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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Abstract: A frame and a display device. The frame comprises: a first sub -frame (1), comprising a first connecting sheet ( 11)
and a third connecting sheet (12), the first connecting sheet ( 11) and the third connecting sheet (12) being connected to form a first
included angle and respectively comprising a first sna -fit area and a third snap-fit area; and a second sub-feme (2), comprising a
second connecting sheet (21) and a fourth connecting sheet (22), the second connecting sheet (21) and the fourth connecting sheet (22)
being connected to form a second included angle and respectively comprising a second sna -fit area and a fourth sna -fit area. The first
sna -fit area i s engaged with the second sna -fit area, and the third sna -fit area i s engaged with the fourth snap-fit area, so that the
first sub-frame (1) and the second sub-feme (2) are conn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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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摘要 ：一种边框和显示装置。边框包括：第一子边框 （1) ，包括第一连接片材 （11 ) 和第三连接片材
( 12 ) ，第一连接片材 （11 ) 和第三连接片材 （12 ) 连接并形成第一夹角，分别包括第一卡合区域和第三卡合
区域；第二子边框 （2 ) ，包括第二连接片材 （21 ) 和第四连接片材 （22 ) ，第二连接片材 （2 1 ) 和第四连接
片材 （22 ) 连接并形成第二夹角，分别包括第二卡合区域和第四卡合区域。第一卡合区域与第二卡合区域相
咬合连接，第三卡合区域与第四卡合区域相咬合连接，以使第一子边框 ( 1 ) 和第二子边框 ( 2 ) 连接。



边框和显示装置

相关申请的交叉引用

本 申请主张在 2017 年 7 月 20 日在 中国提交 的中国专利 申请 No.

