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申请

(10)申请公布号 

(43)申请公布日 

(21)申请号 201811395121.5

(22)申请日 2018.11.22

(71)申请人 深圳市华星光电技术有限公司

地址 518132 广东省深圳市光明新区塘明

大道9-2号

(72)发明人 李继龙　王月　

(74)专利代理机构 深圳翼盛智成知识产权事务

所(普通合伙) 44300

代理人 黄威

(51)Int.Cl.

G09G 3/00(2006.01)

 

(54)发明名称

显示装置及显示装置有载测试的方法

(57)摘要

本申请提供一种显示装置及显示装置有载

测试的方法，通过时序控制器接收并执行内部集

成电路总线控制器输出的眼图增大指令以对应

输出眼图增大的驱动信号至驱动芯片，避免显示

装置进行有载测试时由于驱动信号衰减严重而

影响有载测试结果的判断，从而提高显示装置有

载测试的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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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显示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显示装置包括时序控制器、闪存芯片、驱动芯片、内

部集成电路总线控制器及显示面板，所述时序控制器分别与所述闪存芯片、所述驱动芯片

以及所述内部集成电路总线控制器连接，所述显示面板与所述驱动芯片电连接，

所述内部集成电路总线控制器用于将眼图增大指令输出至所述时序控制器；

所述时序控制器用于从所述闪存芯片中读取所述时序控制器工作所需的量产代码并

运行所述时序控制器工作所需的量产代码以处于工作状态，处于工作状态的所述时序控制

器还用于接收并执行所述眼图增大指令以对应输出眼图增大的驱动信号至所述驱动芯片；

所述驱动芯片用于转化所述眼图增大的驱动信号以点亮所述显示面板。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显示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时序控制器包括：

眼图增大指令接收单元，用于接收所述眼图增大指令；

眼图增大指令执行单元，用于根据所述眼图增大指令修改所述时序控制器中眼图寄存

器的代码以得增大眼图代码，并根据所述增大眼图代码处理输入所述时序控制器的测试信

号以对应输出所述眼图增大的驱动信号，所述时序控制器工作所需的量产代码包括所述眼

图寄存器的代码。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显示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内部集成电路总线控制器包括：

侦测单元，用于侦测高电平；

输出单元，用于所述侦测单元侦测到高电平后通过内部集成电路总线输出所述眼图增

大指令。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显示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显示装置还包括电源模块，所述

电源模块用于输出所述高电平至所述侦测单元。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显示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闪存芯片和所述时序控制器通过

串行外围设备接口总线连接。

6.一种显示装置有载测试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显示装置包括时序控制器、闪存芯

片、驱动芯片、内部集成电路总线控制器及显示面板，所述时序控制器分别与所述闪存芯

片、所述驱动芯片以及所述内部集成电路总线控制器连接，所述显示面板与所述驱动芯片

电连接，所述显示装置有载测试的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在所述显示装置通电后通过跳线向所述时序控制器输入测试信号；

所述时序控制器从所述闪存芯片中读取所述时序控制器工作所需的量产代码并运行

所述时序控制器工作所需的量产代码以处于工作状态；

处于工作状态的所述时序控制器接收并执行所述内部集成电路总线控制器输出的眼

图增大指令以对应输出眼图增大的驱动信号至所述驱动芯片；

所述驱动芯片转化所述眼图增大的驱动信号以点亮所述显示面板。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显示装置有载测试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处于工作状态的

所述时序控制器接收并执行所述内部集成电路总线控制器输出的眼图增大指令以对应输

出眼图增大的驱动信号包括如下步骤：

所述处于工作状态的所述时序控制器接收所述眼图增大指令；

所述时序控制器根据所述眼图增大指令修改所述时序控制器中眼图寄存器的代码以

得到增大眼图代码；

所述时序控制器根据所述增大眼图代码处理所述测试信号以对应输出所述眼图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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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驱动信号；

其中，所述时序控制器工作所需的量产代码包括所述眼图寄存器的代码。

8.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显示装置有载测试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方法还包括如下

步骤：所述内部集成电路总线控制器侦测到高电平后，通过内部集成电路总线将所述眼图

增大指令输出至所述时序控制器。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显示装置有载测试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显示装置还包括

电源模块，所述电源模块将所述高电平输出至所述内部集成电路总线控制器。

10.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显示装置有载测试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闪存芯片和所

述时序控制器通过串行外围设备接口总线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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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装置及显示装置有载测试的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申请涉及显示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显示装置及显示装置有载测试的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显示装置制成之后，需要判断打件厂烧录在印刷电路板(Printed  Circuit  Board 

