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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提供一种阵列基板及其制作方法。本

发明的阵列基板包括：基板(1)、设于所述基板

(1)上的TFT层(2)、设于所述TFT层(2)上的量子

点层(3)、及设于所述量子点层(3)上的保护滤光

层(4)，量子点层(3)的设置，弥补了现有的彩色

滤光层在显色上的不足，扩大了显示色域范围，

保护滤光层(4)的设置，解决了现有技术中量子

点效率发挥不佳及稳定性差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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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阵列基板，其特征在于，包括：基板(1)、设于所述基板(1)上的TFT层(2)、设于所

述TFT层(2)上的量子点层(3)、及设于所述量子点层(3)上的保护滤光层(4)；

所述保护滤光层(4)能够对量子点层(3)形成致密的保护，所述保护滤光层(4)还具有

滤光作用，所述保护滤光层(4)能过滤一定波段的紫外光、或蓝光；

所述保护滤光层(4)上还设有彩色滤光层(5)；

所述保护滤光层(4)的材料为氮化硅、氧化硅、氧化铟锡、聚酰亚胺、或聚芴衍生物。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阵列基板，其特征在于，所述量子点层(3)的量子点包括ⅡB-ⅥA

元素组成的半导体、ⅢA-ⅤA元素组成的半导体、及碳量子点中的一种或多种，所述量子点

为稳定直径在0～20nm的纳米粒子。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阵列基板，其特征在于，所述量子点层(3)的发光颜色为红色、绿

色、蓝色、黄色、及紫色中的一种或多种的组合。

4.一种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阵列基板的制作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如下步骤：

步骤1、提供一基板(1)，在所述基板(1)制作TFT层(2)；

步骤2、在所述TFT层(2)上制作量子点层(3)；

步骤3、在所述量子点层(3)上制作一保护滤光层(4)；

步骤4、于所述保护滤光层(4)上制作彩色滤光层(5)；

所述保护滤光层(4)的材料为氮化硅、氧化硅、氧化铟锡、聚酰亚胺、或聚芴衍生物。

5.如权利要求4所述的阵列基板的制作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2具体为，通过蒸镀

的方法在所述TFT层(2)形成量子点薄膜，得到量子点层(3)。

6.如权利要求4所述的阵列基板的制作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2具体为，提供量子

点材料及溶解介质，将所述量子点材料溶解分散到所述溶解介质中，混合均匀，制得量子点

胶，将所述量子点胶在所述TFT层(2)上制作成膜，干燥固化后，得到量子点层(3)。

7.如权利要求6所述的阵列基板的制作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2中量子点材料为

油溶性、或水溶性；所述量子点形态为球状、或棒状、或纤维状；所述溶解介质为硅胶系、或

环氧系；所述步骤2中通过喷涂、旋涂、打印、或狭缝涂布的方式将所述量子点胶在所述TFT

层(2)上制作成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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阵列基板及其制作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显示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阵列基板及其制作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液晶显示装置(LCD，Liquid  Crystal  Display)具有机身薄、省电、无辐射等众多

优点，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如：液晶电视、移动电话、个人数字助理(PDA)、数字相机、计算机

屏幕或笔记本电脑屏幕等。通常液晶显示装置包括壳体、设于壳体内的液晶显示面板及设

于壳体内的背光模组(Backlight  module)。其中，液晶显示面板的结构主要是由一薄膜晶

体管阵列基板(Thin  Film  Transistor  Array  Substrate，TFT  Array  Substrate)、一彩色

滤光片基板(Color  Filter，CF)、以及配置于两基板间的液晶层(Liquid  Crystal  Layer)

