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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涉及显示屏技术领域，尤其涉及

一种显示装置及系统，包括至少一透明水冷腔，

以及至少一片显示屏，设置于透明水冷腔后端，

显示屏产生图像通过透明水冷腔向前端显示；所

述透明水冷腔包括第一透明板和第二透明板，以

及夹在第一透明板和第二透明板之间的透明冷

却液；本实用新型相比风冷显示功耗大幅度下

降，降低了供电难度，大大降低了运营成本，节省

了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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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显示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至少一透明水冷腔，以及至少一片显示屏，设置于

透明水冷腔后端，显示屏产生图像通过透明水冷腔向前端显示；所述透明水冷腔包括第一

透明板和第二透明板，以及夹在第一透明板和第二透明板之间的透明冷却液。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显示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二透明板是无色透明板，透

光率大于60％；所述透明冷却液是无色透明冷却液，透光率大于60％；所述透明板可以是玻

璃或者亚克力；所述透明冷却液可以是水或者是凝固点低于0摄氏度的防冻液。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显示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显示屏通过全贴合与透明水冷腔

连接固定在一起。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显示装置，其特征在于：还包括换热系统和热管；所述热管可

以是铜热管或者超导热管，换热系统通过热管与所述水冷腔中的冷却液相连交换热量；所

述换热系统可以制冷，通过热管带走水冷腔中所述显示屏产生的热量散热制冷；或者换热

系统制热，通过热管将热量带到水冷腔给显示屏前屏加热制热。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显示装置，其特征在于：还包括有循环泵和换热系统，所述水

冷腔通过进水口和出水口与循环泵和换热系统相连，所述循环泵驱动所述冷却液在所述水

冷腔和换热系统中循环流动；换热系统可以制冷，流动的冷却液带走水冷腔中所述显示屏

产生的热量去到换热系统中散热制冷；或者换热系统制热，通过流动的冷却液将热量带到

水冷腔给显示屏前屏加热制热。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显示装置，其特征在于：还包括换热系统，热管或者循环泵和

水管；换热系统通过热管与所述显示屏的背板相连交换热量，所述换热系统可以制冷，通过

热管带走所述显示屏背板产生的热量散热制冷；或者所述换热系统、循环泵通过水管与所

述显示屏的背板相连，所述换热系统可以制冷，通过循环泵驱动冷却液流动带走所述显示

屏背板产生的热量到换热系统散热制冷。

7.根据权利要求3至6任一所述的显示装置，其特征在于：还包括人脸识别传感器，所述

人脸识别传感器对观看显示屏的人进行人脸识别或者动作识别；所述显示屏可以是液晶

屏、OLED屏、量子点屏、LED显示模块、micro  LED屏、MINI  LED屏；所述显示屏的前端还设置

有触摸屏，该触摸屏用于感测用户触摸位置。

8.一种显示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控制发布显示信息内容的计算机；传送信息的通

信网络；包含1至7任意一项若干所述显示装置；所述计算机通过所述通信网络发送显示信

息内容，所述显示装置通过所述通信网络接收所述计算机发送的显示信息内容予以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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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显示装置及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显示屏领域，具体涉及一种显示方法、装置及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户外媒体已经成为继电视、网络媒体之后的第三大广告媒体，人们对于大屏

幕多媒体信息显示以及人机交互的需求日渐强烈。其中，液晶等电子显示屏利用数字化显

示信息量大可快速更新显示内容的优势，逐渐成为户外媒体以及人机交互的市场主流。

[0003] 户外环境时为了防止白天阳光以及环境光的干扰往往要提高显示屏的亮度，此时

需要更高功率产生更多的热量，比如32寸以上的液晶显示面板普遍功率在100W以上，70寸

以上的液晶显示面板普遍功率更是在500W以上，功耗极大。同时，在户外阳光直晒照射下，

显示屏面板会吸收阳光产生大量的热温度急剧升高，如果没有良好的散热降低温度，显示

屏面板温度急剧升高会导致黑屏等异常故障。在现有技术中，户外显示装置多数采用风冷

散热的方案给液晶显示屏面板降温散热。而风冷降温散热噪音大效率低需要消耗更多功

率，而且也会让设备进灰污染，影响显示效果和电子设备可靠性。长此以往，会使装置过早

的损坏报废，增加了运营成本，并且造成了不必要的资源浪费。因此，需要设计一种更高效

率制冷更低功耗不进灰尘的户外显示装置，一直是本领域技术人员重点研究的问题之一。

实用新型内容

[0004] (一)解决的技术问题

[0005] 针对现有技术所存在的上述缺点，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一种显示方法、装置及系统，

