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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蓝相液晶显示面板，包括

间隔平行设置的第一基板和第二基板及设置于

所述第一基板、第二基板之间的蓝相液晶，第一

基板包括第一基底，第二基板包括第二基底，蓝

相液晶显示面板包括透射型显示区域和反射型

显示区域；光线分别经过透射型、反射型显示区

域时相位延迟一致。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本发

明蓝相液晶显示面板降低了蓝相液晶显示面板

驱动电压；由于透射型显示区域的第一基底和第

二基底均设置有第二电极，而反射型显示区域仅

第一基底或第二基底设置第四电极，以此使得两

区域具有一致的相位延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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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蓝相液晶显示面板，其特征在于，包括：

间隔平行设置的第一基板和第二基板及设置于所述第一基板、第二基板之间的蓝相液

晶，所述第一基板包括第一基底，所述第二基板包括第二基底，所述蓝相液晶显示面板包括

透射型显示区域和反射型显示区域；

所述蓝相液晶显示面板的所述透射型显示区域包括设置于第一基底的邻近第二基板

一侧且依次设置的多个第一基台、第一电极，所述第一基底和所述第二基底上进一步设置

有第二电极，且所述第二电极与所述第一电极形成在不同水平面上，以形成第一水平电场；

所述蓝相液晶显示面板的所述反射型显示区域包括设置于第一基底的邻近第二基板

一侧且依次设置的第二基台、第三电极，所述第一基底或第二基底上进一步设置有第四电

极，以形成第二水平电场，所述第一基板中设置有反射层；

其中，所述第一电极距离所述第一基底的距离与所述第三电极距离所述第二基底的距

离相等，并且所述第一电极距离所述第一基底的距离和所述第三电极距离所述第二基底的

距离等于所述第一基底到所述第二基底距离的一半；

其中，光线分别经过所述透射型、反射型显示区域时相位延迟一致。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蓝相液晶显示面板，其特征在于，

所述透射型显示区域和所述反射型显示区域间隔交错设置。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蓝相液晶显示面板，其特征在于，

所述多个第一基台为多个凸台，所述多个第一电极依次对应设置在所述多个第一基台

上，所述第二电极进一步的设置在所述第一基底和所述第二基底上，并且与所述第一电极

在水平方向上交替设置，相邻的所述第一电极和所述第二电极水平间距为L1；

所述设置于第一基底的邻近第二基板一侧的第二基台为一整个的凸台，所述第三电极

均匀分布于所述第二基台上，所述第四电极进一步的设置在第二基底上，并且与所述第三

电极在水平方向上交替设置，相邻的所述第三电极和所述第四电极之间的间距为M1。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蓝相液晶显示面板，其特征在于，

所述第一电极距离所述第一基板的距离D1与所述第三电极距离所述第二基板的距离

d1存在的3关系为：-0.5μm≤D1-d1≤0.5μm；所述间距L1和M1大于等于1.5μm。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蓝相液晶显示面板，其特征在于，

所有所述第一电极所施加的电信号极性相同，所有所述第二电极所施加的电信号极性

相同，且与所有所述第一电极极性相反；所述所有第三电极所施加的电信号极性相同，所述

所有第四电极所施加的电信号极性相同，且与所有所述第三电极极性相反。

6.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蓝相液晶显示面板，其特征在于，

相邻所述第一电极所施加的电信号极性相反，所有所述第二电极所施加的电信号极性

相同，且介于所述极性相反的相邻所述第一电极的电信号之间；相邻所述第三电极所施加

的电信号极性相反，所述所有第四电极所施加的电信号极性相同，且介于所述极性相反的

相邻所述第三电极的电信号之间；所述第一电极距离所述第一基板的距离D1与所述第三电

极距离所述第二基板的距离d1存在的关系进一步的为：D1＝d1。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蓝相液晶显示面板，其特征在于，

所述多个第一基台为多个凸台，所述多个第一电极依次对应设置在所述多个第一基台

上，所述第二电极进一步的设置在所述第一基底和所述第二基底上，并且与所述第一电极

权　利　要　求　书 1/2 页

2

CN 105204209 B

2



在水平方向上交替设置，相邻的所述第一电极和所述第二电极水平间距为L2；

所述设置于第一基底的邻近第二基板一侧的第二基台进一步的也包括了多个凸台，所

述第三电极依次对应设置在所述第二基台上，所述第四电极进一步的设置在第一基底上，

并且与所述第三电极在水平方向上交替设置，相邻的所述第三电极和所述第四电极之间的

间距为M2。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蓝相液晶显示面板，其特征在于，

所述第一电极距离所述第一基板的距离D2与所述第三电极距离所述第二基板的距离

d2存在的关系为：-0.5μm≤D2-d2≤0.5μm；所述间距L2和M2大于等于1.5μm。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蓝相液晶显示面板，其特征在于，

