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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面板

(57)摘要

一种显示面板，包括第一基板、多条第一信

号线、多条第二信号线以及多个像素电极。第一

基板至少具有一可弯曲区域与二非弯曲区域，可

弯曲区域位于非弯曲区域之间。第一信号线的其

中一条以及第二信号线的其中一条，电性连接于

至少一次像素，各次像素分别包括一控制单元，

且控制单元仅设于非弯曲区域内而未设于可弯

曲区域内。像素电极设置于可弯曲区域与非弯曲

区域内，其中各控制单元电性连接于像素电极的

其中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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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显示面板，包括：

一第一基板，至少具有一可弯曲区域与二非弯曲区域；

多条第一信号线与多条第二信号线，设置于该第一基板上，其中所述第一信号线的其

中一条以及所述第二信号线的其中一条电性连接于至少一次像素，且各所述次像素包含一

控制单元，且所述控制单元仅设于该非弯曲区域内而未设于该可弯曲区域内；以及

多个像素电极，相邻并排设置于该可弯曲区域与所述非弯曲区域内，其中各所述控制

单元电性连接于所述像素电极的其中一个。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显示面板，其中所述像素电极包括多个第一像素电极设置于该

可弯曲区域内，各所述第一像素电极与所电性连接的该控制单元未在一垂直投影方向上重

叠。

3.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显示面板，另包括多条连接导线，其中设置于该可弯曲区域内的

各所述第一像素电极与所电性连接的该控制单元通过所述连接导线的其中一个而电性连

接。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显示面板，其中所述像素电极包括多个第二像素电极设置于所

述非弯曲区域内，各所述第二像素电极与所电性连接的该控制单元的该次像素在一垂直投

影方向上至少部分重叠。

5.如权利要求4所述的显示面板，其中所述第二像素电极离该可弯曲区域越远，则所述

第二像素电极与所电性连接的该控制单元的该次像素的重叠面积越大。

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显示面板，其中所述第一信号线沿一第一方向延伸，所述第二信

号线沿一第二方向延伸，而所述非弯曲区域与该可弯曲区域沿着该第二方向并排。

7.如权利要求6所述的显示面板，其中在各所述非弯曲区域中，任两相邻的所述第一信

号线之间具有一间距，该可弯曲区域具有一宽度，且该宽度大于该间距。

8.如权利要求6所述的显示面板，其中在各所述非弯曲区域中，任两相邻的所述第一信

号线之间具有一间距，随着所述第一信号线距离该可弯曲区域越远，则所述第一信号线之

间的该间距越大。

9.如权利要求6所述的显示面板，其中在各所述非弯曲区域中，任两相邻的所述第一信

号线之间具有一间距，且所述间距相等。

10.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显示面板，其中所述第一信号线为数据线及扫描线的其中一

个，所述第二信号线为数据线及扫描线的其中另一个，各所述数据线分别电性连接所述控

制单元的其中一个的一源极，且各所述扫描线分别电性连接所述控制单元的其中一个的一

栅极。

11.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显示面板，其中各所述控制单元包括至少一晶体管。

1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显示面板，其中，该可弯曲区域位于所述非弯曲区域之间。

1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显示面板，其中该第一基板至少具有二可弯曲区域与二非弯曲

区域，其中所述非弯曲区域皆位于所述弯曲区域之间。

1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显示面板，另包括：

一第二基板，与该第一基板相对设置；以及

一显示介质层，设置于该第一基板与该第二基板之间。

15.如权利要求14所述的显示面板，其中该显示介质层为一有机发光材料层或一液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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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面板