Assembly,PCBA)的闪存中的量产代码的准确性，量产代码包括印刷电路板上多种控制电路

(时序控制电路、可编程伽玛校正缓冲电路以及数字电源管理集成电路等)运行所需要的数

据信息。对量产代码进行判断时，需要使用跳线将测试设备输出的测试信号传输至印刷电

路板上的控制电路以进行处理，而控制电路需要运行量产代码才能处于工作状态从而处理

测试信号，处理后的测试信号传输至显示面板的驱动电路，驱动电路转化处理后的测试信

号以点亮显示面板，通过显示装置的点屏结果判断量产代码的准确性，即通过有载测试的

方法判断量产代码的准确性。

[0003] 然而，显示装置的分辨率越来越高的同时，显示装置所需要的数据传输速率也越

来越高，需要模拟实际应用以判断量产代码的准确性时，将测试信号传输至印刷电路板的

控制电路时的数据传输速率也与实际应用的相同，当测试信号传输速率太高时，跳线阻抗

大导致信号衰减严重，从而会导致传输至驱动电路的驱动信号出现严重衰减，使得有载测

试无法顺利点亮画面，影响量产代码判断的准确性。

[0004] 因此，有必要提出一种技术方案以解决有载测试时由于信号衰减而导致量产代码

准确性判断受影响的问题。

发明内容

[0005] 本申请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显示装置及显示装置有载测试的方法，以解决有载测

试时由于信号衰减而导致量产代码准确性判断受影响的问题。

[0006] 为实现上述目的，技术方案如下。

[0007] 一种显示装置，所述显示装置包括时序控制器、闪存芯片、驱动芯片、内部集成电

路总线控制器及显示面板，时序控制器分别与所述闪存芯片、所述驱动芯片以及所述内部

集成电路总线控制器连接，所述显示面板与所述驱动芯片电连接，

[0008] 所述内部集成电路总线控制器用于将眼图增大指令输出至所述时序控制器；

[0009] 所述时序控制器用于从所述闪存芯片中读取所述时序控制器工作所需的量产代

码并运行所述时序控制器工作所需的量产代码以处于工作状态，处于工作状态的所述时序

控制器还用于接收并执行所述眼图增大指令以对应输出眼图增大的驱动信号至所述驱动

芯片；

[0010] 所述驱动芯片用于转化所述眼图增大的驱动信号以点亮所述显示面板。

[0011] 在上述显示装置中，所述时序控制器包括：

[0012] 眼图增大指令接收单元，用于接收所述眼图增大指令；

[0013] 眼图增大指令执行单元，用于根据所述眼图增大指令修改所述时序控制器中眼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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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存器的代码以得增大眼图代码，并根据所述增大眼图代码处理输入所述时序控制器的测

试信号以对应输出所述眼图增大的驱动信号，所述时序控制器工作所需的量产代码包括所

述眼图寄存器的代码。

[0014] 在上述显示装置中，所述内部集成电路总线控制器包括：

[0015] 侦测单元，用于侦测高电平；

[0016] 输出单元，用于所述侦测单元侦测到高电平后通过内部集成电路总线输出所述眼

图增大指令。

[0017] 在上述显示装置中，所述显示装置还包括电源模块，所述电源模块用于输出所述

高电平至所述侦测单元。

[0018] 在上述显示装置中，所述闪存芯片和所述时序控制器通过串行外围设备接口总线

连接。

[0019] 一种显示装置有载测试的方法，所述显示装置包括时序控制器、闪存芯片、驱动芯

片、内部集成电路总线控制器及显示面板，所述时序控制器分别与所述闪存芯片、所述驱动

芯片以及所述内部集成电路总线控制器连接，所述显示面板与所述驱动芯片电连接，所述

显示装置有载测试的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20] 在所述显示装置通电后通过跳线向所述时序控制器输入测试信号；

