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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說明書提供一種有機發光裝置。

The present specification provides an organic light emitting de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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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明說明書】

【中文發明名稱】有機發光元件

【英文發明名稱】ORGANIC light emitting device

【技術領域】

【0001】本說明書主張2014年5月13日在韓國知識產權局申請 

的韓國專利申請案第10-2014-0057288號的優先權以及權益，其全 

部內容被以引用的方式併入本文中。

【0002】本說明書是關於一種有機發光裝置。

【先前技術】

【0003】有機光發射現象指使用有機材料將電能轉換至光能的現 

象。換言之，當將適當的有機材料層置放於陽極與陰極之間且將 

電壓施加於兩個電極之間時，將電洞以及電子分別自陽極以及陰 

極注入至有機材料層。此等注入的電洞以及電子會合以形成激 

子，且當此等激子落回至基態時，光發射。

【0004】由於陽極與陰極之間的空間小，因此有機發光裝置有可 

能具有短路缺陷。藉由針孔、裂縫、有·機發光裝置的結構中的階 

梯、塗佈粗糙度以及類似者，陽極與陰極可直接相互接觸，或在 

此等缺陷區域中的有機層厚度可能較薄。此等缺陷區域提供允許 

電流流動的低電阻路徑，且使電流幾乎不流過或在極端情況下完 

全不流過有機發光裝置。結果，有機發光裝置具有減少或無光的 

發射輸出。在多像素顯示裝置中，短路缺陷可藉由產生不發光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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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發射的光強度具有小於平均光強度的壞點來降低顯示·品質。在 

照明或其他低解析度應用中，對應的區域相當大的部分無法操作 

可歸因於短路缺陷。關於短路缺陷，通常在乾淨的房間中進行有 

機發光裝置的製造。然而，無論環境有多乾淨，仍無法有效移除 

短路缺陷。在許多情況下，有機層的厚度增大大於操作裝置實際 

上所需要，以便藉由增大兩個電極之間的距離來減小短路缺陷的 

數目。此方法增添了製造有機發光裝置時的成本，且使用此方法

. 甚至可能不能完全移除短路缺陷。

【發明內容】

[0005]技術問題

【0006】本說明書是關於一種有機發光裝置。

[0007]技術解決方案

[0008]本說明書的一個實施例提供一種有機發光裝置，.其包

含：第一電極，其包含兩個或兩個以上傳導性單元；第二電極，

. 其與所述第一電極相對地提供；一個或多個有機材料層，其提供

於所述第一電極與所述第二電極之間；以及功能剝奪區，其自所.

述傳導性單元中的至少一者的一部分持續至所述第二電極的一部

分，其中所述功能剝奪區為失去功能或實質上被移除的所述第一

電極及所述第二電極中的至少一者。

[0009]本說明書的一個實施例提供一種包含有機發光裝置的顯 

示裝置。

[0010]本說明書的一個實施例提供一種包含有機發光裝置的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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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裝置。

【0011】有利效應

【0012】根據本說明書的一個實施例的有機發光裝置通常可藉由 

修復歸因於短路缺陷而發生洩漏電流的區域來操作。

【0013】另外，根據本說明書的一個實施例的有機發光裝置修復 

在最小範圍內的短路缺陷區域，且因此具有經修復區域在驅動有 

機發光裝置時不易於為裸眼所偵測到的優勢。

【圖式簡單說明】

【0014】

圖1說明在本說明書的傳導性連接中的長度以及寬度的一個 

實例。

圖2以及圖3繪示在實例驅動中製造的有機發光裝置的影像。

圖4為放大根據實例製造的有機發光裝置的發生短路缺陷的 

傳導性單元的影像。

圖5及圖6為放大根據本說明書的一個實施例的有機發光裝 

置的影像，所述有機發光裝置剝奪有機發光裝置的短路缺陷區域 

的功能。

【實施方式】

[0015]在本說明書中，一個部件置放於另一部件「上」的描述 

不僅包含一個部件鄰接另一部件的情況，且亦包含一部件存在於 

兩個部件之間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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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6]在本說明書中，某一部分「包含」某些成分之描述意謂 

能夠更包含其他成分，且除非有相反的特定陳述，否則不排除其 

他成分。

[0017]在下文中，將更詳細地描述本發明。

[0018]本說明書的一個實施例提供一種有機發光裝置，其包 

含：第一電極，其包含兩個或兩個以上傳導性單元；第二電極， 

其與所述第一電極相對地提供；一個或多個有機材料層，其提供

. 於所述第一電極與所述第二電極之間；以及功能剝奪區5其自所 

述傳導性單元中的至少一者的一部分持續至所述第二電極的一部 

分，其中所述功能剝奪區為失去功能或實質上被移除的所述第一 

電極及所述第二電極中的至少一者。

[0019]根據本說明書的一個實施例，功能剝奪區可包含具有自 

傳導性單元的一些區域至第二電極的最短距離的區域。

【0020】根據本說明書的一個實施例，功能剝奪區中的有機材料 

層可被移除，且可被第一電極或第二電極的氧化物取代。

, [0021]根據本說明書的一個實施例，功能剝奪區可藉由雷射照

射而形成。

【0022】根據本說明書的一個實施例，功能剝奪區可藉由雷射照 

射或藉由人工地施加過電流而形成。

【0023】功能剝奪區可藉由剝奪位於在製造有機發光裝置時發生 

短路缺陷區域內的第一電極、第二電極或有機材料層而防止由短 

路缺陷區域導致的洩漏電流。具體言之，根據本說明書的一個實 

施例，功能剝奪區可不電連接至鄰近區域。因此，功能剝奪區能 

夠阻擋洩漏電流。

第4頁，共28頁（發明說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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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4]根據本說明書的一個實施例，有機發光裝置可包含電連 

接至傳導性單元中的每一者的輔助電極，且可包含提供於輔助電 

極與傳導性單元中的每一者之間的短路防止單元以電連接輔助電 

極及傳導性單元中的每一者。

【0025】根據本說明書的一個實施例，自鄰近輔助電極的短路防 

止單元的區域至鄰近傳導性單元中的每一者的區域的電阻可大於 

或等於40 Ω，且小於或等於300,000 Ω。

【0026】與傳導性單元相比，本說明書的短路防止單元可具有相 

對較高的電阻。此外，本說明書的短路防止單元可在有機發光裝 

置中執行短路防止功能。換言之，當有機發光裝置中發生短路缺 

陷時，儘管有短路缺陷，本說明書的短路防止單元所執行的作用 

使裝置仍能操作。

[0027]當第二電極直接與第一電極接觸時，可能發生短路缺 

陷。或者，當位於第一電極與第二電極之間的有機材料層因為厚 

度減小、變形或類似情形而使有機材料層失去功能，以及第一電 

極與第二電極接觸時，亦可能發生短路缺陷。當短路缺陷發生時， 

提供低路徑（low path）給有機發光裝置電流的電流，且有機發光 

裝置可能無法正常地操作。由於電流自第一電極直接流動至第二 

電極的洩漏電流（歸因於短路缺陷），有機發光裝置的電流可避開 

無缺陷區而流動。此可減少有機發光裝置的光發射輸出，且在許. 

多情況下，有機發光裝置可不操作。此外，當用以分散地流動至 

大面積的有機材料的電流集中地在短路發生位置上流動時，局部 

產生高熱量，從而引起裝置破壞或起火的風險。

【0028】然而，短路防止單元可防止所有操作電流流動至短路缺 

第5頁，共28頁（發明說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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陷區域，甚至是當短路缺陷發生在本說明書的有機發光裝置的任 

何一個或多個傳導性單元中時。換言之，短路防止單元可執行控 

.制洩漏電流的數量的作用，使得其不會無限地增大。因此，在本 

說明書的有機發光裝置中·，不具有短路缺陷的其餘傳導性單元可 

正常地操作，甚至是當短路缺陷發生於一些傳導性單元中時 。

[0029]可經由具有短路防止功能的區域將電流供應至本說明書 

的傳導性單元中的每一者。具體言之，根據本說明書的一個實施

. 例，有機發光裝置可經由提供於傳導性單元與輔助電極之間的一 

個或多個短路防止單元電連接至輔助電極。具體言之，根據本說 

明書的一個實施例，傳導性單元中的每一者可經由大於或等於1 

個且小於或等於10個存在的短路防止單元電連接至輔助電極。當 

電連接至任一個傳導性單元的短路防止單元以複數數目存在時， 

由於其他短路防止單元可發揮功能（甚至當任一個短路防止單元 

不發揮功能時），有機發光裝置的穩定性可增大。

【。030】根據本說明書的一個實施例，自輔助電極至傳導性單元

, 中的每一者的電阻可為短路防止單元的電阻。具體言之，輔助電 

極的電阻小且可忽略，因此，自輔助電極至傳導性單元的多數電 

阻可為短路防止單元的電阻。

【0031】本說明書的傳導性單元可包含於有機發光裝置的發光區 

域中。具體言之，根據本說明書的一個實施例，傳導性單元中的 

每一者的至少一個區域可位於有機發光裝置的發光區域中。換言 

之，根據本說明書的一個實施例，光發射現象發生在包含形成於 

形成傳導性單元的區域上的發光層的有機材料層中，且光可經由 

傳導性單元發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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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2】根據本說明書的一個實施例，有機發光裝置可具有依照 

輔助電極、短路防止層、傳導性單元、有機材料層以及第二電極 

的方向次序或依照與其相反的方向次序的電流流動。或者，有機 

發光裝置可具有依照輔助電極、傳導性連接、傳導性單元、有機 

材料層以及第二電極的方向次序或依照與其相反的方向次序的電 

流流動。

【0033】根據本說明書的一個實施例，可經由短路防止單元將電

流自輔助電極供應至傳導性單元中的每一者 。

【0034】在本說明書中的發光區域意謂經由第一電極及/或第二電 

極發射而在有機材料層的發光層處發射光的區域。舉例而言，在 

根據本說明書的一個實施例的有機發光裝置中，發光區域可形成 

於至少一些第一電極區域中，其中短路防止單元及/或輔助電極不 

形成於在其上形成第一電極的基板的區域當中。此外，在本說明 

書中的非發光區域可意謂不包括發光區域的其餘區域。

【0035】根據本說明書的一個實施例，短路防止單元可位於有機 

發光裝置的非發光區域中。

[0036]根據本說明書的一個實施例，傳導性單元中的每一者可 

電並聯連接。本說明書的傳導性單元經安置以相互分開。本說明 

書的相互分開的傳導性單元之構成可由傳導性單元之間的電阻來 

識別。.

【0037】具體言之，根據本說明書的一個實施例，自傳導性單元 

中的一者至相鄰另一傳導性單元的電阻可為短路防止單元的電阻 

的兩倍或兩倍以上。舉例而言，當使任一個傳導性單元與相鄰另 

一傳導性單元之間的載流路徑僅經由短路防止單元以及輔助電極

第7頁，共28頁（發明說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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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傳導性單元以及鄰近傳導性單元經過輔助電極以及短路防止

•單元兩次。因此，傳導性單元之間的電阻可具有至少兩倍短路防 

止單元的值的電阻值，甚至是當忽略輔助電極的電阻值時。

[0038]本說明書的傳導性單元中的每一者相互分開且電分離 ， 

且可經由短路防止單元將電流自輔助電極供應至傳導性單元中的 

每一者。當在任何一個傳導性單元中發生短路時，藉由電流必須 

流動至另一未經歷短路的單元，而流動至經歷短路的傳導性單 

k 元，以防止整個有機發光裝置無法操作。
9

【0039】根據本說明書的一個實施例，第一電極可包含兩個或兩 

個以上傳導性單元，且兩個或兩個以上傳導性單元可經安置以實 

質上相互分開。此外，根據本說明書的一個實施例，兩個或兩個 

以上傳導性單元可實質上相互連接，且在此情況下，兩個或兩個

，以上傳導性單元可經由其中未形成傳導性單元的第一電極的區域 

相互連接。 .

