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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力触摸功能的电子装置

(57)摘要

一种具有力触摸功能的电子装置，能够使画

面质量的劣化最小化。所述电子装置可包括：具

有由底表面和侧壁限定的容置空间的壳体、设置

在所述容置空间中的图像显示模块、和设置在所

述壳体的底表面与所述图像显示模块之间的力

感测面板，所述电子装置能够通过力感测面板感

测用户的力触摸并能够使由于热量导致的画面

质量的劣化最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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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可操作用来感测用户的触摸力的电子装置，所述电子装置包括：

壳体(100)，所述壳体(100)具有由底表面(110)和侧壁(130)限定的容置空间；

设置在所述容置空间中的图像显示模块(300)；和

力感测面板(400，600)，所述力感测面板(400)设置在所述壳体(100)的底表面(110)与

所述图像显示模块(300)之间，所述力感测面板(400，600)与所述图像显示模块(300)重叠，

其中所述力感测面板(400，600)与所述壳体(100)的底表面(110)和所述图像显示模块

(300)接触，并且所述力感测面板(400，600)配置为将热量从所述图像显示模块(300)向所

述壳体(100)辐射，

其中所述力感测面板(400)包括力传感器，所述力传感器的电阻值被设置成根据用户

的触摸力而变化，其中所述力传感器设置在彼此面对的多个第一电极(Tx)与多个第二电极

(Rx)之间，

其中所述力感测面板(400)包括：

第一基板(410)，在所述第一基板(410)上设置有所述第一电极(Tx)；

第二基板(420)，在所述第二基板(420)上设置有所述第二电极(Rx)；

弹性电阻部件(430)，所述弹性电阻部件(430)用于覆盖所述第一电极(Tx)和所述第二

电极(Rx)的至少之一；和

基板贴附部件(440)，所述基板贴附部件(440)用于将所述第一基板(410)和所述第二

基板(420)彼此贴附，并且在所述第一基板(410)与所述第二基板(420)之间设置有间隙空

间(GS)，

其中所述力传感器包括设置在所述第一电极(Tx)与所述第二电极(Rx)之间的弹性电

阻部件(430)，

其中所述弹性电阻部件(430)包括多个第一弹性电阻图案(432)和多个第二弹性电阻

图案(434)，其中所述多个第一弹性电阻图案(432)设置在所述第一基板(410)的后表面中

并且一一对应地覆盖所述多个第一电极(Tx)；所述多个第二弹性电阻图案(434)设置在所

述第二基板(420)的前表面中并且一一对应地覆盖所述多个第二电极(Rx)。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电子装置，其中在与所述基板贴附部件(440)的上表面接触的

第一基板(410)的接触部中设置有上绝缘层(441)，并且在与所述基板贴附部件(440)的下

表面接触的第二基板(420)的接触部中设置有下绝缘层(443)。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电子装置，还包括辐射部件(470)，所述辐射部件(470)设置在

所述壳体(100)的底表面(110)与所述力感测面板(400)之间。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电子装置，其中所述辐射部件(470)的后表面贴附至所述壳体

(100)的底表面(110)并且所述辐射部件(470)的前表面贴附至所述第二基板(420)的后表

面。

5.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电子装置，其中所述辐射部件(470)涂布到与所述壳体(100)

的底表面(110)面对的所述第二基板(420)的后表面上，并且贴附至所述壳体(100)的底表

面(110)。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电子装置，还包括容置在所述容置空间中的支撑盖(200)，

其中所述支撑盖(200)包括用于支撑所述力感测面板(400)的支撑板(210)。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电子装置，其中所述支撑盖(200)包含用于辐射所述图像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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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300)中产生的热量的金属材料。

8.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电子装置，其中所述支撑盖(200)包括设置在所述支撑盖

(200)的侧壁(230)处的侧壁切口部(250)，所述第一基板(410)包括电路连接器(411)，所述

电路连接器(411)经过所述支撑盖(200)的侧壁(230)向着所述壳体(100)的后表面弯曲，所

述电路连接器(411)穿过所述侧壁切口部(250)。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电子装置，其中在所述电路连接器(411)中安装有力触摸驱动

集成电路(450)，所述力触摸驱动集成电路(450)通过力触摸焊盘和第一布线与所述多个第

一电极(Tx)连接，并且所述力触摸驱动集成电路(450)还通过力触摸焊盘和第二布线与所

述多个第二电极(Rx)连接。

10.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电子装置，还包括辐射部件(470)，所述辐射部件(470)设置

在所述支撑盖(200)的支撑板(210)与所述力感测面板(400)之间。

11.根据权利要求10所述的电子装置，其中所述辐射部件(470)的后表面贴附至所述支

撑盖(200)的支撑板(210)并且所述辐射部件(470)的前表面贴附至所述第二基板(420)的

后表面。

12.根据权利要求10所述的电子装置，其中所述辐射部件(470)涂布到与所述支撑盖

(200)的支撑板(210)面对的所述第二基板(420)的后表面上，并且贴附至所述支撑盖(200)

的支撑板(210)。

13.根据权利要求3到5和10到12中任意一项所述的电子装置，其中所述辐射部件(470)

