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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涉及LED显示技术领域，特别地涉及

一种具有双屏显示的LED显示模块。本发明公开

了一种具有双屏显示的LED显示模块，包括显示

面板和LED光源，显示面板包括基材，基材的同一

显示位置上设有第一待显示图案和第二待显示

图案，第一待显示图案的不与第二待显示图案的

重叠区域上设有透第一单色光不透第二单色光

的第一滤光层，第二待显示图案的不与第一待显

示图案的重叠区域上设有透第二单色光不透第

一单色光的第二滤光层，显示位置的位于第一待

显示图案和第二待显示图案以外的区域上设有

不透可见光的遮挡层，对应于该显示位置的LED

光源包括第一单色光的LED光源和第二单色光的

LED光源。本发明可在同一位置显示两个不同功

能的显示图案，实现双屏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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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具有双屏显示的LED显示模块，包括显示面板和LED光源，其特征在于：所述显示

面板包括基材，所述基材的同一显示位置上设有第一待显示图案和第二待显示图案，所述

第一待显示图案的不与第二待显示图案重叠的区域上设有透第一单色光不透第二单色光

的第一滤光层，所述第二待显示图案的不与第一待显示图案重叠的区域上设有透第二单色

光不透第一单色光的第二滤光层，所述显示位置的位于第一待显示图案和第二待显示图案

以外的区域上设有不透可见光的遮挡层，对应于该显示位置的LED光源包括第一单色光的

LED光源和第二单色光的LED光源。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具有双屏显示的LED显示模块，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单色光

和第二单色光分别为红光和绿光。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具有双屏显示的LED显示模块，其特征在于：所述基材为透明

基材。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具有双屏显示的LED显示模块，其特征在于：所述基材为透明

PC基材或透明PET基材。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具有双屏显示的LED显示模块，其特征在于：该LED显示模块采

用具有光扩散剂的环氧树脂灌封。

6.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具有双屏显示的LED显示模块，其特征在于：该LED显示模块为

空封结构，所述基材的对应于第一待显示图案与第二待显示图案的区域上设有扩散层，所

述第一滤光层和第二滤光层设置在扩散层上。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具有双屏显示的LED显示模块，其特征在于：所述扩散层为透

光白色油墨。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具有双屏显示的LED显示模块，其特征在于：所述基材为白色

扩散PET基材。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具有双屏显示的LED显示模块，其特征在于：所述遮挡层为不

透可见光的油墨层。

10.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具有双屏显示的LED显示模块，其特征在于：所述LED光源包

括LED灯珠阵列，所述LED灯珠阵列的对应于LED灯珠负极的各个行驱动端分别串联一反向

电压保护二极管后接驱动电路，所述反向电压保护二极管的反向耐压值大于驱动电路输出

的高电平电压值。

权　利　要　求　书 1/1 页

2

CN 109243314 A

2



一种具有双屏显示的LED显示模块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LED显示技术领域，具体地涉及一种具有双屏显示的LED显示模块。

背景技术

[0002] LED显示模块是一种数字显示和功能显示的器件，广泛应用在空调、洗衣机、冰箱

和电磁炉等家用电器和仪器仪表上显示运行状态。其原理是预先在LED显示模块的不同位

置设置好对应于不同功能的显示图案，如图1所示，显示面板上的功能图案“精华煮”、“煲

汤”、“蒸煮”、“蛋糕”、“煲仔饭”和“稀饭”分别设置在显示面板的不同位置，当要表示设备处

于什么运行状态时，则采用LED光源将对应的功能图案照亮显示出来即可。

[0003] 现有的LED显示模块存在的问题是：显示面板的同一位置只有一种功能图案，无法

在同一位置显示另一功能的运行状态，要显示另一功能的运行状态则需在其它位置显示，

导致显示模块的尺寸较大，不利于设备小型化，且显示模块的成本高。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具有双屏显示的LED显示模块用于解决上述存在的问

题。

[0005]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的技术方案为：一种具有双屏显示的LED显示模块，

