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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gnals on the multiple common electrodes (101) are first common voltages (Vcl), wherein the first gray-scale voltages (Vdl) and
the first common voltages (Vcl) are all signals modulated by a modulation signal. The electronic device (100) comprises the touch
display unit (1).

(57) 摘要 ：一种触摸显示装置 （1) 和 电子设备 （100 ) 。该触摸显示装置 （1) 包括触摸显示面板 （10 ) 和驱动
电路 （20 ) 。该触摸显示面板 （10 ) 包括 多个像素 电极 （103 ) 和 多个公共 电极 （101 ) 。该驱动 电路 （20 ) 用
于驱动该触摸显示面板 （10 ) 执行 图像显示 ，还用 于驱动公共 电极 （101 ) 执行触摸感测 。当该驱动 电路 （20 )
驱 动该触摸显 示面板 （10 ) 同时执行 图像显示与触摸感测 时，该多个像素 电极 （103 ) 上 的信号为第 一灰 阶 电
压 （Vdl ) ，该多个公共 电极 （101 ) 上 的信 号为第一公共 电压 （Vcl ) ，其 中，该第 一灰 阶 电压 （Vdl ) 与该
第一公共 电压 （Vcl ) 均为经一调制信号调制后 的信号 。该 电子设备 （100 ) 包括该触摸显示装置 （1) 。



触摸显示装置和 电子设备

技术领域

本发明涉及触摸显示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触摸显示装置 以及具有所述触摸显示装置

的电子设备。

背景技术

通常，触摸显示装置包括外挂式、On-Cell (盒上型）、In-Cell (盒 内型或 内嵌式)三种类型的

触摸显示面板。随着技术的发展，为了进一步使得触摸显示面板 变薄，以及提 高触摸显示面

板的亮度，In-Cell 类型的触摸显示面板逐渐成为趋势。

以触摸显示装置为液晶显示装置为例进行说 明，通常，液晶显示装置包括液晶显示面板

和用于驱动所述液晶显示面板执行图像显示与触摸感测的驱动电路。所述液晶显示面板包括

多条扫描线、多条数据线、和 多个晶体管、多个像素电极、和多个公共电极。每一晶体管包

括栅极、源极、和漏极。其中，所述栅极连接扫描线，所述源极连接数据线，所述漏极连接

像素电极。所述驱动电路 用于提供扫描信号给扫描线，激活与扫描线相连接 的晶体管，并通

过数据线和激活的晶体管提供灰阶电压给像素电极，以及提供公共电压给公共电极，来驱动

液晶显示面板执行图像显示刷新。

当所述驱动 电路提供所述扫描信号给一扫描线，灰阶电压被传输给与所述扫描线相连接

的一行像素电极之后，且在提供所述扫描信号给另一扫描 线之前的时间间隙称为行间隙。换

句话说，所述驱动电路在提供灰阶电压给一行像素电极之后，在提供灰阶电压给另一行像素

电极之前的时间间隙为行间隙。另外，所述驱动电路在提供一帧灰阶电压给所有的像素电极

之后，在提供另一帧灰阶电压给所有的像素电极之前的时间间隙也可称为帧间隙。在行间隙、

帧间隙，无任何灰阶电压的传输，即，无图像显示刷新，相应地，此时，所述液晶显示面板

整个处于图像显示保持的状态。

现有的液晶显示装置一般采用在行间隙对触摸感测电极执行触摸感测。一般地，为了配

合执行触摸感测，保证触摸感测的时长，行间隙的时间一般被延长。所述触摸感测电极例如

为复用公共 电极。当公共电极复用作为触摸感测电极时，所述驱动电路通常提供与公共 电压

不同的触摸驱动信号给公共电极执行触摸感测。通常，公共电压相对于接地信号 GND (例如 ，

0 仗 )为一恒定的电压信号，所述触摸驱动信号相对于所述接地信号 GND 为具有预定频率的

周期性 变化的方波脉冲信号，以提 高触摸感测信号的信噪 比。可以看 出，所述液晶显示装置

是分时执行 图像显示刷新与触摸感测，从 而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图像显示与触摸感测之 间的相

互影响。

然，随着所述液晶显示装置的分辨率的逐渐提 高，例如，手机的液晶显示装置的分辨率

都逐渐采用 2K (如 ，2560x1440) 分辨率、甚至更高的分辨率，显示刷新频率一般采用 60HZ,



所述行 间隙、帧间隙则会被 明显压縮，如 果再采 用仅在行 间隙、帧间隙对触摸感测电极执行

触摸 感测 则会 因时 间明显不够 而导致 触摸 感测不 能充分进 行 的 问题 。 当刷 新频率提 高至

120HZ 时，可用于触摸感测的时间就更少。

发明内容

本发明 旨在 至少解决现有技术 中存在 的技术 问题之一。为此，本发明需要提供一种触摸

显示装置及电子设备。

本发明提供一种触摸显示装置，包括 ：

触摸显示面板，包括 多个像素 电极和 多个公共 电极，其 中，所述多个像素电极与所述多

个公共 电极之 间用于形成边缘 电场 ；和

驱动 电路 ，用于驱动所述触摸显示面板执行 图像显示，还 用于驱动公共 电极执行触摸感

测 ；

当所述驱动 电路驱动所述触摸显示面板 同时执行 图像显示刷新与触摸感测时，所述多个

像素电极上的信号为第一灰阶电压 ，所述 多个公共 电极上的信号为相 同的第一公共 电压 ，其

中，所述第一灰阶电压 与所述第一公共 电压均为经一调制信号调制后的信号。

可选地，所述第一灰阶电压 与所述第一公共 电压均随所述调制信号的升 高而升 高、随所

述调制信号的降低 而降低。

可选地，所述第一灰阶电压 与所述第一公共 电压均为经所述调制信号同步调制后的信号。

可选地，所述驱动 电路 用于提供相 同的第一公共 电压给所述多个公共 电极执行 图像显示

的同时，还 用于分时或 同时接收来 自所述 多个公共 电极输 出的触摸感测信号，以获取触摸信

息。

可选地，当所述驱动 电路提供所述第一灰阶电压给部分像素电极、提供相同的第一公共

电压给所述 多个公共 电极，驱动所述触摸显示面板 同时执行 图像显示刷新与触摸感测时，其

余处于悬空状态的像素电极上的信号 因电容耦合叠加 了所述调制信号。

可选地，所述多个像素电极位 于同一层 ，所述多个公共 电极位于同一层 ，所述多个像素

电极与所述 多个公共 电极之 间层叠设置，其 中，所述多个公共 电极的个数 小于所述多个像素

电极的个数。

可选地，当所述驱动 电路驱动所述触摸显示面板 同时执行 图像显示刷新与触摸感测时，

执行 图像显示刷新的像素电极与执行触摸感测的公共 电极之 间不相重叠。

可选地，所述触摸显示面板进一步包括 ：

多条扫描 线；

多条数据线；

多个晶体管开关，每一晶体管开关包括控制电极、第一传输 电极、和 第二传输 电极，其



中，控制电极与扫描 线连接 ，第一传输 电极与数据线连接 、第二传输 电极与像素电极连接 ；

当所述驱动 电路驱动所述触摸显示面板 同时执行 图像显示与触摸感测时，所述多条扫描

线上的信号均为经所述调制信号调制后的信号。

可选地，所述驱动 电路 用于提供 第一扫描开启信号给扫描 线、激活与所述扫描 线相连接

的晶体管开关，提供 第一灰阶电压给所述 多条数据线，并通过激活的晶体管开关传输给相应

的像素电极，提供相 同的第一公共 电压给所述多个公共 电极，以及接收来 自公共 电极输 出的

触摸感测信号，来驱动所述触摸显示面板 同时执行 图像显示刷新与 自电容触摸感测。

可选地，所述驱动 电路 包括调制电路 、第一接地端、和 第二接地端，所述调制电路连接

于所述第一接地端和所述第二接地端之 间，所述第二接地端 用于接收接地信号，所述调制电

路 用于根据所述接地信号与一驱动信号产生所述调制信号，并输 出所述调制信号给所述第一
接地端，当所述第一接地端的信号为所述调制信号时，所述触摸显示面板上的信号均为经所

述调制信号调制后的信号。

可选地，当所述第一接地端的信号为所述调制信号时，所述触摸显示面板上的信号或来

自所述驱动 电路输 出的信号，或 因电容耦合叠加 了所述调制信号。

可选地，所述驱动 电路进一步包括公共 电压产生电路 、触摸驱动 电路 、和数据选择 电路 ，

其 中，所述数据选择 电路 与所述多个公共 电极分別连接 ，所述公共 电压产生 电路通过所述数

据选择 电路 与所述多个公共 电极可选择性连接 ，所述触摸驱动 电路通过所述数据选择 电路 与

所述多个公共 电极可选择性连接 ，所述公共 电压产生电路 用于通过所述数据选择 电路提供所

述第一公共 电压给公共 电极执行 图像显示，所述触摸驱动 电路 用于通过所述数据选择 电路提

供所述第一公共 电压给公共 电极同时执行 图像显示与触摸感测。

可选地，所述驱动 电路进一步包括控制 电路 ，所述控制电路 与所述数据选择 电路连接 ，

所述控制电路通过控制所述数据选择 电路 ，对应控制所述公共 电压产生电路 与所述多个公共

电极的连接个数，以及控制所述触摸驱动 电路 与所述多个公共 电极的连接个数。

可选地，所述控制电路 、公共 电压产生 电路 、触摸驱动 电路 、和数据选择 电路均与所述

第一接地端连接 。

可选地，当所述触摸驱动 电路通过所述数据选择 电路提供 第一公共 电压给一部分公共 电

极 同时执行 图像显示与触摸感测时，所述公共 电压产生电路提供 第一公共 电压给其余全部或

部分公共 电极执行 图像显示。

可选地，所述数据选择 电路 包括 第一数据选择器和 多个 第二数据选择器，其 中，所述公

共 电压产生 电路通过所述第一数据选择器与所述多个公共 电极可选择性连接 ，所述触摸驱动

电路通过所述多个 第二数据选择器与所述 多个公共 电极可选择性连接 ，每一 第二数据选择器

用于连接部分公共 电极。

可选地，所述第一数据选择器包括 多个 第一输 出端 口，每一第二数据选择器包括 多个 第



二输 出端 口，每一第二输 出端 口分別连接一公共 电极，所述第一数据选择器的每一第一输 出

端 口连接于第二输 出端 口与公共电极之 间。

可选地，所述第一数据选择器的多个 第一输 出端 口与每一 第二数据选择器的多个 第二输

出端 口一一对应连接 ，或者，所述第一数据选择器的多个 第一输 出端 口与第二数据选择器的

部分第二输 出端 口相连接 ，或者，所述第一数据选择器的多个 第一输 出端 口与部分第二数据

选择器的多个 第二输 出端 口一一对应连接 。

可选地，所述多个公共 电极呈 多行多列排布，一第二数据选择器的多个 第二输 出端 口分

別连接 同一列或 同一行的公共 电极。

可选地，所述多个公共 电极呈 多行多列排布，所述多个 第二数据选择器的数量与所述多

个公共 电极的列数相 同，每一 第二数据选择器的多个 第二输 出端 口与所述多个公共 电极的行

数相 同，每一第二数据选择器的多个 第二输 出端 口分別与一列公共 电极一一对应连接 ，或，

所述多个 第二数据选择器的数量与所述多个公共 电极的行数相 同，每一第二数据选择器的多

个 第二输 出端 口与所述多个公共 电极的列数相 同，每一第二数据选择器的多个 第二输 出端 口

分別与一行公共 电极—— 对应连接 。

可选地，所述公共 电压产生电路 包括 ：

信号源，包括接地端和输 出端，所述接地端与所述第一接地端连接 ；和

跟随器，与所述第一接地端连接 ，所述跟随器通过所述数据选择 电路 与所述 多个公共 电

极可选择性连接 ，所述跟随器用于传输所述信号源所输 出的信号给所述数据选择 电路 。

可选地，所述触摸驱动 电路 包括 ：

所述信号源；和

多个运算放 大器，均与所述第一接地端连接 ，每一运算放 大器通过所述数据选择 电路 与

部分公共 电极可选择性连接 ，所述运算放 大器用于传输所述信号源所述输 出的信号给所述数

据选择 电路 ， 以及 传输来 自公共电极的触摸感测信号。

可选地，所述公共 电压产生电路进一步包括稳压 电路 ，连接于所述跟随器与第一接地端

之 间，所述稳压 电路 用于对所述跟随器输 出的信号进行稳压 。

可选地，所述跟随器包括 第一放 大器，所述第一放 大器包括 包括 第三 电源端 、第三接地

端、第一 同相端、第一反相端 、和 第一输 出端，其 中，所述第三 电源端 用于加载电源电压 ，

所述第三接地端与所述第一接地端连接 ，所述第一 同相端连接所述信号源的输 出端，所述第

一反相端与所述第一输 出端连接 ，所述第一输 出端 用于通过数据选择 电路 与所述多个公共 电

极可选择性连接 。

可选地，每一运算放 大器包括 第二放 大器和反馈支路 ；所述第二放 大器包括 第四电源端、

第四接地端 、第二 同相端、第二反相端、和 第二输 出端，其 中，所述 第四电源端 用于加载电

源电压 ，所述第四接地端与所述第一接地端连接 ，所述第二 同相端连接所述信号源的输 出端，



所述第二反相端通过反馈支路 与所述第二输 出端连接 ，所述第二反相端进一 步通过数据选择

电路 与部分公共 电极可选择性连接 。

可选地，当所述调制电路输 出所述调制信号给所述第一接地端时，所述信号源对应输 出

经所述调制信号调制后的第一参考电压信号给所述第一 同相端和 第二 同相端 ，所述运算放 大

器和跟随器对应通过所述数据选择 电路输 出与所述第一参考电压信号相 同的第一公共 电压给

所述多个公共 电极，来驱动所述触摸显示面板 同时执行 图像显示和触摸感测。

可选地，所述驱动 电路进一步包括信号处理 电路 ，所述信号处理 电路连接所述第二输 出

端，用于接收公共 电极输 出的触摸感测信号，以获取触摸信息。

可选地，所述信号源为直流源。

可选地，所述驱动 电路 用于驱动所述多个公共 电极执行 自电容触摸感测。

可选地，所述第一公共 电压相对所述调制信号保持不 变。

可选地，所述驱动 电路 用于在驱动所述触摸显示面板执行 图像显示刷新时，通过提供相

同的第一公共 电压给所述多个公共 电极，驱动所述多个公共 电极执行 图像显示，并进一 步驱

动公共 电极执行触摸感测。

可选地，所述驱动 电路进一步包括 电压产生电路 ，所述电压产生电路 用于产生所述驱动

信号，所述 第二接地端 用于连接一设备地 ，接收来 自设备地的接地信号，所述调制电路根据

所述驱动信号与所述接地信号产生所述调制信号。

本发明还提供一种电子设备，所述电子设备包括上述 中任 意一项所述的触摸显示装置。

由于 当所述驱动 电路驱动所述触摸显示面板 同时执行 图像显示与触摸感测时，所述多个

像素电极上的信号为第一灰阶电压 ，所述 多个公共 电极上的信号为第一公共 电压 ，其 中，所

述第一灰阶电压 与所述第一公共 电压均为经一调制信号调制后的信号，因此，所述触摸显示

装置在执行 图像显示的任 意过程 中均可执行触摸感测，且触摸感测与图像显示之 间的相互影

响较 小。相应地，具有所述触摸显示装置的电子设备的用户体验较好 。

附图说 明

图 1 为本发明电子设备的结构示意简图。

图 2 为图 1 所示电子设备的部分信号的一实施方式的波形示意图。

图 3 为图 1 所示电子设备的一实施方式的电路结构示意图。

图 4 为图 3 所示调制电路 的一实施方式的电路结构示意图。

图 5 为现有的触摸驱动 电路 的信号源的电路结构示意图。

图 6 为图 3 所示触摸驱动 电路 的信号源的电路结构示意图。

图 7 为图 1 所示电子设备的一具体实施方式的电路结构示意图。

图 8 为图 7 所示触摸显示面板的一实施方式的分解结构示意图。



图 9 为图 8 所示触摸显示面板的剖面结构示意图。

图 10 为图 7 所示触摸显示面板的另一实施方式的剖面结构示意图。

图 11 为图 10 所示触摸显示面板的俯视示意图。

图 12 为图 3 所示信号处理 电路 的一实施方式的结构框 图。

图 13 为图 12 所示信号处理 电路 的一信号处理单元的一实施方式的结构示意图。

图 14 为本发明电子设备的又一实施方式的结构示意图。

图 15 为图 14 所示保护 电路 的一实施方式的电路结构示意图。

图 16 为保护 电路 的另一实施方式的电路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为使本发明的上述 目的、特征和优点能够更为明显 易懂，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的具体