包含石墨。

14.根据权利要求1到12中任意一项所述的电子装置，其中所述力感测面板(400)还包

括设置在所述第一电极(Tx)与所述第二电极(Rx)之间的间隔体(460)。

1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电子装置，其中所述图像显示模块(300)包括：

设置在所述力感测面板(400)上的背光单元(310)；

设置在所述背光单元(310)上的液晶显示面板(350)；和

用于覆盖所述液晶显示面板(350)的盖窗(370)，所述盖窗(370)被所述壳体(100)的侧

壁(130)支撑。

16.根据权利要求15所述的电子装置，其中所述背光单元(310)包括：

具有光入射部的导光板(311)；

用于将光发射到所述光入射部的光源(313)；

设置在所述导光板(311)与所述力感测面板(400,600)之间的反射片(315，515)；和

设置在所述导光板(311)上的光学片(317)。

17.根据权利要求15所述的电子装置，其中所述图像显示模块(300)还包括引导框架

(330)，所述引导框架(330)支撑所述液晶显示面板(350)的后表面的边缘，并且所述引导框

架(330)包围所述背光单元(310)的每个侧表面。

18.根据权利要求16所述的电子装置，其中所述图像显示模块(300)还包括引导框架

(530)，所述引导框架(530)被所述背光单元(310)的反射片(515)支撑。

19.根据权利要求18所述的电子装置，其中所述反射片(515)包括扩展区域，所述扩展

区域用于支撑所述引导框架(530)的下表面，从所述反射片(515)的每个侧面扩展的所述反

射片(515)的扩展区域与所述引导框架(530)的下表面重叠并且与所述引导框架(530)的下

权　利　要　求　书 2/3 页

3

CN 106325496 B

3



表面连接。

20.根据权利要求16所述的电子装置，其中所述力感测面板(600)设置在所述壳体

(100)的底表面(110)与所述反射片(515)之间。

21.根据权利要求16所述的电子装置，还包括容置在所述容置空间中的支撑盖(200)，

其中所述支撑盖(200)包括用于支撑所述力感测面板(400)的支撑板(210)，所述力感测面

板(400)插入在所述支撑板(210)与所述反射片(315)之间并且分别与所述反射片(315)和

所述支撑盖(200)物理接触，所述力感测面板(400)用作将所述背光单元(310)的光源(313)

中产生的热量传递至所述支撑盖(200)的热传递媒介。

22.根据权利要求16所述的电子装置，还包括容置在所述容置空间中的支撑盖(200)，

其中所述第一基板(410)设置在所述背光单元(310)的反射片(315)的下方，所述第一基板

(410)将来自所述反射片(315)的热量向着所述支撑盖(200)传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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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力触摸功能的电子装置

[0001] 相关申请的交叉引用

[0002] 本申请要求2015年6月30日提交的韩国专利申请No.10-2015-0093848的优先权，

在此援引该专利申请作为参考，如同在这里完全阐述一样。

技术领域

[0003] 本公开内容涉及一种具有力触摸功能的电子装置。在本公开内容中，具有力触摸

功能的装置可以是可操作用来感测用户的触摸力的装置。

背景技术

[0004] 触摸屏装置是一种在电子装置中允许用户通过显示装置的屏幕接触而不用额外

的输入装置来输入信息的输入装置。触摸屏装置一般用作诸如电视、笔记本电脑和显示器

之类的各种产品以及诸如电子笔记本、电子书(e-book)、PMP(便携式多媒体播放器)、导航

仪、UMPC(超级移动PC)、移动电话、智能电话、智能手表、平板PC(平板个人电脑)、腕表电话

和移动通讯终端之类的便携式电子装置的输入装置。

[0005] 近来，随着用户界面环境的创建，比如需要对于力触摸的触摸信息的应用，已开发

和研究了具有用于感测触摸力的力触摸功能的电子装置。

[0006] 图1图解了相关技术的具有力触摸功能的电子装置。

[0007] 参照图1，相关技术的具有力触摸功能的电子装置可包括：具有容置空间的支撑盖

10、被容置在容置空间中的背光单元20、设置在背光单元20上的液晶显示面板30、以及设置

在液晶显示面板30上的力感测面板40。

[0008] 背光单元20可包括：设置在液晶显示面板30的后表面处的导光板21；光源23，光源

23用于将光发射到被制备在导光板21的侧面处的光入射部；反射片25，反射片25设置在导

光板21的后表面与支撑盖10的底表面之间；以及设置在导光板21上的光学片27。

[0009] 液晶显示面板30根据基于液晶取向的光透射特性，通过使用从背光单元20发射的

光显示图像。液晶显示面板30可包括形成用于液晶取向的电场的像素电极和公共电极。在

此情形中，公共电极在触摸感测模式中被用作用于感测用户的触摸位置的触摸电极，并且

在显示模式中还被用作液晶驱动电极。此液晶显示面板30可以是内嵌触摸型液晶显示面

板。

[0010] 力感测面板40可包括用于感测关于用户触摸的触摸力的力感测电极。

[0011] 相关技术的具有力触摸功能的电子装置响应于用户的触摸感测触摸位置和触摸

力，并执行与感测的触摸位置和/或触摸力对应的应用程序。

[0012] 在相关技术的具有力触摸功能的电子装置中，根据光源23，例如发光二极管阵列

的驱动而产生热量，然后产生的热量经由反射片25向着金属材料的支撑盖10辐射。然而，从

光源23产生的热量残留在电子装置内部，而不是向着支撑盖10顺利辐射，由此由于通过残

留的热量导致的光学片27的褶皱以及由于残留的热量导致的液晶的劣化，画面质量会劣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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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3] 对相关技术的上述描述是本申请的发明人掌握的技术信息。这并不是在本申请的

