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实用新型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1821456686.5

(22)申请日 2018.09.06

(73)专利权人 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 621000 四川省绵阳市高新区绵兴东

路35号

(72)发明人 苏恩来　金雷　杨晓辉　

(74)专利代理机构 成都虹桥专利事务所(普通

合伙) 51124

代理人 成杰

(51)Int.Cl.

G02F 1/1333(2006.01)

H04N 5/64(2006.01)

 

(54)实用新型名称

无边框液晶电视模组结构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无边框液晶电视模组

结构，属于显示设备背光模组技术领域。本实用

新型主要包括中框、背板、围框、光学膜片组和显

示屏，中框为U型塑胶框，U型塑胶框三条棱边内

各有一个U型槽，背板固定设于中框背面，背板的

三条侧边分别设有折弯结构，折弯结构为朝向中

框一侧的90°折弯结构，折弯结构内侧具有与中

框相适配的中框限位腔体。本实用新型通过适当

调整背板的结构方式，使得塑胶材质的中框也可

满足装配要求，并且整体装配结构较简单，降低

产品成本，提升加工效率。此外，本实用新型的背

板在中框正面也形成U型结构，背板的该U型结构

的内侧两拐角为直角，普通显示屏结构也可适用

于本实用新型的模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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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无边框液晶电视模组结构，包括中框(1)、背板(2)、围框(9)、光学膜片组(7)和显示

屏(11)，其特征在于：中框(1)为U型塑胶框，U型塑胶框三条棱边内各有一个U型槽，U型槽的

槽口均朝向光学膜片组(7)中心方向，光学膜片组(7)卡设于中框(1)的U型槽内；背板(2)固

定设于中框(1)背面，背板(2)对应于U型塑胶框三条棱边的三条侧边分别设有折弯结构

(21)，折弯结构(21)为朝向中框(1)一侧的90°折弯结构，折弯结构(21)内侧具有与中框(1)

相适配的中框限位腔体(22)；围框(9)为L型结构，L型结构的一侧边用于连接背板(2)、另一

侧边用于连接显示屏(11)；围框(9)固定设于背板(2)上，围框(9)位于中框(1)的开口一侧、

使得中框(1)形成封闭结构，中框(1)的正面、围框(9)的一侧边固定连接显示屏(11)。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无边框液晶电视模组结构，其特征在于：背板(2)与中框(1)背面

之间采用VHB胶带或胶液(3)粘接固定。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无边框液晶电视模组结构，其特征在于：显示屏(11)采用泡棉胶

(10)粘接固定。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无边框液晶电视模组结构，其特征在于：在中框(1)的开口一侧，

背板(2)的内侧面与光学膜片组(7)之间设置有橡胶条(6)，橡胶条(6)分别通过双面胶带

(12)与背板(2)、光学膜片组(7)粘接固定。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无边框液晶电视模组结构，其特征在于：中框(1)上设置有中框

卡槽，中框卡槽具有相适配的卡子(8)，卡子(8)经中框卡槽穿过光学膜片组(7)形成卡接结

构。

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无边框液晶电视模组结构，其特征在于：中框(1)的U型槽在槽口

设置有倒斜角，使其呈喇叭口状。

7.如权利要求1至6中任意一项所述的无边框液晶电视模组结构，其特征在于：对应于

中框(1)的U型结构，背板(2)的折弯结构(21)在中框(1)正面也形成U型结构，背板(2)的该U

型结构的内侧两拐角为直角。

8.如权利要求1至6中任意一项所述的无边框液晶电视模组结构，其特征在于：背板(2)

上设置有背板限位桥(23)和背板卡勾(24)，围框(9)上设置有围框限位筋(91)和围框卡槽

(92)；通过围框限位筋(91)与背板限位桥(23)配合、围框卡槽(92)和背板卡勾(24)配合使

得背板(2)和围框(9)形成卡接固定结构。

9.如权利要求1至6中任意一项所述的无边框液晶电视模组结构，其特征在于：围框(9)

