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1410831636.0

(22)申请日 2014.12.23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04570417 A

(43)申请公布日 2015.04.29

(73)专利权人 上海天马微电子有限公司

地址 201201 上海市浦东新区汇庆路889号

    专利权人 天马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72)发明人 李军　周井雄　王亚杰　贺俊博　

(74)专利代理机构 北京品源专利代理有限公司 

11332

代理人 孟金喆

(51)Int.Cl.

G02F 1/13(2006.01)

G02F 1/133(2006.01)

(56)对比文件

CN 203811952 U,2014.09.03,全文.

CN 101217026 A,2008.07.09,说明书第4页

第3段至第7页第7段、附图1-3.

CN 101561603 A,2009.10.21,全文.

CN 101174038 A,2008.05.07,全文.

JP 2005241892 A,2005.09.08,全文.

审查员 张鹏

 

(54)发明名称

一种液晶显示屏和电子设备

(57)摘要

本发明实施例提供了一种液晶显示屏和电

子设备。其中，包括液晶显示屏包括：相互交叉的

数据线和栅极线；像素单元和公共电极；在断电

前设置电荷放电阶段；电荷释放模块，在所述电

荷放电阶段将至少一条所述数据线和至少一个

所述公共电极导通。由于在断电前设置电荷放电

阶段，在静电放电时将数据线和公共电极导通，

可以消除或者减少数据线和公共电极之间的电

势差，避免或者减少电荷残留在面板里造成的液

晶极化，从而，避免或者减轻下次面板显示时有

闪烁或者周边框姆拉(Mura )现象，提高显示质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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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液晶显示屏，包括：

相互交叉的数据线和栅极线；

像素单元和公共电极；

电荷释放模块，在电荷放电阶段将至少一条所述数据线和至少一个所述公共电极导

通，所述电荷放电阶段设置于断电前；

其中，所述电荷释放模块为在所述电荷放电阶段导通的开关电路，所述开关电路包括

第一开关和第一电容，所述第一开关包括控制端，和所述数据线电连接的输入端，和所述公

共电极电连接的输出端；所述第一电容连接在所述第一开关的控制端和输出端之间；

所述液晶显示屏还包括呈阵列排布(M行*N列)的像素单元以及同所述电荷释放模块以

及所述数据线电连接的测试模块；所述电荷释放模块包括第一控制端、第一输出端以及第

一输入端；所述测试模块包括将至少两条数据线电连接的第二开关，还包括第二控制端、第

二输出端以及第二输入端；每列所述像素单元通过所述数据线电连接至所述测试模块的第

二输入端，所述第二输出端电连接至所述第一输入端。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液晶显示屏，其特征在于，测试或者电荷放电阶段，所述第二开

关导通。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液晶显示屏，其特征在于，每个像素单元包括红、绿、蓝三种子像

素，所述测试模块包括三个第二输出端，3N个第二开关；每列相同颜色的子像素通过数据线

和所述第二开关电连接至同一个所述第二输出端。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液晶显示屏，其特征在于，还包括电连接在所述第二控制端和第

一输出端之间的第二电容。

5.如权利要求4所述的液晶显示屏，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二电容大于等于所述第一电

容。

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液晶显示屏，其特征在于，还包括和所述电荷释放模块电连接的

第一控制模块，和所述测试模块电连接的第二控制模块，在所述电荷放电阶段，第一控制模

块控制第一开关导通，第二控制模块控制第二开关导通。

7.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液晶显示屏，其特征在于，还包括和所述栅极线电连接的栅极控

制模块，所述像素单元包括用于控制显示的开关，在电荷放电阶段，所述栅极控制模块控制

所述像素单元的所述开关导通。

8.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液晶显示屏，其特征在于，还包括和所述数据线电连接的数据控

制模块，在所述电荷放电阶段，所述数据控制模块给所述数据线传输0电平。

9.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液晶显示屏，其特征在于，还包括和所述公共电极电连接的第三