包括显示面板和LED光源，所述显示面板包括基材，所述基材的同一显示位置上设有第一待

显示图案和第二待显示图案，所述第一待显示图案的不与第二待显示图案重叠的区域上设

有透第一单色光不透第二单色光的第一滤光层，所述第二待显示图案的不与第一待显示图

案重叠的区域上设有透第二单色光不透第一单色光的第二滤光层，所述显示位置的位于第

一待显示图案和第二待显示图案以外的区域上设有不透可见光的遮挡层，对应于该显示位

置的LED光源包括第一单色光的LED光源和第二单色光的LED光源。

[0006] 进一步的，所述第一单色光和第二单色光分别为红光和绿光。

[0007] 进一步的，所述基材为透明基材。

[0008] 更进一步的，所述基材为透明PC基材或透明PET基材。

[0009] 更进一步的，该LED显示模块采用具有光扩散剂的环氧树脂灌封。

[0010] 进一步的，该LED显示模块为空封结构，所述基材的对应于第一待显示图案与第二

待显示图案的区域上设有扩散层，所述第一滤光层和第二滤光层设置在扩散层上。

[0011] 更进一步的，所述扩散层为透光白色油墨。

[0012] 进一步的，所述基材为白色扩散PET基材。

[0013] 进一步的，所述遮挡层为不透可见光的油墨层。

[0014] 进一步的，所述LED光源包括LED灯珠阵列，所述LED灯珠阵列的对应于LED灯珠负

极的各个行驱动端分别串联一反向电压保护二极管后接驱动电路，所述反向电压保护二极

管的反向耐压值大于驱动电路输出的高电平电压值。

[0015] 本发明的有益技术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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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6] 本发明可以实现在同一位置显示两种不同功能的显示图案，实现双屏显示，从而

可以实现显示模块尺寸的减小，便于设备小型化，且降低显示模块的成本。

[0017] 本发明的驱动电路设计了反向电压保护二极管，避免LED灯珠两端有反向电压施

加，延长了LED灯珠的工作寿命。

附图说明

[0018] 图1为现有的LED显示模块的待显示图案设置示意图；

[0019] 图2为发明的LED显示模块的待显示图案设置示意图；

[0020] 图3为发明的LED显示模块的第一待显示图案显示示意图；

[0021] 图4为发明的LED显示模块的第二待显示图案显示示意图；

[0022] 图5为发明的LED显示模块的LED光源的电路连接示意图；

[0023] 图6为发明的驱动电路的电路原理图；

[0024] 图7为发明的环氧树脂灌封结构的剖面示意图；

[0025] 图8为发明的空封结构的剖面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6] 现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方式对本发明进一步说明。

[0027] 实施例一

[0028] 如图2和7所示，一种具有双屏显示的LED显示模块，包括显示面板1和LED光源2，所

述显示面板1包括基材10，所述基材10的同一显示位置上设有第一待显示图案和第二待显

示图案，第一待显示图案和第二待显示图案分别表示不同的功能，如本具体实施例中，第一

待显示图案为“精华煮”，第二待显示图案为“蛋糕”，但不限于此，第一待显示图案和第二待

显示图案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设定，此是本领域技术人员可以轻易实现的，不再细说。

[0029] 本具体实施例中，第一待显示图案和第二待显示图案有部分区域13重叠，当然，在

其它实施例中，第一待显示图案和第二待显示图案也可以没有重叠部分。

[0030] 所述第一待显示图案的不与第二待显示图案重叠的区域12上设有透第一单色光

而不透第二单色光的第一滤光层(图中未示出)，所述第二待显示图案的不与第一待显示图

案重叠的区域11上设有透第二单色光而不透第一单色光的第二滤光层(图中未示出)，第一

待显示图案和第二待显示图案的重叠区域13不设置滤光层，所述显示位置的位于第一待显

示图案和第二待显示图案以外的区域14上设有不透可见光的遮挡层(图中未示出)，本具体

实施例中，第一单色光和第二单色光分别优选为红光和绿光，易于实现，但不限于此，在其

它实施例中，第一单色光和第二单色光可以是其它颜色的光，如红色和蓝色、蓝色和绿色等

等，此是本领域技术人员可以轻易实现的，不再细说。

[0031] 本具体实施例中，第一滤光层为透红光而不透绿光的油墨层，通过丝印设置在第

一待显示图案的不与第二待显示图案重叠的区域12上，第二滤光层为透绿光而不透红光的

油墨层，通过丝印设置在第二待显示图案的不与第一待显示图案重叠的区域11上，遮挡层

为不透可见光的油墨层，通过丝印设置在显示位置的位于第一待显示图案和第二待显示图

案以外的区域14上，上述的油墨均为现有油墨，可以从市面上购买得到。

[0032] 当然，在其它实施例中，第一滤光层和第二滤光层也可以采用其它滤光材料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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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能分别实现透红光而不透绿光和透绿光而不透红光的功能即可，遮挡层也可以采用其

