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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发明名称

一种双面显示面板以及双面显示装置

(57)摘要

本发明属于显示技术领域，涉及双面显示面

板以及双面显示装置。该双面显示面板包括第一

基板、第二基板和电极对，还包括依次设置的彩

色显示单元、隔离反射层和黑白显示单元，彩色

显示单元包括电致变色材料，黑白显示单元包括

电解液、分散于电解液中的带有相反电荷的黑色

颗粒和白色颗粒，隔离反射层具有允许电解液中

的离子透过以及对光进行反射的性质；电解液中

的离子在电极对的作用下能透过隔离反射层，以

使得述彩色显示单元中的电致变色材料得电子

或失电子显示彩色图案、以及黑白显示单元中的

黑色颗粒和白色颗粒按颜色分层显示黑白图案。

该双面显示面板结构简单，容易产品化，而且双

面显示互不影响，且都可以实现双稳态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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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双面显示面板，包括第一基板、第二基板和电极对，其特征在于，还包括在所述

第一基板和所述第二基板之间依次设置的彩色显示单元、隔离反射层和黑白显示单元，所

述彩色显示单元包括电致变色材料，所述黑白显示单元包括电解液、分散于所述电解液中

的带有相反电荷的黑色颗粒和白色颗粒，所述隔离反射层具有允许所述电解液中的离子透

过以及对光进行反射的性质；所述电解液中的离子在所述电极对的作用下能透过所述隔离

反射层，以使得所述彩色显示单元中的所述电致变色材料得电子或失电子显示彩色图案、

以及所述黑白显示单元中的所述黑色颗粒和所述白色颗粒按颜色分层显示黑白图案。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双面显示面板，其特征在于，所述双面显示面板划分为多个像

素区，所述电致变色材料设置于所述像素区内，其中相邻的所述像素区内的所述电致变色

材料显示不同的颜色；

所述黑白显示单元在对应着相邻所述像素区的间隙区设置有挡墙，所述电解液、所述

黑色颗粒和所述白色颗粒设置于相接的所述挡墙形成的腔室内。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双面显示面板，其特征在于，相邻的三个所述像素区内分别设

置有红色电致变色材料、绿色电致变色材料、蓝色电致变色材料，所述红色电致变色材料、

所述绿色电致变色材料、所述蓝色电致变色材料在所述电极对通电状态和未通电状态下呈

现透明和对应颜色之间的转变，从而实现彩色显示；

所述黑色颗粒和所述白色颗粒在所述电极对通电状态下向相反的方向运动而远离或

靠近所述隔离反射层，从而实现黑白显示。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双面显示面板，其特征在于，所述隔离反射层采用二氧化钛材

料形成，所述电解液中含有Li离子，所述隔离反射层能透过并传输所述Li离子。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双面显示面板，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基板和所述第二基板相

对设置，所述电极对包括公共电极和像素电极，所述公共电极设置于所述第一基板或所述

第二基板侧，所述像素电极设置于所述第二基板或第一基板侧的每一所述像素区内；每一

所述像素区内还设置有薄膜晶体管，所述像素电极与与其位于同一所述像素区的所述薄膜

晶体管相连。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双面显示面板，其特征在于，所述公共电极为板状，所述像素

电极为狭缝状，且所述公共电极和像素电极均采用透明的金属材料形成。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双面显示面板，其特征在于，所述电致变色材料包括无机电致

变色材料和有机电致变色材料，其中：所述无机电致变色材料包括铱氧化物、镉氧化物、銠

氧化物、钒氧化物、钨氧化物、鉬氧化物；所述有机电致变色材料包括甲基紫精、聚噻吩类。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双面显示面板，其特征在于，所述电致变色材料中，铱氧化物、

镉氧化物、銠氧化物、钒氧化物、甲基紫精能作为阳极电致变色材料；钨氧化物、鉬氧化物、

聚噻吩类能作为阴极电致变色材料。

9.一种双面显示装置，包括显示面板以及与所述显示面板相连接的驱动电路，其特征

在于，所述显示面板采用权利要求1-8任一项所述的双面显示面板。

10.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双面显示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彩色显示单元和所述黑白