所构成，其工作原理是通过在两片玻璃基板上施加驱动电压来控制液晶层的液晶分子的旋

转，将背光模组的光线折射出来产生画面。

[0003] 量子点是半径小于或接近于波尔半径的半导体纳米晶体，大部分由Ⅱ-Ⅵ族或Ⅲ-

Ⅴ族元素组成的三个维度尺寸的纳米材料。由于量子限域效应，其内部的电子和空穴的运

输受到限制，使得连续的能带结构变成分离的能级结构。当量子点的尺寸不同时，电子与空

穴的量子限域程度不一样，分立的能级结构不同。在受到外来能量激发后，不同尺寸的量子

点即发出不同波长的光，即各种颜色的光。量子点的优势在于：通过调控量子点的尺寸，可

以实现发光波长范围覆盖到红外及整个可见光波段，且发射光波段窄，色彩饱和度高；量子

点材料量子转换效率高；材料性能稳定；制备方法简单多样，可以从溶液中制备，资源丰富。

量子点可吸收短波的蓝光，被激发后呈现出长波段光色，这一特性使得量子点能够改变背

光源发出的光线颜色。

[0004] 现有的液晶显示面板依靠其内部设置的红色滤光层、绿色滤光层、以及蓝色滤光

层等彩色滤光层的滤光作用，将光源发出的白光分别转化为红、绿、蓝等单色光，不同颜色

的彩色滤光层分别透射对应颜色波段的光，从而实现液晶显示面板的彩色显示。随着科技

的进步，人们希望不断增加液晶显示面板的色饱合度和色域，而若需要扩大液晶显示面板

的色域范围，就得提高彩色滤光层的色彩纯度，必须要使得颜料的含量增加，这样会降低彩

色滤光层的透光率，为了保证液晶显示面板的显示亮度，还需要提高光源的出光强度，导致

液晶显示面板功耗的增加。

[0005] 量子点显示技术在色域覆盖率、色彩控制精确性、红绿蓝色彩纯净度等各个维度

已全面升级，革命性的实现了全色域显示，能够最真实还原图像色彩，被视为全球显示技术

的制高点和影响全球的显示技术革命。传统的量子点显示技术的实现方法是将量子点直接

引入液晶显示面板的两块基板中(即液晶盒内)，以弥补现有的彩色滤光层在显色上的不

足，扩大其显示色域范围。然而，现有的液晶显示面板的制程工艺条件，会影响到量子点效

率的发挥。如何进一步的提升量子点的稳定性，是需要考虑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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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明内容

[0006]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阵列基板，在阵列基板上设置量子点层及保护滤光

层，弥补现有的彩色滤光层在显色上的不足，扩大显示色域范围，同时解决现有技术中量子

点效率发挥不佳及稳定性差的问题。

[0007] 本发明的目的还在于提供一种阵列基板的制作方法，该方法能够简单便捷的在阵

列基板上制作量子点层及保护滤光层，弥补现有的彩色滤光层在显色上的不足，扩大显示

色域范围，同时解决现有技术中量子点效率发挥不佳及稳定性差的问题。

[0008]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提供了一种阵列基板，包括：基板、设于所述基板上的TFT

层、设于所述TFT层上的量子点层、及设于所述量子点层上的保护滤光层；

[0009] 所述保护滤光层能够对量子点层形成致密的保护，所述保护滤光层还具有滤光作

用，所述保护滤光层可以过滤一定波段的紫外光、或蓝光。

[0010] 所述量子点层的量子点包括ⅡB-ⅥA元素组成的半导体、ⅢA-ⅤA元素组成的半导

体、及碳量子点中的一种或多种，所述量子点为稳定直径在0～20nm的纳米粒子。

[0011] 所述量子点层的发光颜色为红色、绿色、蓝色、黄色、及紫色中的一种或多种的组

合。

[0012] 所述保护滤光层的材料为氮化硅、氧化硅、氧化铟锡、聚酰亚胺、或聚芴衍生物。

[0013] 所述保护滤光层上还设有彩色滤光层。

[0014] 本发明还提供了一种阵列基板的制作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15] 步骤1、提供一基板，在所述基板制作TFT层；

[0016] 步骤2、在所述TFT层上制作量子点层；

[0017] 步骤3、在所述量子点层上制作一保护滤光层。

[0018] 所述步骤2具体为，通过蒸镀的方法在所述TFT层形成量子点薄膜，得到量子点层。

[0019] 所述步骤2具体为，提供量子点材料及溶解介质，将所述量子点材料溶解分散到所

述溶解介质中，混合均匀，制得量子点胶，将所述量子点胶在所述TFT层上制作成膜，干燥固

化后，得到量子点层。

[0020] 所述步骤2中量子点材料为油溶性、或水溶性；所述量子点形态为球状、或棒状、或

纤维状；所述溶解介质为硅胶系、或环氧系；所述步骤2中通过喷涂、旋涂、打印、或狭缝涂布

的方式将所述量子点胶在所述TFT层上制作成膜。

[0021] 所述阵列基板的制作方法，还包括：

[0022] 步骤4、于所述保护层上制作彩色滤光层。

[0023]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本发明提供了一种阵列基板，该阵列基板上设有量子点层，同