优先权日之前向一般公众公开的现有技术。

发明内容

[0014] 在所附独立权利要求中限定了发明的各个主要方面。

[0015] 提供了一种基本上克服了由于相关技术的限制和缺点而导致的一个或多个问题

的具有力触摸功能的电子装置。

[0016] 提供了一种能够使由热量导致的画面质量的劣化最小化的具有力触摸功能的电

子装置。

[0017] 提供了一种能够提高热辐射效率，以防止图像显示模块被外部震动损坏的具有力

触摸功能的电子装置。

[0018] 在下面的描述中将部分列出在此公开的实施方式的附加优点和特征，这些优点和

特征的一部分根据下面的解释对于所属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将变得显而易见或者可通过在

此公开的实施方式的实践领会到。通过说明书、权利要求书以及附图中具体指出的结构可

实现和获得在此公开的实施方式的这些目的和其他优点。

[0019] 为了实现这些和其他优点并根据在此宽泛描述的实施方式的目的，提供了一种具

有力触摸功能的电子装置，可包括：具有由底表面和侧壁限定的容置空间的壳体、设置在所

述容置空间中的图像显示模块、和设置在所述壳体的底表面与所述图像显示模块之间的力

感测面板。

[0020] 此时，具有力触摸功能的电子装置可进一步包括设置在所述壳体的底表面与所述

力感测面板之间的辐射部件。

[0021] 应当理解，实施方式的前述大体性描述和下面的详细描述都是例示性的和解释性

的，意在对要求保护的本发明提供进一步的解释。

附图说明

[0022] 给本发明提供进一步理解并且并入本申请组成本申请一部分的附图图解了实施

方式，并与说明书一起用于解释本发明的原理。在附图中：

[0023] 图1图解了相关技术的具有力触摸功能的电子装置；

[0024] 图2是图解根据一个实施方式的具有力触摸功能的电子装置的透视图；

[0025] 图3是沿图2的线I-I’的剖面图；

[0026] 图4是图解图3中所示的力感测面板的剖面图；

[0027] 图5图解了图3的力感测面板中的支撑盖和电路连接器；

[0028] 图6图解了根据一个实施方式的电子装置中的力触摸感测过程；

[0029] 图7图解了根据一个实施方式的电子装置中的经由力感测面板的热辐射；

[0030] 图8图解了根据一个实施方式的具有力触摸功能的电子装置；以及

[0031] 图9图解了根据一个实施方式的电子装置中的经由力感测面板的热辐射。

具体实施方式

[0032] 现在将详细描述典型实施方式，附图中图解了这些实施方式的例子。尽可能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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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附图中使用相同的参考标记表示相同或相似的部分。

[0033] 本说明书中公开的术语应当如下理解。

[0034] 诸如“第一”和“第二”之类的术语仅是用于区分一个要素与其他要素。因而，权利

要求书的范围不受这些术语限制。此外，应当理解，诸如“包括”或“具有”之类的术语不排除

一个或多个特征、数量、步骤、操作、要素、部件或它们组合的存在或可能性。应当理解，术语

“至少一个”包括与任何一个项目相关的所有组合。例如，“第一要素、第二要素和第三要素

中的至少一个”可包括选自第一要素、第二要素和第三要素的两个或更多个要素的所有组

合以及第一要素、第二要素和第三要素的每一个。此外，如果提到第一要素位于第二要素

“上或上方”，则应当理解，第一要素和第二要素可彼此接触，或者在第一要素和第二要素之

间可插入第三要素。术语“制备”和“提供”可用来指代“设置”、“位于”或“形成”的含义。例

如，术语“在……上制备”、“在……中制备”或“在……上提供”可用来指代“设置在……上”、

“位于……上”、“形成在……中”或“形成在……上”的含义；术语“在……之间制备”可用来

指代“设置在……之间”、“位于……之间”或“形成在……之间”的含义；术语“沿……制备”