201720887852.6 的优先权，其全部内容通过引用包含于此。

技术领域

本公开涉及显示产品制作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边框和显示装置。

背景技术

铝合金工艺操作简单，外观容易处理，越来越受到消费者喜爱，整机与

铝合金外框相结合，使整机外观更精美，与塑料等其它外观相 比，更显优美

和时尚。目前，大尺寸显示屏主要使用铝合金外框，然而相关技术中的铝合

金外框存在漏光问题。

发明内容

为了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公开提供一种边框和显示装置，解决显示面

板的边框的漏光问题。

为了实现上述 目的，本公开提供了一种边框，应用于显示面板，包括：

第一子边框，包括第一连接片材和第三连接片材，所述第一连接片材和

所述第三连接片材连接并形成第一夹角，所述第一连接片材和所述第三连接

片材分别包括第一卡合区域和第三卡合区域；

第二子边框，包括第二连接片材和第 四连接片材，所述第二连接片材和

所述第 四连接片材连接并形成第二夹角，所述第二连接片材和所述第四连接

片材分别包括第二卡合区域和第四卡合区域；

所述第一卡合区域与所述第二卡合区域相咬合连接，所述第三卡合区域

与所述第 四卡合区域相咬合连接，以使所述第一子边框和所述第二子边框连

接。

可选地，所述第一连接片材和所述第三连接片材之间的夹角与所述第二



连接片材和夹角第 四连接片材 的夹角相等 。

可选地 ，所述第一子边框还包括第五连接片材 ，所述第二子边框还包括

第六连接片材 ，所述第五连接片材和第六连接片材咬合连接 ；所述第一子边

框 的所述第一连接片材 、所述第三连接片材 、所述第五连接片材合 围形成 " Π"
形结构 ，所述第二子边框 的所述第二连接片材 、所述第 四连接片材 、所述第

六连接片材合 围形成 " ΓΊ " 形结构 。

可选 的，所述第一卡合 区域设有第一卡槽 ；所述第二卡合 区域设有与所

述第一卡槽相卡接 的第一卡接件 。

可选 的，所述第一卡合 区域位于所述第一连接片材与所述第二连接片材

对应连接 的第一边，所述第一卡槽是 由所述第一边沿着与所述第一连接片材

相垂直 的方 向向内凹陷而形成 ；所述第二卡合区域位于所述第二连接片材上

与所述第一连接片材对应连接 的第二边，所述第一卡接件是 由所述第二边沿

着与所述第二连接片材相垂直的方 向向外弯折而形成 。

可选 的，所述第三连接片材是 由所述第一连接片材沿着与所述第一连接

片的所述第一端相垂直 的第三端方 向延伸并 向垂直于所述第一连接片材 的方

向弯折而形成 的，所述第三连接片材包括第三卡合 区域 ；所述第 四连接片材

是 由所述第二连接片材沿着与所述第二连接片的所述第二端相垂直 的第 四端

方 向延伸并向垂直于所述第二连接片材 的方 向弯折而形成 的，所述第 四连接

片材包括第 四卡合区域 ；所述第三卡合 区域和所述第 四卡合 区域相咬合连接 ，

以使所述第三连接片材和第 四连接片材连接 。

可选 的，所述第三卡合 区域设有第二卡槽 ，所述第 四卡合 区域设有与所

述第二卡槽相卡接 的第二卡接件 。

可选 的，所述第二卡槽 的结构与所述第一卡槽 的结构相 同，所述第二卡

接件 的结构与所述第一卡接件 的结构相 同。

可选 的，所述第三连接片材包括所述第三连接片材与所述第一连接片材

对应连接 的第五边和与所述第五边相对 的第七边 ，所述第五连接片材是 由所

述第三连接片材沿着所述第七边延伸并向垂直于所述第三连接片材 的方 向弯

折而形成 的，所述第五连接片材包括第五卡合区域 ；所述第 四连接片材包括

所述第 四连接片材与所述第二连接片材连接 的第六边和与所述第六边相对 的



