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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在显示装置完

成后也能够将可容易读取的信息码以节省空间

的方式配置于基板非重叠区域内的显示装置。在

阵列基板(12)的不与CF基板(11)重叠的基板非

重叠区域(NOA)，将用于将设置于CF基板(11)的

保护电极层(导电体的一个示例)(19)与大地电

连接的接地焊盘(端子焊盘的一个示例)(30)的

至少一部分设为可透射光的透明电极部(光透射

部)(32)，使二维码(信息码的一个示例)(40)以

在俯视时与接地焊盘(30)重叠并且透明电极部

(32)覆盖二维码(40)的上表面的方式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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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显示装置，其特征在于，具备：

显示单元，其具有第一基板以及第二基板，并根据电信号显示图像；

端子焊盘，其用于将设置于所述第一基板或所述第二基板的导电体与用于供给所述电

信号的信号源或大地电连接；及

信息码，其可光学读取地表示信息，

所述第二基板俯视时被划分为，以与所述第一基板重叠的方式配置的基板重叠区域、

和以一个侧缘部从所述第一基板的一个侧缘延伸的方式配置且不与所述第一基板重叠的

基板非重叠区域，

所述端子焊盘的至少一部分为可透射光的光透射部，

所述端子焊盘以及所述信息码被设为，在所述第二基板中与所述第一基板对置的一个

板面上的所述基板非重叠区域，俯视时相互重叠并且所述光透射部覆盖所述信息码的上表

面。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显示装置，其特征在于，

所述端子焊盘由金属材料构成并具有与所述信号源或所述大地连接的金属部，

所述光透射部由透明电极材料构成并构成为与所述导电体以及所述金属部电连接，

所述信息码具有由金属材料构成的金属基材。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显示装置，其特征在于，

所述第二基板具有：

金属层，其形成于所述一个板面上的所述基板重叠区域；及

透明电极层，其形成于所述金属层的上层，

所述金属部以及所述金属基材由形成所述金属层的金属材料构成，

所述光透射部由形成所述透明电极层的透明电极材料构成。

4.根据权利要求2或3所述的显示装置，其特征在于，

所述金属基材在俯视时，以其整体与所述光透射部重叠的方式配置。

5.根据权利要求2至4中任一项所述的显示装置，其特征在于，

所述金属部和所述金属基材由金属膜一体形成，

所述光透射部在俯视时，以其整体与所述金属膜重叠的方式配置。

6.根据权利要求1至5中任一项所述的显示装置，其特征在于，

所述端子焊盘为用于对所述导电体和所述大地进行电连接的接地焊盘。

7.根据权利要求1至6中任一项所述的显示装置，其特征在于，

所述信息码在竖横的两个方向上具有信息的二维码。

8.根据权利要求1至7中任一项所述的显示装置，其特征在于，

所述显示单元为在所述第一基板以及所述第二基板之间封入有液晶的液晶面板。

9.根据权利要求1至7中任一项所述的显示装置，其特征在于，

所述显示单元为在所述第一基板以及所述第二基板之间封入有机EL的有机EL面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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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说明书公开的技术涉及一种显示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作为根据电信号显示图像的显示单元，已知有在第一基板与具有比第一基板大的

面积的板面的第二基板之间密封有电光学物质的构成的显示面板。电光学物质是指，通过

电信号(电流信号或电压信号)的供给而透射率、亮度这样的光学的特性发生变化的物质，

例如包含液晶、有机EL等。第二基板在俯视时被划分为，以与第一基板重叠的方式配置的基

板重叠区域和以其一个侧缘部从第一基板的一个侧缘延伸的方式配置且不与第一基板重

叠的基板非重叠区域。在基板重叠区域内的图像显示区域，向配置于该区域的电光学物质

供给电信号，从而从第一基板的外面侧显示可读取的图像。并且在基板非重叠区域安装COG

(chip  on  glass)有用于供给电信号的电子部件等，形成有用于对用于传输电信号的传输

部件等进行连接的端子焊盘。在基板非重叠区域还设置有记载有用于实施基板的制造、检

査的历史管理的信息等的信息码。

近年来，正在推进显示面板的异形化、狭窄边框化，基板非重叠区域的面积缩小。为了

应对上述情况，正在推进端子焊盘、信息码自身的缩小，另一方面，谋求将端子焊盘、信息码

以节省空间的方式配置于基板的技术。

[0003] 下述专利文献1中公开了，在液晶显示装置中，在和阵列基板(相当于所述的第二

基板)经由基板间导通材料与对置基板(相同地相当于第一基板)导通的基板间导通区域平

面性地重叠的位置，从显示面板的背面侧、即阵列基板的外面侧标注可读取的识别标记(相

同地相当于信息码)，来应对显示面板的狭窄边框化并且确保识别标记形成区域的技术。

现有技术文献

专利文献

[0004] 专利文献1：日本特开2003-255853号公报

发明内容

本发明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

[0005] 在所述的液晶显示装置中，在显示面板中在具有其它作用的元件(基板间导通材

料)的背面侧重叠配置识别标记，实现了节省空间化。然而，在通常的构成的透射型液晶显

示装置中，在阵列基板的外面侧、即显示面板的背面侧安装有背光源单元。由此，在显示装

置的完成后，为了从显示面板的背面侧读取识别标记图案，而需要对背光源单元进行拆装。

另一方面，在与对置基板的基板间导通区域平面性地重叠的位置，设置有用于遮光的不透

明的遮光层(黑矩阵层、BM层)。由此，为了从显示面板的表面侧(图像显示面侧)读取识别标

记图案，需要在遮光层上开口，存在有导致光泄漏的可能性。因此，在液晶显示装置的完成

后，从任意的面均无法容易地读取识别标记图案。

[0006] 本技术是基于所述那样的实际情况而完成的，其目的在于，在显示装置的完成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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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能够将可容易地读取的信息码以节省空间的方式配置于基板非重叠区域内。

