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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一种显示装置及显示装置的拼

接结构，显示设备的拼接结构包含多个显示设

备，每一个显示设备包含：显示面板，包含多个像

素，用以显示画面；多个收发器，分别设置于该显

示面板的周围，每一个收发器包含发送组件及接

收组件；无线通信模块，用以与其他显示设备进

行无线通信；以及控制电路，耦接于该显示面板、

该多个收发器及该无线通信模块，用以当依据该

多个收发器的接收到的信号的状态而判断出另

一显示设备靠近时，开启该无线通信模块，以通

过该无线通信模块与该另一显示设备的无线通

信模块进行无线通信。本发明的显示装置及显示

装置的拼接结构能够使多个显示装置从不同方

向拼接后均能共同显示同一画面，每一个显示装

置显示画面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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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显示装置的拼接结构，其特征在于，包含多个显示装置，而每一个显示装置包

含：

显示面板，包含多个像素，用以显示画面；

多个收发器，分别设置于该显示面板的周围，每一个收发器包含发送组件及接收组件，

该发送组件用以发送信号，而该接收组件用以接收从其他显示装置的收发器的发送组件所

发送的信号；

无线通信模块，用以与其他显示装置进行无线通信；以及

控制电路，耦接于该显示面板、该多个收发器及该无线通信模块，该控制电路用以当依

据该多个收发器接收到的信号的状态而判断出另一显示装置靠近时，开启该无线通信模

块，以通过该无线通信模块与该另一显示装置的无线通信模块进行无线通信。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显示装置的拼接结构，其特征在于，该无线通信模块为WiFi模块

或蓝牙模块。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显示装置的拼接结构，其特征在于，该控制电路还用以依据该多

个收发器中每一接收组件接收到的信号的状态，控制该画面相对于该显示面板的旋转角

度。

4.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显示装置的拼接结构，其特征在于，该拼接结构还包含重力感测

器，其中该控制电路还依据该重力感测器的输出信号，控制该画面相对于该显示面板的该

旋转角度。

5.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显示装置的拼接结构，其特征在于，该控制电路还用以依据该多

个收发器中每一接收组件接收到的信号的状态，控制该显示面板只显示该画面的其中一部

份。

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显示装置的拼接结构，其特征在于，每一显示装置的该多个收发

器包含四个收发器，该四个收发器分别设置于该显示面板的四个角落。

7.如权利要求6所述的显示装置的拼接结构，其特征在于，其中该四个收发器分别是第

一收发器、第二收发器、第三收发器及第四收发器，该显示面板包括依次首尾连接的第一侧

边、第三侧边、第二侧边及第四侧边，该第二侧边与该第一侧边相对，且该第三侧边与该第

四侧边相对，该第一收发器与该第二收发器设置于该显示面板的第一侧边的两不同端，该

第三收发器与该第四收发器设置于该显示面板的第二侧边的两不同端，该第一收发器与该

第四收发器设置于该显示面板的第三侧边的两不同端，该第二收发器与该第三收发器设置

于该显示面板的第四侧边的两不同端；

其中该第一收发器的发送组件及接收组件在该第一侧边上的排列顺序与该第二收发

器的发送组件及接收组件在该第一侧边上的排列顺序相同；

其中该第三收发器的发送组件及接收组件在该第二侧边上的排列顺序与该第四收发

器的发送组件及接收组件在该第二侧边上的排列顺序相同；以及

其中该第一收发器的该发送组件及该接收组件在该第一侧边上的排列顺序与该第三

收发器的该发送组件及该接收组件在该第二侧边上的排列顺序相反。

8.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显示装置的拼接结构，其特征在于，每一显示装置的该多个收发

器包含第一收发器、第二收发器、第三收发器及第四收发器，该显示面板包括依次首尾连接

的第一侧边、第三侧边、第二侧边及第四侧边，该第二侧边具有相对的第一端和第二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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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第一收发器设置于该显示面板的该第一侧边的中间；

