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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摘要 :

一种背光模组包括背板 （10) 和导光板 （20) 。该背板 （10) 包 括底 ( 11) 以及设置于该底壁 ( 11) 周边

并垂直于该底 ( 11) 延伸 的侧 * ( 12) 。该导光板 （20) 支撑于该底壁 ( 11 ) 上 。该底壁 ( 11) 上 设置有至少一

弯折 的定位折片 （13 ) ，该定位折片 ( 13 ) 抵靠导光板 （20) 的侧边缘 ，以对该导光板 （20 ) 进行定位 。本发 明利

用背板 （10) 的底 ¾ 上 （11 ) 的定位折片 ( 13 ) 对导光板 （20) 进行定位 ，避免 了导光板 （20) 上 的附加定位结构 ，

提高 了导光板 （20 ) 的 率 。还披露 了一种液 晶显示器 （1) 。



液晶显示器及其背光模组

【技术领域】

本发 明涉及液晶显示领域 ，特别是 涉及一种液晶显示器及其背光模组 。

【背景技术】

随着科 学技 术的发展 ，液 晶显示器 已经应用到人们 的 日常生活 中。现有 的

侧光式液 晶显示器需用到导光板 ，并需将导光板定位 于背板上 。在现有 的定位

方式中，一般使用 CNC ( 数控机床 ）在导光板 的侧边缘上加工 出凸耳或其他 定

位 结构 ，并在 背板上加 工 出定位槽或定位柱 ，通过二者 的配合 实现导光板 与背

板 的定位装配。然而，上述方式增加 了导光板制造 的复杂度 ，同时降低 了导光

板 的 良率 。

【发明内容】

本发 明主要解 决的技 术 问题是提供一种 液 晶显示器及其 背光模组 ，以避免

在导光板上设 置附加 的定位结构 ，提 高导光板 的 良率 。

为解决上述技术 问题 ，本发 明采用的一个技术方案是 ：提供一种 背光模组 ，

该背光模组 包括 背板及导光板 ，该 背板 包括底壁 以及设 置于该底壁 的周边并垂

直于该底壁延伸 的侧壁 ，该导光板 支撑 于该底壁上 。该底壁上 弯折设 置有 至少

一定位折 片，该定位折 片抵 靠该导光板 的侧边缘 ，以对该导光板进行定位 。该

背光模组进一步 包括胶框 ，该胶框接 收该定位折 片且支撑 于该导光板 的顶 面上 ，

该胶框 包括胶框主体 、第一挡壁和第二挡壁 ，该第一挡壁在该定位折 片的靠近

该导光板一侧从该胶框主体朝 向该底壁延伸 ，并设 置成支撑 于该导光板 的顶 面

上 。该第二挡壁在该定位折 片相对该导光板 的另一侧从该胶框主体朝 向该底壁

延伸 ，该定位折 片插入 于该第一挡壁和该第二挡壁之 间。

根据本发 明一优选 实施例 ，该胶框进一 步 包括从该胶框主体朝 向该底壁延

伸且与该第二挡壁连接 的第一支撑壁 ，该第一支撑壁支撑于该底壁上 。



根据本发 明一优选 实施例 ，该胶框进一 步 包括从该胶框主体朝 向该底壁延

伸且抵 靠该侧壁 的 内侧边缘 的第二 支撑 壁 ，该第二支撑壁进一步支撑 于该底壁

上。

为解 决上述技 术 问题 ，本发 明釆用 的另一个技术方案是 ：提供一种 背光模

组 。该 背光模组 包括 背板及导光板 。该 背板 包括底壁以及设 置于该底壁 的周边

并垂直于该底壁延伸 的侧壁 ，该导光板 支撑 于该底壁上 ，该底壁上 弯折设 置有

