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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光栅与偏光片一体化的

薄膜，该光栅与偏光片一体化的薄膜包括光栅膜

层和偏光膜层，偏光膜层制备于光栅膜层的入光

面一侧，以使光栅膜层与偏光膜层设置为一体。

通过上述方式，本发明能够减少膜层厚度，并且

可以简化制造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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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光栅与偏光片一体化的薄膜，其特征在于，所述薄膜包括光栅膜层和偏光膜层，

所述偏光膜层制备于所述光栅膜层的入光面一侧，以使所述光栅膜层与所述偏光膜层设置

为一体；

其中，所述偏光膜层采用贴附工艺制备于所述光栅膜层的入光面一侧，且所述偏光膜

层与所述光栅膜层之间不设置粘接层，所述偏光膜层与所述光栅膜层采用贴附工艺中压合

技术直接压合为一体；

所述偏光膜层包括用于产生偏振光线的偏光PVA层和分别位于所述偏光PVA层的两个

表面的两层保护层，其中一所述保护层直接形成于所述光栅膜层的入光面一侧上，所述两

层保护层分别为位于所述偏光PVA层的靠近所述光栅膜层的表面上的第一保护层和位于所

述偏光PVA层的远离所述光栅膜层的表面上的第二保护层，所述第一保护层包括保护层主

体和设置在所述保护层主体靠近所述光栅膜层一侧的表面保护膜，所述表面保护膜包括抗

反层、抗刮伤层、防炫层以及硬化层；

所述光栅膜层为柱状透镜光栅膜层，所述光栅膜层的入光面一侧为所述柱状透镜光栅

膜层的非曲面一侧。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薄膜，其特征在于，所述偏光PVA层与所述保护层采用压合工

艺相互结合。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薄膜，其特征在于，所述偏光膜层远离所述光栅膜层的表面上

设置有粘接层，所述粘接层远离所述光栅膜层的表面上设置有粘接保护层，所述粘接保护

层可剥离的设置在所述粘接层上，所述粘接层用于与一显示面板贴合，所述光栅膜层为柱

状透镜光栅膜层，所述入光面一侧为所述柱状透镜光栅膜层的非曲面一侧。

4.一种显示器，其特征在于，所述显示器包括显示面板、用于为所述显示面板提供背光

的背光模组以及设置在所述显示面板出光面上的光栅与偏光片一体化的薄膜，所述光栅与

偏光片一体化的薄膜为权利要求1-3任意一项所述的薄膜。

5.一种光栅与偏光片一体化的薄膜的制造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制造方法包括：

制备光栅膜层；

在所述光栅膜层的入光面一侧制造偏光膜层以获得所述光栅与偏光片一体的薄膜；

其中，所述在所述光栅膜层的入光面一侧制造偏光膜层以获得所述光栅与偏光片一体

的薄膜的步骤包括：在所述光栅膜层的入光面一侧采用贴附工艺制造所述偏光膜层，其中

所述偏光膜与所述光栅膜层之间不设置粘接层，所述偏光膜层与所述光栅膜层采用贴附工

艺中压合技术直接压合为一体；

所述偏光膜层包括用于产生偏振光线的偏光PVA层和分别位于所述偏光PVA层的两个

表面的两层保护层，其中一所述保护层直接形成于所述光栅膜层的入光面一侧上，所述两

层保护层分别为位于所述偏光PVA层的靠近所述光栅膜层的表面上的第一保护层和位于所

述偏光PVA层的远离所述光栅膜层的表面上的第二保护层，所述第一保护层包括保护层主

体和设置在所述保护层主体靠近所述光栅膜层一侧的表面保护膜，所述表面保护膜包括抗

反层、抗刮伤层、防炫层以及硬化层；

所述光栅膜层为柱状透镜光栅膜层，所述光栅膜层的入光面一侧为所述柱状透镜光栅

膜层的非曲面一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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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栅与偏光片一体化的薄膜及其制造方法、显示器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显示技术领域，特别是涉及一种光栅与偏光片一体化的薄膜及其制造