可用来指代“沿……设置”、“沿……定位”或“沿……形成”的含义。

[0035] 下文中，将参照附图详细描述根据实施方式的具有力触摸功能(force  touch 

function)的电子装置。尽可能在整个附图中使用相同的参考标记表示相同或相似的部分。

此外，在下面的描述中，如果对关于本发明已知的要素或功能的详细描述被确定为会不必

要地使本发明的主题模糊不清，则将省略该详细描述。

[0036] 图2是图解根据一个实施方式的具有力触摸功能的电子装置(下文中称为“电子装

置”)的透视图，图3是沿图2的线I-I’的剖面图。

[0037] 参照图2和3，根据一个实施方式的电子装置可包括壳体100、支撑盖200、图像显示

模块300和力感测面板400。

[0038] 壳体100具有由底表面110和壳体侧壁130限定的容置空间。就是说，壳体100可以

形成为上表面开口的盒形状。壳体100可由金属材料或塑料材料形成。例如，壳体100可包含

镁(Mg)材料、铝(Al)材料或不胀钢(invar)材料的金属材料。

[0039] 容置空间被制备于壳体100的底表面110上。支撑盖200、力感测面板400和图像显

示模块300被容置在容置空间中。

[0040] 可在壳体100的后表面中制备至少一个系统容置空间。在系统容置空间中，具有电

子装置的系统驱动电路150、用于提供驱动电力的电池170、通讯模块(未示出)、电源电路

(未示出)和存储器(未示出)。壳体100的该后表面被后盖190覆盖。为了更换电池170，后盖

190可拆卸地与壳体100的后表面连接，但不限于此结构。如果使用具有内置式电池170的电

子装置，则后盖190可固定地与壳体100的后表面连接。

[0041] 支撑盖200具有由支撑板210和侧壁230限定的支撑空间。形成为上表面开口的盒

形状的支撑盖200支撑力感测面板400和图像显示模块300。支撑盖200发射经由力感测面板

400传递的热辐射。为此，支撑盖200可包含用于快速辐射图像显示模块300中产生的热量的

金属材料，例如铝(Al)材料、不胀钢材料或镁(Mg)材料。

[0042] 图像显示模块300显示与从系统驱动电路150提供的视频信号对应的图像，或者感

测对于用户触摸的触摸位置。对于显示模式，图像显示模块300显示与从系统驱动电路150

提供的视频信号对应的图像。对于触摸感测模式，图像显示模块300感测对于用户触摸的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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摸位置，并且将感测的触摸位置提供给系统驱动电路150。

[0043] 根据一示例的图像显示模块300可包括背光单元310、引导框架330、液晶显示面板

350和盖窗(cover  window)370。

[0044] 背光单元310可包括导光板311、光源313、反射片315和光学片317。

[0045] 导光板311形成为四边形板形状，导光板311包括制备在其至少任一个侧面处的光

入射部。导光板311包括光学图案(未示出)，该光学图案将入射在光入射部上的光向着向上

的方向，即向着液晶显示面板350传播。

[0046] 面对导光板311的光入射部的光源313设置在导光板311的侧面处。光源313将光发

射到导光板311的光入射部。根据一实施方式的光源313可包括具有多个发光二极管封装的

发光二极管阵列。发光二极管阵列可包括设置成靠近导光板311的光入射部的印刷电路板、

以及安装在印刷电路板上的多个发光二极管封装。在此情形中，印刷电路板是柔性电路板，

并且印刷电路板包括用于给多个发光二极管封装提供驱动电力的电源线。多个发光二极管

封装的每一个可包括发光二极管芯片、以及用于覆盖发光二极管芯片的波长转换层。多个

发光二极管封装将白色光传输至导光板311，其中白色光是通过将第一颜色光与第二颜色

光混合而获得的，其中根据经由电源线提供的驱动电力而从发光二极管芯片发射的第一颜

色光，第二颜色光的波长是通过波长转换层从第一颜色光转换而来的。

[0047] 反射片315设置成覆盖导光板313的后表面。就是说，反射片315插入在导光板313

与支撑盖200的支撑板210之间。更详细地说，反射片315设置在导光板313与力感测面板400

之间。反射片315将经由导光板311的下表面入射的光反射到导光板311的内部，由此使光损

耗最小化。此外，反射片315将由于驱动光源313所产生的热量和光而在导光板311中产生的

热辐射向着支撑盖200发射。

[0048] 光学片317设置在导光板311上，其中光学片317提高由导光板311引导的光的亮度

特性。例如，光学片317可包括下扩散片、棱镜片和上扩散片，但不限于此结构。可以以选自

扩散片、棱镜片、双亮度增强膜和透镜片(lenticular  sheet)中的两个或更多元件的沉积

结构形成光学片317。

[0049] 引导框架330形成为矩形条带形状，引导框架330设置在支撑盖200的支撑板210

中。引导框架330支撑液晶显示面板350的后表面的边缘。引导框架330包围背光单元330的

每个侧表面。由此使背光单元310的移动最小化。在此，引导框架330的侧面被支撑盖200的

侧壁230包围。

[0050] 引导框架330通过面板粘结部件340与液晶显示面板350的后表面的边缘物理地连

接。在此情形中，面板粘结部件340可以是双面胶带、热固化树脂、光固化树脂或双面粘结泡

沫垫。

[0051] 液晶显示面板350可包括下基板351、上基板353和插入下基板351与上基板353之

间的液晶层。液晶显示面板350通过使用从背光单元310发射的光显示预定图像。

[0052] 下基板351是薄膜晶体管阵列基板。下基板351可包括设置在通过多条栅极线(未

示出)和多条数据线(未示出)的交叉而限定的每一像素区域中的多个像素(未示出)。每个

像素可包括与栅极线和数据线连接的薄膜晶体管(未示出)、与薄膜晶体管连接的像素电

极、以及设置成靠近像素电极并且被提供公共电压的公共电极。

[0053] 在下基板351的下边缘中制备有与每条信号线连接的焊盘(未示出)。焊盘与面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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驱动电路360连接。此外，可在下基板351的左边缘和/或右边缘中制备用于给液晶显示面板

