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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以將可撓顯示器之多個功能層連結在一起之方法和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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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FLEXIBLE DISPLAY
(57)摘要

本發明可能關於提供一機制來使用容許基材層體堆疊有增進可撓性的光學清澈黏劑而將可撓顯 

示器的多種基材層體連結在一起，以及該光學清澈黏劑也可能光學地導引影像到在一顯示器表面上 

與一基體層體堆疊的顯示器層體未對準之位置上。本發明之實施例可能提供可包括增加可撓性及加 

強光學特性的一改良使用者介面。

The present invention may relate to provision of a mechanism to join together the various substrate 
layers of a flexible display with optically clear adhesives that permit improved flexibility of the substrate 
layer stack and may also optically guide images to locations on a display surface that are not aligned with 
the display layer of a substrate layer stack. Embodiments of the present invention may provide for an 
improved user interface which may include enhanced flexibility and enhanced optical character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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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明專利說明書
（本說明書格式、順序，請勿任意更動）

【發明名稱】（中文/英文）

用以將可撓顯示器之多個功能層連結在一起之方法和裝置

METHOD AND APPARATUS FOR JOINING TOGETHER 

MULTIPLE FUNCTIONAL LAYERS OF A FLEXIBLE 

DISPLAY

【技術領域】

[0001]本發明之一些範例實施例大體上係關於用一光 

學清澈黏劑將一裝置之顯示器的多個層體連結，並且更特 

定地，係關於用在顯示器之特定位置上提供更大可撓性之 

一光學清澈黏劑將一可撓顯示器的多個層體連結。

【先前技術】

[0002]近年來，對於薄型可撓性顯示器的發展做出了相 

當的進步。例如，已知的有一顯示器裝置總成，其包括可 

繞著一軸捲曲的一可撓式顯示器裝置。基於這些技術包括 

厚度少於一毫米的全彩高解析度可撓式有機發光二極體 

OLED顯示器之一範圍的可撓式電子裝置正引入市場。此等 

努力的目標是去提供顯示器優越的操控性、對比以及可撓 

性。

[0003]當習知的顯示器由多個諸如玻璃和硬聚合物的 

剛性材料之層體所做成，可撓式顯示器則採用諸如薄膜的 

可撓式材料之多個層體。可撓性可能對顯示器增加耐用 

性，並且可能經由額外的使用者輸入機制而增多功能性。 

然而，此等可撓式顯示器的可撓性受到使用來生產顯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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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材料以及在撓曲期間於顯示器的多層間的移動而至少部 

分地限制住。

【發明內容】

[0004]-方法以及裝置提供來藉著使用特別組配來特 

別在可能發生最大程度撓曲的區域提高顯示器可撓性之材 

料，而使一可撓式顯示器的改良可撓性可以實現。

[0005] —範例實施例可能提供一方法，其包括了積設光 

學清澈黏劑之一層體在一第一基材上，以及層疊一第二基 

材在光學清澈黏劑上與第一基材相對立。光學清澈黏劑可 

能包括一第一彈性模數的一第一區域和一第二彈性模數的 

一第二區域，其中第二彈性模數不同於第一彈性模數。光 

學清澈黏劑可能包括一液態光學清澈黏劑，或者光學清澈 

黏劑可能是一薄膜。該方法可能包括交聯第一區域的光學 

清澈黏劑至一第一程度，以及交聯第二區域的光學清澈黏 

劑至與第一程度不同的一第二程度。光學清澈黏劑的交聯 

可能藉著紫外線輻射曝光施行，並且光學清澈黏劑的第二 

區域可能被遮阻而免受至少一部份的紫外線輻射照射。光 

學清澈黏劑的交聯可能選擇地藉著施加熱能或者一化學交 

聯劑來施行。積設光學清澈黏劑之一層體可能包括印出一 

第一光學清澈黏劑的一圖案以形成光學清澈黏劑之該第一 

區域。積設光學清澈黏劑之一層體可能另包括印出一第二 

光學清澈黏劑的一第二圖案以形成光學清澈黏劑之該第二 

區域。第二彈性模數可能低於第一彈性模數，並且光學清 

澈黏劑的第二區域可能界定高可撓性的一區域。

2



201500225

[0006]本發明之實施例可能提供包括一顯示器堆疊的 

一裝置。顯示器堆疊可能包括一第一基材、積設在第一基 

材上的光學清澈黏劑之一層體以及一第二基材。該光學清 

澈黏劑之層體可能界定有一第一彈性模數的一第一區域以 

及有一第二彈性模數的一第二區域，其中第一彈性模數不 

同於第二彈性模數。第二彈性模數可能低於第一彈性模 

數，並且光學清澈黏劑之該第二區域可能界定有著較由光 

學清澈黏劑之該第一區域所界定的顯示器堆疊之一區域更 

大的可撓性之顯示器堆疊的一區域。光學清澈黏劑可能包 

括一液態光學清澈黏劑。該液態光學清澈黏劑可能在第一 

區域交聯至一第一程度，並且在第二區域交聯至與第一程 

度不同的一第二程度。光學清澈黏劑之第一區域可響應於 

紫外線輻射曝光而被熟化。

[0007]本發明的實施例可能提供包括一第一基材、積設 

在第一基材上的光學清澈黏劑之一層體以及一第二基材之 

一顯示器堆疊。該光學清澈黏劑之層體可能界定有一第一 

折射係數之一第一圖案化區域。該光學清澈黏劑之層體可 

能界定包括一第二折射係數之一第二圖案化區域。第一折 

射係數可能不同於第二折射係數；然而，第一折射係數也 

可能同於第二折射係數。第一圖案化區域和第二圖案化區 

域可能包括一樣的光學清澈黏劑，以及其中第一圖案化區 

域可能被熟化到一第一程度並且其中第二圖案化區域可能 

被熟化到與第一程度不同的一第二程度。第一圖案化區域 

可能由紫外線輻射曝光使之熟化。第一圖案化區域和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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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案化區域可能各包括一不同的光學清澈黏劑。第一圖案 