实施例做详细的说 明。然而，示例实施方式能够 以多种形式实施，且不应被理解为限于在此

阐述的实施方式；相反 ，提供这些实施方式使得本发明将 全面和完整，并将示例实施方式的

构思全面地传达给本领域的技术人 员。为 了方便或清楚，可能夸 大、省略或示意地示 出在 附

图中所示的每层 的厚度和 大小、以及示意地示 出相关元件 的数量。另外，元件的大小不完全

反 映实际大小，以及相关元件 的数量不完全反 映实际数量 。因为附图大小不 同等原 因，在不

同的附图中所示的相 同或相似或相关元件 的数量存在并不一致的情况。在 图中相 同的附图标

记表示相 同或类似的结构。然，需要说 明的是，为了使得标号具有规律性 以及逻辑性等，在

某些不 同实施例 中，相 同或类似的元件或结构采 用了不 同的附图标记，根据技术的关联性 以

及相关文字说 明，本领域的技术人 员是可直接或 间接判断得知。

此外，所描述的特征、结构可 以 以任何合适的方式结合在一个或更多实施方式中。在下

面的描述 中，提供许 多具体细节从 而给 出对本发明的实施方式的充分理解。然而，本领域技

术人 员应意识到，没有所述特定细节中的一个或更多，或者采 用其它的结构 、組元等，也可

以实践本发明的技术方案。在其它情况下，不详细示 出或描述公知结构或者操作 以避 免模糊

本发明。

进一步地，下列术语是示例性 的，并非 旨在 以任何方式进行限制。在 阅读本 申请之后，

本领域技术人 员将认识到，这些术语表述适用于技术、方法、物理元件 以及 系统(无论 目前是

否知晓)，包括 阅读本申请之后本领域技术人 员推断 出或者可推断的其扩展 。

在本发明的描述 中，需要理解的是 ：" 多个 " 包括 两个和 两个 以上 ， " 多条 " 包括 两条和

两条 以上 ，" 多颗 " 包括 两颗和两颗 以上 ，" 多行 " 包括 两行和两行 以上 ，" 多列 " 包括 两列和

两列 以上 ， 除非本申请另有明确具体 的限定。另外，各元件名称 以及信号名称 中出现的 " 第

一"、" 第二 "、" 第三 "、" 第四 " 等词语并不是 限定元件或信号 出现的先后顺序，而是为方便

元件命名，清楚 区分各元件，使得描述更 简洁易懂。为了避 免理解混淆，需要进一步预先说



明的有 ：

对于显示装置而言，显示装置包括显示面板和驱动 电路 。所述驱动 电路 用于驱动所述显

示面板执行 图像显示。所述显示面板通常包括 多个像素点，每一像素点包括 第一电极和 第二

电极，工作 时，所述第一电极与所述第二电极之 间的压差决定像素点的显示灰度级別。其 中，

所述多个像素点的第一电极例如 为彼此连接 为一体 的结构，是一整层 电极，所述 多个像素点

的第二电极为彼此分立的结构 。所述驱动 电路通过给所述各像素点的第一电极提供相 同的电

压 (例如 为 0 仗 )，给所述各像素点的第二电极提供不 同的电压 ，从 而可实现不 同灰阶的图像

显示。

当所述显示装置为液晶显示装置时，所述第一电极为公共 电极，所述第二电极为像素电

极。所述驱动 电路通过提供公共 电压给第一电极、提供灰阶电压给第二电极来驱动液晶显示

面板执行 图像显示。可变更地 ，所述显示装置也可为其它合适类型的显示装置，例如 电子纸

显示装置等。

对于每一像素点而言，其 图像显示状态一般 包括 图像显示刷新状态和 图像显示保持状态。

以单一像素点为例，当所述驱动 电路提供灰阶电压给第二电极、提供公共 电压给第一电极时，

所述像素点开始执行 图像显示刷新，当所述灰阶电压 写入至第二电极之后，停止提供灰阶电

压给所述第二电极，图像显示刷新完成。之后，所述像素点进入 图像显示保持状态，直至所

述像素点下一次接收到灰阶电压。

需要说 明的是，图像显示刷新的过程可进一步包括对 第二 电极进行预充电或预放 电，当

同一行的第二电极达到同一电压后再提供实现预定灰阶画面的灰阶电压给第二电极。

可 以看 出，对于图像显示刷新 而言，即为第一电极在接收公共 电压 时，第二 电极有灰阶

电压 写入的过程 。

一般地，所述多个像素点例如呈行列式排布。所述驱动 电路通常逐行或按行驱动像素点

执行 图像显示刷新。

此处指 出图像显示刷新与图像显示保持这两种不 同的显示状态，是为更好理解下面所述

本发明的各实施方式做准备。另外，更明确 " 图像显示刷新 " 与 " 图像显示保持 " 是 两种不

同的技术概念。

需要说 明的是，第一电极、第二电极在不 同类型的显示装置 中的具体 叫法有所不 同，对

于适用本申请的各合适类型的显示装置，统一称 第一电极为公共 电极，统一称 第二电极为像

素电极。相应地，所述驱动 电路提供给第一电极的显示电压信号为公共 电压 ，提供给第二电

极的显示电压信号为灰阶电压 。

触摸屏一般 包括 电阻式、电容 式、红外线式等几种类型的触摸屏，其 中，电容式触摸屏

的应 用更为广泛。电容式触摸屏又包括互电容式触摸屏和 自电容式触摸屏。

在基于互 电容的触摸 系统中，触摸屏可包括 (例如 )驱动 区及感测 区，诸如驱动线及感测



线。在一实例 情况 中，驱动 线可形成 多行，而感测线可形成 多列（例如 ，正 交)。触摸像素可

设置于行与列的交叉点处。在操作期 间，可用交流信号(AC) 波形来激励所述行，且互 电容可

形成于该触摸像素的行与列之 间。在一物件接近该触摸像 素时，耦合于该触摸像素的行与列

之 间的一些 电荷 可改为耦合至该物件上。耦合于该触摸像 素上的电荷 的此减 少可导致行 与列

之 间的互 电容 的净减少及耦合于该触摸像素上的 AC 波形的减少。电荷耦合 AC 波形的此减

少可 由触摸 系统检测并测量 以判定该物件在触摸该触摸屏时的位置。

相对地 ，在基于 自电容 的触摸 系统 中，每一触摸像素可 由形成对地 的 自电容 的个別电极

形成。在一物件接近该触摸像素时，另一对地 电容 (capacitance to ground) 可形成于该物件 与该

触摸像素之 间。该另一对地 电容可导致该触摸像素所经受的 自电容 的净增加 。此 自电容增加

可 由触摸 系统检测并测量 以判 定该物件在触摸该触摸屏时的位置。

下面，对本发明的各实施例进行说 明。

请一并参 阅图 1 和 图 2， 图 1 为本发明电子设备 的结构示意简图。图 2 为图 1 所示 电子

设备 的部分信号的一实施方式的波形示意图。所述 电子设备 100 如 为可携 式电子产品、智能

家居 电子产 品、 以及车载 电子产品等各种合适 类型的产品，本发明对此不作 限制。所述可携

式电子产品例如 为手机 、平板 电脑 、笔记本电脑 、穿戴式设备等 。所述智能家居 电子产品例

如 为台式电脑 、冰箱、洗衣机 、电视等。所述车载电子产品例如 为导航仪 、车载 DVD 等等。

所述 电子设备 100 包括触摸显示装置 1。所述触摸显示装置 1 用于实现 图像显示与触摸感测。

所述触摸显示装置 1 为 In-Cell (盒 内型或 内嵌 式)类型的触摸显示装置。所述触摸显示装置 1

中的显示装置例如 为液晶显示装置。相应地 ，所述触摸显示装置 1 为触摸 液晶显示装置。下

面主要 以触摸 液晶显示装置为例进行说 明。然，可 变更地 ，所述触摸显示装置 1 中的显示装

置也可为其 它合适 类型的显示装置，如 ，电子纸显示装置(EPD) 等 。

所述触摸显示装置 1 包括触摸显示面板 10 和驱动 电路 20。所述触摸显示面板 10 包括 多

个公共 电极 101。所述 多个公共 电极 101 用作显示 电极和触摸感测 电极。所述驱动 电路 20 和

所述 多个公共 电极 101 分別连接 ，用于驱动所述 多个公共 电极 101 执行 图像显示，还 用于驱

动所述 多个公共 电极 101 执行触摸感测。较佳地 ，所述驱动 电路 20 用于驱动所述 多个公共 电

极 101 执行 自电容触摸感测。然，本发明并不局限于此，所述驱动 电路 20 还 可用于驱动所述

多个公共 电极 101 执行其 它合适 类型的触摸感测，例如 为互 电容触摸感测，只要是基于本 申

请所揭示的技术思想而做 的其 它变更或扩展均应 落入本 申请的保护 范 围。

所述 多个公共 电极 101 例如呈二維阵列排布，具体地 ，所述 多个公共 电极 101 沿 X 方向

和 Y 方向呈 多行 多列排布，其 中，所述 X 方向为行方向，所述 Y 方向为列方向。然，可 变

更地 ，在其 它实施方式中，所述多个公共 电极 101 也可呈其 它规则或非规则方式排布，本发

明对此并不做 限制。

所述驱动 电路 20 用于在驱动所述触摸显示面板 10 执行 图像显示的任 意过程 中，均可进



一步驱动公共 电极 101 执行 自电容触摸感测。因此，即使 当触摸显示装置 1 的显示分辨率提

高，也并不会縮短触摸感测的时间，进 而，打破显示分辨率增加所带来的触摸感测时间不够

的技术瓶颈。相应地，所述电子设备 100 的用户使 用体验较好 。

尤其地，所述驱动 电路 20 在驱动触摸显示面板 10 执行 图像显示刷新的同时，可进一步

驱动公共 电极 101 执行 自电容触摸感测。从 而，触摸显示装置 1 的触摸感测并不局限在行 间

隙 I、帧间隙进行。

当所述驱动 电路 20 驱动触摸显示面板 10 同时执行 图像显示与触摸感测时，所述触摸显

示面板 10 上的所有电信号均为经一调制信号 MGND 调制后的信号。所述触摸显示面板 10

上的各 电信号例如均随所述调制信号 MGND 的升 高而升 高，随所述调制信号 MGND 的降低

而降低。

所述驱动 电路 20 例如通过利用所述调制信号 MGND 同步调制所述触摸显示面板 10 的所

有信号，来驱动所述触摸显示面板 10 执行 图像显示的同时，进一步驱动所述多个公共 电极

101 执行 自电容触摸感测。

当所述驱动 电路 20 驱动触摸显示面板 10 同时执行 图像显示与触摸感测时，所述触摸显

示面板 10 上的元件或被所述驱动 电路 20 直接驱动，或被所述驱动 电路 20 间接驱动。以触摸

显示面板 10 上的一元件为例，当所述元件被所述驱动 电路 20 直接驱动时，所述元件上的信

号为来 自驱动 电路 20 输 出的经调制信号 MGND 调制后的信号 ；当所述元件未被驱动 电路 20

直接驱动时，则例如通过电容耦合被驱动 电路 20 间接驱动，电容耦合存在于被驱动 电路 20

直接驱动的元件与被驱动 电路 20 间接驱动的元件之 间，相应地，所述元件的信号 因电容耦合

叠加所述调制信号 MGND 。从 而，所述触摸显示面板 10 上的所有电信号均为经所述调制信

号 MGND 调制后的信号。除 了电容耦合，所述触摸显示面板 10 中的元件例如还可通过电阻

等元件被驱动 电路 20 间接驱动。

然，可变更地，在其它实施方式中，所述触摸显示面板 10 上的所有电信号也可均为来 自

驱动 电路 20 输 出的调制后的信号。

所述驱动 电路 20 例如提供相 同的第一公共 电压 Vcl 给所述多个公共 电极 101 执行 图像

显示的同时，可进一步驱动公共电极 101 执行 自电容触摸感测。所述第一公共 电压 Vcl 为经

所述调制信号 MGND 调制后的信号。例如 ，所述第一公共 电压 Vcl 与所述调制信号 MGND

之 间的压差保持不 变。所述第一公共 电压 Vcl 相对所述调制信号 MGND 保持不 变。然，可

变更地，所述第一公共 电压 Vcl 也可为与所述调制信号 Vcl 之 间的压差相对 变化的信号。较

佳地，所述第一公共 电压 Vcl 相对接地信号 GND 为变化的信号。所述接地信号 GND 例如 为

0 V (仗 )的恒定电压信号，但不局限于 0V 的恒定电压信号，也可为接近 0V 的恒定电压信号，

所述接地信号 GND 通 常为电子设备 100 的设备地上的电压信号。所述设备地 又称 系统地，

例如 为电子设备 100 的供 电电源的 负极，供 电电源如 为电池。所述接地信号 GND 又称 系统



地电压、系统地信号、设备地电压、或设备地信号等。通常，所述设备地并非地球大地或绝

对大地。然，当电子设备 100 通过导体与地球大地连接时，所述设备地也可能为地球大地。

以一个公共电极 101 为例，当驱动电路 20 驱动所述公共电极 101 同时执行图像显示与触

摸感测时，提供给所述公共电极 101 的第一公共电压 Vcl 同时用作显示驱动信号与触摸驱动

信号；当驱动电路 20 驱动所述公共电极 101 执行图像显示而非同时执行触摸感测时，提供给

所述公共电极 101 的第一公共电压 101 用作显示驱动信号而非同时用作触摸驱动信号。

所述驱动电路 20 可驱动所述多个公共电极 101 分时执行触摸感测，也可驱动所述多个公

共电极 101 同时执行触摸感测。

相应地，当所述驱动电路 20 驱动所述多个公共电极 101 同时执行触摸感测时，提供给所

述多个公共电极 101 的第一公共电压 Vcl 都同时用作触摸驱动信号；当所述驱动电路 20 驱

动所述多个公共电极 101 分时执行触摸感测时，提供给所述多个公共电极 101 的第一公共电

压 Vcl 并不是都同时用作触摸驱动信号。因此，也可称驱动电路 20 驱动公共电极 101 执行

触摸感测的第一公共电压 Vcl 为触摸驱动信号。

当所述驱动电路 20 分时驱动所述多个公共电极 101 执行触摸感测时，虽然所述驱动电路

20 提供相同的第一公共电压 Vcl 给所述多个公共电极 101，但是所述驱动电路 20 中驱动公

共电极 101 同时执行图像显示与触摸感测的电路结构与驱动公共电极 101 执行图像显示而非

同时执行触摸感测的电路结构是不同的。

由于所述触摸显示面板 10 上的所有电信号均为经所述调制信号 MGND 同步调制后的信

号，因此，所有电信号中经调制后的显示驱动信号能够驱动所述触摸显示面板 10 执行正常图

像显示，而且经调制后的显示驱动信号，例如，第一公共电压 Vcl ，可进一步同时适用于驱

动公共电极 101 执行 自电容触摸感测。相应地，所述驱动电路 20 在驱动触摸显示面板 10 执

行图像显示的任意过程中，均可驱动触摸显示面板 10 执行触摸感测，且所述触摸感测不会影

响图像的正常显示。进一步地，即使当触摸显示装置 1 的显示分辨率提高，也并不会縮短触

摸感测的时间，从而提高电子设备 100 的用户使用体验。

为了更好地理解，可先参见图 7，对于像素点 11 的公共电极 101 与像素电极 103 之间的

显示压差而言，公共电极 101 与像素电极 103 上的信号当被所述调制信号MGND 同步调制后，