能够有效克服现有技术制冷效率低功耗高的技术问题。

[0006] (二)技术方案

[0007]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实用新型通过以下技术方案予以实现：

[0008] 本实用新型包括一种显示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至少一透明水冷腔，以及至少一

片显示屏，设置于透明水冷腔后端，显示屏产生图像通过透明水冷腔向前端显示；所述透明

水冷腔包括第一透明板和第二透明板，以及夹在第一透明板和第二透明板之间的透明冷却

液。

[0009] 其中，优选方案为：所述第一.二透明板是无色透明板，透光率大于60％；所述透明

冷却液是无色透明冷却液，透光率大于60％；所述透明板可以是玻璃或者亚克力；所述透明

冷却液可以是水或者是凝固点低于0摄氏度的防冻液。

[0010] 其中，优选方案为：所述显示屏通过全贴合与透明水冷腔连接固定在一起。

[0011] 其中，优选方案为：还包括换热系统和热管；所述热管可以是铜热管或者超导热

管，换热系统通过热管与所述水冷腔中的冷却液相连交换热量；所述换热系统可以制冷，通

过热管带走水冷腔中所述显示屏产生的热量散热制冷；或者换热系统制热，通过热管将热

量带到水冷腔给显示屏前屏加热制热。

[0012] 其中，优选方案为：还包括有循环泵和换热系统，所述水冷腔通过进水口和出水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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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循环泵和换热系统相连，所述循环泵驱动所述冷却液在所述水冷腔和换热系统中循环流

动；换热系统可以制冷，流动的冷却液带走水冷腔中所述显示屏产生的热量去到换热系统

中散热制冷；或者换热系统制热，通过流动的冷却液将热量带到水冷腔给显示屏前屏加热

制热。

[0013] 其中，优选方案为：还包括换热系统，热管或者循环泵和水管；换热系统通过热管

与所述显示屏的背板相连交换热量，所述换热系统可以制冷，通过热管带走所述显示屏背

板产生的热量散热制冷；或者所述换热系统、循环泵通过水管与所述显示屏的背板相连，所

述换热系统可以制冷，通过循环泵驱动冷却液流动带走所述显示屏背板产生的热量到换热

系统散热制冷。

[0014] 其中，优选方案为：还包括人脸识别传感器，所述人脸识别传感器对观看显示屏的

人进行人脸识别或者动作识别；所述显示屏可以是液晶屏、OLED屏、量子点屏、LED显示模

块、micro  LED屏、MINI  LED屏；所述显示屏的前端还设置有触摸屏，该触摸屏用于感测用户

触摸位置。

[0015] 本实用新型还包括一种显示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控制发布显示信息内容的计

算机；传送信息的通信网络；包含所述显示装置；所述计算机通过所述通信网络发送显示信

息内容，所述显示装置通过所述通信网络接收所述计算机发送的显示信息内容予以显示。

[0016] (三)有益效果

[0017]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实用新型通过设计一种显示装置，该显示装置采用透明水冷

腔为显示面板散热制冷或者加热制热，由于水有很高的热容以及远高于空气的对流换热系

数，使得水冷腔相比风冷只需要消耗很低的水循环功率就能带走阳光直晒显示面板带来的

热量避免了面板温度过高导致显示故障，同时还规避了风冷散热带来的灰尘。本实用新型

在北方严寒的冬天，还可以通过水冷腔用很低的功耗直接加热显示面板，解决了液晶显示

面板无法工作在-20摄氏度以下环境的难题，使得液晶面板可以用很低的功耗就能保障全

天候所有环境下正常工作。本实用新型相比风冷显示功耗大幅度下降，降低了供电难度，大

大降低了运营成本，节省了资源。

附图说明

[0018]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本实用新型实施例或现有技术中的技术方案，下面将对实施例

或现有技术描述中所需要使用的附图作简单地介绍，显而易见地，下面描述中的附图仅仅

是本实用新型的一些实施例，对于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来讲，在不付出创造性劳动的前提