第八边 ，所述第六连接片材是 由所述第 四连接片材沿着所述第八边延伸并 向

垂直于所述第 四连接片材 的方 向弯折而形成 的，所述第六连接片材包括第六

卡合区域 ；所述第五卡合区域与所述第六卡合区域相咬合连接 ，以使所述第

五连接片材和所述第六连接片材咬合连接 。

可选 的，所述第五卡合 区域包括第三卡槽 ，所述第六卡合 区域包括与所

述第三卡槽相卡接 的第三卡接件 。

可选 的，所述第五卡合 区域位于所述第五连接片材与所述第六连接片材

对应连接 的第九边，所述第五连接片材 的所述第九边与所述第五边和所述第

七边相邻 ，第三卡槽包括所述第九边上间隔设置 的向内凹陷的锯齿状凹槽 ；

所述第六卡合 区域位于所述第六连接片材与所述第五连接片材对应连接 的第

十边，所述第六连接片材 的所述第十边与所述第六边和所述第八边相邻所述

第三卡接件包括所述第十边上对应于所述第三卡槽 的位置设置 的向外突出的

锯齿状 凸起；所述第五连接片材上 的所述锯齿状凹槽与所述第六连接片材上

的所述锯齿状 凸起的形状互补匹配 。

可选 的，所述锯齿状凹槽包括第一侧壁和第二侧壁，所述第一侧壁和所

述第二侧壁 中的一个侧壁上设有第一子卡槽 ；所述锯齿状 凸起包括第一侧面

和第二侧面，所述第一侧面和所述第二侧面 中的一个侧面上设有与所述第一

子卡槽相卡接 的第一子卡接件 。

可选 的，所述锯齿状凹槽包括第一侧壁和第二侧壁，所述第一侧壁和所

述第二侧壁上分别设有第一子卡槽和第二子卡槽 ；所述锯齿状 凸起包括第一

侧面和第二侧面 ，所述第一侧面和所述第二侧面上分别设有与所述第一子卡

槽相卡接 的第一子卡接件 、与所述第二子卡槽相卡接 的第二子卡接件 。

可选 的，所述第一子卡槽为横截面为梯形 的梯形卡槽 ，所述第一子卡接

件为与所述梯形卡槽相卡接 的梯形凸起 。

可选 的，所述第二子卡槽为横截面为椭 圆形的椭 圆形卡槽 ，所述第二子

卡接件为与所述椭 圆形卡槽相卡接 的椭 圆形凸起 。

可选的，所述第一连接片材与所述第二连接片材位于在 同一平面上 。

可选 的，所述第一连接片材 、所述第三连接片材和所述第五连接片材 的

相邻俩片材之 间的夹角是 90 ° ，所述第二连接片、所述第 四连接片材和所述



第六连接片材 的相邻俩片材之 间的夹角是 90 ° 。

可选的，所述第三连接片材和所述第 四连接片材之间的夹角为 90 ° ，所

述第五连接片材和所述第六连接片材位于同一平面上 。

本公开还提供一种显示装置 ，包括上述 的边框和显示面板 。所述边框包

围所述显示面板 。

本公开 的技术方案具有如下有益效果 。第一子边框和第二子边框 的分体

连接解决 了大尺寸边框组装成本高和稳定性低 的问题 ，且第一卡合 区域和第

二卡合 区域咬合连接 ，使得第一子边框和第二子边框连接处无缝隙。

附图说明

为 了更清楚地说 明本发 明实施例或现有技术 中的技术方案 ，下面将对实

施例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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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仅仅是本发 明的一些实施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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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1 表示本公开实施例 中边框 的第一侧 的结构示意 图；