显示压差不会改变，图像正常显示，而提供给公共电极 101 的第一公共电压 Vcl 是经所述调

制信号 MGND 调制后的信号，所述第一公共电压 Vcl 相对于接地信号 GND 为变化的信号，

从而，在确保触摸显示面板 10 正常显示图像的过程中能同时驱动公共电极 101 执行 自电容触

摸感测。

对于执行图像显示刷新的像素点 11 和执行图像显示保持的像素点 11 而言，执行图像显

示刷新的像素点 11 的像素电极 103 上的信号为来 自驱动电路 20 所提供的调制后的信号，执

行图像显示保持的像素点 11 的像素电极 103 上的信号因电容耦合叠加所述调制信号 MGND 。



所述触摸显示装置 1 例如 为高清(HD) 显示装置、全高清(FHD) 显示装置、超 高清(UHD)

显 示 装 置 等各 种 类型 的显 示装 置 ，对应 地 ，显示 分辨 率例如 为 1280x720 、 1920x1080 、

3840x2160, 然 ，所述显示分辨率并不局限于此，例如 ， 当显示分辨率为 2K 时，2K 可为

1920x1080, 然，也可为 2560X1440 等各种合适情况。类似地，当显示分辨率为 4K 、 8Κ 时，

也可包括 多种情况，然，对于触摸显示装置 1 均是可在 图像显示的任 意过程 中，能够 同时执

行触摸感测，且触摸感测不影响正 常的图像显示。即，触摸显示装置 1 可同时执行 图像显示

与 自电容触摸感测。

尤其地，所述驱动 电路 20 在驱动所述触摸显示面板 10 执行 图像显示刷新时，可驱动公

共 电极 101 — 同执行 自电容触摸感测，获取触摸信息。图像显示刷新与 自电容触摸感测之 间

可同时共存，且触摸显示装置 1 的图像显示与触摸感测的品质较 高。

由于所述触摸显示面板 10 上的信号被所述调制信号 MGND 同步调制，且经调制后的第

一公共 电压 Vcl 可 同时用作显示驱动信号与触摸驱动信号，因此，所述触摸显示装置 1 可同

时执行 图像显示刷新与 自电容触摸感测，且所述触摸显示装置 1 的图像显示与触摸感测之 间

并不存在干扰或干扰较 小。

另外，当所述触摸显示面板 10 在所述驱动 电路 20 的驱动下处于非 图像显示刷新的状态

时，例如 ，行 间隙 1(见图 2 所示）、帧间隙时，所述驱动 电路 20 也可驱动公共 电极 101 — 同

执行 自电容触摸感测。此时，所述触摸显示面板 10 整个处于图像显示保持 的状态，由于采 用

所述调制信号 MGND 对驱动 电路 20 输 出给触摸显示面板 10 的信号进行 同步调制，因此，执

行触摸感测并不会改变像素点 11(见图 7)的两个 电极 101、 103 之 间的显示压差，相应地，触

摸显示面板 10 的图像显示与触摸感测的品质较好 。

由于所述驱动 电路 20 在驱动所述触摸显示面板 10 执行 图像显示的任 意过程 中、均可驱

动公共 电极 101 — 同执行触摸感测，因此，厂商可根据需要 自行设定所述驱动 电路 20 驱动公

共 电极 101 执行触摸感测的时段 。具体地，例如 ，在 图像显示的整个过程或部分过程 中，执

行触摸感测。更具体地，例如 ，在 图像显示刷新期 间和/或行 间隙 I、帧间隙期 间，执行触摸

感测，等等。

在本实施方式中，所述驱动 电路 20 同时驱动所述多个公共 电极 101 执行 图像显示，以及

分时驱动所述多个公共 电极 101 执行 自电容触摸感测。

需要说 明的是，对于所述多个公共 电极 101 作 为整体 而言，所述驱动 电路 20 是分时驱动

所述多个公共 电极 101 执行 自电容触摸感测的。然，对于所述多个公共 电极 101 中的部分公

共 电极 101 而言，所述驱动 电路 20 可是 同时驱动部分公共 电极 101 执行触摸感测的。例如 ，

所述驱动 电路 20 每次 同时驱动所述多个公共 电极 101 中的一部分公共 电极 101 执行触摸感

测，通过先后多次驱动，完成对所有公共公共 电极 101 的一次触摸感测。然，可变更地，所

述驱动 电路 20 也可每次驱动一公共 电极 101 执行触摸感测。



在本申请 中，不管是驱动 电路 20 每次驱动一公共 电极 101 执行触摸感测，还是每次 同时

驱动部分公共 电极 101 执行触摸感测，只要所述驱动 电路 101 通过先后多次驱动所述多个公

共 电极 101 执行完一次触摸感测，即定义所述驱动 电路 20 为分时驱动所述多个公共 电极 101

执行触摸感测。

具体地，所述驱动 电路 20 同时提供所述第一公共 电压 Vcl 给所述多个公共 电极 101，并

分时接收来 自所述多个公共 电极 101 输 出的触摸感测信号，以实现 同时驱动所述多个公共 电

极 101 执行 图像显示， 以及 分时驱动所述多个公共 电极 101 执行 自电容触摸感测。

然，可变更地，在其它实施方式中，所述驱动 电路 20 也可同时驱动所述多个公共 电极

101 均执行 图像显示与触摸感测。

对于所述驱动 电路 20 分时驱动所述多个公共 电极 101 执行 自电容触摸感测，例如可为：

所述驱动 电路 20 按行驱动公共 电极 101 执行 自电容触摸感测。当所述驱动 电路 20 提供所述

第一公共 电压 Vcl 给一行公共 电极 101 执行 自电容触摸感测与图像显示时，也提供所述第一

公共 电压 Vcl 给其余行的公共 电极 101 执行 图像显示。当所述驱动 电路 20 驱动一行公共 电

极 101 执行完 自电容触摸感测后，接下来，驱动另一行的公共 电极 101 执行 自电容触摸感测

与图像显示，并驱动其余行的公共 电极 101 执行 图像显示。如此，通过先后多次，完成对所

有的公共 电极 101 的一次触摸感测驱动。

所述驱动 电路 20 可逐行驱动公共 电极 101 执行图像显示与触摸感测，也可一次 同时驱动

多行公共 电极 101 执行 图像显示与触摸感测。

由于所述驱动 电路 20 分时(如 ，按行或逐行)驱动公共 电极 101 执行 自电容触摸感测，因

电容触摸感测的芯片的输 出引脚要少，从 而可减小集成有所述驱动 电路 20 的芯片的面积，进

而达到节省成本的 目的。

在不 同的实施方式中，所述驱动 电路 20 可一次驱动一行公共 电极 101 执行触摸感测，也

可一次驱动 多行公共 电极 101 执行触摸感测，又可一次驱动所有的公共 电极 101 同时执行触

摸感测。另外，所述驱动 电路 20 也可并非按行驱动公共 电极 101 执行触摸感测，例如 ，按列

驱动公共 电极 101 执行触摸感测或按非规律 的驱动方式来驱动公共 电极 101 执行触摸感测等

等情况也是可 以的。

进一步地，对于驱动 电路 20 分时驱动所述多个公共 电极 101 执行 自电容触摸感测 ：所述

驱动 电路 20 各次驱动公共 电极 101 执行触摸感测之 间是连续不 间断的，即，驱动 电路 20 在

同时驱动部分公共 电极 101 执行完触摸感测之后，接着，同时驱动另一部分公共 电极 101 执

行触摸感测 ；或者，驱动 电路 20 间歇性驱动所述多个公共 电极 101 执行 自电容触摸感测，如 ，

驱动 电路 20 在驱动公共 电极 101 执行触摸感测达第一预定时间之后，停止执行触摸感测驱动

达第二预定时间，接着，再驱动公共 电极 101 执行触摸感测。



然，当所述驱动电路 20 同时驱动所述多个公共电极 101 执行触摸感测时，也可采用间歇

性的驱动方式。即，当所述驱动电路 20 同时驱动所述多个公共电极 101 执行触摸感测达第一

预定时间之后，停止执行触摸感测驱动达第二预定时间，接着，再同时驱动所述多个公共电

极 101 执行触摸感测。

所述驱动电路 20也可采用分时驱动与同时驱动相结合的方式对所述多个公共电极 101 执

行触摸感测也是可以的。

需要说明的是，所述驱动电路 20 在相邻两次驱动执行触摸感测的公共电极 101 可部分重

叠或不相重叠。

尤其地，对于所述驱动电路 20 间歇性驱动所述多个公共电极 101 执行 自电容触摸感测的

方式，定义存在公共电极 101 执行触摸感测的时段为第一时段 W l ，定义所述多个公共电极

101 均执行图像显示而非同时执行触摸感测的时段为第二时段 W2。相邻的第一时段 W l 之间

包括第二时段 W2。例如，所述第一时段 W 1 与所述第二时段 W2 交替进行。

在第一时段 W l ，所述驱动电路 20 利用所述调制信号 MGND 同步调制所述触摸显示面

板 10 的信号，相应地，所述驱动电路 20 输出经调制后的第一公共电压 Vcl 给公共电极 101

同时执行图像显示和 自电容触摸感测。

为了便于与下述的第二时段 W2 的信号进行清楚区分，定义所述驱动电路 20 在第一时段

W 1输出给所述触摸显示面板 10 的信号均为第一信号，定义所述驱动电路 20 在第二时段 W2

输出给所述触摸显示面板 10 的信号均为第二信号。相应地，所述第一信号包括所述第一公共

电压 Vcl 。

在每一第二时段 W2，所述驱动电路 20 输出第二信号给所述触摸显示面板 10 执行图像

显示。

较佳地，在第二时段 W2，所述驱动电路 20 并不利用所述调制信号 MGND 同步调制所

述触摸显示面板 10 的信号。相应地，所述第一信号例如为所述第二信号经所述调制信号

MGND 调制后的信号。所述驱动电路 20 输出所述第一信号给所述触摸显示面板 10 同时执行

图像显示与自电容触摸感测。

所述第二信号包括第二公共电压 Vc2 。在第二时段 W2，所述驱动电路 20 输出第二公共

电压 Vc2 给所述多个公共电极 101 执行图像显示。

所述第一公共电压 Vcl 例如为所述第二公共电压 Vc2 经所述调制信号 MGND 调制后的

信号。所述第二公共电压 Vc2 相对接地信号 GND 例如为不变的电压信号。对于液晶显示装

置而言，所述第二公共电压 Vc2 例如为(-1)V ，然，对于其它类型的显示装置而言，所述第二

公共电压 Vc2 也可为其它大小的电压信号。所述调制信号 MGND 例如为 0 仗到 1.8 仗之间变

化的信号。然，本发明并不局限于此，所述调制信号 MGND 、所述第二公共电压 Vc2 等信号

也可为其它合适类型的信号，下面会有相关说明。



由于在第二时段 W2, 所述驱动电路 20 并不利用所述调制信号 MGND 同步调制所述触

摸显示面板 10 的信号，例如，采用现有的显示驱动方式进行驱动，因此，所述触摸显示装置

1在第二时段 W2 相较于在第一时段 W 1采用调制的技术方案要相对降低功耗。

由上述可知，驱动电路 20 采用间歇性驱动所述多个公共电极 101 执行触摸感测的方式，

所述触摸显示装置 1 不仅在执行图像显示的任意过程中可执行 自电容触摸感测，也可尽量避

免因采用调制方案而导致功耗较大。

在第一时段 W l ，所述驱动电路 20 例如驱动多行公共电极 101 执行完触摸感测，或者，

驱动所有的公共电极 101 执行完一次触摸感测，或者，驱动所有的公共电极 101 执行完多次

触摸感测。对于所述驱动电路 20 驱动所有的公共电极 101 执行完多次触摸感测的情况又可分

为多种情况，例如，所述驱动电路 20 驱动所有的公共电极 101 执行完触摸感测的次数相同，

或者，所述驱动电路 20 驱动一部分公共电极 101 执行完触摸感测的次数相同，驱动另一部分

公共电极 101 执行完触摸感测的次数相同，然，所述驱动电路 20 驱动这两部分公共电极 101

执行完触摸感测的次数不同。

需要说明的是：第二时段 W2 的时长设置需对所述触摸显示装置 1 整体检测触摸操作并

不存在影响，相反还可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功耗。

各第一时段 W 1 的时长例如相同，各第二时段 W2 的时长例如相同。然，所述各第一时

段 W 1 的时长也可并不完全相同或彼此均不同，所述各第二时段 W2 的时长也可并不完全相

同或彼此均不同。另外，对于不同类型的触摸显示装置 1、对于尺寸不同的触摸显示装置 1、

对于材料不同的触摸显示装置 1 的第一时段 W l 、第二时段 W2 也可对应不同。进一步地，对

于所述触摸显示装置 1 工作在不同的状态，例如，黑屏待机状态与亮屏图像显示状态，所述

第一时段 W l 、第二时段 W2 的时长设置也可不同，以降低功耗。

然，可变更地，在一些实施方式中，在第二时段 W2，所述驱动电路 20 也可依然采用所

述调制信号 MGND 同步调制所述触摸显示面板 10 的信号进行显示驱动。

下面主要以驱动电路 20 间歇性且分时驱动所述多个公共电极 101 执行触摸感测的方式，

对触摸显示装置 1及其工作原理进行说明。

请参阅图 3，图 3 为所述电子设备 100 的一具体实施方式的电路结构示意图。所述驱动

电路 20 包括调制电路 2 1、公共电压产生电路 22、触摸驱动电路 23、数据选择电路 24、控制

电路 25、和信号处理电路 26。所述公共电压产生电路 22 和所述触摸驱动电路 23 连接所述数

据选择电路 24。所述数据选择电路 24 连接所述多个公共电极 101。所述控制电路 25 与所述

数据选择电路 24 相连接。所述公共电压产生电路 22 和所述触摸驱动电路 23 通过所述数据选

择电路 24 可选择性连接相应的公共电极 101。

所述公共电压产生电路 22 用于驱动公共电极 101 执行图像显示。

触摸驱动电路 23 用于驱动同一公共电极 101 同时执行图像显示与自电容触摸感测。



所述信号处理电路 26 用于根据所述触摸驱动电路 23 所输 出的触摸感测信号进行触摸坐

标计算，获取触摸位置信息。

所述数据选择电路 24 在所述控制电路 25 的控制下，对应选择输 出所述公共电压产生电

路 22 所产生的信号给相应的公共电极 101 执行图像显示，以及选择输 出所述触摸驱动电路

23 所产生的信号给相应的公共电极 101 执行图像显示与 自电容触摸感测。

所述控制电路 25 例如根据主控芯片 3 的控制信号，对应控制所述数据选择电路 24 的信

号输 出时序。

所述调制电路 2 1 用于产生所述调制信号 MGND 。所述调制信号 MGND 例如为方波脉冲

信号，包括 第一参考信号与第二参考信号。所述第一参考信号与第二参考信号的电压情况可

为下述五种情况中的任意一种：

第一：第一参考信号的电压为正电压，第二参考信号的电压为 0V;

