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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晶显示模组和液晶显示装置

(57)摘要

一种液晶显示模组，包括液晶面板和背光模

组，液晶面板设置在背光模组的上方，背光模组

包括光学模组和硬性电路板，光学模组设置在硬

性电路板上，并位于液晶面板与硬性电路板之

间，硬性电路板上设有灯罩和多个支撑柱，灯罩

设置于光学模组的一侧，液晶面板的一侧连接在

灯罩上，各支撑柱设置在光学模组的四周，且各

支撑柱的一端连接在硬性电路板上，支撑柱的另

一端连接在液晶面板上。本发明的液晶显示模组

能避免传统结构需要的高昂的模具开发，降低生

产成本，并能降低液晶显示模组的厚度，易于实

现液晶显示模组的轻薄化和窄边框化。本发明还

涉及一种液晶显示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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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液晶显示模组，其特征在于，包括液晶面板(14)和背光模组(15)，该液晶面板

(14)设置在该背光模组(15)的上方，该背光模组(15)包括光学模组(16、16’)和硬性电路板

(18、18’、18”) ,该光学模组(16、16’)设置在该硬性电路板(18、18’、18”)上,并位于该液晶

面板(14)与该硬性电路板(18、18’、18”)之间，该硬性电路板(18、18’、18”)上设有用于支撑

固定该液晶面板(14)的灯罩(181)和多个支撑柱(183)，该灯罩(181)设置于该光学模组

(16、16’)的一侧，该液晶面板(14)的一侧连接在该灯罩(181)上，各该支撑柱(183)设置在

该光学模组(16、16’)的四周，且各该支撑柱(183)的一端连接在该硬性电路板(18、18’、

18”)上，该支撑柱(183)的另一端连接在该液晶面板(14)上。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液晶显示模组，其特征在于，该灯罩(181)包括相对设置第一侧

板(1812)和第二侧板(1813)以及连接于该第一侧板(1812)与该第二侧板(1813)之间的罩

体(1814)，该第一侧板(1812)可拆装地连接在该硬性电路板(18)上，该第二侧板(1813)与

该硬性电路板(18)相对设置。

3.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液晶显示模组，其特征在于，该灯罩(181)上还设有固定板

(1815)，该固定板(1815)与该第一侧板(1812)相对设置，该第一侧板(1812)远离该罩体

(1814)的侧边向着靠近该固定板(1815)的方向延伸，并连接在该固定板(1815)上，该硬性

电路板(18)的一侧设置于该第一侧板(1812)与该固定板(1815)之间，该固定板(1815)上设

有多个弹性卡块(1816)，该硬性电路板(18)上设有与该弹性卡块(1816)配合的卡孔(102)，

该灯罩(181)与该硬性电路板(18)之间通过该弹性卡块(1816)与该卡孔(102)配合实现该

灯罩(181)可拆装地连接在该硬性电路板(18)上。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液晶显示模组，其特征在于，该硬性电路板(18’)上还设有第一

缓冲条(185)、第二缓冲条(186)和第三缓冲条(187)，该第一缓冲条(185)、该第二缓冲条

(186)和该第三缓冲条(187)连接于该硬性电路板(18’)与该液晶面板(14)之间，该第一缓

冲条(185)与该第二缓冲条(186)相对设置，该第三缓冲条(187)与该灯罩(181)相对设置，

该光学模组(16’  )处于该灯罩(181)、该第一缓冲条(185)、该第二缓冲条(186)和该第三缓

冲条(187)围成的区域内。

5.如权利要求4所述的液晶显示模组，其特征在于，该第一缓冲条(185)上至少设置一

个第一限位槽(104)，该第二缓冲条(186)上至少设置一个第二限位槽(105)，该光学模组

(16’)靠近该第一缓冲条(185)的一侧设有与该第一限位槽(104)配合的第一卡耳(166)，该

光学模组(16’)靠近该第二缓冲条(186)的一侧设有与该第二限位槽(105)配合的第二卡耳

(167)，且该光学模组(16’)的第一卡耳(166)和第二卡耳(167)分别设置于该第一限位槽

(104)和该第二限位槽(105)中。

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液晶显示模组，其特征在于，该硬性电路板(18)上还设有多个

