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1510253254.9

(22)申请日 2015.05.18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04865725 A

(43)申请公布日 2015.08.26

(73)专利权人 小米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 100085 北京市海淀区清河中街68号

华润五彩城购物中心二期13层

(72)发明人 李金超　艾立新　胡绍星　颜克胜　

(74)专利代理机构 北京博思佳知识产权代理有

限公司 11415

代理人 林祥

(51)Int.Cl.

G02F 1/1333(2006.01)

(56)对比文件

WO 2014171189 A1,2014.10.23,

CN 203010423 U,2013.06.09,

CN 203241655 U,2013.10.16,

US 2008074580 A1,2008.03.27,

JP 特开2011-180287 A,2011.09.15,

CN 104464521 A,2015.03.25,

审查员 刘志玲

 

(54)发明名称

移动终端显示结构及移动终端

(57)摘要

本公开是关于一种移动终端显示结构及移

动终端，所述显示结构包括：终端前壳；显示模

组，包括依次层叠设置的显示屏、粘胶层、玻璃面

板；所述显示屏由多个显示构件层叠组成，其中，

所述终端前壳包括分别位于所述显示模组两侧

的第一边框和第二边框，所述显示构件中的背板

与所述第一边框和所述第二边框配合组成类工

型的一体结构。本公开的移动终端显示结构通过

将固定显示屏的框架结构外延转化合成为两侧

边框，即节省了框架结构，同时节省出框架的体

积空间及框架结构与终端前壳之间的点胶宽度，

从而改变了传统显示模组的装配模式，增大了屏

占比，实现了无边框或者超窄边框的目的，给用

户带来了更加极致的视觉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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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移动终端显示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显示结构包括：

终端前壳；

显示模组，包括依次层叠设置的显示屏、粘胶层、玻璃面板；

所述显示屏由多个显示构件层叠组成，其中，所述终端前壳包括分别位于所述显示模

组两侧的第一边框和第二边框，所述显示构件中的背板与所述第一边框和所述第二边框配

合组成类工型的一体结构，所述第一边框和所述第二边框为所述终端前壳的一部分。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移动终端显示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玻璃面板两侧面之间的

距离大于所述显示屏两侧面之间的距离且小于所述第一边框的外侧面与所述第二边框的

外侧面之间的距离。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移动终端显示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边框的外表面和所

述第二边框的外表面分别与所述玻璃面板的两侧面共面。

4.根据权利要求2或3所述的移动终端显示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边框的顶面至

所述背板的距离不大于所述玻璃面板的上表面至所述背板的距离且不小于所述显示屏的

上表面至所述背板的距离；和/或，所述第二边框的顶面至所述背板的距离不大于所述玻璃

面板的上表面至所述背板的距离且不小于所述显示屏的上表面至所述背板的距离。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移动终端显示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边框与所述显示构

件中的剩余部分之间具有第一安全间距，所述第二边框与所述显示构件中的剩余部分之间

具有第二安全间距。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移动终端显示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安全距离和所述第

二安全距离的范围均为0.1mm至0.2mm之间。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移动终端显示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终端前壳还包括分别位

于所述显示模组上端和下端的上边框和下边框；

其中，所述玻璃面板分别与所述上边框之间和与所述下边框之间通过粘接层粘接固

定。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移动终端显示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粘胶层为光学胶。

9.一种移动终端，其特征在于，所述移动终端包括权利要求1-8任一所述的显示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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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终端显示结构及移动终端

技术领域

[0001] 本公开涉及电子设备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具有显示屏的移动终端显示结构及

移动终端。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电子应用技术的不断发展，市场上出现了各种各样带显示屏的移动终端，例