所有所述第一电极所施加的电信号极性相同，所有所述第二电极所施加的电信号极性

相同，且与所有所述第一电极极性相反；所述所有第三电极所施加的电信号极性相同，所述

所有第四电极所施加的电信号极性相同，且与所有所述第三电极极性相反。

10.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蓝相液晶显示面板，其特征在于，

相邻所述第一电极所施加的电信号极性相反，所有所述第二电极所施加的电信号极性

相同，且介于所述极性相反的相邻所述第一电极的电信号之间；相邻所述第三电极所施加

的电信号极性相反，所述所有第四电极所施加的电信号极性相同，且介于所述极性相反的

相邻所述第三电极的电信号之间；所述第一电极距离所述第一基板的距离D2与所述第三电

极距离所述第二基板的距离d2存在的关系进一步的为：D2＞d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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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蓝相液晶显示面板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液晶显示技术领域的装置，特别是涉及一种蓝相液晶显示面板。

背景技术

[0002] 蓝相是出现在手性向列性相与各向同性相之间的温度范围很窄的一种液晶相。与

目前广泛使用的液晶显示用液晶材料相比，蓝相液晶具有以下四个突出优点：

[0003] (1)具有亚毫秒的响应时间，不但使液晶显示器有可能实现场序彩色显示模式，还

可以大大降低动态伪像，而场序彩色显示模式显示器的分辨率和光学效率是常规的3倍；

[0004] (2)不需要配向层，可以大大简化制造工艺过程；

[0005] (3)暗场时光学上是各向同性的，所以视角大，并且非常对称；

[0006] (4)只要液晶盒的厚度大于一定值，其透明度对液晶盒的厚度不敏感，所以特别适

于制作大显示屏。

[0007] 然而蓝相液晶面临着驱动电压过大的问题，目前业界通常采用改进蓝相液晶材料

性能或者优化电极结构的方式来弥补这一问题。

[0008] 但是改进蓝相液晶材料性能的方式，例如制备大克尔常数的蓝相液晶材料，其涉

及合成蓝相液晶材料的复杂过程，例如制备聚合物稳定蓝相液晶时需要考虑单体、光引发

剂、合成条件等一系列因素，因此研发成本十分昂贵。而至于优化电极结构的方式方面则由

于其所使用的IPS结构的驱动方式，平行电极所产生的侧向电场的穿透深度有限，需要较高

的驱动电压，现有方式是将电极的高度增加，加强侧向电场的强度，类似的方法还有做成楔

形电极，波浪形、梯形透明绝缘凸起电极等等。但是这些方法都会使制程难度提高，良率下

降，可见使用IPS驱动方式的蓝相液晶显示技术还有待改进。

发明内容

[0009] 本发明主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蓝相液晶显示屏，能够降低蓝相液晶显示

面板驱动电压，并实现蓝相液晶显示面板的反射型显示区域和透射型显示区域具有一致的

相位延迟。

[0010]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提供一种蓝相液晶显示面板，包括：

[0011] 间隔平行设置的第一基板和第二基板及设置于所述第一基板、第二基板之间的蓝

相液晶，第一基板包括第一基底，第二基板包括第二基底，蓝相液晶显示面板包括透射型显

示区域和反射型显示区域；

[0012] 蓝相液晶显示面板的透射型显示区域包括设置于第一基底的邻近第二基板一侧

且依次设置的多个第一基台、第一电极，第一基底和第二基底上进一步设置有第二电极，且

第二电极与第一电极形成在不同水平面上，以形成第一水平电场；

[0013] 蓝相液晶显示面板的反射型显示区域包括设置于第一基底的邻近第二基板一侧

且依次设置的第二基台、第三电极，第一基底或第二基底上进一步设置有第四电极，以形成

第二水平电场，所述第一基板中设置有反射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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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4] 其中，光线分别经过透射型、反射型显示区域时相位延迟一致。