控制模块，在所述电荷放电阶段，所述第三控制模块给所述公共电极传输0电平。

10.一种电子设备，包括如权利要求1-9任一项所述的液晶显示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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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液晶显示屏和电子设备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显示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液晶显示屏以及电子设备。

背景技术

[0002] 近年来，薄膜晶体管液晶显示器TFT-LCD(ThinFilmTransistor-Liquid  Crystal 

Display)已经逐渐取代阴极射线管CRT(Cathode  Ray  Tube)显示器，成为了新一代显示器

的主流。由于LCD广泛应用在笔记本电脑、手机及电视等与生活息息相关的电子产品中，人

们对于图像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因而图像质量的改善是一直作为相关领域持续追求的目

标，如何提高显示质量亟待解决的技术问题。

发明内容

[0003] 有鉴于此，本发明的一个方面提供一种液晶显示屏，包括：

[0004] 相互交叉的数据线和栅极线；

[0005] 像素单元和公共电极；

[0006] 电荷释放模块，在电荷放电阶段将至少一条所述数据线和至少一个所述公共电极

导通，所述电荷放电阶段设置在断电前。

[0007]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实施例所提供的技术方案中，由于液晶显示屏，包括：

相互交叉的数据线和栅极线；像素单元和公共电极；电荷释放模块，在电荷放电阶段将至少

一条所述数据线和至少一个所述公共电极导通，所述电荷放电阶段设置在断电前。由于在

断电前设置电荷放电阶段，在静电放电时将数据线和公共电极导通，可以消除或者减少数

据线和公共电极之间的电势差，避免或者减少电荷残留在面板里造成的液晶极化，从而，避

免或者减轻面板断电后再上电时显示有闪烁或周边Mura现象，提高显示质量。

[0008] 本发明的另一个方面还提供了一种电子设备，由于所述电子设备包括上述液晶显

示屏。该电子设备也可以避免或者减少电荷残留在面板里造成的液晶极化，从而，避免或者

减轻面板断电后再上电时显示有闪烁或周边Mura现象，提高显示质量。

附图说明

[0009] 图1是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一种液晶显示屏俯视结构示意图；

[0010] 图2是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又一种液晶显示屏俯视结构示意图；

[0011] 图3是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液晶显示屏在“Cell  Visua测试阶段”的工作时序图；

[0012] 图4是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液晶显示屏在整机工作的工作时序图；

[0013] 图5是本发明实施例所提供的电子设备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4] 工作生活中，液晶显示屏在断电后再上电瞬间，经常会看到闪烁或周边Mura等现

象，影响用户体验，通过研发人员的大量实验研究发现，这是由于在液晶显示屏断电后，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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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线或者公共电极上的电荷会残留在面板里，没有释放路径，数据线和公共电极间会有电

势差，进而在断电后造成液晶极化，这样在下一次显示时，会看到闪烁或Mura现象，进而在

断电后会造成液晶极化。

[0015] 有鉴于此，本发明的主要思想是提上述供一种液晶显示屏，包括：相互交叉的数据

线和栅极线；像素单元和公共电极；电荷释放模块，在电荷放电阶段将至少一条所述数据线

和至少一个所述公共电极导通，所述电荷放电阶段设置在断电前。通过在断电前设置电荷

放电阶段，通过电荷放电阶段将数据线和公共电极导通，消除数据线和公共电极之间的电

势差，通过设置放电路径，避免或者减少电荷残留在面板里造成的液晶极化，下次面板显示

时，避免或者减轻有闪烁或者周边姆拉(Mura)现象，提高显示质量。

[0016] 为使本发明的目的、特征更明显易懂，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作

进一步的说明。

[0017] 请参考图1，为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一种液晶显示屏的俯视结构示意图，该液晶显