图 2 表示本公开实施例 中边框 的第二侧 的结构示意 图；

图 3 表示本公开实施例 中第一子边框 的结构示意图；

图 4 表示本公开实施例 中第一子边框 的第三卡槽 的结构示意图；

图 5 表示本公开实施例 中第二子边框 的结构示意图；

图 6 表示本公开实施例 中第二子边框 的第三卡接件 的结构示意图；

图 7 表示本公开实施例 中第一子边框和第二子边框连接结构的第一侧 的

立体示意图；

图 8 表示本公开实施例 中第一子边框和第二子边框连接结构的第二侧 的

立体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以下结合附图对本公开 的特征和原理进行详细说 明，所举实施例仅用于

解释本公开，并非 以此限定本公开的保护范围。

大显示屏通常采用三边分段式设计的外框 ，其拐角结合处存在 间隙，进



而有漏光风险。

为 了解决上述 问题 ，本公开实施例提供一种边框和显示装置 ，解决显示

面板的边框 的漏光 问题 。

参考 图 1，图 1 是本公开实施例 中边框 的第一侧 的结构示意图。所述边

框包括 ：

第一子边框 1，包括在与显示面板连接时与显示面板正面对应 的第一连

接片材 11 和与显示面板的一侧面对应 的第三连接片材 12，所述第一连接片

材 11 和所述第三连接片材 12 连接并形成第一夹角，所述第一连接片材 11 和

所述第三连接片材 12 分别包括第一卡合区域和第三卡合区域 ；

第二子边框 2，包括在与显示面板连接时与显示面板正面对应 的第二连

接片材 2 1 和与显示面板的另一侧面对应 的第 四连接片材 22，所述第二连接

片材 2 1 和所述第 四连接片材 22 连接并形成第二夹角 ，所述第二连接片材 2 1

与所述第一连接片材 11 相对应 ，所述第二连接片材 2 1 和所述第 四连接片材

2 分别包括第二卡合区域和第 四卡合区域 ；

其 中，所述第一卡合 区域与所述第二卡合 区域相咬合连接 ，所述第三卡

合区域与所述第 四卡合 区域相咬合连接 ，以使所述第一子边框 1 和所述第二

子边框 2 连接 。

可选地，所述第一连接片材 11 和所述第三连接片材 12 之间的第一夹角

与所述第二连接片材 2 1 和第 四连接片材 22 之间的第二夹角相等 。

可选地，所述第一连接片材 11 与所述第二连接片材 2 1 在 同一平面上，

即在与显示面板连接时两者 同在与显示面板正面对应且平行的平面上 。

所述第一连接片材 11 和第二连接片材 2 1 也可 以不在 同一平面上，两者

之间可 以有个小的夹角 。可选地，所述小夹角小于 30 度 。所述夹角可根据实

际的设计情况而定。所述第一子边框 1 与所述第二子边框 2 通过所述第一卡

合区域和所述第二卡合 区域咬合连接 ，实现所述第一子边框 1 和所述第二子

边框 2 的拼接式连接 ，在所述边框用于大尺寸的显示产品时，可降低成本 ，

以及提升产品稳定性 。所述第一卡合 区域与所述第二卡合 区域相咬合连接 ，

使得所述第一卡合区域和所述第二卡合区域紧密连接 ，且连接处无缝隙，从

而实现所述第一子边框 1和所述第二子边框 2 之间的无缝隙连接 ，防止漏光 。



所述第一卡合 区域和所述第二卡合区域 的具体结构 以及具体的连接方式

均可 以有多种 ，只要实现所述第一子边框 1 与所述第二子边框 2 的无缝隙连

接 即可 ，在本实施例 中，所述第一卡合 区域设有第一卡槽 111 ; 所述第二卡合

区域设有与所述第一卡槽 111 相对应 的第一卡接件 211。所述第一卡接件 211

与所述第一卡槽 111 相配合 以使得两者紧密连接 。

所述第一卡槽 111 的具体结构 以及所述第一卡接件 211 的具体结构可 以

有多种 。在一个实施例 中，所述第一卡合区域位于所述第一连接片材 11 与所

述第二连接片材 2 1对应连接 的第一边，所述第一卡槽 111 是 由所述第一边沿

着与所述第一连接片材 11 相垂直的方 向向内凹陷而形成 。

所述第二卡合区域位于所述第二连接片材 2 1 上与所述第一连接片材 11

对应连接 的第二边，所述第一卡接件 211 是 由所述第二边沿着与所述第二连

接片材 2 1 相垂直的方 向向外弯折而形成 。所述第一卡槽 111 和所述第一卡接

件 211 可卡合连接 。

所述第一卡接件 2 11 插入所述第一卡槽 111，在与所述第一连接片材 11

相垂直 的方 向上，所述第一卡接件 211 与所述第一卡槽 111 是重叠设置 的，

即在与显示面板组装后 ，在垂直于显示面板 的方 向上 ，所述第一卡接件 211

与所述第一卡槽 111 至少部分重叠，使得所述第一连接片材 11 与所述第二连

接片材 2 1 的连接处无缝隙，防止漏光 。

所述第一连接片材包括所述第一边和与所述第一边相邻 的第三边 。在一

实施例 中，所述第三连接片材 12 是 由所述第一连接片材 11 沿着所述第三边

延伸并 向垂直于所述第一连接片材 11 的方 向弯折而形成 的。

所述第二连接片材包括所述第二边和与所述第二边相邻 的第 四边 。所述

第 四连接片材 22 是 由所述第二连接片材 2 1 沿着所述第 四边延伸并 向垂直于