化區域可能印到第一基材上。

【圖式簡單說明】

[0008]雖然已用廣義用語描述本發明之實施例，但現在 

將參照附圖，該等附圖不一定依比例繪製，並且其中：

[000刃圖1係可能受益於本發明之範例實施例的一行動 

終端機之一槪略方塊圖 ；

[0010]圖2A、2B和2C根據本發明的一範例實施例圖示 

有一選擇性圖案化的光學清澈黏劑之一顯示器堆疊；

[0011]圖3根據本發明圖示液態光學清澈黏劑的圖案化 

積設過程之一範例實施例；

[0012]圖4根據本發明圖示藉著選擇性熟化一均勻層體 

所產生的圖案化光學清澈黏劑之一範例實施例 ；

[0013]圖5根據本發明圖示選擇性圖案化的光學清澈黏 

劑之一範例實施例；

[0014]圖6根據本發明圖示具有垂直對準的較高折射係 

數圓柱狀區域的選擇性圖案化光學清澈黏劑之一範例實施 

例；

[0015]圖7根據本發明圖示用來引導光從一顯示器到一 

覆蓋玻璃之一光導光學清澈黏劑；

[0016]圖8係根據本發明選擇性圖案化光學清澈黏劑的 

一範例實施例的流程圖。

【實施方式】

[0017]本發明之某些實施例現在將在後文中參考附圖 

4



201500225

更完整地描述，在圖式中會展示本發明某些但非全部的實 

施例。確實，此發明之眾多實施例可能以多種不同形式所 

體現，並且不應解讀爲受限於本文所提出的實施例；反而， 

這些實施例係被提供來使得本揭露內容將滿足適當的法律 

要求。整篇說明書中同樣的參考數字標示同樣的元件。當 

本文使用時，”資料”、”內容”、”資訊”等詞以及類似的詞可 

能互換地使用，來表示根據本發明之某些實施例能夠被發 

送、接收及/或儲存的資料。因此，任何此等詞的使用不應 

被拿來限制本發明的實施例之精神及範圍。

[0018]此外，當在本文使用時，"電路系統(circuitry)55 

一詞係意指(a)唯硬體電路施行態樣(例如在類比電路系統 

及/或在數位電路系統中的施行態樣)；(b)電路及包含了存 

放在一個或多個電腦可讀記憶體上的軟體及/或韌體指令 

之電腦程式產品的組合體，該等指令一起運作來致使一裝 

置實行本文所描述的一或多個功能；以及(c)例如諸如一微 

處理器或一微處理器之一部分之電路，其需要用於運行之 

軟體或韌體，即便該軟體或該韌體非實體存在。”電路系統” 

之定義適用於此一詞在本文中的所有使用，包括在任何請 

求項中。作爲另一例子，當本文使用時，”電路系統”一詞 

也包括一包含一或多個處理器及/或其部分以及相伴隨的 

軟體及/或韌體之施行態樣。作爲另一例子，”電路系統”一 

詞在本文中使用時也包括，例如，供給一行動電話用的一 

基頻帶積體電路或應用處理器積體電路、或在一伺服器、 

一蜂巢式網路裝置、其他網路裝置及/或其他運算裝置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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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類似積體電路。

[0019]本發明之某些實施例可能關於提供一機制來用 

光學清澈黏劑將一可撓式顯示器之多個基材層體連結在一 

起，該等光學清澈黏劑允許基材層體堆疊有改良可撓性並 

且也可能光學地引導影像到一顯示器表面上與一基材層體 

堆疊中的顯示器層體未對準的位置。本發明的實施例可能 

提供能包括增高可撓性和增強光學特性的一改良使用者介 

面。

[0020]圖1圖示可能受益於本發明之實施例的一行動終 

端機10之一方塊圖。然而，應知如所圖示及後文中所描述 

的行動終端機10係僅用來說明一形式的可能受益於本發明 

實施例的裝置，並且，因此，不應拿來限制本發明實施例 

的範圍。如此，雖然諸如：攜帶式數位助理（PDA）、行動電 

話、呼叫器、行動電視、遊戲裝置、膝上電腦、相機、平 

板電腦、觸控表面、穿戴式裝置、視訊紀錄器、音訊/視訊 

播放器，無線電、電子書、定位裝置（如全球定位系統（GPS） 

裝置）、或以上所述的任何組合以及其他形式的語音與本文 

通訊系統之多個形式的行動終端機，可能輕易地採用本發 

明之實施例，但是包括固定式（非行動）電子裝置的其他裝置 

也可能採用某些範例實施例。

[0021]行動終端機10可能包括與一發送器14和一接收 

器16可操作通訊的一天線12（或多個天線）。行動終端機10 

可能另包括諸如一處理器20或其他處理裝置（例如圖2的處 

理器70）之一裝置，其分別控制提供信號到發送器14和接收 

6 S



201500225

器16以及從發送器14或接收器16接收信號的動作。信號可 

能包括根據適用的蜂巢式系統的空中介面標準的發訊資 

訊，以及也包括使用者話語、接收到的資料及/或使用者產 

生資料。在此方面上，行動終端機10能夠使用一或多個空 

中介面標準、通訊協定、調變型式和接取型式而運作。藉 

著例示，行動終端機10能夠根據多種第一、第二、第三及/ 

或第四代通訊協定或類似協定等任一種而運作。例如，行 

動終端機10可能能夠根據下列通訊協定而運作：第二代(2G) 