技术领域

[0001] 本公开涉及一种显示面板，特别涉及一种在可弯曲区域内并未设置控制单元的显

示面板。

背景技术

[0002] 近年来，随着使用者对电子产品的需求日渐提升，在电子产品中扮演重要角色的

显示面板(display  panel)亦成为设计者关注的焦点。在现今显示技术中，可挠式显示面板

由于具有高轻巧性、耐冲击性与可挠曲性等特性，目前已成为新一代显示技术的发展重点。

[0003] 然而，在一般的可挠式显示面板中，常会因弯折而使得弯折区内的膜层或元件造

成损伤或破裂，更可能使得可挠式显示面板的良率或可靠度偏低，严重影响可挠式显示面

板的发展。

发明内容

[0004] 本公开的目的之一在于提供一种具有较佳的可靠度的显示面板并可能增加显示

面板的显示区域。

[0005] 为达上述目的，本公开提供一种显示面板，其包括一第一基板、多条第一信号线、

多条第二信号线以及多个像素电极。第一基板至少具有一可弯曲区域与二非弯曲区域。第

一信号线与第二信号线设置于第一基板上，其中第一信号线的其中一条以及第二信号线的

其中一条电性连接于至少一次像素，各次像素包括一控制单元，且控制单元仅设于非弯曲

区域内而未设于可弯曲区域内。像素电极相邻并排设置于可弯曲区域与非弯曲区域内，其

中各控制单元电性连接于像素电极的其中一个。

附图说明

[0006] 图1示出的了本公开第一实施例的显示面板的第一基板的俯视示意图。

[0007] 图2示出的了本公开第一实施例的显示面板的元件配置示意图。

[0008] 图3示出的了图2中与第一像素电极电性连接的驱动元件的剖面示意图。

[0009] 图4示出的了图2中与第二像素电极电性连接的驱动元件的剖面示意图。

[0010] 图5示出的了本公开第一实施例的一变化实施例的显示面板的第一基板的俯视示

意图。

[0011] 图6示出的了本公开第二实施例的显示面板的元件配置示意图。

[0012] 图7示出的了图6中与第一像素电极电性连接的驱动元件的剖面示意图。

[0013] 图8示出的了图6中与第二像素电极电性连接的驱动元件的剖面示意图。

[0014] 附图标记说明

[0015] 1、2  显示面板

[0016] 100A、100B、100C  第一基板

[0017] 102  第二基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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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8] 104  显示介质层

[0019] 105R、105G、105B  有机发光材料

[0020] 106  控制单元

[0021] 108  像素电极

[0022] 108a  第一像素电极

[0023] 108b  第二像素电极

[0024] 110 连接导线

[0025] 112  共通电极

[0026] 114  平坦层

[0027] 116 绝缘层

[0028] 118 栅极

[0029] 120 半导体层

[0030] 122 栅极绝缘层

[0031] 123  层间介电层

[0032] 124 保护层

[0033] 126  源极

[0034] 128  漏极

[0035] 130 通道区

[0036] 132、134  接触端

[0037] 136 轻掺杂半导体区

[0038] 138 图案化堤坝

[0039] 140 开口

[0040] 142 彩色滤光片

[0041] 142R 红色部分

[0042] 142G 绿色部分

[0043] 142B  蓝色部分

[0044] Cst  储存电容元件

[0045] D1  第一方向

[0046] D2  第二方向

[0047] DL 数据线

[0048] DR 驱动元件

[0049] GL  扫描线

[0050] R1 可弯曲区域

[0051] R2 非弯曲区域

[0052] SL1  第一信号线

[0053] SL2  第二信号线

[0054] SP 次像素

[0055] SW 开关元件

[0056] V  垂直投影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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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7] V1、V2、V3  接触洞

[0058] W  宽度

[0059] X1、X1’、Y1、Y2’  第一间距

[0060] X2、X2’、Y2、Y2’  第二间距

[0061] X3、X3’、Y3、Y3’  第三间距

具体实施例

[0062] 为使熟习本公开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能更进一步了解本公开，下文特列举本

