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1710429053.9

(22)申请日 2017.06.08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06990603 A

(43)申请公布日 2017.07.28

(73)专利权人 惠科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 518000 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石岩街

道水田村民营工业园惠科工业园厂房

1、2、3栋，九州阳光1号厂房6、7楼

    专利权人 重庆惠科金渝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72)发明人 陈猷仁　

(74)专利代理机构 北京汇泽知识产权代理有限

公司 11228

代理人 亓赢

(51)Int.Cl.

G02F 1/1335(2006.01)

(56)对比文件

US 2004/0109109 A1,2004.06.10,

CN 101393344 A,2009.03.25,

CN 106707595 A,2017.05.24,

审查员 刘丹

 

(54)发明名称

显示面板及其应用的显示装置

(57)摘要

本发明关于一种显示面板及其应用的显示

装置，显示面板包括：一第一基板，具有一外表面

及一内表面；一第二基板，与所述第一基板相对

设置，并具有一外表面及一内表面；一彩色滤光

层，所述彩色滤光层以阵列图形设置于所述第一

基板的内表面或所述第二基板的内表面；以及一

遮光层，设置于所述第一基板的外表面，所述遮

光层包括设置于所述第一基板外缘的第一遮光

层，及阵列于所述第一基板内侧的第二遮光层；

其中，第二遮光层是对应于所述彩色滤光层阵列

图形的间隙而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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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显示面板，其特征在于，包括：

一第一基板，具有一外表面及一内表面；

一第二基板，与所述第一基板相对设置，并具有一外表面及一内表面；

一彩色滤光层，所述彩色滤光层以阵列图形设置于所述第二基板的内表面；

一黏接层，设置于所述第一基板的内表面与所述第二基板的内表面之间；

一遮光层，设置于所述第一基板的外表面，所述遮光层包括设置于所述第一基板外缘

的第一遮光层，及阵列于所述第一基板内侧的第二遮光层，所述第二遮光层设置于所述第

一遮光层内；以及

一平坦层，设置于所述第一基板的外表面；

其中，所述第二遮光层是对应于所述彩色滤光层阵列图形的间隙而设置；所述遮光层

为一黑色矩阵；所述黑色矩阵为一感光性树脂材质或金属材质；所述第一基板外缘的一彩

色滤光片堆栈形成所述第一遮光层；所述第一基板为一开关阵列基板；所述第二基板为一

彩色滤光片基板；于所述彩色滤光片堆栈形成的遮光层与一第一偏光片之间形成一平坦

层。

2.一种显示装置，包括背光模块，其特征在于：还包括权利要求1所述的显示面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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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面板及其应用的显示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显示面板及其应用的显示装置，特别是涉及一种无边框显示面板