[0015] 其中，透射型显示区域和反射型显示区域间隔交错设置。

[0016] 其中，多个第一基台为多个凸台，多个第一电极依次对应设置在多个第一基台上，

第二电极进一步的设置在第一基底和第二基底上，并且与第一电极在水平方向上交替设

置，相邻的第一电极和第二电极水平间距为L1；

[0017] 设置于第一基底的第二基板一侧的第二基台为一整个的凸台，第三电极均匀分布

于第二基台上，第四电极进一步的设置在第二基底上，并且与第三电极在水平方向上交替

设置，相邻的第三电极和第四电极之间的间距为M1。

[0018] 其中，第一电极距离第一基底的距离D1与第三电极距离第二基底的距离d1存在的

关系为：-0.5μm≤D1-d1≤0.5μm；间距L1和M1大于等于1.5μm。

[0019] 其中，所有第一电极所施加的电信号极性相同，所有第二电极所施加的电信号极

性相同，且与所有第一电极极性相反；所有第三电极所施加的电信号极性相同，所有第四电

极所施加的电信号极性相同，且与所有所述第三电极极性相反。

[0020] 其中，相邻第一电极所施加的电信号极性相反，所有第二电极所施加的电信号极

性相同，且介于极性相反的相邻第一电极的电信号之间；相邻第三电极所施加的电信号极

性相反，所有第四电极所施加的电信号极性相同，且介于极性相反的相邻第三电极的电信

号之间。第一电极距离第一基底的距离D1与第三电极距离第二基底的距离d1存在的关系进

一步的为：D1＝d1。

[0021] 其中，多个第一基台为多个凸台，多个第一电极依次对应设置在多个第一基台上，

第二电极进一步的设置在第一基底和第二基底上，并且与第一电极在水平方向上交替设

置，相邻的第一电极和第二电极水平间距为L2；

[0022] 设置于第一基底的邻近第二基板一侧的第二基台进一步的也包括了多个凸台，第

三电极依次对应设置在第二基台上，第四电极进一步的设置在第一基底上，并且与第三电

极在水平方向上交替设置，相邻的第三电极和第四电极之间的间距为M2。

[0023] 其中，第一电极距离第一基底的距离D2与第三电极距离第二基底的距离d2存在的

关系为：-0.5μm≤D2-d2≤0.5μm；间距L2和M2大于等于1.5μm。

[0024] 其中，所有第一电极所施加的电信号极性相同，所有第二电极所施加的电信号极

性相同，且与所有第一电极极性相反；所有第三电极所施加的电信号极性相同，所有第四电

极所施加的电信号极性相同，且与所有第三电极极性相反。

[0025] 其中，相邻第一电极所施加的电信号极性相反，所有第二电极所施加的电信号极

性相同，且介于极性相反的相邻第一电极的电信号之间；相邻第三电极所施加的电信号极

性相反，所有第四电极所施加的电信号极性相同，且介于极性相反的相邻第三电极的电信

号之间。第一电极距离第一基底的距离D2与第三电极距离第二基底的距离d2存在的关系进

一步的为：D2＞d2。

[0026]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区别于现有技术的情况，本发明蓝相液晶显示面板在透射

型显示区域的第一基底和第二基底上设置有第二电极，在第一基底上设置有第一电极，所

述第一电极与第二电极交替设置，以此来形成斜向电场，而在反射型显示区域，第一基底设

置有第三电极，第一基底或第二基底上设置有第四电极，以此来形成斜向电场，降低了蓝相

液晶显示面板驱动电压；由于透射型显示区域的第一基底和第二基底均设置有第二电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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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反射型显示区域仅第一基底或第二基底设置第四电极，以此使得两区域具有一致的相位

延迟。

附图说明

[0027] 图1是本发明蓝相液晶显示面板第一实施例的结构示意图；

[0028] 图2是本发明蓝相液晶显示面板第一实施例的电极施加电压后的结构示意图；

[0029] 图3是本发明蓝相液晶显示面板第二实施例的结构示意图；

[0030] 图4是本发明蓝相液晶显示面板第三实施例的结构示意图；

[0031] 图5是本发明蓝相液晶显示面板第三实施例的电极施加电压后的结构示意图；

[0032] 图6是本发明蓝相液晶显示面板第四实施例的结构示意图；

[0033] 图7是本发明蓝相液晶显示面板第四实施例的电极施加电压后的结构示意图；

[0034] 图8是本发明蓝相液晶显示面板第五实施例的结构示意图；

[0035] 图9是本发明蓝相液晶显示面板第五实施例的电极施加电压后的结构示意图；

[0036] 图10是本发明蓝相液晶显示面板第六实施例的结构示意图；

[0037] 图11是本发明蓝相液晶显示面板第六实施例的电极施加电压后的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8] 参照图1，本发明蓝相液晶显示面板的第一实施例10包括：