公开的较佳实施例，并配合附图说明书附图，详细说明本公开的构成内容及所欲实现的技

术效果。

[0063] 请参考图1至图4。图1示出的了本公开第一实施例的显示面板的第一基板的上视

示意图，图2示出的了本公开第一实施例的显示面板的元件配置示意图，图3示出的了图2中

与第一像素电极电性连接的驱动元件的剖面示意图，以及图4示出的了图2中与第二像素电

极电性连接的驱动元件的剖面示意图。为了突显本实施例的显示面板的特征，图1仅示出的

第一基板100A上的控制单元106、像素电极108、第一信号线SL1与第二信号线SL2。图2中是

以虚线表示控制单元106与像素电极108的间电性连接的关系，且像素电极108之间是以相

连并排的方式示出的，但事实上每个像素电极108为彼此分隔的(如图1所示)。如图1与图2

所示，本实施例的显示面板1包括第一基板100A、第二基板102以及显示介质层104，第二基

板102与第一基板100A相对设置，且显示介质层104设置于第一基板100A与第二基板102之

间。第一基板100A与第二基板102为具有可挠性的软质基板，本实施例的第一基板100A与第

二基板102为塑胶基板，其中第二基板102为透明的塑胶基板。第一基板100A与第二基板102

其中至少一个的材料可包括聚亚酰胺(polyimide,PI)、聚碳酸酯(polycarbonate,PC)、聚

醚砜(polyethersulf one ,PES)、聚丙烯酸酯(polya cryla te ,PA)、聚原冰烯

(polynorbornene,PNB)、聚乙烯对苯二甲酸酯(polyethylene  terephthalate,PET)、聚醚

醚酮(polyetheretherketone,PEEK)、聚萘二甲酸乙二醇酯(polyethylene  naphthalate,

PEN)或聚醚亚酰胺(polyetherimide,PEI)，但不以此为限而可为其它各种有机材料或无机

材料，或有机/无机混合材料。显示介质层104为有机发光材料层，亦即本实施例的显示面板

1为有机发光二极管(OLED)显示面板，但不以此为限。在其他变化实施例中，显示面板也可

为无机发光二极管显示面板，亦即显示介质层为无机发光材料层、或液晶层、电泳层、电湿

润层、电致变色层或其它合适的显示介质层。

[0064] 详细而言，第一基板100A具有至少一可弯曲区域R1与至少二非弯曲区域R2。本实

施例以两非弯曲区域R2以及设置于两非弯曲区域R2之间的一可弯曲区域R1为例，但可弯曲

区域R1与非弯曲区域R2的数量并不以此为限。于其它实施例中，第一基板100A具有至少二

可弯曲区域R1与至少二非弯曲区域R2(或可视为两个子非弯曲区域)，而二可弯曲区域R1分

别位于所述非弯曲区域R2的二端，即所述非弯曲区域R2皆位于所述可弯曲区域R1的间。显

示面板1包括多条沿第一方向D1延伸的第一信号线SL1与多条沿第二方向D2延伸的第二信

号线SL2，而本实施例的可弯曲区域R1与非弯曲区域R2沿着第二方向D2相邻并排，但不以此

为限。第一信号线SL1与第二信号线SL2设置于第一基板100A上，第一信号线SL1的其中一条

以及第二信号线SL2的其中一条电性连接于至少一次像素SP。于本实施例中，是以第一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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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SL1与第二信号线SL2于所对应的各非弯曲区域R2内交错出多个次像素SP为范例，但不限