基板的遮光层形成位置。

背景技术

[0002] 平面化的显示面板目前已经成为显示器市场的主流，传统的平面型显示面板例如

背光型液晶显示器，其是由液晶显示面板及背光模块(Backlight  Module)所组成，液晶显

示面板包括：第一基板-开关阵列基板(TFT，Thin  Film  Transistor)、第二基板-彩膜基板

(CF，Color  Filter)、夹于彩膜基板与开关阵列基板之间的液晶(LC，Liquid  Crystal)。现

在更发展出不需要背光模块而可以使外观更轻薄的自发光式显示面板OLED以及QLED等显

示装置。而依照现今市场上对平面型显示器的外观需求，平面型显示面板为了突显出显示

画面的一体感，开始朝向无边框设计，而当边框取消之后，边缘的侧漏光问题就必须被克

服，否则会出现外围漏光的现象，且当四边无边框的产品将面板阵列侧朝上显示时，周边的

金属反光会造成视觉感官不佳，影响面板的品质，所以如何均匀化所看到的光线又能解决

边缘的侧漏光问题将是大尺寸面板的一重要参考因素。

[0003] 一般说来，在显示面板的开关阵列基板或彩膜基板的制程上，会在其内侧形成有

黑色矩阵(Black  Matrix：BM)，用以设置于彩色显示画面的RGB三原色滤光层之间，或者用

以遮蔽光源、防止混色、提升色彩对比等。惟，若要克服边缘的侧漏光问题，则须增加一道形

成有黑色矩阵的制程在开关阵列基板的外侧边缘以遮蔽边缘的侧漏光。

发明内容

[0004] 为了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显示面板及其应用的显示

装置，特别是涉及一种无边框显示面板基板的遮光层形成位置，不仅可以吸收主动开关玻

璃基板周边金属光线反射、降低因金属光线反射所造成视觉感官不佳的问题，还可以在制

程上省去形成黑色矩阵的人力、物料、时间成本。由于所述黑色矩阵可遮蔽光源、防止混色、

提升色彩对比，因此彩色滤光层不需再设置黑色矩阵在第一彩色滤光片、第二彩色滤光片

以及第三彩色滤光片之间，如此可省下一道制程的成本。同时，具有符合第一基板边框的封

闭型曲线的图型的所述黑色矩阵更可用以遮蔽开关阵列基板的外侧边缘的漏光。亦即，本

发明将彩膜基板侧的黑色矩阵移到开关阵列基板外侧后，所述黑色矩阵可同时对开关阵列

基板及彩膜基板吸收其周边金属光线反射、降低因金属光线反射所造成视觉感官不佳，达

到公用的效果。

[0005] 本发明的目的及解决其技术问题是采用以下技术方案来实现的。依据本发明提出

的一种显示面板，包括：一第一基板，具有一外表面及一内表面；一第二基板，与所述第一基

板相对设置，并具有一外表面及一内表面；一彩色滤光层，所述彩色滤光层以阵列图形设置

于所述第一基板的内表面或所述第二基板的内表面；一黏接层，设置于所述第一基板的内

表面与所述第二基板的内表面之间；一遮光层，设置于所述第一基板的外表面，所述遮光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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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设置于所述第一基板外缘的第一遮光层，及阵列于所述第一基板内侧的第二遮光层，