下，还可以根据这些附图获得其他的附图。

[0019] 图1是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一；

[0020] 图2是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二；

[0021] 图3是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三；

[0022] 图4是本实用新型实施例四；

[0023] 图5是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五；

[0024] 图6是本实用新型实施例六；

[0025] 图7是透明水冷腔结构图示意图。

说　明　书 2/6 页

4

CN 209625140 U

4



具体实施方式

[0026] 为使本实用新型实施例的目的、技术方案和优点更加清楚，下面将结合本实用新

型实施例中的附图，对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整地描述，显然，所描

述的实施例是本实用新型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基于本实用新型中的实施

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作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所获得的所有其他实施例，都属于

本实用新型保护的范围。

[0027] 现结合附图，对本实用新型的较佳实施例作详细说明。

[0028] 如图1和图7所示，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显示装置的优选实施例。

[0029] 一种显示装置1，所述显示装置1包括透明水冷腔10以及设置于透明水冷腔10后的

显示屏20，显示屏20一般采用OCA光学透明胶与透明水冷腔10全贴合粘连固定，也可以采用

真空全贴合的方式将显示屏20与透明水冷腔10全贴合连接固定，显示屏20面板与水冷腔10

直接传递交换热量，显示屏20产生图像通过透明水冷腔向外显示，透明水冷腔10吸收显示

屏20面板产生的热量对显示屏面板制冷。其中显示屏20一般为液晶屏，也可以是OLED屏，

LED显示模块，量子点屏，MICRO  LED屏，MINI  LED屏。所述透明水冷腔10包括第一透明板11

和第二透明板12，以及夹在第一透明板11和第二透明板12之间的透明冷却液。所述第一﹑二

透明板11﹑12是无色透明板，透光率大于60％；透明冷却液是无色透明冷却液，透光率大于

60％。其中第一﹑二透明板11﹑12的材料可以是玻璃或者亚克力，所述第一﹑二透明板11﹑12

可以是平板也可以是曲面板；所述透明冷却液可以是水或者是凝固点低于0摄氏度的防冻

液。透明水冷腔10四周可以通过防水胶密封成为腔体，也可以通过防水胶结合玻璃或者铝

型材等其他金属材料密封成为腔体，也还可以通过玻璃一次成型为玻璃腔体。

[0030] 进一步地显示屏20为高亮显示屏，显示亮度大于800nit。高亮显示屏20包括控制

显示屏亮度的亮度控制单元，该显示装置还包括与亮度控制单元连接的启动单元，该启动

单元包括检测模块以及计时模块，或者包括检测模块以及计时模块两者中的一者，该检测

模块用于检测环境光照程度，该计时模块用于判断时间；其中，该检测模块在检测环境为强

光环境时产生亮度增强信号控制亮度控制单元增强显示亮度，以及在检测环境为弱光环境

时产生亮度减弱信号控制亮度控制单元减弱显示亮度，在弱光环境下对于显示屏的亮度要

求大幅降低，该显示屏只需低功耗低亮度就可以满足需求；该计时模块在判断时间为白天

状态时产生亮度增强信号控制亮度控制单元增强显示亮度，以及在判断时间为晚上状态时

产生亮度减弱信号控制亮度控制单元减弱显示亮度，白天状态定为早上六点至晚上六点，

晚上状态定为晚上六点至次日早上六点；在晚上状态下对于显示屏的亮度要求大幅降低，

该显示屏只需低功耗低亮度就可以满足需求；一般所述强光环境设置为照度大于5000Lx，

所述弱光环境设置为照度小于5000Lx。

[0031] 具体地，所述显示装置工作在户外时还设置有蓄电池，该蓄电池为所述显示屏供

电。由于水冷散热大幅降低了显示装置的功耗，则蓄电池无需大功率供电；同时，也可以利

用太阳能、风能等环保节能的供电方式。同时显示装置还具有防水外壳以及所述透明板材

料为钢化玻璃。

[0032] 更进一步地，所述显示装置1还包括人脸识别传感器(图中未示出)，所述人脸识别

传感器对观看显示屏的人进行人脸识别或者动作识别，从而可以进行大数据统计智能分

析。所述显示装置在所述显示屏的前端还设置有触摸屏，该触摸屏用于感测用户触摸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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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实现人机交互的功能，进一步地提高了该显示装置的实用性。其中，所述触摸屏为红外