LED灯(182)和驱动该LED灯(182)发光的电子驱动模块，各该LED灯(182)与该电子驱动模块

通过设置在该硬性电路板(18)上的电路连接，各该LED灯(182)设置在该灯罩(181)内，并为

该液晶面板(14)提供光源。

7.如权利要求6所述的液晶显示模组，其特征在于，该硬性电路板(18)上还设有连接区

(184)，该连接区(184)与该电子驱动模块通过设置在该硬性电路板(18)上的电路连接，该

液晶面板(14)上设有柔性电路板(142)，该柔性电路板(142)的一端连接于该液晶面板

(14)，该柔性电路板(142)的另一端连接于该连接区(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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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液晶显示模组，其特征在于，该支撑柱(183)远离该硬性电路板

(18)的一端设有承载该液晶面板(14)的台肩(103)，该液晶面板(14)的底面连接在该台肩

(103)上，该液晶面板(14)的侧面抵靠在该台肩(103)的侧壁上。

9.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液晶显示模组，其特征在于，该硬性电路板(18”)  远离该光学模

组(16)的另一面设有多个固定座(188)，各该固定座(188)上设有用于固定该液晶显示模组

的安装孔(106)。

10.一种液晶显示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权利要求1至9任一项所述的液晶显示模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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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晶显示模组和液晶显示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液晶显示技术领域，特别涉及一种液晶显示模组和具有液晶显示模组

的液晶显示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电子产品朝着轻、薄、小型化快速发展，各种携带式电子产品几乎都以液晶显

示器(Liquid  Crystal  Display,LCD)作为显示终端，特别是在摄像机、笔记本电脑、台式电

脑、智能电视、移动终端、个人数字处理器等产品上。其中，液晶显示模组为液晶显示器的关

键零组件之一。

[0003] 图1是现有的液晶显示模组的拆分结构示意图。如图1所示，现有的液晶显示模组

20包括背光模组22和液晶面板24。背光模组22包括铁框221、胶框222、反射板223、导光板

224、光学膜片225和LED灯组件226，胶框222固定在铁框221上，并与铁框221一起形成一收

容空间，在收容空间内从铁框221的底板往上依次收容有反射板223、导光板224、光学膜片

225。LED灯组件226设置在铁框221的底板上，并处于收容空间内，LED灯组件226包括多个

LED灯227和安装板228(或硬性电路板)，各LED灯227连接在安装板228上，安装板228利用柔

性电路板(图未示)与系统板23连接，系统板23用以驱动各LED灯227发光并为液晶面板24提

供背光源(系统板23上设有驱动LED灯227发光的电子驱动模块或元件)。液晶面板24支撑并

固定在胶框222上，液晶面板24的一侧设有柔性电路板241(Flexible  Printed  Circuit,

FPC)，柔性电路板241的一端与液晶面板24连接，柔性电路板241的另一端与系统板23连接，

系统板23用于驱动液晶面板24进行画面显示(系统板23上设有驱动液晶面板24显示的电子

驱动模块或元件)。

[0004] 然而，在上述液晶显示模组20中，需要用铁框221和胶框222进行液晶面板24的固

定以及各膜片的收容，由于铁框221和胶框222对于液晶显示模组20结构的限制，液晶显示

模组20无法做到窄边框化(在不改变液晶面板24大小的情况下无法减小整个液晶显示模组

20的宽度)和轻薄化(液晶显示模组20的重量和厚度无法减小)的设计，同时铁框221和胶框

222需要用模具进行生产，增加了开模费用。而且，LED灯227需要利用安装板228、柔性电路

板241与系统板23进行连接，因此现有液晶显示模组20的部件较多，组装过程复杂，降低了

组装效率。此外，现有液晶显示模组20的系统板23需要单独设置，在组装完后增加了液晶显

示模组20的宽度和厚度，更加不易实现液晶显示模组20的窄边框化和轻薄化的设计。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了一种液晶显示模组，能避免传统结构需要的高昂的模

具开发，降低生产成本，并能降低液晶显示模组的厚度，易于实现液晶显示模组的轻薄化和

窄边框化。

[0006] 本发明的另一目的在于，提供了一种液晶显示装置，能避免传统结构需要的高昂

的模具开发，降低生产成本，并能降低液晶显示模组的厚度，易于实现液晶显示模组的轻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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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和窄边框化。