该第二收发器设置于该显示面板的该第二侧边的中间，而该第二侧边与该第一侧边相

对；

该第三收发器设置于该第二侧边的该第一端；该第四收发器设置于该第二侧边的该第

二端。

9.如权利要求8所述的显示装置的拼接结构，其特征在于，其中该第三收发器设置于该

显示面板的该第二侧边与该显示面板的该第三侧边相连接的角落，该第四收发器设置于该

显示面板的该第二侧边与该显示面板的该第四侧边相连接的角落，而该第三侧边与该第四

侧边相对；

其中该第一收发器的发送组件及接收组件在该第一侧边上的排列顺序与该第二收发

器的发送组件及接收组件在该第二侧边上的排列顺序相反；以及

该第三收发器的发送组件及接收组件在该第三侧边上的排列顺序与该第四收发器的

发送组件及接收组件在该第四侧边上的排列顺序相反。

10.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显示装置的拼接结构，其特征在于，该多个收发器选自由霍尔

收发器、红外线收发器、激光收发器及超音波收发器所组成的群组。

11.一种显示装置，其特征在于，包含：

显示面板，包含多个像素，用以显示画面；

多个收发器，分别设置于该显示面板的周围，每一个收发器包含发送组件及接收组件，

该发送组件用以发送信号，而该接收组件用以接收从其他显示装置的收发器的发送组件所

发送的信号；以及

控制电路，耦接于该显示面板及该多个收发器，用以依据该多个收发器中每一接收组

件接收到的信号的状态，控制该画面相对于该显示面板的旋转角度。

12.如权利要求11所述的显示装置，其特征在于，该控制电路还用以依据该多个收发器

中每一接收组件接收到的信号的状态，控制该显示面板只显示该画面的其中一部份。

13.如权利要求11所述的显示装置，其特征在于，该多个收发器包含四个收发器，该四

个收发器分别设置于该显示面板的四个角落。

14.如权利要求13所述的显示装置，其特征在于，该四个收发器分别是第一收发器、第

二收发器、第三收发器及第四收发器，该显示面板包括依次首尾连接的第一侧边、第三侧

边、第二侧边及第四侧边，该第二侧边与该第一侧边相对，且该第三侧边与该第四侧边相

对，该第一收发器与该第二收发器设置于该显示面板的第一侧边的两不同端，该第三收发

器与该第四收发器设置于该显示面板的第二侧边的两不同端，该第一收发器与该第四收发

器设置于该显示面板的第三侧边的两不同端，该第二收发器与该第三收发器设置于该显示

面板的第四侧边的两不同端；

其中该第一收发器的发送组件及接收组件在该第一侧边上的排列顺序与该第二收发

器的发送组件及接收组件在该第一侧边上的排列顺序相同；

其中该第三收发器的发送组件及接收组件在该第二侧边上的排列顺序与该第四收发

器的发送组件及接收组件在该第二侧边上的排列顺序相同；以及

其中该第一收发器的该发送组件及该接收组件在该第一侧边上的排列顺序与该第三

收发器的该发送组件及该接收组件在该第二侧边上的排列顺序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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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如权利要求11所述的显示装置，其特征在于，该多个收发器包含第一收发器、第二