無線通訊協定IS-136(分時多重接取(TDMA))、GSM(全域行 

動通訊系統)以及IS-95(分碼多重接取(CDMA))，或者諸如 

通用行動電信系統(UMTS)、CDMA2000、寬頻帶CDMA 

(WCDMA)以及分時同步CDMA (TD-SCDMA)等第三代(3G) 

無線通訊協定，諸如演進UMTS地面無線電接取網路 

(E-UTRAN)之3.9G無線通訊協定，第四代(4G)無線通訊協 

定(如長期演進系統(LTE)或長期演進系統升級版(LTE-A)) 

或類似者等。作爲一替代方案(或額外地)，行動終端機10 

可能能夠根據非蜂巢式通訊機制而運作。例如，行動終端 

機10可能能夠在無線區域網路(WLAN)或其他通訊網路中 

通訊。

[0022]在某些實施例中，處理器20可能包括想用來施行 

行動終端機10的音訊及邏輯功能的電路系統。例如，處理 

器20可能由一數位信號處理器裝置、一微處理器裝置、和 

各種類比轉數位轉換器、數位轉類比轉換器、和其他支援 

電路所構成。行動終端機10的控制及信號處理功能根據這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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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元件個別的能力分配給它們。處理器20因此可能也包括 

在調變與發送之前對訊息和資料作迴旋編碼及交插的功能 

性。處理器20可能額外地包括一內部語音編碼器，並且包 

括一內部資料數據機。另外，處理器20可能包括操作可能 

存放在記憶體中的一或多個軟體程式之功能性。例如，處 

理器20可能能夠操作諸如一習知網路瀏覽器的一連結性程 

式。連結性程式即可能允許行動終端機10根據例如一無線 

應用協定(WAP)、超本文傳輸協定(HTTP)及/或類似協定 

等，來發送及接收諸如基於位置之內容及/或其他網頁內容 

之網路內容。

[0023]行動終端機10可能也包含一使用者介面，其包括 

了全部與處理器20耦合之諸如一習知的耳機或喇叭24之一 

輸出裝置、一電鈴22、一麥克風26、一顯示器28和一使用 

者輸入介面。允許行動終端機10接收資料的使用者輸入介 

面可能包括允許行動終端機10接收資料的多種裝置中之任 

一個裝置，諸如一鍵盤30、一觸控顯示器(顯示器28提供這 

種觸控顯示器之一例子)或其他輸入裝置。在包括鍵盤30的 

實施例中，鍵盤30可能包括習知的數字(0-9)和相關的鍵 

(#，*)，和其他用來操作行動終端機10的硬和軟鍵。替換地 

或額外地-鍵盤30可能包括一習知的QWERTY鍵盤排列。 

鍵盤30也可能包括具有相關聯功能的多種軟鍵。此外，或 

者替換地，行動終端機10可能包括諸如一操縱桿或其它使 

用者輸入介面之一介面裝置。採用一觸控顯示器的某些實 

施例可能完全省略鍵盤30以及任何或全部的喇叭24、電鈴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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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和麥克風26。行動終端機的實施例可能另包括例如作爲 

使用者介面的部分之一轉換器19。轉換器19可能係用來對 

一使用者提供觸覺回授之一觸覺轉換器。觸覺回授可能係 

響應於由使用者或由行動終端機所接收的輸入而提供，用 

以對一使用者提供觸覺通知。

[0024]行動裝置的顯示器，諸如行動終端機10的顯示器 

28，可能使用多層式顯示器來使顯示器的功能性可以實 

現。例如，一觸控螢幕顯示器可能包括一透明表面層、一 

或多個透明傳導層(例如用來使觸控輸入可以實現)、提供剛 

性之一玻璃層以及一發光二極體(LED)、有機發光二極體 

(OLED)或液晶顯示器(LCD)層。多種顯示器(如，聚合物分 

散液晶(PDLC)或其它反射式LCD顯示器、電泳(EP)、電螢 

光(EL)、電潤濕(EW)電色(EC)或諸如基於受抑內反射或法 

布里-伯羅(Fabry Perot)腔之干涉的其它光學調變效應)將用 

包括或省略上述的層體之多種基材層、以及可能提供額外 

耐用性、功能性等之多個其它基材層來組配。然而，在各 

情形中，此等層體需諸如經由黏劑彼此連結來提供一清澈 

且可使用的顯示器。光學清澈黏劑(OCA)—般用來將在包括 

一電子顯示器的一電子裝置中的多個功能性層體連結在一 

起。OCA提供用來將諸如一顯示器視窗、觸控螢幕、偏振 

器和顯示器(如一LCD顯示器)的組件連結在一起的裝置，以 

形成可能隨後整合進裝置中的最終顯示器堆疊。OCA必須 

提供充足的黏力及透明度，以確保顯示器堆疊係足夠堅固 

禁得起長期使用和環境狀況，尤其是當顯示器堆疊有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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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來與裝置互動的一觸控螢幕時。

