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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揭示提供了背光模组及显示装置。所述背

光模组包括光源组件、热电控温结构以及余热回

收结构。所述热电控温结构包括热电器件。所述

余热回收结构包括相变蓄热层。所述热电器件的

冷端和所述光源组件接触，以及所述热电器件的

热端和所述相变蓄热层接触，能够实现对所述背

光模组的所述光源组件的精确控温与余热回收

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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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显示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

背光模组；以及

面板，设置在所述背光模组上，所述面板包括薄膜晶体管驱动电路；

所述背光模组包括:

光源组件；

热电控温结构，包括热电器件；以及

余热回收结构，包括相变蓄热层，其中所述热电器件的冷端和所述光源组件接触，以及

所述热电器件的热端和所述相变蓄热层接触；

其中所述余热回收结构还包括导线和与所述导线连接的储能器件，所述导线和所述热

电器件的所述冷端连接，所述热电器件连接所述储能器件，所述储能器件和所述面板的所

述薄膜晶体管驱动电路连接；

当所述面板关闭时，所述光源组件关闭，所述相变蓄热层的材料发生固-固或液-固相

变，释放热量，此时，所述热电器件的两端产生温差，所述热电器件由于塞贝克效应产生电

流，所述热电器件的输出电能储存在所述储能器件中，所述储能器件储存的所述电能提供

给所述显示装置使用，用于电路驱动。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显示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光源组件包括发光二极管灯条。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显示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热电控温结构还包括相对设置的第

一导热层和第二导热层，所述第一导热层设置于所述热电器件的所述冷端和所述光源组件

之间，所述热电器件的所述冷端通过所述第一导热层和所述光源组件接触，所述第二导热

层设置于所述热电器件的所述热端和所述相变蓄热层之间，以及所述热电器件的所述热端

通过所述第二导热层和所述相变蓄热层接触。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显示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热电控温结构还包括与所述导线连

接的电源，所述电源和所述储能器件在所述导线上并联连接。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显示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热电器件是π型热电器件，所述π型

热电器件包括电极、n型热电臂和p型热电臂，所述n型热电臂和所述p型热电臂由所述电极

串联连接。

6.如权利要求  1所述的显示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热电器件是块体热电器件或薄膜

热电器件。

7.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显示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相变蓄热层包括相变蓄热材料和传

热材料。

8.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显示装置，其特征在于，还包括依次设置在所述光源组件上的下

棱镜片、上棱镜片和扩散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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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光模组及显示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揭示涉及显示技术领域，特别涉及一种背光模组及显示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热管理技术，例如自然冷却、风力冷却、液体冷却(包括油冷和水冷)等对流散

热的冷却方式，由于这些冷却方式的散热效率一般，不能高效冷却热流密度较大的背光模

组。对于采用压缩机来进行制冷的目前机械制冷装置，由于本身的体积比较大，无法与窄边

框面板匹配。另外，所述背光模组的光源组件产生的热量容易在散热过程中被浪费。

[0003] 故，有需要提供一种背光模组及显示装置，以解决现有技术存在的问题。

【发明内容】

[0004]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揭示的一目的在于提供背光模组及显示装置，其能够实