[0039] 间隔平行设置的第一基板11和第二基板12及设置于第一基板11、第二基板12之间

的蓝相液晶13，第一基板11包括第一基底111，第二基板12包括第二基底121，蓝相液晶显示

面板10包括透射型显示区域101和反射型显示区域102；

[0040] 蓝相液晶显示面板10的透射型显示区域101包括设置于第一基底111的邻近第二

基板12一侧且依次设置的多个第一基台14、第一电极15，第一基底111和第二基底121上进

一步设置有第二电极16，且第二电极16与第一电极15交错形成在不同水平面上，以形成第

一水平电场；

[0041] 蓝相液晶显示面板10的反射型显示区域102包括设置于第一基底111的邻近第二

基板12一侧且依次设置的第二基台17、第三电极18，第一基底111或第二基底121上进一步

设置有第四电极19，以形成第二水平电场，所述第一基板11中设置有反射层112；

[0042] 其中，光线分别经过所述透射型显示区域101、反射型显示区域102时相位延迟一

致。

[0043] 可以理解的是，反射层112可以设置在第一基板11内或第一基板11上方的常规设

计位置，在本发明中不作具体限定。

[0044] 在本发明中，第一基板11上的第一基底111内，还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设置有扫描

线、数据线、半导体层、绝缘层等附图中未示出的常规结构，由于这些结构属于现有技术范

畴，本发明为强调发明点而不再详细说明。同样的，本发明的第二基板12上的第二基底121

内，也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设置黑色矩阵、R/G/B色阻层、平坦层、支撑柱等附图中未示出的常

规结构，这些结构属于现有技术范畴且不影响本发明中电极结构的说明，在此也不再一一

介绍。蓝相液晶13均匀分布在显示面板中，未施加电压时，蓝相液晶显示面板10为暗态；如

图2所示，当电极施加电压时，透射型显示区域101第一电极15和第二电极16之间形成电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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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射型显示区域102第三电极18和第四电极19之间形成电场，使得蓝相液晶13形成光学各