至少一定位折 片，该定位折 片抵 靠该导光板 的侧边缘 ，以对该导光板进行定位 。

根据本发 明一优选 实施例 ，该 背光模组进一步 包括胶框 ，该胶框接 收该定

位折 片且 支撑 于该导光板 的顶 面上 。

根据本发 明一优选 实施例 ，该胶框 包括胶框主体 、第一挡壁和第二挡壁 。

该第一挡壁在该定位折 片的靠近该导光板一侧从该胶框主体朝 向该底壁延伸 ，

该第二挡壁在该定位折 片的远 离该导光板一侧从该胶框主体朝 向该底壁延伸 ，

该定位折 片插入 于该第一挡壁和该第二挡壁之 间。

根据本发 明一优选 实施例 ，该胶框进一 步 包括从该胶框主体朝 向该底壁延

伸且连接 该第一挡壁和该第二挡壁 的第三挡壁和第四挡壁 ，该定位折 片进一步

插入 于该第三挡壁和该第四挡壁之 间。

根据本发 明一优选 实施例 ，该第一挡壁设 置成支撑 于该导光板 的顶 面上 。

根据本发 明一优选 实施例 ，该底壁在该定位折 片的周边设 置有缺 口，该第

二挡壁 、该第三挡壁和该第四挡壁经该缺 口延伸成与该底壁的底 面平 齐。

根据本发 明一优选 实施例 ，该胶框进一 步 包括从该胶框主体朝 向该底壁延

伸且与该第二挡壁连接 的第一支撑壁 ，该第一支撑壁支撑于该底壁上 。

根据本发 明一优选 实施例 ，该胶框进一 步 包括从该胶框主体朝 向该底壁延

伸且抵 靠该侧壁 的 内侧边缘 的第二 支撑 壁 ，该第二支撑壁进一步支撑 于该底壁

上。

为解 决上述技 术 问题 ，本发 明采用 的另一个技术方案是 ：提供一种 液 晶显

示器 ，其特征在 于 ，该液 晶显示器 包括 背光模组 ，该背光模组 包括 背板及导光



板 ，该 背板 包括底壁 以及 设 置于该底壁 的周边并垂直于该底壁延伸 的侧壁 ，该

导光板 支撑 于该底壁上 ，该底壁上 弯折设 置有至少一定位折 片，该定位折 片抵

靠该导光板 的侧边缘 ，以对该导光板进行定位 。

根据本发 明一优选 实施例 ，该 背光模组进一步 包括胶框 ，该胶框接 收该定

位折 片且 支撑 于该导光板 的顶 面上 。

根据本发 明一优选 实施例 ，该胶框 包括胶框主体 、第一挡壁和第二挡壁 ，

该第一挡壁在该定位折 片的靠近该导光板一侧从该胶框主体朝 向该底壁延伸 ，

该第二挡壁在该定位折 片相对该导光板 的另一侧从该胶框主体朝 向该底壁延伸 ,

该定位折 片插入 于该第一挡壁和该第二挡壁之 间。

根据本发 明一优选 实施例 , 该胶框进一 步 包括从该胶框主体朝 向该底壁延

伸且连接 该第一挡壁和该第二挡壁 的第三挡壁和第四挡壁 ，该定位折 片进一步

插入 于该第三挡壁和该第四挡壁之 间。

根据本发 明一优选 实施例 ，该第一挡壁设 置成支撑 于该导光板 的顶 面上 。

根据本发 明一优选 实施例 ，该底壁在该定位折 片的周边设 置有缺 口，该第

二挡壁 、该第三挡壁和该第四挡壁经该缺 口延伸成与该底壁的底 面平 齐。

根据本发 明一优选 实施例 ，该胶框进一 步 包括从该胶框主体朝 向该底壁延

伸且与该第二挡壁连接 的第一支撑壁 ，该第一支撑壁支撑于该底壁上 。

根据本发 明一优选 实施例 ，该胶框进一 步 包括从该胶框主体朝 向该底壁延

伸且抵 靠该侧壁 的 内侧边缘 的第二 支撑 壁 ，该第二支撑壁进一步支撑 于该底壁

上。

根据本发 明一优选 实施例 ，该液 晶显示器进一步 包括液 晶面板及前框 ，该