时量子点层上还设有保护滤光层，通过量子点层能够提升色饱和度及色纯度，扩大显示色

域范围，通过保护滤光层对量子点层形成致密的防护，防止后续制程对量子点层造成破坏，

同时防止量子点胶中的杂质进入液晶层中影响显示效果，同时该保护滤光层还可以起到滤

光的作用，即防止UV背光源或激光背光源在激发量子点发光后，剩余未激发的背光中的光

透过，提升了量子点层的效率及稳定性；本发明还提供一种阵列基板的制作方法，该方法简

单易行，通过在阵列基板上制作量子点层，弥补了现有的彩色滤光层在显色上的不足，扩大

了显示色域范围，通过在量子点层上制作保护滤光层，提升了量子点层的效率及稳定性。

[0024] 为了能更进一步了解本发明的特征以及技术内容，请参阅以下有关本发明的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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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与附图，然而附图仅提供参考与说明用，并非用来对本发明加以限制。

附图说明

[0025] 下面结合附图，通过对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详细描述，将使本发明的技术方案

及其它有益效果显而易见。

[0026] 附图中，

[0027] 图1为本发明的阵列基板的第一实施例结构示意图；

[0028] 图2为采用图1所示阵列基板的显示面板结构示意图；

[0029] 图3为本发明的阵列基板的第二实施例结构示意图；

[0030] 图4为采用图3所示阵列基板的显示面板结构示意图；

[0031] 图5为聚酰亚胺材料膜的穿透频谱；

[0032] 图6为本发明的阵列基板的制作方法的流程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3] 为更进一步阐述本发明所采取的技术手段及其效果，以下结合本发明的优选实施

例及其附图进行详细描述。

[0034] 请参阅图1，本发明首先提供一种阵列基板，包括：基板1、设于所述基板1上的TFT

层2、设于所述TFT层2上的量子点层3、及设于所述量子点层3上的保护滤光层4；

[0035] 具体地，所述量子点层3的量子点为包括ⅡB-ⅥA元素组成的半导体(如硫化镉

(CdS)、硒化镉(CdSe)、碲化镉(CdTe)、或硒化锌(ZnSe)等)、ⅢA-ⅤA元素组成的半导体(如

磷化铟(InP)、或砷化铟(InAs)等)、及碳量子点等其他量子点材料中的一种或多种，其稳定

直径在0～20nm的纳米粒子。

[0036] 具体地，所述量子点层3的发光颜色包括但不仅限于红色、绿色、蓝色、黄色、及紫

色中的一种或多种的组合。所述量子点层3可以为单色量子点或多色量子点混合于一整面

上而形成的膜层，也可以为单色量子点或多色量子点经过图形工艺而形成的具有像素图形

的膜层。具体的，所述保护滤光层4的材料可选择氮化硅(SiNx)、氧化硅(SiO2)、氧化铟锡

(ITO)等无机材料，或聚酰亚胺(PI)、和聚芴衍生物(PFN)等有机材料。上述材料均具有滤光

作用，可以截止短波紫外光、或蓝光，对短波紫外光、或蓝光均有较好的过滤效果，而对长波

可见光具有很好的穿透效果，并可以通过调整其分子结构来提升过滤效果，如图5所示，聚

酰亚胺膜对380～780nm波长的光透过率高，而对小于380nm波长的短波光的透过率急剧下

降，其对短波紫外光具有较好的过滤效果。

[0037] 所述保护滤光层4能够对量子点层3形成致密的保护，防止后续制程(例如彩色滤

光层的显影制程和水洗制程等)对量子点层3造成破坏，同时防止量子点胶中的杂质进入液

晶层中影响显示效果。此外，由于所述保护滤光层4还具有滤光作用，即可以防止UV背光源

或激光背光源在激发量子点发光后，剩余未激发的背光中的光透过去；以所述量子点层3的

发光颜色为红光、绿光，背光模组发出的背光为蓝光为例，此时，设置所述保护滤光层4能够

过滤蓝光，则可以防止背光模组发出的蓝光在激发量子点层3发光后，剩余未激发的蓝光穿

透该保护滤光层4，进而提高量子点层3的发光效率，同时该保护滤光层4允许红色、或绿色

光穿透，以进行彩色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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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8] 请参阅图2和图4，阵列基板与封装盖板对组后，形成显示面板；该显示面板可以为

COA(Color  Filter  On  Array)型面板、也可以为非COA型面板；另外，本发明对显示面板的

驱动模式并没有限定性，对IPS、TN、VA、OLED、QLED等多种模式均使用。

[0039] 如图2所示，该显示面板为非COA型面板，彩色滤光层5设于封装盖板的上基板6上。

[0040] 此外，请参阅图3并结合图4，图4所示的显示面板为COA型面板，彩色滤光层5设于

该阵列基板的保护滤光层4上。

[0041] 请参阅图6，并结合图1，本发明还提供一种阵列基板的制作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42] 步骤1、提供一基板1，在所述基板1制作TFT层2。