收发器、第三收发器及第四收发器，该显示面板包括依次首尾连接的第一侧边、第三侧边、

第二侧边及第四侧边，该第二侧边具有第一端和第二端，该第二侧边具有相对的第一端和

第二端，

该第一收发器设置于该显示面板的该第一侧边的中间；

该第二收发器设置于该显示面板的该第二侧边的中间，而该第二侧边与该第一侧边相

对；

该第三收发器设置于该第二侧边的该第一端；

该第四收发器设置于该第二侧边的该第二端。

16.如权利要求15所述的显示装置，其特征在于，其中该第三收发器设置于该显示面板

的该第二侧边与该显示面板的该第三侧边相连接的角落，该第四收发器设置于该显示面板

的该第二侧边与该显示面板的该第四侧边相连接的角落，而该第三侧边与该第四侧边相

对；

其中该第一收发器的发送组件及接收组件在该第一侧边上的排列顺序与该第二收发

器的发送组件及接收组件在该第二侧边上的排列顺序相反；以及

该第三收发器的发送组件及接收组件在该第三侧边上的排列顺序与该第四收发器的

发送组件及接收组件在该第四侧边上的排列顺序相反。

17.如权利要求11所述的显示装置，其特征在于，该多个收发器选自由霍尔收发器、红

外线收发器、激光收发器及超音波收发器所组成的群组。

18.如权利要求11所述的显示装置，其特征在于，该显示装置还包含无线通信模块，用

以与其他显示装置进行无线通信。

19.如权利要求18所述的显示装置，其特征在于，该无线通信模块为WiFi模块或蓝牙模

块。

20.如权利要求11所述的显示装置，其特征在于，该显示装置还包含重力感测器，其中

该控制电路还依据该重力感测器的输出信号，控制该画面相对于该显示面板的该旋转角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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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装置及显示装置的拼接结构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显示领域，尤其涉及一种显示装置及显示装置的拼接结构。

背景技术

[0002] 显示装置在现代社会中已经被广泛地应用，用以显示画面及信息。而随着显示装

置的数量越来越多，如何将多个显示装置拼接在一起，以组成一个更大的拼接结构，来显示

更大的画面及呈现更多的信息，已经是目前业界里的一个重要的课题。

发明内容

[0003] 鉴于现有技术中的问题，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显示装置及显示装置的拼接

结构，能够使多个显示装置从不同方向拼接后均能共同显示同一画面，每一个显示装置显

示画面的一部分。

[0004] 本发明提供一种显示装置的拼接结构，包含多个显示装置，而每一个显示装置包

含：显示面板，包含多个像素，用以显示画面；多个收发器，分别设置于该显示面板的周围，

每一个收发器包含发送组件及接收组件，该发送组件用以发送信号，而该接收组件用以接

收从其他显示装置的收发器的发送组件所发送的信号；无线通信模块，用以与其他显示装

置进行无线通信；以及控制电路，耦接于该显示面板、该多个收发器及该无线通信模块，该

控制电路用以当依据该多个收发器接收到的信号的状态而判断出另一显示装置靠近时，开

启该无线通信模块，以通过该无线通信模块与该另一显示装置的无线通信模块进行无线通

信。

[0005] 作为可选的方案，该无线通信模块为WiFi模块或蓝牙模块。

[0006] 作为可选的方案，该控制电路还用以依据该多个收发器中每一接收组件接收到的

信号的状态，控制该画面相对于该显示面板的旋转角度。

[0007] 作为可选的方案，该拼接结构还包含重力感测器，其中该控制电路还依据该重力

感测器的输出信号，控制该画面相对于该显示面板的该旋转角度。

[0008] 作为可选的方案，该控制电路还用以依据该多个收发器中每一接收组件接收到的

信号的状态，控制该显示面板只显示该画面的其中一部份。

[0009] 作为可选的方案，每一显示装置的该多个收发器包含四个收发器，该四个收发器

分别设置于该显示面板的四个角落。

[0010] 作为可选的方案，其中该四个收发器分别是第一收发器、第二收发器、第三收发器

及第四收发器，该显示面板包括依次首尾连接的第一侧边、第三侧边、第二侧边及第四侧

边，该第二侧边与该第一侧边相对，且该第三侧边与该第四侧边相对，该第一收发器与该第

二收发器设置于该显示面板的第一侧边的两不同端，该第三收发器与该第四收发器设置于

该显示面板的第二侧边的两不同端，该第一收发器与该第四收发器设置于该显示面板的第

三侧边的两不同端，该第二收发器与该第三收发器设置于该显示面板的第四侧边的两不同

端；其中该第一收发器的发送组件及接收组件在该第一侧边上的排列顺序与该第二收发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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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送组件及接收组件在该第一侧边上的排列顺序相同；其中该第三收发器的发送组件及