胶框进一步 包括从该胶框主体远 离该底 壁延伸 的第三支撑壁和第四支撑壁 ，该

液 晶面板 支撑 于该胶框主体上 ，该前框 支撑 于该第三支撑壁和该第四支撑壁上

并与该背板 的侧壁相 固定 ，进而夹持该液晶面板 、该胶框及该导光板 。

本发 明的有益效果是 ： 区别于现有技 术 的情况 ，本发 明利用 背板 的底壁上

的定位折 片对导光板进行定位 ，避免 了在导光板上设 置附加 的定位 结构 ，提 高



了导光板 的 良率 。

【附图说 明】

为 了更清楚地说 明本发 明实施例 中的技 术方案 ，下面将对 实施例描 述 中所

需要使用 的附图作 简单地介绍 ，显 而易见地 ，下面描述 中的附图仅仅是本发 明

的一些 实施例 ，对 于本领域普通技术人 员来讲 ，在不付 出创造性劳动 的前提 下 ，

还可以根据这些附图获得其他 的附图。其 中：

图 1 是本发 明的液晶显示器一 实施例 的部分立体 剖面示意图；

图 2 是 图 1 所示的液晶显示器的 II 部分 的剖面示意 图；

图 3 是 图 1 所示的液晶显示器的胶框 的局部放 大示意 图。

【具体 实施方式】

参 阅图 1, 图 1 是本发 明的液晶显示器一 实施例的部分剖面立体 示意 图。本

实施例的液晶显示器 1 包括 背板 10、导光板 20、胶框 30、液 晶面板 40 以及前

框 50 。

参 阅图 2 , 图 2 是 图 1 所示的液晶显示器的 I I 部分 的剖面示意 图。如 图 2

所示，背板 10 包括底壁 11 以及设 置于底壁 11 的周边并垂直于底壁 11 延伸 的侧

壁 12。导光板 20 设 置于底壁 11 与侧壁 12 所定义的容置空间内，并支撑 于底壁

11 上 。在本 实施例 中，底壁 11 上弯折设 置有至少一定位折 片 13。定位折 片 13

抵 靠导光板 0 的侧边缘 ，以对导光板 0 进行水平方向上 的定位 。在优选 实施

例 中，背板 10 可 由金属 片材 冲压 而成 ，导光板 20 可 由亚克 力或其他透 明材料

注塑而成 。在本 实施例 中，通过定位折 片 13 抵 靠导光板 20 的侧边缘来 实现导

光板 20 的定位 ，可以将导光板 20 直接加工成标准的矩形结构 ，避免 了在导光

板 20 上设 置附加 的定位 结构 ，进而提 高了导光板 20 的 良率。

如 图 2 所示，胶框 30 接 收定位折 片 13 且支撑 于导光板 20 的顶 面上 ，进而

形成一背光模组 。具体 来说 ，胶框 30 包括胶框主体 3 1、第一挡壁 32 以及第二



挡壁 33。其 中，第一挡壁 32 在定位折 片 13 的靠近导光板 20 —侧从胶框主体

3 1 朝向底壁 11 延伸 。第二挡壁 33 在定位折 片 13 的相对导光板 0 的另一侧从

胶框主体 3 1 朝向底壁 11 延伸 。由此 ，使得定位折 片 13 可插入 于第一挡壁 32

和第二挡壁 33 之 间，进而对胶框 30 进行定位 。第一挡壁 32 设 置成支撑 于导光

板 20 的顶 面上 ，由此与底壁 11 共 同夹持导光板 20, 进 而对导光板 20 进行竖直

方向上的定位 。

参 阅图 3 , 图 3 是 图 1 所示的液晶显示器的胶框 30 的局部放 大示意 图。如

图 3 所示 ，胶框 30 进一步 包括第三挡壁 34 以及第四挡壁 3 5。第三挡壁 34 和第