所述第二遮光层设置于所述第一遮光层内；以及一平坦层，设置于所述第一基板的外表面；

其中，所述第二遮光层是对应于所述彩色滤光层阵列图形的间隙而设置；所述遮光层为一

黑色矩阵；所述黑色矩阵为一感光性树脂材质或金属材质；所述第一基板外表面的一彩色

滤光片堆栈形成一遮光层；所述第一基板为一开关阵列基板；所述第二基板为一彩色滤光

片基板；于所述彩色滤光片堆栈形成的遮光层与一第一偏光片之间形成一平坦层。

[0006] 在本发明的一实施例中，所述遮光层为一黑色矩阵。

[0007] 在本发明的一实施例中，所述彩色滤光层包含有平行形成的第一彩色滤光片、第

二彩色滤光片以及第三彩色滤光片。

[0008] 在本发明的一实施例中，所述第一彩色滤光片为红色滤光片、第二彩色滤光片为

绿色滤光片以及第三彩色滤光片为蓝色滤光片。

[0009] 在本发明的一实施例中，所述黑色矩阵为一感光性树脂材质或金属材质。

[0010] 在本发明的一实施例中，所述第一基板为一开关阵列基板。

[0011] 在本发明的一实施例中，所述第二基板为一彩色滤光片基板。

[0012] 在本发明的一实施例中，还包括一平坦层，设置于所述第一基板的外表面。

[0013] 本发明的另一目的一种显示装置，包括：直下式或侧光式的背光模块，还包括所述

的显示面板。

[0014] 本发明的目的及解决其技术问题还可采用以下技术措施进一步实现。一种显示面

板，包括：一第一基板，具有一外表面及一内表面；一彩色滤光层，所述彩色滤光层以阵列图

形设置于所述第一基板的内表面；一黏接层，设置于所述第一基板的内表面与所述第二基

板的内表面之间；一遮光层，设置于所述第一基板的外表面，所述遮光层包括设置于所述第

一基板外缘的第一遮光层，及阵列于所述第一基板内侧的第二遮光层；以及一平坦层，设置

于所述第一基板的外表面；其中，所述第二遮光层是对应于所述彩色滤光层阵列图形的间

隙而设置；所述遮光层为一黑色矩阵；所述黑色矩阵为一感光性树脂材质或金属材质；所述

第一基板外表面的一彩色滤光片堆栈形成一遮光层；所述第一基板为一开关阵列基板；所

述第二基板为一彩色滤光片基板；于所述彩色滤光片堆栈形成的遮光层与一第一偏光片之

间形成一平坦层。

[0015] 本发明的显示面板不仅可以吸收开关阵列玻璃基板周边金属光线反射、降低因金

属光线反射所造成视觉感官不佳的问题，还可以在制程上省去彩膜基板侧形成黑色矩阵的

人力、物料、时间成本，并且，本发明将彩膜基板侧的黑色矩阵移到开关阵列基板外侧后，所

述黑色矩阵可同时作为遮蔽光源、防止混色、提升色彩对比，并吸收开关阵列玻璃基板周边

金属光线反射、降低因金属光线反射所造成视觉感官不佳，达到公用的效果。

附图说明

[0016] 图1a是范例性显示面板的结构示意图。

[0017] 图1b是另一范例性显示面板的结构示意图。

[0018] 图2a是本发明一实施例在第一基板边框形成遮光层的示意图。

[0019] 图2b是本发明另一实施例在第一基板边框及其中以阵列形成遮光层的示意图。

[0020] 图2c是本发明又一实施例于偏光片与遮光层间具有一平坦层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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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1] 图2d是本发明另一实施例在第一基板边框堆栈彩色滤光片形成遮光层的示意图。

[0022] 图2e是本发明另一实施例在第一基板边框及其中以阵列堆栈彩色滤光片形成遮

光层的示意图。

[0023] 图2f是本发明另一实施例于偏光片与堆栈彩色滤光片形成的遮光层间具有一平

坦层的示意图。

[0024] 图3a是本发明一实施例结合直下式背光模块的结构示意图。

[0025] 图3b是本发明一实施例结合侧光式背光模块的结构示意图。

[0026] 图3c是本发明另一实施例结合直下式背光模块的结构示意图。

[0027] 图3d是本发明另一实施例结合侧光式背光模块的结构示意图。

[0028] 图4a是本发明又一实施例结合直下式背光模块的结构示意图。

[0029] 图4b是本发明又一实施例结合侧光式背光模块的结构示意图。

[0030] 图4c是本发明另一实施例结合直下式背光模块的结构示意图。

[0031] 图4d是本发明另一实施例结合侧光式背光模块的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2] 以下各实施例的说明是参考附加的图式，用以例示本发明可用以实施的特定实施

例。本发明所提到的方向用语，例如「上」、「下」、「前」、「后」、「左」、「右」、「内」、「外」、「侧面」

等，仅是参考附加图式的方向。因此，使用的方向用语是用以说明及理解本发明，而非用以

限制本发明。

[0033] 附图和说明被认为在本质上是示出性的，而不是限制性的。在图中，结构相似的单

元是以相同标号表示。另外，为了理解和便于描述，附图中示出的每个组件的尺寸和厚度是

任意示出的，但是本发明不限于此。

[0034] 在附图中，为了清晰起见，夸大了层、膜、面板、区域等的厚度。在附图中，为了理解

和便于描述，夸大了一些层和区域的厚度。将理解的是，当例如层、膜、区域或基底的组件被

称作“在”另一组件“上”时，所述组件可以直接在所述另一组件上，或者也可以存在中间组

件。

[0035] 另外，在说明书中，除非明确地描述为相反的，否则词语“包括”将被理解为意指包

括所述组件，但是不排除任何其它组件。此外，在说明书中，“在......上”意指位于目标组

件上方或者下方，而不意指必须位于基于重力方向的顶部上。

[0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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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显示面板及其应用的显示装置，其具体实施