方法、显示器。

背景技术

[0002] 与普通2D画面显示相比，3D技术可以使画面变得立体逼真，图像不再局限于屏幕

的平面上，其中裸眼3D技术由于摆脱了复杂的辅助设备更急符合人类观察世界的方式代表

了新显示技术的发展方向。基于狭缝光栅、柱透镜和液晶透镜的技术由于技术相对成熟成

为目前主流的3D显示技术，其中柱透镜光栅具备制备工艺简单、厚度轻量化等优点，厚度仅

有～200μm，能够有效地降低透镜距离像素的高度，在小尺寸高PPI显示方面大有作为。基于

柱透镜的裸眼3D技术主要基于像素空间分割的方案，相对于2D显示解析度下降了一半，其

中最重要的解决手段便是提高显示器的解析度、缩小像素的尺寸，随之而来的则是要求更

小的柱透镜焦距。但是液晶显示面板需要结合偏光片技术才能实现裸眼3D效果，而传统的

吸收型偏光片厚度约为100μm，基于柱透镜的裸眼3D显示需要将偏光片通过PSA等粘接层贴

合于显示面板上，然后再次通过OCA(Optically  Clear  Adhesive，光学透明胶)等粘接层将

柱透镜贴合于偏光片结构上。期间需要经历两次贴合并加温加压脱泡等工艺流程，此外由

于OCA等粘接剂本身存在一定的厚度，客观上进一步增加了显示像素与柱透镜之间的距离，

不利于高PPI的裸眼3D显示。此时为了克服上述厚度的增加，通常会采取减薄玻璃基板的方

式，一方面提高了基板减薄的成本，另一方面会因为基板厚度过薄而导致不可控的技术风

险。

[0003] 因此，需要提供一种光栅与偏光片一体化的薄膜及其制造方法、显示器，以解决上

述技术问题。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主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光栅与偏光片一体化的薄膜及其制造方

法、显示器，能够一方面减少膜层厚度，另一方面可以简化制造工艺。

[0005]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采用的一个技术方案是：提供一种光栅与偏光片一

体化的薄膜，其中，薄膜包括光栅膜层和偏光膜层，偏光膜层制备于光栅膜层的入光面一

侧，以使光栅膜层与偏光膜层设置为一体。

[0006] 其中，偏光膜层采用贴附工艺制备于光栅膜层的入光面一侧，且偏光膜层与光栅

膜层之间不设置粘接层。

[0007] 其中，偏光膜层包括用于产生偏振光线的偏光PVA层和分别位于偏光PVA层的两个

表面的两层保护层，其中一保护层直接形成于光栅膜层的入光面一侧上。

[0008] 其中，偏光膜层包括用于产生偏振光线的偏光PVA层和位于偏光PVA层远离光栅膜

层的一层保护层，偏光PVA层直接形成于光栅膜层的入光面一侧上。

[0009] 其中，偏光PVA层与保护层采用压合工艺相互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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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0] 其中，偏光膜层远离光栅膜层的表面上设置有粘接层，粘接层远离光栅膜层的表

面上设置有粘接保护层，粘接保护层可剥离的设置在粘接层上，粘接层用于与一显示面板

贴合，光栅膜层为柱状透镜光栅膜层，入光面一侧为柱状透镜光栅膜层的非曲面一侧。

[0011]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采用的另一个技术方案是：提供一种显示器，该显示

器包括显示面板、用于为显示面板提供背光的背光模组以及设置在显示面板出光面上的光

栅与偏光片一体化的薄膜，光栅与偏光片一体化的薄膜为上述的薄膜。

[0012]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采用的又一个技术方案是：提供一种光栅与偏光片