[0043] 具体地，所述基板1为透明基板，优选玻璃基板，所述TFT层2包括多个阵列排布的

薄膜晶体管单元，及与所述薄膜晶体管单元相连的像素电极。

[0044] 步骤2、在所述TFT层2上制作量子点层3；

[0045] 具体的，所述步骤2为，提供量子点材料及溶解介质，将所述量子点材料溶解分散

到所述溶解介质中，混合均匀，制得量子点胶，将所述量子点胶在所述TFT层2上制作成膜，

干燥固化后，得到量子点层3；

[0046] 所述步骤2中提供的量子点材料可以通过表面接枝或表面包覆等多种未限定量子

点的改性处理方法得到，以使其与溶解介质相容，其可以为油溶性、也可以水溶性；所述量

子点材料的量子点形态可选择球状、棒状、或纤维状等任意适合的形态；溶解介质可选择硅

胶系、或环氧系等溶解介质体系，具体可依据实际选用的量子点的发光特性和溶解特性等

多方面的特性来进行选择，其中各成分比例、及与量子点的混合比例可以根据混合效果进

行调整，以达到最佳的混合效果；步骤2中所述量子点胶在所述TFT层2上制作成膜的方式为

喷涂、旋涂、打印、或狭缝涂布等方式。

[0047] 或者，该步骤2中，所述量子点层3也可以是通过蒸镀的方法在所述TFT层2形成一

层量子点薄膜；

[0048] 所述量子点层3可以为单色量子点或多色量子点混合于一整面上而形成的膜层，

也可以是单色量子点或多色量子点经过图案化工艺而形成的具有像素图形的膜层；若所述

量子点层3为图案化的膜层则该步骤2中需要加入相应的图案化步骤。

[0049] 步骤3、在所述量子点层3上制作一保护滤光层4。

[0050] 具体地，所述保护滤光层4的材料可选择氮化硅(SiNx)、氧化硅(SiO2)、和氧化铟

锡(ITO)等无机材料，或聚酰亚胺(PI)、和聚芴衍生物(PFN)等有机材料。上述材料均具有滤

光作用，可以截止短波紫外光、或蓝光，对短波紫外光、或蓝光均有较好的过滤效果，而对长

波可见光具有很好的穿透效果，并可以通过调整其分子结构来提升过滤效果，如图5所示，

聚酰亚胺膜对380～780nm波长的光透过率高，而对小于380nm波长的短波光的透过率急剧

下降，其对短波紫外光具有较好的过滤效果。

[0051] 所述保护滤光层4能够对量子点层3形成致密的保护，防止后续制程(例如彩色滤

光层的显影制程和水洗制程等)对量子点层3造成破坏，同时防止量子点胶中的杂质进入液

晶层中影响显示效果。此外，由于所述保护滤光层4还具有滤光作用，即可以防止UV背光源

或激光背光源在激发量子点发光后，剩余未激发的背光中的光透过去；以所述量子点层3的

发光颜色为红光、绿光，背光模组发出的背光为蓝光为例，此时，设置所述保护滤光层4能够

过滤蓝光，则可以防止背光模组发出的蓝光在激发量子点层3发光后，剩余未激发的蓝光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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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该保护滤光层4，进而提高量子点层3的发光效率，同时该保护滤光层4允许红色、或绿色

光穿透，以进行彩色显示。

[0052] 此外，所述阵列基板还可以为COA型的阵列基板，此时该阵列基板的制作方法还包

括：步骤4、于所述保护层4上制作彩色滤光层5。

[0053] 综上所述，本发明提供了一种阵列基板，该阵列基板上设有量子点层，同时量子点

层上还设有保护滤光层，通过量子点层能够提升色饱和度及色纯度，扩大显示色域范围，通

过保护滤光层对量子点层形成致密的防护，防止后续制程对量子点层造成破坏，同时防止

量子点胶中的杂质进入液晶层中影响显示效果，同时该保护滤光层还可以起到滤光的作

用，即防止UV背光源或激光背光源在激发量子点发光后，剩余未激发的背光中的光透过，提

升了量子点层的效率及稳定性；本发明还提供一种阵列基板的制作方法，该方法简单易行，

通过在阵列基板上制作量子点层，弥补了现有的彩色滤光层在显色上的不足，扩大了显示

色域范围，通过在量子点层上制作保护滤光层，提升了量子点层的效率及稳定性。

[0054] 以上所述，对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来说，可以根据本发明的技术方案和技术

构思作出其他各种相应的改变和变形，而所有这些改变和变形都应属于本发明权利要求的

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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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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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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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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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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