接收组件在该第二侧边上的排列顺序与该第四收发器的发送组件及接收组件在该第二侧

边上的排列顺序相同；以及其中该第一收发器的该发送组件及该接收组件在该第一侧边上

的排列顺序与该第三收发器的该发送组件及该接收组件在该第二侧边上的排列顺序相反。

[0011] 作为可选的方案，每一显示装置的该多个收发器包含第一收发器、第二收发器、第

三收发器及第四收发器，该显示面板包括依次首尾连接的第一侧边、第三侧边、第二侧边及

第四侧边，该第二侧边具有相对的第一端和第二端，该第一收发器设置于该显示面板的该

第一侧边的中间；该第二收发器设置于该显示面板的该第二侧边的中间，而该第二侧边与

该第一侧边相对；该第三收发器设置于该第二侧边的该第一端；该第四收发器设置于该第

二侧边的该第二端。

[0012] 作为可选的方案，其中该第三收发器设置于该显示面板的该第二侧边与该显示面

板的该第三侧边相连接的角落，该第四收发器设置于该显示面板的该第二侧边与该显示面

板的该第四侧边相连接的角落，而该第三侧边与该第四侧边相对；其中该第一收发器的发

送组件及接收组件在该第一侧边上的排列顺序与该第二收发器的发送组件及接收组件在

该第二侧边上的排列顺序相反；以及该第三收发器的发送组件及接收组件在该第三侧边上

的排列顺序与该第四收发器的发送组件及接收组件在该第四侧边上的排列顺序相反。

[0013] 作为可选的方案，该多个收发器选自由霍尔收发器、红外线收发器、激光收发器及

超音波收发器所组成的群组。

[0014] 本发明还提供一种显示装置，包含：显示面板，包含多个像素，用以显示画面；多个

收发器，分别设置于该显示面板的周围，每一个收发器包含发送组件及接收组件，该发送组

件用以发送信号，而该接收组件用以接收从其他显示装置的收发器的发送组件所发送的信

号；以及控制电路，耦接于该显示面板及该多个收发器，用以依据该多个收发器中每一接收

组件接收到的信号的状态，控制该画面相对于该显示面板的旋转角度。

[0015] 作为可选的方案，该控制电路还用以依据该多个收发器中每一接收组件接收到的

信号的状态，控制该显示面板只显示该画面的其中一部份。

[0016] 作为可选的方案，该多个收发器包含四个收发器，该四个收发器分别设置于该显

示面板的四个角落。

[0017] 作为可选的方案，该四个收发器分别是第一收发器、第二收发器、第三收发器及第

四收发器，该显示面板包括依次首尾连接的第一侧边、第三侧边、第二侧边及第四侧边，该

第二侧边与该第一侧边相对，且该第三侧边与该第四侧边相对，该第一收发器与该第二收

发器设置于该显示面板的第一侧边的两不同端，该第三收发器与该第四收发器设置于该显

示面板的第二侧边的两不同端，该第一收发器与该第四收发器设置于该显示面板的第三侧

边的两不同端，该第二收发器与该第三收发器设置于该显示面板的第四侧边的两不同端；

其中该第一收发器的发送组件及接收组件在该第一侧边上的排列顺序与该第二收发器的

发送组件及接收组件在该第一侧边上的排列顺序相同；其中该第三收发器的发送组件及接

收组件在该第二侧边上的排列顺序与该第四收发器的发送组件及接收组件在该第二侧边

上的排列顺序相同；以及其中该第一收发器的该发送组件及该接收组件在该第一侧边上的

排列顺序与该第三收发器的该发送组件及该接收组件在该第二侧边上的排列顺序相反。

[0018] 作为可选的方案，该多个收发器包含第一收发器、第二收发器、第三收发器及第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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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发器，该显示面板包括依次首尾连接的第一侧边、第三侧边、第二侧边及第四侧边，该第