显示单元与同一所述驱动电路连接，所述彩色显示单元和所述黑白显示单元在某一时刻显

示相同的图像，或者，所述彩色显示单元和所述黑白显示单元在某一时刻显示互补的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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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双面显示面板以及双面显示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显示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双面显示面板以及包含该双面显示面板

的双面显示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双面显示装置是一种能够在面板两侧同时实现显示图像的器件，它具有广泛的应

用领域，例如可应用于通讯行业、政府窗口、金融行业、交通行业等，窗口行业的营业厅、飞

机场、火车站、地铁站、食堂等人流量大的公共场所等，可以说双面显示拥有广阔的发展前

景。

[0003] 目前的双面显示装置通常是将两个单面显示面板，例如分别采用单面液晶

(Liquid  Crystal：简称LC)面板和/或OLED(Organic  Light-Emitting  Diode:有机发光二

极管)显示面板对贴形成，有的甚至是采用已单独完成的两个单面显示面板对贴形成，采用

这种方式形成的双面显示装置虽然能实现双面显示，但各显示单元为独立个体，存在体积

大、厚度大、重量大等问题；而且显示效果由各显示单元决定，难以实现效果互补。

[0004] 实现一种显示结构共用、显示效果好的双面显示装置成为目前亟待解决的技术问

题。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针对现有技术中存在的上述不足，提供一种双面显

示面板以及包含该双面显示面板的双面显示装置，该双面显示面板结构简单，容易产品化，

而且双面显示互不影响，且都可以实现双稳态显示。

[0006] 解决本发明技术问题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该双面显示面板，包括第一基板、第二

基板和电极对，其特征在于，还包括在所述第一基板和所述第二基板之间依次设置的彩色

显示单元、隔离反射层和黑白显示单元，所述彩色显示单元包括电致变色材料，所述黑白显

示单元包括电解液、分散于所述电解液中的带有相反电荷的黑色颗粒和白色颗粒，所述隔

离反射层具有允许所述电解液中的离子透过以及对光进行反射的性质；所述电解液中的离

子在所述电极对的作用下能透过所述隔离反射层，以使得述彩色显示单元中的所述电致变

色材料得电子或失电子显示彩色图案、以及所述黑白显示单元中的所述黑色颗粒和所述白

色颗粒按颜色分层显示黑白图案。

[0007] 优选的是，所述双面显示面板划分为多个像素区，所述电致变色材料设置于所述

像素区内，其中相邻的所述像素区内的所述电致变色材料显示不同的颜色；

[0008] 所述黑白显示单元在对应着相邻所述像素区的间隙区设置有挡墙，所述电解液、

所述黑色颗粒和所述白色颗粒设置于相接的所述挡墙形成的腔室内。

[0009] 优选的是，相邻的三个所述像素区内分别设置有红色电致变色材料、绿色电致变

色材料、蓝色电致变色材料，所述红色电致变色材料、所述绿色电致变色材料、所述蓝色电

致变色材料在所述电极对通电状态和未通电状态下呈现透明和对应颜色之间的转变，从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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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彩色显示；