现对所述背光模组的所述光源组件的精确控温与余热回收利用。

[0005] 为达成上述目的，本揭示提供一背光模组。所述背光模组包括光源组件、热电控温

结构以及余热回收结构。所述热电控温结构包括热电器件。所述余热回收结构包括相变蓄

热层。所述热电器件的冷端和所述光源组件接触，以及所述热电器件的热端和所述相变蓄

热层接触。

[0006] 于本揭示其中的一实施例中，所述光源组件包括发光二极管灯条。

[0007] 于本揭示其中的一实施例中，所述热电控温结构还包括相对设置的第一导热层和

第二导热层，所述第一导热层设置于所述热电器件的所述冷端和所述光源组件之间，所述

热电器件的所述冷端通过所述第一导热层和所述光源组件接触，所述第二导热层设置于所

述热电器件的所述热端和所述相变蓄热层之间，以及所述热电器件的所述热端通过所述第

二导热层和所述相变蓄热层接触。

[0008] 于本揭示其中的一实施例中，所述余热回收结构还包括导线和与所述导线连接的

储能器件，所述导线和所述热电器件的所述冷端连接。

[0009] 于本揭示其中的一实施例中，所述热电控温结构还包括与所述导线连接的电源，

所述电源和所述储能器件在所述导线上并联连接。

[0010] 于本揭示其中的一实施例中，所述热电器件是π型热电器件，所述π型热电器件包

括电极、n型热电臂和p型热电臂，所述n型热电臂和所述p型热电臂由所述电极串联连接。

[0011] 于本揭示其中的一实施例中，所述热电器件是块体热电器件或薄膜热电器件。

[0012] 于本揭示其中的一实施例中，所述相变蓄热层包括相变蓄热材料和传热材料。

[0013] 于本揭示其中的一实施例中，所述背光模组还包括依次设置在所述光源组件上的

下棱镜片、上棱镜片和扩散片。

[0014] 本揭示还提供一显示装置。所述显示装置包括如上所述的背光模组以及设置在所

述背光模组上的面板。

[0015] 由于本揭示的实施例中的所述背光模组及所述显示装置中，所述背光模组包括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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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组件、热电控温结构以及余热回收结构。所述热电控温结构包括热电器件。所述余热回收

结构包括相变蓄热层。所述热电器件的冷端和所述光源组件接触，以及所述热电器件的热

端和所述相变蓄热层接触，能够实现对所述背光模组的所述光源组件的精确控温与余热回

收利用。

[0016] 为让本揭示的上述内容能更明显易懂，下文特举优选实施例，并配合所附图式，作

详细说明如下：

【附图说明】

[0017] 图1显示根据本揭示的一实施例的背光模组的结构示意图；

[0018] 图2显示根据本揭示的一实施例的热电器件的结构示意图；

[0019] 图3显示根据本揭示的一实施例的热电器件的结构示意图；以及

[0020] 图4显示根据本揭示的一实施例的显示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1] 为了让本揭示的上述及其他目的、特征、优点能更明显易懂，下文将特举本揭示优

选实施例，并配合所附图式，作详细说明如下。再者，本揭示所提到的方向用语，例如上、下、

顶、底、前、后、左、右、内、外、侧层、周围、中央、水平、横向、垂直、纵向、轴向、径向、最上层或

最下层等，仅是参考附加图式的方向。因此，使用的方向用语是用以说明及理解本揭示，而

非用以限制本揭示。

[0022] 在图中，结构相似的单元是以相同标号表示。

[0023] 参照图1，本揭示的一实施例提供一背光模组100。所述背光模组100包括光源组件

110、热电控温结构120以及余热回收结构130。所述热电控温结构120包括热电器件122。所

述余热回收结构130包括相变蓄热层132。所述热电器件122的冷端1222和所述光源组件110

接触，以及所述热电器件122的热端1224和所述相变蓄热层132接触。本揭示的实施例实现

对所述背光模组100的所述光源组件110的精确控温与余热回收利用。

[0024] 具体地，所述热电器件122是一种可以实现电能与热能相互转化的功能性器件，所

述热电器件122没有复杂的机械传动结构，无需传统制冷装置所需的制冷剂，并且所述热电

器件122的响应速度快，工作过程安静无噪音，温度控制精确，对环境友好，使用寿命长，可

应用于发光二极管的热管理。具体地，所述热电器件122例如是块体热电器件或薄膜热电器

件。所述热电器件122的材料包括热电材料(室温热电材料如n型Bi2Te3、p型Sb2Te3、n型

Bi2Te2.7Se0.3、p型Bi0.5Sb1.5Te3等p,n单种材料或者p,n材料组合)、电极材料(包括Cu、Al、Ni

材料及其合金材料)和基板材料(包括陶瓷基板、聚酰亚胺基板、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醇酯基