二侧边具有第一端和第二端，该第二侧边具有相对的第一端和第二端，该第一收发器设置

于该显示面板的该第一侧边的中间；该第二收发器设置于该显示面板的该第二侧边的中

间，而该第二侧边与该第一侧边相对；该第三收发器设置于该第二侧边的该第一端；该第四

收发器设置于该第二侧边的该第二端。

[0019] 作为可选的方案，其中该第三收发器设置于该显示面板的该第二侧边与该显示面

板的该第三侧边相连接的角落，该第四收发器设置于该显示面板的该第二侧边与该显示面

板的该第四侧边相连接的角落，而该第三侧边与该第四侧边相对；其中该第一收发器的发

送组件及接收组件在该第一侧边上的排列顺序与该第二收发器的发送组件及接收组件在

该第二侧边上的排列顺序相反；以及该第三收发器的发送组件及接收组件在该第三侧边上

的排列顺序与该第四收发器的发送组件及接收组件在该第四侧边上的排列顺序相反。

[0020] 作为可选的方案，该多个收发器选自由霍尔收发器、红外线收发器、激光收发器及

超音波收发器所组成的群组。

[0021] 作为可选的方案，该显示装置还包含无线通信模块，用以与其他显示装置进行无

线通信。

[0022] 作为可选的方案，该无线通信模块为WiFi模块或蓝牙模块。

[0023] 作为可选的方案，该显示装置还包含重力感测器，其中该控制电路还依据该重力

感测器的输出信号，控制该画面相对于该显示面板的该旋转角度。

[0024]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显示装置及显示装置的拼接结构，能够在依据显示装

置的收发器判断出有另一显示装置靠近时，显示装置的控制电路可开启显示装置的无线通

信模块，以通过无线通信模块与另一显示装置的无线通信模块进行无线通信，控制电路还

可依据各收发器的接收组件接收到的信号的状态，控制显示面板所显示的画面相对于显示

面板的旋转角度，以便于相互拼接后的显示装置共同显示画面。

[0025] 以下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进行详细描述，但不作为对本发明的限定。

附图说明

[0026] 图1为本发明的显示装置的拼接结构一实施例的功能方块图；

[0027] 图2为本发明的显示装置在其收发器处于第一分布方式时的结构示意图；

[0028] 图3为图2的显示装置与另一显示装置的第一种拼接方式的结构示意图；

[0029] 图4为图2的显示装置与另一显示装置的第二种拼接方式的结构示意图；

[0030] 图5为图2的显示装置显示画面时的结构示意图；

[0031] 图6为图2的显示装置与另一显示装置显示图5的画面时的结构示意图；

[0032] 图7为本发明的显示装置在其收发器处于第二分布方式时的结构示意图；

[0033] 图8为图7的显示装置与另一显示装置的第三种拼接方式的结构示意图；

[0034] 图9为图7的显示装置与另一显示装置的第四种拼接方式的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5] 为使对本发明的目的、构造、特征及其功能有进一步的了解，兹配合实施例详细说

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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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6] 图1为本发明的显示装置的拼接结构10一实施例的功能方块图；图2为本发明的显