解决问题的手段

[0007] 本说明书公开显示装置，具备：

显示单元，其具有第一基板以及第二基板，并根据电信号显示图像；

端子焊盘，其用于将设置于所述第一基板或所述第二基板的导电体与用于供给所述电

信号的信号源或大地电连接；及

信息码，其可光学读取地表示信息，

所述第二基板俯视时被划分为，以与所述第一基板重叠的方式配置的基板重叠区域、

和以一个侧缘部从所述第一基板的一个侧缘延伸的方式配置且不与所述第一基板重叠的

基板非重叠区域，

所述端子焊盘的至少一部分为可透射光的光透射部，

所述端子焊盘以及所述信息码被设为，在所述第二基板中与所述第一基板对置的一个

板面上的所述基板非重叠区域，俯视时相互重叠并且所述光透射部覆盖所述信息码的上表

面。

[0008] 所述“导电体”除包含由金属、导电体树脂等导电性物质形成的布线以外，还包含

电极等导电性构件。此外，“电连接”不仅包含导电性的构件彼此直接连接的情况，还包含经

由其他导电性的构件间接地连接的情况。“可透射光”优选，以可透射可视光的方式形成为

透明的部件，但并不限定于此，还包含以可透射红外光、激光等特定的波长的光的方式形成

的部件，能够通过照射这些光读取信息码所示的信息即可。

[0009] 根据所述构成，通过以俯视时与端子焊盘重叠的方式设置信息码，能够在基板非

重叠区域内以节省空间的方式配置。在此，信息码在第二基板的一个板面上的基板非重叠

区域，配置于形成端子焊盘的一部分的光透射部的下层，因此能够从端子焊盘的上方光学

性地读取信息码。在显示装置制造工序中，在信息码以及端子焊盘的形成后，即使在端子焊

盘的光透射部的上表面附着形成导电路的一部分的不透明的导电带、导电糊剂，也可根据

需要将其去除并利用酒精进行擦拭等，从而能够从端子焊盘的上方、即显示面板的表面侧

光学性地读取信息码。在信息的读取后，如果在光透射部的上表面再粘贴或者再涂布导电

带、导电糊剂，则能够直接使用显示装置。另外，作为第二基板，通常使用透明的基板。在该

情况下，也能够从第二基板的其他板面侧、即作为显示单元的显示面板的背面侧读取信息

码，因此对于无需在显示面板的背面侧安装背光源单元的反射型液晶显示装置、有机EL显

示装置是有用的。如此，根据本技术，在显示装置的完成后也能够将可容易读取的信息码以

节省空间的方式配置于基板非重叠区域上。

发明效果

[0010] 根据本技术，在应对由显示面板的异形化、狭窄边框化引起的基板非重叠区域的

缩小的同时，例如能够实施显示装置的可追溯性管理(制造、检査的历史管理)。另外，信息

码所示的信息并不限于可追溯性管理，也能够预先将各种信息标注于显示装置。

附图说明

[0011] 图1为表示第一实施方式的液晶显示装置的液晶面板的平面构成的概要的示意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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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为表示图1的A-A截面构成的概要的示意图。

图3为表示图1的B-B截面构成的概要的示意图。

图4A为表示接地焊盘的平面构成的概要的示意图。

图4B为表示二维码的平面构成的概要的示意图。

图4C为表示重叠配置的接地焊盘以及二维码的平面构成的概要的示意图。

图5为表示图1的C-C截面构成的概要的示意图。

图6为表示第二实施方式的、重叠配置的接地焊盘以及二维码的平面构成的概要的示

意图(导电糊剂涂布前)。

图7为表示导电糊剂涂布状态的图6的D-D截面构成的概要的示意图。

图8为表示第三实施方式的重叠配置的接地焊盘以及二维码的平面构成的概要的示意

图(导电糊剂涂布前)。

图9为表示涂布有导电糊剂的状态的图8的E-E截面构成的概要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2] <第一实施方式>

根据图1至图5对第一实施方式进行说明。在第一本实施方式中，例示了具备位置输入

功能的液晶显示装置(显示装置的一个示例)1。另外，在各附图的一部分示出X轴、Y轴以及Z

轴，各轴向在各图中以成为同一方向的方式描绘。此外，将图2、图3、图6、以及图8的上侧作

为表侧，将这些图的下侧作为背侧，针对多个同一构件，有时对一个构件标注附图标记而对

于其他构件省略附图标记。

[0013] 第一本实施方式的液晶显示装置1用于便携式电话终端(包含智能电话等)、笔记

本电脑(包含平板型笔记本电脑等)、可穿戴终端(包含智能手表等)、便携式信息终端(包含

电子书、PDA等)、便携式游戏机、及数字相框等各种电子设备(未图示)。因此，液晶面板10的

画面尺寸为几英寸～十几英寸程度，通常为按照小型或中小型分类的大小。本技术应用并

不限定于这样的显示装置，但对于整体比较小且基板非重叠区域的面积特别小的显示装置

是特别有用的。

[0014] 对液晶显示装置1的概要构成进行说明。

如图1所示，液晶显示装置1至少具备：作为整体而呈竖长的长方形并在表面显示图像

的液晶面板(显示单元的一个示例)10、和安装于液晶面板10的背面侧并照射用于显示的照

明光的背光源单元。对于背光源单元省略图示，但具有相对于液晶面板10发出白色的光(白

色光)的光源(例如LED等)、对来自光源的光赋予光学作用而转换为面状的光的光学构件

等。如参照图2等在下文叙述那样，第一本实施方式中例示的液晶面板10是内装有触控面板

传感器的、所谓的内嵌型的触控面板。另外，也可以是在液晶面板10的表侧配置例如未图示

的框状构件(边框)，以夹入的方式保持液晶面板10的外周部分(后述的非显示区域NAA)的

构成。

[0015] 对液晶面板10进行说明。

如图1所示，液晶面板10作为整体呈竖长的方形(矩形)，分别统一为，其长边方向为Y轴

向，短边方向为X轴向。液晶面板10被划分为可显示图像的显示区域(有源区域)AA和呈包围

显示区域AA的窄边框状(框状)并且不可显示图像的非显示区域(无源区域)NAA。另外，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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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比CF基板11小一圈的框状的单点划线表示显示区域AA的外形，该单点划线的外侧的区域