示屏包括：相互交叉的数据线11和栅极线12；像素单元13和公共电极14；电荷释放模块20，

在所述电荷放电阶段将至少一条所述数据线11和至少一个所述公共电极14导通，所述电荷

放电阶段设置在断电前。通过在断电前设置电荷放电阶段，通过电荷放电阶段将数据线11

和公共电极14导通，消除数据线11和公共电极14之间的电势差，通过设置放电路径，避免或

者减少断电后电荷残留在面板里造成的液晶极化，下次面板显示时，避免或者减轻有闪烁

或者周边姆拉(Mura)现象，提高显示质量。

[0018] 通常情况下，该电荷释放模块20为开关电路，在电荷放电阶段导通，优选的，请继

续参考图1，该开关电路包括第一开关21，第一开关21包括控制端211，和数据线11电连接的

输入端213，和公共电极14电连接的输出端212，这里我们以第一开关为N型薄膜晶体管为例

进行说明，进一步的，该电荷释放模块还包括第一电容C1，该第一电容C1电连接在第一开关

的控制端211和第一开关的输出端212之间，也就是电连接在第一开关的控制端211和公共

电极14之间。在电荷放电阶段，控制该第一开关21打开，即给N型薄膜晶体管的控制端211施

加高电平信号控制其打开，数据线11和公共电极14导通进行静电放电，降低或者消除数据

线11和公共电极14之间的电势差，另外，施加高电平信号的同时给第一电容C1充电，在断电

后，即该高电平信号停止施加后，由第一电容C1给第一开关21供电，维持其打开的状态，进

一步延迟静电放电的时间，更好的消除数据线11和公共电极14之间的电势差，进一步提高

电荷中和效果。

[0019] 在液晶显示屏的生产过程中，为了将每道工序后的不良品拦截下来，避免造成材

料浪费，通常会有测试工序，尤其在面板制作完毕，还没有加集成电路芯片(Integrated 

Circuit，IC)之前，为减少材料浪费，需将面板上的不良拦截下来，所以需要做成盒后的视

效测试(即Cell  Visual测试)。所以，通常情况下，该液晶显示屏还包括测试模块，请继续参

考图1，该测试模块30和电荷释放模块20以及数据线11电连接，且该测试模块还包括将至少

两条数据线11电连接的第二开关21，在“Cell  Visual测试阶段”或者电荷放电阶段，该第二

开关31导通。

[0020] 更具体的，该液晶显示屏通常还包括呈阵列排布(M行*N列，)的像素单元，请参见

图2，为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又一种液晶显示屏的俯视结构示意图，该液晶显示屏包括：相

互交叉的数据线11和栅极线12；像素单元13和公共电极14；电荷释放模块20，在电荷放电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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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将至少一条所述数据线11和至少一个所述公共电极14导通，所述电荷放电阶段设置在放