[0021] 所述时序控制器从所述闪存芯片中读取所述时序控制器工作所需的量产代码并

运行所述时序控制器工作所需的量产代码以处于工作状态；

[0022] 处于工作状态的所述时序控制器接收并执行所述内部集成电路总线控制器输出

的眼图增大指令以对应输出眼图增大的驱动信号至所述驱动芯片；

[0023] 所述驱动芯片转化所述眼图增大的驱动信号以点亮所述显示面板。

[0024] 在上述显示装置有载测试的方法中，所述处于工作状态的所述时序控制器接收并

执行所述内部集成电路总线控制器输出的眼图增大指令以对应输出眼图增大的驱动信号

包括如下步骤：

[0025] 所述处于工作状态的时序控制器接收所述眼图增大指令；

[0026] 所述时序控制器根据所述眼图增大指令修改所述时序控制器中眼图寄存器的代

码以得到增大眼图代码；

[0027] 所述时序控制器根据所述增大眼图代码处理所述测试信号以对应输出所述眼图

增大的驱动信号；

[0028] 其中，所述时序控制器工作所需的量产代码包括所述眼图寄存器的代码。

[0029] 在上述显示装置有载测试的方法中，所述方法还包括如下步骤：所述内部集成电

路总线控制器侦测到高电平后，通过内部集成电路总线将所述眼图增大指令输出至所述时

序控制器。

[0030] 在上述显示装置有载测试的方法中，所述显示装置还包括电源模块，所述电源模

块将所述高电平输出至所述内部集成电路总线控制器。

[0031] 在上述显示装置有载测试的方法中，所述闪存芯片和所述时序控制器通过串行外

围设备接口总线连接。

[0032] 有益效果：本申请提供一种显示装置及显示装置有载测试的方法，通过时序控制

器接收并执行内部集成电路总线控制器输出的眼图增大指令以对应输出眼图增大的驱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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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号至驱动芯片，避免显示装置进行有载测试时由于驱动信号衰减严重而影响有载测试结

果的判断，从而提高显示装置有载测试的准确性。

附图说明

[0033] 图1为本申请一实施例的显示装置；

[0034] 图2为图1所示显示装置进行有载测试的流程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5] 下面将结合本申请实施例中的附图，对本申请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

整地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仅仅是本申请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基于

本申请中的实施例，本领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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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属于本申请保护的范围。

[0036] 请参阅图1，其为本申请一实施例的显示装置10，显示装置10包括时序控制器11、

闪存芯片12、驱动芯片14、内部集成电路总线控制器13及显示面板15，时序控制器11与闪存

芯片12、驱动芯片14以及内部集成电路总线控制器(I2C-bus  Control,Inter-Integrated 

Circuit  Bus  Control)13连接，显示面板15与驱动芯片14电连接，

[0037] 内部集成电路总线控制器13用于将眼图增大指令输出至时序控制器11；

[0038] 时序控制器11用于从闪存芯片12中读取时序控制器11工作所需的量产代码并运

行时序控制器11工作所需的量产代码以处于工作状态，处于工作状态的时序控制器11还用

于接收并执行眼图增大指令以对应输出眼图增大的驱动信号至驱动芯片；

[0039] 驱动芯片用于转化眼图增大的驱动信号以点亮显示面板15。

[0040] 需要了解的是，对于数字信号，其高电平和低电平的变化有多种序列组合，在时序

上将足够多的序列按某一个基准点对齐，然后将序列的波形叠加起来，就形成眼图。

[0041] 驱动芯片由源极驱动芯片142和栅极驱动芯片141组成，驱动芯片位于覆晶薄膜

(未示出)上，覆晶薄膜通过各向异性导电胶与显示面板15连接，覆晶薄膜还与置有时序控

制器11的印刷电路板连接。

[0042] 上述显示装置通过时序控制器接收并执行内部集成电路总线控制器输出的眼图

增大指令以对应输出眼图增大的驱动信号至驱动芯片，避免显示装置进行有载测试时由于

驱动信号衰减严重而影响有载测试结果的判断，从而提高显示装置有载测试的准确性。

[0043] 进一步地，时序控制器11包括：

[0044] 眼图增大指令接收单元，用于接收眼图增大指令；

[0045] 眼图增大指令执行单元，用于根据眼图增大指令修改时序控制器11中眼图寄存器

的代码以得增大眼图代码，并根据增大眼图代码处理输入时序控制器11的测试信号以对应

输出眼图增大的驱动信号，时序控制器11工作所需的量产代码包括眼图寄存器的代码。

[0046] 时序控制器11读取工作所需的量产代码以处于工作状态时，根据眼图增大指令修

改时序控制器11中眼图寄存器的代码以在眼图寄存器中存储增大眼图代码，即在时序控制

器11处于工作状态时修改眼图寄存器中的代码以得到能够增大眼图的代码，时序控制器11

根据修改后的代码处理测试信号时，能增大时序控制器输出的驱动信号的眼图，克服驱动

信号衰减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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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7] 本申请考虑到有载测试的目的就是测试显示装置10的闪存芯片12中量产代码的

