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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的契機。狹縫式塗佈技術適於大面積塗佈、高

關鍵詞

材料利用率(95%)和膜厚均勻性佳(±3%)的優勢，已
廣泛應用於平面顯示器中的光阻塗佈和傳統的膠材

．投射式電容觸控技術
Projective capacitive touch technology
．狹縫式塗佈

產業中。本文介紹機械所發展狹縫式塗佈技術的成
果 ， 包 含 了 利 用 計 算 流 體 力 學 (Computer Fluid
Dynamic)軟體建立塗頭設計能力和塗佈視窗、流體

Slot die coating

可視化觀測技術，和自行開發的機台設備進行光阻

．計算流體力學

塗佈的製程參數最適化研究，藉以掌握關鍵核心技

CFD
．3D 模擬
3D simulated

術，以提高觸控面板產業競爭力。
Projected capacitive touch technology in iPhone
and iPad excellent after sales, has become one of the
mainstream touch technologies. In this technology ITO

摘要

patterned need photoresist coating, as well as for
binding of different components need optically clear
adhesive coating, thus opening up the slot coating

投射式電容觸控技術在 iPhone 和 iPad 銷售極

application in touch panel. Slot coating suitable for

佳後，已成為主流觸控技術之一。在此技術中 ITO

large-area coating, high material utilization (>95% )

的圖案化需要光阻塗佈，以及貼合不同元件需要光

and the film thickness uniformity better (±3%), has

學膠塗佈，因此開起了狹縫式塗佈技術於觸控面板

been widely used in flat panel display of photores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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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hone 大賣，以及電信公司智慧型手機的市佔率不

coating and adhesion industry.
of

斷提升而越顯重要。依據拓樸產研的預估，全球觸

ITRI-made slot coating technology, includes the use of

控面板的出貨量將由 2009 年的 5.45 億片成長到

Computational Fluid Dynamics software to design the

2011 年的 7.21 億片，觸控面板模組之出貨金額則將

die head and coated window, flow visualization

由 2009 年的 37 億美元成長至 2011 年的 52.86 億美

observation technologies, and ITRI-made equipment

元。而目前觸控技術與製程成本仍然是廠商積極欲

for a photoresist coating process parameters research,

突破的重點。

This

article

describes

the

development

in order to grasp the key core technologies to enhance
touch panel industry competitiveness.

狹縫式塗佈於觸控面板產業的應用
機會
前言
塗佈技術在各項產業皆扮演著重要的角色，例

㆒、觸控面板技術簡介

如許多功能性薄膜常需要具有一定的厚度均勻性，

從蘋果電腦公司推出以多點觸控功能為基礎的

此外也必須考量工業生產速度和大面積的需求，因

iPhone 和 iPad 觸動龐大的商機後，微軟公司又同時

此不同的塗佈方式孕育而生。工研院 IEK 依據產業

開發以觸控技術運用為基礎的次世代軟體 Windows

別所需的塗佈技術門檻整理如圖一所示。由圖一中

7，兩大軟硬體廠商的投入宣示觸控面板產業將開始

可以知道儲能產業、平面顯示器以及電子構裝產業

進入光輝的年代。觸控技術最早始於 1970 年代美國

皆需要中間以上的精密塗佈水準。其中屬於平面顯

軍方的開發研究，直到 1980 年代才轉移成民間用

示器中的觸控面板產業隨著蘋果公司 iPad 和

途，也開啟了觸控元年，直到最近 iPhone 和 iP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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