电前，本发明实施例公共电极14为一整片电极，仅为举例说明，公共电极也可以为条状或者

块状。通过在断电前设置电荷放电阶段，通过电荷放电阶段将数据线11和公共电极14导通，

消除数据线11和公共电极之间的电势差，通过设置放电路径，避免或者减少在断电后电荷

残留在面板里造成的液晶极化，下次面板显示时，避免或者减轻有闪烁或者周边姆拉

(Mura)现象，提高显示质量。

[0021] 通常情况下，该电荷释放模块20为开关电路，在电荷放电阶段导通，优选的，请继

续参考图2，该开关电路包括第一开关T1，第一开关T1包括控制端211，和数据线11电连接的

输入端213，和公共电极14电连接的输出端212，这里我们以第一开关为N型薄膜晶体管为例

进行说明，进一步的，该电荷释放模块还包括第一电容C1，该第一电容C1电连接在第一开关

T1的控制端211和第一开关的输出端212之间，也就是电连接在第一开关的控制端211和公

共电极14之间。在电荷放电阶段，控制该第一开关21打开，即给N型薄膜晶体管的控制端211

施加高电平信号控制其打开，数据线11和公共电极14导通进行静电放电，减少或者消除数

据线11和公共电极14之间的电势差，另外，施加高电平信号的同时给第一电容C1充电，当断

电后，即该高电平信号停止施加时，由第一电容C1给第一开关T1供电，维持其打开的状态，

进一步延迟静电放电的时间，更好的减小数据线11和公共电极14之间的电势差，进一步提

高电荷消除的效果。

[0022] 在液晶显示屏的生产过程中，为了将每道工序后的不良品拦截下来，避免造成材

料浪费，通常会有测试工序，尤其在面板制作完毕，还没有加集成电路芯片(Integrated 

Circuit，IC)之前，为减少材料浪费，需将面板上的不良拦截下来，所以需要做Cell  Visual

测试。所以，通常情况下，该液晶显示屏还包括测试模块，请继续参考图2，该测试模块30和

电荷释放模块20以及数据线11电连接，且该测试模块还包括将至少两条数据线11电连接的

第二开关T2，这里我们以第二开关为N型薄膜晶体管为例进行说明，在“Cell  Visual测试阶

段或者电荷放电阶段，该第二开关T2导通，也就是说，给该N型薄膜晶体管的控制端施加高

电平信号控制其打开，当该第二开关为P型晶体管时，则该P型薄膜晶体管的控制端施加低

电平信号控制其打开，以下相似的类似替换不再赘述。

[0023] 请继续参考图2，该液晶显示屏包括呈阵列排布(M行*N列，未全部标识)的像素单

元13；所述电荷释放模块包括第一控制端201、第一输出端202以及第一输入端203，可以看

出，第一控制端201和第一开关的控制端211电连接，第一输出端202和第一开关的输出端

212电连接，第一输入端203和第一开关的输入端213电连接；此外，测试模块包括第二控制

端301、第二输出端302以及第二输入端303；每列所述像素单元(通常为像素单元的源级)通

过所述数据线11电连接至所述测试模块的第二输入端303，所述第二输出端302电连接至电

荷释放模块20的第一输入端203。

[0024] 更进一步的，为了实现彩色显示，通常每个像素单元还包括红、绿、蓝三种子像素，

如图2所示，每个像素单元13包括红131、绿132、蓝133三种子像素，,测试模块30包括三个第

二输出端302，3N个第二开关T2；可以看出，第二开关包括控制端、输出端以及输入端(图中

未标示)，第二开关的控制端电连接至该测试模块的第二控制端301，第二开关的输出端电

连接至该测试模块的第二输出端302，第二开关的输入端电连接至该测试模块的第二输入

端303，每列相同颜色的子像素通过数据11和第二开关T1电连接至同一个所述第二输出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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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每个像素单元的红色子像素131通过数据线和第二开关T2电连接至同一个第二输出端