[0040]根據本說明書的一個實施例，輔助電極可具有3 Ω/α或小

, 於3 Q/口的片電阻值（sheet resistance ） °具體言之 ＞ 輔助電極可具 

有1 Q/□或小於1 Q/口的片電阻值。

【0041】當具有大面積的第一電極以及第二電極中的任一者的片 

電阻值高於所需要時，對於電極的每一位置，電壓可不同。因此' 

當將有機材料層置放於其間的第一電極與第二電極之間的電位差 

變得不同時，有機發光裝置的亮度均勻性可降低。因此，為了降 

低具有比所需要高的片電阻值的第一電極或第二電極的片電阻 

值，可使用輔助電極。本說明書的輔助電極的片電阻值可為3 Ω/d 

或小於3 Ω/α ＞且具體言之＞ 1 Q/□或小於1 Ω/π ）且在以上提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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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圍中，有機發光裝置可維持高亮度均勻性。

[0042]根據本說明書的一個實施例，可將第一電極形成為透明 

電極。在此情況下，第一電極的片電阻值可高於對於有機發光裝 

置的操作所需的片電阻值。因此，為了降低第一電極的片電阻值， 

. 可藉由將輔助電極電連接至第一電極以將第一電極的片電阻值降 

低至輔助電極的片電阻值位準。

【0043】根據本說明書的一個實施例，將輔助電極提供於不同於 

發光區域的區域中。

' 【0044】根據本說明書的一個實施例，輔助電極可形成有相互電

連接的傳導線。具體言之，傳導線可形成有傳導性單元。具體言 

之，可藉由將電壓施加至本說明書的輔助電極的至少一個區域來 

驅動整個輔助電極。

[0045]根據本說明書的一個實施例，可將有機發光裝置用作包 

含於OLED照明市·。在OLED照明的情況下，在整個發光區域中 

（亦即，在所有有機發光裝置中）具有均勻亮度的光發射是重要 

的。具體言之，為了實現在OLED照明中的均勻亮度，形成於OLED 

照明中包含的所有有機發光裝置的第一電極與第二電極之間的電 

壓維持為相同較佳。

[0046]當本說明書的第一電極為透明電極且第二電極為金屬電 

極時，每一有機發光裝置的第二電極具有足夠低的片電阻值，且 

在有機發光裝置中的每一者的第二電極中幾乎不存在電壓差。然 

而，在第一電極的情況下，電壓差可存在於有機發光裝置中的每 

一者中。根據本說明書的一個實施例，可使用輔助電極（且具體 

言之，金屬輔助電極），以便補充有機發光裝置中的每一者的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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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極電壓差。此外，金屬輔助電極形成有相互電連接的傳導線 ， 

且每一有機發光裝置的第一電極電壓差幾乎不存在。

[0047]根據本說明書的一個實施例，傳導性單元可具有1 Ω/α 

或大於1 α/口，或3 q/□或大於3 α/口的片電阻值，且具體言之， 

可為10 d□或大於10 Ω/α。此外'傳導性單元可具有10,000 Ω/α 

或小於10,000 Ω/α，或1,000 Q/□或小於1,000 G/口的片電阻值。換 

言之，本說明書的傳導性單元可具有大於或等於1 Q/□且小於或等 

於10,000 Ω/α，或大於或等於10□且小於或等於1,000 Q/口的片 

電阻值。

【0048】藉由圖案化第一電極來形成傳導性單元以及傳導性連 

接，且因此，傳導性單元可具有與第一·電極或傳導性連接相同的 

片電阻值。 -

【0049】根據本說明書的一個實施例，可控制對於傳導性單元所 

需的片電阻值位準，以便與對應於發光面積的傳導性單元的面積 

成反比。舉例而言，當傳導性單元具有100 cn^的發光面積時，對 

於傳導性單元所需的片電阻值可大致為1 Ω/α。此外，當形成小的 

傳導性單元中的每一者時，對於傳導性單元所需的片電阻值可為1 

α/口或大於1 Ω/ο °

[0050]本說明書的傳導性單元的片電阻值可藉由形成傳導性單 

元的材料來判定，且亦可藉由電連接至輔助電極而降低至輔助電 

極的片電阻值位準。因此，在本說明書的有機發光裝置中所需的 

傳導性單元的片電阻值可藉由輔助電極以及傳導性單元的材料來 

調整。

【0051】根據本說明書的一個實施例，第一電極可包含相互分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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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傳導性單元中的ι,οοο個或多於ι,οοο個。具體言之，第一電極 

可包含相互分開的傳導性單元中的大於或等於1,000且小於或等 

於 1,000,000 個。

【0052】 此外，根據本說明書的一個實施例，第一電極可形成有 

傳導性單元的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圖案。具體言之，傳導性單元可 

形成有不包括傳導性連接的區域相互分開的圖案。

【0053】本說明書的圖案可具有閉合圖形的形狀。具體言之，圖 

案可為諸如三角形、四邊形以及六邊形的多邊形，或可為非晶形 

式。

[0054]當本說明書的傳導性單元的數目為1,000或大於1,000 

時，可獲得使有機發光裝置在短路發生期間的洩漏電流量最小化 

的效應，同時使在正常操作期間的電壓增大最小化。此外，隨著 

本說明書的傳導性單元的數目增大直至1,000,000或少於 

1,000,000，可在維持孔徑比的同時維持所述效應。換言之，當傳 

導性單元的數目大於1,000,000時，由於輔助電極的數目的增加＞ 

可能會減小孔徑比。

【0055】根據本說明書的一個實施例，傳導性單元在有機發光裝 

置中佔據的面積可大於或等於50%且小於或等於90% （基於整個 

有機發光裝置的平面圖）。具體言之，傳導性單元包含於發光區域 

中，且基於整個有機發光裝置的發光表面，傳導性單元佔據的面 

積可與有機發光裝置的孔徑比相同或類似。

[0056]在本說明書的第一電極中，傳導性單元中的每一者由傳 

導性連接及/或短路防止層電連接，且因此，裝置的驅動電壓增大。 

因此，根據本說明書的一個實施例，第一電極可藉由傳導性連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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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具有短路防止功能，同時藉由包含1,000個或多於1,000個的傳

導性單元而降低裝置的驅動電壓以便配合因傳導性連接增大的驅 

動電壓。·

【0057】根據本說明書的一·個實施例，傳導性單元中的每一者的

面積可大於或等於0.01 mm2且小於或等於25 mm2。

【0058】 當使傳導性單元中的每一者的面積變小時，存在以下優

勢：由於引入用於防止短路的短路防止單元，操作電壓速率增大

以及與操作電流相關的洩漏電流值皆降低了。此外'存在以下優
9

勢：當產生歸因於短路而不發射光的傳導性單元時；藉由使非發

光區域最小化來使產品品質降低最小化。然而，當傳導性單元的

面積過小時，發光區域在整個裝置區域中的比率大大地減小了， 

從而導致因為孔徑比減小所引起的有機發光裝置效率降低的問 

題。因此，當製造具有以上描述的傳導性單元的面積的有機發光 .

'裝置時，可最大限度地展現以上描述的優勢，同時使以上描述的 

劣勢最小化。

, 【0059】根據本說明書的有機發光裝置，傳導性連接、傳導性單

元以及包含發光層的有機材料層可相互電串聯連接。本說明書的.

發光層位於第一電極與第二電極之間，且兩個或兩個以上發光層

可相互電並聯連接。

【0060】根據本說明書的一個實施例，發光層位於傳導性單元與 

第二電極之間，且發光層中的每一者可相互電並聯連接。換言之， 

本說明書的發光層的位置可對應於與傳導性單元對應的區域。

[0061]當本說明書的發光層在相同電流密度下操作時，隨著發

光層的面積減小，電阻值成反比地增大。根據本說明書的一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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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例，當傳導性單元中的每一者的面積變得較小且數目增大時， 

發光層中的每一者的面積亦變得較小。在此情況下，串聯連接至 

有機材料層的傳導性連接的電壓相比於當有機發光裝置操作時施 

加至包含發光層的有機材料層的電壓的比率減小 。

[0062]當本說明書的有機發光裝置中發生短路時，可藉由電阻 

值以及自輔助電極至傳導性單元的操作電壓來判定洩漏電流量， 

而與傳導性單元的數目無關。因此，當增大傳導性單元的數目時， 

可使在正常操作期間因傳導性連接的電壓增大現象最小化，且當 

短路發生時，亦可使洩漏電流量最小化。

【0063】根據本說明書的一個實施例，短路防止單元的材料可為 

與傳導性單元的材料相同的種類或不同的種類。根據本說明書的 

一個實施例，當短路防止單元的材料為與傳導性單元的材料相同 

的種類時，可藉由調整短路防止單元的形狀來形成對於短路防止 

所需的高電阻區域。此外，當短路防止單元的材料為與傳導性單 

元的材料不同的種類時，可使用具有比傳導性單元的材料高的電 

阻值的材料來獲得對於短路防止所需的高電阻。

[0064]根據本說明書的一個實施例，短路防止單元可為包含材 

料與第一電極的材料不同的短路防止層；或包含材料與第一電極 

的材料相同或不同且包含電流流動方向的長度比垂直於其方向的 

寬度長的區域的傳導性連接。

[0065]根據本說明書的一個實施例，短路防止單元可為傳導性 

連接。

[0066]具體言之，根據本說明書的一個實施例，第一電極更包

含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傳導性連接，所述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傳導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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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接包含電流流動方向的長度比垂直於其方向的寬度長的區域， 

且在傳導性連接中，每一個端部分電連接至傳導性單元，且另一 

端部分電連接至輔助電極。

【0067】根據本說明書的一個實施例，傳導性連接的材料可與傳 

導性單元的材料相同。具體言之，傳導性連接以及傳導性單元包 

含於第一電極中，且可用相同材料形成。

[0068]此外，根據本說明書的一個實施例，傳導性連接的材料

, 可與第一電極的材料不同，且可藉由包含電流流動方向的長度比 

垂直於其方向的寬度長的區域而具有對於短路防止所需的電阻。

【0069】具體言之，根據本說明書的一個實施例，傳導性連接可

包含具有10:1或大於10:1的長度與寬度比的區域。

[0070]本說明書的傳導性連接可為第一電極中的傳導性單元的 

端部分，且形狀或位置不受特定限制。舉例而言，當傳導性單元 

以u形或L形形成時，傳導性連接可為其端部分。或者，傳導性 

連接可具有在一個頂點的中間突出的形式，傳導性單元的一個邊

I .緣或一側具有包含四邊形的多邊形形狀。

【。071】根據本說明書的一個實施例，傳導性連接可具有能夠藉

由包含具有10:1或大於10:1的長度與寬度比的區域來防止短路缺 

陷的電阻值。此外.，根據本說明書的一個實施例，具有10:1或大 

於10:1的長度與寬度比的區域可為傳導性連接的整個區域。或 

者，具有10:1或大於10:1的長度與寬度比的區域可為傳導性連接 

的_些區域

【0072】本說明書的長度以及寬度為相對概念，且長度可意謂當

自頂部看時自傳導性連接的一端至另一端的空間距離。換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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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當傳導性連接為直線的組合或包含曲線時，長度仍可意謂量 

測假定為直線的長度的值。在本說明書中的寬度可意謂當自頂部 

看時自長度方向的中心至傳導性連接的垂直方向的兩端的距離。

此外，當本說明書的寬度變化時，寬度可為任一個傳導性連接的 

寬度的平均值。長度以及寬度的一個實例說明於圖1中。

【0073】 本說明書的長度可意謂電流流動方向的量測。此外，本 

說明書的寬度可意謂垂直於電流流動方向的方向的量測。

【0074】此外，本說明書的長度可意謂電流自輔助電極遷移至傳 

導性單元的距離，且寬度可意謂垂直於長度方向的距離。

【0075】 在圖1中，距離可為a與b的總和，且寬度可為c。

【0076】根據本說明書的一個實施例，相互不同的傳導性單元之 

間的電阻可意謂一個傳導性單元與鄰接其的短路防止單元、輔助 

電極、鄰接另一傳導性單元的短路防止單元與另一傳導性單元的 

電阻。

【0077】根據本說明書的一個實施例，短路防止單元可為短路防 

止層。

[0078]根據本說明書的一個實施例·，短路防止層可包含不同於 

第一電極的材料，且具體言之，短路防止層可包含具有比第一電 

極高的電阻的材料。

【0079】根據本說明書的一個實施例，短路防止層可以層壓於某 

一部件上的形式來提供，或可平行於某一部件。

【0080】根據本說明書的一個實施例，可包含短路防止層以提供 

於第一電極與輔助電極之間，且輔助電極可經由短路防止層電連 

接至傳導性單元。換言之，本說明書的輔助電極可經由短路防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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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電連接傳導性單元。本說明書的短路防止層可執行有機發光裝 