于此。在本实施例中，第一信号线SL1可为扫描线GL而第二信号线SL2可为数据线DL，但不以

此为限。于其它实施例中，第一信号线SL1可为数据线DL而第二信号线SL2可为扫描线GL，但

不以此为限。各次像素SP包括一控制单元106，且控制单元106仅设于非弯曲区域R2内而未

设于可弯曲区域R1内。在本实施例中，依照显示面板类型，例如：有机发光二极管(OLED)显

示面板，则控制单元106包括开关元件SW、驱动元件DR以及至少一个储存电容元件Cst，但不

以此为限。开关元件SW与驱动元件DR分别可为晶体管，例如：薄膜晶体管，薄膜晶体管可为

底栅极薄膜晶体管(bottom  gate)、顶栅极薄膜晶体管(top  gate)、共平面薄膜晶体管(co-

planner)或其它合适类型的晶体管。开关元件SW中的栅极与源极分别与扫描线GL与数据线

DL电性连接，并可被扫描线GL提供的栅极信号所控制而开启，以及可接收数据线DL提供的

数据信号。驱动元件DR的栅极是与开关元件SW的漏极电性连接，且驱动元件DR的源极与漏

极分别与电源线(图未示)与像素电极108连接。本实施例的控制单元106为2T1C架构，亦即

包括两个薄膜晶体管元件与一个储存电容，但不以此为限。举例而言，控制单元106亦可为

4T2C架构、2T2C架构、5T1C架构、6T1C架构或其它架构。于其它实施例中，显示面板类型可为

非自发光显示面板，例如：液晶显示面板，则控制单元106可包括开关元件SW以及至少一个

储存电容元件Cst，或者，数个开关元件SW以及至少一个储存电容元件Cst，但不限于此。

[0065] 显示面板1包括多个像素电极108，相邻并排设置于可弯曲区域R1与非弯曲区域R2

内，且各控制单元106分别电性连接于像素电极108的其中一个。此外，本实施例是以发光二

极管(OLED)显示面板为范例，则显示介质层104可包括用以提供不同颜色的有机发光材料，

可分别设置于像素电极108上，并设置于可弯曲区域R1与非弯曲区域R2内，且分别通过次像

素SP的控制单元106驱动，而使得不同颜色的光进行混色以达到全彩显示的效果。显示介质

层104例如可包括发出红光的有机发光材料105R、发出绿光的有机发光材料105G与发出蓝

光的有机发光材料105B，但不以此为限。于其它实施例中，显示介质层104可发出一种颜色

光，再经由相应的波长转换元件(未标示)来转换显示面板所需要的颜色光，例如：显示介质

层104可发出白光，经由波长转换元件(多色的彩色光致抗蚀剂，例如：红色光致抗蚀剂、绿

色光致抗蚀剂、蓝色光致抗蚀剂或其它颜色的光致抗蚀剂)，或者，显示介质层104可发出蓝

光或UV光，经由波长转换元件(例如：量子点/杆)转换，来获得不同颜色的光进行混色以达

到全彩显示的效果。其中，波长转换元件，例如：彩色滤光片或量子点/杆，可设置于第二基

板102上，例如：第二基板102外表面或内表面上，并设置于可弯曲区域R1与非弯曲区域R2

内。此外，在其他变化实施例中，波长转换元件，例如：彩色滤光片或量子点/杆，也可选择性

地设置于显示介质层114上，而不位于第二基板102上，并设置于可弯曲区域R1与非弯曲区

域R2内。在本实施例中，像素电极108可区分为第一像素电极108a与第二像素电极108b，第

一像素电极108a位于可弯曲区域R1内，而第二像素电极108b位于非弯曲区域R2内。各第一

像素电极108a以及与其所电性连接的控制单元106是未在垂直投影方向V上重叠，而各第二

像素电极108b与所电性连接的控制单元106的次像素SP是在垂直投影方向V上至少部分重

叠，其中垂直投影方向V是指垂直于第一基板100A与第二基板102表面的方向，垂直投影方

向V也与第一方向D1和第二方向D2所构成的平面相垂直。因此，可弯曲区域R1除了可弯折的

功能还具有显示的功能。其中，可弯曲区域R1中的次像素SP可为至少一行或列的次像素SP。

再者，请参考图3。本公开显示面板1另包括多条连接导线110，其中设置于可弯曲区域R1内

说　明　书 4/8 页

6

CN 106340250 B

6



的各第一像素电极108a与所电性连接的控制单元106是分别通过一条连接导线110而电性

连接。举例而言，连接导线110可沿着非弯曲区域R2至可弯曲区域R1的方向延伸，且连接导