302，每个像素单元的绿色子像素132通过数据线和第二开关T2电连接至同一个第二输出端

302，每个像素单元的蓝色子像素133通过数据线和第二开关T2电连接至同一个第二输出端

302。需要说明的是，这里三种颜色的子像素仅为举例说明，每个像素单元还可以包括更多

或者更少不同颜色的子像素。

[0025] 进一步的，请继续参考图2，该液晶显示面板还包括第二电容C2，该第二电容C2电

连接在第二开关的控制端和电荷释放模块的第一输出端之间，也就是说，该第二电容C2电

连接在测试模块的第二控制端301和公共电极14之间。在电荷放电阶段，控制该第二开关T2

打开，即给N型薄膜晶体管的控制端施加高电平信号控制其打开，数据线11和公共电极14导

通进行静电放电，减少或者消除数据线11和公共电极14之间的电势差，另外，施加高电平信

号的同时给第二电容C2供电，当断电后，该高电平信号停止施加时，由第一电容C1给第一开

关T1供电，第二电容C2给第二开关T2供电，维持其打开的状态，进一步延迟静电放电的时

间，更好的消除数据线11和公共电极14之间的电势差，进一步提高静电消除的效果。需要注

意的是，通常在电荷放电阶段，为了将数据线11和公共电极14导通，会将第一开关T1和第二

开关T2同时导通，此时，第一控制端201和第二控制端301被同时施加高电平，与此同时，该

高电平电压同时给第一电容C1和第二电容C2充电，当该高电平信号停止施加时，由第一电

容C1给第一开关T1充电，维持其打开状态，进一步延迟静电放电的时间，第二电容C2给第二

开关T2充电，维持其打开状态，进一步延迟静电放电的时间，为了简化生产流程，方便操作，

优选的，第一开关T1和第二开关T2各相关特性(包括晶体管管类型和阈值电压)均相同，且

第一开关T1和第二开关T2串联在一起，只有第一开关T1和第二开关T2均导通时才能保证数

据线11和公共电极14导通，进行静电放电。为了提高放电效率，应该使第一开关T1和第二开

关T2的导通时间一致，第一电容可以等于第二电容，且导通时间均尽可能长，由于第一电容

只需给3个开关管供电，而第二电容需要给3N个开关管供电，所以第二电容可以大于第一电

容。但是由于电容的大小和解析度也相关，所以第一电容和第二电容应尽可能适量大。

[0026] 需要说明的是，请继续参考图2，该液晶显示屏通常还包括和电荷控制模块电连接

的第一控制模41，在电荷放电阶段，给电荷释放模块提供控制信号，控制其导通，该液晶显

示屏通常还包括和测试模块电连接的第二控制模块42，在电荷放电阶段，给测试模块提供

控制信号，控制其导通，第一控制模块41和第二控制模块42可以分开设置也可以集成在一

个控制模块，可以至少部分位于液晶显示屏，也可以至少部分位于柔性线路板或者集成芯

片中。

[0027] 请继续参考图2，为了达到更好的静电放电效果，给数据线11以及公共电极14的电

荷提供放电路径，该液晶显示屏通常还包括和数据线电连接的数据控制模块45，在电荷放

电阶段，该数据控制模块45给数据线11施加0电位，即将数据线接地。相应的，该液晶显示屏

通常还包括和公共电极14电连接的第三控制模块43，在电荷放电阶段，该第三控制模块43

给公共电极14提供0电位，即将公共电极接地。优选的，在电荷放电阶段，分别给数据线以及

公共电极施加0电位，可以加速静电放电的速度，提高静电放电的效率。

[0028] 进一步的，为了更彻底的清除液晶屏内的残留电荷，尤其是清除残留在像素电极

的电荷，该液晶显示屏通常还包括和栅极线12电连接的栅极控制模块44，像素单元13通常

还包括用于控制显示的开关(参见图1中的T3)，在电荷放电阶段，栅极控制模块44控制该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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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T3导通，将像素电极和数据线以及公共电极导通，进行静电放电，消除像素电极、数据线

以及公共电极之间的电势差。通过将数据线和公共电极接地，释放残留电荷，避免或者减少

电荷残留在面板里造成的液晶极化，下次面板显示时，避免或者减轻有闪烁或者框姆拉

(Mura)现象，提高显示质量。

[0029] 需要说明的是，上述第一控制模块41，第二控制模块42，第三控制模块43、数据控

制模块45以及栅极控制模块44可以部分或者全部集成在一起，部分或者全部位于显示面板

或者柔性线路板或者集成电路芯片。

[0030] 为了更清楚的阐述本发明实施例，结合上述实施例以及时序图给出该液晶显示屏

的工作过程。图3给出了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液晶显示屏在“Cell  Visua测试阶段”的工作