触摸屏、电容触摸屏、纳米触摸屏或电阻触摸屏。

[0033] 如图2所示，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显示装置的较佳实施例。

[0034] 一种显示装置，所述显示装置包括透明水冷腔10以及设置于透明水冷腔10后的显

示屏20，显示屏20一般采用OCA光学透明胶与透明水冷腔10全贴合粘连固定，显示屏20面板

与水冷腔直接传递交换热量，同时显示屏20产生图像通过透明水冷腔10向外在显示屏面30

显示。还包括换热系统52和热管521；所述热管52可以是铜热管或者超导热管等利用相变介

质快速热传递特性的传热元件，换热系统52通过热管521与所述水冷腔10中的冷却液相连

交换热量；所述换热系统52可以制冷，通过热管521带走水冷腔10中所述显示屏20产生的热

量散热制冷；或者换热系统52制热，通过热管521将热量带到水冷腔10给显示屏20前屏面板

整体均匀加热制热。铜热管可以多级级联延伸传热距离。

[0035] 图3为本实用新型提供的实施例三；

[0036] 一种显示装置，所述显示装置包括透明水冷腔10以及设置于透明水冷腔10后的显

示屏20，显示屏20一般采用OCA光学透明胶与透明水冷腔10全贴合粘连固定，显示屏面板与

水冷腔10直接传递交换热量，显示屏20产生图像通过透明水冷腔10向外通过显示屏面30显

示。还包括有循环泵51和换热系统52，所述水冷腔10通过进水口53和出水口54与循环泵51

和换热系统52相连，所述循环泵51产生压力驱动所述冷却液在所述水冷腔10和换热系统52

中循环流动；换热系统52可以制冷，流动的水冷却液带走水冷腔中所述显示屏产生的热量

去到换热系统52中散热制冷；或者换热系统52制热，通过流动的冷却液将热量带到水冷腔

10给显示屏20前屏整体均匀加热制热。

[0037] 图4为本实用新型提供的实施例四；

[0038] 一种显示装置，所述显示装置包括透明水冷腔10以及设置于透明水冷腔10后的显

示屏20，显示屏一般采用OCA光学透明胶与透明水冷腔10全贴合粘连固定，显示屏面板与水

冷腔10直接传递交换热量，显示屏20产生图像通过透明水冷腔向外的显示屏面30显示。还

包括换热系统52，第一热管521和第二热管522；显示屏背板21尤其是液晶屏背板由于背光

系统自身发热会积聚大量热量温度很高。换热系统52通过第二热管522与所述显示屏20的

背板21相连交换热量，所述换热系统52可以制冷，通过热管带走所述显示屏背板产生的热

量散热制冷。换热系统52通过第一热管521与所述水冷腔10中的冷却液相连交换热量；所述

换热系统52可以制冷，通过第一热管521热管带走水冷腔中所述显示屏产生的热量散热制

冷；或者换热系统制热，通过热管将热量带到水冷腔给显示屏20前屏整体均匀加热制热。具

体地液晶屏背光源可以是超薄侧入式背光源，侧入式背光源产生热量通过背板21直接传递

给所述第二热管522，从而可以使用少量第二热管522就能将背光源热量导出到换热系统

51，并且还能减少显示装置的厚度。进一步地，户外冬天寒冷天气，所述第二热管522将液晶

屏背板产生的热量带给换热单元，换热单元再将液晶屏背板热量通过第一热管521带给水

冷腔10中的冷却液从而均匀加热与水冷腔紧贴的整个液晶面板，均匀提升整个液晶面板温

度帮助液晶面板正常工作。

[0039] 图5为本实用新型提供的实施例五；

[0040] 一种显示装置，所述显示装置包括透明水冷腔10以及设置于透明水冷腔10后的显

示屏20，显示屏20一般采用OCA光学透明胶与透明水冷腔10全贴合粘连固定，显示屏面板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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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冷腔10直接传递交换热量，显示屏20产生图像通过透明水冷腔10通过显示面30向外显