向异性，降低了蓝相液晶显示面板驱动电压。控制透射型显示区域101第一电极15的高度，

可以达到使透射型显示区域101的相位延迟为反射型显示区域102的两倍，即外部的光线通

从第二基板12侧穿过反射型区域102到达第一基板11上的反射层112再反射回去穿过反射

型区域102到达第二基板12的相位延迟与内部背光源的光线从第一基板11侧穿过透射型区

域101到达第二基板12的相位延迟一致，透射型显示区域101/反射型显示区域102施加相同

电压时可以使得两区域具有一致的光电特性。

[0045] 参照图3，本发明蓝相液晶显示面板的第二实施例20，在第一实施例的基础上，其

中，透射型显示区域201和反射型显示区域202间隔交错设置。

[0046] 参照图4，本发明蓝相液晶显示面板的第三实施例30，在第一实施例的基础上，多

个第一基台34为多个凸台，多个第一电极35依次对应设置在多个第一基台34上，第二电极

36进一步的设置在第一基底311和第二基底321上，并且与第一电极35在水平方向上交替设

置，相邻的第一电极35和第二电极36水平间距为L1；而设置于第一基底311的第二基板32一

侧的第二基台37为一整个的凸台，第三电极38均匀分布于第二基台上，第四电极39进一步

的设置在第二基底321上，并且与第三电极38在水平方向上交替设置，相邻的第三电极38和

第四电极39之间的间距为M1。

[0047] 在透射型区域301，多个第一基台34由在制作好的隔垫层上在第一电极之间蚀刻

出间隙而形成多个凸台，在反射型区域302，不对隔垫层进行蚀刻，第二基台37为一个整体

的凸台。

[0048] 其中，第一电极35距离第一基底311的距离D1与第三电极38距离第二基底321的距

离d1存在的关系为：-0.5μm≤D1-d1≤0.5μm；间距L1和M1大于等于1.5μm。

[0049] 其中，所有第一电极35所施加的电信号极性相同，所有第二电极36所施加的电信

号极性相同，且与所有第一电极35极性相反；所有第三电极38所施加的电信号极性相同，所

有第四电极39所施加的电信号极性相同，且与所有所述第三电极38极性相反。

[0050] 蓝相液晶33均匀分布在显示面板中，未施加电压时，蓝相液晶显示面板30为暗态；

如图5所示，当电极施加电压时，透射型显示区域301第一电极35和第二电极36之间形成电

场，反射型显示区域302第三电极38和第四电极39之间形成电场，使得蓝相液晶33形成光学

各向异性，降低了蓝相液晶显示面板驱动电压。控制透射型显示区域301第一电极35的高度

D1，使之保持在-0.5μm≤D1-d1≤0.5μm范围内，由于第二基台37是一整个的凸台，所以反射

型区域302只有接近一半的空间充斥有蓝相液晶33，可以达到使透射型显示区域301的相位

延迟为反射型显示区域302的两倍，即外部的光线通从第二基板32侧穿过反射型区域302到

达第一基板31侧再反射回去穿过反射型区域302到达第二基板32的相位延迟与内部背光源

的光线从第一基板31侧穿过透射型区域301到达第二基板32的相位延迟一致，透射型显示

区域301/反射型显示区域302施加相同电压时可以使得两区域具有一致的光电特性。

[0051] 本实施例还可以与本发明蓝相液晶显示面板的第二实施例相结合。

[0052] 参照图6，本发明蓝相液晶显示面板的第四实施例40，与第三实施例的不同之处在

于：相邻第一电极45所施加的电信号极性相反，所有第二电极46所施加的电信号极性相同，

且介于极性相反的相邻第一电极45的电信号之间；相邻第三电极48所施加的电信号极性相

反，所有第四电极49所施加的电信号极性相同，且介于极性相反的相邻第三电极48的电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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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之间。第一电极45距离第一基底411的距离D1与第三电极距48离第二基底421的距离d1相