置的短路防止功能。

[0081]根據本說明書的一個實施例，短路防止層可具有大於或 

等於1 nm且小於或等於10 μιη的厚度。

【0082】當無短路發生在有機發光裝置中時，短路防止層可維持 

在以上描述的厚度範圍及/或厚度方向電阻範圍中的正常操作電 

壓。此外，有機發光裝置可在處於以上描述的厚度範圍及/或厚度 

方向電阻範圍內的正常範圍中操作，甚至當短路發生在有機發光 

裝置中時。

[0083]具體言之，根據本說明書的一個實施例，短路防止層的 

電阻可意謂自輔助電極至傳導性連接或傳導性單元的電阻。換言 

之，短路防止層的電阻可為根據電距離的電阻，以便自輔助電極 

電連接至傳導性連接或傳導性單元。

【0084】 根據本說明書的一個實施例·，短路防止層可包含選自由 

以下各者組成的群組中的一個、兩個或兩個以上類型：碳粉末、 

碳膜、傳導性聚合物、有機聚合物、金屬、金屬氧化物、無機氧 

化物、金屬硫化物以及絕緣材料。具體言之，可使用選自由以下 

各者組成的群組中的兩者或兩者以上的混合物：氧化鎧（ZrO2）、 

鎳鎔合金（nichrome ）、氧化錮錫（IT。）、硫化鋅（ZnS）以及二 

氧化矽（SiO2） °

【0085】根據本說明書的一個實施例，短路防止單元的一個端部 

分可提供於傳導性單元的上表面、下表面以及側表面的至少一個 

表面上，且短路防止單元的另一端部分可提供於輔助電極的上表 

面、下表面以及側表面的至少一個表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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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86]根據本說明書的一個實施例，傳導性單元、輔助電極以

及短路防止單元可提供於基板的同一平面上 。

[0087]根據本說明書的一個實施例，短路防止單元的一個端部 

分可提供於傳導性單元的側表面以及上表面上，或提供於傳導性 

單元的側表面以及下表面上，且短路防止單元的另一端部分可提 

供於輔助電極的側表面以及上表面上，或提供於輔助電極的側表 

面以及下表面上。

[0088]根據本說明書的一個實施例，短路防止層可提供於傳導 

性單元的上表面以及側表面中的至少一個表面上，且輔助電極可 

提供於短路防止層的上表面以及側表面中的至少一個表面上 。

[0089]根據本說明書的一個實施例，短路防止層可提供於傳導 

性單元的下表面以及側表面中的至少一個表面上，且輔助電極可 

提供於短路防止層的下表面以及側表面中的至少一個表面上。

[0090]根據本說明書的一個實施例，輔助電極可經安置與傳導 

性單元中的每一者分開，且可提供以作為包圍傳導性單元中的一 

者或多者的網狀結構。

【0091】本說明書的輔助電極可具有包含兩個或兩個以上分支點 

的結構。本說明書的分支點可包含三個或三個以上分支。輔助電 

極不具備無相互電連接的傳導線，且可以兩個或兩個以上傳導線 

部分地鄰接的形式提供。換言之，本說明書的輔助電極不以條形 

狀提供，且可以包含至少兩個傳導線相互交叉的區域的形式提供。

【0092】本說明書的分支點可意謂藉由相互鄰接的輔助電極形成 

•三個或三個以上分支的區域，且輔助電極的電流可經由分支點分 

散地流動至分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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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93]根據本說明書的一個實施例，輔助電極可經安置與傳導 

性單元分開；以及與不包括鄰接輔助電極的傳導性連接的端部分 

區域分開。具體言之，輔助電極可不提供於具有防止傳導性連接 

短路的功能的區域上。換言之，輔助電極需要分開安置於傳導性 

連接的電流流動方向的長度比垂直於其方向的寬度長的區域中。 

事實上，·由於當具有低電阻值的輔助電極鄰接具有高電阻值的區 

域時，電阻值減小，從而導致短路防止功能的降低。

, [0094]根據本說明書的一個實施例，第一電極可為透明電極。

[0095]當第一電極為透明電極時，第一電極可為諸如氧化錮錫 

(ITO)或氧化錮鋅(IZO)的傳導性氧化物。此外，第一電極可為. 

半透明電極。當第一電極為半透明電極時，第一電極可用諸如Ag、 

Au、Mg、Ca或其合金的半透明金屬來製備&當將半透明金屬用 

作第一電極時 ' 有機發光裝置可具有微腔結構(microcavity 

structure)0

.【0096】根據本說明書的一個實施例，輔助電極可用金屬材料形

, 成。換言之，輔助電極可為金屬電極。.

[0097]輔助電極一般而言可使用所有金屬。具體言之，可包含 

具有較佳傳導率的鋁、銅及/或銀。當輔助電極將鋁用於與透明電 

極的黏著或在光製程中的穩定性時，亦可使用鈕/鋁/鉅層。

【0098】根據本說明書的一個實施例，有■機材料層包含至少一個 

或多個發光層，且可更包含選自由以下各者組成的群組中的一 

個、兩個或兩個以上類型：電洞注入層、電洞轉移層、電洞阻擋 

層、電荷產生層、電子阻擋層、電子轉移層以及電子注入層。

【0099】電荷產生層意謂當施加電壓時產生電洞以及電子的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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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00］作為基板，可使用具有優異透明度、表面光滑度、操作 

容易性且耐水性的基板。具體言之，可使用玻璃基板、薄玻璃基 

板或透明塑膠基板。塑膠基板可包含呈單層或多層形式的諸如聚 

對苯二甲酸伸乙酯(polyethylene terephthalate > PET ) ' 聚薬二甲 

酸伸乙酯(polyethylene naphthalate > PEN ) ' 聚醞醞酮(polyether 

ether ketone，PEEK)以及聚醯亞胺(polyimide，PI )的膜。此外 ' 

基板可包含在基板自身中的光散射功能。然而，基板不限於此， 

且可使用在有機發光裝置中通常使用的基板。

［owl］根據本說明書的一個實施例，第一電極可為陽極，且第 

二電極可為陰極。此外，第一電極可為陰極，且第二電極可為陽 

極。

【0102】作為陽極，具有大功函數的材料正常為較佳的，使得有 

機材料層的電洞注入是平滑的。能夠在本發明中使用的陽極材料 

的具體實例包含：金屬，諸如fL、銘、銅、鋅以及金或其合金； 

金屬氧化物，諸如氧化鋅、氧化$因(indium oxides )'氧化錮錫(IT0 ) 

以及氧化錮鋅(IZ0)；金屬與氧化物之組合，諸如ΖηΟ:Α1或 

SNO2:Sb ；傳導性聚合物，諸如，聚(3-甲基嚷吩) 

(poly(3-methylthiophene))、聚［3,4-(伸乙基-1,2-二氧基)嚏吩］ 

(poly［3,4-(ethylen-l,2-dioxy)thiophene］，PEDOT )、聚毗咯 

(polypyrrole )以及聚苯胺(polyaniline)以及類似物1但不限於 

此。

［0103］陽極的材料不限於陽極，且可用作陰極的材料。

【0104】作為陰極，具有小功函數的材料正常為較佳的，使得有 

機材料層的電子注入是平滑的。陰極材料的具體實例包含：金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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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如鎂、鈣、£內、鉀、钛、錮、銘、鲤、金L、鋁、銀、錫以及鉛 

或其合金；多層結構材料，諸如LiF/Al或LiO2/A1以及類似物， 

但不限於此。

[0105]陰極的材料不限於陰極，且可用作陽極的材料。

【0106】作為根據本說明書的電洞轉移層材料，能夠自陽極或電 

洞注入層接收電洞、將電洞移動至發光層以及具有用於電洞的高 

移動性的材料是合適的。其具體實例包含芳胺基(arylamin-based)

, 有機材料、傳導性聚合物、具有在一起的共貌部分與非共貌部分 

的嵌段共聚物(block copolymer )以及類似物，但不限於此。

【0107】作為根據本說明書的發光層材料，為能夠藉由分別自電 

洞轉移層以及電子轉移層接收電洞和電子，以及將電洞與電子結 

合，而在可見區域中發射光的材料，較佳為具有針對螢光或磷光 

之有利量子效率的材料。其具體實例包含：8-建基-哇嚇鋁錯合物 

(8-hydroxy-quinoline aluminum complex ，Alq3 ):咔 11坐基.

(carbazole-based )化合物；二聚苯乙烯基化合物( dimerized styryl

, compound )； BAlq； 10-獲基苯并哇嚇-金屬化合物(10-hydroxybenzo 

quinolin-metal compound )；苯并噁 口坐基(benzoxazole-based)、苯

并。塞口坐基 (benzthiazole-based ) 以及苯并咪11 坐基

(benzimidazole-based )的化合物·;聚(對伸苯·基伸乙烯)基

(poly(p-phenylenevinylene) .(PPV)-based )的聚合物「螺化合物

(spiro compound ):聚菇(polyfluorene ) ' 紅螢烯(rubren.e )以及 

類似物，但其不限於此。

【0108】作為根據本說明書的電子轉移層材料，能夠自陰極有利 

地接收電子、將電子移動至發光層且對於電子具有高移動性的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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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為合適的。其具體實例包含8-釐基喳嚇的A「錯合物(Al complex 

of 8-hydroxyquinoline )；包含Alq3的錯合物；有機基團化合物 

(organic radical compound )；理基黃酮-金屬錯合物 

(hydroxyflavon-metal complex )以及類似物，但其不限於此。

【0109】根據本說明書的一個實施例，輔助電極可位於有機發光 

裝置的非發光區域中。

【0110】根據本說明書的一個實施例，有機發光裝置可更包含提 

供於非發光區域中的絕緣層。

【0111】根據本說明書的一個實施例，絕緣層可使短路防止單元 

以及輔助電極與有機材料層絕緣。

【0112】根據本說明書的一個實施例，有機發光裝置可用包覆層 

來密封。

【0113】包覆層可以透明樹脂層形成。包覆層執行防止有機發光

裝置受到氧以及污染物的作用，且可為透明材料以免抑制有機發 ·

光裝置的光發射。透明度可意謂透射60%或大於60%的光，且具 

體言之，透射75%或大於75%的光。

【0114】根據本說明書的一個實施例，有機發光裝置可包含光散 

射層。具體言之，根據本說明書的一個實施例，有機發光裝置可 

更包含在與具備第一電極的有機材料層的表面相對的表面上的基 

板，且可更包含提供於基板與第一電極之間的光散射層。根據本 

說明書的一個實施例，光散射層可包含平坦化層。根據本說明書 

的一個實施例，平坦化層可提供於第一電極與光散射層之間。

[0115]或者，根據本說明書的一個實施例，有機發光裝置可更 

包含在與具備第一電極的有機材料層的表面相對的表面上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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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且可更包含在與具備基板的第一電極的表面相對的表面上的 

光散射層。

【0116】根據本說明書的一個實施例，光散射層不受特定限制' 

只要其具有誘發光散射的結構，且能夠增強有機發光裝置的光偵 

測效率。具體言之，根據本說明書的一個實施例，光散射層可具 

有將散射粒子分散至黏台劑内的結構、具有不均勻性的膜及/或具 

有渾濁性（hazeness）的膜。

. [0117]根據本說明書的一個實施例，可使用諸如旋塗、棒塗以

及狹縫塗覆的方法使光散射層直接形成於基板上，或可使用以膜 

形式製備且附著的方法來形成光散射層。·

[0118]根據本說明書的一個實施例，有機發光裝置可為可撓性 

有機發光裝置。在此情況下，基板可包含可撓性材料。具體言之' 

'基板可為可彎曲的薄膜型玻璃、塑膠基板或膜型基板。

【0119】塑膠基板的打料不受特定限制，然而，可通常以單層或 

多層的形式包含諸如聚對苯二甲酸伸乙酯（PET）、聚荼二甲酸伸 

. 乙酯（PEN）、聚醞醞酮（PEEK）以及聚醯亞胺（PI）的膜。

【0120】本說明書提供包含有機發光裝置的顯示裝置。有機發光 

裝置可在顯示裝置中執行像素或背光的作用。作為顯示裝置的其 

他組成部分，可使用此項技術中已知的組成部分。

[0121]本說明書提供一種包含有機發光裝置的照明裝置。有機 

發光裝置可在照明裝置中執行發光單元的作用。作為照明裝置的 

其他組成部分，可使用此項技術中已知的組成部分。

[0122]本說明書的一個實施例提供一種用於製造有機發光裝置 

的方法。具體言之，本說明書的一個實施例提供一種用於製造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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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發光裝置的方法，包含：製備基板；在基板上形成包含兩個或 