一体化的薄膜的制造方法，该制造方法包括：制备光栅膜层；在光栅膜层的入光面一侧制造

偏光膜层以获得光栅与偏光片一体的薄膜。

[0013] 其中，在光栅膜层的入光面一侧制造偏光膜层以获得光栅与偏光片一体的薄膜的

步骤包括：在光栅膜层的入光面一侧采用贴附工艺制造偏光膜层，其中偏光膜与柱透镜层

之间不设置粘接层。

[0014] 其中，在光栅膜层的入光面一侧采用贴附工艺制造偏光膜层的步骤包括：将用于

产生偏振光线的偏光PVA层和分别位于偏光PVA层的两个表面的两层保护层压合形成偏光

膜层同时使光栅膜层与偏光膜层压合为一体；或者，依次将第一层保护层、用于产生偏振光

线的偏光PVA层、第二层保护层压合于光栅膜层的入光面一侧；或者，将用于产生偏振光线

的偏光PVA层和位于偏光PVA层远离光栅膜层的一层保护层压合形成偏光膜层同时使光栅

膜层与偏光膜层压合为一体；或者，依次将用于产生偏振光线的偏光PVA层、保护层压合于

光栅膜层的入光面一侧。

[0015]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区别于现有技术的情况，本发明的薄膜包括光栅膜层和偏

光膜层，偏光膜层制备于光栅膜层的入光面一侧，且光栅膜层与偏光膜层设置为一体，因此

可以减少光栅膜和偏光膜之间的胶水层，减少膜层的总体厚度，且省去了加温加压脱泡等

工艺流程，简化了制程工艺。

附图说明

[0016] 图1是本发明光栅与偏光片一体化的薄膜第一实施例的结构示意图；

[0017] 图2是本发明光栅与偏光片一体化的薄膜第二实施例的结构示意图；

[0018] 图3是本发明显示器的结构示意图；

[0019] 图4是本发明光栅与偏光片一体化的薄膜的制造方法优选实施例的流程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0] 下面结合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发明进行详细的说明。

[0021] 请参阅图1，图1是本发明光栅与偏光片一体化的薄膜第一实施例的结构示意图。

在本实施例中，光栅与偏光片一体化薄膜包括光栅膜层11和偏光膜层12，偏光膜层12直接

制备于光栅膜层11的入光面一侧，以使光栅膜层11与偏光膜层12设置为一体。

[0022] 优选地，光栅膜层11为柱状透镜光栅膜层，入光面一侧为柱状透镜光栅膜层的非

曲面一侧，如图中所示的下侧。在其他实施例中，光栅膜层11也可以是狭缝光栅膜层或者液

晶光栅膜层或者其他实现裸眼3D功能的光栅膜层。

[0023] 优选地，光栅与偏光片一体化的薄膜的偏光膜层12采用贴附工艺制备于光栅膜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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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的入光面一侧，且偏光膜层12与光栅膜层11之间不设置粘接层。偏光膜层12与光栅膜层