[0010] 所述黑色颗粒和所述白色颗粒在所述电极对通电状态下向相反的方向运动而远

离或靠近所述隔离反射层，从而实现黑白显示。

[0011] 优选的是，所述隔离反射层采用二氧化钛材料形成，所述电解液中含有Li离子，所

述隔离反射层能透过并传输所述Li离子。

[0012] 优选的是，所述第一基板和所述第二基板相对设置，所述电极对包括公共电极和

像素电极，所述公共电极设置于所述第一基板或所述第二基板侧，所述像素电极设置于所

述第二基板或第一基板侧的每一所述像素区内；每一所述像素区内还设置有薄膜晶体管，

所述像素电极与与其位于同一所述像素区的所述薄膜晶体管相连。

[0013] 优选的是，所述公共电极为板状，所述像素电极为狭缝状，且所述公共电极和像素

电极均采用透明的金属材料形成。

[0014] 优选的是，所述电致变色材料包括无机电致变色材料和有机电致变色材料，其中：

所述无机电致变色材料包括铱氧化物、镉氧化物、銠氧化物、钒氧化物、钨氧化物、鉬氧化

物；所述有机电致变色材料包括甲基紫精、聚噻吩类。

[0015] 优选的是，所述电致变色材料中，铱氧化物、镉氧化物、銠氧化物、钒氧化物、甲基

紫精能作为阳极电致变色材料；钨氧化物、鉬氧化物、聚噻吩类能作为阴极电致变色材料。

[0016] 一种双面显示装置，包括显示面板以及与所述显示面板相连接的驱动电路，所述

显示面板采用上述的双面显示面板。

[0017] 优选的是，所述彩色显示单元和所述黑白显示单元与同一所述驱动电路连接，所

述彩色显示单元和所述黑白显示单元在某一时刻显示相同的图像，或者，所述彩色显示单

元和所述黑白显示单元在某一时刻显示互补的图像。

[0018]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该双面显示面板中，彩色显示单元和黑白显示单元共用电

极对在两个显示侧同时实现彩色显示和黑白显示，而且相比现有的电致变色显示面板具有

更纯的黑色效果，显示效果更佳；而且，在显示画面不需切换时无需对加电改变电场作用，

因此两侧均可以实现双稳态显示，更节能省电。

附图说明

[0019] 图1为本发明实施例1中双面显示面板的结构示意图；

[0020] 图2为图1中双面显示面板实现双面显示的光线示意图；

[0021] 图3为图1中双面显示面板实现双面显示的离子移动示意图；

[0022] 图4为本发明实施例2中双面显示装置的双面显示效果示意图；

[0023] 图中：

[0024] 1－第一基板；2－第二基板；

[0025] 3－彩色显示单元；31－电致变色层；

[0026] 4－黑白显示单元；41－挡墙；42－黑色颗粒；43－白色颗粒；

[0027] 5－隔离反射层；6－公共电极；7－像素电极。

具体实施方式

[0028] 为使本领域技术人员更好地理解本发明的技术方案，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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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对本发明双面显示面板以及包含该双面显示面板的双面显示装置作进一步详细描述。

