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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屏组件

(57)摘要

本申请公开了一种显示屏组件，包括显示模

组，显示模组包括显示面板和设置在显示面板上

的触控面板，显示模组具有第一端部；第一柔性

电路板，第一柔性电路板设置在显示模组的第一

端部，第一柔性电路板与显示面板电性连接以驱

动显示面板实现显示功能；第二柔性电路板，第

二柔性电路板设置在显示模组的第一端部，第二

柔性电路板与触控面板电性连接以驱动触控面

板实现触控功能；其中，第二柔性电路板设置在

第一柔性电路板一侧，第二柔性电路板包括多个

弯曲部。本申请可以降低第二柔性电路板的拱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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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显示屏组件，其特征在于，包括：

显示模组，所述显示模组包括显示面板和设置在所述显示面板上的触控面板，所述显

示模组具有第一端部；

第一柔性电路板，所述第一柔性电路板设置在所述显示模组的所述第一端部，所述第

一柔性电路板与所述显示面板电性连接以驱动所述显示面板实现显示功能；

第二柔性电路板，所述第二柔性电路板设置在所述显示模组的所述第一端部，所述第

二柔性电路板与所述触控面板电性连接以驱动所述触控面板实现触控功能；

其中，所述第二柔性电路板设置在所述第一柔性电路板一侧，所述第二柔性电路板包

括多个弯曲部，所述第二柔性电路板不突出于所述触控面板的表面。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显示屏组件，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二柔性电路板从所述第一端

部沿水平方向弯曲延伸。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显示屏组件，其特征在于，每一所述弯曲部的两端靠近所述第

一柔性电路板，每一所述弯曲部的中央远离所述第一柔性电路板。

4.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显示屏组件，其特征在于，每一所述弯曲部的两端远离所述第

一柔性电路板，每一所述弯曲部的中央靠近所述第一柔性电路板。

5.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显示屏组件，其特征在于，至少一个所述弯曲部的两端远离所

述第一柔性电路板，至少一个所述弯曲部的中央靠近所述第一柔性电路板，至少另一个所

述弯曲部的两端靠近所述第一柔性电路板，至少另一个所述弯曲部的中央远离所述第一柔

性电路板。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显示屏组件，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二柔性电路板的高度小于或

等于所述触控面板的厚度。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显示屏组件，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二柔性电路板的长度与所述

第一柔性电路板的长度相同。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显示屏组件，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二柔性电路板拉伸后的长度

大于所述第一柔性电路板的长度。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显示屏组件，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二柔性电路板还包括非弯曲

部。

10.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显示屏组件，其特征在于，所述非弯曲部设置在靠近所述第