兩個以上傳導性單元的第一電極；形成經安置以與傳導性單元分 

開且包含具有三個或三個以上分支的兩個或兩個以上分支點的輔 

助電極；在第一電極上形成一個或多個有機材料層；以及在有機 

材料層上形成第二電極。

【0123】根據本說明書的一個實施例，第一電極的形成可為形成 

第一電極以包含兩個或兩個以上傳導性單元以及連接至傳導性單 

元中的每一者的傳導性連接。

[0124]根據本說明書的一個實施例'輔助電極的形成可為在傳 

導性連接中的每一者的一個端部分上形成輔助電極。

【0125】 此外，根據本說明書的一個實施例，用於製造有機發光 

裝置的方法可更包含待提供於第一電極與輔助電極之間的在第一 

電極的形成與輔助電極的形成之間形成短路防止層。

【0126】根據本說明書的一個實施例，有機發光裝置可發射具有 

大於或等於2,000 K且小於或等於12,000 K的色溫的白光。

[0127]本說明書的一個實施例提供一種用於修復有機發光裝置 

的方法，所述方法包含：製造有機發光裝置，所述有機發光裝置 

包含：第一電極，其包含兩個或兩個以上傳導性單元；第二電極， 

其與第一電極相對地提供；一個或多個有機材料層，其提供於第 

一電極與第二電極之間"輔助電極，其電連接至傳導性單元中的 

每一者；以及短路防止單元，其提供於輔助電極與傳導性單元中 

的每一者之間以電連接輔助電極及傳導性單元中的每一者；將電 

壓自外部電力施加至有機發光裝置；偵測發生短路缺陷的傳導性 

單元，其為偵測有機發光裝置的白點區域或暗點區域'或偵測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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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比有機發光裝置中無發生短路缺陷的情況的操作溫度高或大於 

30%的操作溫度的區域；偵測短路缺陷傳導性單元中的短路缺陷區 

域；以及藉由剝奪短路缺陷區域的第一電極及第二電極中的至少 

一者的功能來修復短路缺陷區域。

【0128】根據本說明書的一個實施例，電壓的施加可更包含藉由 

短路防止單元防止所有電流集中於發生短路缺陷的傳導性單元 

上。具體言之，根據本說明書的一個實施例，當將電壓施加至有 

機發光裝置時，可藉由短路防止單元防止因為短路缺陷而無法操 

作的整個有機發光裝置。然而，與正常區域相比，自從低電阻形 

成於短路缺陷區域中以來 ' 大量電流在其中流動，且操作溫度可 

比無短路缺陷發生的情況的操作溫度高或大30%。

【0129】根據本說明書的一個實施例，當流動至短路缺陷區域的 

洩漏電流由短路防止單元阻擋而在某一位準以下時，由於過電流 

(overcurrent)的影響，發生短路缺陷的傳導性單元區域可形成發 

射比周圍正常操作的傳導性單元亮的光的白點區域。

【0130】此外，根據本說明書的一個實施例，當流動至短路缺陷 

區域的洩漏電流由短路防止單元阻擋而超出某一位準時。充分電 

流(sufficient current)不在發生短路缺陷的傳導性單元區域中流 

動，且可形成不能發射光的暗點區域。

【0131】根據本說明書的一個實施例，與正常操作的情況相比， 

過電流在白點區域中流動，且操作溫度可比無短路缺陷發生的情 

況的操作溫度高或大30%。

【0132】根據本說明書的一個實施例，電流亦集中地流動至在暗 

點區域·中的短路缺陷區域，因此，操作溫度可比無短路缺陷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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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況的操作溫度高或大30%。

【0133】換言之，由於流動至短路缺陷區域的大量電流，白點區 

域及/或暗點區域具有比正常操作的傳導性單元高的溫度。正常操 

作.的傳導性單元可意謂不包括包含短路缺陷區域的傳導性單元以 

及過電流在包含短路缺陷區域的傳導性單元附近流動的傳導性單 

元。

【。134】根據本說明書的一個實施例，電壓的施加可更包含發射 

具有大於正常亮度光的發生短路缺陷的傳導性單元，或不操作的 

發生短路缺陷的傳導性單元。

【0135】此外，當在有機發光裝置中不存在短路缺陷區域時，整 

個發光區域的亮度以及操作溫度的變化變得小且可忽略。

【。136】根據本說明書的一個實施例，偵測發生短路缺陷的傳導 

性單元可藉由用裸眼搜尋白點區域或暗點區域來偵測具有短路缺 

陷區域的傳導性單元。此外，偵測發生短路缺陷的傳導性單元可 

使用紅外線相機以及能夠偵測溫度差的類似者以偵測具有形成比 

正常操作的區域高或大於30%的溫度的短路缺陷區域的傳導性單 

元。;

【0137】此外，根據本說明書的一個實施例，短路缺陷區域能夠 

藉由偵測傳導性單元中由於短路缺陷區域而不能發射光的短路缺 

陷區域而準確地偵測。

[0138]具體言之，根據本說明書的一個實施例，短路缺陷區域 

的偵測可藉由放大具有短路缺陷的傳導性單元來偵測短路缺陷區 

域。可將短路缺陷區域視為不透明區域或黑色區域。根據本說明 

書的一個實施例，傳導性單元可為透明的，且短路缺陷發生區域
第25頁，共28頁（發明說明書）’ 

57830pif 

1C4114S4S ΆΌ2Ο2 1043366649-0



201607098

不透明且可視為黑色區域。

【0139】當短路防止單元具有以上所提到的範圍的電阻時，可防 

止整個有機發光裝置因短路缺陷區域而無法操作。此外，可在有 

機發光裝置中產生白點區域或暗點區域，以便偵測包含短路缺陷 

的傳導性單元。

【0140】根據本發明的一個實施例，短路缺陷區域的修復可為移 

除包含短路缺陷區域之區域的第一電極或第二電極。此外，根據 

本發明的一個實施例，短路缺陷區域的修復可為剝奪短路缺陷區 

域的第一電極或第二電極的導電功能。作為當第一電極或第二電 

極為金屬電極時剝奪短路缺陷區域的第一電極或第二電極的導電 

功能的方法，短路缺陷區域的金屬電極可由金屬氧化物取代。

【0141】 具體言之，經由短路缺陷區域的修復·，使短路缺陷區域 

絕緣，且可防止洩漏電流流動至短路缺陷區域。此外，經由短路 

缺陷區域的修復，發生短路缺陷的傳導性單元可正常地操作。經 

修復的發生短路區域不參與光發射，但可不被裸眼偵測到。

【0142】根據本發明的一個實施例，短路缺陷區域的修復可為將 

雷射照射至包含短路缺陷區域的區域。

【0143】根據本發明的一個實施例，經由雷射照射，可剝奪短路 

缺陷區域的第一電極、有機材料層以及第二電極中的至少一者的 

功能。具體言之，可經由雷射照射移除短路缺陷發生區域的有機 

材料層，或可藉由用金屬氧化物取代短路缺陷區域的金屬電極來 

剝奪功能。此外，可經由雷射照射移除短路缺陷發生區域。

【0144】在下文中，將參考實例來詳細描述本說明書。然而，根 

據本說明書的實例可經修改成各種其他形式，且本說明書的範疇

第26頁，共28頁（發明說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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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應解釋為限於以下描述的實例。提供本說明書的實例以便為一 

般熟習此項技術者更完整地描述本說明書。

【0145】實例 -

【0146】在基板上形成短路防止層後，使用ITO形成包含多個傳 

導性單元的第一電極，且鋁（A1）以網狀形式形成以作為輔助電 

極。使用感光性絕緣材料使曝露輔助電極的區域絕緣，且將包含 

發光層以及第二電極的有機材料層依連續次序層壓於其上'並因 

此製造出有機發光裝置。

[0147]人工地將壓力施加於所製造的有機發光裝置的一些區域 

中以形成短路缺陷，且在一些傳導性單元區域中產生短路缺陷區 

域。下文中，藉由將短路缺陷區域形成至功能剝奪區中而阻擋洩 

漏電流的用於製造根據本說明書的一個實施例的有機發光裝置的 

方法將參考圖式進行描述。

【0148】圖2以及圖3為在實例驅動中製造的有機發光裝置的影 

像。

[0149]具體言之，圖2展示根據實例製造的有機發光裝置的白 

點區域。由圖2可看出，白點區域為包含發生短路缺陷的傳導性 

單元的像素，且具有比周圍像素高的亮度。

[0150]具體言之，圖3展示根據實例製造的有機發光裝置的暗 

點區域。由圖3可看出，暗點區域為包含發生短路缺陷的傳導性 

單元的像素，且因為短路缺陷而不發射光。

【0151】更具體言之，圖2以及圖3可意謂偵測發生短路缺陷的 

傳導性單元的步驟。

【0152】圖4為放大根據實例製造的有機發光裝置的發生短路缺 

第27頁，共28頁（發明說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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陷的傳導性單元的影像。具體言之，圖4展示放大包含因為圖2 

或圖3中所示的短路缺陷而無法操作的傳導性單元的像素，且發 

現傳導性單元中的短路缺陷區域的圖，且可意謂偵測短路缺陷傳 

導性單元中的短路缺陷區域的步驟。在圖4中標記的圓中的黑點 

表示傳導性單元與第二電極相互鄰接的短路缺陷區域。

[0153]圖5·以及圖6為剝奪根據實例製造的有機發光裝置的短 

路缺陷區域的功能的狀態的影像。具體言之，圖5以及圖6影像 

中所示的黑色區域表示藉由將雷射照射至包含短路缺陷區域的區 

域而修復的短路缺陷區域。圖6為放大在雷射照射後修復短路缺 

陷區域的任一個傳導性單元區的影像。具體言之，圖6為包含正 

用雷射來雷射照射的短路發生區域的區域，且在閉合圖形中的雷 

射照射的區因不與周圍電連接而失去功能。換言之，當短路發生 

區域大時，可以閉合圖形的形式進行雷射照射，以便包含如圖6 

中的短路發生區域。

[符號說明].

[0154]

a、b ：距離

c :寬度

第28頁，共28頁（發明說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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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明摘要】

【中文發明名稱】 有機發光元件

【英文發明名稱】

申請日」。心8

IPC分類：/ “A on

ORGANIC LIGHT EMITTING DEVICE

【中文】本說明書提供一種有機發光裝置。

【英文】 The present specification provides an organic light emitting device.

【指定代表圖】圖6。

【代表圖之符號簡單說明】

八、、

【特徵化學式】

八、、

第1頁，共1頁（發明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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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明申請專利範圍】

【第1項】一種有機發光裝置，其包括：

第一電極，其包含兩個或兩個以上傳導性單元 ；

第二電極，其與所述第一電極相對地提供；

一個或多個有機材料層，其提供於所述第一電極與所述第二 

電極之間；以及

功能剝奪區，其自所述傳導性單元中的至少一者的一部分持 

續至所述第二電極的一部分 ，

其中所述功能剝奪區為失去功能或實質上被移除的所述第一 

電極及所述第二電極中的至少一者。

【第2項】如申請專利範圍第1項所述的有機發光裝置，其中所述 

功能剝奪區包含具有自所述傳導性單元的一些區域至所述第二電 

極的最短距離的區域。

【第3項】如申請專利範圍第1項所述的有機發光裝置，其中所述 

功能剝奪區的所述有機材料層被移除，且被所述第一電極或所述 

第二電極的氧化物取代。

【第4項】如申請專利範圍第1項所述的有機發光裝置，其中所述 

功能剝奪區藉由雷射照射而形成。

【第5項】如申請專利範圍第1項所述的有機發光裝置，其包括： 

輔助電極，其電連接至所述傳導性單元中的每一者；以及 

短路防止單元，其提供於所述輔助電極與所述傳導性單元中 

的每一者之間以電連接所述輔助電極及所述傳導性單元中的每一 

者。

10433665<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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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項】如申請專利範圍第5項所述的有機發光裝置，其中自鄰 

近所述輔助電極的所述短路防止單元的區域至鄰近所述傳導性單 

元中的每一者的區域的電阻大於或等於40 Ω，且小於或等於 

300,000 Ω。

【第7項】如申請專利範圍第5項所述的有機發光裝置，其中所述 

短路防止單元的材料與所述傳導性單元的材料的種類相同或不 

同。

, 【第8項】如申請專利範圍第5項所述的有機發光裝置，其中所述 

短路防止單元為包含與所述第一電極的材料不同的材料的短路防 . 