11采用贴附工艺中压合技术直接压合为一体，而不是通过粘接层粘接在一起。

[0024] 优选地，偏光膜层12包括用于产生偏振光线的偏光PVA(polyvinyl  alcohol ,

vinylalcohol  polymer，聚乙烯醇)膜122和分别位于偏光PVA层的两个表面的两层保护层

121、123，两层保护层121、123分别为位于偏光PVA层122的靠近光栅膜层11的表面上第一保

护层121和位于偏光PVA层122的远离光栅膜层11的表面上的第二保护层123。其中，第一保

护层121直接形成于光栅膜层11的入光面一侧上。第一保护层121与光栅膜层11采用压合技

术采用贴附工艺中压合技术直接压合为一体，而不是通过粘接层粘接在一起。优选地，第一

保护层121包括第一保护层主体a和设置在保护层主体a靠近光栅膜层11一侧的表面保护膜

b。表面保护膜b可能包括抗反层，抗刮伤层，防炫层，硬化层等。在其他实施例中，第一保护

层121可以不包括表面保护膜，进一步减小薄膜的厚度。

[0025] 优选地，偏光PVA层122与第一保护层121采用压合工艺相互结合。偏光PVA层122与

第二保护层123采用压合工艺相互结合。

[0026] 优选地，偏光膜层12远离光栅膜层11的表面上设置有粘接层13，粘接层13远离光

栅膜层11的表面上设置有粘接保护层14，粘接保护层14可剥离的设置在粘接层13上，粘接

层13用于与一显示面板贴合。粘接层13优选为光学透明胶层。

[0027] 其中制造光栅与偏光片一体化的薄膜包括两种情况，在制备光栅膜层11之后，第

一种是将第一保护层121、偏光PVA层122、第二保护层123依次层叠在光栅膜层11的入光面

上，然后一起进行压合，只需要一次压合动作；第二种是依次将第一保护层121、偏光PVA层

122、第二保护层123压合在光栅膜层11的入光面上，需要三次压合动作。然后在偏光膜层12

远离光栅膜层11的表面上涂覆粘接层13，粘接层13优选为光学透明胶层，然后在粘接层13

上粘贴粘接保护层14。在使用时将粘接保护层14从粘接层13剥离然后将光栅与偏光片一体

化的薄膜贴在显示面板的出光面上。

[0028] 由于在本实施例中，光栅膜层与偏光膜层设置为一体，偏光膜层直接制备在光栅

膜层的入光面一侧，省去了光栅膜层与偏光膜层之间的胶水层，一方面可以减小膜层的厚

度，使得薄膜更加轻薄化，使得显示器更加轻薄化，另一方面，由于不需要胶水层贴合，省去

了加温加压脱泡等工艺流程，简化了制程工艺。

[0029] 请参阅图2，图2是本发明光栅与偏光片一体化的薄膜第二实施例的结构示意图。

在本实施例中，光栅与偏光片一体化薄膜包括光栅膜层21和偏光膜层22，偏光膜层22直接

制备于光栅膜层21的入光面一侧，以使光栅膜层21与偏光膜层22设置为一体。

[0030] 优选地，光栅膜层21为柱状透镜光栅膜层，入光面一侧为柱状透镜光栅膜层的非

曲面一侧。在其他实施例中，光栅膜层21也可以是狭缝光栅膜层或者液晶光栅膜层。

[0031] 优选地，光栅与偏光片一体化的薄膜偏光膜层采用贴附工艺制备于光栅膜层的入

光面一侧，且偏光膜层22与光栅膜层21之间不设置粘接层。偏光膜层22与光栅膜层21采用

贴附工艺中压合技术直接压合为一体，而不是通过粘接层粘接在一起。

[0032] 优选地，偏光膜层22包括用于产生偏振光线的偏光PVA层221和位于偏光PVA层221

远离光栅膜层21的一层保护层222，偏光PVA层221直接形成于光栅膜层21的入光面一侧上。

偏光PVA层221与光栅膜层21采用压合技术采用贴附工艺中压合技术直接压合为一体，而不

是通过粘接层粘接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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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3] 优选地，偏光PVA层221与保护层222采用压合工艺相互结合。