第二 ：第一参考信号的电压为 ov ，第二参考信号的电压为负电压 ；

第三 ：第一参考信号的电压为正电压，第二参考信号的电压为负电压，所述第一参考信

号的电压的绝对值等于或不等于所述第二参考信号的电压的绝对值。

第四：第一参考信号、第二参考信号的电压为大小不同的正电压。

第五 ：第一参考信号、第二参考信号的电压为大小不同的负电压。

以接地信号 GND 为参照，所述第一参考信号、第二参考信号均为恒定电压信号。所述

调制信号为第一参考信号与第二参考信号交替 出现的方波脉冲信号。

所述调制信号 MGND 例如为周期性变化的方波脉冲信号。所述调制信号 MGND 并不局

限于方波脉冲信号，也可为其它合适的波形信号，例如，正弦波信号、二级阶梯信号等等。

所述调制信号 MGND 也并不局限于周期性变化的信号，也可为非周期变化的信号。

在本实施方式中，所述调制信号 MGND 的第一参考信号为接地信号 GND ，所述第二参

考信号为高于第一参考信号的驱动信号。比如，所述接地信号 GND 为 0V ，所述驱动信号为

1.8V。然，所述接地信号为 0V 、所述驱动信号为 1.8V 只是一个示例，可根据产品的情况做

对应幅度的调整，本发明对此并不做限制。

具体地，所述驱动电路 20 可进一步包括电压产生电路 27。所述电压产生电路 27 用于产

生所述第二参考信号。所述调制电路 2 1 连接所述电子设备 100 的设备地和所述电压产生电路

22，接收所述设备地上的接地信号 GND 与所述电压产生电路 22 产生的第二参考信号，对应

产生所述调制信号 MGND 。为区別接地信号 GND ，所述调制信号被标示为 MGND 。
在本实施方式中，所述驱动电路 20 通过提供所述调制信号 MGND 给驱动电路 20 中的一

部分地，来达到同步调制触摸显示面板 10 的所有信号。即，只要这部分地上的信号为调制信

号 MGND, 所述触摸显示面板 10 的所有信号均同步变为经所述调制信号 MGND 调制后的信



定义在第一时段 W l 施加有调制信号MGND 的地为调制地，以区別施加有接地信号 GND

的设备地。相应地，在第一时段 W l ，所述电子设备 100 是以两个域为电压参考基准。两个

域分別示出为以接地信号 GND 为基准的域 80 和以调制信号 MGND 为基准的域 90。其中，

在以接地信号 GND 为基准的域 80 中的电路的接地端用于加载接地信号 GND ，在以调制信号

MGND 为基准的域 90 中的电路的接地端用于加载调制信号 MGND 。进一步地，对于以调制

地为地的电路，其参考地电位为调制地所加载的调制信号 MGND; 对于以设备地为地的电路，

其参考地电位为设备地所加载的接地信号 GND 。

即，在第一时段 W 1，调制地由接地信号 GND 被调制为调制信号 MGND ，以调制地所

加载的调制信号 MGND 为参考基准的所有信号均被调制信号 MGND 所调制。

相对地，在第二时段 W2，所述电子设备 100 是以一个域为电压参考基准，均以接地信

号GND 为电压参考基准。所述电子设备 100 中的电路的地均连接设备地，接收接地信号GND 。

即，在第二时段 W2，所述调制地对应变为设备地，用于传输接地信号 GND 而非调制信号

MGND 。

预先说明的是，在本实施方式中，在第一时段 W l ，所述公共电压产生电路 22、触摸驱

动电路 23、数据选择电路 24、和控制电路 25 位于所述域 90 中，所述调制电路 2 1 和电压产

生电路 27 位于所述域 80 中。所述信号处理电路 26 的一部分位于域 80 中，一部分位于域 90

中。

所述调制电路 2 1 包括调制端 M。所述调制电路 2 1 通过所述调制端 M 输出所述调制信号

MGND 给到域 90 中的各电路的接地端，从而，以调制信号 MGND 为电压参照基准的域 90

中的电路输出经调制信号 MGND 调制后的信号给所述触摸显示面板 10。其中，所述调制端

连接调制地，或作为调制地的一端。另外，触摸显示面板 10 上例如处于悬空状态的元件(如，

后述执行图像显示保持的像素电极 103，见图 7)上的信号如因电容耦合作用叠加所述调制信

号 MGND 。因此，在第一时段 W l ，所述触摸显示面板 10 上的所有电信号均变为经所述调制

信号 MGND 调制后的信号。

在域 90 中的电路，例如，所述公共电压产生电路 22、触摸驱动电路 23、数据选择电路

24、控制电路 25、所述信号处理电路 26 中的部分电路，若包括接地端，则接地端可直接连

接至调制地。

在第二时段 W2，所述调制电路 2 1、公共电压产生电路 22、触摸驱动电路 23、数据选择

电路 24、控制电路 25、信号处理电路 26、电压产生电路 27 均是以接地信号 GND 为电压参

考基准。

相应地，在第一时段 W1, 所述调制电路 2 1 根据设备地上的接地信号 GND 和来 自所述

电压产生电路 27 的驱动信号对应产生所述调制信号 MGND, 并提供所述调制信号 MGND 给

所述调制地。所述公共电压产生电路 22 对应产生所述第一公共电压 Vcl ，并通过所述数据选



择电路 24 提供给相应的公共电极 101 执行图像显示。所述触摸驱动电路 23 对应产生所述第

一公共电压 Vcl ，并通过所述数据选择电路 24 提供给相应的公共电极 101 执行图像显示与自

电容触摸感测。所述信号处理电路 26 接收来 自所述触摸驱动电路 23 输出的触摸感测信号，

以获取触摸信息。即，所述触摸驱动电路 23 输出给公共电极 101 的第一公共电压 Vcl 同时

用作显示驱动信号与触摸驱动信号，所述公共电压产生电路 22 输出给公共电极 101 的第一公

共电压 Vcl 仅用作显示驱动信号。

所述触摸驱动电路 23 与公共电压产生电路 22 输出给所述多个公共电极 101 的第一公共

电压 Vcl 为经所述调制信号 MGND 调制后的相同信号，且所述触摸驱动电路 23 能够进一步

传输来 自公共电极 101 所感测到的触摸感测信号给信号处理电路 26，以获取触摸信息，因此，

所述驱动电路 20 能够驱动触摸显示面板 10 同时执行图像显示与自电容触摸感测。

由于所述触摸驱动电路 23 提供给公共电极 101 的第一公共电压 Vcl 既用作触摸驱动信

号，又用作显示驱动信号，因此，在所述公共电压产生电路 22 驱动部分公共电极 101 执行图

像显示时，所述触摸驱动电路 23 可一同驱动其余公共电极 101 执行图像显示与自电容触摸感

测。因此，本发明的触摸显示装置 1 在执行图像显示的任意过程之中，均可同时执行触摸感

测，且，触摸感测与图像显示之间无干扰或对图像显示造成的干扰较少。

进一步地，在第二时段 W2，所述公共电压产生电路 22 通过所述数据选择电路 24 提供

第二公共电压 Vc2 给所述多个公共电极 101 执行图像显示。

较佳地，在第二时段 W2，通过所述控制电路 25 控制所述数据选择电路 24，所述多个公

共电极 101 上的第二公共电压 Vc2 均来 自所述公共电压产生电路 22。所述触摸驱动电路 23

例如可进一步输出第二公共电压 Vc2 给数据选择电路 24，但数据选择电路 24 选择输出来 自

所述公共电压产生电路 22 的第二公共电压 Vc2 给公共电极 101，从而，使得所述触摸显示装

置 1在第二时段 W2 执行图像显示而非执行触摸感测。

通过所述第一时段 W 1 与所述第二时段 W2 交替进行，所述触摸显示装置 1 实现图像显

示与触摸感测。

在显示一帧图像的过程中，所述触摸显示装置 1 可包括一个第一时段 W l 、多个第一时

段 W l 、一个第一时段 W l 的一部分、一个第一时段 W 1和第一时段 W 1 的部分、或多个第一

时段 W 1 与第一时段 W 1 的部分。

所述触摸驱动电路 23 与所述公共电压产生电路 22 的电路结构不同，从而，即使所述触

摸驱动电路 23 与所述公共电压产生电路 22 提供给公共电极 101 的信号相同，但，与所述触

摸驱动电路 23 相连接的公共电极 101 可进一步用作触摸感测电极。

所述触摸驱动电路 23 进一步接收来 自公共电极 101 输出的触摸感测信号，并根据触摸感

测信号获取触摸信息。

具体地，与所述触摸驱动电路 23 电连接的公共电极 101 可响应于 目标物体(例如，手指



等合适物体)的触摸或接近与否，对应输出不同的触摸感测信号给所述触摸感测驱动电路 23，

相应地，所述触摸驱动电路 23 可根据触摸感测信号获得触摸信息。

相对地，所述公共电压产生电路 22 并不接收来 自公共电极 101 的信号，或者，即使接收

来 自公共电极 101 的信号，但基于公共电压产生电路 22 本身的电路结构，不管公共电极 101

上方是否有 目标物体触摸或接近，与公共电压产生电路 22 电连接的公共电极 101 输出的信号

是基本不变的，从而并不能获取触摸信息。

较佳地，所述公共电压产生电路 22 与所述触摸驱动电路 23 共享同一信号源 221，所述

信号源 221 受所述调制信号 MGND 的调制，对应产生一第一参考电压信号。所述公共电压产

生电路 22 与所述触摸驱动电路 23 根据所述第一参考电压信号对应输出相同的第一公共电压

Vcl 给所述多个公共电极 101，其中，与公共电压产生电路 22 相电连接的公共电极 101 执行

图像显示而非同时执行触摸感测，与触摸驱动电路 23 相电连接的公共电极 101 同时执行图像

显示与 自电容触摸感测。

由于所述触摸驱动电路 23 提供与所述公共电压产生电路 22 相同的信号给公共电极 101，

因此，所述触摸驱动电路 23 在驱动公共电极 101 执行 自电容触摸感测的同时，并不影响执行

自电容触摸感测的公共电极 101 执行正常的图像显示。另外，由于所述公共电压产生电路 22

与所述触摸驱动电路 23 共享同一信号源 221，因此，所述公共电压产生电路 22 与所述触摸

驱动电路 23 输出给所述多个公共电极 101 的信号可达到相同或基本相同，从而确保触摸感测

与图像显示的质量。

在一些具体的实施方式中，所述公共电压产生电路 22 例如包括信号源 221、跟随器 222、

和稳压电路 223。所述信号源 221 与所述跟随器 222 连接，所述跟随器 222 进一步与所述数

据选择电路 24 连接。所述稳压电路 223 的一端连接于所述跟随器 222 与所述数据选择电路

24 之间，另一端与所述调制地连接。

所述信号源 221 包括接地端 a 和输出端 b。所述接地端 a 与所述调制地连接。所述输出端

b 与所述跟随器 222 连接。所述信号源 221 例如为直流源，然，本发明对此并不做限制，所

述信号源 221 也可为其它合适的电路结构。

所述跟随器 222 传输所述信号源 221 输出的信号给所述数据选择电路 24，并通过所述数

据选择电路 24提供给相应的公共电极 101 执行图像显示。所述跟随器 222 例如为第一放大器，

然，本发明并不局限于此，所述跟随器 222 也可为其它合适的电路结构，并不局限于所述第

一放大器。在所述具体实施方式中，以跟随器 222 为第一放大器为例进行说明。所述第一放

大器 222 包括第三电源端 cl 、第三接地端 dl 、第一同相端 el 、第一反相端 f l 、和第一输 出

端 gl 。其中，所述第三电源端 cl 用于加载电源电压 VDD1 。所述第三接地端 dl 用于连接调

制地。所述第一同相端 el 用于与所述信号源 221 的输出端 b 连接。所述第一反相端 f l 与所

述第一输出端 gl 短接。所述第一输出端 gl 与所述数据选择电路 24 连接。



所述稳压电路223 连接在所述第一输出端g l 与调制地之间，用于对所述跟随器222 与所
述数据选择电路24 之间的电压进行稳压。在本实施方式中，所述稳压电路223 例如包括稳压
电容Cw。所述稳压电容Cw 连接在所述第一输出端g l 与所述调制地之间。

工作时，在第一时段W l ，所述接地端a和第三接地端d l 均接收所述调制信号MGND ,

所述信号源221 对应通过所述输出端 b 输出所述第一参考电压信号给所述第一放大器222，
所述第一放大器222 处于虚短状态，则对应输出与所述第一参考电压信号相同的第一公共电
压Vcl 给所述数据选择电路24，通过所述数据选择电路24 提供给相应的公共电极 101 执行
图像显示。

在第二时段W 2，所述接地端a和第三接地端d 1均接收接地信号GND ，所述信号源22 1

对应通过所述输出端b 输出第二参考电压信号给第一放大器222，所述第一放大器222 处于
虚短状态，则对应传输与所述第二参考电压信号相同的第二公共电压Vc2 给所述数据选择电
路24，并通过所述数据选择电路24 提供给所述多个公共电极 101 执行图像显示。

所述触摸驱动电路23 例如包括所述信号源221 和多个运算放大器231。每一运算放大器
231 包括第二放大器232 和反馈支路 233。所述第二放大器232 包括第四电源端 c2、第四接
地端d2、第二同相端e2、第二反相端f 2、和第二输出端g2。其中，所述第四电源端c2 用于
加载电源电压VDD2 。所述第四接地端 d2 用于连接调制地。所述第二同相端 e2 用于与所述
信号源221 的输出端b 连接。所述第二反相端 2 与所述数据选择电路24 连接，并进一步通
过所述反馈支路233 与所述第二输出端g2 连接。所述第二输出端g2 进一步与所述信号处理
电路26 连接。

所述反馈支路233 例如包括反馈电容233a 和重置开关233b。较佳地，所述反馈电容233a

和所述重置开关233b 并联连接至所述第二反相端 Ϊ 2 与所述第二输出端g2 之间。
工作时，在第一时段 W l ，所述第四接地端 d2 接收调制信号MGND 。所述第二放大器