四挡壁 35 从胶框主体 3 1 朝 向底壁 11 延伸且连接第一挡壁 32 和第二挡壁 33，

以 使得定位折 片 13 可进一步插入 于第三挡壁 34 和第四挡壁 35 之 间。此 时，定

位折 片 13 定位 于第一挡壁 32、第二挡壁 33、第三挡壁 34 和第四挡壁 35 所形

成的定位 空间内，避免 了胶框 30 相对底壁 11 的移动 。此外 ，胶框 30 进一步 包

括第一支撑壁 36, 第一支撑壁 36 从胶框主体 3 1 朝向底壁 11 延伸且与第二挡壁

33 连接 。

如 图 2 所示 ，底壁 11 在定位折 片 13 的周边设 置有缺 口 14 , 第二挡壁 33、

第三挡壁 34 和第四挡壁 35 经缺 口 14 延伸成与底壁 11 的底 面平 齐。同时，第

一支撑壁 36 支撑 于底壁 11 , 以提 高胶框 30 的强度 。

如 图 2 所示，胶框 30 进一步 包括第二 支撑壁 37、第三支撑壁 38 以 及第四

支撑壁 39。其 中，第二支撑壁 37 从胶框主体 3 1 朝向底壁 11 延伸且抵 靠侧壁

1 的 内侧边缘 ，并进一步支撑 于底壁 11 上 。第三支撑壁 38 和第四支撑壁 39 从

胶框主体 3 1 远 离底壁 11 延伸 。第四支撑壁 39 同样抵 靠侧壁 12 的 内侧边缘 。

在优选 实施例 中，胶框 30 可 由塑胶材料 注塑而成 。

如 图 2 所示，液晶面板 40 支撑 于胶框主体 3 1 上 ，前框 50 支撑 于第三支撑

壁 3 8 和第四支撑壁 39 上并与背板 10 的侧壁 12 相 固定 ，进 而夹持 液晶面板 40、

胶框 30 以 及 导光板 2 0。

通过上述结构 ，本发 明利用背板 10 的底壁 11 上的定位折 片 13 对导光板 20



进行定位 ，避免 了在导光板 20 上设 置附加 的定位结构 ，提 高了导光板 20 的 良

率。

以上 所述仅为本发 明的实施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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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权 利 要 求

1. 一种 背光模组 ，所述背光模组 包括 背板及导光板 ，所述背板 包括底壁以

及设 置于所述底壁 的周边并垂直于所述底壁延伸 的侧壁 ，所述导光板 支撑 于所

述底壁上 ，其特征在 于 ，所述底壁上 弯折设 置有至少一定位折 片，所述定位折

片抵 靠所述导光板 的侧边缘 ，以对 所述导光板进行定位 ；所述 背光模组进一步

包括胶框 ，所述胶框接 收所述定位折 片且 支撑 于所述导光板 的顶 面上 ；所述胶

框 包括胶框主体 、第一挡壁和第二挡壁 ，所述第一挡壁在所述定位折 片的靠近

所述导光板一侧从 所述胶框主体朝 向所述底壁延伸 ，并设 置成支撑 于所述导光

板 的顶 面上 ；所述第二挡壁在所述定位折 片相对所述导光板 的另一侧从 所述胶

框主体朝 向所述底壁延伸 ，所述定位折 片插入 于所述第一挡壁和所述第二挡壁

之 间。

2 . 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的背光模组 ，其特征在于 ，所述胶框进一步 包括从