一端部的一侧。

权　利　要　求　书 1/1 页

2

CN 109686759 B

2



显示屏组件

技术领域

[0001] 本申请涉及显示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显示屏组件。

背景技术

[0002] 近年来，有源矩阵型发光二极管(Active  Matrix  OLED，AMOLED)显示屏通常采用

两种制作方式，一种是将显示屏中的触控面板设置在单元格上，另一种是通过一外挂式的

电路板与主电路板贴合。

[0003] 现有技术中，在采用外挂式的电路板与主电路板贴合的制作方式时，通常需要将

外挂式的电路板与主电路板搭接，搭接后将外挂式的电路板与主电路板弯折。由于弯折时，

外挂式的电路板靠外，因此需要外挂式的电路板的长度大于主电路板的长度。而由于外挂

式的电路板的长度大于主电路板的长度，因此搭接时，外挂式的电路板会出现鼓起的现象，

使得外挂式的电路板的拱高会超出触控面板的表面，从而在后续制作过程中容易对外挂式

的电路板造成损坏。

[0004] 因此，现有技术存在缺陷，急需改进。

发明内容

[0005] 本申请实施例提供一种显示屏组件，可以降低第二柔性电路板的拱高。

[0006] 本申请实施例提供一种显示屏组件，包括：

[0007] 显示模组，所述显示模组包括显示面板和设置在所述显示面板上的触控面板，所

述显示模组具有第一端部；

[0008] 第一柔性电路板，所述第一柔性电路板设置在所述显示模组的所述第一端部，所

述第一柔性电路板与所述显示面板电性连接以驱动所述显示面板实现显示功能；

[0009] 第二柔性电路板，所述第二柔性电路板设置在所述显示模组的所述第一端部，所

述第二柔性电路板与所述触控面板电性连接以驱动所述触控面板实现触控功能；

[0010] 其中，所述第二柔性电路板设置在所述第一柔性电路板一侧，所述第二柔性电路

板包括多个弯曲部。

[0011] 在本申请实施例所提供的显示屏组件中，所述第二柔性电路板从所述第一端部沿

水平方向弯曲延伸。

[0012] 在本申请实施例所提供的显示屏组件中，每一所述弯曲部的两端靠近所述第一柔

性电路板，每一所述弯曲部的中央远离所述第一柔性电路板。

[0013] 在本申请实施例所提供的显示屏组件中，每一所述弯曲部的两端远离所述第一柔

性电路板，每一所述弯曲部的中央靠近所述第一柔性电路板。

[0014] 在本申请实施例所提供的显示屏组件中，至少一个所述弯曲部的两端远离所述第

一柔性电路板，至少一个所述弯曲部的中央靠近所述第一柔性电路板，至少另一个所述弯

曲部的两端靠近所述第一柔性电路板，至少另一个所述弯曲部的中央远离所述第一柔性电

路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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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5] 在本申请实施例所提供的显示屏组件中，所述第二柔性电路板的高度小于或等于

所述触控面板的厚度。

[0016] 在本申请实施例所提供的显示屏组件中，所述第二柔性电路板的长度与所述第一

柔性电路板的长度相同。

[0017] 在本申请实施例所提供的显示屏组件中，所述第二柔性电路板拉伸后的长度大于

所述第一柔性电路板的长度。

[0018] 在本申请实施例所提供的显示屏组件中，所述第二柔性电路板还包括非弯曲部。

[0019] 在本申请实施例所提供的显示屏组件中，所述非弯曲部设置在靠近所述第一端部

的一侧。

[0020] 本申请实施例所提供的显示屏组件，包括显示模组，显示模组包括显示面板和设

置在显示面板上的触控面板，显示模组具有第一端部；第一柔性电路板，第一柔性电路板设

置在显示模组的第一端部，第一柔性电路板与显示面板电性连接以驱动显示面板实现显示

功能；第二柔性电路板，第二柔性电路板设置在显示模组的第一端部，第二柔性电路板与触

控面板电性连接以驱动触控面板实现触控功能；其中，第二柔性电路板设置在第一柔性电

路板一侧，第二柔性电路板包括多个弯曲部，由于第二柔性电路板包括多个弯曲部，可以在

第一柔性电路板与第二柔性电路板进行搭接时，降低第二柔性电路板的拱高。

附图说明

[0021]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本申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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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的一些实施例，对于

本领域技术人员来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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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22] 图1为本申请提供的显示屏组件的第一种实施方式的结构示意图。

[0023] 图2为本申请提供的显示屏组件的第二种实施方式的结构示意图。

[0024] 图3为本申请提供的显示屏组件的第三种实施方式的结构示意图。

[0025] 图4为本申请提供的显示屏组件的第四种实施方式的结构示意图。

[0026] 图5为本申请提供的显示屏组件的第五种实施方式的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7] 下面将结合本申请实施例中的附图，对本申请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

整地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仅仅是本申请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基于

本申请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技术人员在没有作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所获得的所有其他实施

例，都属于本申请保护的范围。

[0028] 本申请实施例提供一种显示屏组件，用于诸如智能穿戴设备、智能手机、平板电

脑、智能电视等显示设备的显示屏组件的制作过程中。

[0029] 请参阅图1，图1为本申请实施例提供的显示屏组件的第一种实施方式的结构示意

图。本申请实施例提供一种显示屏组件1000，包括：显示模组100。所述显示模组100包括显

示面板20和设置在所述显示面板20上的触控面板10。所述显示模组100具有第一端部101。

第一柔性电路板40，所述第一柔性电路板40设置在所述显示模组100的所述第一端部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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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第一柔性电路板40与所述显示面板20电性连接以驱动所述显示面板20实现显示功能。