方式、结构、特征及其功效，详细说明如后。

[0037] 平面型显示器采用结合两片玻璃基板以显示数字或影像的显示面板，可分为无法

自行发光的液晶显示面板以及可以自行发光的自发光型显示面板，其中液晶显示面板无法

自行发光，因此需要一背光模块来提供光线。画面则通过控制液晶显示面板的光线传送来

形成。其中液晶均匀地设置于液晶显示面板中。

[0038] 如图1a的范例性显示面板1’与图1b的范例性显示面板1”的结构示意图所示，主要

包括第一基板11与第二基板13及其间设置的黏接层15，用以黏接第一基板11与第二基板

13，并提供一具间隔高度的容置空间，使第一基板11与第二基板13相对黏接的表面可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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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件，而在第一基板11的外表面111形成有遮光层16，用以吸收第一基板11(可例如为开关

阵列基板)周边金属光线反射、降低因金属光线反射所造成视觉感官不佳的问题，其中图1a

的范例性显示面板1’为符合所述第一基板11边框的封闭曲线的图型，而图1b的范例性显示

面板1”则是符合所述第一基板11边框并阵列于所述封闭曲线范围内的图型。

[0039] 一般而言，第二基板13为一彩色滤光片基板，因此于所述第二基板的内表面132上

会形成彩色滤光层17，所述彩色滤光层17包含有平行形成的第一彩色滤光片171、第二彩色

滤光片172以及第三彩色滤光片173。并且在第一基板11的外表面111的外侧与第二基板13

的外表面131的外侧，设置有第一偏光片12及第二偏光片14，用以控制光线的偏振方向，使

显示面板得以外加电场得到明暗显示的变化。亦即，于范例性显示面板1”的第二基板13的

内表面132形成有遮光层16设置于彩色显示画面的RGB三原色滤光层之间，用以遮蔽光源、

防止混色、提升色彩对比，然而第一基板11的外表面111与第二基板13的内表面132上形成

的遮光层16实际上为相同的材料，因此第一基板11的外表面111形成的遮光层增加了一道

制程工艺的成本。

[0040] 显示面板的基本结构包括有第一基板11、第二基板13与介于两基板之间的黏接层

15。

[0041] 如图2a至图2c所示，在一实施例中，本发明的显示面板可为无边框的显示面板。

[0042] 图2a与图2b为本发明实施例以两种分布形态形成遮光层的示意图。请参照图2a与

图2b，在本发明的此二种实施例中，所述显示面板1A及显示面板1A’，包括：一第一基板11，

具有一外表面111及一内表面112；一第一偏光片12，设置于所述第一基板11的外表面111；

一第二基板13，与所述第一基板11相对设置，并具有一外表面131及一内表面132；一第二偏

光片14，设置于所述第二基板13的外表面131；一彩色滤光层17，所述彩色滤光层17以阵列

图形设置于所述第一基板11的内表面112或所述第二基板13的内表面132；一黏接层15，设

置于所述第一基板11的内表面111与所述第二基板13的内表面132之间；以及一遮光层16，

所述遮光层16以符合第一基板11外缘(例如环形状)的第一遮光层(如显示面板1A)以及阵

列于所述外缘内侧的图型(例如棋盘形状或网格形状)的第二遮光层(如显示面板1A’)形成

于所述第一基板11的外表面111，所述第二遮光层设置于所述第一遮光层内；其中，第二遮

光层是对应于所述彩色滤光层17阵列图形的间隙而设置。

[0043] 在一实施例中，当所述遮光层16设置于所述第一基板11的外表面111时，所述遮光

层16位于所述第一基板11与所述第一偏光片12之间，所述遮光层16可例如为一黑色矩阵。

[0044] 在一实施例中，还包括一彩色滤光层17，所述彩色滤光层17设置于所述第二基板

13的内表面132(在另一实施例中，所述彩色滤光层17可设置于所述第一基板11的内表面

112)，所述彩色滤光层17包含有平行形成的第一彩色滤光片171、第二彩色滤光片172以及

第三彩色滤光片173。

[0045] 在一实施例中，所述第一彩色滤光片171为红色滤光片、第二彩色滤光片172为绿

色滤光片以及第三彩色滤光片173为蓝色滤光片。

[0046] 由于具有阵列于所述封闭型曲线范围内的图型的所述遮光层16可作为遮蔽光源、

防止混色、提升色彩对比，因此彩色滤光层17不需再设置遮光层在第一彩色滤光片171、第

二彩色滤光片172以及第三彩色滤光片173之间，如此可省下一道制程的成本。同时，具有符

合第一基板11边框的封闭型曲线的图型的所述遮光层16更可用以遮蔽开关阵列基板的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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侧边缘的漏光。