线110的一端与位于非弯曲区域R2的控制单元106连接，例如：控制单元106的漏极，而连接

导线110的另一端与位于可弯曲区域R1中对应的第一像素电极108a连接，藉此以电性连接

设置在可弯曲区域R1内的第一像素电极108a与位于非弯曲区域R2的对应控制单元106。因

此，连接导线110大体上是沿着第二方向D2延伸，同时跨越部分非弯曲区域R2与可弯曲区域

R1两区域以及两者的间的交界。此外，由于第二像素电极108b与其所对应的控制单元106于

垂直投影方向V上至少部分重叠，因此本实施例的第二像素电极108b是直接与对应的控制

单元106连接，两者之间不需设置连接导线110。在本实施例的显示面板1中，像素电极108与

显示介质层104除了设置在非弯曲区域R2内，也一并设置于可弯曲区域R1内，因此可弯曲区

域R1亦可显示影像。通过连接导线110的设置，使得与第一像素电极108a连接的控制单元

106可被设置于非弯曲区域R2内，换句话说，即使与第一像素电极108a对应的控制单元106

并非设置于可弯曲区域R1，仍可通过连接导线110电性连接于第一像素电极108a并利用第

一像素电极108a驱动位于可弯曲区域R1内的显示介质层104来显示影像。通过上述设计，电

性连接于第一像素电极108a的控制单元106不需设置在可弯曲区域R1内，即使在可弯曲区

域R1被弯折的情况下，与第一像素电极108a电性连接的控制单元106也不会受到损害，使得

显示面板1具有优异的可靠度。

[0066] 在各非弯曲区域R2中，任两相邻的第一信号线SL1之间具有一间距。以图1中左侧

的非弯曲区域R2为例，在从非弯曲区域R2至可弯曲区域R1的方向上，两相邻的第一信号线

SL1之间具有第一间距X1、第二间距X2与第三间距X3。在本实施例中，第一间距X1大于第二

间距X2，且第二间距X2大于第三间距X3。相似的，以图1中右侧的非弯曲区域R2为例，在从非

弯曲区域R2至可弯曲区域R1的方向上，两相邻的第一信号线SL1之间具有第一间距X1’、第

二间距X2’与第三间距X3’。在本实施例中，第一间距X1’大于第二间距X2’，且第二间距X2’

大于第三间距X3’。换言之，离可弯曲区域R1越远，两相邻的第一信号线SL1之间的间距越

大。相较具有第二间距X2、X2’或第三间距X3、X3’的次像素SP，具有第一间距X1、X1’的次像

素SP具有较大的像素面积，而对应第二间距X2、X2’的次像素SP次之，最接近可弯曲区域R2

并对应第三间距X3、X3’的次像素SP具有最小像素面积。再者，第一间距X1与第一间距X1’实

质上相等，第二间距X2与第二间距X2’实质上相等，且第三间距X3与第三间距X3’实质上相

等，也就是图1中位于可弯曲区域R1左右两侧的非弯曲区域R2实质上为左右对称，但不以此

为限。此外，本实施例的可弯曲区域R1具有一宽度W，且宽度W大于第一间距X1，但不以此为

限。另外，随着第二像素电极108b离可弯曲区域R1越远，第二像素电极108b与所电性连接的

控制单元106的次像素SP的重叠面积越大。此外，可弯曲区域R1的宽度W可以大于、等于或小

于两相邻的第一信号线SL1之间具有第一间距X1。

[0067] 此外，如图2所示，显示面板1另包括设置于第二基板102上的共通电极112，而显示

介质层104设置于共通电极112与像素电极108之间。于其它实施例中，显示面板1另包括设

置于显示介质层104上的共通电极112，则显示介质层104设置于共通电极112与像素电极

108之间。像素电极108亦可称为下电极或阳极，而共通电极112亦可称为上电极或阴极。像

素电极108可为透明或不透明的电极，本实施例的像素电极108可为单层或多层，且其材料

可为金属、合金、前述氮化物、前述氧化物、前述氮氧化物、或其它合适的材料，可当作反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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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而共通电极112可单层或多层，且其材料可为铟锡氧化物(ITO)、铟锌氧化物(IZO)、铟镓