[0025]習知的顯示器實質上係剛性的並且包括一玻璃 

或其它基材，而近來的發展已能夠生產可能有額外益處的 

可撓式顯示器。可撓式顯示器可能對電子裝置促成一額外 

程度的互動性及額外形式因子。例如，一”動作裝置”可能 

使用可以彎曲及扭轉來做選取、縮放影像等的一可撓式有 

機發光二極體(OLED)顯示器。此等可撓式裝置可能對用來 

將顯示器堆疊基材接合在一起之OCA材料有更爲嚴格的要 

求，因爲相對於一習知剛性堆疊，OCA及顯示器堆疊中的 

層體將受到更大的應力及應變。在一折疊式顯示器的範例 

實施例中，顯示器堆疊及OCA沿著摺疊線將受到極度的應 

力及應變，因爲曲率半徑可能相當小。

[0026]在一可撓式電子裝置的範例實施例中，顯示器堆 

疊可能含有包括顯示器、觸控螢幕和顯示器視窗的好幾個 

層體，該等層體全部可能需要用充足的黏力及透明度接合 

在一起，來允許與裝置作觸控互動以及扭曲及彎曲互動 。 

此接合可藉著使用呈一薄膜形式的OCA材料來完成，該薄 

膜在層疊期間施加熱、壓力、UV輻射、化學熟化或這些手 

段之某組合而附著於相鄰層體。爲了允許有極度的形變(例 

如折疊)，OCA材料必須能夠允許在多種組件層體間有一可 

觀數量的滑動，以及提供一些應變釋除作用在例如顯示器 

和觸控螢幕間或在顯示器和顯示器視窗間。同時，OCA材 

料也必須在功能性層體間提供黏力 。

[0027]本文所提供的係用來實現一 OCA層體之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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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該OCA層體具有具不同彈性模數及折射係數的選擇性 

圖案化區域，以允許定位層疊薄膜的中軸及產生視覺顯示 

效果。OCA層體包括不同彈性模數之區域的範例實施例， 

可能控制一可撓式顯示器摺疊線上之應力。選擇性圖案化 

及熟化步驟的使用可允許產生一黏著連結層體，該層體可 

以有：剛硬、妥適黏著、提供剛性、堅固性、並且防止基 

材下垂的區域，以及具有一低得多的彈性模數或在不會產 

生明顯應力及不會使基材層體彼此分開的情況下保持液態 

以及允許有高剪應變及明顯彎曲的區域。

[0028]圖2圖示可能沿著一折疊線允許有最小應變移轉 

之選擇性圖案化的OCA結構。一層體化堆疊顯示器100之一 

前視圖示於圖2A，而圖2B圖示同一層體化堆疊顯示器100 

的一輪廓圖。此層體化堆疊係簡化成包括只有兩個基材層 

體；然而，實施例可能包括多個層體，各經由一圖案化OCA 

結構而連結。第一基材層體110藉著一OCA 130的層體與第 

二基材層體120分開。OCA130可能包括低彈性模數的一區 

域OCA 136以及比低彈性模數區域還剛硬的較高彈性模數 

之一區域OCA 134。此等區域可被選擇性圖案化，讓低彈 

性模數區域OCA136設置鄰近於層體化堆疊顯示器100可繞 

其彎曲或折疊之一折疊線140 °圖2C圖不堆疊顯不器100繞 

折疊線140折疊，以使得低彈性模數OCA被撓曲而較高彈性 

模數OCA 134保持未撓曲。當基材層體相對彼此移動時 ， 

設置在基材層體間的OCA鄰近彎曲/折疊處經歷高剪力，而 

設置在基材層體間之OCA 134在保持未撓曲處不會經歷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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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的剪力。

[0029]本文所描述的係產生一圖案化OCA材料的幾個 

方法。雖然本文描述之方法可能關於將兩個基材連結在一 

起，但如同一此領域之一般技藝者將明顯看出地，連結方 

法可能重複或和其它連結方法結合來將額外層體連結在一 

起，以形成一完整顯示器堆疊。因此，要把本文提供的例 

子理解爲可在必要時對多個層體重複執行。

[0030] —第一範例實施例可能包括使用一液態光學清 

澈黏劑(LOCA)的選擇性覆印以在基材要連結的一或兩個 

基材上來產生OCA的圖案化區域。LOCA可能使用熱及/或 

紫外(UV)輻射曝光及/或化學交聯而熟化或部分熟化。如圖 

3所示，當熟化時具有不同彈性模數之兩個不同LOCA材 

料'可接續地被印來產生具有不同韌度的圖案化區域之一 

黏著層。一基材160可能用熟化時具有一彈性模數X的 

LOCA 150來選擇性圖案化。基材未塗覆的區域可能，在某 

些實施例中，留白來產生氣隙。替換地，未塗覆的區域可 

能用具有一彈性模數Y之另一LOCA 170來圖案化。第二基 

材190可能層疊在LOCA 150、170之上。層疊可能在真空下 

進行以移除氣泡。堆疊可能然後均勻地暴露於UV180(及/ 

或熱)來熟化LOCA並且將兩個基材連接在一起。結果即爲 

具有不同彈性模數區域的一OCA層體。

[0031]依據用來積設這兩種形式的LOCA的圖案化方 

法，可以使用此基礎手段的一些變化態樣。例如，在不破 

壞LOCA之第一濕潤層體情況下'可能難以模板覆印一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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濕潤層在一第一濕潤層體的區域間，因爲模板可能需要緊 

密接觸覆印層來達到經由模板到基材上的適當材料轉移作 

用。一厚的金屬模板可能使用，其中袋口被蝕刻在底側上， 

來允許在不破壞LOCA之第一濕潤層體的情況下，讓模板接 

觸基材。假如第二覆印LOCA有適度低的黏滯性並且在基材 

上充分濕潤，LOCA之第二覆印層將分散在基材上來完全塡 

滿第一LOCA留下的間隙。同樣的問題可能發生在篩網覆 

印，因爲一篩網覆印裝置的刮液刀可能強制篩網去接觸既 

存的LOCA之第一濕潤層。使用一噴墨列印機或閥噴注列印 

機或噴灑器來積設第二濕潤層在第一濕潤層體間，即可避 

免此問題。替換地，第一OCA層體可能係可以在層疊之前 

或之後使某些區域移除以產生所欲圖案的一乾的薄膜黏 

劑，第二LOCA層體就可以被覆印或被塗覆到第一層體內的 

間隙中。

[0032]用來覆印第二層體的另一方法可能在圖案化第 

一LOCA材料後來實行第二基材的層疊，將基材暴露於UV 

輻射或熱來熟化，然後用第二LOCA材料回塡氣隙。此一方 

法可能在真空下，使用類似於使用來對LCD顯示器充塡液 

晶溶液的那些方法來實行。可把空腔置放在LOCA材料中以 

及可施加一真空；當真空解除時，LOCA會塡入間隙。篩網 

或模板覆印可能用來圖案化第一LOCA材料，並且此方法可 

能在兩個不同熟化的OCA材料間提供分明的邊界，因爲不 

會發生如在LOCA材料潤濕時緊密鄰近覆印時可能發生的 

擴散或混合。如需要，第二LOCA材料可被熟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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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3]根據某些範例實施例，在兩個要連結之基材間可 