正确性，而闪存芯片12中的量产代码是经过多次试验验证且证明为合理代码，直接修改闪

存芯片1 2中量产代码以 增大驱动信号的眼图会导致显示装置进行电 磁干扰

(Electromagnetic  Interference，EMI)测试无法通过，故不能直接修改闪存芯片12中量产

代码以增大驱动信号的眼图。本申请通过在时序控制器11读取其工作所需的量产代码以处

于工作状态时在线修改时序控制器11中眼图寄存器中的代码以得到增大眼图代码，这种修

改不会影响到对闪存芯片12中量产代码的判断。

[0048] 进一步地，内部集成电路总线控制器13包括：

[0049] 侦测单元，用于侦测高电平；

[0050] 输出单元，用于侦测单元侦测到高电平后通过内部集成电路(Inter-Integrated 

Circuit,I2C)总线输出眼图增大指令。

[0051] 在本申请中，高电平是专门针对显示装置10进行有载测试而设计的开关信号，当

内部集成电路总线控制器13接收到高电平后，内部集成电路总线控制器13向时序控制器11

输出眼图增大指令以在线修改时序控制器11中眼图寄存器中的代码从而实现增大眼图的

目的；当显示装置10断电后导致集成电路总线控制器13不能接收到高电平时，眼图寄存器

中的代码恢复至未修改之前的代码。

[0052] 更进一步地，显示装置10还包括电源模块(未示出)，电源模块用于输出高电平至

侦测单元。

[0053] 进一步地，闪存芯片12和时序控制器11通过串行外围设备接口(Serial 

Peripheral  Interface,SPI)总线连接。

[0054] 进一步地，测试信号为图像信号或视频信号等模拟信号，通过印刷电路板上相对

应地接口输入至时序控制器11，测试信号也可以是其他模拟电压信号，本申请不作具体地

限定。

[0055] 进一步地，眼图增大的驱动信号为眼图增大的微摆幅差分信号(Reduced  Swing 

Differential  Signal，RSDS)，时序控制器11将眼图增大的RSDS信号输出至源极驱动芯片

142，具体地，眼图增大的RSDS信号的眼图幅值为600-700毫伏。

[0056] 如图2所示，其为图1所示显示装置10进行有载测试的流程示意图，显示装置10包

括时序控制器11、闪存芯片12、驱动芯片14、内部集成电路总线控制器13及显示面板15，时

序控制器11分别与闪存芯片12、驱动芯片14以及内部集成电路总线控制器13连接，显示面

板15与驱动芯片14电连接，显示装置10有载测试的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57] S20:在显示装置10通电后通过跳线向时序控制器11输入测试信号；

[0058] S21:时序控制器11从闪存芯片12中读取时序控制器11工作所需的量产代码并运

行时序控制器11工作所需的量产代码以处于工作状态；

[0059] S22:处于工作状态的时序控制器11接收并执行内部集成电路总线控制器13输出

的眼图增大指令以对应输出眼图增大的驱动信号至驱动芯片14；

[0060] S23:驱动芯片14转化眼图增大的驱动信号以点亮显示面板15。

[0061] 进一步地，处于工作状态的时序控制器11接收并执行内部集成电路总线控制器13

输出的眼图增大指令以对应输出眼图增大的驱动信号包括如下步骤：

[0062] 处于工作状态的时序控制器11接收眼图增大指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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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3] 时序控制器11根据眼图增大指令修改时序控制器13中眼图寄存器的代码以得到

增大眼图代码；

[0064] 时序控制器11根据增大眼图代码处理测试信号以对应输出眼图增大的驱动信号；

[0065] 其中，所述时序控制器11工作所需的量产代码包括眼图寄存器的代码。

[0066] 进一步地，上述方法还包括如下步骤：内部集成电路总线控制器13侦测到高电平

后，通过内部集成电路总线将眼图增大指令输出至时序控制器11。

[0067] 更进一步地，上述显示装置10还包括电源模块(未示出)，电源模块将高电平输出

至内部集成电路总线控制器13。

[0068] 进一步地，闪存芯片12和时序控制器11通过串行外围设备接口总线连接。

[0069] 进一步地，测试信号为图像信号或视频信号等模拟信号，通过印刷电路板上相对

应地接口输入至时序控制器11，测试信号也可以是其他模拟电压信号，本申请不作具体地

限定。

[0070] 进一步地，眼图增大的驱动信号为眼图增大的微摆幅差分信号，时序控制器11将

眼图增大的RSDS信号输出至源极驱动芯片142，具体地，眼图增大的RSDS信号的眼图幅值为

600-700毫伏。

[0071] 上述显示装置有载测试的方法通过时序控制器接收并执行内部集成电路总线控

制器输出的眼图增大指令以对应输出眼图增大的驱动信号至驱动芯片，避免显示装置进行

有载测试时由于驱动信号衰减严重而影响有载测试结果的判断，从而提高显示装置有载测

试的准确性。

[0072] 以上实施例的说明只是用于帮助理解本申请的技术方案及其核心思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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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使相应技术方案的本质脱离

本申请各实施例的技术方案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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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说　明　书　附　图 1/1 页

9

CN 109410808 A

9


	BIB
	BIB00001

	CLA
	CLA00002
	CLA00003

	DES
	DES00004
	DES00005
	DES00006
	DES00007
	DES00008

	DRA
	DRA000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