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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摘要: 提供一种显示装置，其可解决现有的透
明显示器适应性差、透明度不可控的问题，显示
装置包括：透 明的反射单元 （1 ) ，反射单元
( 1 ) 具 相反的显毛面丄13 ) 和相，面 （14 ) ；
显示单元 （2 ) ，显示单元 （2 ) 显示的内容被投
射到反射单元 （1 ) 的相对面 （14 ) 上；以及透图 2 /Fig.2 过散射切换单元 （9 ) ，其设置在反射单元 （1 )
的相对面 （14 ) 上，且透过散射切换单元 （9 )

能在散射态和透明态间切换，可以将液晶显示屏或者有机发光二极管显示屏应用于显示单元 （2 )



显示装置

技术领域

本发明的实施例涉及显示技术，具体 涉及一种可在透明显示模 式和非透

明显示模式之 间切换并且透明度可控 的显示装置。

背景技术

近来，随着信 息技术的发展 ，透明显示技术愈发 引起人们 的关注，透明

显示技术在公共显示、虚拟现 实、人机交互方面有重要应用。透明显示器具

有一定程度 的穿透性，从而用户可 同时看到显示屏上显示的信 息以及显示屏

后的实际景物，透明显示器适用于建筑、车辆窗户、商店橱窗等。

现有的一种透明显示装置的基本原理如下：如 图 1所示，显示单元 2 将

内容通过投射单元 3投射在反射板 12 上，所述 内容通过反射板 12 射到

半反半透膜 11 上，由于半反半透膜 11 可使射到其上的光线部分反射 、部分

透过 ,故人眼 5 可以看到由半反半透膜 11反射 的显示图像（来 自显示单元 2 ),

也可透过半反半透膜 11看到真实的景物 4。

发明人发现现有技术中至少存在如下问题：现有的透明显示装置中，因

为半反半透膜的反射率/透过率是 固定的，因此其适应性较差，透明度不能变

化 ，且只有透明显示模式，不能在透明显示模 式和非透明显示模 式之 间切换 。

发明内容

本发明实施例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 包括 ，针对现有 的透明显示装置适应

性较差、透明度不可控 的问题 ，提供一种可在透明显示模式和非透明显示模

式之 间切换且透明度可控 的显示装置。

解决本发明实施例技术问题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一种显示装置，包括：

透明的反射单元 ，所述反射单元具有相反 的显示面和相对面；显示单元 ，所

述显示单元显示的内容被投射到所述反射单元的相对面上；以及透过散射切

换单元 ，其设置在所述反射单元的相对面上，且所述透过散射切换单元能在

散射 态和透明态间切换 。



在一个示例 中，所述透过散射切换单元 包括聚合物分散液晶膜和用于控

制聚合物分散液晶膜的状态的电极 。

在一个示例 中，所述 电极为透明电极 。

在一个示例 中，在所述聚合物 液晶膜 中，液晶微滴均匀分布在有机

聚合物基体 内，所述聚合物分散液晶膜在透明态时，所述液晶微滴、聚合物

基体折射率相 同。

在一个示例 中，所述显示装置还 包括用于将显示单元显示的内容投射到

所述反射单元的相对面上的投射单元 。

在一个示例 中，所述反射单元为板状 ，所述投射单元 包括所述反射单元

的入光面，所述入光面为凸面。

在一个示例 中，所述投射单元 包括至少一个独立的透镜 。

在一个示例 中，所述反射单元为板状 ，或为半反半透膜 。

在一个示例 中，所述显示单元为液晶显示屏或有机发光二极管显示屏。

由于本发明实施例的显示装置具有能在散射 态和透明态间切换 的透过散

射切换单元 ，因此通过控制透过散射切换单元的状态可以实现对显示装置透

明度 的控制 ，进而实现 了显示装置在透明显示模 式和非透明显示模 式之 间的

切换 。

附图说 明

图 1 为现有的透明显示装置的原理的示意图；

图 2 为本发明的实施例 2 的一种显示装置的结构示意图；以及

图 3 为本发明的实施例 2 的一种反射单元的结构示意图。

其 中附图标记为：1、反射单元；11、半反半透膜；12、反射板；13、显

示面；14、相对面；2、显示单元；3、投射单元；4、景物；5、人眼；9、透

过散射切换单元 。

具体 实施方式

为使本领域技术人 员更好地理解本发 明实施例的技术方案 ，下面结合 附

图和具体 实施方式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细描述。



实施例 1:

本实施例提供一种显示装置，其包括：透明的反射单元，所述反射单元

具有彼此相反的显示面和相对面；显示单元，所述显示单元显示的内容被投

射到所述反射单元的相对面上；以及透过散射切换单元，其设置在所述反射

单元的相对面上，且所述透过散射切换单元能在散射态和透明态间切换。

由于本发明实施例的显示装置具有能在散射态和透明态间切换的透过散

射切换单元，因此通过控制透过散射切换单元的状态可以实现对显示装置透

明度的控制。也就是说，在需要将显示装置作为透明显示装置使用时，使得

透过散射切换单元处于透明态，此时，显示装置为透明显示模式；同理，在

需要显示装置作为非透明显示装置使用时，使得透过散射切换单元处于散射

态，此时，显示装置为非透明显示模式，进而实现了显示装置在透明显示模

式和非透明显示模式之间的切换。不难理解，当透过散射切换单元处于散射

态和透明态之间时，此时的显示装置就会具有相应的透明度，也就是说，可

通过透过散射切换单元的透明度来控制显示装置的透明度。

实施例 2 :

本实施例提供一种显示装置，如图 2 所示，其包括：透明的反射单元 1,

其具有彼此相反的显示面 13 和相对面 14; 显示单元 2 , 其显示的内容被投射

到反射单元 1 的相对面 14 上；透过散射切换单元 9 , 如图所示，其设置在所

述反射单元 1 的相对面 14 上，透过散射切换单元 9 能在散射态和透明态间切

换。

例如 ，所述透过散射切换单元 9 包括聚合物分散液晶膜 （Polymer

Dispersed Liquid Crystal, PDLC )和用于控制聚合物分散液晶膜状态的电极(图

中未画出）。聚合物分散液晶膜是聚合物基体 （例如，其是固态的 ）中均匀分

散微小的液晶微滴而形成的薄膜。

之所以选择聚合物分散液晶膜 ,是因为其具有散射态和透明态两种状态。

具体来说，在散射状态下，当光入射到聚合物分散液晶膜时，由于光通过液

晶微滴的有效折射率与通过聚合物的有效折射率相差很大，光在液晶微滴与

聚合物的界面上发生多次反射及折射，出射光呈散射状态，此时聚合物分散

液晶膜呈现不透明状态；当在聚合物分散液晶膜上施加电场时，液晶分子沿



电场方向取向 , 如果所选液晶的折射率 同聚合物的折射率相等或近似相等 ，

则光在聚合物 液晶膜 内不再发生反射及折射 ，而是直接透射 出去 ，此时

聚合物分散液晶膜呈现透明状态；在除去外电场时，液晶微滴在基体弹性能

的作用下 又 恢复到最初的均匀分散状态，此时聚合物分散液晶膜恢复散射态。

可见 ，聚合物分散液晶膜在 电场的作用下具有 电控光开关特性 ，并且 ，通过

改变外加的电场大小，可以控制液晶分子的取向程度 （也就是改变光的散射

程度 ），从 而改变聚合物分散液晶膜的透明程度 ，进而改变显示装置的透明

度 。

在本实施例 中，控制聚合物分散液晶膜的电场由所述电极来实现 ，电极

可 以 布置在聚合物分散液晶膜 的两端，当然其他设计方式亦可 ，只要 能实现

给聚合物分散液晶膜施加 电场。可以理解的是 ，所述电极可以是例如透明电

极 （如 ΙΤΟ 电极 ) 。

本实施例 中透过散射切换单元 9 可 以是例如聚合物分散液晶膜 ，然而也

可以使用可以呈现透明状态的聚合物分散液晶面板 ，只是聚合物分散液晶面

板体积较 大，不利于显示装置的轻薄化设计。

在一个示例 中，所述聚合物分散液晶膜在其透明态时，所述液晶微滴、

聚合物基体折射率相 同。因为此时，聚合物 液晶膜 中液晶微滴与聚合物

基体无明显光学介 面，构成 了一基本均匀的介质 ，所以入射光几乎不发生散

射 ，聚合物分散液晶膜呈透明状 ，透明度较 高。

如 图 2 所示，显示单元 2 显示的内容会被投射到反射单元 1 的相对面 14

上，由于光线在相对面 14 上会发生反射 ，从而使得人眼 5 能够看到在反射单

元 1上显示的内容。显示单元 2 可以是例如液晶显示屏或有机发光二极管显

示屏 ，当然，其他显示屏符合要求亦可，不难理解 ，显示单元 2 的分辨率越

高，则显示装置的显示效果越好 ，越清晰。

在一个示例 中，所述显示装置还 包括用于将显示单元 2 显示的内容投射

到所述反射单元 1 的相对面 14 上的投射单元 3。也就是说 ，投射单元 3 的作

用是将显示单元 2 的内容投射到相对面 14 上，只要 能实现这个 目的就满足设

计要求。