以只積設一單一圖案化LOCA層體，以及覆印形貌體間可留 

下氣隙，來允許當堆疊經歷諸如摺疊之極度應變時有最小 

的應力移轉。在其它實施例中，一折射係數匹配液體可能 

在層疊步驟後用來充塡氣隙，其可將應力移轉最小化，但 

也可能避免因爲在一熟化的OCA及一氣隙間之折射係數巨 

大的改變而可能發生之任何不要的光學(例如散射或繞射) 

效應。

[0034]另些實施例可能包括預先圖案化的基材來包括 

提高的岸/壁 ' 以使第一LOCA以及第二LOCA材料可覆印在 

分開的區塊，來防止或降低它們在熟化前的混合。例如， 

塑膠可能包括壓印微重複物或奈米壓印物，可撓式玻璃可 

能包括窄小邊界區塊之覆印及熟化，其可以如上述地執行。

[0035]本發明之另一範例實施例可能包括一均勻 

LOCA膜的選擇性熟化來產生不同彈性模數之圖案化區 

域。在此一實施例中，一LOCA可能首先用諸如狹縫模塗覆 

(slot-die coating)、條塗覆、桿塗覆、刀塗覆或類似者之一 

薄膜塗覆技術來散佈，以形成均勻厚度的一濕潤膜。要連 

結的基材可能然後在真空下層疊在一起以移除任何不要的 

氣泡。對於UV輻射可熟化的LOCA，UV輻射曝光可經由具 

有所欲圖案之一影光罩來實行，以使LOCA的某些區域接收 

一較多的UV曝光，並且變得交聯至比其他較少曝光之區域 

更高的程度。有一較高程度交聯的區域可能比有較低交聯 

密度之區域有一較高彈性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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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6]選擇地，一熱熟化正光阻LOCA可配合一光抑制 

劑來使用。在此一實施例中，暴露於UV輻射及熱熟化的 

OCA區域相對於未曝露之區域可能已光軟化。此一實施例 

之一優點可能包括交聯劑和基本單聚物與使它們對進一步 

的熟化有阻抗性之一光抑制劑組合在一起。使用一影光罩 

允許整個樣品的一快速選擇性曝光，但在遮罩之區域對曝 

光可能有最小的控制。隨意而定地，諸如一UV LED或雷射 

的一UV點來源，可能使用來選擇性寫進LOCA之小區域。 

雖然可能更爲精確並且在樣品所有區域中提供UV曝光之 

更大的掌控，但此一實施例可能需要更多時間來實行。

[0037]圖4圖示選擇性熟化一均勻層體之一範例實施 

例。在所圖示的實施例中，一均勻LOCA材料200層體可能 

藉著一習知的薄膜塗覆方法散佈於一第一基材層體210 

上。一第二基材層體220可能在真空下層疊在LOCA材料200 

之上。一影光罩230可能施用在層體化堆疊(第一基材210、 

LOCA 200及第二基材220)±，並且遮罩的堆疊可能暴露於 

熱或UV輻射225 °暴露於熱或UV輻射產生具有不同交聯密 

度之區域，依據是否它們係LOCA 200的受遮罩240或未遮 

罩250部分而定。交聯的不同導致不同彈性模數區域。

[0038]額外或替換於UV熟化，選擇性熱熟化可以類似 

方式使用來產生不同彈性模數之區域。例如，諸如聚二甲 

基矽氧烷(PDMS)之矽樹脂材料可以依據熟化溫度交聯至 

不同程度。在兩個基材層疊之後，熱可使用一紅外線(IR) 

加熱器與影光罩、一 IR點熟化系統(如雷射)或直接使用一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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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化熱轉移板而施加。後一種方法在基材對uv輻射不透光 

時特別有用。

[0039] LOCA的某些範例實施例可能包括濕氣可熟化 

矽樹脂LOCA，其中基材可藉著在塗覆LOCA前覆印水而選 

擇性圖案化。一旦層疊，UV熟化將只熟化與水接觸到的 

LOCA區塊。水圖案化及LOCA熟化步驟可依序重複來遍及 

所欲之區域得到較佳的水接觸。

[0040]在一範例實施例中，透光或實質透光、導電或導 

熱路徑可能在用一熱熟化LOCA塗覆基材之前，圖案化至基 

材或多個基材上。層疊後，電流可被驅動經過其導體來產 

生局部加熱，並且因此局部熟化LOCA。

[0041]化學熟化LOCA可以也藉著將交聯試劑圖案化 

積設到單聚物材料的一均勻塗層上而選擇性熟化。例如， 

單聚物可以被狹縫塗覆、條塗覆、微凹版覆印等，並且交 

聯劑可以接著藉由諸如噴墨覆印、噴灑或模板覆印之一非 

接觸式圖案化積設技術，來只施加在所欲的位置。以此方 

式，LOCA可能在有一高交聯密度的某些區域選擇性熟化 ， 

而其他區域維持少的或沒有交聯，以產生高和低彈性模數 

之區域，以及在某些例子中固態及液態材料之區域。

[0042]任何上述之方法可以使用來產生選擇性圖案化 

OCA層體。圖2圖示組配來藉著使用繞著摺疊線140的較柔 

軟OCA之區域來允許顯示器堆疊的極度彎曲之一結構的一 

範例實施例。在某些情況中，減小韌度之區域可以是氣隙、 

未熟化液體或有一較低彈性模數的OCA。圖5圖示允許於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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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器堆疊260摺疊時在高應變處有應力釋除作用的一選擇 