[0029] 实施例1：

[0030] 本实施例提供一种双面显示面板，该双面显示面板结构简单，容易产品化，而且双

面显示互不影响，且都可以实现双稳态显示。

[0031] 如图1所示，一种双面显示面板，包括第一基板1、第二基板2和电极对，还包括在第

一基板1和第二基板2之间依次设置的彩色显示单元3、隔离反射层5和黑白显示单元4，彩色

显示单元3包括电致变色材料(ElectroChromic，简称EC)，黑白显示单元4包括电解液、分散

于电解液中的带有相反电荷的黑色颗粒  42和白色颗粒43，隔离反射层5具有允许电解液中

的离子透过以及对光进行反射的性质；彩色显示单元3和黑白显示单元4相对于隔离反射层

5相背设置，电解液中的离子在电极对的作用下能透过隔离反射层5，以使得述彩色显示单

元3中的电致变色材料得电子或失电子显示彩色图案、以及黑白显示单元4中的黑色颗粒 

42和白色颗粒43按颜色分层显示黑白图案。其中，彩色显示单元  3显示的图案和黑白显示

单元4显示的图案相对于隔离反射层5 向相反的方向显示。

[0032] 其中，双面显示面板划分为多个像素区，彩色显示单元3在相邻的像素区内分别设

置有能显示不同颜色的电致变色材料，形成电致变色层31；黑白显示单元4在对应着相邻像

素区的间隙区设置有挡墙41，电解液、黑色颗粒42和白色颗粒43设置于相接的挡墙41形成

的腔室内。在彩色显示单元3中，对于溶液制成的电致变色材料之间需要隔离墙，形成隔离

墙的材料可以采用黑矩阵材料但并不局限于黑矩阵材料；对于蒸镀或者真空溅射方式的电

致变色材料，可以不设置隔离墙。

[0033] 这里，电致变色是指材料的光学属性(反射率、透过率、吸收率等)在外加电场的作

用下发生稳定、可逆的颜色变化的现象，在外观上表现为颜色和透明度的可逆转换。电致变

色材料具有良好的离子和电子导电性、较高的对比度、变色效率、循环周期、写-擦效率等电

致变色性能。黑色颗粒42和白色颗粒43本身并不发光，但是能对光进行反射。

[0034] 优选的是，相邻的三个像素区内分别设置有红色电致变色材料、绿色电致变色材

料、蓝色电致变色材料，红色电致变色材料、绿色电致变色材料、蓝色电致变色材料在电极

对通电状态和未通电状态下呈现透明和对应颜色之间的转变，从而实现彩色显示；黑色颗

粒42和白色颗粒43在电极对通电状态下向相反的方向运动而远离或靠近隔离反射层5，从

而实现黑白显示。

[0035] 优选的是，隔离反射层5采用二氧化钛(TiO2)材料形成，黑白显示单元4的电解液

中含有的阳离子包括Li离子，阴离子包括高氯酸根；隔离反射层5能透过并传输Li离子至彩

色显示单元  3中的电致变色层31，保证电致变色层31可以实现透明和色彩直接转换。尤其

是，由于二氧化钛材料具有较好的反射作用，能对透射到其上的光进行反射，确保双面显示

不受彼此影响，因此能获得更好的显示效果。

[0036] 在图1中，第一基板1和第二基板2相对设置且均透明，电极对包括设置于第一基板

1或第二基板2侧的公共电极6，以及设置于第二基板2或第一基板1侧的在每一像素区内的

像素电极7；每一像素区内还设置有薄膜晶体管，像素电极7与与其位于同一像素区的薄膜

晶体管的漏极相连。其中，公共电极6为板状，对应于多个像素区；像素电极7为狭缝状，对应

于一个像素区。并且，公共电极6和像素电极7采用透明的金属材料形成，比如氧化铟锌

(Indium  Zinc  Oxide，简称IZO)、氧化铟锡(Indium  Tin  Oxide，简称ITO)、氧化铟镓锡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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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一种。