[0047] 在一实施例中，所述黑色矩阵可为有机绝缘材质(例如：一感光性树脂材质或金属

材质)。

[0048] 在一实施例中，所述第一基板11为一开关阵列基板，所述第二基板13为一彩色滤

光片基板。

[0049] 图2c为本发明又一实施例于偏光片与遮光层间具有一平坦层的示意图。与图2a和

图2b不同的是，在图2c的实施例中，还包括一平坦层112，请参照图2c，在本发明的一实施例

中，所述显示面板1B，包括一平坦层112，还包括所述的显示面板1A’，所述平坦层112是一种

平滑的保护层，用以保护涂布形成于第一基板11的外表面111的遮光层16。

[0050] 而另一实施例中，本发明以等同于图2a至图2c的结构，将第一彩色滤光片171、第

二彩色滤光片172以及第三彩色滤光片173移到第一基板11的外表面111，并透过堆栈彩色

滤光片达到遮光层17A的效果，如图2d至图2f所示，其中相同组件以相同符号表示，图2d与

图2e的一种显示面板1A以及显示面板1A’，包括：一第一基板11，具有一外表面111；一第一

偏光片12，设置于所述第一基板11的外表面111；一第二基板13，与所述第一基板11相对设

置，并具有一外表面131及一内表面132；一第二偏光片14，设置于所述第二基板13的外表面

131；一黏接层15，设置于所述第一基板11与所述第二基板13之间；一彩色滤光层17，形成于

所述第一基板11的外表面111，所述彩色滤光层17包括平行形成的第一彩色滤光片171、第

二彩色滤光片172以及第三彩色滤光片173；以及第一彩色滤光片171、第二彩色滤光片172

以及第三彩色滤光片173平行堆叠形成的一遮光层17A。而图2f则是等同于图2c的结构，于

彩色滤光片堆栈形成的遮光层17A与第一偏光片12之间形成一平坦层112。

[0051] 如图3a至图4b所示，本发明的显示面板可与直下式的背光模块2或者侧光式的背

光模块3组合为显示装置。

[0052] 请参照图3a与图3c，图3a为本发明一实施例结合直下式背光模块的结构示意图。

在一实施例中，一种显示装置1C，包括直下式的背光模块2，还包括所述的显示面板1A’。所

述直下式的背光模块2是把LED晶粒均匀地配置在显示面板1A’的后方当作发光源，使背光

可以均匀传达到整个屏幕。而图3c的结构亦等同于图3a，不同之处在于图3c是利用移到第

一基板11外表面111的彩色滤光片堆栈形成遮光层17A。

[0053] 请参照图3b与图3d，图3b为本发明一实施例结合侧光式背光模块的结构示意图。

在一实施例中，一种显示装置1D，包括侧光式的背光模块3，还包括所述的显示面板1A’。所

述侧光式的背光模块3，是把LED晶粒配置在显示面板1A’的四周边缘，再搭配导光技术让背

光模块发光时，把从屏幕边缘发射的光透过导光技术输送到屏幕中央的区域去，这样整体

就有足够的背光量，可让显示面板1A’显示画面。而图3d的结构亦等同于图3b，不同之处在

于图3d是利用移到第一基板11外表面111的彩色滤光片堆栈形成遮光层17A。

[0054] 请参照图4a与图4c，图4a为本发明又一实施例结合直下式背光模块的结构示意

图。在一实施例中，一种显示装置1E，包括直下式的背光模块2，还包括所述的显示面板1B。

同样结合直下式背光模块2，但图4a的显示装置1E与图3a中的显示装置1C不同的是，图4a的

显示装置1E所采用的显示面板1B是包含有平坦层112的显示面板结构。而图4c的结构亦等

同于图4a，不同之处在于图4c是利用移到第一基板11外表面111的彩色滤光片堆栈形成遮

光层17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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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5] 请参照图4b与图4d，图4b为本发明又一实施例结合侧光式背光模块的结构示意

图。在一实施例中，一种显示装置1F，包括侧光式的背光模块3，还包括所述的显示面板1B。

同样结合侧光式背光模块3，但图4b的显示装置1F与图3b中的显示装置1D不同的是，图4b的

显示装置1F所采用的显示面板1B是包含有平坦层112的显示面板结构。而图4d的结构亦等

同于图4b，不同之处在于图4d是利用移到第一基板11外表面111的彩色滤光片堆栈形成遮

光层17A。

[0056] 在不同实施例中，所述的显示面板亦可例如为液晶显示面板、OLED显示面板、QLED

显示面板、曲面显示面板或其他显示面板，不限制于显示面板。

[0057] 在一实施例中，本发明的一种显示面板可用于OLED及QLED等自发光的显示面板及