232 处于虚短状态，接收来自所述信号源 221 的第一参考电压信号，并对应输出第一公共电
压 Vcl 给所述数据选择电路 24，通过所述数据选择电路 24 提供给相应的公共电极 101。所
述反馈支路233 用于传输公共电极 101 感测到的触摸感测信号给所述信号处理电路26。

由于所述触摸感测信号同样会被所述调制信号MGND 所调制，当所述信号处理电路 26

对触摸感测信号进行分析计算时，可根据需要对所述触摸感测信号进行反向调制，以获取触
摸坐标信息。

所述多个运算放大器231 的个数例如与所述多个公共电极 101 的列数相同。每一运算放
大器231通过数据选择电路24 对应可选择连接一列公共电极 101。然，所述多个运算放大器
231 的个数也可与所述多个公共电极 101 的行数相同。另外，本发明并不以此为限，例如，
每一列的公共电极 101 也可对应选择连接二运算放大器231等实施方式也是可以的。

本发明的触摸驱动电路23 提供与公共电压产生电路22 产生的第一公共电压V c l 相同的



触摸驱动信号给公共 电极 101，从 而，所述触摸驱动信号可 以驱动公共 电极 101 既执行 图像

显示又执行 自电容触摸感测，因此，所述触摸显示装置 1 的所述多个公共 电极 101 在执行 图

像显示的同时，可进一步执行触摸感测。

进一步地，相较于所述触摸驱动 电路 23 与所述公共 电压产生电路 22 分別各 用一信号源，

由于本申请的所述触摸驱动 电路 23 与所述公共 电压产生电路 22 共 用同一信号源 221 ，因此，

所述触摸驱动 电路 23 与所述公共 电压产生电路 22 通过所述数据选择 电路 24 输 出给所述 多个

公共 电极 101 的第一公共 电压 Vcl 可更趋 向相 同或能达到相 同，从 而确保所述触摸显示装置

1 的图像显示与触摸感测的品质。

然，在一些 变更实施方式中，也可选择所述触摸驱动 电路 23 与所述公共 电压产生电路

22 分別各 用一信号源等电路结构。

在 第二时段 W 2，调制地 变为设备地，所述信号源 221 输 出第二参考电压信号给跟随器

222 和所述多个运算放 大器 231 ，所述控制电路 25 控制所述数据选择 电路 24 选择输 出来 自所

述公共 电压产 电路 22 的第二公共 电压 Vc2 给所述多个公共 电极 101 执行 图像显示。

进一步地，在一些变更实施方式中，也可在信号源 221 与跟随器 222 之 间设置第一开关（图

未示)、在信号源 221 与运算放 大器 231 之 间设置第二开关（图未示)，对应地，在 第一时段

W1, 第一开关与第二开关均处于闭合状态，第二时段 W2，所述第一开关处于闭合，所述第

二开关处于开启状态也可是可 以的。

所述数据选择 电路 24 例如 包括一第一数据选择器 241 和 多个 第二数据选择器 242 。所述

跟随器 222 与所述第一数据选择器 241 连接 ，所述第一数据选择器 241 与所述多个公共 电极

101 分別连接 。每一运算放 大器 231 分別连接一第二数据选择器 242 ，每一第二数据选择器

242 分別连接一列公共 电极 101。所述第一数据选择器 241 和所述多个 第二数据选择器 242 分

別连接至所述控制电路 25。所述控制电路 25 控制所述第一数据选择器 241 和所述多个 第二

数据选择器 242 的信号输 出时序。

举例，所述多个公共 电极 101 为呈 26 行 40 列的矩阵式排布，对应地，所述多个运算放

大器 231 的数量为 40 个 ，所述第二数据选择器 242 的数量为 40 个。第一数据选择器 241 包

括 第一输 出端 口 0 1，用于输 出来 自所述公共 电压产生电路 22 的信号给相应的公共 电极 101。

所述第一输 出端 口 0 1 的数量与所述多个公共 电极 101 的行数相 同，即为 26 个 。每一第二数

据选择器 242 包括 第二输 出端 口 0 2，用于输 出来 自所述触摸驱动 电路 23 的信号给相应的公

共 电极 101。所述第二输 出端 口 0 2 的数量与所述多个公共 电极 101 的行数相 同，即为 26 个 。

需要说 明的是，在 图 2 中，限于图示的大小，实际上只示 出部分电路结构，例如 ，只示 出 2

个运算放 大器 231， 2 个 第二数据选择器 242， 以及 部分公共 电极 101。

在本实施方式中，每一第二数据选择器 242 的第二输 出端 口 0 2 分別连接一公共 电极 101。

每一第一输 出端 口 0 1 分別连接至各 第二数据选择器 242 的一第二输 出端 口 0 2 与公共 电极



101 之 间，从 而节省连接 线 L 的数量，不 同的第一输 出端 口 0 1彼此之 间连接不 同的第二输 出

端 口 0 2。

然，可变更地，在其它实施方式中，所述第一数据选择器 241 的数量也可为多个，并不

局限为一个，相应地，所述多个第一数据选择器 241 的第一输 出端 口 0 1 与所述多个 第二数

据选择器 242 的第二输 出端 口 0 2 之 间的连接 关系可对应调整，比如 ，每一第一数据选择器

241 与部分第二数据选择器 242 相连接 ，然，也可为，每一第一数据选择器 241 的第一输 出

端 口 0 1 与所述多个 第二数据选择器 242 的部分第二输 出端 口 0 2 连接 ，等等。

在 第一时段 W l ，所述多个 第二数据选择器 242 在控制电路 25 的控制下为 26 选 1 的数

据选择器，相应地，每一第二数据选择器 242 每次输 出来 自触摸驱动 电路 23 的所述第一公共

电压 Vcl 给一公共 电极 101，通过 26 次，所述多个 第二数据选择器 242 驱动所有的公共 电极

101 执行完一次触摸感测。所述第一数据选择器 241 在控制电路 25 的控制下为 26 选 25 的数

据选择器，当所述多个 第二数据选择器 242 输 出第一公共 电压 Vcl 给 同一行的公共 电极 101

时，所述第一数据选择器 241 输 出来 自公共 电压产生电路 22 的第一公共 电压 Vcl 给其余各

行的各公共 电极 101。需要说 明的是，26 次的触摸驱动可为在一个或多个 第一时段 W 1 完成。

在 第二时段 W 2，所述第一数据选择器 241 在控制电路 25 的控制下变为 26 选 26 的数据

选择器，输 出来 自所述公共 电压产生电路 22 的第二公共 电压 Vc2 给全部公共 电极 101。所述

第二数据选择器 242 例如在控制电路 25 的控制下停止输 出信号给公共 电极 101。

所述触摸显示装置 1 的触摸驱动 电路 23 和公共电压产生电路 22 并不局限为上述的电路

结构，也可为其它合适的电路结构。例如 ，所述数据选择 电路 24 并不局限为第一数据选择器

241 和 第二数据选择器 242 ，也可为其它合适的开关电路结构。

通过所述数据选择 电路 24，一方面可减少驱动 电路 20 与所述多个公共 电极 101 之 间的

连接 线 L 的数量，一方面也可达到在驱动所述多个公共 电极 101 执行 图像显示的同时，分时

驱动公共 电极 101 执行触摸感测。

如前所述，所述触摸显示装置 1 也可为图像显示与触摸感测均在持续进行的，例如 ，在

时间上，所述公共 电压产生电路 22 与触摸驱动 电路 23 均持续提供所述第一公共 电压 Vcl 给

公共 电极 101，在 空间上，所述公共 电压产生电路 22 与所述触摸驱动 电路 23 相配合驱动所

述多个公共 电极 101。换 句话说 ，无第二时段 W 2，所述控制电路 25 对应控制所述第一数据

选择器 241 始终保持 2 选 25，控制所述多个 第二数据选择器 242 始终保持 26 选 1。

又例如 ，也可只选择触摸驱动 电路 23 持 续驱动所述多个公共 电极 101 同时执行 图像显示

与触摸感测，省略公共 电压产生电路 22。

进一步地，当所述多个公共 电极 101 呈其它规则或非规则方式排布时，所述数据选择 电

路 24、所述公共 电压产生电路 22、所述触摸驱动 电路 23 与所述多个公共 电极 101 之 间的关

系可做相应 的调整，对于本领域的一般技术人 员而言，根据上述揭示的技术 内容，是可 以合



理推测出相应的电路信息，故，此处不再贅述。

另外，在一些实施方式中，所述驱动电路 20 例如可进一步包括指紋驱动电路，所述指紋

驱动电路可选择性连接所述多个公共电极 101，当所述驱动电路 20 在驱动部分公共电极 101

同时执行触摸感测与图像显示时，所述指紋驱动电路也可驱动部分公共电极 101 同时执行指

紋感测与图像显示，公共电压产生电路 22 驱动部分公共电极执行图像显示。因此，本申请中，

驱动公共电极 101 工作的不局限于公共电压产生电路 22 和触摸驱动电路 23，还可以包括其

它合适类型或合适功能的电路，对应驱动公共电极 101 执行相应的功能。

请一并参阅图 3 与图 4，图 4 为所述调制电路 2 1 的一实施方式的电路结构示意图。所述

调制电路 2 1 包括第一有源开关 211、第二有源开关 213、和控制单元 215。其中，第一有源

开关 211 包括控制端 K l 、第一传输端 T l 、和第二传输端 Τ2，第二有源开关 213 包括控制端

Κ2、第一传输端 Τ3、和第二传输端 Τ4。所述控制端 K l 、Κ2 均与控制单元 215 连接。第一

有源开关 211 的第二传输端 Τ2 与第二有源开关 213 的第一传输端 Τ3 连接、并于连接线上定

义一输出节点 Ν，第一有源开关 211 的第一传输端 T 1接收第一参考信号，第二有源开关 213

的第二传输端 Τ4 接收第二参考信号，所述控制单元 215 通过控制所述第一、第二有源开关

211、213 来对应控制所述输出节点 Ν 交替输出所述第一参考信号与所述第二参考信号，以形

成调制信号 MGND 。

在本实施方式中，所述第一参考信号为接地信号 GND ，所述第二参考信号为驱动信号。

相应地，所述第二传输端 T4 与所述电压产生电路 27 连接，所述第一传输端 T 1 与设备地连

接，用于接收接地信号 GND ，所述节点 N 用于输出所述调制信号 MGND 给调制地。

所述第一有源开关 211 和第二有源开关 213 如为薄膜晶体管、三极管、金属氧化物半导

体场效应管等合适类型的开关。

所述调制电路 2 1 的工作原理为：在第一时段 W l ，所述控制单元 215 用于控制所述调制

电路 2 1 输出调制信号 MGND 给域 90 中的地，此时域 90 中的地为调制地；在第二时段 W2,

所述控制单元 215 用于控制所述调制电路 2 1 输出接地信号 GND 给调制地，此时调制地变为

与设备地相同。

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在第一时段 W l ，所述电子设备 100 有一个以接地信号 GND 为基