锌氧化物(IGZO)、铟镓氧化物(IGO)、镓锌氧化物(GZO)、纳米碳管/杆、小于60埃(A)的金属

或合金，可当作透明电极。因此，本实施例的显示面板1为上发光式的有机发光二极管显示

面板，显示介质层104所发出的光线可穿透共通电极112以提供显示效果，但不以此为限。在

其他变化实施例中，本实施例的显示面板1亦可为下发光式的有机发光二极管显示面板。在

此情况下，共通电极112的材料可选用前面所述，且其可为反射层，而像素电极108的材料可

选用前面所述，且其可为透明电极，以使显示介质层104所发出的光线可穿透像素电极108

而提供显示效果。或者是，共通电极112的材料可选用前面所述，且其可为透明电极，而像素

电极108的材料可选用前面所述，且其可为透明电极，以使显示介质层104所发出的光线可

穿透像素电极108与共通电极112而提供双面显示效果。本实施例的显示面板1中的像素电

极108具有相同大小的面积，但并不以此为限。在其他变化实施例中，像素电极108可具有不

同的面积。举例而言，由于用来发出蓝光的有机材料，其发光效率较差，则可将其搭配面积

较大的像素电极108，使其具有较大的发光面积。此外，本实例是以有机发光二极管显示面

板为范例，则显示面板1的显示介质层104可包括空穴传输层(图未示)及电子传输层(图未

示)，其中空穴传输层设置于显示介质层104较接近于像素电极108的一侧，而电子传输层设

置于显示介质层104较接近于共通电极112的一侧，但不以此为限。于其它实施例中，显示面

板1若为液晶显示面板、电泳显示面板、电湿润显示面板或电致变色显示面板，则显示介质

层104就分别为其所对应的材料，例如：液晶显示面板的显示介质层104可为液晶层。

[0068] 显示面板1可选择地另包括平坦层114与绝缘层116(请查看图2)。平坦层114设置

于可弯曲区域R1与非弯曲区域R2内，并设置于像素电极108与控制单元106之间。平坦层114

可为单层或多层结构，且其材料可包括有机材料。绝缘层116设置于可弯曲区域R1与非弯曲

区域R2内，并设置于平坦层114与第一基板100A之间。绝缘层116可为单层或多层，且其材

料，较佳地，包含无机材料(例如氧化硅、氮化硅、或氮氧化硅、或其它合适的材料)，而可例

如为薄膜晶体管中的缓冲层、栅极绝缘层或层间介电层其中至少一个，并且可以从非弯曲

区域R2延伸至可弯曲区域R1内。于其它实施例中，绝缘层116的材料也可包含有机材料(例

如：光致抗蚀剂、聚亚酰胺、或其它合适的材料)。

[0069] 开关元件SW与驱动元件DR可为无机薄膜晶体管或有机薄膜晶体管，且薄膜晶体管

可选用顶栅极型薄膜晶体管、底栅极型薄膜晶体管或其它型式薄膜晶体管。如图3所示，在

本实施例中，与第一像素电极108a连接的控制单元106的驱动元件DR为(但不限于)顶栅极

型薄膜晶体管，其包括栅极118、半导体层120、栅极绝缘层122、层间介电层123、保护层124、

源极126与漏极128。栅极118设置于第一基板100A上，栅极绝缘层122设置于栅极118与第一

基板100A之间。半导体层120可例如为多晶硅半导体层设置于栅极绝缘层122与第一基板

100A之间且于垂直投影方向上与栅极118至少部分重叠。半导体层120的材料不以多晶硅为

限，而可为其它适合的半导体，例如其它半导体层(例如非晶硅、微晶硅)，氧化物半导体层

例如氧化铟镓锌(IGZO)或其它适合的半导体材料。半导体层120包括通道区130、接触端(或

称为重掺杂半导体区)132、134分别位于通道区130的两侧、两轻掺杂半导体区136分别位于

接触端132与通道区130之间以及位于接触端134与通道区130之间。其中，接触端132、134的

电阻率(Ωm)小于轻掺杂半导体区136的电阻率，且轻掺杂半导体区136的电阻率小于通道

区130的电阻率。层间介电层123设置于栅极118上，层间介电层123与栅极绝缘层122具有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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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触洞V1、V2。源极126与漏极128设置于层间介电层123上，分别经由接触洞V1、V2与半导体