止層，或包含與所述第一電極的材料相同或不同的材料且包含電 

流流動方向的長度比垂直於其方向的寬度長的區域的傳導性連 

接。

【第9項】如申請專利範圍第5項所述的有機發光裝置，其中所述 

短路防止單元的一個端部分提供於所述傳導性單元的上表面、下 

表面以及側表面的至少一個表面上，且所述短路防止單元的另一

I 端部分提供於所述輔助電極的上表面、下表面以及側表面的至少 

一個表面上。

【第10項】如申請專利範圍第5項所述的有機發光裝置，其中所 

述輔助電極經提供以作為包圍所述傳導性單元中的一者或多者的 

網狀結構。

【第11項】如申請專利範圍第1項所述的有機發光裝置，其中所 

述傳導性單元中的每一者的面積大於或等於0.01 mm2且小於或等 

於 25 mm2。

【第12項】如申請專利範圍第1項所述的有機發光裝置，其為可

第2頁，共3頁（發明申請專利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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撓性有機發光裝置。

【第13項】一種顯示裝置，其包括如申請專利範圍第1項至第12 

項中任一項所述的有機發光裝置。

【第14項】一種照明裝置，其包括如申請專利範圍第1項至第12 

項中任一項所述的有機發光裝置。

第3頁，共3頁（發明申請專利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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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第104114646號中文說明書無劃综修正本 修正日期：104年11月3日

【發明說明書】

【中文發明名稱】有機發光裝置

【英文發明名稱】ORGANIC LIGHT EMITTING DEVICE

【技術領域】
. · . .

［0001］本說明書主張2014年5月13日在韓國知識產權局申請

的韓國專利申請案第10-2014-0057288號的優先權以及權益 > 其全

• 部內容被以引用的方式併入本文中。

［0002］本說明書是關於一種有機發光裝置。

［先前技術］

［0003］有機光發射現象指使用有機材料將電能轉換至光能的現

象。換言之，當將適當的有機材料層置放於陽極與陰極之間且將 - 

電壓施加於兩個電極之間時，將電洞以及電子分別自陽極以及陰 

極注入至有機材料層。此等注入的電洞以及電子會合以形成激

• 子，且當此等激子落回至基態時，光發射。

［0004］由於陽極與陰極之間的空間小，因此有機發光裝置有可 

能具有短路缺陷。藉由針孔、裂縫、有機發光裝置的結構中的階 

梯、塗佈粗糙度以及類似者，陽極與陰極可直接相互接觸，或在 

此等缺陷區域中的有機層厚度可能較薄。此等缺陷區域提供允許 

電流流動的低電阻路徑，且使電流幾乎不流過或在極端情況下完 

全不流過有機發光裝置。結果，有機發光裝置具有減少或無光的· 

發射輸出。在多像素顯示裝置中，短路缺陷可藉由產生不發光或

第1頁，共28頁（發明說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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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發射的光強度具有小於平均光強度的壞點來降低顯示品質。在 

照明或其他低解析度應用中，對應的區域相當大的部分無法操作 

可歸因於短路缺陷。關於短路缺陷，通常在乾淨的房間中進行有 

機發光裝置的製造。然而，無論環境有多乾淨，仍無法有效移除 

短路缺陷。在許多情況下，有機層的厚度增大大於操作裝置實際 

上所需要，以便藉由增大兩個電極之間的距離來減小短路缺陷的 

數目。此方法增添了製造有機發光裝置時的成本，且使用此方法 

甚至可能不能完全移除短路缺陷。

【發明内容】

[0005]技術問題

[0006]本說明書是關於一種有機發光裝置。

[0007]技術解決方案

[0008]本說明書的一個實施例提供一種有機發光裝置，其包 

含：第一電極，其包含兩個或兩個以上傳導性單元；第二電極） 

其與所述第一電極相對地提供；一個或多個有機材料層，其提供 

於所述第一電極與所述第二電極之間；以及功能剝奪區，其自所 

述傳導性單元中的至少一者的一部分持續至所述第二電極的一部 

分，其中所述功能剝奪區為失去功能或實質上被移除的所述第一 

電極及所述第二電極中的至少一者。

[0009]本說明書的一個實施例提供一種包含有機發光裝置的顯 

示裝置。

[0010]本說明書的一個實施例提供一種包含有機發光裝置的照 

明裝置。.
第2頁，共28頁（發明說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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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1】有利效應

【0012】根據本說明書的一個實施例的有機發光裝置通常可藉由 

修復歸因於短路缺陷而發生洩漏電流的區域來操作 。

【0013】另外，根據本說明書的一個實施例的有機發光裝置修復 

在最小範圍內的短路缺陷區域，且因此具有經.修復區域在驅動有 

機發光裝置時不易於為裸眼所偵測到的優勢。

. '【圖式簡單說明】

[0014]

圖1說明在本說明書的傳導性連接中的長度以及寬度的一個 

實例。

圖2以及圖3繪示在實例驅動中製造的有機發光裝置的影像。

圖4為放大根據實例製造的有機發光裝置的發生短路缺陷的

' 傳導性單元的影像。

圖5及圖6為放大根據本說明書的一個實施例的有機發光裝

. 置的影像，所述有機發光裝置剝奪有機發光裝置的短路缺陷區域

的功能。

【實施方式】

【0015】在本說明書中，一個部件置放於另一部件「上」的描述 

不僅包含一個部件鄰接另一部件的情況，且亦包含一部件存在於 

兩個部件之間的情況。

[0016]在本說明書中，某一部分「包含」某些成分之描述意謂

第3頁，共28頁（發明說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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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夠更包含其他成分，且除非有相反的特定陳述，否則不排除其 

他成分。

[0017]在下文中，將更詳細地描述本發明。

[0018]本說明書的一個實施例提供一種有機發光裝置，其包 

含：第一電極，其包含兩個或兩個以上傳導性單元；第二電極， 

其與所述第一電極相對地提供；一個或多個有機材料層，其提供 

於所述第一電極與所述第二電極之間；以及功能剝奪區，其自所 

述傳導性單元中的至少一者的一部分持續至所述第二電極的一部 

分，其中所述功能剝奪區為失去功能或實質上被移除的所述第一 

電極及所述第二電極中的至少一者。

[0019]根據本說明書的一個實施例，功能剝奪區可包含具有自 

傳導性單元的一些區域至第二電極的最短距離的區域。

[0020]根據本說明書的一個實施例，功能剝奪區中的有機材料 

層可被移除，且可被第一電極或第二電極的氧化物取代。

[0021]根據本說明書的一個實施例，功能剝奪區可藉由雷射照 

射而形成。

[0022]根據本說明書的一個實施例，功能剝奪區可藉由雷射照 

射或藉由人工地施加過電流而形成。

[0023]功能剝奪區可藉由剝奪位於在製造有機發光裝置時發生 

短路缺陷區域內的第一電極、第二電極或有機材料層而防止由短 

路缺陷區域導致的洩漏電流。具體言之，根據本說明書的一個實 

施例，功能剝奪區可不電連接至鄰近區域。因此 ' 功能剝奪區能 

夠阻擋洩漏電流。

[0024]根據本說明書的一個實施例，有機發光裝置可包含電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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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至傳導性單元中的每一者的輔助電極，且可包含提供於輔助電 

極與傳導性單元中的每一者之間的短路防止單元以電連接輔助電 

極及傳導性單元中的每一者。

【0025】根據本說明書的一個實施例，自鄰近輔助電極的短路防 

止單元的區域至鄰近傳導性單元中的每一者的區域的電阻可大於 

或等於40 Ω，且小於或等於300,000 Ω。

【0026】與傳導性單元相比，本說明書的短路防止單元可具有相 

對較高的電阻。此外，本說明書的短路防止單元可在有機發光裝 

置中執行短路防止功能。換言之，當有機發光裝置中發生短路缺 

陷時，儘管有短路缺陷，本說明書的短路防止單元所執行的作用 

使裝置仍能操作。

【。027】當第二電極直接與第一電極接觸時，可能發生短路缺 

陷。或者，當位於第一電極與第二電極之間的有機材料層因為厚 

度減小、變形或類似情形而使有機材料層失去功能，以及第一電 

極與第二電極接觸時，亦可能發生短路缺陷。當短路缺陷發生時， 

提供低路徑（low path）給有機發光裝置的電流，且有機發光裝置 

可能無法正常地操作。由於電流自第一電極直接流動至第二電極 

的洩漏電流（歸因於短路缺陷），有機發光裝置的電流可避開無缺 

陷區而流動。此可減少有機發光裝置的光發射輸出，且在許多情 

況下，有機發光裝置可不操作。此外，當用以分散地流動至大面 

積的有機材料的電流集中地在短路發生位置上流動時，局部產生 

高熱量，從而引起裝置破壞或起火的風險。

[0028]然而，短路防止單元可防止所有操作電流流動至短路缺 

陷區域，甚至是當短路缺陷發生在本說明書的有機發光裝置的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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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一個或多個傳導性單元中時。換言之，短路防止單元可執行控 

制洩漏電流的數量的作用，使得其不會無限地增大。因此，在本 

說明書的有機發光裝置中，不具有短路缺陷的其餘傳導性單元可 

正常地操作，甚至是當短路缺陷發生於一些傳導性單元中時。

【0029】可經由具有短路防止功能的區域將電流供應至本說明書 

的傳導性單元中的每一者。具體言之，根據本說明書的一個實施 

例，有機發光裝置可經由提供於傳導性單元與輔助電極之間的一 

個或多個短路防止單元電連接至輔助電極。具體言之，根據本說 

明書的一個實施例，傳導性單元中的每一者可經由大於或等於1 

個且小於或等於10個存在的短路防止單元電連接至輔助電極。當 

電連接至任一個傳導性單元的短路防止單元以複數數目存在時， 

由於其他短路防止單元可發揮功能（甚至當任一個短路防止單元 

不發揮功能時），有機發光裝置的穩定性可增大。

[0030]根據本說明書的一個實施例，自輔助電極至傳導性單元 

中的每一者的電阻可為短路防止單元的電阻。具體言之，輔助電 

極的電阻小且可忽略，因此，自輔助電極至傳導性單元的多數電 

阻可為短路防止單元的電阻。

【0031】本說明書的傳導性單元可包含於有機發光裝置的發光區 

域中。具體言之，根據本說明書的一個實施例，傳導性單元中的 

每一者的至少一個區域可位於有機發光裝置的發光區域中。換言 

之，根據本說明書的一個實施例，光發射現象發生在包含形成於 

形成傳導性單元的區域上的發光層的有機材料層中，且光可經由 

傳導性單元發射。

【0032】根據本說明書的一個實施例，有機發光裝置可具有依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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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助電極、短路防止層、傳導性單元、有機材料層以及第二電極 

的方向次序或依照與其相反的方向次序的電流流動。或者，有機 

發光裝置可具有依照輔助電極、傳導性連接、傳導性單元、有機 

材料層以及第二電極的方向次序或依照與其相反的方向次序的電 

流流動。

【0033】根據本說明書的一個實施例，可經由短路防止單元將電 

流自輔助電極供應至傳導性單元中的每一者 。

【0034】在本說明書中的發光區域意謂經由第一電極及/或第二電 

極發射而在有機材料層的發光層處發射光的區域。舉例而言，在 

根據本說明書的一個實施例的有機發光裝置中，發光區域可形成 

於至少一些第一電極區域中，其中短路防止單元及/或輔助電極不 

形成於在其上形成第一電極的基板的區域當中。此外，在本說明 

書中的非發光區域可意謂不包括發光區域的其餘區域。

【0035】根據本說明書的一個實施例，短路防止單元可位於有機 

發光裝置的非發光區域中。

[0036]根據本說明書的一個實施例，傳導性單元中的每一者可 

電並聯連接。本說明書的傳導性單元經安置以相互分開。.本說明 

書的相互分開的傳導性單元之構成可由傳導性單元之間的電阻來 

識別。

[0037]具體言之，根據本說明書的一個實施例，自傳導性單元 

中的一者至相鄰另一傳導性單元的電阻可為短路防止單元的電阻 

的兩倍或兩倍以上。舉例而言-當使任一個傳導性單元與相鄰另 

一傳導性單元之間的載流路徑僅經由短路防止單元以及輔助電極 

時，傳導性單元以及鄰近傳導性單元經過輔助電極以及短路防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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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兩次°因此，傳導性單元之間的電阻可具有至少兩倍短路防 