准的参考域 80 和一个以调制信号 MGND 为基准的参考域 90，对于触摸显示装置 1，由于所

述触摸驱动电路 23 提供激励信号给公共电极 101 的同时，进一步接收来 自所述公共电极 101

本身输出的触摸感测信号，以获取触摸信息，因此，所述触摸驱动电路 23 在驱动所述触摸显

示面板 10 执行触摸感测时的原理为自电容触摸感测原理。

当电子设备 100 采用以 GND 与 MGND 为基准的两个域 80、90 时，不仅触摸显示面板

10 的信号被整体同步调制而使得信噪比得到提高，而且所述触摸驱动电路 23 处于域 90 中的

某些电路结构相应地也会得到简化，进而也可以简化电路结构，节省产品成本。例如，以触



摸驱动 电路 23 的信号源 221 以及现有的触摸驱动 电路 的信号源 221a (见下面图 5)为例进行说

明。

请一并参 阅图 5 与图 6，图 5 为现有的触摸驱动 电路 的信号源 221a 的电路结构示意图。

图 6 为触摸驱动 电路 23 的信号源 221 的电路结构示意图。需要提前说 明的是 ，现有的触摸驱

动 电路在工作 时，信号源 221a 是 以接地信号 GND 为电压参考基 准。本 申请的触摸驱动 电路

23 工作 时，信号源 221 是 以调制信号 MGND 为电压参考基 准。信号源 221a 包括 电流源 Ia、

电阻 Ra、第一开关 Kla 、第二开关 K2a 。其 中，电流源 la 与电阻 Ra 串联连接 于电源端 P1

与设备地 GND 之 间。第一开关 Kla 的一端连接 于电流源 l a 与电阻 Ra 之 间，另一端连接 至

触摸驱动 电路 的同相端 h。第二开关 K2a 的一端连接 于第一开关 Kla 与 同相端 h 之 间，另一

端连接 至用于加载接地信号 GND 的设备地 。通过控制 第一开关 Kla 与第二开关 K2a 的交替

导通，对应产生触摸感测驱动信号给 同相端 h。其 中，所述 电源端 P1 相对于所述设备地 GND

保持恒定。

相对地 ，所述信号源 221 包括 电流源 lb 和 电阻 Rb，所述 电流源 lb 与电阻 Rb 串联连接

于电源端 P2 与用于加载调制信号 MGND 的地之 间。触摸驱动 电路 23 的接收端 ，即第二 同相

端 g2，连接 至所述 电流源 lb 与电阻 Rb 之 间。由于所述调制信号 MGND 是 变化 的， 因此，

电源端 P2、所述 电流源 lb 与电阻 Rb 之 间的输 出电压均随调制地上的调制信号 MGND 的变

化 而变化 ，从 而，对应产生触摸感测驱动信号给第二 同相端 g2。另外 ，也可在诸如调制地 与

电源端 P2 之 间增加 电容 ，来保持信号的稳定性 。

相较 于信号源 221a ，信 号源 221 的电路结构 变得 简单，而且信号源 221 所产生的触摸感

测驱动信号相较 于信号源 221a 所产生的触摸感测驱动信号要稳定。

请一并参 阅图 2、图 3、与图 7，图 7 为所述 电子设备 100 的一具体 实施方式的电路结构

示意图。如前所述，在此实施方式中，所述触摸显示装置 1 是 以液晶显示装置为例进行说 明。

然，可 变更地 ， 当所述触摸显示装置 1 为其 它类型的显示装置时，所述触摸显示装置 1 的电

路结构可对应所有不 同，另外 ，不 同的液晶显示装置 的电路结构也可不尽相 同，但对于本领

域 的一般技术人 员可对应轻 易推导得知 的结构均应 落入本 申请的保护 范 围。在 本实施方式中，

所述触摸显示装置 1 的触摸显示面板 10 包括 多个像素点 11。每一像素点 11 在所述驱动 电路

20 的驱动下用于执行 图像显示与触摸感测。每一像素点 11 包括所述公共 电极 101、像素 电极

103、和开关单元 104。在 本实施方式中，所述开关单元 104 包括控制开关 105。所述控制开

关 105 包括控制 电极 G、第一传输 电极 S、和 第二传输 电极 D 。所述控制 电极 G 和所述 第一

传输 电极 S 与所述驱动 电路 20 连接 。所述 第二传输 电极 D 与所述像素 电极 103 连接 。所述

驱动 电路 20 用于驱动所述控制开关 105 导通与截止。在 本实施方式中，所述开关单元 104 包

括一控制开关 105，然，在其 它实施方式中，所述开关单元 104 也可包括二控制开关 105 或

更 多个控制开关，然，也可进一 步包括其 它电路 元件 ，例如存储 电路等。所述二控制开关 105



例如为串联连接。

所述控制开关 105 例如为薄膜晶体管开关。所述薄膜晶体管开关例如为低温多晶硅薄膜

晶体管开关、非晶硅薄膜晶体管开关、氧化铟镓锌(IGZO) 薄膜晶体管开关、高温多晶硅薄膜

晶体管开关等等。然，本发明并不以此为限，所述控制开关 105 也可为其它合适类型的开关。

当控制开关 105 为薄膜晶体管开关时，控制电极 G 为薄膜晶体管开关的栅极，第一传输电极

S 为薄膜晶体管开关的源极，第二传输电极 D 为薄膜晶体管开关的漏极。

在本实施方式中，每一像素点 11 分別包括一像素电极 103 和一控制开关 105。由于公共

电极 101 的尺寸一般较大于像素电极 103 的尺寸，相应地，多个像素点 11 共用同一公共电极

101。然，在其它变更实施方式中，也可为每一像素点 11 分別包括一公共电极 101。

在第一时段 W l ，所述驱动电路 20 通过提供第一扫描开启信号 Vgl 给控制开关 105，驱

动所述控制开关 105 导通，并通过导通的控制开关 105提供第一灰阶电压 Vdl 给像素电极 103，

提供第一公共电压 Vcl 给公共电极 101，以驱动所述像素点 11 执行图像显示刷新。其中，所

述第一扫描开启信号 Vgl 、所述第一灰阶电压 Vdl 、与所述第一公共电压 Vcl 均为经所述调

制信号 MGND 同步调制后的信号。

通常，所述驱动电路 20 按行驱动所述多个像素点 11 执行图像显示刷新。在第一时段 W l ，

当所述驱动电路 20 驱动某一行的像素点 11 执行图像显示刷新时，所述驱动电路 20 通过提供

第一扫描截止信号 Vg2 给其余行的像素点 11 的控制开关 105，使得所述其余行的像素点 11

的控制开关 105 截止，从而，使得所述其余行的像素点 11 处于图像显示保持状态。其中，所

述第一扫描截止信号 Vg2 为经所述调制信号 MGND 调制后的信号。

一般地，所述多个像素点 11 呈多行多列的方式排布。然，所述多个像素点 11 也可呈其

它规则或非规则方式排布。

为避免触摸感测对图像显示刷新的干扰，较佳地，所述驱动电路 20 同时驱动执行触摸感

测的像素点 11 与执行图像显示刷新的像素点 11 之间不相重叠，例如，执行图像显示刷新的

像素点 11 与执行触摸感测的公共电极 101 之间间隔预定行在执行图像显示保持的像素点 11。

通过软件或硬件或软硬件控制，来实现执行触摸感测的像素点 11 与执行图像显示刷新的像素

点 11 之间可以保持预定距离而不相重叠。

然，可变更地，在其它实施方式中，执行图像显示刷新的像素点 11 在驱动电路 20 的驱

动下也可选择同时执行触摸感测，或者，同时执行图像显示刷新的像素点 11 与执行触摸感测

的像素点 11 之间也可选择部分重叠，部分重叠的情况例如为像素点 11 之间完全或部分共用

一公共电极 101。

相对地，在第二时段 W2，所述驱动电路 20 例如提供第二扫描开启信号 Vg3 给控制开关

105，激活控制开关 105，并通过激活的控制开关 105 提供第二灰阶电压 Vd2 给像素电极 103，

提供第二公共电压 Vc2 给公共电极 101 执行图像显示刷新。当所述驱动电路 20 驱动某一行



的像素点 11 执行图像显示刷新时，提供第二扫描截止信号 Vg4 给其余行的像素点 11 的控制

开关 105 截止，从而，使得所述其余行的像素点 11 处于图像显示保持状态。

所述第一扫描开启信号 Vgl 例如为所述第二扫描开启信号 Vg3 经所述调制信号 MGND

调制后的信号。所述第一扫描截止信号 Vg2 例如为所述第二扫描截止信号 Vg4 经所述调制信

号 MGND 调制后的信号。

所述第一灰阶电压 Vdl 为相应的第二灰阶电压 Vd2 经所述调制信号 MGND 调制后的信

号。例如，当一第一灰阶电压 Vdl 为第二灰阶电压 Vd2 经所述调制信号 MGND 调制后的信

号，则，第二灰阶电压 Vd2 与第二公共电压 Vc2 之间的压差等于第一灰阶电压 Vdl 与第一公

共电压 Vcl 之间的压差。

对于各像素点 11 : 所述第一像素电极 103 与所述公共电极 101 之间的压差决定各像素点

11 的显示灰度级別。对于液晶显示装置而言，为了使得液晶分子不被极化，对于同一显示灰

度级別，灰阶电压可分为正极性灰阶电压和 负极性灰阶电压。

所述触摸显示面板 10 可进一步包括多条扫描线 281 和多条数据线 291。所述多条扫描线

281 和所述多条数据线 291 例如为绝缘交叉排布。所述多条扫描线 281 例如沿 X 方向延伸，

沿 Y 方向排布。所述多条数据线 291 例如沿 Y 方向延伸，沿 X 方向排布。每一扫描线 281

分別连接一行像素点 11 的控制开关 105 的控制电极 G。每一数据线 291 分別连接一列像素点

11 的控制开关的第一传输电极 s。

所述多条扫描线 281 用于传输来 自所述驱动电路 20 的第一扫描开启信号 Vgl 、第二扫描

开启信号 Vg3 、第一扫描截止信号 Vg2、或第二扫描截止信号 Vg4 给控制开关 105 的控制电

极 。所述多条数据线 291 用于传输来 自所述驱动电路 20 的第一灰阶电压 Vdl 、或第二灰阶

电压 Vd2 给控制开关 105 的第一传输电极 。

所述驱动电路 20 进一步包括显示驱动电路 20a，用于驱动所述触摸显示面板 10 执行图

像显示。所述显示驱动电路 20a 包括扫描驱动电路 28、扫描信号产生电路 28a、数据驱动电

路 29、和所述公共电压产生电路 22。所述扫描驱动电路 28 连接所述多条扫描线 281。所述

数据驱动电路 29 连接所述多条数据线 291。所述扫描驱动电路 28 和所述数据驱动电路 29 均

与所述控制电路 25连接。所述控制电路 25进一步用于控制所述扫描驱动电路 28 的扫描时序，

以及提供相应的显示数据给所述数据驱动电路 29。所述扫描信号产生电路 28a 与所述扫描驱

动电路 28 连接。所述扫描信号产生电路 28a 用于产生所述第一扫描开启信号 Vgl 、第二扫描

开启信号 Vg3 、第一扫描截止信号 Vg2、或第二扫描截止信号 Vg4，并提供所述第一扫描开

启信号 Vgl 、第二扫描开启信号 Vg3 、第一扫描截止信号 Vg2 、或第二扫描截止信号 Vg4 给

所述扫描驱动电路 28。所述扫描驱动电路 28 例如包括移位寄存器的电路结构，接收来 自扫

描信号产生电路 28a 的扫描开启信号和扫描截止信号，并在控制电路 25 的控制下对应提供扫

描开启信号和扫描截止信号给相应的扫描线 281。



在本实施方式中，工作时，在第一时段 W l ，所述扫描信号产生电路 28a、所述扫描驱动

电路 28 和数据驱动电路 29 也位于域 90 中。所述扫描信号产生电路 28a 受所述调制电路 2 1

的调制信号 MGND 的调制输出所述第一扫描开启信号 Vgl 、所述第一扫描截止信号 Vg2 给

所述扫描驱动电路 28，所述扫描驱动电路 28 在控制电路 25 的时序控制下对应输出所述第一

扫描开启信号 Vgl 、所述第一扫描截止信号 Vg2 分別给相应的扫描线 281，所述数据驱动电

路 29 受所述调制电路 2 1 的调制信号 MGND 的调制，输出所述第一灰阶电压 Vdl 给所述多

条数据线 291，以通过激活的控制开关 105 提供给相应的像素电极 103 执行图像显示刷新。

所述公共电压产生电路 22和所述触摸驱动电路 23 通过所述数据选择电路 24提供第一公共电

压 Vcl 给所述多个公共电极 101。

另外，处于图像显示保持的像素点 11 的像素电极 103 上的信号通过电容耦合作用变为经

所述调制信号 MGND 调制的信号。因此，所述触摸显示面板 10 的各像素点 11 的像素电极

103 与公共电极 101 上的信号均变为经所述调制信号 MGND 同步调制后的信号。从而，所述

驱动电路 20 在驱动所述触摸显示面板 10 执行正常图像显示的任意过程中，均可同时驱动公

共电极 101 执行触摸感测。

例如，当扫描驱动电路 28 提供第一扫描开启信号 Vgl 给一扫描线 281 时，公共电压产

生电路 22 提供第一公共电压 Vcl 给部分公共电极 101 执行图像显示，触摸驱动电路 23 提供

第一公共电压 Vcl 给其余公共电极 101 执行图像显示与自电容触摸感测。

相较于现有的复用公共电极执行触摸感测的 Incell 类型的触摸显示装置，本申请的触摸

显示装置 1 通过利用所述调制信号 MGND 同步调制触摸显示面板 10 的所有信号，从而使得

用于驱动公共电极 101 执行图像显示的信号可进一步用作触摸驱动信号，因此，所述驱动电

路 20 在提供第一扫描开启信号 Vgl 给扫描线 281 时，也同样可以对公共电极 101 执行 自电

容触摸感测，相应地，触摸显示装置 1 不必受限于在行间隙 I、帧间隙来驱动公共电极 101

执行触摸感测，从而，对于显示分辨率提高的显示装置并不会存在执行触摸感测的时间不够

的技术问题。另外，所述触摸显示装置 1 在显示图像的任意过程中执行触摸感测，对图像的

正常显示无影响或影响较小。

需要说明的是，所述驱动电路 20 输出至所述多个公共电极 101 的第一公共电压 Vcl 均

相同，且，所述第一公共电压 Vcl 相较于接地信号 GND 为变化的信号，从而，可采用所述

第一公共电压 Vcl 进一步用作触摸驱动信号，相应地，所述驱动电路 20 在驱动公共电极 101

执行正常图像显示的同时，可进一步驱动公共电极 101 执行 自电容触摸感测。

另外，在第二时段 W2，所述扫描信号产生电路 28a 输出所述第二扫描开启信号 Vg3 、所

述第二扫描截止信号 Vg4 给所述扫描驱动电路 28，所述扫描驱动电路 28在控制电路 25 的控

制下对应输出第二扫描开启信号 Vg3 、所述第二扫描截止信号 Vg4 分別给相应的扫描线 281，

所述数据驱动电路 29 输出第二灰阶电压 Vd2 给所述多条数据线 291，以通过激活的控制开关



105 提供给相应的像素电极 103 。所述公共电压产生电路 22 提供第二公共电压 Vc2 给所述多

个公共电极 101 。从而，驱动所述触摸显示面板 10 执行图像显示。

对于液晶显示装置而言，所述第二公共电压 Vc2 —般选择相对所述接地信号 GND 为不

变的恒定电压信号，例 如 为 (- 1)V 。在第一时段 W l ，所述调制信号 MGND 例如为周期性变化

的信号，频率例如为 200KHZ, 幅度为 1.8V, 即调制信号 MGND 的第一参考信号为 0V ，第

二参考信号为 1.8V 。相应地，所述第一公共电压 V c l 为（- l )V 的电压信号和 0.8V 的电压信号

交替输出的信号。

需要说明的是，在图 7 中，仅示出调制电路 2 1 输出调制信号 MGND 给触摸驱动电路 23，
省略了调制电路 2 1 输出调制信号 MGND 给域 90 中其它具有接地端的电路，例如公共电压产