[0007] 本发明解决其技术问题是采用以下的技术方案来实现的。

[0008] 一种液晶显示模组，包括液晶面板和背光模组，液晶面板设置在背光模组的上方，

背光模组包括光学模组和硬性电路板，光学模组设置在硬性电路板上，并位于液晶面板与

硬性电路板之间，硬性电路板上设有灯罩和多个支撑柱，灯罩设置于光学模组的一侧，液晶

面板的一侧连接在灯罩上，各支撑柱设置在光学模组的四周，且各支撑柱的一端连接在硬

性电路板上，支撑柱的另一端连接在液晶面板上。

[0009] 在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中，上述灯罩包括相对设置第一侧板和第二侧板以及连接

于第一侧板与第二侧板之间的罩体，第一侧板可拆装地连接在硬性电路板上，第二侧板与

硬性电路板相对设置。

[0010] 在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中，上述灯罩上还设有固定板，固定板与第一侧板相对设

置，第一侧板远离该罩体的侧边向着靠近固定板的方向延伸，并连接在固定板上，硬性电路

板的一侧设置于第一侧板与固定板之间，固定板上设有多个弹性卡块，硬性电路板上设有

与弹性卡块配合的卡孔，灯罩与硬性电路板之间通过弹性卡块与卡孔配合实现灯罩可拆装

地连接在硬性电路板上。

[0011] 在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中，上述硬性电路板上还设有第一缓冲条、第二缓冲条和

第三缓冲条，第一缓冲条、第二缓冲条和第三缓冲条连接于硬性电路板与液晶面板之间，第

一缓冲条与第二缓冲条相对设置，第三缓冲条与灯罩相对设置，光学模组处于灯罩、第一缓

冲条、第二缓冲条和第三缓冲条围成的区域内。

[0012] 在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中，上述第一缓冲条上至少设置一个第一限位槽，第二缓

冲条上至少设置一个第二限位槽，光学模组靠近第一缓冲条的一侧设有与第一限位槽配合

的第一卡耳，光学模组靠近第二缓冲条的一侧设有与第二限位槽配合的第二卡耳，且光学

模组的第一卡耳和第二卡耳分别设置于第一限位槽和第二限位槽中。

[0013] 在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中，上述硬性电路板上还设有多个LED灯和驱动LED灯发光

的电子驱动模块，各LED灯与电子驱动模块通过设置在硬性电路板上的电路连接，各LED灯

设置在灯罩内，并为液晶面板提供光源。

[0014] 在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中，上述硬性电路板上还设有连接区，连接区与电子驱动

模块通过设置在硬性电路板上的电路连接，液晶面板上设有柔性电路板，柔性电路板的一

端连接于液晶面板，柔性电路板的另一端连接于连接区。

[0015] 在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中，上述支撑柱远离硬性电路板的一端设有承载液晶面板

的台肩，液晶面板的底面连接在台肩上，液晶面板的侧面抵靠在台肩的侧壁上。

[0016] 在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中，上述硬性电路板远离光学模组的另一面设有多个固定

座，各固定座上设有用于固定液晶显示模组的安装孔。

[0017] 一种液晶显示装置，包括上述的液晶显示模组。

[0018] 本发明的液晶显示模组的液晶面板设置在背光模组的上方，光学模组设置在硬性

电路板上，并位于液晶面板与硬性电路板之间，硬性电路板上设有用于支撑固定液晶面板

的灯罩和支撑柱，因此本发明的液晶显示模组摒弃了胶框和铁框，避免了传统结构需要的

高昂的模具开发，降低了生产成本，方便液晶显示模组组装，同时降低了液晶显示模组的厚

度，易于实现液晶显示模组的轻薄化和窄边框化。而且灯罩是可拆装地连接在硬性电路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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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摒弃了传统灯罩由背板弯折形成，提高了精度和灵活性。

[0019] 上述说明仅是本发明技术方案的概述，为了能够更清楚了解本发明的技术手段，

而可依照说明书的内容予以实施，并且为了让本发明的上述和其他目的、特征和优点能够

更明显易懂，以下特举较佳实施例，并配合附图，详细说明。

附图说明

[0020] 图1是现有的液晶显示模组的拆分结构示意图。

[0021] 图2a是本发明一实施例的液晶显示模组正视结构示意图。

[0022] 图2b是图2a的液晶显示模组去掉胶带后的结构示意图。

[0023] 图2c是图2b的液晶显示模组去掉液晶面板后的结构示意图。

[0024] 图2d是图2c的液晶显示模组去掉背光模组和灯罩后的结构示意图。

[0025] 图3a是图2b的液晶显示模组一视角的剖视结构示意图。

[0026] 图3b是图2b的液晶显示模组另一视角的剖视结构示意图。

[0027] 图4a是本发明的液晶显示模组的灯罩与硬性电路板一连接方式的局部结构示意

图。

[0028] 图4b是本发明的液晶显示模组的灯罩与硬性电路板另一连接方式的剖视结构示

意图。

[0029] 图5是本发明第二实施例的液晶显示模组去掉胶带、液晶面板和灯罩后的结构示

意图。

[0030] 图6是本发明第三实施例的液晶显示模组后视结构示意图。

[0031] 图7是本发明一实施例的灯罩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2] 为更进一步阐述本发明为达成预定发明目的所采取的技术手段及功效，以下结合