为非显示区域NAA。

[0016] 液晶面板10通过粘贴一对基板11、12而成，配置于表侧的是CF基板(为对置基板，

相当于第一基板)11，配置于背侧(背面侧)的是阵列基板(为显示装置用基板、有源矩阵基

板，相当于第二基板)12。另外，在液晶面板10中，图像以从表侧的面、即CF基板11的外侧的

板面可目视确认的方式显示。如图1所示，阵列基板12为，板面的面积比CF基板11大且短边

的长度尺寸与CF基板11大概相同，但长边的长度尺寸形成得比CF基板11大，以使形成一方

(图1所示的上侧)的短边的侧缘对齐的状态粘贴相对于CF基板11。因此，包含阵列基板12的

另一方(图1所示的下侧)的短边的侧缘部(相当于一个侧缘部)从CF基板11的下侧的侧缘

(相当于一个侧缘)延伸，并以横跨规定范围的方式存在于不与CF基板11重合的区域。在阵

列基板12中，将与CF基板11俯视时重叠的区域设为基板重叠区域OA，将与CF基板11俯视时

不重叠的区域设为基板非重叠区域NOA。如图1所示，在基板重叠区域OA的中央部划分所述

的显示区域AA，基板重叠区域OA的外周端部为非显示区域NAA。在基板非重叠区域NOA，其整

个区域为非显示区域NAA。并且，在基板非重叠区域NOA安装有用于供给显示功能、触控面板

功能的各种信号的各种电子部件。另外，第一本实施方式的阵列基板12为，基板非重叠区域

NOA的两个角部被切掉而异形化，伴随于此基板非重叠区域NOA的面积缩小。

[0017] 在相互呈对置状的一对基板11、12之间，如图2以及图3所示，至少夹装有包含作为

电光学物质的液晶分子的液晶层13和用于密封液晶层13的密封部14。密封部14在作为非显

示区域NAA的基板重叠区域OA的外周端部以横跨该外周端部的整周而延伸的方式，设置于

两基板11、12之间，作为整体俯视时呈方形的框状(无端环状)。利用该密封部14，在两基板

11、12的外周端部保持与液晶层13的厚度对应的间隔(单元间隙)。另外，在粘贴液晶面板10

的制造工序中的分别单独制造而成的CF基板11以及阵列基板12时设置密封部14，因此与两

基板11、12中的外周端部的最内表面接触并且位于最上层。此外，如图2所示，在显示区域AA

中的两基板11、12之间，夹装有用于保持单元间隙的光感应间隙材料18。另外，在两基板11、

12的最外侧的面分别粘贴有偏振板11P、12P。

[0018] 接着，参照图2以及图3对液晶面板10的内部构造进行说明。另外，在图2以及图3

中，内部构造的各种构造物的图示被简单化。

CF基板11以及阵列基板12分别具备由无碱玻璃、石英玻璃等构成的透明的玻璃基板

11G、12G，在各个玻璃基板11G、12G上通过已知的光刻法等层压有多个膜。

[0019] 对设置于阵列基板12的基板重叠区域OA的构造进行说明。

如图2以及图3所示，在玻璃基板12G的内表面(表侧的面、与CF基板11对置的板面)上，

分别在显示区域AA设置有像素电路部21，在非显示区域NAA设置有周边电路部22以及接线

部23。在这些上层设置有两层平坦化层28，在显示区域AA中的平坦化层28的上层设置有还

作为触控电极26发挥功能的共用电极25、电极间绝缘层(层间绝缘膜)29、以及像素电极24。

[0020] 虽省略详细的图示，但形成于玻璃基板12G上的显示区域AA内的像素电路部21至

少具有：传输扫描信号的栅极布线(扫描布线)、传输图像信号的源极布线(信号布线)、及作

为与栅极布线以及源极布线连接的开关元件的TFT(Thin  Film  Transistor)。

栅极布线由形成于玻璃基板12G上表面的第一金属层构成，沿着X轴向延伸并沿着Y轴

向空开间隔排列设置多根。源极布线例如隔着由硅氮化物(SiNx)、硅氧化物(SiOx，例如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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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等透明的绝缘材料形成的栅极绝缘层，而由配置于第一金属层的上层侧的第二金属层构