350的栅极线提供栅极信号的栅极驱动电路(未示出)。在此情形中，栅极驱动电路与每条栅

极线连接，并且在形成每个像素的薄膜晶体管的工艺中制造栅极驱动电路。

[0054] 上基板353可包括：像素限定图案，像素限定图案用于限定与下基板351的每个像

素区域重叠的开口区域；以及设置在开口区域中的滤色器。与下基板351面对的上基板353

通过使用密封剂结合至下基板351，其中液晶层插入在下基板351与上基板353之间。因此，

除焊盘之外的下基板351的整个区域被上基板353覆盖。

[0055] 在下基板351和上基板353的至少任意一个上设置有用于使液晶的预倾角取向的

取向膜(未示出)。液晶层插入在下基板351与上基板353之间。液晶层包括液晶分子，液晶分

子在通过施加至每一像素的像素电极的公共电压和数据电压所形成的共平面模式电场中

水平地取向。

[0056] 具有第一偏振轴的下偏振部件355贴附至下基板351的后表面，并且具有与第一偏

振轴垂直的第二偏振轴的上偏振部件357贴附至上基板353的前表面。

[0057] 对于触摸感测模式，在液晶显示面板350中公共电极被用作触摸感测电极。对于显

示模式，在液晶显示面板350中公共电极与像素电极一起被用作液晶驱动电极。就是说，液

晶显示面板350可以是内嵌触摸型液晶显示面板，更特别地，可以是自电容内嵌触摸型液晶

显示面板。例如，内嵌触摸型液晶显示面板可以是具有触摸传感器的液晶显示装置中的液

晶显示面板，其公开在韩国专利公开号P10-2013-0015584中，但并不限于此类型。

[0058] 根据面板驱动电路360与下基板351的焊盘的连接，液晶显示面板350的每个像素

被驱动，使得在液晶显示面板350上显示预定颜色的图像。根据本发明一个示例的面板驱动

电路360可包括柔性电路膜361和显示驱动集成电路363。

[0059] 柔性电路膜361与下基板351的焊盘连接并还与系统驱动电路150连接。柔性电路

膜361中继在显示驱动集成电路363与系统驱动电路150之间的接口，并且将从显示驱动集

成电路363输出的信号传输至焊盘。

[0060] 对于显示模式，显示驱动集成电路363通过使用从系统驱动电路150提供的控制信

号和视频数据驱动每个像素。对于触摸感测模式，显示驱动集成电路363经由触摸驱动线给

公共电极提供触摸驱动脉冲，经由触摸驱动线感测基于用户触摸的公共电极的电容变化，

基于感测的电容变化产生触摸位置数据，并且将产生的触摸位置数据提供至系统驱动电路

150。

[0061] 此外，液晶显示面板350可进一步包括与栅极线和/或数据线重叠并且与公共电极

重叠的负载抵消(load  offset)配线。负载抵消配线经由焊盘与显示驱动集成电路363连

接。对于触摸感测模式，显示驱动集成电路363经由触摸驱动线给公共电极施加触摸驱动脉

冲，并且同步地给负载抵消配线提供与触摸驱动脉冲对应的负载抵消脉冲。因此，可减小基

于公共电极的电容变化的、触摸位置感测时间的噪声，因而提高触摸位置感测的灵敏度。

[0062] 覆盖液晶显示面板350的整个前表面的盖窗370被壳体100的壳体侧壁130支撑。在

此情形中，盖窗370通过使用透明粘合剂380，例如OCA(光学透明粘合剂)或OCR(光学透明树

脂)物理地贴附至液晶显示面板350的整个前表面，由此保护液晶显示面板350免于外部撞

击的影响。盖窗370可由钢化玻璃、透明塑料、或透明膜形成。根据一示例，盖窗370可包括蓝

宝石玻璃和Gorilla玻璃中的至少任意一种。根据另一示例，盖窗370可包括PET(聚对苯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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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酸乙二醇酯)、PC(聚碳酸酯)、PES(聚醚砜)、PEN(聚萘二甲酸乙二醇酯)和PNB(聚降冰片

烯)中的任意一种。考虑到刮擦和透明性，盖窗370可优选包含钢化玻璃。

[0063] 力感测面板400插入在支撑盖200的支撑板210与背光单元310的反射片315之间，

其中力感测面板400感测对于用户力触摸的触摸力。此外，力感测面板400充当用于将背光

单元310的光源313中产生的热量传递至支撑盖200的热传递媒介，使得可散发残留在电子

装置内部的残余热量，由此克服了由于光源313中产生的热量导致的较差画面质量的问题。

在此情形中，反射片315的热量可沿着经由与反射片315和支撑盖200物理接触的力感测面

板400的接触部的热传递路径向着支撑盖200辐射，并且同时反射片315的热量可通过力感

测面板400的热辐射向着支撑盖200辐射。

[0064] 根据本发明一个示例的力感测面板400可包括力传感器，力传感器的电阻值根据

用户的力触摸而变化，其中力传感器可设置在彼此面对的第一电极与第二电极之间。如图4

中所示，根据本发明一个示例的力感测面板400可包括第一基板410、第二基板420、弹性电

阻部件430和基板贴附部件440。

[0065] 第一基板410设置在背光单元310的反射片315下方，其中第一基板410包括以固定

间隔平行布置的多个第一电极(Tx)。作为一种可能，以将多个第一电极(Tx)设置在第一基

板410上的方式将多个第一电极(Tx)承载(carry)在第一基板410上。第一基板410将来自反

射片315的热量向着支撑盖200传递。

[0066] 第二基板420设置在第一基板410下方，其中第二基板420包括以固定间隔平行布

置并且设置成与多个第一电极(Tx)交叉的多个第二电极(Rx)。作为一种可能，以将多个第

二电极(Rx)设置在第二基板420上的方式将多个第二电极(Rx)承载在第二基板420上。

[0067] 第一基板410和第二基板420可由PET(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醇酯)材料形成。