附图及较佳实施例，对依据本发明提出的液晶显示模组和液晶显示装置的具体实施方式、

结构、特征及其功效，详细如下：

[0033] 有关本发明的前述及其它技术内容、特点及功效，在以下配合参考图式的较佳实

施例的详细说明中将可清楚呈现。通过具体实施方式的说明，当可对本发明为达成预定目

的所采取的技术手段及功效得以更加深入且具体的了解，然而所附图式仅是提供参考与说

明之用，并非用来对本发明加以限制。

[0034] 本发明的液晶显示模组可以应用于手机、平板电脑、液晶显示器、液晶电视等液晶

显示装置中。

[0035] 图2a是本发明一实施例的液晶显示模组正视结构示意图。图2b是图2a的液晶显示

模组去掉胶带后的结构示意图。图2c是图2b的液晶显示模组去掉液晶面板后的结构示意

图。图2d是图2c的液晶显示模组去掉背光模组和灯罩后的结构示意图。图3a是图2b的液晶

显示模组一视角的剖视结构示意图。图3b是图2b的液晶显示模组另一视角的剖视结构示意

图。请参照图2a至图3b，在本实施例中，液晶显示模组10包括胶带12、液晶面板14和背光模

组15。液晶面板14设置在背光模组15的上方，胶带12围绕液晶面板14和背光模组15设置，胶

带12的一侧连接在液晶面板14上，胶带12的另一侧连接在背光模组15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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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6] 如图3b所示，在本实施例中，背光模组15包括光学模组16和硬性电路板18，光学模