性圖案化OCA之另一範例實施例。在所示之實施例中，較 

高彈性模數區域290由可能是空氣、未熟化液體或一較低彈 

性模數OCA材料之較低彈性模數區域280所環繞。一摺疊線 

270可圖示顯示器可沿其折疊之一條線。較高模數區域290 

也可能對著摺疊線以90度取向，以對沿著摺疊線的緊實彎 

曲提供阻抗性。

[0043]本發明之實施例可降低基材層體之一堆疊的相 

鄰層體間的應力移轉，以允許一堆疊式顯示器的可撓性及 

彎曲性。藉著改變材料間彈性模數的比例，以及在基材層 

體間安置材料，根據想要的可撓性及想要彎曲的位置，一 

中軸可以調諧至各層體。一可撓顯示器整體韌性，可以藉 

著在層體間策略性安置低彈性模數OCA而使顯示器堆疊更 

易於以較低力量彎曲，而顯著的降低。低模數OCA可以圖 

案化以使橫跨顯示器或其一部分之一更爲想要的應力分佈 

得以實現。

[0044]除了產生不同彈性模數之區域，以上方法可以使 

用來產生具有不同折射係數的區域，其可使用來依據不同 

區域之幾何及方位而導引光。根據本發明之某些實施例， 

緊接在顯示器層體上(例如緊接在OLED顯示器層體上)的 

OCA層體之選擇性熟化，可用來產生允許從顯示器射出之 

光線選擇性地被導引的一光導黏著層。例如，一光導黏著 

層可用來沿循一三維玻璃視窗的曲率，或來增加顯示器的 

可視面積以得到邊到邊視野及邊框寬度(bezel width)的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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縮。

[0045]藉著選擇性交聯在LOCA中的圓柱狀區域，一光 

纖板可被產生。圖6圖示有一底基材340和一頂基材330的顯 

示器堆疊300，其包括具有直徑約爲1-50微米垂直對準之較 

高折射係數320圓柱狀區域的一圖案化OCA層體安置於底 

基材340和頂基材330間，該等柱狀區域由具有一較低折射 

係數的一OCA310區域（或空氣、未熟化液體等）所環繞。此 

一實施例產生複合OCA層體，其行爲像一光纖面板並且可 

以光學地將影像從下層顯示器導引至顯示器視窗之頂面。

[0046]根據某些範例實施例，包括有著一相對高的折射 

係數320之對準圓柱OCA區域及具有一相對較低折射係數 

310之區域的複合OCA層體，可能將影像從顯示器（如基材 

340）導引至一較大蓋面的邊緣。圖7圖示一範例實施例，其 

中一複合OCA層體可從顯示器基材340將影像導引至一較 

大蓋面玻璃基材350的邊緣，以給予有著最小邊界的邊到邊 

顯示內容之一印象。在極端的案例中，複合OCA層體可使 

用來從顯示器基材340將影像導向至一彎曲玻璃蓋面視窗 

360的邊緣，以給人一繞邊式顯示器之印象。

[0047]在一範例實施例中，一高折射係數320的圓柱體 

可能用一濕氣可熟化矽樹脂LOCA藉著依序將水覆印至選 

擇的區塊及以LOCA覆塗而形成。藉著在逐漸改變濕氣樣式 

時重複水覆印及LOCA層化步驟，傾斜的或彎曲的圓柱即可 

能形成。

[0048]在一實施例中，具有圓孔的一UV光罩可能施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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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第一基材下，只要第一基材係UV輻射可透性。一UV 

輻射源可從基材下施加 > 而LOCA只會噴墨覆印在圓孔位 

置。噴墨覆印的LOCA可實質上立即熟化以使一柱體逐漸形 

成。滴墨的位置在柱體生成時可以些微位移，因爲UV輻射 

在柱體形成時被導引經過柱體。變彎的/彎曲的柱體陣列可 

以以此方式形成。作爲一最終操作步驟，一完整覆塗LOCA 

層可能施用並且頂部基材層疊。UV光可能沿著柱體再次被 

導引來在圓柱體的頂端形成一熟化連結至最上面基材。

[0049]根據本發明之範例實施例可供可撓式基材使用 

的材料可能包括聚乙烯2, 6-荼二甲酸(PEN)、聚對苯二甲酸 

乙二醇酯(PET)、聚醯亞胺(PI)、聚碳酸酯(PC)、聚乙烯 

(PE)、聚氨酯(PU)、聚甲基丙烯酸甲酯(PMMA)、聚苯乙烯 

(PS)、諸如聚異戊二烯、聚丁二烯、聚氯丁烯、聚異丁烯、 

丁月青丁二烯和苯乙烯丁二烯的天然橡膠、諸如聚二甲基矽 

氧烷(PDMS)的飽和彈性體材料、矽樹脂橡膠、氟矽樹脂橡 

膠、氟橡膠、全氟橡膠、諸如苯乙烯嵌段共聚物、熱塑性 

聚烯燈、熱塑性硫化橡膠、熱塑性聚氨酯(TPU)熱塑性共聚 

酯的乙烯醋酸乙烯酯(EVA)熱塑性彈性體、可熔融加工橡 

膠。金屬箔片，在TFT及顯示器可產生於其上的特殊平面化 

金屬箔片中5也可能使用。

[0050] —可撓式顯示器堆疊之多個層體也可包括諸如 

有機發光二極體(OLED)、液晶(LCD)、聚合物分散液晶 

(PDLC)或其它反射式LCD顯示器、電泳(EP)、電螢光(EL)、 

電潤濕(EW)電色(EC)或諸如基於受抑內反射或法布里-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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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腔之干涉的其它光學調變效應的可撓式顯示器。