示装置100A在其收发器120处于第一分布方式时的结构示意图。在本实施例中，拼接结构10

包含两个显示装置100A及100B。但本发明的显示装置并不以两个为限，而可适用于拼接三

个及更多显示装置。显示装置100A与显示装置100B的结构大致相同，而每一个显示装置

100A及100B包含显示面板110、多个收发器120(例如120A至120D)、无线通信模块130以及控

制电路140。显示面板110包含多个像素112，用以显示画面160。多个收发器120分别设置于

显示面板110的周围。以图2中的显示装置100A为例，显示装置100A包含四个收发器120，分

别为收发器120A至120D，而收发器120A至120D分别设置于显示面板110的周围。然而，值得

了解地，每一个显示装置100A或100B所包含的收发器120的数量并不以四个为限，而可以是

其他数量。每一个收发器120、120A、120B、120C或120D包含发送组件122及接收组件124。其

中，发送组件122用以发送信号，而接收组件124用以接收从其他显示装置的收发器120、

120A、120B、120C或120D的发送组件122所发送的信号。无线通信模块130则用以与其他显示

装置进行无线通信。例如：显示装置100A的无线通信模块130可与显示装置100B的无线通信

模块130进行无线通信。控制电路140耦接于显示面板110、每一个收发器120(如：120A至

120D)及无线通信模块130。控制电路140可以依据多个收发器120(如：120A至120D)的接收

到的信号的状态，来判断是否有另一显示装置靠近。当显示装置100A的控制电路140依据多

个收发器120的接收到的信号的状态而判断出另一显示装置100B靠近时，显示装置100A的

控制电路140即可开启显示装置100A的无线通信模块130，以通过显示装置100A的无线通信

模块130与另一显示装置100B的无线通信模块130进行无线通信。类似地，当显示装置100B

的控制电路140依据多个收发器120的接收到的信号的状态而判断出另一显示装置100A靠

近时，显示装置100B的控制电路140即可开启显示装置100B的无线通信模块130，以通过显

示装置100B的无线通信模块130与另一显示装置100A的无线通信模块130进行无线通信。其

中，无线通信模块130可为WiFi模块或蓝牙模块，而收发器120选自由霍尔收发器(Hall 

transceiver)、红外线收发器、激光收发器及超音波收发器所组成的群组。

[0037] 当显示装置100A和100B通过各自的无线通信模块130进行无线通信时，显示装置

100A和100B之间即可彼此分享画面、数据、档案及信息。例如，显示装置100A的控制电路140

可将显示面板110所显示的画面通过显示装置100A的无线通信模块130传送至显示装置

100B，以使显示装置100B的控制电路140通过显示装置100B的无线通信模块130接收显示装

置100A的画面，并控制显示装置100B的显示面板110的像素112显示所接收到的画面。

[0038] 如图2所示，在本实施例中，收发器120A至120D分别设至于显示面板110的四个角

落。其中，收发器120A与收发器120B设置于显示面板100A的第一侧边171的两不同端，收发

器120C与收发器120D设置于显示面板110的第二侧边172的两不同端，收发器120A与收发器

120D设置于显示面板110的第三侧边173的两不同端，收发器120B与收发器120C设置于显示

面板110的第四侧边174的两不同端。具体的，显示面板110包括依次首尾连接的第一侧边

171、第三侧边173、第二侧边172及第四侧边174，收发器120A(即第一收发器)设置于第一侧

边171与第三侧边173连接的角落，收发器120B(第二收发器)设置于第一侧边171与第四侧

边174连接的角落，收发器120C(第三收发器)设置于第二侧边172与第四侧边174连接的角

落，收发器120D(第四收发器)设置于第二侧边172与第三侧边173连接的角落。另外，第一侧

边171与第二侧边172相对，且第三侧边173与第四侧边174相对。此外，第一侧边171与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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侧边172均与X方向平行，而第三侧边173与第四侧边174均与Y方向平行，X方向与Y方向不平

行，在本实施例中，以X方向与Y方向相互垂直进行说明。另外，收发器120A的发送组件122及

接收组件124、收发器120B的发送组件122及接收组件124、收发器120C的发送组件122及接

收组件124以及收发器120D的发送组件122及接收组件124均分别沿着X方向排列，收发器

120A的发送组件122及接收组件124在第一侧边171上沿X方向的排列顺序与收发器120B的

发送组件122及接收组件124在第一侧边171上沿X方向的排列顺序相同，而收发器120C的发

送组件122及接收组件124在第二侧边172上沿X方向的排列顺序与收发器120D的发送组件

122及接收组件124在第二侧边172上沿X方向的排列顺序相同。此外，收发器120A的发送组

件122及接收组件124在第一侧边171上沿X方向的排列顺序与收发器120C的发送组件122及

接收组件124在第二侧边172上沿X方向的排列顺序相反。如此可使每两个显示面板(例如显

示面板100A与显示面板100B)之间无论是横向拼接还是纵向拼接，都能使第一个显示面板

(例如显示面板100A)中的至少一个发送组件122紧靠第二个显示面板(例如显示面板100B)