止單元的值的電阻值，甚至是當忽略輔助電極的電阻值時。

[0038]本說明書的傳導性單元中的每一者相互分開且電分離，

'且可經由短路防止單元將電流自輔助電極供應至傳導性單元中的 

每一者。當在任何一個傳導性單元中發生短路時，藉由電流必須 

流動至另一未經歷短路的單元，而流動至經歷短路的傳導性單 

元，以防止整個有機發光裝置無法操作。

[0039]根據本說明書的一個實施例，第一電極可包含兩個或兩 

個以上傳導性單元，且兩個或兩個以上傳導性單元可經安置以實 

質上相互分開。此外，根據本說明書的一個實施例，兩個或兩個 

以上傳導性單元可實質上相互連接，且在此情況下，兩個或兩個 

以上傳導性單元可經由其中未形成傳導性單元的第一電極的區域 

相互連接。

[0040]根據本說明書的一個實施例，輔助電極可具有3 α/口或小 

於3 Q/口的片電阻值(sheet resistance )。具體言之，輔助電極可具 

有1 Q/□或小於1 Q/口的片電阻值。

【0041】當具有大面積的第一電極以及第二電極中的任一者的片 

電阻值高於所需要時，對於電極的每一位置，電壓可不同。因此， 

當將有機材料層置放於其間的第一電極與第二電極之間的電位差 

變得不同時，有機發光裝置的亮度均勻性可降低。因此，為了降 

低具有比所需要高的片電阻值的第一電極或第二電極的片電阻 

值，·可使用輔助電極。本說明書的輔助電極的片電阻值可為3 Ω/α 

或小於3 Ω/π，且具體言之，1 Q/□或小於1 Ω/α，且在以上提到的 

範圍中，有機發光裝置可維持高亮度均勻性。

第8頁，共28頁(發明說明書)

57830pifl

2.04114645 三先 ΆΟ2Ο2 1O4336G65O-O



201607098 104年11月03日修正音換頁

為第104114646號中文說明書無劃综修正本 修正日期：104年11月3日

【0042】根據本說明書的一個實施例，可將第一電極形成為透明 

電極。在此情況下，第一電極的片電阻值可高於對於有機發光裝 

置的操作所需的片電阻值。因此，為了降低第一電極的片電阻值， 

可藉由將輔助電極電連接至第一電極以將第一電極的片電阻值降 

低至輔助電極的片電阻值位準。

【0043】根據本說明書的一個實施例，將輔助電極提供於不同於 

發光區域的區域中。

【0044】根據本說明書的一個實施例，輔助電極可形成有相互電 

連接的傳導線。具體言之，傳導線可形成有傳導性單元。具體言 

之，可藉由將電壓施加至本說明書的輔助電極的至少一個區域來 

驅動整個輔助電極。

[0045]根據本說明書的一個實施例，可將有機發光裝置用作包 

含於OLED照明中。在OLED照明的情況下，在整個發光區域中 

（亦即，在所有有機發光裝置中）具有均勻亮度的光發射是重要 

的。具體言之，為了實現在OLED照明中的均勻亮度，形成於OLED 

照明中包含的所有有機發光裝置的第一電極與第二電極之間的電. 

壓維持為相同較佳。

[0046]當本說明書的第一電極為透明電極且第二電極為金屬電 

極時，每一有機發光裝置的第二電極具有足夠低的片電阻值，且 

在有機發光裝置中的每一者的第二電極中幾乎不存在電壓差。然 

而，在第一電極的情況下，電壓差可存在於有機發光裝置中的每 

一者中。根據本說明書的一個實施例，可使用輔助電極（且具體 

言之，金屬輔助電極），以便補充有機發光裝置中的每一者的第一 

電極電壓差。此外*金屬輔助電極形成有相互電連接的傳導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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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每一有機發光裝置的第一電極電壓差幾乎不存在。

【0047】根據本說明書的一個實施例，傳導性單元可具有1 Ω/Π 

或大於1 Q/口，或3 Q/□或大於3 Q/口的片電阻值，且具體言之， 

可為10 Q/□或大於10 Ω/α。此外，傳導性單元可具有10,000 Ω/π 

或小於10,000 Ω/π，或1,000 Q/□或小於1,000 Q/口的片電阻值。換 

言之，本說明書的傳導性單元可具有大於或等於1 Q/□且小於或等 

於10,000 Ω/π，或大於或等於10 Q/□且小於或等於1,000 Q/口的片 

電阻值。

【0048】藉由圖案化第一電極來形成傳導性單元以及傳導性連 

接，且因此，傳導性單元可具有與第一電極或傳導性連接相同的 

片電阻值。

【0049】根據本說明書的一個實施例，可控制對於傳導性單元所 

需的片電阻值位準，以便與對應於發光面積的傳導性單元的面積 

成反比。舉例而言，當傳導性單元具有、。0 cm?的發光面積時,對 

於傳導性單元所需的片電阻值可大致為1 Ω/π。此外，當形成小的 

傳導性單元中的每一者時，對於傳導性單元所需的片電阻值可為1 

口或大於1 Ω/π。

[0050]本說明書的傳導性單元的片電阻值可藉由形成傳導性單 

元的材料來判定，且亦可藉由電連接至輔助電極而降低至輔助電 

極的片電阻值位準。因此，在本說明書的有機發光裝置中所需的 

傳導性單元的片電阻值可藉由輔助電極以及傳導性單元的材料來 

調整。

【0051】根據本說明書的一個實施例，第一電極可包含相互分開 

的傳導性單元中的I,。。。個或多於1,00。個。具體言之，第一電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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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包含相互分開的傳導性單元中的大於或等於1,000且小於或等 

於 1,000,000 個。

[0052]此外，根據本說明書的一個實施例，第一電極可形成有 

傳導性單元的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圖案。具體言之，傳導性單元可 

形成有不包括傳導性連接的區域相互分開的圖案。

【0053】 本說明書的圖案可具有閉台圖形的形狀。具體言之，圖 

案可為諸如三角形、四邊形以及六邊形的多邊形，或可為非晶形 

式。

[0054]當本說明書的傳導性單元的數目為1,000或大於1,000 

時，可獲得使有機發光裝置在短路發生期間的洩漏電流量最小化 

的效應，,同時使在正常操作期間的電壓增大最小化。此外，隨著 

本說明書的傳導性單元的數目增大直至1,000,000或少於 

1,000,000，可在維持孔徑比的同時維持所述效應。換言之，當傳 

導性單元的數目大於1,000,000時，由於輔助電極的數目的增加' 

可能會減小孔徑比。

【0055】根據本說明書的一個實施例，傳導性單元在有機發光裝 

置中佔據的面積可大於或等於50%且小於或等於90% （基於整個 

有機發光裝置的平面圖）。具體言之，傳導性單元包含於發光區域 

中，'且基於整個有機發光裝置的發光表面，傳導性單元佔據的面 

積可與有機發光裝置的孔徑比相同或類似。·

[0056]在本說明書的第一電極中，傳導性單元中的每一者由傳 

導性連接及/或短路防止層電連接，且因此，裝置的驅動電壓增大。 

因此，根據本說明書的一個實施例，第一電極可藉由傳導性連接 

而具有短路防止功能，同時藉由包含1,000個或多於1,000個的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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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性單元而降低裝置的驅動電壓以便配合因傳導性連接增大的驅 

動電壓。

【0057】根據本說明書的一個實施例，傳導性單元中的每一者的 

面積可大於或等於0.01 mm2且小於或等於25 mm2。

[0058]當使傳導性單元中的每一者的面積變小時，存在以下優 

勢：由於引入用於防止短路的短路防止單元，操作電壓速率增大 

以及與操作電流相關的洩漏電流值皆降低了。此外，存在以下優 

勢：當產生歸因於短路而不發射光的傳導性單元時，藉由使非發 

光區域最小化來使產品品質降低最小化。然而，當傳導性單元的 

面積過小時，發光區域在整個裝置區域中的比率大大地減小了 ， 

從而導致因為孔徑比減小所引起的有機發光裝置效率降低的問 

題。因此，當製造具有以上描述的傳導性單元的面積的有機發光 

裝置時，可最大限度地展現以上描述的優勢，同時使以上描述的 

劣勢最小化。

[0059】根據本說明書的有機發光裝置，傳導性連接、傳導性單 

元以及包含發光層的有機材料層可相互電串聯連接。本說明書的 

發光層位於第一電極與第二電極之間，且兩個或兩個以上發光層 

可相互電並聯連接。
9

[0060]根據本說明書的一個實施例，發光層位於傳導性單元與 

第二電極之間，且發光層中的每一者可相互電並聯連接。換言之， 

本說明書的發光層的位置可對應於與傳導性單元對應的區域。

[0061]當本說明書的發光層在相同電流密度下操作時，隨著發 

光層的面積減小，電阻值成反比地增大。根據本說明書的一個實 

施例，當傳導性單元中的每一者的面積變得較小且數目增大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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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光層中的每一者的面積亦變得較小。在此情況下，串聯連接至 

•有機材料層的傳導性連接的電壓相比於當有機發光裝置操作時施 

加至包含發光層的有機材料層的電壓的比率減小 。

【0062】當本說明書的有機發光裝置中發生短路時，可藉由電阻 

值以及自輔助電極至傳導性單元的操作電壓來判定洩漏電流量， 

而與傳導性單元的數目無關'。因此，當增大傳導性單元的數目時， 

可使在正常操作期間因傳導性連接的電壓增大現象最小化，且當 

短路發生時，亦可使洩漏電流量最小化。

【。063】根據本說明書的一個實施例，短路防止單元的材料可為 

與傳導性單元的材料相同的種類或不同的種類。根據本說明書的 

一個實施例，當短路防止單元的材料為與傳導性單元的材料相同 

的種類時，可藉由調整短路防止單元的形狀來形成對於短路防止 

所需的高電阻區域。此外，當短路防止單元的材料為與傳導性單 

元的材料不同的種類時，可使用具有比傳導性單元的材料高的電 

阻值的材料來獲得對於短路防止所需的高電阻。

【0064】根據本說明書的一個實施例，短路防止單元可為包含材 

料與第一電極的材料不同的短路防止層；或包含材料與第一電極 

的材料相同或不同且包含電流流動方向的長度比垂直於其方向的 

寬度長的區域的傳導性連接。

【0065】 根據本說明書的一個實施例，短路防止單元可為傳導性 

連接。

[0066]具體言之，根據本說明書的一個實施例，第一電極更包 

含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傳導性連接，所述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傳導性 

連接包含電流流動方向的長度比垂直於其方向的寬度長的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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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在傳導性連接中，每一個端部分電連接至傳導性單元 ） 且另一 

端部分電連接至輔助電極。

【0067】根據本說明書的一個實施例，傳導性連接的材料可與傳 

導性單元的材料相同。具體言之，傳導性連接以及傳導性單元包 

含於第一電極中，且可用相同材料形成。

[0068]此外，根據本說明書的一個實施例，傳導性連接的材料 

可與第一電極的材料不同，且可藉由包含電流流動方向的長度比 

垂直於其方向的寬度長的區域而具有對於短路防止所需的電阻 。

【0069】具體言之，根據本說明書的一個實施例，傳導性連接可 

包含具有10:1或大於10:1的長度與寬度比的區域。

[0070]本說明書的傳導性連接可為第一電極中的傳導性單元的 

端部分，且形狀或位置不受特定限制。舉例而言，當傳導性單元 

以U形或L形形成時，傳導性連接可為其端部分。或者，傳導性 

連接可具有在一個頂點的中間突出的形式，傳導性單元的一個邊 

緣或一側具有包含四邊形的多邊形形狀 。

[0071]根據本說明書的一個實施例，傳導性連接可具有能夠藉 

由包含具有10:1或大於10:1的長度與寬度比的區域來防止短路缺 

陷的電阻值。此外，根據本說明書的一個實施例，具有10:1或大 

於10:1的長度與寬度比的區域可為傳導性連接的整個區域。或 

者，具有10:1或大於10:1的長度與寬度比的區域可為傳導性連接 

的一些區域。

[0072]本說明書的長度以及寬度為相對概念，且長度可意謂當 

自頂部看時自傳導性連接的一端至另一端的空間距離。換言之， 

甚至當傳導性連接為直線的組合或包含曲線時，長度仍可意謂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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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假定為直線的長度的值。在本說明書中的寬度可意謂當自頂部 