[0051]在可撓式顯示器係接觸靈敏式之範例實施例 

中，接觸靈敏層體可基於電阻式、光學式或電容式接觸感 

知來運作。此接觸感知層體可能或可能不被包括來作爲顯 

示器層體的部分，呈胞內式或胞上式觸控能力之形式或使 

用光學感知像素。基於電阻式或電容式觸控之分隔接觸感 

知層體可能包括從下列材料所建立的導電圖案：諸如氧化 

錮錫(ΙΊΌ)、氟摻雜的氧化錫(FTO)、鋁摻雜的氧化鋅(AlZnO) 

的透明導電金屬氧化物、聚(2,3-二氫嚏吩-1,4-二氧雜環己 

烯)-聚(苯乙烯磺酸)(PEDOT:PSS)、聚毗咯(Ppy)、銀奈米 

線、奈米碳管以及包括其石墨烯複合物的石墨烯基材料或 

任何其它合適的材料。

[0052]光學清澈黏劑可由多種材料作成。習知LOCA可 

由丙烯酸、聚氨酯、甲基丙烯酸甲酯或矽樹脂基材料作成。 

除了UV及熱熟化，某些矽樹脂基LOCA係”濕氣”可熟化(濕 

氣與UV的組合)，以及其它可藉著加入化學交聯劑而化學熟 

化，該交聯劑可能或可能無法藉一金屬催化。合適的例子 

包括由以下廠商所提供的材料：漢扣(Henkel)公司諸如他們 

319XX系列的UV熟化丙烯酸及矽樹脂產品、或3M公司的 

21xx系列之UV熟化丙烯酸黏劑、迪洛(Delo)公司的光學接 

合(Photobond)產品及迪馬克思(Dymax)公司的UV可熟化黏 

劑9008 °

[0053]圖8係根據本發明之範例實施例的技術之流程 

圖。要了解此流程圖的各方塊，以及此流程圖中諸方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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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種組合，可能由多種手段實施。因此，此流程圖之方塊 

支持用來實行特定功能之手段的組合以及用來實行特定功 

能之操作的組合。也要了解此流程圖的一或多個方塊，以 

及此流程圖中諸方塊之組合，可以藉執行特定功能之特殊 

用途基於硬體的電腦系統、或特殊用途硬體及電腦指令的 

組合體來實施。

[0054]在此方面，根據本發明一實施例示於圖8的方 

法，可能包括在步驟410積設光學清澈黏劑的一層體於一第 

一基材上。光學清澈黏劑可能由上述手段之任一種來積 

設，其包括噴墨覆印、篩網覆印、狹縫塗覆、條塗覆、微 

凹版覆印等。在步驟420，—第二基材可能層疊至光學清澈 

黏劑。光學清澈黏劑可能包括具有一第一彈性模數之一第 

一區域以及具有一第二彈性模數之一第二區域。第一彈性 

模數可能高（較堅韌）於第二彈性模數。

[0055]在某些實施例中，某幾個以上的操作可能如以下 

描述地修改或進一步擴大。再者，在某些實施例中，可能 

也包括額外任選的操作。應知，以下修改態樣、任選的附 

加態樣或擴大態樣各可能跟著以上操作單獨或與本文描述 

的特徵中任何其它者組合而被包括。在某些實施例中，第 

一區域的光學清澈黏劑可能交聯至一第一程度，諸如藉著 

經由暴露於UV輻射或熱而熟化。在步驟430，如果必要， 

第二區域可能交聯至一不同程度。

[0056]本文所提及發明的多個修改態樣以及其它實施 

例將會由熟於此等發明所屬領域之技術者思及，同樣具有 

呈現於前文描述內容及相關聯圖式的教示之益處。因此， 

要理解，此等發明不限於所揭露之特定實施例，並且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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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樣及其它實施例意欲包括進後附申請專利範圍的範疇 

中。此外，雖然前文描述內容及相關聯圖式就元件及/或功 

能的某些範例組合描述了某些範例實施例，但應知，元件 

及/或功能的不同組合在不偏離後附申請專利範圍的範疇 

的情況下可能由替代實施例所提供。在此方面，例如，不 

同於以上所明確描述者之元件及/或功能的組合體也可理 

解爲可能在某些後隨請求項中所提及。雖然本文使用了特 

定名詞，它們只以大致及描述用的角度所使用，以及無限 

制之意。

【符號說明】

ίο...行動終端機

14…發送器

19.··轉換器

22…電鈴

26.··麥克風

30···鍵盤

12.. .天線

16···接收器

20···處理器

24.. .喇叭

28.. .顯示器

31···感測器

38.. .UIM

40···依電性記憶體

42.··非依電性記憶體

100…層體化堆疊顯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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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210··.第一基材層體

120、220···第二基材層體

130.··光學清澈黏劑(OCA)

134.. .較高彈性模數區域OC A

136.··低彈性模數區域OCA

140、270...摺疊線

150…具有一彈性模數X之液態OCA

160.. .基材

170…具有一彈性模數Y之液態OCA

180.. .紫外線輻射及/或熱

190.. .第二基材

200…液態光學清澈黏劑(LOCA)材料

225.··熱或紫外線輻射

230…影光罩

240.. .受遮罩部分

250.. .未受遮罩部分

260、300...顯示器堆疊

280···較低彈性模數區域

290.··較高彈性模數區域

310.. .具有較低折射係數的一區域

320···較高折射係數的圓柱狀區域

330·.·頂基材

340.. .顯示器基材/底基材

350·.·蓋面玻璃基材

360…彎曲玻璃蓋面視窗

410 ' 420、430...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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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00225 發明摘要
探申請案號：/QM 〃/幺＜/