示。还包括有热管521、循环泵51和换热系统52，所述水冷腔通过进水口53和出水口54与循

环泵51和换热系统52相连，所述循环泵51产生压力驱动所述冷却液在所述水冷腔10和换热

系统52中循环流动；换热系统52可以制冷，流动的水冷液带走水冷腔中所述显示屏20产生

的热量去到换热系统52中散热制冷；或者换热系统52制热，通过流动的冷却液将热量带到

水冷腔10给显示屏20的前屏加热制热。显示屏背板21尤其是液晶屏背板由于背光系统自身

发热会积聚大量热量温度很高。换热系统52通过热管521与所述显示屏20的背板21相连交

换热量，所述换热系统52可以制冷，通过热管521带走所述显示屏背板21产生的热量散热制

冷。进一步地，户外冬天寒冷天气，热管521将液晶屏背板产生的热量带给换热单元，换热单

元再将液晶屏背板热量通过冷却液流动带到水冷腔10中从而均匀加热与水冷腔10紧贴的

整个液晶面板，均匀提升整个液晶面板温度帮助液晶面板正常工作。

[0041] 图6为本实用新型提供的实施例六；

[0042] 一种显示装置，所述显示装置包括透明水冷腔10以及设置于透明水冷腔10后的显

示屏20，显示屏20一般采用OCA光学透明胶与透明水冷腔全贴合粘连固定，显示屏面板与水

冷腔直接传递交换热量，显示屏20产生图像通过透明水冷腔10的显示屏面30向外显示。还

包括有循环泵51和换热系统52，所述水冷腔10通过进水口53和出水口54与循环泵51和换热

系统52相连，所述循环泵51产生压力驱动所述冷却液在所述水冷腔10和换热系统52中循环

流动；换热系统52可以制冷，流动的水冷液带走水冷腔中所述显示屏产生的热量去到换热

系统52中散热制冷；或者换热系统52制热，通过流动的冷却液将热量带到水冷腔10给显示

屏20前屏加热制热。显示屏背板21尤其是液晶屏背板由于背光系统自身发热会积聚大量热

量温度很高。换热系统52通过显示屏背板进水口53和出水口54以及水管中的冷却液与所述

显示屏20的背板21相连交换热量，所述换热系统52可以制冷，通过水管中的冷却液带走所

述显示屏背板21产生的热量散热制冷。进一步地，户外冬天寒冷天气，水管将液晶屏背板产

生的热量通过冷却液带给换热单元，换热单元再将液晶屏背板热量通过冷却液流动带到水

冷腔中从而均匀加热与水冷腔紧贴的整个液晶面板，均匀提升整个液晶面板温度帮助液晶

面板正常工作。

[0043] 以上实施例二～六中，所述控制换热系统52还包括加热制冷控制单元以及温度检

测单元。该加热制冷控制单元可以控制换热系统启动/停止制冷或者加热，还可以改变制冷

或者加热功率，对于实施例三、五、六中的显示装置还可以控制循环泵51驱动冷却液循环的

速度甚至停止循环工作。该温度检测单元包括环境温度检测模块以及冷却液温度检测模

块，或者包括环境温度检测模块以及冷却液温度检测模块两者中的一者，环境温度检测模

块用于检测环境温度，冷却液温度检测模块用于检测冷却液温度，温度检测单元通过环境

温度检测模块或者冷却液温度检测模块或者是环境温度检测模块和冷却液温度检测模块

组合检测温度高低。其中，该温度检测单元在检测为高温环境时产生制冷启动信号控制换

热系统52制冷，对于实施例三～六同时启动循环泵驱动冷却液循环流动，温度越高制冷功

率越高冷却液循环速度越快，温度越低制冷功率越低冷却液循环速度越慢直到停止制冷循

环；以及在检测为低温环境时产生加热启动信号控制换热系统52加热，对于实施例三、五、

六同时启动循环泵驱动冷却液循环流动，温度越低加热功率越高冷却液循环速度越快，温

度越高加热功率越低冷却液循环速度越慢直到停止加热循环。一般所述高温环境设置为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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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高于40摄氏度，所述低温环境设置为温度低于零下5摄氏度。

[0044] 以上实施例仅用以说明本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而非对其限制；尽管参照前述实

施例对本实用新型进行了详细的说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应当理解；其依然可以对前

述各实施例所记载的技术方案进行修改，或者对其中部分技术特征进行等同替换；而这些

修改或者替换，并不会使相应技术方案的本质脱离本实用新型各实施例技术方案的精神和

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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