如：手机、平板电脑、个人数字助理等，这些移动终端的显示屏的两侧总是存在或大或小的

边框。为了提高显示屏的屏占比，用户要求具有显示屏的移动终端的边框越来越窄，甚至移

动终端的显示屏的两侧为无边框结构。

[0003] 但是，由于传统的显示模组装配模式制约着移动终端无边框或者超窄边框的发

展。例如：在现有移动终端的液晶显示屏(LCD)的周侧设置有框架结构，该液晶显示屏装配

于壳体时，需要与壳体之间留0.3mm左右的安全间隙，玻璃面板与壳体之间需要点胶宽度以

供通过点胶的方式粘合在壳体上，再加上壳体厚度等，造成移动终端的显示区域边框宽度

较宽，不能满足用户的需求。

发明内容

[0004] 有鉴于此，本公开提出一种新型结构的移动终端显示结构及移动终端，以解决移

动终端的显示区域边框宽度较宽的问题。

[0005] 为了达到上述目的，本公开所采用的技术方案为：

[0006] 根据本公开实施例的一方面，提出一种移动终端显示结构，所述显示结构包括：

[0007] 终端前壳；

[0008] 显示模组，包括依次层叠设置的显示屏、粘胶层、玻璃面板；

[0009] 所述显示屏由多个显示构件层叠组成，其中，所述终端前壳包括分别位于所述显

示模组两侧的第一边框和第二边框，所述显示构件中的背板与所述第一边框和所述第二边

框配合组成类工型的一体结构。

[0010] 可选的，所述玻璃面板两侧面之间的距离大于所述显示屏两侧面之间的距离且小

于所述第一边框的外侧面与所述第二边框的外侧面之间的距离。

[0011] 可选的，所述第一边框的外表面和所述第二边框的外表面分别与所述玻璃面板的

两侧面共面。

[0012] 可选的，所述第一边框的顶面至所述背板的距离不大于所述玻璃面板的上表面至

所述背板的距离且不小于所述显示屏的上表面至所述背板的距离；和/或，所述第二边框的

顶面至所述背板的距离不大于所述玻璃面板的上表面至所述背板的距离且不小于所述显

示屏的上表面至所述背板的距离。

[0013] 可选的，所述第一边框与所述显示构件中的剩余部分之间具有第一安全间距，所

述第二边框与所述显示构件中的剩余部分之间具有第二安全间距。

[0014] 可选的，所述第一安全距离和所述第二安全距离的范围均为0.1mm至0.2mm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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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5] 可选的，所述终端前壳还包括分别位于所述显示模组上端和下端的上边框和下边

框；

[0016] 其中，所述玻璃面板分别与所述上边框之间和与所述下边框之间通过粘接层粘接

固定。

[0017] 可选的，所述粘胶层为光学胶。

[0018] 根据本公开实施例的二方面，提出一种移动终端，所述移动终端包括第一方面任

一所述的显示结构。

[0019] 本公开的实施例提供的技术方案可以包括以下有益效果：本公开的移动终端显示

结构通过将固定显示屏的框架结构外延转化合成为两侧边框，即节省了框架结构，同时节

省出框架的体积空间及框架结构与终端前壳之间的点胶宽度，从而改变了传统显示模组的

装配模式，增大了屏占比，实现了无边框或者超窄边框的目的，给用户带来了更加极致的视

觉享受。

[0020] 应当理解的是，以上的一般描述和后文的细节描述仅是示例性和解释性的，并不

能限制本公开。

附图说明

[0021] 此处的附图被并入说明书中并构成本说明书的一部分，示出了符合本公开的实施

例，并与说明书一起用于解释本公开的原理。

[0022] 图1是根据一示例性实施例示出的移动终端显示结构的整体结构示意图；

[0023] 图2是根据一示例性实施例示出的剖面示意图；

[0024] 图3是根据又一示例性实施例示出的剖面示意图；

[0025] 图4是根据图1中示例性实施例示出的A部分的放大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6] 以下将结合附图所示的具体实施方式对本公开进行详细描述。但这些实施方式并

不限制本公开，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根据这些实施方式所做出的结构、方法、或功能上的

变换均包含在本公开的保护范围内。

[0027] 在本公开使用的术语是仅仅出于描述特定实施例的目的，而非旨在限制本公开。

在本公开和所附权利要求书中所使用的单数形式的“一种”、“所述”和“该”也旨在包括多数

形式，除非上下文清楚地表示其他含义。还应当理解，本文中使用的术语“和/或”是指并包

含一个或多个相关联的列出项目的任何或所有可能组合。

[0028] 应当理解，尽管在本公开可能采用术语第一、第二等来描述各种信息，但这些信息

不应限于这些术语。这些术语仅用来将同一类型的信息彼此区分开。例如，在不脱离本公开

范围的情况下，第一信息也可以被称为第二信息，类似地，第二信息也可以被称为第一信

息。取决于语境，如在此所使用的词语“如果”可以被解释成为“在……时”或“当……时”或

“响应于确定”。

[0029] 如图1和图2所示，图1是根据一示例性实施例示出的移动终端显示结构的整体结

构示意图；图2是根据一示例性实施例示出的剖面示意图。本公开提出一种移动终端显示结

构1，通过调整显示模组12的结构模式，以及与终端前壳11两侧的边框装配的方式，将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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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显示模组12上的框架结构与11两侧的边框合二为一，从而简化该显示模组12的结构，增