板或聚萘二甲酸乙二醇酯基板)。具体地，块体热电器件的制备包括将热电材料粉末通过热

压烧结或者放电等离子体烧结制备成块体材料，通过切割、电极焊接等封装工艺组装成块

体热电器件。薄膜热电器件的制备包括通过真空蒸镀、磁控溅射或丝网印刷等方法将材料

制备在柔性基板上，通过电极连接与封装后组装成薄膜热电器件。

[0025] 于本揭示其中的一实施例中，所述光源组件110包括发光二极管灯条112。所述热

电控温结构120还包括相对设置的第一导热层124和第二导热层126，所述第一导热层124设

置于所述热电器件122的所述冷端1222和所述光源组件110之间，所述热电器件122的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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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端1222通过所述第一导热层124和所述光源组件110接触，所述第二导热层126设置于所

述热电器件122的所述热端1224和所述相变蓄热层132之间，以及所述热电器件122的所述

热端1224通过所述第二导热层126和所述相变蓄热层132接触。具体地，所述第一导热层124

和/或第二导热层126的材料包括导热硅脂、氧化铝导热橡胶或氮化硼导热橡胶。

[0026] 于本揭示其中的一实施例中，所述余热回收结构130还包括导线134和与所述导线

134连接的储能器件136，所述导线134和所述热电器件122的所述冷端1222连接。所述热电

控温结构120还包括与所述导线134连接的电源128，所述电源128和所述储能器件136在所

述导线134上并联连接。

[0027] 具体地，所述相变蓄热层132包括相变蓄热材料和传热材料。相变蓄热材料通过与

强化传热材料组装成所述相变蓄热层132。所述相变蓄热材料是一种能够储存热能的新型

化学材料。所述相变蓄热材料在特定的温度(如相变温度)下发生物相变化，并伴随着吸收

或放出热量，用以储存热能。所述相变蓄热材料把热量或冷量储存起来，在需要时再把热量

或冷量释放出来，从而提高了能源的利用率。具体地，相变蓄热材料包括结晶水合盐、熔融

盐、金属或合金、石蜡、和脂肪酸或其他种类。本揭示的实施例中将所述热电器件122与所述

相变蓄热层132组合使用，实现对所述背光模组100的所述光源组件110的控温与余热回收。

[0028] 于本揭示其中的一实施例中，所述背光模组100还包括依次设置在所述光源组件

110上的下棱镜片140、上棱镜片150和扩散片160。

[0029] 参照图2和图3，于本揭示其中的一实施例中，所述热电器件122是π型热电器件，所

述π型热电器件包括电极1225、n型热电臂1226和p型热电臂1227，所述n型热电臂1226和所

述p型热电臂1227由所述电极1225串联连接。

[0030] 于本揭示其中的一实施例中，所述π型热电器件的发电原理图如图2所示，当所述π

型热电器件的两端存在温差时，由于塞贝克效应(Seebeck  effect)，所述π型热电器件的所

述n型热电臂1226中的载流子(电子)和所述p型热电臂1227中的载流子(空穴)，将从温度高

的一端向温度低的一端定向迁移，回路中形成定向电流，这是所述π型热电器件的发电原

理。所述π型热电器件的制冷原理图如图3所示，当对所述π型热电器件通入如图3所示方向

的电流时，由于帕尔帖效应(Peltier  effect)，所述n型热电臂1226中的载流子(电子)和所

述p型热电臂1227中的载流子(空穴)在外加电场的作用下，将从所述n型热电臂1226和所述

p型热电臂1227的下一端分别向上一端定向迁移，携带所述n型热电臂1226和所述p型热电

臂1227的下端热量，并将热量输入到所述n型热电臂1226和所述p型热电臂1227的的上端，

这是所述π型热电器件的制冷原理。

[0031] 参照图4，本揭示还提供一显示装置20。所述显示装置20包括如上所述的背光模组

10以及设置在所述背光模组100上的面板22。所述显示装置20例如是液晶显示装置。

[0032] 于本揭示其中的一实施例中，所述背光模组100利用所述热电器件122制冷与温差

发电性质，并引入所述相变蓄热层132，以达到对所述背光模组100的所述光源组件110的散

热与余热回收转化为电能。

[0033] 所述热电器件122的所述冷端1222通过所述第一导热层124和所述光源组件110接

触，所述热电器件122的所述热端1224通过所述第二导热层126与所述相变蓄热层132接触。

当所述显示装置20开始工作时，所述光源组件110产生热量，接通所述电源128，所述热电器

件122开始工作，所述光源组件110的热量被主动带到所述热电器件122的所述热端1224，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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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所述第二导热层126传导至所述相变蓄热层132，所述相变蓄热层132的材料受热后发生