看時自長度方向的中心至傳導性連接的垂直方向的兩端的距離。 

此外，當本說明書的寬度變化時，寬度可為任一個傳導性連接的 

寬度的平均值。長度以及寬度的一個實例說明於圖1中。

【0073】本說明書的長度可意謂電流流動方向的量測。此外，本 

說明書的寬度可意謂垂直於電流流動方向的方向的量測。

【0074】此外，本說明書的長度可意謂電流自輔助電極遷移至傳 

導性單元的距離，且寬度可意謂垂直於長度方向的距離。

[0075]在圖1中，距離可為a與b的總和，且寬度可為c。

【0076】 根據本說明書的一個實施例，相互不同的傳導性單元之 

間的電阻可意謂一個傳導性單元與鄰接其的短路防止單元、輔助 

電極、鄰接另一傳導性單元的短路防止單元與另一傳導性單元的 

電阻。

【。077】根據本說明書的一個實施例，短路防止單元可為短路防 

止層。

[0078]根據本說明書的一個實施例，短路防止層可包含不同於 

第一電極的材料，且具體言之，短路防止層可包含具有比第一電 

極高的電阻的材料。

【。079】根據本說明書的一個實施例，短路防止層可以層壓於某 

一部件上的形式來提供，或可平行於某一部件。

【0080】根據本說明書的一個實施例，可包含短路防止層以提供 

於第一電極與輔助電極之間，且輔助電極可經由短路防止層電連 

接至傳導性單元。換言之，本說明書的輔助電極可經由短路防止 

層電連接傳導性單元。本說明書的短路防止層可執行有機發光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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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的短路防止功能。

[0081]根據本說明書的一個實施例，短路防止層可具有大於或 

等於1 nm且小於或等於10 μιη的厚度。

[0082]當無短路發生在有機發光裝置中時，短路防止層可維持 

在以上描述的厚度範圍及/或厚度方向電阻範圍中的正常操作電 

壓。此外，有機發光裝置可在處於以上描述的厚度範圍及/或厚度 

方向電阻範圍內的正常範圍中操作，甚至當短路發生在有機發光 

裝置中時。

[0083]具體言之，根據本說明書的一個實施例，短路防止層的 

電阻可意謂自輔助電極至傳導性連接或傳導性單元的電阻。換言 

之，短路防止層的電阻可為根據電距離的電阻，以便自輔助電極 

電連接至傳導性連接或傳導性單元。

[0084]根據本說明書的一個實施例，短路防止層可包含選自由 

以下各者組成的群組中的一個、兩個或兩個以上類型：碳粉末、 

碳膜、傳導性聚合物、有機聚合物、金屬、金屬氧化物、無機氧 

化物、金屬硫化物以及絕緣材料。具體言之，可使用選自由以下 

各者組成的群組中的兩者或兩者以上的混合物：氧化錯（ZrO2）、 

鎳鉉合金（nichrome） '氧化銀錫（IT。）、硫化鋅（ZnS ）以及二 

氧化矽（SiO2）。

[0085]根據本說明書的一個實施例，短路防止單元的一個端部 

分可提供於傳導性單元的上表面'下表面以及側表面的至少一個 

表面上，且短路防止單元的另一端部分可提供於輔助電極的上表 

面、下表面以及側表面的至少一個表面上。

【0086】根據本說明書的一個實施例，傳導性單元、輔助電極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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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短路防止單元可提供於基板的同一平面上。

【0087】根據本說明書的一個實施例，短路防止單元的一個端部 

分可提供於傳導性單元的側表面以及上表面上，或提供於傳導性 

單元的側表面以及下表面上，且短路防止單元的另一端部分可提 

供於輔助電極的側表面以及上表面上，或提供於輔助電極的側表 

面以及下表面上。

[0088]根據本說明書的一個實施例，短路防止層可提供於傳導 

性單元的上表面以及側表面中的至少一個表面上，且輔助電極可 

提供於短路防止層的上表面以及側表面中的至少一個表面上。

[0089]根據本說明書的一個實施例，短路防止層可提供於傳導 

性單元的下表面以及側表面中的至少一個表面上，且輔助電極可 

提供於短路防止層的下表面以及側表面中的至少一個表面上。

【0090】 根據本說明書的一個實施例，輔助電極可經安置與傳導 

性單元中的每一者分開，且可提供以作為包圍傳導性單元中的一 

者或多者的網狀結構。

【0091】本說明書的輔助電極可具有包含兩個或兩個以上分支點 

的結構。本說明書的分支點可包含三個或三個以上分支。輔助電 

極不具備無相互電連接的傳導線，且可以兩個或兩個以上傳導線 

部分地鄰接的形式提供。換言之，本說明書的輔助電極不以條形 

狀提供，且可以包含至少兩個傳導線相互交叉的區域的形式提供。

【0092】本說明書的分支點可意謂藉由相互鄰接的輔助電極形成 

三個或三個以上分支的區域，且輔助電極的電流可經由分支點分 

散地流動至分支。

【0093】根據本說明書的一個實施例，輔助電極可經安置與傳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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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單元分開；以及與不包括鄰接輔助電極的傳導性連接的端部分 

區域分開。具體言之，輔助電極可不提供於具有防止傳導性連接 

短路的功能的區域上。換言之，輔助電極需要分開安置於傳導性 

連接的電流流動方向的長度比垂直於其方向的寬度長的區域中。

事實上，由於當具有低電阻值的輔助電極鄰接具有高電阻值的區 

域時，電阻值減小，從而導致短路防止功能的降低。

【0094】根據本說明書的一個實施例，第一電極可為透明電極。

【0095】當第一電極為透明電極時，第一電極可為諸如氧化錮錫

(ITO)或氧化錮鋅(IZO)的傳導性氧化物。此外，第一電極可為 

半透明電極。當第一電極為半透明電極時，第一電極可用諸如Ag、 

Au、Mg、Ca或其合金的半透明金屬來製備。當將半透明金屬用 

作第一電極時，有機發光裝置可具有微腔結構(microcavity 

structure )。

[0096]根據本說明書的一個實施例，輔助電極可用金屬材料形

成。換言之，輔助電極可為金屬電極。

【0097】 輔助電極一般而言可使用所有金屬。具體言之 ' 可包含 1 

具有較佳傳導率的鋁、銅及/或銀。當輔助電極將鋁用於與透明電 

極的黏著或在光製程中的穩定性時，亦可使用鉅/鋁/鉅層。

[0098]根據本說明書的一個實施例，有機材料層包含至少一個 

或多個發光層，且可更包含選自由以下各者組成的群組中的一 

個、兩個或兩個以上類型：電洞注入層、電洞轉移層 ' 電洞阻擋 

層、電荷產生層、電子阻擋層、電子轉移層以及電子注入層。

[0099]電荷產生層意謂當施加電壓時產生電洞以及電子的層。

【0100】作為基板，可使用具有優異透明度、表面光滑度、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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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易性且耐水性的基板。具體言之，可使用玻璃基板、薄玻璃基 

板或透明塑膠基板。塑膠基板可包含呈單層或多層形式的諸如聚 

對苯二甲酸伸乙酯(polyethylene terephthalate > PET ) ' 聚荼二甲 

酸伸乙酯(polyethylene naphthalate > PEN ) ' 聚醞醞酮(polyether 

ether ketone > PEEK)以及聚醯亞胺(polyimide，PI )的膜。此外 5 

基板可包含在基板自身中的光散射功能。然而，基板不限於此1 

且可使用在有機發光裝置中通常使用的基板。

, [0101]根據本說明書的一個實施例，第一電極可為陽極1且第

二電極可為陰極。此外，第一電極可為陰極，且第二電極可為陽 

極0

【0102】作為陽極，具有大功函數的材料正常為較佳的，使得有 

機材料層的電洞注入是平滑的。能夠在本發明中使用的陽極材料 

的具體實例包含：金屬，諸如銚 '銘' 銅' 鋅以及金或其合金； 

金屬氧化物，諸如氧化鋅、氧化錮(indium oxides )、氧化錮錫(IT0 ) 

以及氧化錮鋅(IZO)；金屬與·氧化物之組合，諸如ΖηΟ:Α1或

, SNO2:Sb ；傳導性聚合物，諸如，聚(3-甲基嚏吩)

(poly(3-methylthiophene))、聚[3,4-(伸乙基-1,2-二氧基)嚏吩]

(poly[3,4-(ethylen-1,2-dioxy)thiophene] > PEDOT )、聚毗咯 

(polypyrrole )以及聚苯胺(polyaniline)以及類似物 , 但不限於 

此。

[0103]陽極的材料不限於陽極，且可用作陰極的材料。

[0104]作為陰極，具有小功函數的材料正常為較佳的，使得有 

機材料層的電子注入是平滑的。陰極材料的具體實例包含：金屬， 

諸如鎂、鈣、£內、鉀 '鉄、錮、击乙、鲤、金L、鋁、銀、錫以及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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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其合金；多層結構材料，諸如LiF/Al或LiO2/Al以及類似物， 

但不限於此。

【0105】陰極的材料不限於陰極，且可用作陽極的材料。

【0106】作為根據本說明書的電洞轉移層材料，能夠自陽極或電 

洞注入層接收電洞、將電洞移動至發光層以及具有用於電洞的高 

移動性的材料是合適的。其具體實例包含芳胺基(arylamin-based) 

•有機材料、傳導性聚合物、具有在一起的共鮑部分與非共鮑部分 

的嵌段共聚物(block copolymer )以及類似物，但不限於此。

【0107】作為根據本說明書的發光層材料，為能夠藉由分別自電 

洞轉移層以及電子轉移層接收電洞和電子，以及將電洞與電子結 

合，而在可見區域中發射光的材料，較佳為具有針對螢光或磷光 

之有利量子效率的材料。其具體實例包含：8-建基』奎嚇鋁錯合物 

(8-hydroxy-quinoline aluminum complex，Alqs )；咔 口坐基 

(carbazole-based )化合物；二聚苯乙烯基化合物(dimerized'styryl 

compound ): BAlq ； 10-铿基苯并哇嚇-金屬化合物(10-hydroxybenzo 

quinolin-metal compound )；苯并噁 口坐基(benzoxazole-based)、苯 

并η塞口坐基 (benzthiazole-based ) 以及苯并咪哩基 

(benzimidazole-based )的化合物；聚(對伸苯基伸 乙烯)基 

(poly(p-phenylenevinylene) (PPV)-based )的聚合物；螺化合物 

(spiro compound ):聚芍(polyfluorene )、紅螢烯(rubrene)以及 

類似物，但其不限於此。

【0108】作為根據本說明書的電子轉移層材料，能夠自陰極有利 

地接收電子、將電子移動至發光層且對於電子具有高移動性的材 

料為合適的。其具體實例包含8-理基喳嚇的A1錯合物(Al compl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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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8-hydroxyquinoline )；包含 Alq3的錯合物；有機基團化台物 

(organic radical compound )；超基黃酮-金屬錯合物 

(hydroxyflavon-metal complex)以及類似物，但其不限於此。

【0109】根據本說明書的一個實施例，輔助電極可位於有機發光 

裝置的非發光區域中。

[0110]根據本說明書的一個實施例，有機發光裝置可更包含提 

供於非發光區域中的絕緣層。

【0111】 根據本說明書的一個實施例，絕緣層可使短路防止單元 

以及輔助電極與有機材料層絕緣。

【0112】根據本說明書的一個實施例，有機發光裝置可用包覆層 

來密封。

【0113】包覆層可以透明樹脂層形成。包覆層執行防止有機發光 

裝置受到氧以及污染物的作用，且可為透明材料以免抑制有機發 

光裝置的光發射。透明度可意謂透射60%或大於60%的光，.且具 

體言之，透射75%或大於75%的光。 /

【0114】根據本說明書的一個實施例，有機發光裝置可包含光散 

射層。具體言之，根據本說明書的一個實施例，有機發光裝置可 

更包含在與具備第一電極的有機材料層的表面相對的表面上的基 

板，且可更包含提供於基板與第一電極之間的光散射層。根據本 

說明書的一個實施例，光散射層可包含平坦化層。根據本說明書 

的一個實施例，平坦化層可提供於第一電極與光散射層之間。

【0115】或者，根據本說明書的一個實施例，有機發光裝置可更 

包含在與具備第一電極的有機材料層的表面相對的表面上的基 

板，且可更包含在與具備基板的第一電極的表面相對的表面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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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散射層。