组16设置在硬性电路板18上，并位于液晶面板14与硬性电路板18之间。光学模组16包括反

射板162、导光板163和光学膜片164。反射板162设置在硬性电路板18上，导光板163设置在

反射板162上，光学膜片164设置在导光板163上。在本实施例中，光学膜片164包括扩散片和

棱镜片，但并不以此为限。

[0037] 进一步地，如图2d、3a和3b所示，硬性电路板18例如为PCBA(Printed  Circuit 

Board  Assembly)电路板。在本实施例中，硬性电路板18上设有灯罩181、多个LED灯182和多

个支撑柱183。

[0038] 灯罩181设置于光学模组16的一侧，在本实施例中，灯罩181包括相对设置第一侧

板1812和第二侧板1813以及连接于第一侧板1812与第二侧板1813之间的罩体1814，灯罩

181的第一侧板1812可拆装地连接在硬性电路板18上，灯罩181的第二侧板1813与硬性电路

板18相对设置，且第二侧板1813与硬性电路板18之间形成通光口101。在本实施例中，第二

侧板1813可压在导光板163上或者直接连接在导光板163上或者与导光板163相互间隔设

置；当第二侧板1813压在导光板163上或者连接在导光板163上时，第二侧板1813下方的导

光板163处于通光口101中；当第二侧板1813与导光板163相互间隔设置时，第二侧板1813与

导光板163之间可用胶带进行密封连接。液晶面板14的一侧连接在灯罩181的罩体1814上，

且液晶面板14与罩体1814之间设有用于缓冲和保护液晶面板14的缓冲层(图未示)。在本实

施例中，灯罩181可使用铝材、不锈钢材等制作，缓冲层可使用硅橡胶或泡棉等材料制成，但

并不以此为限。值得一提的是，灯罩181是采用SMT表面贴装焊锡技术连接在硬性电路板18

上，从而实现灯罩181可拆装地连接在硬性电路板18上，但并不以此为限，例如：

[0039] 图4a是本发明的液晶显示模组的灯罩与硬性电路板一连接方式的局部结构示意

图。如图4a所示，灯罩181的第一侧板1812上设有多个螺孔，且硬性电路板18上设有与灯罩

181配合的螺孔，灯罩181与硬性电路板18之间通过螺孔与螺钉1811的配合实现灯罩181可

拆装地连接在硬性电路板18上。在本实施例中，灯罩181和硬性电路板18上的螺孔数量可根

据实际需要自由增减。

[0040] 图4b是本发明的液晶显示模组的灯罩与硬性电路板另一连接方式的剖视结构示

意图。如图4b所示，灯罩181上还设有固定板1815，固定板1815与第一侧板1812相对设置，第

一侧板1812远离罩体1814的侧边向着靠近固定板1815的方向延伸，并连接在固定板1815

上，硬性电路板18的一侧设置于第一侧板1812与固定板1815之间。在本实施例中，固定板

1815上设有多个弹性卡块1816，硬性电路板18的底面设有与弹性卡块1816配合的卡孔102，

灯罩181与硬性电路板18之间通过弹性卡块1816与卡孔102配合实现灯罩181可拆装地连接

在硬性电路板18上。

[0041] 各LED灯182相互间隔的连接在罩体1814下方的硬性电路板18上，并为液晶面板14

提供背光源。在本实施例中，LED灯182和其它驱动LED灯182发光的电子驱动模块均设置在

硬性电路板18的同侧(电子驱动模块与LED灯182之间通过设置在硬性电路板18上的电路进

行连接)，从而省去了现有光学模组16中的背板以及用于连接LED灯182的硬性电路板18和

柔性电路板，实现了驱动LED灯182发光的系统板与LED灯182的一体化设计，而且减少了液

晶显示模组10所采用的零部件数量，降低了零部件的开模费用，提高了组装效率，同时减少

了液晶显示模组10的厚度，利于实现液晶显示模组10的轻薄化。在本实施例中，灯罩181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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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D灯182可设置在导光板163的至少一个侧面，此处只是以较佳的实施方式进行例举，并非

对灯罩181和LED灯182的位置进行限制。

[0042] 各支撑柱183设置在光学模组16的四周，支撑柱183的一端连接在硬性电路板18

上，支撑柱183的另一端连接在液晶面板14上。在本实施例中，支撑柱183远离硬性电路板18

的一端设有阶梯状的台肩103，液晶面板14的底面连接在台肩103上，液晶面板14的侧面抵

靠在台肩103的侧壁上或者液晶面板14的侧面与台肩103的侧壁相对设置。支撑柱183与液

晶面板14连接的端部还可设置成别的形状，例如支撑柱183的端面为平面，液晶面板14的底

面直接连接在支撑柱183的端面上。在本实施例中，硬性电路板18上除了设有灯罩181的一

侧不设置支撑柱183外，其余的三侧均设置支撑柱183，优选地，硬性电路板18的每侧设置两

根支撑柱183，但并不以此为限，支撑柱183的设置数量以及支撑柱183的形状(例如支撑柱

183为圆柱形或长条形)可根据液晶显示模组10的形状以及实际需要进行选择，例如当液晶

显示模组10为矩形时，可在硬性电路板18的三侧各设置两根支撑柱183；当液晶显示模组10

为圆形时，可绕着硬性电路板18的圆周方向间隔一定角度的设置支撑柱183。在本实施例

中，支撑柱183是采用SMT表面贴装焊锡技术连接在硬性电路板18上，支撑柱183与硬性电路

板18焊接的端面电镀有金属层，例如可在支撑柱183的端面电镀镍金属，用以方便支撑柱

183与硬性电路板18的连接，并提高了支撑柱183的安装效率。

[0043] 更进一步地，硬性电路板18上还设有连接区184(连接区184与电子驱动模块之间

通过设置在硬性电路板18上的电路进行连接)，连接区184内设有金手指等元件。液晶面板

14上设有柔性电路板142，柔性电路板142的一端连接于液晶面板14，柔性电路板142的另一

端连接于连接区184。液晶面板14可通过电子驱动模块驱动进行画面显示，因此，本发明的

液晶显示模组10省去了驱动液晶面板14进行画面显示的系统板，减少了液晶显示模组10所

采用的零部件数量，降低了零部件的开模费用，提高了组装效率，同时减小了液晶显示模组

10的宽度，实现了液晶显示模组10的窄边框化设计。

[0044] 图5是本发明第二实施例的液晶显示模组去掉胶带、液晶面板和灯罩后的结构示

意图。如图5所示，本实施例中的液晶显示模组10’与第一实施例中的液晶显示模组10的结

构大致相同，不同点在于光学模组16’和硬性电路板18’的部分结构不同。

[0045] 具体地，在本实施例中，硬性电路板18’上还设有第一缓冲条185、第二缓冲条186

和第三缓冲条187，第一缓冲条185、第二缓冲条186和第三缓冲条187连接于硬性电路板18’