等，并且D1和d1等于第一基底411到第二基底421距离的一半(液晶盒厚的一半)。

[0053] 蓝相液晶43均匀分布在显示面板中，未施加电压时，蓝相液晶显示面板40为暗态；

如图7所示，当电极施加电压时，透射型显示区域401第一电极45和第二电极46之间形成电

场，同时相邻第一电极45之间也形成电场，反射型显示区域402第三电极48和第四电极49之

间形成电场，同时相邻第三电极48之间也形成电场使得蓝相液晶43形成光学各向异性，进

一步降低了蓝相液晶显示面板驱动电压。控制透射型显示区域401第一电极45的高度D1，使

D1＝d1，由于第二基台47是一整个的凸台，所以反射型区域402只有接近一半的空间充斥有

蓝相液晶43，可以达到使透射型显示区域401的相位延迟为反射型显示区域402的两倍，即

外部的光线通从第二基板42侧穿过反射型区域402到达第一基板41的反射层412再反射回

去穿过反射型区域402到达第二基板42的相位延迟与内部背光源的光线从第一基板41侧穿

过透射型区域401到达第二基板42的相位延迟一致，透射型显示区域401/反射型显示区域

402施加相同电压时可以使得两区域具有一致的光电特性。

[0054] 本实施例还可以与本发明蓝相液晶显示面板的第二实施例相结合。

[0055] 参照图8，本发明蓝相液晶显示面板的第五实施例50，在第一实施例的基础上，多

个第一基台54为多个凸台，多个第一电极55依次对应设置在多个第一基台54上，第二电极

56进一步的设置在第一基底511和第二基底521上，并且与第一电极55在水平方向上交替设

置，相邻的第一电极55和第二电极56水平间距为L2；设置于第一基底511的邻近第二基板52

一侧的第二基台57进一步的也包括了多个凸台，第三电极58依次对应设置在第二基台57

上，第四电极59进一步的设置在第一基底511上，并且与第三电极58在水平方向上交替设

置，相邻的第三电极58和第四电极59之间的间距为M2。

[0056] 其中，第一电极距离第一基底的距离D2与第三电极距离第二基底的距离d2存在的

关系为：-0.5μm≤D2-d2≤0.5μm；间距L2和M2大于等于1.5μm。

[0057] 其中，所有第一电极55所施加的电信号极性相同，所有第二电极56所施加的电信

号极性相同，且与所有第一电极55极性相反；所有第三电极58所施加的电信号极性相同，所

有第四电极59所施加的电信号极性相同，且与所有第三电极58极性相反。

[0058] 在透射型区域501，多个第一基台54由在制作好的隔垫层上在第一电极之间蚀刻

出间隙而形成多个凸台，在反射型区域502，第二基台57也由在制作好的隔垫层上在第三电

极58之间蚀刻出间隙而形成多个凸台。

[0059] 蓝相液晶53均匀分布在显示面板中，未施加电压时，蓝相液晶显示面板50为暗态；

如图9所示，当电极施加电压时，透射型显示区域501第一电极55和第二电极56之间形成电

场，反射型显示区域502第三电极58和第四电极59之间形成电场，使得蓝相液晶53形成光学

各向异性，降低了蓝相液晶显示面板驱动电压。控制透射型显示区域501第一电极55的高度

D2，使之保持在-0.5μm≤D2-d2≤0.5μm范围内，反射型区域502虽然充斥的蓝相液晶53几乎

和透射型显示区域501体积相等，但是反射型区域502的接近第二基底521的近一半的蓝相

液晶53由于第二基底521上并没有电极，所以几乎不受到电场作用，可以达到使透射型显示

区域501的相位延迟为反射型显示区域502的两倍，即外部的光线通从第二基板52侧穿过反

射型区域502到达第一基板51侧再反射回去穿过反射型区域502到达第二基板52的相位延

迟与内部背光源的光线从第一基板51的反射层512穿过透射型区域501到达第二基板52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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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位延迟一致，透射型显示区域501/反射型显示区域502施加相同电压时可以使得两区域

具有一致的光电特性。

[0060] 本实施例还可以与本发明蓝相液晶显示面板的第二实施例相结合。

[0061] 参照图10，本发明蓝相液晶显示面板的第六实施例60，与第五实施例的不同之处

在于：相邻第一电极65所施加的电信号极性相反，所有第二电极66所施加的电信号极性相

同，且介于极性相反的相邻第一电极65的电信号之间；相邻第三电极68所施加的电信号极

性相反，所有第四电极69所施加的电信号极性相同，且介于极性相反的相邻第三电极68的

电信号之间。第一电极65距离第一基底611的距离D2与第三电极68距离第二基底621的距离

d2存在的关系进一步的为：D2大于d2。

[0062] 蓝相液晶63均匀分布在显示面板中，未施加电压时，蓝相液晶显示面板60为暗态；

如图11所示，当电极施加电压时，透射型显示区域601第一电极65和第二电极66之间形成电

场，相邻第一电极65之间也形成电场，反射型显示区域602第三电极68和第四电极69之间形

成电场，同时相邻第三电极68之间也形成电场，使得蓝相液晶63形成光学各向异性，进一步

降低了蓝相液晶显示面板驱动电压。

[0063] 如图11所示，由于反射型显示区域602和透射型显示区域601一样均充满蓝相液晶

63，并且同时相邻第三电极68之间也形成电场，导致反射区电场强度(或者形成光学各向异

性的蓝相液晶厚度)大于透射型显示区域601的一半，所以通过控制透射型显示区域601第

一电极65距离第一基底611的距离D2或者第三电极68距离第二基底621的距离d2，使D2大于

d2，以此来减弱反射型显示区域601的电场强度或者增大透射型显示区域602的电场强度

(水平电场分量)，达到使透射型显示区域601的相位延迟为反射型显示区域602的两倍，即

外部的光线通从第二基板62侧穿过反射型区域602到达第一基板61的反射层612再反射回

去穿过反射型区域602到达第二基板62的相位延迟与内部背光源的光线从第一基板61侧穿

过透射型区域601到达第二基板62的相位延迟一致，透射型显示区域601/反射型显示区域

602施加相同电压时可以使得两区域具有一致的光电特性。还可以通过调节相邻的第一电

极55和第二电极56水平间距L2或者相邻的第三电极58和第四电极59之间的间距M2，使L2＜

M2，达到使透射型显示区域601的相位延迟为反射型显示区域602的两倍的效果。

[0064] 本实施例还可以与本发明蓝相液晶显示面板的第二实施例相结合。

[0065]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实施方式，并非因此限制本发明的专利范围，凡是利用本

发明说明书及附图内容所作的等效结构或等效流程变换，或直接或间接运用在其他相关的

技术领域，均同理包括在本发明的专利保护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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