时序图，如图3所示，在正常显示阶段时，给各栅极线Gate逐行施加高电压信号，依次打开各

像素单元的用于控制显示的显示开关，同时施加数据信号R/G/B和公共电压信号Vcom，此时

第一开关T1的控制端被施加低电平，第一开关关闭，第二开关T2的控制端被施加高电平信

号，第二开关导通，通过外部设备施加控制信号完成测试，在断电前，设置电荷放电阶段，通

常保持两帧的时间，将所有栅极线Gate全部打开，像素电极和数据线导通，将第一开关和第

二开关均导通，使像素电极和数据线以及公共电极导通，同时将公共电极和数据线均接地，

使得像素电极和数据线以及公共电极上的电荷通过接地释放掉，电荷放电阶段各控制信号

通常被施加控制打开信号的时间为大于或者等于2帧，但是由于第一电容和第二电容的设

置，在断电时，第一电容和第二电容可以给第一开关以及第二开关供电，延长第一开关和第

二开关的导通时间，使得液晶显示屏在断电后，依然会保持放电状态，可以更好的消除电荷

残留，避免或者减少电荷残留在面板里造成的液晶极化，下次面板显示时，避免或者减轻有

闪烁或者周边姆拉(Mura)现象，提高显示质量。需要注意的是，本发明实施例均以第一开

关、第二开关以及像素单元用于显示的开关为N型晶体管为例进行说明，N型晶体管被施加

高电平信号时导通，该开关的类型仅为举例，本发明实施例对该开关的类型没有任何限制。

[0031] 进一步的，请参考图4，为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液晶显示屏在绑上驱动芯片后或在

整机工作阶段的时序图，此时的液晶显示屏已添加驱动芯片，已具有为完整的显示功能。可

以看出，在正常显示阶段时，给各栅极线Gate逐行施加高电压信号，依次打开各像素单元的

用于控制显示的显示开关，同时施加数据信号R/G/B和公共电压信号Vcom，此时第一开关T1

的控制端被施加低电平，第一开关关闭，第二开关T2的控制端被施加低电平信号，第二开关

关闭，通过各控制模块施加控制信号完成各像素单元的显示功能，在断电前，设置电荷放电

阶段，通常保持大于或等于两帧的时间，将所有栅极线Gate全部打开，像素电极和数据线导

通，将第一开关和第二开关均导通，第一开关和第二开关的控制端均被施加高电平信号，使

像素电极和数据线以及公共电极导通，同时将公共电极和数据线均接地，使得像素电极和

数据线以及公共电极上的电荷释放掉，电荷放电阶段各控制信号通常被施加控制打开信号

的时间大于或等于2帧，但是由于第一电容和第二电容的设置，在断电后，第一电容和第二

电容可以给第一开关以及第二开关供电，使得液晶显示屏在断电后，依然会保持放电状态，

可以更好的消除电荷残留，避免或者减少电荷残留在面板里造成的液晶极化，下次面板显

示时，避免或者减轻有闪烁或者周边姆拉(Mura)现象，提高显示质量。需要注意的是，本发

明实施例均以第一开关、第二开关以及像素单元用于显示的开关为N型晶体管为例进行说

明，N型晶体管被施加高电平信号时导通，该开关的类型仅为举例，本发明实施例对其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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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限制。

[0032] 需要注意的是，断电通常包括自然断电和意外断电，自然断电时，正常显示后进入

该电荷放电阶段即可。意外断电时，一般可以在第一控制模块或者第二控制模块或者第三

控制模块或者栅极控制模块或者数据控制模块或者其他任意控制模块设置监测功能，当监

测到某个信号突然降低某个范围的幅值，比如数字电路模块的I/O(input/output)口的电

位，从1.8V降到1.5V左右，或者模拟电路模块的Power  Supply从2.8V降低到2V时等，就立刻

启动该静电放电模式，进入电荷放电阶段。通常情况下，该液晶显示屏还会设置备用电源装

置，当电源突然失灵时，使用该备用电源装置完成电荷放电阶段。

[0033] 需要说明的是，上述第一开关或者第二开关可以为薄膜晶体管或者MOSFET晶体管

或者三极管或者传输门。

[0034] 本发明实施例还提供一种电子设备，如图5所示，电子设备包括液晶显示屏500和

外壳510，其中液晶显示屏500可以为上述实施例提供的液晶显示屏。该电子设备也可以避

免或者减少电荷残留在面板里造成的液晶极化，从而，避免或者减轻下次面板显示时有闪

烁或者周边姆拉(Mura)现象，提高显示质量。所述电子设备具体可以为各类电子产品的显

示器，例如台式电脑、笔记本电脑或者平板电脑的显示器，手机的显示屏以及电视的显示屏

等。

[0035] 虽然本发明披露如上，但本发明并非限定于此。任何本领域技术人员，在不脱离本

发明的精神和范围内，均可作各种更动与修改，因此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应当以权利要求所

限定的范围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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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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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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