成，沿着Y轴向延伸并沿着X轴向空开间隔排列配置多根。第一金属层以及第二金属层例如

由铜、钛等金属材料形成。TFT为已知的结构，具有由半导体层构成的沟道部等，所述半导体

层由例如氧化铟镓锌(IGZO)等氧化物半导体材料形成。虽图2等中未示出，但TFT除与栅极

布线以及源极布线连接以外，还在设置于平坦化层28的接触孔中与像素电极24连接。基于

传输至栅极布线的扫描信号TFT被驱动，通过经由TFT的沟道部而传输至源极布线的图像信

号向像素电极24供给，像素电极24以规定的电位被充电。

[0021] 在像素电路部21的上层侧隔着平坦化层28等设置有由第二透明电极层构成的像

素电极24。在显示区域AA内，TFT以及像素电极24配置于俯视时被栅极布线以及源极布线包

围的区域，沿着X轴向以及Y轴向矩阵状地并列配置有多个。并且，在像素电极24的下层侧隔

着电极间绝缘层29而设置有由第一透明电极层构成的共用电极25。另外，第一透明电极层

与第二透明电极层均由ITO(Indium  Tin  Oxide)等透明电极材料形成。配置于像素电极24

与共用电极25之间的电极间绝缘层29例如由与上述的栅极绝缘层同样的材料形成。第一本

实施方式的共用电极25兼具作为检测伴随着位置输入的静电容量的变化的电极(后述的触

控电极26)的作用，作为整体具有与显示区域AA同等的大小，但呈格子状被分割为多个片

段。多个各片段远大于像素电极24，分别与多个像素电极24重叠，并且，分别与后述的驱动

器50连接。至少在图像显示期间，向共用电极25的各片段供给大致同等的基准电位，在像素

电极24之间会产生基于向像素电极24充电的电位的电位差。在基于共用电极25与像素电极

24之间的电位差而产生的电场中，在沿着阵列基板12的板面的成分的基础上，还包括包含

相对于阵列基板12的板面的法线方向的成分的边缘电场(倾斜电场)。因此，该液晶面板10

为，利用边缘电场对液晶层13所包含的液晶分子的取向状态进行控制的所谓的FFS(Fringe 

Field  Switching)模式。在图像非显示期间，如详细地在下文中叙述那样，构成共用电极25

的各片段作为触控电极26发挥功能，触控电极26通过分别连接的驱动器50计算出静电容量

的变化，来特定显示区域AA中的输入位置(内嵌触控面板功能)。

[0022] 虽省略详细的说明，但在形成于玻璃基板12G上的非显示区域NAA内的周边电路部

22，包含一对栅极驱动器电路部、预充电电路部、以及SSD(Source  Shared  Driving)电路部

22A。

栅极驱动器电路部分别配置于阵列基板12的非显示区域NAA中的一对长边部，以沿着Y

轴向而横跨显示区域AA的大致整体长度延伸的方式设置。各栅极驱动器电路部与从显示区

域AA引出的各栅极布线连接，从而能够按顺序扫描各栅极布线来对各TFT进行驱动。预充电

电路部配置于阵列基板12的非显示区域NAA中的与安装有驱动器50的一侧相反侧的短边

部，以沿着X轴向横跨显示区域AA的大致整体长度延伸的方式设置。预充电电路部与从显示

区域AA向与驱动器50侧相反侧引出的各源极布线等连接，例如具有如下功能：在从驱动器

50向各源极布线供给图像信号之前向各源极布线供给预充电信号，预先以规定的电位对各

像素电极24进行充电的预充电功能等。SSD电路部22A配置于阵列基板12的非显示区域NAA

中的安装有驱动器50的一侧的短边部，以沿着X轴向横跨显示区域AA的大致整体长度延伸

的方式设置。SSD电路部与从显示区域AA向驱动器50侧引出的各源极布线连接，具有将从驱

动器50供给的图像信号向各源极布线分配的开关功能。

[0023] 以上说明的周边电路部22配置为，俯视时以从四面横跨大致整周的方式包围方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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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显示区域AA。另外，在图2以及图3所示的周边电路部22配置有SSD电路部22A。周边电路部

22俯视时在非显示区域NAA配置于比密封部14靠内部并与显示区域AA相邻，并配置为夹装

于像素电路部21与接线部23之间，与密封部14非重叠。另外，各电路部利用设置于后述的基

底布线部20的未图示的连接布线分别与驱动器50连接。

周边电路部22所包含的各电路部均包含：由构成栅极布线、源极布线的第一金属层以

及第二金属层构成的布线、由这些金属层以及与上述的沟道部相同的半导体层构成的TFT

等电路元件、由栅极绝缘层构成的绝缘膜。也就是说，各电路部作为配置于非显示区域NAA

的各金属层以及半导体层等基底，在玻璃基板12G上形成为单片。

[0024] 在接线部23中，形成周边电路部22的布线、源极布线等与由其它金属层构成的连

接布线相连。在接线部23中设置有通过对夹装于金属层间的绝缘层进行开口而用于对布线

彼此进行接线的接触孔(未图示)。接线部23俯视时配置于比非显示区域NAA中的周边电路

部22靠外部，大部分成为与密封部14俯视时重叠的配置。另外，在阵列基板12的基板非重叠

区域NOA中的玻璃基板12G上，以与接线部23相邻的方式设置有基底布线部20，利用布置于

基底布线部20内的各连接布线与安装于基底布线部20上的后述的驱动部件、信号传输部件

连接。

[0025] 在阵列基板12中的像素电路部21、周边电路部22以及接线部23的上层侧，如图2以

及图3所示，设置有平坦化层28。平坦化层28由第一平坦化层(第一有机绝缘层)28A以及第

二平坦化层(第二有机绝缘层)28B构成。第一平坦化层28A以及第二平坦化层28B在阵列基

板12的基板重叠区域以横跨显示区域AA和非显示区域NAA的范围的方式设置为大概整面

状。第一平坦化层28A以及第二平坦化层28B例如由丙烯酸树脂(例如PMMA等)等有机绝缘材

料构成，具有比由无机材料构成的其他绝缘层大的厚度，可起到使自身的下层侧产生的台

阶平坦化的功能。第一平坦化层28A配置于像素电路部21、周边电路部22以及接线部23的紧

挨着的上侧并从上侧对它们进行覆盖，并配置于第二平坦化层28B的下层侧。在配置于第一

平坦化层28A的上侧的第二平坦化层28B的更加上侧设置有上述的共用电极25。虽图中未示

出，但在第一平坦化层28A以及第二平坦化层28B，在显示区域AA开设形成有用于使像素电

极24等与像素电路部21连接的接触孔。

[0026] 本实施方式的液晶面板10兼具显示图像的显示功能、基于显示的图像对使用者输

入的位置(输入位置)进行检测的触控面板功能(位置输入功能)，使用于发挥其中的触控面

板功能的触控面板图案一体化(内嵌化)。该触控面板图案为所谓的投影型静电容量方式，

其检测方式为自电容方式。

触控面板图案专门设置于一对基板11、12中的阵列基板12侧，由阵列基板12的显示区

域AA内呈矩阵状排列配置的多个触控电极(位置检测电极)触控电极26构成。因此，液晶面

板10中的显示区域AA与可检测输入位置的触控区域(位置输入区域)大致一致，非显示区域

NAA与不可检测输入位置的非触控区域(非位置输入区域)大致一致。使用者基于目视确认

的液晶面板10的显示区域AA的图像进行位置输入，当未图示的手指(位置输入体)靠近液晶

面板10的表侧的面(显示面)时，在作为导电体的手指与触控电极26之间形成有静电容量。

由此，由处于手指的附近的触控电极26检测到的静电容量，伴随着手指靠近而发生变化，与

处于远离手指的触控电极26不同，因此能够基于上述情况对输入位置进行检测。

[0027] 在本实施方式中，如上述那样，共用电极25在图像非显示期间作为触控电极26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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挥功能。更详细而言，通过将共用电极25分隔为大致格子状而俯视时分割为棋盘格状且电

