二轴信号线3600的配置，可以参照前述图1A至图1G的各种变化，其重点在于第一

轴信号线3500与第二轴信号线3600彼此电性隔离。

[0055] 在另一实施例中，请参照图4，其依据本发明另一实施例的感测装置俯视示意图。

如图4所示，相较于图1A的实施例，本实施例中的第二电极1400仅部分覆盖第一轴电极

1310、1330与第二轴电极1320、1340。相对地，本实施例中的第二电极1400的四个突出部，分

别覆盖部分的第一轴电极或第二轴电极。而于在一个实施例中，第二电极不需要是如图示

的十字型，而可以是矩形、菱形、圆形或其他对称性图样。

[0056] 为了解释本发明的感测装置的作动原理，请一并参照图1A至图1C与图5A至图5E，

其中图5A对应于图1A的感测装置电路示意图，而图5B为一实施例中第二基板受到应力而沿

X轴方向偏移的示意图，图5C对应于图5B中BB’剖切线的部分剖面示意图，图5D为一实施例

中第二基板受到应力而沿Y轴方向偏移的示意图，图5E对应于图5D中CC’剖切线的部分剖面

示意图。如图5A所示，感测装置可以在图1A中的感测装置1000以外还具有处理模块4100。并

且于第二电极1400与第一轴电极1310、第一轴电极1330、第二轴电极1320与第二轴电极

1340之间分别等效有四个电容C1至C4，且每个电容的电容值，以电容C1为例可以描述如下

列方程式(1)：

[0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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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8] 其中ε是软性介电质1220的介电系数，Aov1是第一轴电极1310与第二电极1400重叠

的面积，d1是两者之间的距离，而Cf1是两者之间的边际场效应电容。因此，处理模块4100可

以用C1的变化去推估第一轴电极1310与第二电极1400的重叠面积的变化与电极间距离的

变化。并由此计算或查表得到水平方向(XY平面)的应力(压力)与铅直(Z轴)方向的应力(压

力)。

[0059] 因此如图5B与图5C所示，当第二基板1200沿着正X轴有偏移时，第一轴电极1310、

第一轴电极1330与第二轴电极1320各自与第二电极1400的重叠面积变小，此外，第二轴电

极1340与第二电极1400的重叠面积几乎不变。因此，实质上电容C1、电容C3与电容C2的电容

值会稍稍下降，而电容C4的电容值大致不变(甚或稍微上升)。如此，处理模块4100判断出第

二基板1200在第二电极1400处是向正X轴方向偏移。并且，进一步的，依据前述电容的电容

值变化，处理模块4100推估出对应的每个第一轴电极与第二轴电极相对于第二电极的重叠

面积的变化，而能计算出偏移的距离。

[0060] 因此如图5D与图5E所示，当第二基板1200沿着正Y轴有偏移时，第二轴电极1320、

第二轴电极1340与第一轴电极1330各自与第二电极1400的重叠面积变小，此外，第一轴电

极1310与第二电极1400的重叠面积不变。因此，实质上电容C2、电容C3与电容C4的电容值会

稍稍下降，而电容C1的电容值大致不变(甚或稍微上升)。如此，处理模块4100判断出第二基

板1200在第二电极1400处是向正Y轴方向偏移。并且，进一步的，依据前述电容的电容值变

化，处理模块4100推估出对应的每个第一轴电极与第二轴电极相对于第二电极的重叠面积

的变化，而能计算出偏移的距离。而实际上，电容C1至电容C4的电容值，通过现有投射电容

式触控技术中的电容感知方式，而以第二信号线1700为信号发射线(transmission  port)，

以第一轴信号线1500与第二轴信号线1600为信号接收线(receiving  port)即可实施，其技

术于此不再赘述。

[0061] 同样的，参照前述方程式(1)，当第二基板1200于Z轴方向受力，而使第二电极1400

与第一电极1300中各轴电极之间的距离减少。因此，处理模块4100得依据电容C1至电容C4

的电容值上升程度，计算出第二基板1200在Z轴方向偏移的距离。

[0062] 此外，请一并参照图4与图5B至图5C，如图5B所示，当第二基板1200沿着正X轴有偏

移时，第一轴电极1310、第一轴电极1330与第二轴电极1320各自与第二电极1400的重叠面

积变小，此外，第二轴电极1340与第二电极1400的重叠面积变大。因此，实质上电容C1、电容

C3与电容C2的电容值会稍稍下降，而电容C4的电容值稍微上升。如此，处理模块4100判断出

第二基板1200在第二电极1400处是向正X轴方向偏移。并且，进一步的，依据前述电容的电

容值变化，处理模块4100推估出对应的每个第一轴电极与第二轴电极相对于第二电极的重

叠面积的变化，而能计算出偏移的距离。

[0063] 而如图5C所示，当第二基板1200沿着正Y轴有偏移时，第二轴电极1320、第二轴电

极1340与第一轴电极1330各自与第二电极1400的重叠面积变小，此外，第一轴电极1310与

第二电极1400的重叠面积变大。因此，实质上电容C2、电容C3与电容C4的电容值会稍稍下

降，而电容C1的电容值稍微上升。如此，处理模块4100判断出第二基板1200在第二电极1400

处是向正Y轴方向偏移。并且，进一步的，依据前述电容的电容值变化，处理模块4100推估出

对应的每个第一轴电极与第二轴电极相对于第二电极的重叠面积的变化，而能计算出偏移

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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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4] 同样的，参照前述方程式(1)，当第二基板1200于Z轴方向受力，而使第二电极1400

与第一电极1300中各轴电极之间的距离减少。因此，处理模块4100得依据电容C1至电容C4

的电容值上升程度，计算出第二基板1200在Z轴方向偏移的距离。

[0065] 从上述可知，处理模块4100依据每对第一电极1300与第二电极1400的多个电容值

的变化，计算出阵列式排列的多个感应电极对分别的位置偏移。进一步来说，软性介电质

1220的杨氏系数(Young’s  modulus)如果预先存储于处理模块4100中，存储于处理模块

4100所连接的系统中，则处理模块4100得以进一步依据前述计算得到每对感应电极对所受

到的应力大小及方向。其中，前述计算偏移与计算应力的方式，可以公式计算，也可以表列

存储于处理模块4100中而让处理模块4100以查表的方式完成。

[0066] 此外，前述第一基板与第二基板、第一电极与第二电极的上下位置也可以互换。并

且第二电极也可以具有如第一电极般的一个或多个第一轴电极与一个或多个第二轴电极。

因此，处理模块可以依据第一电极中的各第一轴电极、各第二轴电极相对于第二电极中的

各第一轴电极、各第二轴电极之间的电容变化，更精准的计算各对感应电极对彼此的相对

位置偏移。

[0067] 综上所述，本发明所揭露的感测装置，所述的各电极具有各自的信号线以连接至

感测装置中内嵌的处理模块或是感测装置以外的处理模块。并且本发明所揭露的感测装置

不需要使用浮接(未连接至处理模块或特定参考电压)的电极作为感应用的电容的一部分。

因此得以阵列式地配置并且可以更精准的感应与估计每一对电极彼此的相对位置偏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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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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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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