与液晶面板14之间。第一缓冲条185与第二缓冲条186相对设置，第三缓冲条187与灯罩181

相对设置，各缓冲条分别位于硬性电路板18’每侧的两支撑柱183之间，也就是说，光学模组

16’处于灯罩181、第一缓冲条185、第二缓冲条186和第三缓冲条187围成的区域内。在本实

施例中，各缓冲条的两端可抵靠在支撑柱183上，可有效防止液晶显示模组10’周边漏光，同

时对液晶面板14起到很好的支撑和缓冲作用。

[0046] 进一步地，第一缓冲条185上至少设置一个第一限位槽104，第二缓冲条186上至少

设置一个第二限位槽105，且光学模组16’靠近第一缓冲条185的一侧设有与第一限位槽104

配合的第一卡耳166，光学模组16’靠近第二缓冲条186的一侧设有与第二限位槽105配合的

第二卡耳167，且光学模组16’的第一卡耳166和第二卡耳167分别设置于第一限位槽104和

第二限位槽105中，从而定位光学模组16’。在本实施例中，第一卡耳166和第二卡耳167由光

学膜片164、导光板163、反射板162的两侧向外凸出形成，从而定位光学膜片164、导光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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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反射板162。在本实施例中，第一缓冲条185、第二缓冲条186和第三缓冲条187由硅橡胶

或泡棉等材料制作成，但并不以此为限。

[0047] 图6是本发明第三实施例的液晶显示模组后视结构示意图。如图6所示，本实施例

中的液晶显示模组10”与第一实施例中的液晶显示模组10的结构大致相同，不同点在于硬

性电路板18”的部分结构不同。

[0048] 具体地，在本实施例中，硬性电路板18”远离光学模组16的另一面设有多个固定座

188，各固定座188上设有用于固定液晶显示模组10”的安装孔106。液晶显示模组10”可通过

固定座188上的安装孔106与客户需要的结构或装置进行组装。在本实施例中，固定座188可

采用SMT表面贴装焊锡技术连接在硬性电路板18”上，可提高固定座188的安装效率。

[0049] 本发明的硬性电路板18、18’、18”上的灯罩181的两端为敞开设计，可灵活的与光

学模组16、16’进行组合安装，但为了避免光从灯罩181的两端漏出，可在灯罩181的两端设

置封板。图7是本发明一实施例的灯罩的立体结构示意图。如图7所示，在本实施例中，灯罩

181的两端分别设有第一封板107和第二封板108，第一封板107和第二封板108可根据光学

模组16、16’的厚度进行适应性设计，以方便灯罩181与光学模组16、16’进行配合安装为准。

[0050] 综上所述，本发明的液晶显示模组10、10’、10”的液晶面板14设置在背光模组15的

上方，光学模组16、16’设置在硬性电路板18、18’、18”上，并位于液晶面板14与硬性电路板

18、18’、18”之间，硬性电路板18、18’、18”上设有用于支撑固定液晶面板14的灯罩181和支

撑柱183，因此本发明的液晶显示模组10、10’、10”摒弃了胶框和铁框，避免了传统结构需要

的高昂的模具开发，降低了生产成本，方便液晶显示模组10、10’、10”组装，同时降低了液晶

显示模组10、10’、10”的厚度，易于实现液晶显示模组10、10’、10”的轻薄化和窄边框化。而

且，灯罩181是可拆装地连接在硬性电路板18、18’、18”上，摒弃了传统灯罩181由背板弯折

形成，提高了精度和灵活性。

[0051] 本发明还提供了一种液晶显示装置，该液晶显示装置包括如上所述的液晶显示模

组10、10’、10”。关于液晶显示装置的其它结构可以参见现有技术，在此不再赘述。

[0052] 以上结合附图详细描述了本发明的优选实施方式，但是本发明并不限于上述实施

方式中的具体细节，在本发明的技术构思范围内，可以对本发明的技术方案进行多种简单

变型，这些简单变型均属于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在上述具体实施方式中所描述的各个具体

技术特征，在不矛盾的情况下，可以通过任何合适的方式进行组合。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重

复，本发明对各种可能的组合方式不再另行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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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d

图3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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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b

图4a

图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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