气独立的多个片段，分别构成触控电极26。多个触控电极26俯视时呈方形，在显示区域AA沿

着X轴向以及Y轴向而呈矩阵状分别排列配置有多个，使阵列基板12分别与形成为矩阵状的

多个像素电极24重叠。在多个触控电极26选择性地连接有设置于阵列基板12的多个触控布

线(位置检测布线)27。

[0028] 触控布线27在阵列基板12上与源极布线重叠且以平行的方式沿着Y轴向延伸，与

沿着Y轴向排列的多个触控电极26中的特定的触控电极26选择性地连接。而且触控布线27

与内置检测电路的驱动器50连接。另外，检测电路也可以隔着柔性基板60而安装于液晶面

板10的外部。触控布线27将显示功能的基准电位信号和触控功能的触控信号(位置检测信

号)以不同的定时向触控电极26供给。其中的基准电位信号以相同的定时向所有触控布线

27传输，从而所有触控电极26成为基准电位并作为共用电极25发挥功能。

触控布线27如图2以及图3所示，配置于第一平坦化层28A的上侧且第二平坦化层28B的

下层侧，由作为与栅极布线、源极布线不同的金属层的第三金属层构成。在夹装于触控布线

27与触控电极26(共用电极25)之间的第二平坦化层28B，开设形成有未图示的触控布线用

接触孔(位置检测布线用接触孔)，触控布线27与触控电极26连接。触控布线27以横切所有

的触控电极26的方式大概沿着Y轴向延伸，但通过触控布线用接触孔的平面配置仅相对于

特定的触控电极26选择性地连接。此外，触控布线27在上述的接线部23与由其它金属层构

成的连接布线相连。

[0029] 对设置于CF基板11的构造进行说明。

如图2以及图3所示，在CF基板11的玻璃基板11G的内表面(背侧的面、与阵列基板12对

置的板面)上，在显示区域AA，在与各像素电极24重叠的位置设置有许多个滤色器15。滤色

器15呈现红色(R)、绿色(G)、蓝色(B)这三个颜色并沿着X轴向重复交替地排列配置，并且它

们沿着Y轴向延伸，从而作为整体配置为条状。在玻璃基板11G的内表面上还为了对相邻的

滤色器15间进行分隔来防止混色等，而遮光部(黑矩阵)16设置于横跨显示区域AA和非显示

区域NAA的范围。遮光部16在显示区域AA呈与栅极布线以及源极布线重叠的格子状，但在非

显示区域NAA呈整面状。在滤色器15以及遮光部16的上层(液晶层侧)形成有外涂层(对置侧

绝缘膜)17。外涂层17在CF基板11上呈大概整面状设置于横跨显示区域AA和非显示区域NAA

的范围。外涂层17与两平坦化层28A、28B同样地，例如由丙烯酸树脂(例如PMMA等)等有机材

料构成，发挥使自身的下层侧产生的台阶平坦化的功能。在外涂层17上，在显示区域AA设置

有遮光部16的位置，选择性地突出形成有光感应间隙材料18。光感应间隙材料18例如能够

由与外涂层17相同的材料形成，通过其突出端与阵列基板12抵接，可起到维持规定的单元

间隙的功能。

[0030] 另外，如图2以及图3所示，在两基板11、12中的与液晶层13接触的最内表面，分别

设置有用于使液晶层13所包含的液晶分子取向的取向层11M、12M。取向层11M、12M均例如由

聚酰亚胺构成，例如为通过照射特定的波长区域的光(例如紫外线等)而能够使液晶分子沿

着该光的照射方向取向的光取向膜。取向层11M、12M分别在各基板11、12至少呈整面状形成

于显示区域AA的大致整个区域。即，阵列侧的取向层12M在至少显示区域AA从上层侧遍及整

个区域地覆盖包含像素电极24等的构造物。CF侧的取向层11M在至少显示区域AA从上层侧

覆盖外涂层17的整个区域以及光感应间隙材料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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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1] 在此，在第一本实施方式的CF基板11上，在玻璃基板11G的外侧(表侧的面、和与阵

列基板12对置的板面相反侧的板面)设置有保护电极层19。在保护电极层19的更靠外侧设

置有上述的偏振板11P，但偏振板11P形成得比玻璃基板11G小一圈，在CF基板11的基板非重

叠区域NOA侧(图1中的下侧、图2以及图3中的左侧)的侧缘部，保护电极层19露出。该保护电

极层19能够由与设置于阵列基板12的第一透明电极层以及第二透明电极层同样的透明电

极材料形成。保护电极层19可起到保护液晶面板10免受外部噪声的影响的功能，以横跨玻

璃基板11G的外侧面(液晶面板10的表侧的面)的整个区域的方式呈整面状设置。

[0032] 接下来，对设置于阵列基板12的基板非重叠区域NOA的构造进行说明。

如图2所示，在玻璃基板12G的表侧的面上的基板非重叠区域NOA，以与设置于基板重叠

区域OA的接线部23相邻的方式设置有基底布线部20。虽省略详细的说明，但从形成周边电

路部22的布线、源极布线等像上述那样引出接线部23中更换连接的连接布线，并配置于基

底布线部20内，和用于与各安装部件等连接的端子连接。在基底布线部20内还布置有用于

向液晶面板10的各构件供给接地电位的接地布线36，例如经由后述的柔性基板60等与大地

连接。

[0033] 在第一本实施方式中，如图1以及图2所示，作为用于供给显示功能、触控面板功能

的各种信号的部件，驱动器(面板驱动部件)50以及柔性基板(信号传输部件)60安装于基板

非重叠区域NOA的表侧的面。

驱动器50由在内部具有驱动电路的LSI芯片构成，并相对于阵列基板12安装COG(Chip 

On  Glass)，对由柔性基板60传输的各种信号进行处理。柔性基板60在具有绝缘性以及挠性

的基材上形成有多根布线图案，液晶面板10的阵列基板12与设置于液晶面板10的外部的信

号源80连接，从而将从信号源80输出的各种信号向液晶面板10传输。

所述的驱动器50以及柔性基板60，例如隔着各向异性导电膜(ACF:Anisotropic 

Conductive  Film)，相对于设置于基底布线部20的表侧的面的端子、端子焊盘电连接且机

械连接。或者也可以是经由连接器等进行连接的构成。

[0034] 那么，在第一本实施方式中，在基板非重叠区域NOA，在与配置于基底布线部20内

的接地布线36连接的端子上形成有接地焊盘(端子焊盘的一个示例)30。接地焊盘30为了向

设置于CF基板11的保护电极层19供给接地电位而成为用于与大地连接的构造，如图1以及

图3所示，从保护电极层19的一端部以横跨接地焊盘30的上表面的方式涂布导电糊剂39，从

而保护电极层19与接地焊盘30连接。并且，在第一本实施方式中，在接地焊盘30的下层侧

(基底布线部20以及玻璃基板12G侧)，重叠配置有记载有用于对液晶面板10进行识别管理

的信息的二维码(信息码的一个示例)40。以下，参照图3至图5对这些构造以及配置详细地

进行说明。

[0035] 首先，参照图3、图4A以及图5等对接地焊盘30的构造进行说明。

如图3所示，接地焊盘30包含金属部31和透明电极部32。金属部31由金属材料构成，并

形成为使上述的基底布线部20的上表面(与玻璃基板12G的抵接面相反侧的面)与接地布线

36连接。如图4A所示，第一本实施方式的金属部31俯视时呈一方(图1、图4A以及图4C下方)

