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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导光板、前光导光结构以及

阳光屏，涉及显示技术领域，其中，导光板包括导

光板基板和第一AR层，所述导光板基板的一侧固

定有网点，所述第一AR层贴附于所述导光板基板

上设置有所述网点的一侧并同时贴附于所述网

点表面。本申请通过在导光基板设置有网点的一

侧镀设一层第一AR层，从而能够有效的降低导光

基板的反射率，使得本申请能获得更好的显示效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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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导光板，其特征在于，包括导光基板(11)和第一AR层(12)，所述导光基板(11)的

一侧固定有网点(111)，所述第一AR层(12)贴附于所述导光基板(11)上设置有所述网点

(111)的一侧并同时贴附于所述网点(111)表面。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导光板，其中，所述网点(111)通过UV压印设置于所述导光基板

(11)上。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导光板，其中，所述第一AR层(12)通过真空蒸镀镀设于所述导光

基板(11)表面。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导光板，其中，所述导光基板(11)为超白玻璃。

5.一种用于TFT阳光屏的前光导光结构，其特征在于，包括：如权利要求1～4中任一项

所述的导光板；以及

玻璃盖板(2)，其包括玻璃基板(21)，以及分别贴附于所述玻璃基板(21)两侧的第二AR

层(22)，所述玻璃盖板(2)设置于所述导光板(1)靠近所述网点(111)的一侧并与所述导光

板(1)存在间隙；以及

光学贴合层(3)，其贴附于所述导光板(1)远离所述玻璃盖板(2)的一侧。

6.如权利要求5所述的用于TFT阳光屏的前光导光结构，其中，还包括密封件(4)，所述

密封件(4)沿周向密封设置于所述玻璃盖板(2)与所述导光板(1)的间隙边缘。

7.如权利要求6所述的用于TFT阳光屏的前光导光结构，其中，所述密封件(4)为双面泡

棉胶。

8.如权利要求5所述的用于TFT阳光屏的前光导光结构，其中，所述光学贴合层(3)为

OCA光学胶或OCR光学胶。

9.如权利要求5所述的用于TFT阳光屏的前光导光结构，其中，所述第二AR层(22)通过

真空蒸镀镀设于所述玻璃基板(21)表面。

10.一种阳光屏，其特征在于，包括权利要求5～9中任一项所述的前光导光结构，以及

反射式TFT基板(5)，所述反射式TFT基板(5)贴附于所述光学贴合层(3)远离所述导光板(1)

的一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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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导光板、前光导光结构以及阳光屏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显示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导光板、前光导光结构以及阳光屏。

背景技术

[0002] 阳光屏是一种通过反射光源进行显示的屏幕，这种显示屏为了实现低功耗需求、

模拟自然光反射显示等目的，通常本身不发光且不透光，此类显示屏由于其本身的特性限

制，不能用背光源的方式来提供显示光源，而是需要通过反射自然光或者灯光等外部光源

才能实现屏幕良好的显示效果。

[0003] 但是，此类显示屏只能在白天或是有额外的照明光源的情况下应用，如果赶上天

气不好或者光线很暗阳光屏就会显示很暗看不清楚，上述问题是本领域亟需解决的技术问

题。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为了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提供了一种导光板、前光导光结构以及阳光屏。