生电路 22、扫描信号产生电路 28a 等，然，本领域技术人员根据上述说明可以明确得知所述

调制电路 2 1 是有输出调制信号 MGND 给域 90 中其它具有接地端的电路。

在某些实施方式中，所述驱动电路 20 也可并不驱动所有的公共电极 101 均执行 自电容触

摸感测。

请一并参阅图 8 与图 9，图 8 为图 7 所示触摸显示面板 10 的一实施方式的分解结构示意

图。图 9 为图 8 所示触摸显示面板 10 的剖面结构示意图。所述触摸显示面板 10 包括第一基

板 106 、第二基板 107 、显示媒质层 108 。所述显示媒质层 108 在此实施方式中为液晶层，然，

可变更地，在其它实施方式中，可对应为其它显示媒质。所述多个像素点 11 的像素电极 103

和控制开关 105 、所述多条扫描线 2 8 1、和所述多条数据线 29 1 均设置在所述第二基板 107 上。

所述显示媒质层 108 和所述多个公共电极 101 设置在所述第一基板 106 和所述第二基板 107

之间。

所述第一基板 106 与所述第二基板 107 例如为透明绝缘基板。所述透明绝缘基板例如为

玻璃基板、薄膜基板等。

所述第二基板 107 、以及设置在所述第二基板 107 上的像素电极 103 、控制开关 105 、所

述多条扫描线 2 8 1 和所述多条数据线 29 1 通常被统称为阵列(Array) 基板。相对地，所述第一

基板 106 上设置有彩色滤光片（图未示)，以实现彩色图像显示。所述第一基板 106 以及彩色

滤光片通常被统称为彩色滤光片（Color Filter, CF) 基板。所述第一基板 106 背对所述第二基板

107 的一侧用于图像显示以及接收触摸感测。然，可变更地，所述彩色滤光片也可放置在所

述第二基板 107 上。在一些类型的显示装置中，所述彩色滤光片也可被省略，可替代地，采

用红、绿、蓝三颜色的光源进行发光。另外，对于类型不同的显示装置，所述第二基板 107

背对所述第一基板 106 的一侧也可用于图像显示以及接收触摸感测。所述触摸显示面板 10 又

或者为双面触摸显示面板。本发明对触摸显示面板 10 是单面触摸显示面板还是双面触摸显示

面板并不做具体限制。

较佳地，所述多个公共电极 101 设置在所述显示媒质层 108 与所述第二基板 107 之间。



在本实施方式中，所述多个公共电极 101 位于所述显示媒质层 108 与所述多个像素电极 103

之间。例如，所述多个公共电极 101 位于同一层，所述多个像素电极 103 位于同一层，二者

层叠设置。另外，由于所述触摸显示装置 1 是以液晶显示装置为例，相应地，所述液晶显示

装置为边缘场转换型 (Fringe Field Switching, FFS) 的液晶显示装置。所述多个公共电极 101 上

分別设置有狹缝 101a。从而以与像素电极 103 之间形成边缘电场。在此实施方式中，所述多

个像素电极 103 上可不设置狹缝，各为一整片电极，然，可变更地，所述多个像素电极 103

上也可设置有狹缝，从而提高边缘电场强度。

请一并参阅图 10 与图 11，图 10 为图 7 所示触摸显示面板 10 的另一实施方式的剖面结

构示意图。图 11 为图 10 所示触摸显示面板 10 的俯视示意图。所述多个公共电极 101 也可设

置在像素电极 103 与第二基板 107 之间。所述多个公共电极 101 与所述多个像素电极 103 之

间层叠设置。所述多个像素电极 103 上分別设置狹缝 103a，以与公共电极 101 之间形成边缘

电场。在此实施方式中，所述多个公共电极 101 上可不设置狹缝，各为一整片电极，然，可

变更地，所述多个公共电极 101 上也可设置有狹缝，从而提高边缘电场强度。

另外，可变更地，所述触摸显示面板 10 也可为平面转换型 (In-Plane Switching, IPS) 的液

晶显示面板，或，所述触摸显示面板 10 也可为扭曲向列型 (Twisted Nematic, TN) 的液晶显示

面板，或，所述触摸显示面板 10 为其它任何合适类型的显示面板。

请再参阅图 1 和图 3，所述电子设备 100 进一步包括主控芯片 3。所述主控芯片 3 与所述

触摸显示装置 1 连接。所述主控芯片 3 用于与所述触摸显示装置 1 进行数据通信。所述主控

芯片 3 还进一步用于提供电源电压给所述触摸显示装置 1。所述主控芯片 3 可以是单一芯片，

也可 以是一芯片組。当主控芯片 3 为芯片組时，所述芯片組包括应用处理器 (Application

Processor, AP) 和电源芯片。另外，所述芯片組可进一步包括存储芯片。进一步地，所述应用

处理器也可为中央处理器(Central Processing Unit, CPU) 。

所述主控芯片 3 包括供电电源端 3 1 和接地端 33。所述供电电源端 3 1 连接驱动电路 20，

用于为驱动电路 20 供电。所述接地端 33 连接设备地，接收设备地的接地信号 GND 。在第一

时段 W 1和第二时段 W 2，所述主控芯片 3 均是以接地信号 GND 为电压参考基准。

所述主控芯片 3 例如提供显示数据以及相关控制信号给所述显示驱动电路 20a。所述显

示驱动电路 20a 根据所述主控芯片 3 所提供的信号对应驱动所述触摸显示面板 10 执行相应的

图像显示。所述主控芯片 3 例如进一步提供电源电压信号(VDD1 、VDD2) 给触摸驱动电路 23

和公共电压产生电路 22 等电路。所述触摸驱动电路 23 提供触摸驱动信号给公共电极 101 执

行触摸感测，所述主控芯片 3 接收来 自信号处理电路 26 输出的信号，对应控制电子设备 100

是否执行相应的功能。另外，所述主控芯片 3 例如通过提供控制信号给控制电路 25，通过控

制电路 25 控制所述数据选择电路 24，来对应控制所述驱动电路 20 驱动公共电极 101 执行触

摸感测的时序。



需要说 明的是，在 第一时段 W l ，由于所述主控芯片 3 位于域 80 中，所述显示驱动 电路

20a 、触摸驱动 电路 23 等电路位于域 90 中，因此，位于域 80 中的主控芯片 3 与位于域 90 中

的显示驱动 电路 20a 、触摸驱动 电路 23 等电路之 间的信号传输例如 需经由电平转换处理，以

满足 电子元件的耐压 需求。相对地，在 第二时段 W 2，主控芯片 3 与显示驱动 电路 20a 、触摸

驱动 电路 23 等电路之 间的信号传输若需经由电平转换处理，则进行电平转换处理，若无需经

由电平转换处理，则不进行电平转换处理。

请一并参阅图 3、图 12 与图 13，图 12 为图 3 所示信号处理 电路 26 的一实施方式的结构

框 图。所述 图 13 为图 12 所示信号处理 电路 26 的一信号处理单元 261 的一实施方式的结构示

意图。所述信号处理 电路 26 包括 多个信号处理单元 261 。每一信号处理单元 261 对应连接一

运算放 大器 231 ，用于对从所述运算放 大器 231 输 出的感测信号进行处理与计算，获得触摸

信息。

所述信号处理单元 261 包括模拟-数字信号转换单元 263 和计算单元 265 。所述模拟-数字

信号转换单元 263 对来 自运算放 大器 231 的第二输 出端 g2 所输 出的信号进行模数转换，并输

出转换后的数字信号给所述计算单元 265 。所述计算单元 265 根据所述数字信号计算获得触

摸 坐标。所述计算单元 265 与所述主控芯片 3 连接，用于输 出表示触摸 坐标的信号给主控芯

片 3。所述主控芯片 3 根据所述表示触摸坐标的信号对应控制电子设备 100 执行相应的功能。

需要说 明的是，所述信号处理 电路 26 的结构也并非限于图 12 所示的结构，例如 ，也可

为多个运算放 大器 231 共 用一信号处理单元 261 ，而并非为每一运算放 大器 231 对应分別连

接一信号处理单元 261 。

另外，在运算放 大器 231 与信号处理单元 261 中增加相应的电路模块或省略部分电路模

块也是可 以的，又或者，采 用其它电路模块或电路单元来也实现相 同功能同样是可 以的。具

体地，如 ，在模拟-数字信号转换单元 263 与第二输 出端 g2 之 间进一步包括滤波单元，所述

滤波单元对 第二输 出端 g2 输 出的信号进行滤波处理之后再输 出滤波后的信号给模拟-数字信

号转换单元 263 。

再例如 ，在所述计算单元 265 与所述模拟-数字信号转换单元 263 之 间可进一步设置电平

转换单元 264 ，所述电平转换单元 264 用于对所述模拟 -数字信号转换单元 263 输 出的数字信

号进行电平转换，并输 出电平转换后的数字信号给计算单元 265 。所述计算单元 265 根据 电

平转换后的数字信号计算获得触摸 坐标。又例如 ，所述计算单元 265 与所述电平转换单元 264

互换位置，相应地，所述模拟-数字信号转换单元 263 将转换后的数字信号输 出给所述计算单

元 265 。所述计算单元 265 根据所述数字信号计算获得触摸 坐标，并将表示触摸 坐标的信号

输 出给电平转换单元 264 ，所述电平转换单元 264 对接收到表示触摸 坐标的信号进行电平转

换后，再输 出给所述主控芯片 3，如此也是可能的，需要根据计算单元 265 与模拟-数字信号

转换单元 263 的耐压情况确定。



请参 阅图 14，图 14 为电子设备 100 的又一实施方式的结构示意图。所述触摸显示面板

10 可进一 步包括接地元件 ，所述接地元件例如 为接地 线 L l 。所述接地 线 L 1 例如设置在所述

多个像素点 11 的周 围。然，所述接地元件并不限于所述接地 线 L l 。另外，所述扫描驱动 电

路 28 例如 可集成在所述触摸显示面板 10 上(Gate In Panel, GIP) ，相应地 ，所述接地元件也可

为扫描驱动 电路 28 中的接地元件 。所述接地 线 L 1 在 其 它实施方式 中也可被省略 。

所述驱动 电路 20 可进一 步包括 第一接地端 201 和 第二接地端 203 。所述调制 电路 2 1 连

接 于所述 第一接地端 201 与所述 第二接地端 203 之 间。其 中，所述 第一接地端 201 连接所述

触摸显示面板 10 上的接地元件 ，在 本实施方式中，所述 第一接地端 201 连接所述接地 线 L l 。

所述 第二接地端 203 连接设备地 ，接收接地信号 GND 。在 第一时段 W l ，所述调制 电路 2 1

通过所述 第一接地端 201 输 出所述调制信号 MGND 给所述触摸显示 面板 10; 在 第二时段 W 2，

所述调制 电路 2 1 通过所述 第一接地端 201 输 出所述接地信号 GND 给所述触摸显示面板 10。

所述驱动 电路 20 例如 可进一 步包括斜率控制器 204 ，所述斜率控制器 204 与所述调制 电

路 2 1 连接 ，用于控制所述调制 电路 2 1 输 出的调制信号的斜率， 以减少电磁 干扰 (EMI) 。另，

所述斜率控制器 204 例如设置在 以 GND 为基 准的域 80 中。然，在其 它实施方式中，所述斜

率控制器 204 也可被省略 。

所述驱动 电路 204 可进一 步包括显示处理 电路 205 。所述显示处理 电路 205 连接 于所述

主控 芯片 3 与所述 电平转换单元 264 之 间。所述 电平转换单元 264 进 一 步与控制 电路 25 连接 。

所述显示处理 电路 205 用于对来 自主控芯片 3 的显示数据进行相应处理 (如 ，存储 、解压縮、

色彩调整等)。所述 电平转换单元 264 设置在 所述显示处理 电路 205 与控制 电路 25 之 间，用

于对所述显示处理 电路 205 处理后的显示数据进行电平转换，并输 出电平转换后的显示数据

给所述控制 电路 25。所述控制 电路 25 输 出相应 的显示数据 以及时序信号给所述显示驱动 电

路 20a。所述显示驱动 电路 20a 转换接收到的显示数据 为灰阶电压 ，并根据所述时序信号在 第

一时段 W 1 输 出第一灰阶电压 Vdl 给相应 的像素电极 103 执行 图像显示刷新，在 第二时段

W 2 输 出第二灰阶电压 Vd2 给相应 的像素 电极 103 执行 图像显示刷新。所述显示数据优选 为

数字信号。

需要说 明的是 ，在 第二时段 W 2， 当不采 用调制地 的方案时，若显示处理 电路 205 与所

述控制 电路 25 之 间的信号不需电平转换时，则对显示处理 电路 205 与控制 电路 25 之 间的信

号可不进行 电平转换，但是 ，在 第一时段 W l ，在调制地技术方案 中，由于域 80 与域 90 的

电压参考基 准不 同，所 以需做 电平转换。

类似地 ，在 第二时段 W 2，若计算单元 265 与模拟 -数字信号转换单元 263 之 间的信号不

需电平转换时，则对计算单元 265 与模拟 -数字信号转换单元 263 之 间的信号可不进行 电平转

换，但是 ，在 第一时段 W l ，在调制地技术方案 中，由于域 80 与域 90 的电压参考基 准不 同，

所 以需做 电平转换。



对应地，电平转换单元 264 中例如可通过设置开关切换元件，来分別控制在 第一时段

W 1 与第二时段 W2 是否对应对相应的信号做电平转换。然，所述开关切换元件或其它合适电

路结构也可设置在电平转换单元 264 之外。

在本实施方式中，对驱动电路 20 中各电路模块或电路单元在两个域 80、90 的划分情况

为：将显示驱动电路 20a、触摸驱动电路 23、信号处理电路 26 的一部分(运算放大器 231、模

拟-数字信号转换单元 263) 、数据选择电路 24、和控制电路 25 均划分在 以 MGND 为基准的

域 90 中，另外，触摸显示面板 10 也划分在域 90 中；将调制电路 2 1、显示处理电路 205、计

算单元 265、电压产生电路 27、斜率控制器 204 均划分在 以 GND 为基准的域 80 中；电平转

换单元 264 横跨两个域，即，一部分在域 80 中，一部分在域 90 中，对于本领域的一般技术

人 员，其根据本申请的记载以及电路原理是可以确定电平转换单元 264 分別位于域 80 与域

90 的部分，此处对此不再贅述。

可变更地，本发明对驱动电路 20 在上述两个域 80、90 的划分方式也可为其它合适的情

况，并不局限于上述实施方式所述的划分。

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从域 80 输 出到域 90 的信号会被调制信号 MGND 调制，对应地，