开口的大致U字状，并形成为从三面包围后述的二维码40的方形框状。另一方面，透明电极

部32为可透射可视光的光透射部并由透明电极材料构成，俯视时呈与金属部31大致相同的

大小的方形，以从上层侧(表侧)封闭形成于金属部31的内侧的开口的方式重叠。在第一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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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方式中，如图3以及图5所示，在金属部31与透明电极部32之间配置有由透明的绝缘性

材料构成的绝缘膜33。第一本实施方式的绝缘膜33形成于除了端子、端子焊盘的形成区域

的基板非重叠区域NOA的整个区域，以覆盖金属部31、后述的二维码40的金属基材41、以及

设置有上述部件的基底布线部20的上表面的方式形成。在第一本实施方式的接地焊盘30

中，在配置于金属部31的上表面的绝缘膜33开设形成有多个接触孔33C。在接触孔33C中以

填埋被去除的绝缘膜33的间隔的方式设置有金属埋设膜34，下表面配置为与金属部31接

触，上表面配置为与透明电极部32接触。由此，CF基板11的保护电极层19经由导电糊剂39、

透明电极部32、金属埋设膜34、金属部31与接地布线36电连接。另外，通过将金属埋设膜34

埋设于接触孔33C，能够抑制因绝缘膜33侧缘的台阶而在透明电极部32中产生膜破裂等缺

陷的情况。金属埋设膜34根据接触孔33C的状态等适当配置即可。

另外，金属部31例如能够使用与由形成于上述的像素电路部21内的第一金属层或第二

金属层构成的源极布线、栅极布线同样的材料来形成，绝缘膜33例如能够使用与作为绝缘

层的第一平坦化层28A同样的材料来形成，金属埋设膜34例如能够使用与由第三金属层构

成的触控布线27同样的材料来形成，透明电极部32例如能够使用与由第二透明电极层构成

的像素电极24同样的材料来形成。通过如此设置，在形成构成基板重叠区域OA中的各构造

的层的同时，能够按顺序层压形成构成接地焊盘30的各部。

[0036] 接着，参照图3、图4B以及图5等对二维码40的构造进行说明。

第一本实施方式的二维码40沿着横(水平)、竖(垂直)这双方向具有信息，如图3以及图

5所示，在形成于基底布线部20的上表面的由金属材料构成的方形的金属基材41上开设形

成有很多圆形的孔42。即，在二维码40中，根据设置于金属基材41的孔42的大小、数量、配置

而记载有各种信息。第一本实施方式的金属基材41形成为比被划分为上述的接地焊盘30的

金属部31的内侧的开口小一圈的方形。

另外，金属基材41例如能够使用与上述的金属部31同样的材料形成。通过如此设置，在

基板重叠区域OA内形成由第一金属层或第二金属层构成的源极布线、栅极布线，在基板非

重叠区域NOA形成金属部31的同时，能够形成金属基材41。此时，例如能够在通过光刻法布

置形成源极布线、栅极布线等时一并开设形成孔42。

[0037] 接着，参照图3、图4C以及图5等对接地焊盘30与二维码40的相对配置进行说明。

接地焊盘30与二维码40，在基板非重叠区域NOA，以俯视时相互重叠的方式配置。在第

一本实施方式中，接地焊盘30的透明电极部32比二维码40的金属基材41大，如图4C所示，在

被划分为金属部31的内侧的开口内，以不与金属部31连接的状态(分离状态)配置有金属基

材41。通过如此配置，透明电极部(光透射部)32覆盖金属基材41的上表面整体，在能够从接

地焊盘30的上表面目视确认配置于金属部31的内侧的金属基材41的孔42的状态下，重叠配

置有接地焊盘30和二维码40。

在此，如图3以及图5所示，与金属部31的上表面同样地，金属基材41的上表面也被绝缘

膜33覆盖，但与透明电极部32相同地绝缘膜33也由透明的材料形成，因此不会影响二维码

的目视确认性。在第一本实施方式中，金属基材41成为与信号源80、大地电独立的状态。

[0038] 如以上所述，第一本实施方式所涉及的液晶显示装置1具备：

液晶面板(显示单元的一个示例)10，其具有CF基板(第一基板)11以及阵列基板(第二

基板)12，并根据电信号显示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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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地焊盘(端子焊盘的一个示例)30，其用于将设置于CF基板11的保护电极层(导电体