※申請日：23、' '丄7 ※【卩。分類：»2卜％花（2006.01）

。。口 （2006.01）
【發明名稱】（中文/英文）

用以將可撓顯示器之多個功能層連結在一起之方法和裝置

METHOD AND APPARATUS FOR JOINING TOGETHER MULTIPLE 
FUNCTIONAL LAYERS OF A FLEXIBLE DISPLAY

【中文】

本發明可能關於提供一機制來使用容許基材層體堆疊有增進可撓 

性的光學清澈黏劑而將可撓顯示器的多種基材層體連結在一起，以及 

該光學清澈黏劑也可能光學地導引影像到在一顯示器表面上與一基體 

層體堆疊的顯示器層體未對準之位置上。本發明之實施例可能提供可 

包括增加可撓性及加強光學特性的一改良使用者介面。

【英文】

The present invention may relate to provision of a mechanism to join 
together the various substrate layers of a flexible display with optically 
clear adhesives that permit improved flexibility of the substrate layer 
stack and may also optically guide images to locations on a display 
surface that are not aligned with the display layer of a substrate layer 
stack. Embodiments of the present invention may provide for an 
improved user interface which may include enhanced flexibility and 
enhanced optical character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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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圖】

【本案指定代表圖】：第(2C )圖。

【本代表圖之符號簡單說明】：

134…較高彈性模數區域光學清澈黏劑(OCA)
136…低彈性模數區域光學清澈黏劑(OCA)

【本案若有化學式時，請揭示最能顯示發明特徵的化學式】:

(無)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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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專利範圍

ΐ· 一種方法，其包含：

積設光學清澈黏劑之一層體在一第一基材上；及 

層疊一第二基材到該光學清澈黏劑上與該第一基 

材相對立；

其中該光學清澈黏劑之一第一區域包含一第一彈 

性模數，

其中該光學清澈黏劑在該第一區域以外之一第二 

區域，包含一第二彈性模數，及

其中該第一彈性模數係不同於該第二彈性模數。

2. 如請求項1之方法，其中該光學清澈黏劑包含一液態光 

學清澈黏劑或一薄膜光學清澈黏劑。

3. 如請求項2之方法，另包含交聯該第一區域的該光學清 

澈黏劑至一第一程度，以及交聯該第二區域的該光學清 

澈黏劑至一第二程度，該第二程度不同於該第一程度。

4. 如請求項3之方法，其中該光學清澈黏劑的該交聯係藉 

由暴露於紫外線輻射而實行。

5. 如請求項4之方法，其中該光學清澈黏劑之該第二區域 

受遮阻免受於至少一部分的紫外線輻射。

6. 如請求項3之方法，其中該光學清澈黏劑的該交聯係藉 

由施加熱而實行。

7. 如請求項3之方法，其中該光學清澈黏劑的該交聯係藉 

由一化學交聯劑的施用而實行。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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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如請求項1之方法，其中積設光學清澈黏劑的一層體包 

含覆印一第一光學清澈黏劑的一圖案來形成該光學清 

澈黏劑的該第一區域。

9. 如請求項8之方法，其中積設光學清澈黏劑的一層體另 

包含覆印一第二光學清澈黏劑的一第二圖案來形成該 

光學清澈黏劑的該第二區域。

10. 如請求項8之方法，另包含潤吸(wicking)一第二光學清 

澈黏劑到該第一光學清澈黏劑間形成的空隙內來形成 

該光學清澈黏劑的該第二區域。

11. 如請求項1之方法，其中該第二彈性模數低於該第一彈 

性模數，並且其中該光學清澈黏劑的該第二區域界定可 

撓性提高之一區域。

12· —種裝置，其包含：

一顯示器堆疊，其包含：

一第一基材；

積設在該第一基材上的光學清澈黏劑之一層 

體；以及

一第二基材；

其中光學清澈黏劑之該層體界定具有一第一彈性 

模數的一第一區域，

其中光學清澈黏劑之該層體界定具有一第二彈性 

模數的一第二區域，以及

其中該第一彈性模數不同於該第二彈性模數。

13.如請求項12之裝置，其中該第二彈性模數低於該第一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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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模數，以及該光學清澈黏劑之該第二區域界定具有比 

由該光學清澈黏劑之該第一區域所界定的該顯示器堆 

疊之一區域爲大的可撓性之該顯示器堆疊之一區域。

14. 如請求項12之裝置，其中該光學清澈黏劑包含一液態光 

學清澈黏劑。

15. 如請求項14之裝置，其中該液態光學清澈黏劑在該第一 

區域交聯至一第一程度，以及在該第二區域交聯至與該 

第一程度不同的一第二程度。

16. 如請求項12之裝置，其中光學清澈黏劑之該第一區域響 

應於紫外線輻射曝光而熟化。

17. —種裝置，其包含：

一顯示器堆疊，其包含：

一第一基材；

積設在該第一基材上的光學清澈黏劑之一層

體；以及

一第二基材；

其中光學清澈黏劑之該層體界定具有一第一折射 

係數的一第一圖案化區域 ，

其中光學清澈黏劑之該層體界定具有一第二折射 

係數的一第二圖案化區域，以及

其中該第一折射係數不同於該第二折射係數。

18. 如請求項17之裝置，其中該第一圖案化區域以及該第二 

圖案化區域包含相同的光學清澈黏劑，以及其中該第一 

圖案化區域熟化至一第一程度，以及其中該第二圖案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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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熟化至與該第一程度不同的一第二程度。

19. 如請求項18之裝置，其中該第一圖案化區域藉著紫外線 

輻射曝光而熟化。

20. 如請求項17之裝置，其中該第一圖案化區域以及該第二 

圖案化區域各包含一不同的光學清澈黏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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