如 图 2 所示，所述投射单元 3 可以包括至少一个独立的透镜 ，其 中，投

射单元 3 可 以 为一个透镜 ，也可以是一个透镜组 。



之所以选透镜或透镜组为投射单元 3 , 是 因为我们通过调整物距 （显示

单元 到投射单元 3 的距 离 ) 和焦距 （透镜或透镜组的焦距 ) 的位置关系，

可以改变投射在相对面 14 上的显示 内容的大小，以满足我们对不同大小显示

装置的需求。

可以理解的是 ，具体的透镜设计以及光路设计可以有多种方式，在此不

再赘述，只要 能使得显示单元 2 上的内容投射到相对面 14 上即符合本发明实

施例的要求。

需要进一步说 明的是 ，所述显示单元 2 显示的内容在通过投射单元 3 投

射在所述反射单元 1 的相对面 14 上时，可能会发生一定畸变，因此要保证显

示效果，就需要对显示单元 2 上的像素进行一定的修补，这种修补叫做补正 ，

具体补正形式需要根据不同情况具体设计 ，本实施例不做限定。

在一个实例 中，图 3 中所示，反射单元 1 为板状 ，所述投射单元 3 为所

述反射单元 1 的入光面，所述入光面为凸面。也就是说 ，当反射单元 1 是板

状时，可 以不用单独增加透镜或者透镜组作为投射单元 3 , 而直接将反射单

元 1 的入光面进行加工，形成能通过其使得显示单元 2 的内容投射在相对面

14 上的凸面。

图 2、图 3 所示的反射单元 1 为板状 ，事实上 ，所述反射单元 1 也可为

半反半透膜 。半反半透膜 的反射率/透过率是 固定的，也可实现透明显示。但

是此时，所述投射单元 3 可以为至少一个独立的透镜 ，这是 因为半反半透膜

较薄，不适合对入光面加工。

显然，上述各 实施例 中的显示装置还可以包括聚合物分散液晶膜的驱动

电路 、给显示单元输入信号的控制 电路和 电源，它们可以分别设置或者集成

设置，在此不做 限定。

可以理解的是 ，以上实施例仅仅是为 了说明本发明实施例的原理而采用

的示例性实施方式，然而本发 明实施例并不局限于此。对于本领域 内的普通

技术人 员而言，在不脱 离本发 明实施例的精神和实质的情况下，可 以做 出各

种变型和改进，这些变型和改进也视为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权利要求书

1. 一种显示装置，其 中，包括：

透明的反射单元 ，所述反射单元具有相反 的显示面和相对面；

显示单元 ，所述显示单元显示的内容被投射到所述反射单元的相对面上；

以及

透过散射切换单元 ，其设置在所述反射单元的相对面上，且所述透过散

射切换单元能在散射态和透明态间切换 。

2. 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的显示装置，其 中，所述透过散射切换单元 包括

聚合物分散液晶膜和用于控制所述聚合物分散液晶膜的状态的电极 。

3. 根据权利要求 2 所述的显示装置，其 中，所述电极为透明电极 。

4 . 根据权利要求 2 所述的显示装置，其 中，在所述聚合物 液晶膜 中，

液晶微滴均匀分布在有机聚合物基体 内，所述聚合物分散液晶膜在透明态时，

所述液晶微滴、聚合物基体折射率相 同。

5. 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的显示装置，还 包括：

用于将显示单元显示的 内容投射到所述反射单元 的相对 面上的投射单

元。

6. 根据权利要求 5 所述的显示装置，其 中，所述反射单元为板状 ，所述

投射单元 包括所述反射单元的入光面，所述入光面为凸面。

7 . 根据权利要求 5 所述的显示装置，其 中，所述投射单元 包括至少一个

独立的透镜 。

8. 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的显示装置，其 中，所述反射单元为板状 ，或为

半反半透膜 。

9. 根据权利要求 1 至 8 中任意一项所述的显示装置，其 中，所述显示单

元为液晶显示屏或有机发光二极管显示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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