它可以遮挡可见光的材料制成，此是本领域技术人员可以轻易实现的，不再细说。

[0033] 对应于该显示位置的LED光源2包括红光LED光源和绿色LED光源，红光LED光源和

绿色LED光源分别由若干个红光LED灯珠和若干个绿光LED灯珠组成，如本具体实施例中，红

光LED光源和绿色LED光源分别由2个红光LED灯珠和2个绿光LED灯珠组成。

[0034] 本具体实施例中，基材10为透明基材，如透明PC(聚碳酸酯)基材或透明PET(聚对

苯二甲酸乙二醇酯)基材等。

[0035] 本具体实施例，LED显示模块采用具有光扩散剂的环氧树脂3(为LED封装行业常用

的材料)灌封，则在所述第一待显示图案与第二待显示图案的区域上由于有环氧树脂实现

扩光效果，因此，基材10的对应于第一待显示图案与第二待显示图案的区域上不再设置扩

散层，以节省成本且提高光强度。

[0036] 本具体实施例中，所述LED光源2包括LED灯珠阵列，如图5所示，所述LED灯珠阵列

的对应于LED灯珠负极的各个行驱动端分别串联一反向电压保护二极管D1-D7后接驱动电

路，如图6所示，所述反向电压保护二极管D1-D7的反向耐压值大于驱动电路输出的高电平

电压值，本具体实施例中，反向电压保护二极管D1-D7的反向耐压值约为75V，但不限于此。

[0037] 在芯片IC1的端口QA～QF输出低电平、芯片IC2的端口QA～QG输出高电平时，由于

反向电压保护二极管D1-D7的单向导通特性，且反向电压保护二极管D1-D7的反向耐压约

75V，芯片IC2输出的5V高电平不能施加到LED灯珠上，即LED灯珠的两端没有被施加反向电

压，因此，可延长了LED显示模块的工作寿命(因为在LED上持续施加反向电压，会缩短LED的

工作寿命，特别是在高湿环境下，以InGaN/Al2O3为基材的白光、绿光和蓝光LED有施加反向

电压时，容易出现Cr离子等金属迁移现象，导致LED的电极脱落开路或LED烧毁不良，缩短

LED的工作寿命)。

[0038] 当对应于该显示位置的LED光源2中的红光LED光源工作时，显示位置上则显示“精

华煮”图案，而不能显示“蛋糕”图案，如图3所示，代表执行“精华煮”功能；当对应于该显示

位置的LED光源2中的绿光LED光源工作时，显示位置上则显示“蛋糕”图案，而不能显示“精

华煮”图案，如图4所示，代表执行“蛋糕”功能，从而实现在同一位置显示两个不同功能的显

示图案，实现双屏显示，从而可以实现显示模块尺寸的减小，便于设备小型化，且降低显示

模块的成本。

[0039] 实施例二

[0040] 本具体实施例与实施一的区别在于：本实施例的LED显示模块采用空封结构(即反

射罩内没有灌封混有扩散剂的环氧树脂，无法对LED光源的光进行扩散)，如图8所示，因此，

在基材10的对应于第一待显示图案与第二待显示图案的区域(包括第一待显示图案的不与

第二待显示图案重叠的区域12、第二待显示图案的不与第一待显示图案重叠的区域11以及

第一待显示图案和第二待显示图案的重叠区域13)上设置扩散层，进行光扩散，使光均匀，

所述第一滤光层和第二滤光层设置在扩散层上。

[0041] 本具体实施例中，所述扩散层为透光白色油墨，通过丝印设置在基材10的对应于

第一待显示图案与第二待显示图案的区域上，优选的，可以在基材10的显示区域上先丝印

一层透光白色油墨，然后所述第一滤光层和第二滤光层再丝印在扩散层上，但不限于此。

[0042] 在其它实施例中，扩散层也可以采用现有的其它扩散层来实现，此是本领域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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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可以轻易实现的，不再细说。

[0043] 本实施例的工作原理同实施例一，此不再细说。

[0044] 实施例三

[0045] 本实施例与实施例一的区别在于：所述基材10为白色扩散PET基材(即具有光扩散

功能的白色PET基材)。由于基材10本身已具有扩光效果，因此，本实施例中，在第一待显示

图案与第二待显示图案的区域上无需设置扩散层，本实施例的LED显示模块可以是环氧树

脂灌封，也可以采用空封结构。

[0046] 本实施例的工作原理同实施例一，此不再细说。

[0047] 综上所述，本发明可以实现在同一位置显示两个不同功能的显示图案，实现双屏

显示，从而可以实现显示模块尺寸的减小，便于设备小型化，且降低显示模块的成本。

[0048] 同时，本发明的驱动电路设计了反向电压保护二极管，避免LED灯珠两端有反向电

压施加，延长了LED灯珠的工作寿命。

[0049] 尽管结合优选实施方案具体展示和介绍了本发明，但所属领域的技术人员应该明

白，在不脱离所附权利要求书所限定的本发明的精神和范围内，在形式上和细节上可以对

本发明做出各种变化，均为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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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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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图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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