的一个示例)19与大地电连接；及

二维码(信息码的一个示例)40，其可光学读取地表示信息，

阵列基板12俯视时被划分为：以与CF基板11重叠的方式配置的基板重叠区域OA、和以

一个侧缘部从CF基板11的一个侧缘延伸的方式配置且不与CF基板11重叠的基板非重叠区

域NOA，

接地焊盘30的至少一部为可透射光的透明电极部(光透射部的一个示例)32，

接地焊盘30以及二维码40被设为，在阵列基板12中与CF基板11对置的表侧的板面(一

个板面)上的基板非重叠区域NOA，俯视时相互重叠并且透明电极部32覆盖二维码40的上表

面。

[0039] 根据所述第一本实施方式的结构，通过以俯视时与接地焊盘30重叠的方式设置二

维码40，能够在基板非重叠区域NOA内以节省空间的方式配置。在此，二维码40在阵列基板

12的基板非重叠区域NOA中的表侧的板面上，配置于形成接地焊盘30的一部分的透明电极

部32的下层侧(基底布线部20侧、玻璃基板12G侧)，因此能够从接地焊盘30的上方光学性地

读取二维码40。二维码40由于其表面整体被透明电极部32覆盖，因此能够保护二维码40免

受污染、损坏。另外，根据第一本实施方式的结构，从基板重叠区域OA内到基板非重叠区域

NOA的基底布线部20，能够保持与以往同样的布线路径，因此能够使用已有的制造设备利用

现有的经验技术来实现液晶面板10的制造。在显示装置制造工序中，在二维码40以及接地

焊盘30的形成后，即使在接地焊盘30的透明电极部32的上表面附着有用于与保护电极层19

连接的不透明的导电糊剂39，也能够根据需要将其去除并利用酒精进行擦拭等，从接地焊

盘30的上方、即液晶面板10的表面侧可光学性地读取二维码40。在信息的读取后，如果在透

明电极部32的上表面再涂布导电糊剂，则液晶显示装置1能够直接使用。另外，阵列基板12

的基板使用可透射光的板材，通常使用玻璃基板12G那样的透明的基板。在该情况下，从阵

列基板12的背面侧(其他板面侧)、即液晶面板10的背面侧也可读取二维码40，因此对于无

需在液晶面板10的背面侧安装背光源单元的反射型液晶显示装置、有机EL显示装置是特别

有用的。

如此，根据第一本实施方式的结构，在液晶显示装置1的完成后也能够将可容易地读取

的二维码40以节省空间的方式配置于基板非重叠区域NOA上。该结果为，能够在应对由液晶

面板10的异形化、狭窄边框化引起的基板非重叠区域NOA的缩小的同时高效地实施面板设

计，例如能够实现液晶显示装置1的可追溯性管理(制造、检査的历史管理)。

[0040] 在所述第一本实施方式的液晶显示装置1中，

接地焊盘30由金属材料构成并具有与信号源或大地连接的金属部31，

透明电极部32由透明电极材料构成并构成为与保护电极层19以及金属部31电连接，

二维码40具有由金属材料构成的金属基材41。

[0041] 根据所述第一本实施方式的结构，能够由与显示面板的形成通常使用的材料同样

的材料形成接地焊盘30以及二维码40。

[0042] 在所述第一本实施方式的液晶显示装置1中，

阵列基板12具有：

金属层(例如形成栅极布线、源极布线的第一金属层或第二金属层)，其形成于表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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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面上的基板重叠区域OA；及

透明电极层(例如形成像素电极24的第二透明电极层)，其形成于所述金属层的上层，

金属部31以及金属基材41由形成所述金属层的金属材料构成，

透明电极部32由形成所述透明电极层的透明电极材料构成。

此外，阵列基板12还具有由配置于所述金属层与所述透明电极层之间的透明的树脂材

料构成的绝缘层(例如第一平坦化层28A)，

绝缘膜33由形成所述绝缘层的透明的树脂材料构成。

[0043] 在阵列基板12的基板重叠区域OA，通过层压形成由各种材料构成的层，从而设置

有用于驱动液晶面板10的像素电路部21、电极、及与它们连接的布线等，并配置用于防止导

电层间的短路的绝缘层。布线等通过光刻法等图案形成各种图案来形成金属层，电极等通

过光刻法等图案形成各种图案来形成透明电极层。根据所述第一本实施方式的结构，在基

板重叠区域OA内形成金属层、绝缘层、透明电极层的同时，能够依次层压形成由同样的材料

构成的接地焊盘30以及二维码40，能够实现构成以及制造工序的简化。

[0044] 在所述第一本实施方式的液晶显示装置1中，

金属基材41在俯视时，以其整体与透明电极部32重叠的方式配置。

[0045] 根据所述构成，像第一本实施方式那样，在接地焊盘30的透明电极部32比二维码

40的金属基材41的外形大的情况下，例如在金属基材41的周围形成金属部31，以覆盖金属

基材41的整体的方式配置透明电极部32，从而能够使接地焊盘30以及二维码40的配置所需

的面积最小化。

[0046] 在所述第一本实施方式的液晶显示装置1中，

接地焊盘30为，用于对保护电极层19和大地进行电连接的接地焊盘。

假设，通过接近地配置由导电性的金属构成的二维码40，即使存在有对接地焊盘30的

导电性能带来影响的可能性，如果是接地电路，则因这样的影响产生不良情况的可能性也

比较低。由此，接地焊盘30适于作为重叠配置二维码40的端子焊盘。

[0047] 在所述第一本实施方式的液晶显示装置1中，

二维码40为，在竖横的两个方向具有信息的二维码。

二维码需要恒定的面积，另一方面，能够表示非常多的信息。本技术对于以节省空间的

方式将这样的需要比较大的面积的二维码40配置于基板上是特别有用的。

[0048] 在所述第一本实施方式的液晶显示装置1中，

液晶面板10为，在CF基板11以及阵列基板12之间封入有液晶的液晶面板。

本技术在许多领域中被利用，对于强烈要求异形化、狭窄边框化的液晶显示装置是特

别有用的。

[0049] <第二实施方式>

根据图6以及图7对第二实施方式进行说明。在第一实施方式中，例示了接地焊盘30的

透明电极部32比二维码40的金属基材41大且金属基材41整体被透明电极部32覆盖的构成。

与此相对，在第二本实施方式中，例示与接地焊盘230的透明电极部232相比二维码240的金

属基材的外形较大的构成。在第一实施方式中，两构件30、40以可相互分离的状态配置，在

第二本实施方式中，两构件230、240以被整合的状态配置于基板非重叠区域NOA内。以下，省

略与所述的第一实施方式同样的构造、作用以及效果的重复的说明(第三实施方式也是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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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的)，对第二本实施方式的接地焊盘230以及二维码240进行说明。