所述第二连接片材 2 1 的方 向弯折而形成的。

所述第三卡合 区域和所述第 四卡合区域相咬合连接 ，以使所述第三连接

片材 12 和第 四连接片材 22 紧密连接 。

可选地，所述第三连接片材 12 与所述第 四连接片材 22 所在 的平面相互

垂直 。

所述第三卡合 区域与所述第 四卡合区域 的具体结构形式可 以有多种 ，只



要实现所述第三卡合 区域和所述第 四卡合 区域咬合连接 ，以实现连接处无缝

隙连接 即可 ，在本实施例 中，所述第三卡合 区域设有第二卡槽 221 ，所述第

四卡合 区域设有与所述第二卡槽 221 对应 的第二卡接件 121 。

所述第二卡槽 221 与所述第二卡接件 121 的具体结构可 以有多种 ，在本

实施例 中，所述第二卡槽 221 的结构与所述第一卡槽 111 的结构相 同，所述

第二卡接件 121 的结构与所述第一卡接件 211 的结构相 同。当然，所述第二

卡槽 221 的结构也可 以与所述第一卡槽 111 的结构不 同，所述第二卡接件 121

的结构也可 以与所述第一卡接件 211 的结构不 同，只要所述第二卡槽 221 和

所述第二卡接件 121 的形状相互匹配且咬合 以实现无缝连接 即可，本公开对

比不作具体限定 。

参考 图 3，图 3 是本公开实施例 中第一子边框 的结构示意图。在本实施

例 中，所述第一子边框 1 还包括第五连接片材 13，所述第三连接片材 12 包

括所述第三连接片材 12 与所述第一连接片材 11 对应连接 的第五边和与所述

第五边相对 的第七边，所述第五连接片材 13 是 由所述第三连接片材 12 沿着

所述第七边延伸并向垂直于所述第三连接片材 12 的方 向弯折而形成 。相应 的，

如图 3 所示 ，所述第一连接片材 11、所述第三连接片材 12 和所述第五连接

片材 13 合围形成 " Π" 形结构 ，所述第五连接片材 13 包括第五卡合 区域 。

可选地，所述第一连接片材 11、所述第三连接片材 12 和所述第五连接

片材 13 相邻俩片材之 间的夹角是 90。，也可 以是其他角度 。所述夹角可根据

显示面板 的边缘处的具体形状来设计 ，以使所述边框能较好地容纳所述显示

面板 。

参考 图 5，图 5 是本公开实施例 中第二子边框 的结构示意图。所述第二

子边框 2 还包括第六连接片材 23，所述第 四连接片材 22 包括所述第 四连接

片材 22 与所述第二连接片材 2 1连接 的第六边和与所述第六边相对 的第八边，

所述第六连接片材 23 是 由所述第 四连接片材 22 沿着所述第八边延伸并向垂

直于所述第 四连接片材 22 的方 向弯折而形成 的。相应 的，如图 5 所示 ，所述

第二连接片材 2 1、所述第 四连接片材 22 和所述第六连接片材 23 合围形成" Π"
形结构 ，所述第六连接片材 23 包括第六卡合 区域 。

所述第五卡合 区域与所述第六卡合区域相咬合连接 ，以使所述第五连接



片材 13 和所述第六连接片材 23 紧密连接 。图 2 是本公开实施例 中边框 的第

二侧 的结构示意图。如图 2 所示，所述第五连接片材 13 和所述第六连接片材

23 通过所述相咬合的区域紧密连接 。

可选地，所述第二连接片材 2 1、所述第 四连接片材 22 和所述第六连接

片材 23 相邻俩片材之 间的夹角是 90。，也可 以是其他角度 。所述夹角可根据

显示面板 的边缘处的具体形状来设计 ，以使所述边框能较好地容纳所述显示

面板 。

可选地，所述第五连接片材 13 和所述第六连接片材 23 在 同一平面上 ，

即在与显示面板连接时两者 同在与显示面板反面对应且平行的平面上 。

所述第五连接片材 13 和所述第六连接片材 23 也可 以不在 同一平面上 ，

两者之间可 以有个小的夹角 。可选地，所述小夹角小于 30 度 。所述夹角可根

据实际的设计情况而定 。所述第一至第六连接片材可 由铝合金材料制成 ，也

可 由塑钢材料制成 。

所述第一卡合 区域与所述第二卡合区域咬合连接 ，所述第三卡合 区域和

所述第 四卡合 区域咬合连接 ，所述第五卡合 区域和所述第六卡合 区域咬合连

接 ，进而使得所述第一连接片材 11 和第二连接片材 2 1 紧密连接 ，所述第三

连接片材 12 和第 四连接片材 22 紧密连接 ，所述第五连接片材 13 和所述第六

连接片材 23 紧密连接 。因此，保证 了所述第一子边框 1 和第二子边框 2 的连

接稳定性，且使得所述第一子边框 1 与第二子边框 2 的连接处全方位 的无缝

隙连接 ，可较好地防止漏光现象 。

所述第五卡合 区域和所述第六卡合区域 的具体结构可 以有多种 ，在本实

施例 中，所述第五卡合 区域包括第三卡槽 131 ，所述第六卡合 区域包括与所

述第三卡槽 131 对应 的第三卡接件 231 。

具体地，所述第五卡合区域位于所述第五连接片材 13 上与所述第六连接

片材 23 对应连接 的第九边，所述第五连接片材 13 的所述第九边与所述第五

边和所述第七边相邻 ，所述第九边上 间隔设有 向内凹陷的锯齿状凹槽 ，所述

锯齿状凹槽为所述第三卡槽 13 1;