[0037] 为了实现彩色显示效果，构成全彩显示的相邻的多个像素区内通常包括循环排列

的红绿蓝(RGB)三色的电致变色材料，并分别形成彩色的电致变色层31。通过不同电压大小

的设置可以调节红、绿、蓝不同颜色的灰阶，并进一步通过三基色组合形成彩色。对于红色

电致变色层，其中含有[3,4-二(2-乙己氧基)噻吩]-噻吩  -[3,4-二甲氧基噻吩]共聚物，能

在透明(例如0V)-红色(例如  3V)-不同程度的红色(0-3V之间的任意电压)之间转换；对于

绿色电致变色层，其中含有[3，4-丙撑二氧噻吩]-[3，4-丙撑二氮苯]共聚物，能在透明(例

如0V)-绿色(例如3V)-不同程度的绿色(0-3V之间的任意电压)之间转换；对于蓝色电致变

色层，其中含有3，4-(2，2-二(2-氧代-3-苯基丙基))丙撑二氧噻吩，能在透明(例如0V)-蓝

色(例如2V)不同程度的蓝色(0-2V之间的任意电压)之间转换。

[0038] 本实施例的双面显示面板中，电致变色材料包括无机电致变色材料和有机电致变

色材料，其中：无机电致变色材料包括铱氧化物、镉氧化物、銠氧化物、钒氧化物、钨氧化物、

鉬氧化物；有机电致变色材料包括甲基紫精、聚噻吩类。其中，电致变色材料中，铱氧化物、

镉氧化物、銠氧化物、钒氧化物、甲基紫精能作为阳极电致变色材料；钨氧化物、鉬氧化物、

聚噻吩类能作为阴极电致变色材料。对于阳极电致变色材料，在通电状态下失电子，发生氧

化反应，从而显示彩色；对于阴极电致变色材料，在通电状态下得电子，发生还原反应，从而

显示彩色。

[0039] 本实施例的双面显示面板显示原理为：

[0040] 如图2所示，光线从该双面显示面板的两侧分别进入彩色显示单元3和黑白显示单

元4中；如图3所示，在彩色显示侧的电致变色材料是阳极电致变色材料时，当给电致变色层

31通正电时，电解液中的阴阳离子在电场的作用下，透过隔离反射层5移动至电致变色层

31，电致变色材料失去电子，发生氧化反应，从而显示彩色，经过隔离反射层5将光反射电致

变色层31侧，实现彩色图案显示；此时，黑白显示侧的带电的白色颗粒43和黑色颗粒42  也

在电场的作用发生上下浮动而分层，从而反射白色或者黑色，实现黑白图案显示。

[0041] 这里应该理解的是，在实际应用中，处于相对外侧的带电颗粒的颜色是反射显示

并为人眼所见的颜色，黑白显示单元4中反射白色或者黑色可以根据需要选择，这里不做限

定。

[0042] 目前也有显示器件厂家致力于电致变色显示的研究和开发，但是现有的电致变色

显示面板中，电解液通常设置于电致变色层和反射层之间。其中一个难以弥补的缺点是难

以实现纯黑色或者纯白色，其实现黑色的过程中：通过RGB三种电致变色材料将三种颜色的

光全部吸收实现，但是吸收通常不彻底，所以不够黑；其实现白色的过程中：RGB三种电致变

色材料都调成透明状态，光全部透过，实现白色，此时实际显示的为透明状态，而不是实际

白色。

[0043] 而在本实施例的双面显示面板中，彩色显示侧仅简单地设置电致变色层即可；在

与其相背的黑白显示侧，电解液中除了具有常规的阴阳离子，还具有带有相反电荷的黑色

颗粒42和白色颗粒  43，因此可以通过调节黑色颗粒42或白色颗粒43整体相对更靠近彩色

显示侧，实现较纯的黑色显示和白色显示。这是由于，隔离反射层5虽然具有反射作用，但是

其反射率达不到金属镜面反射那么高(大概为60％-70％)，因此会有剩余的光透过对侧从

而在处于靠近隔离反射层侧的黑色颗粒42或白色颗粒43上反射，实现较纯的黑色显示或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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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的白色显示。

[0044] 本实施例的双面显示面板中，彩色显示单元和黑白显示单元共用电极对以及通过

电解液中相同的离子移动，在两个显示侧同时实现彩色显示和黑白显示，相比现有的电致

变色显示面板具有更纯的黑色效果，显示效果更佳；而且，在显示画面不需切换时无需对加

电改变电场作用，因此两侧均可以实现双稳态显示，更节能省电。

[0045] 实施例2：

[0046] 本实施例提供一种双面显示装置，包括显示面板以及与显示面板相连接的驱动电

路，显示面板采用实施例1中的双面显示面板。

[0047] 实施例1中的双面显示面板，在电极对的作用下，隔离反射层使得电解液中的阴阳

离子透过并引起彩色显示侧的颜色变化，同时还使得黑白显示侧的黑色颗粒和白色颗粒改

变聚集位置而形成黑白图案。其中，彩色显示单元3和黑白显示单元4与同一驱动电路连接，

彩色显示单元3和黑白显示单元4在某一时刻显示相同的图像，或者，彩色显示单元3和黑白

显示单元4在某一时刻显示互补的图像。

[0048] 如图4所示，当彩色显示单元3显示(A)中的圆环图案时，通过电场调节黑色颗粒42

和白色颗粒43整体相对更靠近显示侧的外侧，可以使得黑白显示单元4显示与图(A)的图像

相同的图  (B)，或者显示与图(A)的图像互补的图(C)。例如：对于显示互补的图像的双面显

示面板，电致变色材料选择阳极电致变色材料，黑色颗粒42带正电时，可以实现该图像；对

于显示相同图像的双面显示面板，电致变色选择阴极电致变色材料，黑色颗粒  42带正电

时，可以实现该图像。

[0049] 可见，采用该双面显示装置，能够容易地实现双面显示同样的信息，或者双面显示

互补的信息。而且，该双面显示装置结构简单，容易产品化，双面显示效果互不影响。

[0050] 可以理解的是，以上实施方式仅仅是为了说明本发明的原理而采用的示例性实施

方式，然而本发明并不局限于此。对于本领域内的普通技术人员而言，在不脱离本发明的精

神和实质的情况下，可以做出各种变型和改进，这些变型和改进也视为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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