第二柔性电路板30，所述第二柔性电路板30设置在所述显示模组100的所述第一端部101。

所述第二柔性电路板30与所述触控面板10电性连接以驱动所述触控面板10实现触控功能。

其中，所述第二柔性电路板30设置在所述第一柔性电路板40一侧，所述第二柔性电路板30

包括多个弯曲部。

[0030] 在一些实施例中，所述第二柔性电路板30从所述第一端部101沿水平方向弯曲延

伸。

[0031] 在一些实施例中，每一所述弯曲部的两端靠近所述第一柔性电路板40，每一所述

弯曲部的中央远离所述第一柔性电路板40。

[0032] 如图2所示，图2为本申请实施例提供的显示屏组件的第二种实施方式的结构示意

图。在一些实施例中，每一所述弯曲部的两端远离所述第一柔性电路板40，每一所述弯曲部

的中央靠近所述第一柔性电路板40。

[0033] 如图3所示，图3为本申请实施例提供的显示屏组件的第三种实施方式的结构示意

图。在一些实施例中，至少一个所述弯曲部的两端远离所述第一柔性电路板40，至少一个所

述弯曲部的中央靠近所述第一柔性电路板40。至少另一个所述弯曲部的两端靠近所述第一

柔性电路板40，至少另一个所述弯曲部的中央远离所述第一柔性电路板40。

[0034] 需要说明的是，本申请实施例只是对第二柔性电路板30的形状的几种示意，并不

用于限制本申请。

[0035] 在一些实施例中，所述第二柔性电路板30的高度H2小于或等于所述触控面板10的

厚度H1。

[0036] 可以理解，所述第二柔性电路板30的高度H2小于或等于所述触控面板10的厚度

H1，从而在显示屏组件的制作过程中，不会因第二柔性电路板30高于所述触控面板10的表

面，而损伤第二柔性电路板30。

[0037] 在一些实施例中，所述第二柔性电路板30的长度与所述第一柔性电路板40的长度

相同。

[0038] 由于第二柔性电路板30的长度与所述第一柔性电路板40的长度相同。因此在所述

第二柔性电路板30与所述第一柔性电路板40搭接时，第二柔性电路板30不会出现鼓起的现

象。

[0039] 在一些实施例中，所述第二柔性电路板30拉伸后的长度大于所述第一柔性电路板

40的长度。

[0040] 需要说明的是，在实际生产中，需要将第二柔性电路板40和第二柔性电路板40进

行弯折。由于第二柔性电路板30靠外，因此需要第二柔性电路板30拉伸后的长度大于所述

第一柔性电路板40的长度，才能在弯折过程中不会损伤第二柔性电路板30。

[0041] 在本申请实施例中，第二柔性电路板30包括多个弯曲部。第二柔性电路板30的长

度与第一柔性电路板40的长度相同。而且保证第二柔性电路板30的高度H2小于等于触控面

板10的厚度H1。由于第一柔性电路板40的长度与第二柔性电路板30的长度相同，因此在第

一柔性电路板40与第二柔性电路板30搭接时，不会由于第二柔性电路30的长度大于第一柔

性电路板40的长度而使得第二柔性电路板30出现鼓起的现象。虽然第二柔性电路板30包括

多个弯曲部，但是本申请实施例中的第二柔性电路板30的高度H2小于或等于触控面板10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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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度H1。因此在后续的制程中，也不会损伤第二柔性电路板30。