所述第六卡合区域位于所述第六连接片材 23 与所述第五连接片材 13 对

应连接 的第十边 ，所述第六连接片材 23 的所述第十边与所述第六边和所述第



八边相邻 ，所述第十边上对应 于所述第三卡槽 131 的位置 设有 向外 突 出的锯

齿状 凸起 ，所述锯齿状 凸起为所述第三 卡接件 23 1。如 图 4 和 6 所示 ，图 4

是本公开实施 例 中第 一子边框 的第三卡槽 131 的结构示意 图，而 图 6 是本 公

开实施 例 中第 二子边框 的第三 卡接件 231 的结构示 意 图。所述第 五连接 片材

13 上 的所述锯齿状 凹槽 与所述第 六连接 片材 2 3 上 的所述锯 齿状 凸起 的形状

互补 匹配 。

所述锯 齿状 凸起和所述锯 齿状 凹槽 的卡接 设置 防止 了所述第 一子边框 1

和所述第 二子边框 2 之 间的移动 。

为 了进 一步 的防止漏光 ，本实施 例 的一个 实施方式 中，如 图 4 所示 ，所

述锯齿状 凹槽 包括第 一侧壁和第 二侧 壁 ，所述第 一侧壁和所述第 二侧壁 中的

一个侧 壁上设有第 一子卡槽 13 11。所述锯齿状 凸起包括分别 与所述第 一侧 壁

和所述第 二侧 壁对应 设置 的第 一侧 面和第 二侧面 ，所述第 一侧 面和所述第 二

侧 面 中 的一个 侧 面 上 设 有 与 所 述 第 一 子 卡 槽 1311 相 卡 接 的第 一 子 卡 接 件

2311 。

第 一子卡槽 1311 和第 一子卡接件 2311 的卡接 设置 ，使得所述第 一子边

框 1 和第 二子边框 2 即使受 到震动等剧烈运动 也不会 发生移动等现象 ，有 效

的防止漏光 。

本实施例 的另一实施方式 中，所述锯齿状 凹槽包括第 一侧壁和第 二侧壁 ，

所 述 第 一侧 壁 和 所 述 第 二侧 壁 上 分 别 设 有 第 一子 卡 槽 13 11 和第 二 子 卡槽

1312 。

如 图 6 所示 ，所述锯齿状 凸起包括分别 与所述第 一侧壁和所述第 二侧壁

对应 设置 的第 一侧面和第 二侧 面 ，所述第 一侧面和所述第 二侧 面上分别 设有

与所述第 一子卡槽 1311 相卡接 的第 一子卡接件 2311 、与所述第 二子卡槽 13 12

相卡接 的第 二子卡接件 23 12 。

第 一子卡槽 1311 和第 一子卡接件 23 11 相配合 ，第 二子卡槽 1312 和第 二

子卡接件 2312 相配合 ，进 一步 的保证第 一子边框 1 和第 二子边框 2 的紧密连

接 ，而不会 由于震动等 原 因使得第 一子边框 1 与第 二子边框 2 连接 处发生变

化 ，避 免 出现漏光 ，保证所述边框 的牢 固。

所述第 一子卡槽 1311 、所述第 一子卡接件 2311 、所述第 二子卡槽 13 12



和所述第二子卡接件 2312 的具体结构可 以有多种 ，本实施例 中，所述第一子

卡槽 13 11 为横截面为梯形 的梯形卡槽 ，所述第一子卡接件 23 11 为与所述梯

形卡槽相卡接 的梯形 凸起 。所述第一子卡槽 13 11 和所述第一子卡接件 23 11

的横截面也可 以为 圆形 、椭 圆形 、或三角形等其他形状 ，只要所述第一子卡

槽 1311 和所述第一子卡接件 2311 相互匹配 即可 ，本公开对 比不作具体限定 。

所述第二子卡槽 1312 为横截面为椭 圆形 的椭 圆形卡槽 ，所述第二子卡接件

2312 为与所述椭 圆形卡槽相卡接 的椭 圆形 凸起 。所述第二子卡槽 1312 和所

述第二子卡接件 2312 的横截面也可 以为 圆形 、梯形 、或三角形等其他形状 ，

只要所述第二子卡槽 1312 和所述第二子卡接件 2312 相互匹配 即可 ，本公开

对此不作具体 限定 。

图 7 是本公开实施例 中第一子边框和第二子边框连接结构 的第一侧 的立

体示意 图。所述第一子边框 1 和所述第二子边框 2 连接 。所述第一连接片材

11 和所述第二连接片材 2 1 通过所述第一卡槽 111 和所述第一卡接件 211 咬合

连接 ，且所述第一连接片材 11 和所述第二连接片材 2 1 在 同一平面上 。所述

第三连接片材 12 和所述第 四连接片材 22 ( 未示 出）通过所述第二卡槽 121

和所述第二卡接件 221 咬合连接 ，分别在垂直于所述第一连接片材 11 和所述

第二连接片材 2 1 所在平面 的两侧面上 ，且两者之 间的夹角为 90。。所述第五

连接片材 13 ( 未示 出）和所述第六连接片材 23 ( 未示 出）通过所述第三卡槽

131 和所述第三卡接件 231 咬合连接 ，所述第五连接片材 13 和所述第六连接

片材 23 同在一个平面上 ，且与所述第一连接片材 11 和所述第二连接片材 2 1

所在平面相平行 。如 图 7 所示 ，由于相应 的片材之 间的无缝隙连接 ，所述六

个连接片材连接 的结构可无缝 隙地包 围所述显示面板 的一个边角 ，可有效地

防止漏光 。

图 8 是本公开实施例 中第一子边框和第二子边框连接结构 的第二侧 的立

体示意 图。图 8 和 图 7 是第一子边框和第二子边框连接结构在相对侧 的立体

示意 图，两者包含 的元件是相 同，因此不再赘述 。

本公开还提供一种显示装置 ，包括上述 的边框和显示面板 。所述边框包

围所述显示面板 。上述实施例详细介绍 了所述边框 ，在此不再赘述 。

以上所述为本公开可选 的实施例 ，需要说 明的是 ，对于本领域普通技术



人员来说，在不脱离本公开所述原理的前提下，还可 以做 出若干改进和润饰，

这些改进和润饰也应视为本公开保护范围。



权 利 要 求 书

1. 一种边框 ，应用于显示面板，包括 ：

第一子边框 ，包括第一连接片材和第三连接片材 ，所述第一连接片材和

所述第三连接片材连接并形成第一夹角，所述第一连接片材和所述第三连接

片材分别包括第一卡合 区域和第三卡合 区域；

第二子边框 ，包括第二连接片材和第 四连接片材 ，所述第二连接片材和

所述第 四连接片材连接并形成第二夹角，所述第二连接片材和所述第 四连接

片材分别包括第二卡合 区域和第 四卡合 区域；

所述第一卡合 区域与所述第二卡合区域相咬合连接 ，所述第三卡合区域

与所述第 四卡合 区域相咬合连接 ，以使所述第一子边框和所述第二子边框连

接 。

2 . 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 的边框 ，其 中，所述第一夹角与所述第二夹角相

3 . 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 的边框 ，其 中，所述第一子边框还包括第五连接