【0116】根據本說明書的一個實施例，光散射層不受特定限制， 

只要其具有誘發光散射的結構，且能夠增強有機發光裝置的光偵 

測效率。具體言之，根據本說明書的一個實施例，光散射層可具 

有將散射粒子分散至黏合劑內的結構、具有不均勻性的膜及/或具 

有渾濁性（hazeness）的膜。

【0117】根據本說明書的一個實施例，可使用諸如旋塗、棒塗以 

及狹縫塗覆的方法使光散射層直接形成於基板上，或可使用以膜 

形式製備且附著的方法來形成光散射層。

[0118]根據本說明書的一個實施例，有機發光裝置可為可撓性 

有機發光裝置。在此情況下，基板可包含可撓性材料。具體言之， 

基板可為可彎曲的薄膜型玻璃、塑膠基板或膜型基板。

[0119]塑膠基板的材料不受特定限制，然而，可通常以單層或 

多層的形式包含諸如聚對苯二甲酸伸乙酯（PET）、聚荼二甲酸伸 

乙酯（PEN）、聚醞醞酮（PEEK）以及聚醯亞胺（PI）的膜。

【0120】本說明書提供包含有機發光裝置的顯示裝置。有機發光 

裝置可在顯示裝置中執行像素或背光的作用。作為顯示裝置的其 

他組成部分，可使用此項技術中已知的組成部分。

【0121】本說明書提供一種包含有機發光裝置的照明裝置。有機 

發光裝置可在照明裝置中執行發光單元的作用。作為照明裝置的 

其他組成部分，可使用此項技術中已知的組成部分。

【0122】本說明書的一個實施例提供一種用於製造有機發光裝置 

的方法。具體言之，本說明書的一個實施例提供一種用於製造有 

機發光裝置的方法，包含：製備基板；在基板上形成包含兩個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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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個以上傳導性單元的第一電極；形成經安置以與傳導性單元分 

開且包含具有三個或三個以上分支的兩個或兩個以上分支點的輔 

助電極·；在第一電極上形成一個或多個有機材料層；以及在有機 

材料層上形成第二電極。

[0123]根據本說明書的一個實施例，第一電極的形成可為形成 

第一電極以包含兩個或兩個以上傳導性單元以及連接至傳導性單 

元中的每一者的傳導性連接。

k [0124J根據本說明書的一個實施例，輔助電極的形成可為在傳■
導性連接中的每一者的一個端部分上形成輔助電極。

[0125]此外，根據本說明書的一個實施例，用於製造有機發光

裝置的方法可更包含待提供於第一電極與輔助電極之間的在第一 

電極的形成與輔助電極的形成之間形成短路防止層。

[0126]根據本說明書的一個實施例，有機發光裝置可發射具有

大於或等於2,000 K且小於或等於12,000 K的色溫的白光。

[0127]本說明書的一個實施例提供一種用於修復有機發光裝置

, 的方法，所述方法包含：製造有機發光裝置，所述有機發光裝置 

包含：第一電極，其包含兩個或兩個以上傳導性單元；第二電極，

其與第一電極相對地提供；一個或多個有機材料層，其提供於第 

一電極與第二電極之間；輔助電極，其電連接至傳導性單元中的 

每一者；以及短路防止單元，其提供於輔助電極與傳導性單元中 

的每一者之間以電連接輔助電極及傳導性單元中的每一者；將電 

壓自外部電力施加至有機發光裝置；偵測發生短路缺陷的傳導性· 

單元，其為偵測有機發光裝置的白點區域或暗點區域，或偵測具 

有比有機發光裝置中無發生短路缺陷的情況的操作溫度高或大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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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的操作溫度的區域；偵測短路缺陷傳導性單元中的短路缺陷區 

域；以及藉由剝奪短路缺陷區域的第一電極及第二電極中的至少 

' 一者的功能來修復短路缺陷區域。

【0128】根據本說明書的一個實施例，電壓的施加可更包含藉由 

短路防止單元防止所有電流集中於發生短路缺陷的傳導性單元 

上。具體言之，根據本說明書的一個實施例，當將電壓施加至有 

機發光裝置時，可藉由短路防止單元防止因為短路缺陷而無法操 

作的整個有機發光裝置。然而，與正常區域相比，自從低電阻形 

成於短路缺陷區域中以來，大量電流在其中流動，且操作溫度可 

比無短路缺陷發生的情況的操作溫度高或大30%。

【0129】根據本說明書的一個實施例，當流動至短路缺陷區域的 

洩漏電流由短路防止單元阻擋而在某一位準以下時，由於過電流 

(overcurrent)的影響，發生短路缺陷的傳導性單元區域可形成發 

射比周圍正常操作的傳導性單元亮的光的白點區域。

【0130】此外，根據本說明書的一個實施例，當流動至短路缺陷 

區域的洩漏電流由短路防止單元阻擋而超出某一位準時，充分電 

流(sufficient current)不在發生短路缺陷的傳導性單元區域中流 

動，且可形成不能發射光的暗點區域。

【0131】根據本說明書的一個實施例，與正常操作的情況相比， 

過電流在白點區域中流動，且操作溫度可比無短路缺陷發生的情 

況的操作溫度高或大30%。

【0132】根據本說明書的一個實施例，電流亦集中地流動至在暗 

點區域中的短路缺陷區域，因此，操作溫度可比無短路缺陷發生 

的情況的操作溫度高或大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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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33】換言之，由於流動至短路缺陷區域的大量電流，白點區 

域及/或暗點區域具有比正常操作的傳導性單元高的溫度。正常操 

作的傳導性單元可意謂不包括包含短路缺陷區域的傳導性單元以 

及過電流在包含短路缺陷區域的傳導性單元附近流動的傳導性單 

元。

【0134】根據本說明書的一個實施例，電壓的施加可更包含發射

具有大於正常亮度光的發生短路缺陷的傳導性單元，或不操作的

, 發生短路缺陷的傳導性單元。

【0135】此外，當在有機發光裝置中不存在短路缺陷區域時，整 

個發光區域的亮度以及操作溫度的變化變得小且可忽略。

【0136】根據本說明書的一個實施例，偵測發生短路缺陷的傳導 

性單元可藉由用裸眼搜尋白點區域或暗點區域來偵測具有短路缺 

陷區域的傳導性單元。此外，偵測發生短路缺陷的傳導性單元可 

使用紅外線相機以及能夠偵測溫度差的類似者以偵測具有形成比 

正常操作的區域高或大於30%的溫度的短路缺陷區域的傳導性單

♦元。

【0137】 此外，根據本說明書的一個實施例，短路缺陷區域能夠

藉由偵測傳導性單元中由於短路缺陷區域而不能發射光的短路缺 

陷區域而準確地偵測。

'【0138】具體言之，根據本說明書的一個實施例，短路缺陷區域 

的偵測可藉由放大具有短路缺陷的傳導性單元來偵測短路缺陷區 

域。可將短路缺陷區域視為不透明區域或黑色區域。根據本說明 

書的一個實施例，傳導性單元可為透明的，且短路缺陷發生區域 

不透明且可視為黑色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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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39】當短路防止單元具有以上所提到的範圍的電阻時，可防 

止整個有機發光裝置因短路缺陷區域而無法操作。此外，可在有 

機發光裝置中產生白點區域或暗點區域，以便偵測包含短路缺陷 

的傳導性單元。

[0140]根據本發明的一個實施例，短路缺陷區域的修復可為移 

除包含短路缺陷區域之區域的第一電極或第二電極。此外，根據 

本發明的一個實施例，短路缺陷區域的修復可為剝奪短路缺陷區 

域的第一電極或第二電極的導電功能。作為當第一電極或第二電 

極為金屬電極時剝奪短路缺陷區域的第一電極或第二電極的導電 

功能的方法 > 短路缺陷區域的金屬電極可由金屬氧化物取代。

【0141】具體言之，經由短路缺陷區域的修復，使短路缺陷區域 

絕緣，且可防止洩漏電流流動至短路缺陷區域。此外，經由短路 

缺陷區域的修復，發生短路缺陷的傳導性單元可正常地操作。經 

修復的發生短路區域不參與光發射，但可不被裸眼偵測到。

【0142】根據本發明的一個實施例，短路缺陷區域的修復可為將 

雷射照射至包含短路缺陷區域的區域。

【0143】根據本發明的一個實施例，經由雷射照射，可剝奪短路 

缺陷區域的第一電極、有機材料層以及第二電極中的至少一者的 

功能。具體言之，可經由雷射照射移除短路缺陷發生區域的有機 

材料層，或可藉由用金屬氧化物取代短路缺陷區域的金屬電極來 

剝奪功能。此外，可經由雷射照射移除短路缺陷發生區域。

[0144]在下文中，將參考實例來詳細描述本說明書。然而，根 

據本說明書的實例可經修改成各種其他形式，且本說明書的範疇 

不應解釋為限於以下描述的實例。提供本說明書的實例以便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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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熟習此項技術者更完整地描述本說明書。

[0145]實例

【0146】在基板上形成短路防止層後，使用ITO形成包含多個傳 

導性單元的第一電極，且鋁（A1）以網狀形式形成以作為輔助電 

極。使用感光性絕緣材料使曝露輔助電極的區域絕緣，且將包含 

發光層以及第二電極的有機材料層依連續次序層壓於其上，並因 

此製造出有機發光裝置。

【0147】人工地將壓力施加於所製造的有機發光裝置的一些區域 

中以形成短路缺陷，且在一些傳導性單元區域中產生短路缺陷區 

域。下文中，藉由將短路缺陷區域形成至功能剝奪區中而阻擋洩 

漏電流的用於製造根據本說明書的一個實施例的有機發光裝置的 

方法將參考圖式進行描述。

【0148】圖2以及圖3為在實例驅動中製造的有機發光裝置的影 

像。

【0149】具體言之，圖2展示根據實例製造的有機發光裝置的白 

點區域。由圖2可看出*白點區域為包含發生短路缺陷的傳導性 

單元的像素，且具有比周圍像素高的亮度。

【0150】具體言之，圖3'展示根據實例製造的有機發光裝置的暗 

點區域。由圖3可看出，暗點區域為包含發生短路缺陷的傳導性 

單元的像素，且因為短路缺陷而不發射光。

【0151】更具體言之，圖2以及圖3可意謂偵測發生短路缺陷的 

傳導性單元的步驟ο

【0152】圖4為放大根據實例製造的有機發光裝置的發生短路缺 

陷的傳導性單元的影像。具體言之，圖4展示放大包含因為圖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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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圖3中所示的短路缺陷而無法操作的傳導性單元的像素，且發 

現傳導性單元中的短路缺陷區域的圖，且可意謂偵測短路缺陷傳 

導性單元中的短路缺陷區域的步驟。在圖4中標記的圓中的黑點 

表示傳導性單元與第二電極相互鄰接的短路缺陷區域。

[0153]圖5以及圖6為剝奪根據實例製造的有機發光裝置的短 

路缺陷區域的功能的狀態的影像。具體言之，圖5以及圖6影像 

中所示的黑色區域表示藉由將雷射照射至包含短路缺陷區域的區 

域而修復的短路缺陷區域。圖6為放大在雷射照射後修復短路缺 

陷區域的任一個傳導性單元區的影像。具體言之，圖6為包含正 

用雷射來雷射照射的短路發生區域的區域，且在閉合圖形中的雷 

射照射的區因不與周圍電連接而失去功能。換言之，當短路發生 

區域大時，可以閉合圖形的形式進行雷射照射，以便包含如圖6 

中的短路發生區域。

【符號說明】

【0154】

a、b ：距離

c ：寬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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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發明名稱】 ORGANIC LIGHT EMITTING DEVICE

【中文】本說明書提供一種有機發光裝置，包含第一電極，其包 

含兩個或兩個以上傳導性單元；第二電極，其與第一電極相對地 

提供；一個或多個有機材料層，其提供於第一電極與第二電極之 

間；以及功能剝.奪區，其自傳導性單元中的至少一者的一部分持 

續至第二電極的一部分，其中功能剝奪區為失去功能或實質上被 

移除的第一電極及第二電極中的至少一者 。

【英 文】 The present specification provides an organic light emitting device 

including a first electrode that includes two or more conductive units, a second 

electrode provided opposite to the first electrode, one or more organic material 

layers provided between the first electrode and the second electrode and a 

function deprived area continued from a part of at least one of the conductive 

units to a part of the second electrode, wherein the function deprived area is at 

least one of the first electrode and the second electrode losing the function or 

being physically removed.

［指定代表圖］圖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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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圖之符號簡單說明】

八\\

【特徵化學式】

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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