固-固或固-液相变将所述光源组件110的热量储存起来，同时带走所述热电器件122的所述

热端1224的热量，所述热电器件122源源不断将所述光源组件110的热量输运至所述相变蓄

热层132。通过控制所述热电器件122的输入功率可实现对所述背光模组100的所述光源组

件110的精确温度控制。

[0034] 所述热电器件122连接所述储能器件136(例如电池)，所述储能器件136可以通过

电压转换装置和所述面板22的薄膜晶体管驱动电路222连接。当所述面板22关闭时，所述光

源组件110关闭，所述相变蓄热层132的材料发生固-固或液-固相变，释放热量，此时，所述

热电器件122的两端产生温差，所述热电器件122由于塞贝克效应产生电流，所述热电器件

122的输出电能储存在所述储能器件136中，所述储能器件136连接所述薄膜晶体管驱动电

路222，所述储能器件136储存的所述电能能提供给所述显示装置20使用，所述显示装置20

工作时可用于电路驱动。

[0035] 于本揭示其中的一实施例中，所述余热回收结构130还包括导线134和与所述导线

134连接的储能器件136，所述导线134和所述热电器件122的所述冷端1222连接。所述热电

控温结构120还包括与所述导线134连接的电源128，所述电源128和所述储能器件136在所

述导线134上并联连接。

[0036] 综上所述，本揭示的实施例采用具有优异主动散热性能与余热转化电能功能的所

述热电器件122，通过与所述相变蓄热层132配合使用，实现对所述背光模组100的所述光源

组件110的精确控温与余热回收利用。所述背光模组100利用所述热电器件122的帕尔帖效

应实现对所述光源组件110的精确控温，同时利用所述相变蓄热层132将所述光源组件110

的热量储存起来，利用所述热电器件122的塞贝克效应将储存的热能转化为电能，供所述薄

膜晶体管驱动电路222使用，实现了能源的循环利用，降低了能耗，高效提高了能源利用率。

[0037] 由于本揭示的实施例中的所述背光模组及所述显示装置中，所述背光模组包括光

源组件、热电控温结构以及余热回收结构。所述热电控温结构包括热电器件。所述余热回收

结构包括相变蓄热层。所述热电器件的冷端和所述光源组件接触，以及所述热电器件的热

端和所述相变蓄热层接触，能够实现对所述背光模组的所述光源组件的精确控温与余热回

收利用。

[0038] 尽管已经相对于一个或多个实现方式示出并描述了本揭示，但是本领域技术人员

基于对本说明书和附图的阅读和理解将会想到等价变型和修改。本揭示包括所有这样的修

改和变型，并且仅由所附权利要求的范围限制。特别地关于由上述组件执行的各种功能，用

于描述这样的组件的术语旨在对应于执行所述组件的指定功能(例如其在功能上是等价

的)的任意组件(除非另外指示)，即使在结构上与执行本文所示的本说明书的示范性实现

方式中的功能的公开结构不等同。此外，尽管本说明书的特定特征已经相对于若干实现方

式中的仅一个被公开，但是这种特征可以与如可以对给定或特定应用而言是期望和有利的

其他实现方式的一个或多个其他特征组合。而且，就术语“包括”、“具有”、“含有”或其变形

被用在具体实施方式或权利要求中而言，这样的术语旨在以与术语“包含”相似的方式包

括。

[0039] 以上仅是本揭示的优选实施方式，应当指出，对于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不脱离

本揭示原理的前提下，还可以做出若干改进和润饰，这些改进和润饰也应视为本揭示的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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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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