中的至少一个接收组件124，第一个显示面板中的至少一个接收组件124紧靠第二个显示面

板中的至少一个发送组件122，以便于第一个显示面板的至少一个接收组件124接收第二个

显示面板的至少一个发送组件122发出的信号，第二个显示面板的至少一个接收组件124接

收第一个显示面板的至少一个发送组件122发出的信号，从而便于两个显示面板之间判断

二者是否相互靠近。在本发明一实施例中，控制电路140可依据每一收发器120(或120A至

120D)接收到的信号的状态，控制画面160相对于显示面板110的旋转角度。图3为图2的显示

装置100A与另一显示装置100B的第一种拼接方式的结构示意图，图4为图2的显示装置100A

与另一显示装置100B的第二种拼接方式的结构示意图。以图3为例，当显示装置100A的控制

电路140藉由显示装置100A的收发器120B及120C侦测到显示装置100B靠近，且显示装置

100B的控制电路140藉由显示装置100B的收发器120A及120D侦测到显示装置100A靠近时，

显示装置100A及100B各自的控制电路140即可分别判断出显示装置100A与100B的拼接方式

(即横向拼接)，并控制各自的显示面板110以横向景(landscape)模式来显示画面160，而决

定了画面160相对于显示面板110的旋转角度，当画面160旋转合适角度后，可使画面160的

部分画面从显示装置100A转移至显示装置100B上进行显示。再以图4为例，当显示装置100A

的控制电路140藉由显示装置100A的收发器120C及120D侦测到显示装置100B靠近，且显示

装置100B的控制电路140藉由显示装置100B的收发器120A及120B侦测到显示装置100A靠近

时，显示装置100A及100B各自的控制电路140即可分别判断出显示装置100A与100B的拼接

方式(即纵向拼接)，并控制各自的显示面板110以直向景(portrait)模式来显示画面160，

而决定了画面160相对于显示面板110的旋转角度。此外，如图3及图4所示，两个显示装置

100A及100B各自的显示面板110可只显示画面160的其中一部份。

[0039] 图5为图2的显示装置100A显示画面162时的结构示意图，图6为图2的显示装置

100A与另一显示装置100B显示图5的画面162时的结构示意图。其中画面162所显示的是一

个人形的玩偶。当显示装置100A的控制电路140藉由显示装置100A的收发器120C及120D侦

测到显示装置100B靠近，且显示装置100B的控制电路140藉由显示装置100B的收发器120A

及120B侦测到显示装置100A靠近时，显示装置100A及100B各自的控制电路140即可分别判

断出显示装置100A与100B的拼接方式(即纵向拼接)，并控制各自的显示面板110以直向景

(portrait)模式来显示画面162，而决定了画面162相对于显示面板110的旋转角度。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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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6所示，两个显示装置100A及100B各自的显示面板110可只显示画面162的其中一部份。