所述胶框主体朝 向所述底壁延伸且与所述第二挡壁连接 的第一支撑壁 ，所述第

一支撑壁支撑 于所述底壁上 。

3 . 根据权利要求 2 所述的背光模组 ，其特征在于 ，所述胶框进一步 包括从

所述胶框主体朝 向所述底壁延伸且 ·ί氏靠所述侧壁 的 内侧边缘 的第二 支撑壁 ，所

述第二 支撑壁进一步支撑 于所述底壁上 。所述胶框进一步 包括从 所述胶框主体

朝向所述底壁延伸且抵 靠所述侧壁 的 内侧边缘 的第二支撑壁 ，所述第二 支撑壁

进一步支撑 于所述底壁上 。

4 . 一种 背光模組 ，所述背光模组 包括 背板及导光板 ，所述背板 包括底壁以

及设 置于所述底壁 的周边并垂直于所述底壁延伸 的侧壁 ，所述导光板 支撑 于所

述底壁上 ，其特征在 于 ，所述底壁上 弯折设 置有至少一定位折 片，所述定位折

片抵 靠所述导光板 的侧边缘 ，以对所述导光板进行定位 。

5 . 根据权利要求 4 所述的背光模组 ，其特征在于 ，所述 背光模组进一步 包

括胶框 ，所述胶框接 收所述定位折 片且 支撑 于所述导光板 的顶 面上 。



6 . 根据权利要求 5 所述的背光模组 ，其特征在于，所述胶框 包括胶框主体 、

第一挡壁和第二挡壁 ，所述第一挡壁在 所述定位折 片的靠近所述导光板一侧从

所述胶框主体朝 向所述底壁延伸 ，所述第二挡壁在所述定位折 片相对 所述导光

板 的另一侧从 所述胶框主体朝 向所述底 壁延伸 ，所述定位折 片插入 于所述第一

挡壁和所述第二挡壁之 间。

7 . 根据权利要求 6 所述的背光模组 ，其特征在于 ，所述胶框进一步 包括从

所述胶框主体朝 向所述底壁延伸且连接 所述第一挡壁和所述第二挡壁 的第三挡

壁和第四挡壁 ，所述定位折 片进一步插入 于所述第三挡壁和所述第四挡壁之 间。

8 . 根据权利要求 7 所述的背光模组 ，其特征在于 ，所述第一挡壁设 置成支

撑 于所述导光板 的顶 面上 。

9 . 根据权利要求 8 所述的背光模组 ，其特征在于 ，所述底壁在所述定位折

片的周边设 置有缺 口，所述第二挡壁 、所述第三挡壁和所述第四挡壁经所述缺

口延伸成与所述底壁的底 面平 齐。

10. 根据权利要 求 8 所述的背光模组 ，其特征在 于，所述胶框进一步 包括从

所述胶框主体朝 向所述底壁延伸且与所述第二挡壁连接 的第一支撑壁 ，所述第

一支撑壁支撑 于所述底壁上 。

11 . 根据权 利要 求 10 所述的背光模组 ，其特征在 于，所述胶框进一步 包括

从 所述胶框主体朝 向所述底壁延伸且 ·ί氏靠所述侧壁的 内侧边缘 的第二 支撑壁 ，

所述第二 支撑壁进一步支撑于所述底壁上 。

12. 一种液晶显示器，其特征在于，所述液晶显示器 包括 背光模组 ，所述背

光模组 包括 背板及导光板 ，所述 背板 包括底壁 以及设 置于所述底壁 的周边并垂

直于所述底壁延伸 的侧壁 ，所述导光板 支撑 于所述底壁上 ，所述底壁上 弯折设

置有 至少一定位折 片，所述定位折 片抵 靠所述导光板 的侧边缘 ，以对 所述导光

板进行定位 。

13. 根据权利要 求 12 所述的液晶显示器 ，其特征在于，所述背光模组进一

步 包括胶框 ，所述胶框接收所述定位折 片且支撑 于所述导光板 的顶 面上 。



14. 根据权利要 求 13 所述的液晶显示器 ，其特征在于，所述胶框 包括胶框

主体 、第一挡壁和第二挡壁 ，所述第一挡壁在所述定位折 片的靠近所述导光板

一侧从 所述胶框主体朝 向所述底壁延伸 , 所述第二挡壁在所述定位折 片相对 所

述导光板 的另一侧从 所述胶框主体朝 向所述底壁延伸 ，所述定位折 片插入 于所

述第一挡壁和所述第二挡壁之 间。

15. 根据权利要 求 14 所述的液晶显示器 ，其特征在于，所述胶框进一步 包

括从 所述胶框主体朝 向所述底壁延伸且连接 所述第一挡壁和所述第二挡壁 的第

三挡壁和第四挡壁 ，所述定位折 片进一 步插入 于所述第三挡壁和所述第四挡壁

之 间。

16. 根据权利要 求 15 所述的液晶显示器 ，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挡壁设 置

成支撑 于所述导光板 的顶 面上 。

17. 根据权利要 求 16 所述的液晶显示器 ，其特征在于，所述底壁在所述定

位折 片的周边设 置有缺 口，所述第二挡 壁 、所述第三挡壁和所述第四挡壁经所

述缺 口延伸成与所述底壁的底 面平 齐。

18. 根据权利要 求 16 所述的液晶显示器 ，其特征在于，所述胶框进一步 包

括从 所述胶框主体朝 向所述底壁延伸且 与所述第二挡壁连接 的第一支撑壁 ，所

述第一支撑壁支撑 于所述底壁上 。

19. 根据权利要 求 18 所述的液晶显示器 ，其特征在于，所述胶框进一步 包

括从 所述胶框主体朝 向所述底壁延伸且 ·ί氏靠所述侧壁的 内侧边缘 的第二 支撑壁 ,

所述第二 支撑壁进一步支撑于所述底壁上 。

20. 根据权利要 求 16 所述的液晶显示器 ，其特征在于，所述液晶显示器进

一步 包括液 晶面板及前框 ，所述胶框进一步 包括从所述胶框主体远 离所述底壁

延伸 的第三支撑壁和第四支撑壁 ，所述液 晶面板 支撑 于所述胶框主体上 ，所述

前框 支撑 于所述第三支撑壁和所述第四支撑壁上并与所述 背板 的侧壁相 固定 ，

进而夹持 所述液 晶面板 、所述胶框及所述导光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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