[0042] 如图4所示，图4为本申请实施例提供的显示屏组件的第四种实施方式的结构示意

图。在一些实施例中，所述显示面板20还包括从下至上依次层叠设置的背板201、低温多晶

硅202及显示组件203。其中，所述显示组件203一般包括OLED发光器件以及设置在OLED发光

器件上的封装膜层。

[0043] 在一些实施例中，所述封装膜层包括第一无机层、有机层以及第二无机层。所述第

一无机层与所述第二无机层一般由化学气相沉积(Chemical  Vapor  Deposition，CVD)制备

而成。所述有机层由喷墨打印((Ink  Jet  Printing，IJP)制备而成。

[0044] 在一些实施例中，所述第一柔性电路板40设置在所述低温多晶硅202的一侧。

[0045] 在一些实施例中，所述第二柔性电路板30设置在所述触控面板10的一侧。

[0046] 请参阅图5，图5为本申请实施例提供的显示屏组件的第五种实施方式的结构示意

图。本申请实施例提供一种显示屏组件1000，包括：显示模组100。所述显示模组100包括显

示面板20和设置在所述显示面板20上的触控面板10。所述显示模组100具有第一端部101。

第一柔性电路板40，所述第一柔性电路板40设置在所述显示模组100的所述第一端部101。

所述第一柔性电路板40与所述显示面板20电性连接以驱动所述显示面板20实现显示功能。

第二柔性电路板30，所述第二柔性电路板30设置在所述显示模组100的所述第一端部101。

所述第二柔性电路板30与所述触控面板10电性连接以驱动所述触控面板10实现触控功能。

其中，所述第二柔性电路板30设置在所述第一柔性电路板40一侧，所述第二柔性电路板30

包括多个弯曲部。

[0047] 在一些实施例中，所述第二柔性电路板30还包括非弯曲部。

[0048] 在一些实施例中，所述非弯曲部设置在靠近所述第一端部101的一侧。

[0049] 由于触控面板10与第二柔性电路板30的连接处的高度会略高于触控面板的高度，

因此可以将非弯曲部设置在靠近第一端部101的一侧，以减少第二柔性电路板30靠近第一

端部101的一侧的高度。将第二柔性电路板30远离第一端部101的一侧则可以包括多个弯曲

部，从而使得第二柔性电路板30的长度与第一柔性电路板40的长度相同，进而使得第二柔

性电路板30与第一柔性电路板40搭接时不会产生鼓起。且由于第二柔性电路板30的高度小

于或等于触控面板10的厚度，因此在显示屏的制作过程中，也不会由于显示屏的翻转作业

等损伤第二柔性电路板30。

[0050] 在一些实施例中，在将非弯曲部设置在靠近第一端部101的一侧的基础上，在靠近

搭接处的一侧还可以设置有非弯曲部，在非弯曲部之间设置多个弯曲部，可以在保证第二

柔性电路板30的高度小于或等于触控面板10的厚度的基础上，还可以使得第二柔性电路板

30更好地与第一柔性电路板40进行搭接。

[0051] 在一些实施例中，所述多个弯曲部可间隔设置，在多个弯曲部中的相邻弯曲部之

间设置有非弯曲部。

[0052] 为了进一步描述本申请实施例提供的显示屏组件，下面将从显示屏组件的制作方

法的角度去描述。所述显示屏组件的制作方法用于制备显示屏组件。

[0053] 本申请实施例还提供一种显示屏组件的制作方法，包括：

[0054] 提供一背板，在所述背板上从下至上依次层叠形成低温多晶硅、OLED发光器件、封

装膜层及触控面板；其中，

说　明　书 4/5 页

6

CN 109686759 B

6



[0055] 在所述低温多晶硅的一侧设置一第一柔性电路板；

[0056] 在所述触控面板的一侧设置一第二柔性电路板，所述第二柔性电路板设置在所述

第一柔性电路板上，所述第二柔性电路板包括多个弯曲部。

[0057] 在上述实施例中，对各个实施例的描述都各有侧重，某个实施例中没有详述的部

分，可以参见其他实施例的相关描述。

[0058] 以上对本申请实施例所提供的一种显示屏组件进行了详细介绍，本文中应用了具

体个例对本申请的原理及实施方式进行了阐述，以上实施例的说明只是用于帮助理解本申

请的技术方案及其核心思想；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应当理解：其依然可以对前述各实施

例所记载的技术方案进行修改，或者对其中部分技术特征进行等同替换；而这些修改或者

替换，并不使相应技术方案的本质脱离本申请各实施例的技术方案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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