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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触摸屏主要分为电阻式、红外线、电容式触摸屏等［１］，而电容式触摸屏以透光率高、可支持多点触
摸、寿命长的优点赢得了人们的喜爱。随着触摸屏技术的迅速发展，触摸屏类的知识产权侵权案件也经
常发生。该类侵权主要通过将专利权利要求书中的某一项或几项技术特征进行一定的修改，从表面上实
现不侵犯知识产权。我所运用科学的微量物证分析技术对电容式触摸屏的技术特征进行鉴定，为触摸屏
的知识产权鉴定提供技术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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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背景技术
目前，手机普遍使用电容式触摸屏作为输入设备，
电容式触摸屏通过在透明玻璃上镀氧化铟锡，然后进行
线路的蚀刻，软性线路板的热压，与钢化玻璃用光学胶
水贴合而成。虽然触摸屏的制作方法大体相同，但在技
术特征方面却存在差异。我所应用科学的微量物证分析
技术，通过表面分析［２］、剖面分析［３］、材料特性分析［４］等技
科学的结果。
术对样品进行分析，
最终给出客观、

２ 触摸屏技术特征的分析
２．１ 表面分析
依据 ＧＢ／Ｔ １９８６３－２００５《体视显微镜试验方法》在检
材上随机选取 ２ 个位置进行表面检验，发现其由多个第
一轴向导电群组、多个第二轴向导电群组、多个第一轴
向导线、多个第二轴向导线及多个绝缘覆层构成，且第

Ａｒｔｉｃｌｅ ＩＤ：
１００３－０１０７（２０１３）０４－００８４－０４

一轴向导电单元及第二轴向导电单元呈雪花状的几何
轮廓形状。
第一轴向导电群组由多个第一轴向导电单元组成，
且等距间隔分布在基板的表面（如图 １ 所示）。多个第一
轴向导电单元由导线连接，在相邻的第一轴向导电群组
之间与相邻的第一轴向导电单元之间的区域各定义出
第二轴向导电单元的配置区。
第二轴向导电群组是由多个第二轴向导电单元组
成，且等距间隔分布在基板的表面；多个第二轴向导电
单元配置在第二轴向导电单元配置区，多个第二轴向导
电单元由导线连接。
２．２ 剖面分析
依据 ＧＢ／Ｔ １７３５９－１９９８《电子探针和扫描电镜 χ 射
线能谱定量分析通则》在检材上随机选取 １ 个位置进行
剖面检验，
发现第一轴向导电单元和第二轴向导电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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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图形形成在基板表面上（如图 ２～图 ３ 所示）。

Ｘ－Ｘ 方向）进行剖面切割，发现绝缘层覆盖于多个第一

在检材上随机选取 ２ 个位置对桥接处进行剖面检

轴向导线的表面，
且各个第二轴向导线横越过对应的第

验，沿第一轴向方向（即 Ｙ－Ｙ 方向）和第二轴向方向（即

一轴向导线上的绝缘层的表面 （如图 ４～图 ５ 所示）。

图 １ 样品表面检验

图 ２ 第一轴向导电单元截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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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第二轴向导电单元截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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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第一轴向方向局部图

图 ５ 第二轴向方向局部图

２．３ 透光率分析

６ 所示），由结果可知，其在 ４００～９００ｎｍ 可见光范围内

在检材上随机选取 ２ 个位置进行透光率检验（如图

的透光率达到 ８９％～９２％。

图 ６ 透光率检验

２．４ 材料成分分析

（Ｓｉ）。第二轴向导电单元各子层的成分如下：
保护层的主

依据 ＧＢ／Ｔ １８９０７－２００２ 《透射电子显微镜选区电子

要元素是氧（Ｏ）和硅（Ｓｉ）；第二导电单元层的主要元素是

衍射分析方法》在检材上各随机选取 １ 个位置对样品的

铟（Ｉｎ）、锡（Ｓｎ）和氧（Ｏ）；基板层的主要元素是氧（Ｏ）和硅

第一轴向导电单元、
第二轴向导电单元和桥接处的材料

（Ｓｉ）。桥接处各子层的成分如下：
保护层的主要元素是氧

做成分分析，
每子层各分析 ３ 个点。

（Ｏ）和硅（Ｓｉ）；第二导电单元层的主要元素是铟（Ｉｎ）、锡（Ｓｎ）

第一轴向导电单元各子层的成分如下：保护层的主

和氧（Ｏ）；
基板层的主要元素是碳（Ｃ）和氧（Ｏ）；第一导电单

要元素是氧（Ｏ）和硅（Ｓｉ）；第一导电单元层的主要元素是

元层的主要元素是铟（Ｉｎ）、锡（Ｓｎ）和氧（Ｏ）；基 下转 ９５ 页
板层的主要元素是氧（Ｏ）和硅（Ｓｉ）。

铟（Ｉｎ）、锡（Ｓｎ）和氧（Ｏ）；基板层的主要元素是氧（Ｏ）和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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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温输出高电平电流 Ioh 超差所致；

温度跳变故障由光电隔离器低温输出高电平电流 Ioh

（２）用新方法进行全参数测试的光电耦合器，
满足电
路的使用条件。

超差所致。该光电隔离器属七专级货架产品，
低温参数
测试方法与测温电路使用环境不同，
所以造成产品故
障；
对后续的光电耦合器用新方法进行全参数测试，
测

５ 结论

试合格方可使用，
经过验证新的筛选条件满足产品需

通过各种验证试验及理论分析可知，测温电路低温

要，
能够保证后续产品的质量。

上接 ８６ 页

２．５ 材料物相

现其含有 Ｉｎ２Ｏ３ 晶态物质（如图 ７ 所示）。

在检材上随机选取 １ 个位置进行材料物相检验，发

图 ７ 材料物相图谱

综上所述：

及第二轴向导电单元呈雪花状的几何轮廓形状与权利

通过表面分析、剖面分析、材料特性分析等技术方

要求书中各导电单元呈六边形几何形状的技术特征不

法对样品进行分析。各个第一轴向导电单元及第二轴向

具有同一性。

导电单元呈雪花状的几何轮廓形状。触控图型结构由至
少两个相邻的第一轴向导电单元以及两个相邻的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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轴向导电单元组成，
其中相邻的第一轴向导电单元之间

［１］周自立．电容式触摸屏的多点解决方案［Ｄ］．广州：华南

以第一轴向导线予以连接，第一轴向导线的表面覆设有
一绝缘覆层，
第二轴向导线横越过绝缘覆层的表面连接
于相邻的第二轴向导电单元之间。

３ 鉴定结果
经鉴定，
样品的技术特征中各个第一轴向导电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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