层120的接触端132、134接触。此外，连接导线110的一端与漏极128连接，并且从非弯曲区域

R2延伸至可弯曲区域R1内。在本实施例中，源极126、漏极128与连接导线110较佳地可为同

一层图案化导电层，并可同时制作，但不限于此。于其它实施例中，源极126、漏极128与连接

导线110可为不同层的导电层所制作。保护层124设置于源极126、漏极128与连接导线110

上。此外，本实施例的显示面板1可选择性地另包括设置于第一基板100A与半导体层120之

间的缓冲层(图未示)。缓冲层(图未示)、栅极绝缘层122、层间介电层123与保护层124其中

至少一个可为单层或多层，且其材料可为无机材料(例如氧化硅、氮化硅、或氮氧化硅、或其

它合适的材料)、有机材料(例如：光致抗蚀剂、聚亚酰胺、或其它合适的材料)。由于晶体管

(例如：薄膜晶体管)并未设置于可弯曲区域R1中，因此在可弯曲区域R1中从第一基板100A

内表面至保护层124顶面的厚度(也就是图2所示绝缘层116的厚度)大体上来说，较佳为小

于在非弯曲区域R2中从第一基板100A内表面至保护层124顶面的厚度，如图2所示。

[0070] 请继续参考图3，平坦层114设置于保护层124上，保护层124与平坦层114于可弯曲

区域R1中具有接触洞V3。第一像素电极108a设置于可弯曲区域R1中的部分的平坦层114上，

并经由接触洞V3与连接导线110接触。本实施例的显示面板1可选择性地还包含图案化堤坝

138位于平坦层114上，并具有开口140，以使得部分的第一像素电极108a未被图案化堤坝

138所覆盖，且显示介质层104，例如：发光材料层，设置于开口140内。共通电极112与第二基

板102设置于像素定义层138与显示介质层104上。此外，显示面板1另可选择性地设置间隙

子(图未示)于第二基板102与图案化堤坝138的间。

[0071] 如图4所示，与第二像素电极108b电性连接的控制单元106的驱动元件DR并不具有

连接导线110，且平坦层114与保护层124具有接触洞V3。第二像素电极108b经由接触洞V3与

漏极128直接接触。与图3相较，图4中的接触洞V3是位于接触洞V2上，且接触洞V3与接触洞

V2于垂直投影方向Z上部分重叠，而图3的接触洞V3并未与接触洞V2于垂直投影方向Z上重

叠。图4中显示面板1的其他元件的设置大体上类似于图3，在此不再赘述。

[0072] 本公开的显示面板并不以上述实施例为限。下文将按序介绍本公开的其它较佳实

施例的显示面板，且为了便于比较各实施例的相异处并简化说明，在下文的各实施例中使

用相同的符号标注相同的元件，且主要针对各实施例的相异处进行说明，而不再对重复部

分进行赘述。

[0073] 请参考图5，其示出的了本公开第一实施例的一变化实施例的显示面板的第一基

板的上视示意图。为了突显本变化实施例的显示面板的特征，图5仅示出的第一基板100B上

的控制单元106、像素电极108、第一信号线SL1与第二信号线SL2。如图5所示，本变化实施例

与第一实施例不同的地方在于，第一基板100B的非弯曲区域R2中任两相邻的第一信号线

SL1之间都具有相同的间距。以图5中左侧的非弯曲区域R2为例，在从非弯曲区域R2至可弯

曲区域R1的方向上，两相邻的第一信号线SL1之间具有第一间距Y1、第二间距Y2与第三间距

Y3，且第一间距Y1、第二间距Y2与第三间距Y3实质上相互相等。相似的，以图5中右侧的非弯

曲区域R2为例，在从非弯曲区域R2至可弯曲区域R1的方向上，两相邻的第一信号线SL1之间

具有第一间距Y1’、第二间距Y2’与第三间距Y3’，且第一间距Y1’、第二间距Y2’与第三间距

Y3’实质上相互相等。再者，本变化实施例的第一间距Y1、第一间距Y1’、第二间距Y2、第二间

距Y2’、第三间距Y3与第三间距Y3’皆实质上相互相等。因此，与第二像素电极108b所对应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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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连接的控制单元106的次像素是SP大致都具有实质上相同的面积。此外，本变化实施例的