加了显示屏121的屏占比，达到显示屏121的显示区域无边框或者超窄边框的目的。其中，移

动终端可以为手机、平板电脑、或者个人数字助理等。

[0030] 本公开的移动终端显示结构1包括：用于显示图像的显示模组12以及供容置该显

示模组12的终端前壳11。其中，该显示模组12包括显示屏121、位于该显示屏121上方的玻璃

面板123以及将显示屏121与玻璃面板123粘合的粘胶层122，即该显示模组12由显示屏121、

粘胶层122、及玻璃面板123依次层叠设置。进一步地，该粘胶层122可以为光学胶，本公开的

实施例通过利用该光学胶的特点，既可以实现将显示屏121与玻璃面板123固定连接，又可

以实现不影响显示模组12的透视效果。当然，本公开的实施例中并不限于光学胶，其他既可

以实现将显示屏121与玻璃面板123固定连接，又可以实现不影响显示模组12透视效果的胶

体均适用于本公开的移动终端显示结构1。

[0031] 进一步地，本公开的移动终端显示结构1还包括分别位于显示模组12两侧(即用户

惯常使用过中移动终端显示结构1的左右两侧，以下通过两侧简称)、供将多个显示构件组

合以形成显示屏121的第一边框111和第二边框112，即显示屏121的多个分散的显示构件通

过第一边框111和第二边框112的卡配形成一个整体结构，从而代替了现有技术中的显示屏

的各个显示构件通过框架结构整合的技术方案。其中，第一边框111和第二边框112为终端

前壳11的一部分，即该第一边框111和第二边框112为移动终端显示结构1两侧的框架。简单

的说，就是将固定显示屏121的框架结构分解出来转化为终端前壳11的一部分，使该框架结

构外延合成边框的一部分，即省去了该框架结构。以移动终端显示结构1为手机为例详细说

明，现有的无框手机方案都有约2 .3mm的边框，其中，根据现有LCD(Liquid  Crystal 

Display，液晶显示屏)技术，手机的LCD显示区域至LCD外框的边缘距离为1.2mm，同时LCD相

对终端前壳需要预留0.3mm的安全间隙，再加上玻璃面板与终端前壳之间的粘胶宽度需要

约0.5mm左右的粘胶宽度，另外玻璃面板的左右两侧加上一圈塑胶或者金属的围边，围边的

厚度一般都在0.3mm左右，总体下来，手机的边框在2.3mm左右，视觉上还是有较大边框。因

此，本公开实施例所提供的这种方式，利用第一边框111和第二边框112对该显示模组12进

行预定位，如此可以省去固定显示屏121的框架结构，减小显示屏121的显示区域至左右两

侧边框的显示黑边的宽度及玻璃面板123边缘显示黑边的宽度，使得移动终端显示结构1的

显示区域到移动终端显示结构1两侧边缘的距离变窄或者近似于零，可以让移动终端显示

结构1的屏幕显示区域更大。

[0032] 可选的，本公开的显示屏121为液晶显示屏LCD，该显示屏121由多个显示构件(例

如：反射层、光波导层、扩散层、透镜层、下偏振片层、薄膜晶体管玻璃层等)层叠组成，其中，

显示构件中的背板分别与第一边框111和第二边框112配合组成类工型的一体结构，以将显

示屏121预定位在终端前壳11内。显示屏121中的其他显示构件的下表面通过背胶124固定

于背板115上。在装配过程中，第一边框111、第二边框112、及背板115配合将显示屏121预定

位(即限制该显示屏121的位置)，再通过涂覆于显示屏121下表面的背胶124，将该显示屏

121固定在背板115上，待显示屏121装配于终端前壳11内后，然后再将玻璃面板123贴合于

显示屏121。

[0033] 进一步地，如图1至图4所示，终端前壳11还包括分别位于显示模组12上端和下端

的上边框113和下边框(未标示)，该上边框113和下边框分别连接于第一边框111两端和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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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边框112两端。该上边框113、下边框、第一边框111以及第二边框112围合于移动终端显示