[0005] 本发明解决上述技术问题的技术方案如下：一种导光板，包括导光板基板和第一

AR层，所述导光板基板的一侧固定有网点，所述第一AR层贴附于所述导光板基板上设置有

所述网点的一侧并同时贴附于所述网点表面。

[0006] 本申请通过在导光基板设置有网点的一侧镀设一层第一AR层，从而能够有效的降

低导光基板的反射率，使得本申请能获得更好的显示效果。

[0007] 进一步的是，所述网点通过UV压印设置于所述导光板基板上。

[0008] 本申请通过UV压印技术制备网点，能够有效的消除网点边缘的毛刺，控制导光板

雾度。

[0009] 进一步的是，所述第一AR层通过真空蒸镀镀设于所述导光板基板表面。

[0010] 进一步的是，所述导光板基板为超白玻璃。

[0011] 本申请采用超白玻璃作为导光板基板，超白玻璃不受高温、高湿或者阳光暴晒等

恶劣条件影响，因此使用超白玻璃作为导光板基板可以增加导光板的可靠性。

[0012] 本申请还提供了一种用于TFT阳光屏的前光导光结构，包括：上述导光板；以及

[0013] 玻璃盖板，其包括玻璃基板，以及分别贴附于所述玻璃基板两侧的第二  AR层，所

述玻璃盖板设置于所述导光板靠近所述网点的一侧并与所述导光板存在间隙；以及

[0014] 光学贴合层，其贴附于所述导光板远离所述玻璃盖板的一侧。

[0015] 本申请通过设置玻璃盖板能够提高本申请的强度，进而能够整体的提高阳光屏的

强度，通过在玻璃盖板两侧设置AR层，能使玻璃盖板的透过率>  98％，反射率<1％，从而不

影响显示内容的清晰和色彩。

[0016] 进一步的是，还包括密封件，所述密封件沿周向密封设置于所述玻璃盖板与所述

导光板的间隙边缘。

[0017] 本申请通过密封件能够有效的防止水和灰尘进入到玻璃盖板和导光板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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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8] 进一步的是，所述密封件为双面泡棉胶。

[0019] 进一步的是，所述光学贴合层为OCA光学胶或OCR光学胶。

[0020] 进一步的是，所述第二AR层通过真空蒸镀镀设于所述玻璃基板表面。

[0021] 本申请进一步的提供了一种阳光屏，包括上述前光导光结构，以及反射式TFT基

板，所述反射式TFT基板贴附于所述光学贴合层远离所述导光板的一侧。

[0022] 本申请提供的阳光屏能够在光线较弱的情况下任具有较好的显示效果和清晰度。

附图说明

[0023] 图1为实施例中导光板的层状结构示意图；

[0024] 图2为实施例中玻璃盖板的层状结构示意图；

[0025] 图3为实施例中阳光屏的层状结构示意图；

[0026] 图4为实施例中导光板的俯视图；

[0027] 图5为现有技术中导光板的俯视图；

[0028] 附图标记如下：导光板1、导光基板11、网点111、第一AR层12、玻璃盖板2、玻璃基板

21、第二AR层22、光学贴合层3、密封件4、反射式  TFT基板5、毛刺6。

具体实施方式

[0029] 以下结合附图对本发明的原理和特征进行描述，所举实例只用于解释本发明，并

非用于限定本发明的范围。

[0030] 下述公开了多种不同的实施所述的主题技术方案的实施方式或实施例。为简化公

开内容，下面描述了各特征存在的一个或多个排列的具体实施例，但所举实施例不作为对

本发明的限定,在说明书中随后记载的第一特征与第二特征连接，即可以包括直接联系的

实施方式，也可以包括形成附加特征的实施方式，进一步的，也包括采用一个或多个其他介

入特征使第一特征和第二特征彼此间接连接或结合，从而第一特征和第二特征可以不直接

联系。

[0031] 所应理解的是，在本申请出现的以下名词均为本领域的专有技术名词，本领域技

术人员可以毫无异议的确认以下技术名词的含义。

[0032] AR层：抗反射面镀层；

[0033] TFT：Thin  Film  Transistor，即薄膜晶体管的缩写；

[0034] UV：Ultraviolet  Rays，即紫外光线的缩写；

[0035] OCA：Optically  Clear  Adhesive，具有光学透明层的无基材双面胶；

[0036] OCR：Optical  Clear  Resi，光学透明树脂；

[0037] 本申请公开了一种导光板1的实施例，包括导光基板11和第一AR层  12，其中，导光

基板11的一侧固定有网点111，第一AR层12贴附于导光基板11上设置有网点111的一侧，该

第一AR层12可以通过真空蒸镀的方式镀覆于基板表面，由于网点111设置于基板上，因此第

一AR层12也同时覆盖在网点11表面，上述导光基板11优选采用超白玻璃，超白玻璃不受高

温、高湿或者阳光暴晒等恶劣条件影响，因此使用超白玻璃作为导光基板  11可以增加导光

板1的可靠性。所应理解的是，上述导光基板11也可以采用PC或PMMA等。

[0038] 本申请通过在导光基板11设置有网点111的一侧镀设一层第一AR层  12，从而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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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的降低导光基板11的反射率，使得本申请能获得更好的清晰度。