显示面板1的其余特征大体上可类似于前述实施例，并可参考图3与图4，在此不再赘述。

[0074] 请参考图6至图8。图6示出的了本公开第二实施例的显示面板的元件配置示意图，

图7示出的了图6中与第一像素电极电性连接的驱动元件的剖面示意图，以及图8示出的了

图6中与第二像素电极电性连接的驱动元件的剖面示意图。如图6至图8所示，本实施例与第

一实施例不同的地方在于，本实施例的显示面板2的显示介质层104例如可为液晶层，因此

显示面板2为液晶显示面板，且其并不具有图案化堤坝。显示介质层104是设置于像素电极

108与共通电极112之间，且像素电极108与共通电极122皆为透明电极。在其他变化实施例

中，像素电极108与共通电极122也可设置于显示介质层104与第一基板100C之间，例如显示

面板2可为平面内切换型(In-Plane  Switching)液晶显示面板或边缘电场切换型(Fringe 

Field  Switching)液晶显示面板等。显示面板2中的控制单元106可包括至少一个开关元件

与至少一个储存电容元件，其中开关元件可为薄膜晶体管，但不以此为限。

[0075] 此外，显示面板2另包括彩色滤光片(或量子点/杆)142设置于第二基板102与显示

介质层104之间，并设置于可弯曲区域R1与非弯曲区域R2内。此外，在其他变化实施例中，彩

色滤光片(或量子点/杆)142也可选择性地设置于第一基板100C与显示介质层104之间，则

可称为彩色滤光片在阵列基板上(color  filter  on  array，COA)。彩色滤光片142包括多个

具有不同颜色的部分，分别对应像素电极108设置。举例而言，彩色滤光片142可包括红色部

分142R、绿色部分142G与蓝色部分142B，且红色部分142R、绿色部分142G与蓝色部分142B可

具有相同的大小，但不以此为限。本实施例的显示面板2可另包括液晶显示面板所必须配置

的元件例如配向膜、黑色矩阵图案与偏光片等，其功能与配置等为该领域具通常知识者所

熟知，在此不再赘述。此外，本实施例的显示面板2的其余特征，例如：图6至图8，可大体上类

似于第一实施例及其变化实施例，并可参考图1至图5，在此不再赘述。举例而言，如图1与图

5所示，显示面板2也可类似于第一实施例及其变化实施例，于各非弯曲区域R2中的任两相

邻的第一信号线SL1之间具有间距，且间距的大小随着离可弯曲区域R1越远而越大，或者是

所有间距的大小皆相等。

[0076] 综上所述，本公开的显示面板的像素电极与显示介质层除了设置在非弯曲区域

内，也一并设置于可弯曲区域内，因此非弯曲区域与可弯曲区域皆可显示影像。在本公开的

显示面板中，通过连接导线的设置，使得与可弯曲区域的第一像素电极连接的控制单元可

被设置于非弯曲区域内。因此，即使与第一像素电极电性连接的控制单元并非设置于可弯

曲区域，仍可通过连接导线以及第一像素电极驱动位于可弯曲区域内的显示介质层来显示

影像。因此，即使在可弯曲区域被弯折的情况下，仍可避免与第一像素电极电性连接的控制

单元受到损害，使得显示面板具有较佳的可靠度。

[0077] 以上所述仅为本公开的较佳实施例，凡依本公开权利要求所做的均等变化与修

饰，皆应属本公开的涵盖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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