[0068] 第一基板410可包括电路连接器411，其中电路连接器411可设置在第一基板410的

一侧处。具有预定宽度和长度的电路连接器411从第一基板410的一侧延伸。在电路连接器

411中制备有力触摸焊盘。力触摸焊盘可包括多个第一焊盘和多个第二焊盘，多个第一焊盘

通过第一布线(未示出)与多个第一电极(Tx)一一对应连接，多个第二焊盘通过第二布线

(未示出)与多个第二电极(Rx)一一对应连接。如图3和5中所示，电路连接器411经过支撑盖

200的侧壁230向着壳体100的后表面弯曲，然后与系统驱动电路150电连接。在此情形中，支

撑盖200可包括制备在侧壁230处的侧壁切口部250，其中力感测面板400的电路连接器411

可穿过侧壁230的侧壁切口部250。

[0069] 再一次参照图3和4，弹性电阻部件430制备在第一电极和第二电极(Tx，Rx)的每个

交叉部分之间。力传感器制备在彼此面对的、之间插入有弹性电阻部件430的第一电极和第

二电极(Tx，Rx)之间。因而，力传感器的电阻值根据用户的力触摸而变化，由此感测用户的

力触摸。因此弹性电阻部件430起着力传感器的作用。

[0070] 根据第一示例的弹性电阻部件430可制备在面对第二基板420的第一基板410的后

表面中，由此覆盖多个第一电极(Tx)。

[0071] 根据第二示例的弹性电阻部件430可制备在面对第一基板410的第二基板420的前

表面中，由此覆盖多个第二电极(Rx)。

[0072] 根据第一示例和第二示例的弹性电阻部件430可形成为一体，这适于感测单个力

触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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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3] 根据第三示例的弹性电阻部件430可包括多个第一弹性电阻图案432和多个第二

弹性电阻图案434。

[0074] 多个第一弹性电阻图案432可制备在第一基板410的后表面中，其中多个第一弹性

电阻图案432可一一对应地覆盖多个第一电极(Tx)。就是说，第一弹性电阻图案432中的一

个第一弹性电阻图案在第一基板410的后表面中被图案化成覆盖第一电极(Tx)中的一个第

一电极。

[0075] 多个第二弹性电阻图案434可制备在第二基板420的前表面中，其中多个第二弹性

电阻图案434可一一对应地覆盖多个第二电极(Rx)。就是说，第二弹性电阻图案434中的一

个第二弹性电阻图案在第二基板420的前表面中被图案化成覆盖第二电极(Rx)中的一个第

二电极。

[0076] 在根据第三示例的弹性电阻部件430的情形中，多个第一弹性电阻图案432彼此分

开，并且多个第二弹性电阻图案434彼此分开，这适于感测多个力触摸。

[0077] 弹性电阻部件430可由压阻(piezo-resistive)基材料或基于QTC(量子隧道效应

复合物)、EAP(电活性聚合物)和压克力中的任意一种的压敏粘结材料、以及橡胶基溶剂形

成。在此情形中，压敏粘结材料的电阻根据面积而变化。在压阻基材料的情形中，如果外部

压力施加至硅半导体晶体，则产生传导能量(conduction  energy)，电荷传输至导带，由此

可通过电阻率的变化具有压阻效应。电阻率根据压力的大小而较大地变化。弹性电阻部件

430可通过印刷工艺被涂布到第一基板410和/或第二基板420上，或者可通过使用粘合剂的

贴附工艺贴附到第一基板410和/或第二基板420。

[0078] 通过基板贴附部件440，在第一基板410与第二基板420之间制备间隙空间GS，并且

将彼此面对的第一基板410和第二基板420彼此结合。基板贴附部件440可以是缓冲材料的

粘合剂。基板贴附部件440在结构上起支撑第一基板410和第二基板420的支撑体的作用，并

且在功能上通过吸收来自第一基板410的强烈撞击而防止图像显示模块300损坏。

[0079] 此外，可在与基板贴附部件440的上表面接触的第一基板410的接触部中设置上绝

缘层441。此外，可在与基板贴附部件440的下表面接触的第二基板420的接触部中设置下绝

缘层443。上绝缘层441和下绝缘层443将第一布线和第二布线彼此电性绝缘。

[0080] 力触摸驱动集成电路450可安装在电路连接器411中。力触摸驱动集成电路450通

过力触摸焊盘和第一布线与多个第一电极(Tx)连接，并且力触摸驱动集成电路450还通过

力触摸焊盘和第二布线与多个第二电极(Rx)连接。力触摸驱动集成电路450通过产生力感

测驱动脉冲、将产生的力感测驱动脉冲依次提供给多个第一电极(Tx)并且通过多个第二电

极(Rx)感测基于用户的力触摸的力传感器中的电阻值变化来产生触摸力，产生与感测到的

触摸力对应的触摸力数据，并且将产生的触摸力数据提供至系统驱动电路150。

[0081] 同时，可在电路连接器411中不安装力触摸驱动集成电路450。力触摸驱动集成电

路450可由系统驱动电路150的MCU(微控制器单元)代替。

[0082] 根据本发明的力感测面板400可进一步包括间隔体460。

[0083] 间隔体460插入彼此面对的第一和第二电极(Tx，Rx)之间，由此保持第一基板410

与第二基板420之间的间隙空间(GS)，或者将被用户的力触摸按压的第一基板410恢复至其

初始状态。就是说，间隔体460在结构上起支撑第一基板410和第二基板420的支撑体的作

用，并且在功能上通过吸收来自第一基板410的强烈撞击而防止图像显示模块300损坏。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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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力感测面板400通过间隔体460和基板贴附部件440吸收施加至图像显示模块300的撞