结构1的周侧。其中，该上边框113、下边框、第一边框111、第二边框112以及背板115可以由

塑料制成，也可以由金属材料制成。特别地，在本公开中，玻璃面板123分别与上边框113之

间和与下边框之间通过粘接层13粘接固定，该粘接层13为背胶，如此设置以去掉现有技术

中玻璃面板123左右两侧的粘胶，从而移动终端显示结构1单侧可以节省出粘胶的宽度，实

现移动终端显示结构1超窄边框，甚至无边框设计。

[0034] 在本公开的一实施例中，如图1和图2所示，玻璃面板123两侧面之间的距离大于显

示屏121两侧面之间的距离且小于第一边框111的外侧面与第二边框112的外侧面之间的距

离。其中，第一边框111的外侧面是指第一边框111与第二边框112相背的一侧面，同理的，第

二边框112的外侧面是指第二边框112与第一边框111相背的一侧面。由此该实施例中通过

该结构的设计，使玻璃面板123的横向尺寸大于显示屏121的横向尺寸，并且显示屏121与第

一边框111、第二边框112之间的间距也较小，从而实现从视觉上感受该移动终端显示结构1

具有超窄边框的目的。

[0035] 进一步地，第一边框111的顶面(即移动终端显示结构1在使用过程中，第一边框

111朝向用户的一侧面)至背板115的距离不大于玻璃面板123的上表面至背板115的距离且

不小于显示屏121的上表面至背板115的距离；和/或，第二边框112的顶面至背板115的距离

不大于玻璃面板123的上表面至背板115的距离且不小于显示屏121的上表面至背板115的

距离。作为本公开的一较佳实施例，第一边框111的顶面至背板115的距离等于显示屏121的

上表面至背板115的距离，第二边框112的顶面至背板115的距离等于显示屏121的上表面至

背板115的距离，如此设置不仅可以保护显示屏121，而且还可以最大程度地减小边框的可

视范围，增大屏占比的比例，增强了超窄边框的效果，带来更加极致的视觉享受。

[0036] 在本公开的又一实施例中，如图1和图3所示，第一边框111的外表面和第二边框

112的外表面分别与玻璃面板123的两侧面共面，即该第一边框111和第二边框112均位于玻

璃面板123的下方，如此设置以使移动终端显示结构1形成无边框的视觉效果。其中，第一边

框111的顶面至背板115的距离等于显示屏121的上表面至背板115的距离；和/或，第二边框

112的顶面至背板115的距离等于显示屏121的上表面至背板115的距离。如此设置以通过增

大玻璃面板123的尺寸，遮挡住第一边框111和第二边框112，实现无边框设计。可选的，为了

增强玻璃面板123的固定强度，玻璃面板123的下表面边缘对应第一边框111和第二边框112

的位置处通过点胶分别与第一边框111的上表面和第二边框112的上表面粘合。

[0037] 由于第一边框111与第二边框112配合卡配部分显示构件，在本公开中，第一边框

111与剩余部分显示构件之间具有第一安全间距a1，第二边框112与剩余部分显示构件之间

具有第二安全间距a2。通过该结构的设计，使得该移动终端显示结构1在不慎受到碰撞时，

对显示屏121具有一定的缓冲保护作用，避免显示屏121摔碎。进一步地，该第一安全距离和

第二安全距离的范围均为0.1mm至0.2mm之间，如此以使起到保护显示屏121作用的同时使

显示屏121的显示区域面积更大。为了增加该移动终端显示结构1的无边框或者超窄边框效

果，该第一边框111与第二边框112在相对第一边框111与第二边框112的相对方向上的尺寸

均不大于0.5mm。

[0038] 本公开的移动终端显示结构通过将固定显示屏的框架结构外延转化合成为两侧

边框，即节省了框架结构，同时节省出框架的体积空间及框架结构与终端前壳之间的点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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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度，从而改变了传统显示模组的装配模式，增大了屏占比，实现了无边框或者超窄边框的

目的，给用户带来了更加极致的视觉享受。另外，还通过设置第一边框、第二边框与玻璃面

板及显示屏的结构关系，不仅可以起到保护显示屏的效果，而且还可以在视觉效果上实现

移动终端显示结构的无边框设计及超窄边框设计。

[0039] 本公开还公开了一种移动终端，所述移动终端包括上述实施例中公开的显示结

构。

[0040] 本领域技术人员在考虑说明书及实践这里公开的公开后，将容易想到本公开的其

它实施方案。本申请旨在涵盖本公开的任何变型、用途或者适应性变化，这些变型、用途或

者适应性变化遵循本公开的一般性原理并包括本公开未公开的本技术领域中的公知常识

或惯用技术手段。说明书和实施例仅被视为示例性的，本公开的真正范围和精神由本申请

的权利要求指出。

[0041] 应当理解的是，本公开并不局限于上面已经描述并在附图中示出的精确结构，并

且可以在不脱离其范围进行各种修改和改变。本公开的范围仅由所附的权利要求来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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