[0050] 在第二本实施方式中，在二维码240的金属基材与接地焊盘230的金属部作为金属

膜250一体形成这一点，与第一实施方式所记载的部件大不相同。

如图6所示，金属膜250以与接地布线36连接的方式形成。并且，在该金属膜250的上层

隔着绝缘膜233配置有透明电极部(光透射部)232。如图6所示，第二本实施方式的透明电极

部232形成为，俯视时呈比金属膜250小一圈的方形。在与绝缘膜233的透明电极部232重叠

的位置，形成有比透明电极部232小的接触孔233C，透明电极部232与金属膜250接触而电连

接。由此，保护电极层19经由导电糊剂239、透明电极部232、金属膜250、接地布线36与大地

连接。如此，金属膜250作为接地焊盘230的金属部发挥功能。另一方面，如图6等所示，在呈

方形的金属膜250，以规定的位置以及大小开设形成有很多孔242，利用该孔242表示信息，

从而作为二维码240的金属基材发挥功能。另外，在图6以及图7中，例示在与透明电极部232

重叠的部分的绝缘膜233设置有多个接触孔233C的构造。此外，第二本实施方式的接触孔

233C构成为，未配置有由配置于第一实施方式的接触孔33C的不透明的金属材料构成的金

属埋设膜。

[0051] 在所述第二本实施方式的显示装置中，

接地焊盘230的金属部与二维码240的金属基材通过金属膜250一体形成，

在俯视时，透明电极部232配置为，其整体与金属膜250重叠。

根据所述第二本实施方式的结构，例如在为了记载许多信息而将二维码240的金属基

材的外形形成得比接地焊盘230的透明电极部232大的情况下，接地焊盘230整体以收纳于

二维码240的配置区域内的方式重叠配置，由此能够使两构件230、240的配置所需的面积最

小化。此时，利用金属膜250一体形成二维码240的金属基材与接地焊盘230的金属部、即金

属膜250兼具作为二维码240的金属基材的功能和作为接地焊盘230的金属部的功能，由此

能够实现构成的简化。

[0052] <第三实施方式>

根据图8以及图9对第三实施方式进行说明。在第三本实施方式中，在接地焊盘330的透

明电极部332与二维码340的金属基材以具有同等的外形的方式形成这一点，与第二实施方

式不同。以下，对第三本实施方式的接地焊盘330以及二维码340进行说明。

[0053] 在第三本实施方式中，二维码340的金属基材与接地焊盘330的金属部通过金属膜

350一体形成。

如图8所示，金属膜350以与接地布线36连接的方式形成，在其上层配置有透明电极部

(光透射部)332。如图8所示，第三本实施方式的透明电极部332形成为，俯视时呈与金属膜

350同等的大小的方形。在第三本实施方式中，在绝缘膜333的透明电极部332与金属膜350

重叠的位置形成有接触孔333C，透明电极部332与金属膜350电连接。由此，保护电极层19经

由导电糊剂339、透明电极部332、金属膜350、接地布线36与大地连接。如此，金属膜350作为

接地焊盘330的金属部发挥功能。另一方面，如图8等所示，在呈方形的金属膜350以规定的

位置以及大小开设形成有很多孔342，还作为二维码340的金属基材发挥功能。另外，如图8

以及图9所示，第三本实施方式的接触孔333C形成为，具有与透明电极部332以及金属膜350

大致同等的比较大的面积。与第一实施方式以及第二实施方式不同，在该接触孔333C中未

埋设有金属埋设膜，而成为透明电极部332与金属膜350(金属部)直接连接的构造。由不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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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的金属材料构成的金属埋设膜未埋设于接触孔333C，因此能够从透明电极部332的上方

目视确认配置于接触孔333C内的孔342。

[0054] 如以上所述，在第三本实施方式的显示装置中，

接地焊盘(端子焊盘的一个示例)330的金属部与二维码(信息码的一个示例)的金属基

材通过金属膜350一体形成，

金属膜350在俯视时，其整体与透明电极部(光透射部的一个示例)332重叠，且

透明电极部332配置为在俯视时，其整体与金属膜350重叠。

即，在俯视时，接地焊盘330的透明电极部332配置为，其轮廓与金属膜350的轮廓大致

一致。

根据所述第三本实施方式的结构，二维码340以及接地焊盘330具有相同的外形，两构

件330、340以使轮廓一致的状态重叠配置，因此能够最高效地利用基板非重叠区域NOA的面

积。

[0055] <其他实施方式>

本技术并不限定于通过所述叙述以及附图说明的实施方式，例如如下那样的实施方式

也包含于本技术范围。

(1)在所述实施方式中，示出了端子焊盘以及信息码在俯视时呈矩形框状或者方形的

示例，但并不限定于此。能够匹配基板非重叠区域NOA内可确保的空间而形成为各种形状，

例如圆弧状、圆盘状，扇形状、三角形状、甚至不定形状。

[0056] (2)在所述实施方式中，示出了在触控面板图案半内嵌化的液晶面板中，重叠配置

有用于将设置于CF基板上的保护电极层与大地连接的接地焊盘、信息码的示例，但并不限

定于此。液晶面板也可以不具有触控面板功能，接地焊盘也可以是用于使保护电极层以外

的导电体与大地连接的焊盘。此外，不仅相对于用于供给接地电位的接地焊盘，相对于用于

对信号源和导电体进行连接并供给各种电信号的端子焊盘，也能够广泛应用本技术。此外，

在所述实施方式中，示出了导电体与端子焊盘使用导电糊剂进行连接的示例，但并不限定

于此，例如也可能通过导电带进行电连接。

[0057] (3)在所述实施方式中，例示了作为显示单元而对具有透射型的液晶面板的显示

装置应用本技术的情况，但并不限定于此。还能够将本技术应用于反射型的液晶面板、其他

种类的显示面板(有机EL面板、PDP(等离子显示面板面板)、EPD(电泳显示面板面板)、MEMS

(Micro  Electro  Mechanical  Systems)显示面板等)等。根据对在显示面板的背面侧(图像

显示面的相反面侧)无需附设背光源单元等的显示装置应用本技术，能够使用玻璃基板等

透明基板构成第二基板，由此在显示装置的完成后也能够从显示面板的背面侧直接读取信

息码，是特别优选的。其中，对于可期待今后在许多领域中的扩大利用的有机EL显示装置，

本技术是有用的。

[0058] (4)在所述的实施方式中，例示了针对按照小型或中小型分类的液晶面板应用本

说明书的技术的情况，但在画面尺寸例如为20英寸～90英寸且按照中型或大型(超大型)分

类的显示装置中也能够应用本技术。

附图标记说明

[0059] 1…液晶显示装置(显示装置的一个示例)；10…液晶面板(显示单元的一个示例)；

11…CF基板(对置基板。相当于第一基板)；11G、12G…玻璃基板；12…阵列基板(显示装置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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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板、有源矩阵基板。相当于第二基板)；13…液晶层；19…保护电极层(导电体的一个示

例)；20…基底布线部；24…像素电极；27…触控布线(位置检测布线)；28A…第一平坦化层；

30、230、330…接地焊盘(端子焊盘的一个示例)；31…金属部；32、232、332…透明电极部(光

透射部的一个示例)；33、233、333…绝缘膜；33C、233C、333C…接触孔；34…金属埋设膜；

36…接地布线；39、239、339…导电糊剂；40、240、340…二维码(信息码的一个示例)；41…金

属基材；42、242、342…孔；250、350…金属膜；AA…显示区域(有源区域)；NAA…非显示区域

(无源区域)；OA…基板重叠区域；NOA…基板非重叠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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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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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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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B

图4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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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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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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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图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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