在其外侧固定设置有装饰条(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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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边框液晶电视模组结构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无边框液晶电视模组结构，属于显示设备背光模组技术领

域。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市面上的无边框液晶电视采用的显示屏均为转角为圆角的专用显示屏，价格

贵、资源少；同时中框也多采用的金属型材，零件制造成本高，装配复杂，生产效率低，不利

于无边框电视的开发及市场推广。

实用新型内容

[0003] 本实用新型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无边框液晶电视模组结构，旨在通

过使用塑胶中框及简单装配结构实现无边框液晶电视模组，降低产品成本，提升加工效率。

[0004]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实用新型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无边框液晶电视模组结

构，包括中框、背板、围框、光学膜片组和显示屏，中框为U型塑胶框，U型塑胶框三条棱边内

各有一个U型槽，U型槽的槽口均朝向光学膜片组中心方向，光学膜片组卡设于中框的U型槽

内；背板固定设于中框背面，背板对应于U型塑胶框三条棱边的三条侧边分别设有折弯结

构，折弯结构为朝向中框一侧的90°折弯结构，折弯结构内侧具有与中框相适配的中框限位

腔体；围框为L型结构，L型结构的一侧边用于连接背板、另一侧边用于连接显示屏；围框固

定设于背板上，围框位于中框的开口一侧、使得中框形成封闭结构，中框的正面、围框的一

侧边固定连接显示屏。

[0005] 进一步的是：背板与中框背面之间采用VHB胶带或胶液粘接固定。

[0006] 进一步的是：显示屏采用泡棉胶粘接固定。

[0007] 进一步的是：在中框的开口一侧，背板的内侧面与光学膜片组之间设置有橡胶条，

橡胶条分别通过双面胶带与背板、光学膜片组粘接固定。

[0008] 进一步的是：中框上设置有中框卡槽，中框卡槽具有相适配的卡子，卡子经中框卡

槽穿过光学膜片组形成卡接结构。

[0009] 进一步的是：中框的U型槽在槽口设置有倒斜角，使其呈喇叭口状。

[0010] 进一步的是：对应于中框的U型结构，背板的折弯结构在中框正面也形成U型结构，

背板的该U型结构的内侧两拐角为直角。

[0011] 进一步的是：背板上设置有背板限位桥和背板卡勾，围框上设置有围框限位筋和

围框卡槽；通过围框限位筋与背板限位桥配合、围框卡槽和背板卡勾配合使得背板和围框

形成卡接固定结构。

[0012] 进一步的是：围框在其外侧固定设置有装饰条。

[0013] 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是：通过适当调整背板的结构方式，使得塑胶材质的中框

也可满足装配要求，并且整体装配结构较简单，降低产品成本，提升加工效率。此外，本实用

新型的背板在中框正面也形成U型结构，背板的该U型结构的内侧两拐角为直角，普通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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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结构(转角为直角)也可适用于本实用新型的模组结构。

附图说明

[0014] 图1：无边框专用显示屏与普通显示屏结构对比示意图；

[0015] 图2：本实用新型的模组爆炸结构示意图；

[0016] 图3：本实用新型的模组结构在中框具有U型槽部分的剖面图；

[0017] 图4：本实用新型的模组结构在中框的U型开口一侧的剖面图；

[0018] 图5：本实用新型的中框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0019] 图6：本实用新型的中框的断面图；