击，由此使撞击导致的图像显示模块300的损坏最小化。

[0084] 力感测面板400设置在图像显示模块300与支撑盖200之间。力感测面板400感测图

像显示模块300上的用户的力，起着将背光单元310的光源313中产生的热量向着支撑盖200

传递的热传递媒介的作用，并且同时还吸收施加至图像显示模块300的撞击。

[0085] 此外，根据本发明的电子装置可进一步包括辐射部件470，辐射部件470用于提高

经由力感测面板400的辐射效率。

[0086] 根据一个示例的辐射部件470可设置在支撑盖200的支撑板210与力感测面板400

之间。为了反射片315的有效热辐射，根据一个示例的辐射部件470可贴附至支撑盖200的支

撑板210和力感测面板400。就是说，辐射部件470的后表面通过第一透明粘合剂472贴附至

支撑盖200的支撑板210，并且辐射部件470的前表面通过第二透明粘合剂474贴附至力感测

面板400的第二基板420。在此情形中，第一透明粘合剂472和第二透明粘合剂474可以是OCA

(光学透明粘合剂)或OCR(光学透明树脂)。根据一个示例的辐射部件470可以是辐射片，辐

射片包含耐热和热辐射优良的材料，例如碳纤维、压克力弹性体(acrylic  elastomer)、石

墨或硅树脂/陶瓷，更优选石墨。

[0087] 根据另一个示例的辐射部件470可涂布到与支撑盖200的支撑板210面对的力感测

面板400的第二基板420上。为了反射片315的有效热辐射，根据另一个示例的辐射部件470

可贴附至支撑盖200的支撑板210。就是说，根据另一个示例的辐射部件470可涂布到力感测

面板400的第二基板420的后表面上，并且通过透明粘合剂472贴附至支撑盖200的支撑板

210。根据另一个示例的辐射部件470可包含碳纤维、压克力弹性体、石墨或硅树脂/陶瓷，并

且辐射部件470的厚度可与第二基板420的厚度的一半相同或者小于第二基板420的厚度的

一半。

[0088] 图6图解了根据一个实施方式的电子装置中的力触摸感测过程。

[0089] 将参照图6详细描述力触摸感测过程。

[0090] 首先，如果施加至图像显示模块300的用户的力触摸(FT)大于等于基准压力水平，

则力感测面板400被按压，使得覆盖第一电极(Tx)的第一弹性电阻图案432物理地与覆盖第

二电极(Rx)的第二弹性电阻图案434接触。在基于用户的力触摸(FT)，第一弹性电阻图案

432与第二弹性电阻图案434之间接触的时间点处，根据第一电极(Tx)和第二电极(Rx)通过

弹性电阻部件430处于导通状态，电流在导通状态的第一电极(Tx)和第二电极(Rx)之间流

动，在力传感器(FS)中形成电流流动，由此发生力触摸事件。就是说，如果第一弹性电阻图

案432和第二弹性电阻图案434彼此接触，则彼此面对的第一电极(Tx)和第二电极(Rx)通过

弹性电阻部件430彼此电连接，由此在第一电极(Tx)与第二电极(Rx)之间形成电阻(Rm)，因

而发生了力触摸事件。

[0091] 通过根据力触摸事件感测力传感器(FS)中形成的电阻值(Rm)的变化，产生触摸力

数据。就是说，在发生力触摸事件的情形中，通过第二电极(Rx)放大基于力传感器(FS)的电

阻值变化的感测电压，产生模拟力感测信号，然后将模拟力感测信号转换为数字信号，由此

产生触摸力数据。在此情形中，可通过反相放大器放大感测电压。

[0092] 在根据一个实施方式的电子装置的情形中，施加至图像显示模块300的撞击被设

置在图像显示模块300与支撑盖200之间的力感测面板400吸收，使得可将由于撞击导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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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显示模块300的损坏最小化。尤其是，在根据一个实施方式的电子装置的情形中，如图7