[0040] 图7为本发明的显示装置100A在其收发器120处于第二分布方式时的结构示意图。

在本实施例中，收发器120A设置于显示面板110的第一侧边171的中间，收发器120B设置于

显示面板110的第二侧边172的中间，而第二侧边172与第一侧边171相对，第二侧边172具有

相对的第一端和第二端。收发器120C设置于第二侧边172的第一端，而收发器120D设置于第

二侧边172的第二端。更进一步地来说，收发器120C设置于显示面板110的第二侧边172与第

三侧边173相连接的角落，收发器120D设置于显示面板110的第二侧边172与第四侧边174相

连接的角落，而第三侧边173与第四侧边174相对。在本实施例中，收发器120A的发送组件

122及接收组件124、收发器120B的发送组件122及接收组件124均分别沿X方向排列，收发器

120C的发送组件122及接收组件124、收发器120D的发送组件122及接收组件124均分别沿Y

方向排列，X方向与Y方向不平行，在本实施例中，以X方向与Y方向相互垂直进行说明。此外，

收发器120A的发送组件122及接收组件124在第一侧边171上沿X方向的排列顺序与收发器

120B的发送组件122及接收组件124在第二侧边172上沿X方向的排列顺序相反。另外，收发

器120C的发送组件122及接收组件124在第三侧边173上沿Y方向的排列顺序与收发器120D

的发送组件122及接收组件124在第四侧边174上沿Y方向的排列顺序相反。如此可使每两个

显示面板(例如显示面板100A与显示面板100B)之间无论是横向拼接还是纵向拼接，都能使

第一个显示面板(例如显示面板100A)中的至少一个发送组件122紧靠第二个显示面板(例

如显示面板100B)中的至少一个接收组件124，第一个显示面板中的至少一个接收组件124

紧靠第二个显示面板中的至少一个发送组件122，以便于第一个显示面板的至少一个接收

组件124接收第二个显示面板的至少一个发送组件122发出的信号，第二个显示面板的至少

一个接收组件124接收第一个显示面板的至少一个发送组件122发出的信号，从而便于两个

显示面板之间判断二者是否相互靠近。

[0041] 类似地，在本实施例中，控制电路140可依据每一收发器120(或120A至120D)接收

到的信号的状态，控制显示面板110所显示的画面162相对于显示面板110的旋转角度。图8

为图7的显示装置100A与另一显示装置100B的第三种拼接方式的结构示意图，图9为图7的

显示装置100A与另一显示装置100B的第四种拼接方式的结构示意图。以图8为例，当显示装

置100A的控制电路140藉由显示装置100A的收发器120C侦测到显示装置100B靠近，且显示

装置100B的控制电路140藉由显示装置100B的收发器120D侦测到显示装置100A靠近时，显

示装置100A及100B各自的控制电路140即可分别判断出显示装置100A与100B的拼接方式

(即横向拼接)，并控制各自的显示面板110以横向景(landscape)模式来显示画面162，而决

定了画面162相对于显示面板110的旋转角度。再以图9为例，当显示装置100A的控制电路

140藉由显示装置100A的收发器120B侦测到显示装置100B靠近，且显示装置100B的控制电

路140藉由显示装置100B的收发器120A侦测到显示装置100A靠近时，显示装置100A及100B

各自的控制电路140即可分别判断出显示装置100A与100B的拼接方式(即纵向拼接)，并控

制各自的显示面板110以直向景(portrait)模式来显示画面162，而决定了画面162相对于

显示面板110的旋转角度。此外，如图8及图9所示，两显示装置100A及100B各自的显示面板

110可只显示画面162的其中一部份。

[0042] 在本发明的另一实施例中，显示装置100A及100B可分别包含重力感测器(G 

sensor)150。其中，控制电路140还依据重力感测器150的输出信号，控制画面160或162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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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显示面板110的旋转角度。

[0043] 综上所述，本发明显示装置的拼接结构中的各控制电路可依据各收发器接收到的

信号的状态，来判断是否有另一显示装置靠近。当判断出有另一显示装置靠近时，控制电路

可开启无线通信模块，以通过无线通信模块与另一显示装置的无线通信模块进行无线通

信。再者，控制电路还可依据各收发器的接收组件接收到的信号的状态，控制显示面板所显

示的画面相对于显示面板的旋转角度。藉由上述的配置，可在拼接多个显示装置时，让用户

在使用拼接结构时会更佳地方便。

[0044] 藉由以上较佳具体实施例的详述，是希望能更加清楚描述本发明的特征与精神，

而并非以上述所揭露的较佳具体实施例来对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加以限制。相反地，其目的

是希望能涵盖各种改变及具相等性的安排于本发明所欲申请的权利要求的保护范围内。因

此，本发明的权利要求的保护范围应该根据上述的说明作最宽广的解释，以致使其涵盖所

有可能的改变以及具相等性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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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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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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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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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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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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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图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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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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