[0020] 图7：本实用新型的背板天侧角部结构示意图；

[0021] 图8：本实用新型的橡胶条结构示意图；

[0022] 图9：本实用新型的围框与背板卡接结构示意图；

[0023] 图10：侧入式模组简易剖面图。

[0024] 图中标记为：1-中框，2-背板、21-折弯结构、22-中框限位腔体、23-背板限位桥、

24-背板卡勾，3-VHB胶带或胶液、4-灯条、5-反射纸、6-橡胶条、7-光学膜片组、8-卡子、9-围

框、91-围框限位筋、92-围框卡槽、10-泡棉胶、11-显示屏、12-双面胶带、13-装饰条。

具体实施方式

[0025] 下面结合附图及实施例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说明。

[0026] 如图2至图10所示，本实用新型包括中框1、背板2、围框9、光学膜片组7和显示屏

11，中框1为U型塑胶框，U型塑胶框三条棱边内各有1个U型槽，U型槽的槽口均朝向光学膜片

组7中心方向，光学膜片组7卡设于中框1的U型槽内；背板2固定设于中框1背面，背板2对应

于U型塑胶框三条棱边的三条侧边分别设有折弯结构21，折弯结构21为朝向中框1一侧的

90°折弯结构，折弯结构21内侧具有与中框1相适配的中框限位腔体22；围框9为L型结构，L

型结构的一侧边用于连接背板2、另一侧边用于连接显示屏11；围框9固定设于背板2上，围

框9位于中框1的开口一侧、使得中框1形成封闭结构，中框1的正面、围框9的一侧边固定连

接显示屏11。

[0027] 其中，背板2与中框1背面之间优选采用VHB胶带或胶液3粘接固定；显示屏11优选

采用泡棉胶10粘接固定，这样实现了外观无螺钉化，使得外观更漂亮。

[0028] 在中框1的开口一侧，背板2的内侧面与光学膜片组7之间设置有橡胶条6，橡胶条6

分别通过双面胶带12与背板2、光学膜片组7粘接固定。橡胶条6用于垫高光学物料，以保证

光学膜片组7的平面度。橡胶条6主要材质为硅橡胶，其结构图8所示，上下两面附双面胶带

12，其中底面满面附胶，用于橡胶条6与背板2固定，顶面只附中部约300mm长一段，用于光学

膜片组7的扩散板固定。

[0029] 为使得中框1与光学膜片组7的装配结构更可靠，中框1上设置有中框卡槽，中框卡

槽具有相适配的卡子8，卡子8经中框卡槽穿过光学膜片组7形成卡接结构。

[0030] 为方便将光学膜片组7装入中框1，中框1的U型槽在槽口设置有倒斜角，使其呈喇

叭口状。

[0031] 对应于中框1的U型结构，背板2的折弯结构21在中框1正面也形成U型结构，为与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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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显示屏结构(转角为直角)配合，防止背板2顶坏显示屏11，背板2的该U型结构的内侧两拐

角为直角。该直角结构如图7所示。

[0032] 如图9所示，背板2上设置有背板限位桥23和背板卡勾24，围框9上设置有围框限位

筋91和围框卡槽92；通过围框限位筋91与背板限位桥23配合、围框卡槽92和背板卡勾24配

合使得背板2和围框9形成卡接固定结构。围框9采用独特的卡接结构，可提升加工效率。此

外，围挡9在其外侧固定设置有装饰条13，装饰条13为模组底部重要的装饰件，同时还具有

封口功能。

[0033] 实施时，可按如下步骤操作：

[0034] 一、先将中框1与背板2使用VHB胶带或胶液3粘接固定，加工为组件。中框1粘接后

需使用专门的工装施压，以保证粘接的可靠性。

[0035] 二、组装灯条4、反射纸5。

[0036] 三、将橡胶条6粘贴于背板2地侧内侧的平面上。

[0037] 四、将光学膜片组7推入中框1的U形槽内，放入固定光学膜片组7的卡子8，不失一

般性，光学膜片组7一般包括：膜片、扩散板或者膜片、导光板。

[0038] 五、卡接组装围框9。

[0039] 六、粘贴泡棉胶10，装配显示屏11，显示屏11粘贴后需用专门的工装施压，以保证

粘接的可靠性。不失一般性，显示屏11一般指LCD屏。

[0040] 七、组装装饰条13。

[0041] 本实施例中采用下端封口的结构方案作为实施例进行详细说明，于其它实施例

中，也可以是左右侧或上侧封口的方式。此外，本实用新型不仅适用于直下式液晶电视模

组，同样也适用于侧入式液晶电视模组，侧入式液晶电视模组简易剖面图如图8所示。

说　明　书 3/3 页

5

CN 208607460 U

5



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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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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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图6

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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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图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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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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