从域 90 输 出到域 80 的信号也会被进行相应调制，如，与调制信号 MGND 相反的调制等。

由于触摸显示面板 10 在执行触摸感测时的信号被调制信号 MGND 整体 同步调制，其中，

驱动电路 20 提供给公共电极 101 执行图像显示的显示驱动信号，即，公共电压，如，第二公

共电压 Vc2 ，经调制信号 MGND 调制后，能同时适用于驱动公共电极 101 执行触摸感测，从

而，在保证触摸显示面板 10 执行正常图像显示的同时，可进一步驱动公共电极 101 执行触摸

感测，另，还可以提高触摸显示装置 1 的信噪比，进而提高触摸感测精度。

请继续参阅图 14，在本实施方式中，在第一时段 W l ，由于所述驱动电路 20 的一部分是

在 以 GND 为基准的域 80 中，一部分是在 以 MGND 为基准的域 90 中，因此，可能会有域 90

中的电流反灌至域 80 的可能，为了防止这种现象，所述电子设备 100 可进一步包括保护电路

15，所述保护电路 15 设置在域 80 与域 90 之 间。

具体地，所述驱动电路 20 进一步包括第一电源端 206 和第二电源端 207。其中，所述第

一电源端 206 位于域 90 中。所述第二电源端 207 与所述主控芯片 3 的供电电源端 3 1 连接。

所述主控芯片 3 通过所述供电电源端 3 1 输 出电源电压给所述第二电源端 207。所述保护电路

15 连接在所述第二电源端 207 与所述第一电源端 206 之 间。

当所述调制信号 MGND 为驱动信号(即，第二参考信号)时，所述保护电路 15 对应断开

所述第一电源端 206 与所述第二电源端 207 之 间的连接 ；当所述调制信号 MGND 为接地信号

GND (即，第一参考信号)时，所述保护电路 15 对应闭合所述第一电源端 206 与所述第二电源

端 207 之 间的连接。

请参阅图 15，图 15 为保护电路 15 的一实施方式的电路结构示意图。在本实施方式中，



所述保护电路 15 包括二极管 Jl 。所述二极管 J 1 的阳极连接第二电源端 207，所述二极管 J 1

的阴极连接第一电源端 206。

可选地，所述保护电路 15 进一步包括第一电容 Q1 和第二电容 Q2。其中，所述第一电

容 Q1连接于所述二极管 J 1 的阳极与加载有接地信号 GND 的设备地之间，所述第二电容 Q2

连接于所述二极管 J 1 的阴极与加载有调制信号 MGND 的调制地之 间。其中，所述第一电容

Q1 与二极管 J 1 设置在域 80 中，所述第二电容 Q2 设置在域 90 中。

所述保护电路 15 并非限制以上实施方式所述，如，请参阅图 16，图 16 为保护电路 15

的另一实施方式的电路结构示意图。为了清楚区別图 15 所示的保护电路 15，图 16 所示的保

护电路被标示为 15a。所述保护电容 15a 包括第三有源开关 151 和控制单元 153。所述第三有

源开关 151 包括控制端 K3、第一传输端 Τ5、和第二传输端 Τ6。所述第三有源开关 151 的控

制端 Κ3 连接所述控制单元 153，所述第一传输端 Τ5 连接所述第二电源端 207，所述第二传

输端 Τ6 连接所述第一电源端 206。当所述调制信号 MGND 为驱动信号时，所述控制单元 153

控制所述第三有源开关 151 截止，所述保护电路 15a 对应断开所述第一电源端 206 与所述第

二电源端 207 之 间的连接 ；当所述调制信号 MGND 为接地信号 GND 时，所述控制单元 153

控制所述第三有源开关 151 导通，所述保护电路 15a 对应闭合所述第一电源端 206 与所述第

二电源端 207 之 间的连接。所述第三有源开关 151 如为薄膜晶体管、三极管、金属氧化物半

导体场效应管。

另外，可选地，所述保护电路 15a 进一步包括第一电容 Q1 与第二电容 Q2。其中，第一

电容 Q1 连接于第一传输端 T5 与加载有接地信号 GND 的设备地之间，所述第二电容 Q2 连

接于第二传输端 T6 与加载有调制信号 MGND 的调制地之间。

可变更地，在其它实施方式中，所述调制电路 2 1 也可通过对驱动电路 20 中的供电电源

或参考电源进行调制，来达到对触摸显示面板 10 的所有信号进行整体 同步调制，而并非限制

对设备地进行调制。例如，所述调制电路 2 1 的调制端 M 除了可连接或用作前述第一接地端

201 之外(在调制地时)，还可连接或用作前述第一电源端 206(在调制供电电源时)。当连接或

用作所述第一电源端 206 时，所述调制电路 2 1连接于第一电源端 206 与第二电源端 207 之 间。

所述第一电源端 206 相对于第一接地端 201 来说，也称为供电电源端，二者所加载的电压保

持恒定。

另外，除了所述第一电源端 206 与所述第一接地端 201 之外，驱动电路 20 通常包括参考

电源端（图未示)，当第一电源端 206 用于加载第一电源电压、第一接地端 201 用于加载第二

电源电压时，所述参考电源端用于加载第三电源电压，所述第三电源电压的高低介于所述第

一电源电压与第二电源电压的高低之间，其中，所述第一电源电压与第二电源电压的压差保

持恒定，所述第一电源电压与第三电源电压的压差保持恒定。所述参考电源端也可用作或连

接所述调制端。即，所述供电电源端、参考电源端、和第一接地端三者中之一者用作或连接



所述调制端，对应地，用作或连接所述调制端的电源电压 包括调制信号。

相应地，在 第二时段 W2，所述调制端 M 加载一恒定电压 ，所述驱动 电路 20 提供 第二灰

阶电压 Vd2 给像素电极 103、提供 第二公共 电压 Vc2 给公共 电极 101，驱动所述触摸显示面

板 10 执行 图像显示 ；在 第一时段 W l ，所述调制端 M 加载调制信号，驱动 电路 20 提供 第一

灰阶电压 Vdl 给像素电极 103、提供 第一公共 电压 Vcl 给公共 电极 101，驱动所述触摸显示

面板 10 执行 图像显示的同时，进一步驱动公共 电极 101 执行 自电容触摸感测。

另外，前述各实施方式的触摸显示装置 1 以及电子设备 100 中也可减少或增加某些元件

或組合 电路等，对于本领域的一般技术人 员而言，只要是通过公知常识、现有技术、并结合

本申请的技术 内容能够合理推导出的技术方案均应 落入本申请的保护范围。

可变更地，在其它实施方式中，公共 电极 101 例如作为发射 电极，扫描 线 281 例如作 为

接收电极，公共 电极 101 与扫描 线 281 之 间形成互电容，所述驱动 电路 20 也可驱动触摸显示

面板 10 执行互电容触摸感测。

在其它实施方式中，对于前述各实施方式的触摸显示装置 1 以及电子设备 100，所述驱

动 电路 20 除可采 用通过调制地或调制供 电电源或调制参考电源来整体 同步调制触摸显示面

板 10 的所有信号，来达到同时驱动触摸显示面板 10 执行图像显示与触摸感测的方式之外，

可替代地，当触摸显示装置 1 同时执行 图像显示与触摸感测时，也可采 用非调制地或非调制

供 电电源或非调制参考电源等的非调制技术方案进行驱动，即，电子设备 100 在工作 时采 用

以接地信号 GND 为电压参照基准的一个域 80。

虽然实施方式这里 已经关于具体 的配置和操作序列进行描述，但是应该理解，替代的实

施方式可增加 、省略或改变元件、操作等等。因此，这里公开的实施方式意味着是实施例 而

不是限制。



权 利 要 求

1.一种触摸显示装置，包括 ：

触摸显示面板，包括 多个像素 电极和 多个公共 电极，其 中，所述 多个像素电极与所述多个公

共 电极之 间用于形成边缘 电场 ；和

驱动 电路 ，用于驱动所述触摸显示面板执行 图像显示，还 用于驱动公共 电极执行触摸感测 ；

当所述驱动 电路驱动所述触摸显示面板 同时执行 图像显示刷新与触摸感测时，所述多个像素

电极上的信号为第一灰阶电压 ，所述多个公共 电极上的信号为相 同的第一公共 电压 ，其 中，

所述第一灰阶电压 与所述第一公共 电压均为经一调制信号调制后的信号。

2 .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的触摸显示装置，其特征在于 ：所述第一灰阶电压 与所述第一公共 电

压均随所述调制信号的升 高而升高、随所述调制信号的降低 而降低。

3 .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的触摸显示装置，其特征在于 ：所述第一灰阶电压 与所述第一公共 电

压均为经所述调制信号同步调制后的信号。

4 .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的触摸显示装置，其特征在于 ：所述驱动 电路 用于提供相 同的第一公

共 电压给所述多个公共 电极执行 图像显示的同时，还 用于分时或 同时接收来 自所述多个公共

电极输 出的触摸感测信号，以获取触摸信息。

5 .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的触摸显示装置，其特征在于 ：当所述驱动 电路提供所述第一灰阶电

压给部分像素电极、提供相 同的第一公共 电压给所述多个公共 电极，驱动所述触摸显示面板

同时执行 图像显示刷新与触摸感测时，其余处于悬空状态的像素电极上的信号 因电容耦合叠

加 了所述调制信号。

6 .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的触摸显示装置，其特征在于 ：所述多个像素电极位于同一层 ，所述

多个公共 电极位于同一层 ，所述多个像素 电极与所述多个公共 电极之 间层叠设置，其 中，所

述多个公共 电极的个数 小于所述多个像素电极的个数。

7 .根据权利要求 6 所述的触摸显示装置，其特征在于 ：当所述驱动 电路驱动所述触摸显示面

板 同时执行 图像显示刷新与触摸感测时，执行 图像显示刷新的像素电极与执行触摸感测的公

共 电极之 间不相重叠。

8 .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的触摸显示装置，其特征在于 ：所述触摸显示面板进一步包括 ：

多条扫描 线；

多条数据线；

多个晶体管开关，每一晶体管开关包括控制电极、第一传输 电极、和 第二传输 电极，其 中，

控制电极与扫描 线连接 ，第一传输 电极与数据线连接 、第二传输 电极与像素电极连接 ；

当所述驱动 电路驱动所述触摸显示面板 同时执行 图像显示与触摸感测时，所述多条扫描 线上

的信号均为经所述调制信号调制后的信号。

9 .根据权利要求 8 所述的触摸显示装置，其特征在于 ：所述驱动 电路 用于提供 第一扫描开启



信号给扫描 线、激活与所述扫描 线相连接 的晶体管开关，提供 第一灰阶电压 给所述多条数据

线，并通过激活的晶体管开关传输给相应 的像素电极，提供相 同的第一公共 电压给所述 多个

公共 电极， 以及接收来 自公共 电极输 出的触摸感测信号，来驱动所述触摸显示面板 同时执行

图像显示刷新与 自电容触摸感测。

10.根据权利要求 1-9 中任 意一项所述的触摸显示装置，其特征在于 ：所述驱动 电路 包括调制

电路 、第一接地端、和 第二接地端，所述调制电路连接于所述第一接地端和所述第二接地端

之 间，所述 第二接地端 用于接收接地信号，所述调制电路 用于根据所述接地信号与一驱动信

号产生所述调制信号，并输 出所述调制信号给所述第一接地端，当所述第一接地端的信号为

所述调制信号时，所述触摸显示面板上的信号均为经所述调制信号调制后的信号。

11.根据权利要求 10 所述的触摸显示装置，其特征在于 ：当所述第一接地端的信号为所述调

制信号时，所述触摸显示面板上的信号或来 自所述驱动 电路输 出的信号，或 因电容耦合叠加

了所述调制信号。

12.根据权利要求 10 所述的触摸显示装置，其特征在于 ：所述驱动 电路进一步包括公共 电压

产生电路 、触摸驱动 电路 、和数据选择 电路 ，其 中，所述数据选择 电路 与所述多个公共 电极

分別连接 ，所述公共 电压产生电路通过所述数据选择 电路 与所述多个公共 电极可选择性连接 ，

所述触摸驱动 电路通过所述数据选择 电路 与所述多个公共 电极可选择性连接 ，所述公共 电压

产生电路 用于通过所述数据选择 电路提供所述第一公共 电压给公共 电极执行 图像显示，所述

触摸驱动 电路 用于通过所述数据选择 电路提供所述第一公共 电压给公共 电极 同时执行 图像显

示与触摸感测。

13.根据权利要求 12 所述的触摸显示装置，其特征在于 ：所述驱动 电路进一步包括控制电路 ，

所述控制电路 与所述数据选择 电路连接 ，所述控制电路通过控制所述数据选择 电路 ，对应控

制所述公共 电压产生电路 与所述多个公共 电极的连接个数 ，以及控制所述触摸驱动 电路 与所

述多个公共 电极的连接个数。

14.根据权利要求 13 所述的触摸显示装置，其特征在于 ：所述控制电路 、公共 电压产生电路 、

触摸驱动 电路 、和数据选择 电路均与所述第一接地端连接 。

15.根据权利要求 12 所述的触摸显示装置，其特征在于 ：当所述触摸驱动 电路通过所述数据

选择 电路提供 第一公共 电压给一部分公共 电极 同时执行 图像显示与触摸感测时，所述公共 电

压产生电路提供 第一公共 电压给其余全部或部分公共 电极执行 图像显示。

16.根据权利要求 12 所述的触摸显示装置，其特征在于 ：所述数据选择 电路 包括 第一数据选

择器和 多个 第二数据选择器，其 中，所述公共 电压产生电路通过所述第一数据选择器与所述

多个公共 电极可选择性连接 ，所述触摸驱动 电路通过所述 多个 第二数据选择器与所述多个公

共 电极可选择性连接 ，每一第二数据选择器用于连接部分公共 电极。

17.根据权利要求 16 所述的触摸显示装置，其特征在于 ：所述第一数据选择器包括 多个 第一



输 出端 口，每一第二数据选择器包括 多个 第二输 出端 口，每一第二输 出端 口分別连接一公共

电极，所述第一数据选择器的每一第一输 出端 口连接于第二输 出端 口与公共 电极之 间。

18.根据权利要求 17 所述的触摸显示装置，其特征在于 ：所述第一数据选择器的多个 第一输

出端 口与每一第二数据选择器的多个 第二输 出端 口一一对应连接 ，或者，所述第一数据选择

器的多个 第一输 出端 口与第二数据选择器的部分第二输 出端 口相连接 ，或者 ，所述第一数据

选择器的多个 第一输 出端 口与部分第二数据选择器的多个 第二输 出端 口一一对应连接 。

19.根据权利要求 16 所述的触摸显示装置，其特征在于 ：所述多个公共 电极呈多行多列排布，

一第二数据选择器的多个 第二输 出端 口分別连接 同一列或 同一行的公共 电极。

20.根据权利要求 16 所述的触摸显示装置，其特征在于 ：所述多个公共 电极呈多行多列排布，

所述多个 第二数据选择器的数量与所述多个公共 电极的列数相 同，每一第二数据选择器的多

个 第二输 出端 口与所述多个公共 电极的行数相 同，每一第二数据选择器的多个 第二输 出端 口

分別与一列公共 电极一一对应连接 ，或，所述多个 第二数据选择器的数量与所述多个公共 电

极的行数相 同，每一第二数据选择器的多个 第二输 出端 口与所述多个公共 电极的列数相 同，

每一第二数据选择器的多个 第二输 出端 口分別与一行公共 电极一一对应连接 。

21.根据权利要求 12 所述的触摸显示装置，其特征在于 ：所述公共 电压产生电路 包括 ：

信号源，包括接地端和输 出端，所述接地端与所述第一接地端连接 ；和

跟随器，与所述第一接地端连接 ，所述跟 随器通过所述数据选择 电路 与所述多个公共 电极可

选择性连接 ，所述跟随器用于传输所述信号源所输 出的信号给所述数据选择 电路 。

22.根据权利要求 2 1 所述的触摸显示装置，其特征在于 ：所述触摸驱动 电路 包括 ：

所述信号源；和

多个运算放 大器，均与所述 第一接地端连接 ，每一运算放 大器通过所述数据选择 电路 与部分

公共 电极可选择性连接 ，所述运算放 大器用于传输所述信号源所述输 出的信号给所述数据选

择 电路 ， 以及 传输来 自公共 电极的触摸感测信号。

23.根据权利要求 22 所述的触摸显示装置，其特征在于 ：所述公共 电压产生电路进一步包括

稳压 电路 ，连接于所述跟随器与第一接地端之 间，所述稳压 电路 用于对所述跟随器输 出的信

号进行稳压 。

24.根据权利要求 22 所述的触摸显示装置，其特征在于 ：所述跟随器包括 第一放 大器，所述

第一放 大器包括 包括 第三 电源端、第三接地端、第一 同相端、第一反相端、和 第一输 出端，

其 中，所述 第三 电源端 用于加载电源电压 ，所述第三接地端与所述第一接地端连接 ，所述第

一同相端连接所述信号源的输 出端，所述 第一反相端与所述第一输 出端连接 ，所述第一输 出

端 用于通过数据选择 电路 与所述多个公共 电极可选择性连接 。

25.根据权利要求 24 所述的触摸显示装置，其特征在于 ：每一运算放 大器包括 第二放 大器和

反馈支路 ；所述第二放 大器包括 第四电源端、第四接地端、第二 同相端、第二反相端、和 第



二输 出端，其中，所述第四电源端用于加载电源电压，所述第四接地端与所述第一接地端连

接，所述第二同相端连接所述信号源的输 出端，所述第二反相端通过反馈支路与所述第二输

出端连接，所述第二反相端进一步通过数据选择电路与部分公共电极可选择性连接。

26.根据权利要求 25 所述的触摸显示装置，其特征在于：当所述调制电路输 出所述调制信号

给所述第一接地端时，所述信号源对应输 出经所述调制信号调制后的第一参考电压信号给所

述第一同相端和第二同相端，所述运算放 大器和跟随器对应通过所述数据选择电路输 出与所

述第一参考电压信号相 同的第一公共电压给所述多个公共电极，来驱动所述触摸显示面板 同

时执行图像显示和触摸感测。

27.根据权利要求 25 所述的触摸显示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驱动电路进一步包括信号处理

电路，所述信号处理电路连接所述第二输 出端，用于接收公共电极输 出的触摸感测信号，以

获取触摸信息。

28.根据权利要求 2 1 所述的触摸显示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信号源为直流源。

29.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的触摸显示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驱动电路 用于驱动所述多个公共

电极执行 自电容触摸感测。

30.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的触摸显示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公共电压相对所述调制信号

保持不变。

31.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的触摸显示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驱动电路 用于在驱动所述触摸显

示面板执行 图像显示刷新时，通过提供相 同的第一公共电压给所述多个公共 电极，驱动所述

多个公共电极执行图像显示，并进一步驱动公共电极执行触摸感测。

32.根据权利要求 10 所述的触摸显示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驱动电路进一步包括 电压产生

电路，所述电压产生电路 用于产生所述驱动信号，所述第二接地端用于连接一设备地，接收

来 自设备地的接地信号，所述调制电路根据所述驱动信号与所述接地信号产生所述调制信号。

33. —种电子设备，包括权利要求 1-32 中任意一项所述的触摸显示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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