应用的显示设备上，包括：一第一基板11，具有一外表面111及一内表面112；一彩色滤光层

17，所述彩色滤光层17以阵列图形设置于所述第一基板11的内表面112；以及一遮光层16，

设置于所述第一基板11的外表面111，所述遮光层16包括设置于所述第一基板11外缘的第

一遮光层，及阵列于所述第一基板11内侧的第二遮光层，所述第二遮光层设置于所述第一

遮光层内；其中，所述第二遮光层是对应于所述彩色滤光层17阵列图形的间隙而设置。

[0058] 本发明不仅可以吸收开关阵列玻璃基板周边金属光线反射、降低因金属光线反射

所造成视觉感官不佳的问题，还可以在制程上省去彩膜基板侧形成黑色矩阵的人力、物料、

时间成本，并且，本发明将彩膜基板侧的黑色矩阵移到开关阵列基板外侧后，所述黑色矩阵

可同时作为遮蔽光源、防止混色、提升色彩对比，并吸收开关阵列玻璃基板周边金属光线反

射、降低因金属光线反射所造成视觉感官不佳，达到公用的效果。

[0059] “在一些实施例中”及“在各种实施例中”等用语被重复地使用。所述用语通常不是

指相同的实施例；但它亦可以是指相同的实施例。“包含”、“具有”及“包括”等用词是同义

词，除非其前后文意显示出其它意思。

[0060] 以上所述，仅是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而已，并非对本发明作任何形式上的限制，虽

然本发明已以较佳实施例揭露如上，然而并非用以限定本发明，任何熟悉本专业的技术人

员，在不脱离本发明技术方案范围内，当可利用上述揭示的技术内容作出些许更动或修饰

为等同变化的等效实施例，但凡是未脱离本发明技术方案的内容，依据本发明的技术实质

对以上实施例所作的任何简单修改、等同变化与修饰，均仍属于本发明技术方案的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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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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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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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c

图2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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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e

图2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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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a

图3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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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c

图3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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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a

图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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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c

图4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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