片材 ，所述第二子边框还包括第六连接片材 ，所述第五连接片材和第六连接

片材咬合连接 ；

所述第一子边框 的所述第一连接片材 、所述第三连接片材 、所述第五连

接片材合 围形成 " ΓΊ " 形结构 ，所述第二子边框 的所述第二连接片材 、所述

第 四连接片材 、所述第六连接片材合围形成 " ΓΊ " 形结构 。

4 . 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 的边框 ，其 中，所述第一卡合区域设有第一卡槽 ；

所述第二卡合 区域设有与所述第一卡槽相卡接 的第一卡接件 。

5 . 根据权利要求 4 所述 的边框 ，其 中，所述第一卡合区域位于所述第一

连接片材与所述第二连接片材对应连接 的第一边 ，所述第一卡槽是 由所述第

一边沿着与所述第一连接片材相垂直的方 向向内凹陷而形成；

所述第二卡合 区域位于所述第二连接片材上与所述第一连接片材对应连

接 的第二边，所述第一卡接件是 由所述第二边沿着与所述第二连接片材相垂

直的方 向向外弯折而形成 。

6 . 根据权利要求 5 所述 的边框 ，其 中，所述第一连接片材包括所述第一



边和与所述第一边相邻 的第三边，所述第三连接片材是 由所述第一连接片材

沿着所述第三边延伸并 向垂直于所述第一连接片材 的方 向弯折而形成的；

所述第二连接片材包括所述第二边和与所述第二边相邻 的第 四边 ，所述

第 四连接片材是 由所述第二连接片材沿着所述第 四边延伸并向垂直于所述第

二连接片材 的方 向弯折而形成的。

7 . 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 的边框 ，其 中，所述第三卡合区域设有第二卡槽 ，

所述第 四卡合 区域设有与所述第二卡槽相卡接 的第二卡接件 。

8 . 根据权利要求 7 所述 的边框 ，其 中，所述第二卡槽 的结构与所述第一

卡槽 的结构相 同，所述第二卡接件 的结构与所述第一卡接件 的结构相 同。

9 . 根据权利要求 6 所述 的边框 ，其 中，所述第三连接片材包括所述第三

连接片材与所述第一连接片材对应连接 的第五边和与所述第五边相对 的第七

边 ，所述第五连接片材是 由所述第三连接片材沿着所述第七边延伸并向垂直

于所述第三连接片材 的方 向弯折而形成的，所述第五连接片材包括第五卡合

区域；

所述第 四连接片材包括所述第 四连接片材与所述第二连接片材连接 的第

六边和与所述第六边相对 的第八边 ，所述第六连接片材是 由所述第 四连接片

材沿着所述第八边延伸并向垂直于所述第 四连接片材 的方 向弯折而形成 的，

所述第六连接片材包括第六卡合区域 ；

所述第五卡合 区域与所述第六卡合区域相咬合连接 ，以使所述第五连接

片材和所述第六连接片材咬合连接 。

10. 根据权利要求 9 所述 的边框 ，其 中，所述第五卡合区域包括第三卡

槽 ，所述第六卡合区域包括与所述第三卡槽相卡接 的第三卡接件 。

11 . 根据权利要求 10 所述 的边框 ，其 中，所述第五卡合区域位于所述第

五连接片材与所述第六连接片材对应连接 的第九边 ，所述第五连接片材 的所

述第九边与所述第五边和所述第七边相邻 ，第三卡槽包括所述第九边上 间隔

设置 的向内凹陷的锯齿状凹槽 ；

所述第六卡合 区域位于所述第六连接片材与所述第五连接片材对应连接

的第十边，所述第六连接片材 的所述第十边与所述第六边和所述第八边相邻 ，

所述第三卡接件包括所述第十边上对应于所述第三卡槽 的位置设置 的向外突



出的锯齿状凸起 ；

所述第五连接片材上 的所述锯齿状凹槽与所述第六连接片材上 的所述锯

齿状凸起的形状互补匹配 。

12. 根据权利要求 11 所述 的边框 ，其 中，所述锯齿状凹槽包括第一侧壁

和第二侧壁，所述第一侧壁和所述第二侧壁 中的一个侧壁上设有第一子卡槽 ;