中所示，背光单元310的光源313中产生的热量(H)经由反射片315和力感测面板400向着支

撑盖200辐射，使得可将由于液晶的劣化和光学片317中的褶皱导致的画面质量的劣化最小

化。

[0093] 图8图解了根据另一个实施方式的具有力触摸功能的电子装置(下文中称为“电子

装置”)，其是沿图2的线I-I’的另一个剖面图。

[0094] 参照图8，根据另一个实施方式的电子装置是通过从根据一个实施方式的电子装

置省略支撑盖而获得的。下文中，将仅详细描述与支撑盖的省略相关的反射片和力感测面

板的结构。尽可能地在整个附图中使用相同的参考标记表示相同或相似的部分，并将省略

对相同部分的详细描述。

[0095] 在根据另一个实施方式的电子装置中，引导框架530被背光单元310的反射片515

支撑，使得可省略用于支撑引导框架530的支撑盖，由此实现轻重量。根据金属材料的支撑

盖的省略，壳体100可包含用于辐射背光单元310的光源313中产生的热量的金属材料，例如

铝(Al)、不胀钢或镁(Mg)材料。

[0096] 反射片515包括扩展区域，扩展区域用于支撑与液晶显示面板350的后边缘连接的

引导框架530的下表面。从反射片515的每个侧面扩展的反射片515的扩展区域与引导框架

530的下表面重叠并且通过使用粘合剂342与引导框架530的下表面连接。因而，即使省略支

撑盖，引导框架530仍与反射片515的扩展区域连接，由此引导框架530固定地设置在壳体

100内部。

[0097] 力感测面板600设置在壳体100的底表面110与图像显示模块300之间。更详细地

说，力感测面板600插入在壳体100的底表面110与背光单元310的反射片515之间。力感测面

板600感测电子装置上的用户的力触摸。

[0098] 力感测面板600充当用于将背光单元310的光源313中产生的热量传递至壳体100

的热传递媒介。因而，力感测面板600散发残留在电子装置内部的残余热量，使得可防止画

面质量由于光源313中产生的热量而劣化。在此情形中，反射片515的热量可沿着经由与反

射片515和壳体100物理接触的力感测面板600的接触部的热传递路径向着壳体100辐射，并

且同时反射片515的热量可通过力感测面板600的热辐射向着壳体100辐射。除了力感测面

板600设置在壳体100与反射片515之间以外，图8中所示的力感测面板600的结构与图3和4

中所示的力感测面板400的结构相同，由此将省略对相同部分的详细描述。

[0099] 如果省略了支撑盖，PU(聚氨酯)材料的撞击吸收片可贴附至壳体100的底表面

110，从而吸收施加至图像显示模块300的撞击。然而，在根据另一个实施方式的电子装置的

情形中，力感测面板600设置在壳体100的底表面110与反射片515之间，由此可吸收施加至

图像显示模块300的撞击。就是说，不需要撞击吸收片。

[0100] 根据另一个实施方式的电子装置可进一步包括辐射部件470，辐射部件470用于提

高经由力感测面板600的辐射效率。

[0101] 根据一个示例的辐射部件470可设置在壳体100的底表面110与力感测面板600之

间。为了反射片515的有效热辐射，根据一个示例的辐射部件470可贴附至壳体100的底表面

110和力感测面板600。就是说，辐射部件470的后表面通过第一透明粘合剂472贴附至壳体

100的底表面110，并且辐射部件470的前表面通过第二透明粘合剂474贴附至力感测面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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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0的第二基板420。在此情形中，第一透明粘合剂472和第二透明粘合剂474可以是OCA(光

学透明粘合剂)或OCR(光学透明树脂)。根据一个示例的辐射部件470可以是辐射片，辐射片

包含耐热和热辐射优良的材料，例如碳纤维、压克力弹性体、石墨或硅树脂/陶瓷，更优选石

墨。

[0102] 根据另一个示例的辐射部件470可涂布到面对壳体100的底表面110的力感测面板

600的第二基板420上。为了反射片515的有效热辐射，根据另一个示例的辐射部件470可贴

附至壳体100的底表面110。就是说，根据另一个示例的辐射部件470可涂布到力感测面板

600的第二基板420的后表面上，然后通过透明粘合剂472贴附至壳体100的底表面110。根据

另一个示例的辐射部件470可包含碳纤维、压克力弹性体、石墨或硅树脂/陶瓷，并且辐射部

件470的厚度可与第二基板420的厚度的一半相同或者小于第二基板420的厚度的一半。

[0103] 此外，壳体100可以是电子装置的中框(central  frame)，中框可支撑图像显示模

块300。在此情形中，根据另一个实施方式的电子装置可进一步包括后框(未示出)，后框用

于覆盖设置在壳体100的后方空间中的各种电路，后框的后表面可被前述后盖190覆盖。

[0104] 在根据另一个实施方式的电子装置的情形中，施加至图像显示模块300的撞击被

设置在图像显示模块300与壳体100之间的力感测面板600吸收，使得可将由于撞击导致的

图像显示模块300的损坏最小化。尤其是，在根据另一个实施方式的电子装置的情形中，如

图9中所示，背光单元310的光源313中产生的热量(H)经由反射片515和力感测面板600向着

壳体100辐射，使得可将由于液晶的劣化和光学片317中的褶皱导致的画面质量的劣化最小

化。

[0105] 在根据本发明的具有力触摸功能的电子装置中，图像显示模块300包括前述的背

光单元和液晶显示面板，但不限于此结构。前述的图像显示模块可包括有机发光显示面板。

在此情形中，前述的力感测面板设置在有机发光显示面板与支撑盖之间，或者设置在有机

发光显示面板与壳体之间，使得设置在有机发光显示面板的每个像素中的有机发光装置中

产生的热量向着支撑盖或壳体辐射。

[0106] 如上所述，根据本发明的具有力触摸功能的电子装置不限于移动终端，即智能电

话。根据实施方式的具有力触摸功能的电子装置可以是具有与用户的触摸力对应的应用的

任何移动装置和移动通讯终端，例如电子笔记本、电子书、PMP(便携式多媒体播放器)、导航

仪、UMPC(超级移动PC)、移动电话、智能电话、智能手表、平板PC(个人电脑)、腕表电话和游

戏控制台。

[0107] 根据本发明，设置在图像显示模块下方的力感测面板被用作热传递媒介，使得可

提高光源中产生的热量的辐射效率。因而，可将由于液晶的劣化和光学片中的褶皱导致的

画面质量的劣化最小化。

[0108] 此外，撞击被力感测面板吸收，使得可防止图像显示模块被撞击损坏。

[0109] 此外，在力感测面板中设置辐射部件，由此提高了辐射效率。

[0110] 在不背离本发明的范围的情况下，可对在此公开的实施方式进行各种修改和变

化，这对于所属领域技术人员来说是显而易见的。因而，本发明意在覆盖落入所附权利要求

书范围及其等同范围内的修改和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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