[0034] 优选地，偏光膜层22远离光栅膜层21的表面上设置有粘接层23，粘接层23远离光

栅膜层的表面上设置有粘接保护层24，粘接保护层24可剥离的设置在粘接层23上，粘接层

23用于与一显示面板贴合。粘接层23优选为光学透明胶层。

[0035] 其中制造该光栅与偏光片一体化的薄膜包括包括两种情况，在制备光栅膜层21之

后，第一种是将偏光PVA层221、保护层222依次层叠在光栅膜层21的入光面上，然后一起进

行压合，只需要一次压合动作；第二种是依次将偏光PVA层221、保护层222压合在光栅膜层

21的入光面上，需要两次压合动作。然后在偏光膜层22远离光栅膜层21的表面上涂覆粘接

层23，粘接层23优选为光学透明胶层，然后在粘接层23上粘贴粘接保护层24。在使用时将粘

接保护层24从粘接层23剥离然后将光栅与偏光片一体化的薄膜贴在显示面板的出光面上。

[0036] 由于在本实施例中，相对于第一实施例进一步省去了一层保护层，直接利用光栅

膜层充当偏光PVA层的一侧的保护层，进一步降低了该光栅与偏光片一体化的薄膜的厚度。

[0037] 请参阅图3，图3是本发明显示器的结构示意图。在本实施例中，显示器包括显示面

板31、用于为显示面板31提供背光的背光模组32以及设置在显示面板31出光面上的光栅与

偏光片一体化的薄膜33，光栅与偏光片一体化的薄膜为上述任意一实施例所描述的光栅与

偏光片一体化的薄膜。

[0038] 请参与图4，图4是本发明光栅与偏光片一体化的薄膜的制造方法优选实施例的流

程图。在本实施例中，该光栅与偏光片一体化的薄膜的制造方法包括：

[0039] 步骤S11：制备光栅膜层。

[0040] 在步骤S11中，光栅膜层为柱状透镜光栅膜层。在其他实施例中，光栅膜层也可以

是狭缝光栅膜层或者液晶光栅膜层。

[0041] 步骤S12：在光栅膜层的入光面一侧制造偏光膜层以获得光栅与偏光片一体的薄

膜。

[0042] 在步骤S12中，光栅膜层的入光面一侧为柱状透镜光栅膜层的非曲面一侧。在光栅

膜层的入光面一侧制造偏光膜层以获得光栅与偏光片一体的薄膜包括：在光栅膜层的入光

面一侧采用贴附工艺制造偏光膜层，其中偏光膜与柱透镜层之间不设置粘接层。

[0043] 在光栅膜层的入光面一侧采用贴附工艺制造偏光膜层的步骤包括以下四种情况。

[0044] 第一种包括：将用于产生偏振光线的偏光PVA层和分别位于偏光PVA层的两个表面

的两层保护层压合形成偏光膜层同时使光栅膜层与偏光膜层压合为一体。

[0045] 第二种包括：依次将第一层保护层、用于产生偏振光线的偏光PVA层、第二层保护

层压合于光栅膜层的入光面一侧。

[0046] 第三种包括：将用于产生偏振光线的偏光PVA层和位于偏光PVA层远离光栅膜层的

一层保护层压合形成偏光膜层同时使光栅膜层与偏光膜层压合为一体。

[0047] 第四种包括：依次将用于产生偏振光线的偏光PVA层、保护层压合于光栅膜层的入

光面一侧。

[0048] 优选地，保护层可能包括抗反层，抗刮伤层，防炫层，硬化层等。在其他实施例中，

保护层也能包括其他膜层。

[0049] 在步骤S12之后还可以包括：在偏光膜层远离光栅膜层的表面上设置粘接层；在粘

接层远离光栅膜层的表面上设置粘接保护层。例如先在偏光膜层远离光栅膜层的表面上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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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粘接层，粘接层优选为光学透明胶层，然后在粘接层上粘贴粘接保护层。

[0050] 在使用时将粘接保护层从粘接层剥离然后将光栅与偏光片一体化的薄膜贴在显

示面板的出光面上。将光栅与偏光片一体化的薄膜底部粘接保护层撕去后，通过贴合平台

实现与显示面板的贴合组立再经历脱泡流程。

[0051] 本发明的薄膜包括光栅膜层和偏光膜层，偏光膜层制备于光栅膜层的入光面一

侧，且光栅膜层与偏光膜层设置为一体，因此可以减少光栅膜和偏光膜之间的胶水层，减少

膜层的总体厚度，且省去了加温加压脱泡等工艺流程，简化了制程工艺。

[0052]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实施方式，并非因此限制本发明的专利范围，凡是利用本

发明说明书及附图内容所作的等效结构或等效流程变换，或直接或间接运用在其他相关的

技术领域，均同理包括在本发明的专利保护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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