所述锯齿状 凸起包括第一侧面和第二侧面 ，所述第一侧面和所述第二侧

面 中的一个侧面上设有与所述第一子卡槽相卡接 的第一子卡接件 。

13. 根据权利要求 11 所述 的边框 ，其 中，所述锯齿状凹槽包括第一侧壁

和第二侧壁，所述第一侧壁和所述第二侧壁上分别设有第一子卡槽和第二子

卡槽 ；

所述锯齿状 凸起包括第一侧面和第二侧面 ，所述第一侧面和所述第二侧

面上分别设有与所述第一子卡槽相卡接 的第一子卡接件 、与所述第二子卡槽

相卡接 的第二子卡接件 。

14. 根据权利要求 12 所述 的边框 ，其 中，所述第一子卡槽为横截面为梯

形的梯形卡槽 ，所述第一子卡接件为与所述梯形卡槽相卡接 的梯形凸起 。

15. 根据权利要求 13 所述 的边框 ，其 中，所述第二子卡槽为横截面为椭

圆形的椭 圆形卡槽 ，所述第二子卡接件为与所述椭 圆形卡槽相卡接 的椭 圆形

凸起 。

16. 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 的边框 ，其 中，所述第一连接片材与所述第二

连接片材位于同一平面上 。

17. 根据权利要求 3 所述 的边框 ，其 中，所述第一连接片材 、所述第三

连接片材和所述第五连接片材 的相邻俩片材之 间的夹角是 90 ° ，所述第二连

接片 、所述第 四连接片材和所述第六连接 片材 的相邻俩片材之 间的夹角是

90 ° 。

18. 根据权利要求 3 所述 的边框 ，其 中，所述第三连接片材和所述第 四

连接片材之间的夹角为 90 ° ，所述第五连接片材和所述第六连接片材位于 同

一平面上 。

19. 一种显示装置 ，包括显示面板和边框 ，其 中，所述边框包 围所述显

示面板 ，所述边框包括 ：



第一子边框 ，包括第一连接片材和第三连接片材 ，所述第一连接片材和

所述第三连接片材连接并形成第一夹角，所述第一连接片材和所述第三连接

片材分别包括第一卡合 区域和第三卡合 区域；

第二子边框 ，包括第二连接片材和第 四连接片材 ，所述第二连接片材和

所述第 四连接片材连接并形成第二夹角，所述第二连接片材和所述第 四连接

片材分别包括第二卡合 区域和第 四卡合 区域；

所述第一卡合 区域与所述第二卡合区域相咬合连接 ，所述第三卡合区域

与所述第 四卡合 区域相咬合连接 ，以使所述第一子边框和所述第二子边框连

接 。

20. 根据权利要求 19 所述 的显示装置 ，其 中，所述第一卡合区域设有第

一卡槽 ；所述第二卡合 区域设有与所述第一卡槽相卡接 的第一卡接件 。

2 1. 根据权利要求 19 所述 的显示装置 ，其 中，所述第三连接片材是 由所

述第一连接片材延伸并 向垂直于所述第一连接片材 的方 向弯折而形成的，所

述第三连接片材包括第三卡合区域；

所述第 四连接片材是 由所述第二连接片材延伸并 向垂直于所述第二连接

片材 的方 向弯折而形成 的，所述第 四连接片材包括第 四卡合区域；

所述第三卡合 区域和所述第 四卡合区域相咬合连接 ，以使所述第三连接

片材和第 四连接片材连接 。

22. 根据权利要求 2 1 所述 的显示装置 ，其 中，所述第一子边框还包括第

五连接片材 ，所述第五连接片材是 由所述第三连接片材延伸并 向垂直于所述

第三连接片材 的方 向弯折而形成的，所述第一子边框 的所述第一连接片材 、

所述第三连接片材 、所述第五连接片材合 围形成 " ΓΊ " 形结构 ，所述第五连

接片材包括第五卡合区域；

所述第二子边框还包括第六连接片材 ，所述第六连接片材是 由所述第 四

连接片材延伸并 向垂直于所述第 四连接片材 的方 向弯折而形成 的，所述第二

子边框所述第二连接片材 、所述第 四连接片材 、所述第六连接片材合围形成

" Π" 形结构，所述第六连接片材包括第六卡合区域；

所述第五卡合 区域与所述第六卡合区域相咬合连接 ，以使所述第五连接

片材和所述第六连接片材连接 。



23. 根据权利要求 19 所述 的边框 ，其 中，所述第一连接片材与所述第二

连接片材位于同一平面上 。

24. 根据权利要求 22 所述 的边框 ，其 中，所述第一连接片材 、所述第三

连接片材和所述第五连接片材 的相邻俩片材之 间的夹角是 90 ° ，所述第二连

接片材 、所述第 四连接片材和所述第六连接片材 的相邻俩片材之 间的夹角是

90 ° 。

25 . 根据权利要求 22 所述 的边框 ，其 中，所述第三连接片材和所述第 四

连接片材之间的夹角为 90 ° ，所述第五连接片材和所述第六连接片材位于 同

一平面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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