[0039] 这是由于，在现有技术中，导光板1的网点111面的反射率较高，通常其反射率能高

达4％左右这就会导致导光板1整体的反射率较高，一方面会减少光线进到反射式TFT基板5

的比例，另一方面会导光板1的反射率占比较高，并且随着显示画面的颜色加深而进一步提

高，例如，反射式TFT基板  5的射率通常在12-16％左右，而普通的导光板1表面的反射率则

占到了  25-35％左右，并且，因此，在工作时，普通导光板1网点111表面反射的白光和反射

式TFT基板5反射的内容光会混到一起，进而稀释反射的内容光，使得观察着所看到的显示

偏淡发蒙、色度偏低，进而导致色彩不够鲜艳。

[0040] 在本申请公开的实施例中，由于在导光板1设置有网点111的一侧镀设了一层AR

层，可以将导光板1网点111面的反射率降低到0.5％以下，大大减少了混色稀释的问题，从

而使得阳光屏显示更清晰，色彩更鲜艳，能够在光线不足的情况先仍具有良好的显示效果。

[0041] 此外，在现有技术中，导光板1上的网点111通常是采用注塑、丝印或者热压印的工

艺制作的，而这些技术控制难度大、制作条件高，这就导致网点111边缘容易存在如图5所示

的毛刺6，造成导光板1的雾度很大，使得导光板1在光线好不点亮的时整体发白。并且在光

线不好偏暗的时候打开导光板1的灯条，光线在导光板1导光的时候由于毛刺6相当于一个

锥面体光线会汇聚到毛刺6尖端形成小亮点，进而影响显示效果。

[0042] 在本申请公开的实施例中，网点111通过UV压印设置于导光基板11  上，通过UV压

印制作网点111则能够解决上述问题，进而获得更好的显示效果，其原理是，由于UV胶的流

平性能，在UV胶在固化前具有少许的流平时间，从而在固化后形成边缘光滑的网点111，而

正是由于UV胶的流平性，其流平时间可以通过控制紫外光强度进行控制，从而使得导光板1

的雾度可以得到很好的控制，进而可以将雾度控制在3％～5％这个范围内，在不影响导光

板1导光效率的同时能够清晰的显示内容。

[0043] 在上述基础上，本申请公开的实施例中还提供了一种用于TFT阳光屏的前光导光

结构，包括按层状结构依次设置的本申请公开的导光板1、玻璃盖板2和光学贴合层3。

[0044] 其中，玻璃盖板2包括玻璃基板21和设置与玻璃基板21两侧的第二  AR层22，该第

二AR层22也可以通过真空蒸镀镀设于玻璃基板21的两侧表面。玻璃盖板2位于导光板1靠近

网点的一侧并与导光板1存在间隙，通过在玻璃基板21的两侧设置第二AR层22，从而减少玻

璃基板21的反射率，使得玻璃基板21不会影响内容显示，另外将玻璃盖板2与导光板1之间

流出一定的间隙，也能够避免将导光板1与玻璃基板21贴合后产生类似镜面反射的效果。

[0045] 本申请公开的实施例中，通过玻璃盖板2对导光板1进行保护，通过玻璃盖板2能够

提高本申请的强度，减少导光板1以及反射式TFT基板5的损坏，进而能够整体的提高阳光屏

的强度。

[0046] 上述光学贴合层3贴附于导光板1远离玻璃盖板2的一侧，该光学贴合层3的远离玻

璃盖板2的一侧用于贴附反射式TFT基板5，在一种具体的实施例中，光学贴合层3为OCA光学

胶或OCR光学胶，OCA和OCR都具有高导光性，不会影响光线的穿透。

[0047] 此外，为了防止水和灰尘进入到导光板1与玻璃盖板2之间，本申请公开的实施例

中，还设置有密封件4，该密封件4沿周向密封设置于玻璃盖板  2与导光板1的间隙边缘，具

体的，密封件4为双面泡棉胶。双面泡棉胶的一侧沿周向贴合在导光板1的边缘，其另一侧则

与玻璃盖板2的边缘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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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8] 本申请还提供了一种阳光屏，该阳光屏包括上述的前光导光结构，以及反射式TFT

基板5，反射式TFT基板5贴附于光学贴合层3远离导光板1 的一侧。

[0049] 本申请可以满足户外适用需求，可以广泛的应用于电子公交站牌，户外电子阅报

栏，户外景区导视牌，户外灯杆显示屏等，本申请在光线较弱或显示深色画面是任具有较好

的清晰度，相较于现有技术，本申请公开的实施例具有显示效果更好。

[0050]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并不用以限制本发明，凡在本发明的精神和

原则之内，所作的任何修改、等同替换、改进等，均应包含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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