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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提供一种显示面板，包括多个像素、

多条扫描线以及多条数据线。像素以阵列的方式

排列，且阵列包括多行及多列。扫描线各自耦接

至像素中设置于同一列的多个像素。数据线各自

耦接至像素中设置于同一行的多个像素。数据线

区分为多个数据线群。各数据线群包括数据线中

的三至多条数据线。数据线群分别设置在同一列

的像素之间。数据线群用以在像素被开启时，将

显示数据写入至被开启的像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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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显示面板，其特征在于，包括：

多个像素，以一阵列的方式排列，该阵列包括多行及多列；

多条扫描线，各自耦接至该些像素中设置于同一列的多个像素；以及

多条数据线，各自耦接至该些像素中设置于同一行的多个像素，

其中该些数据线区分为多个数据线群，各该数据线群包括该些数据线中的三至多条数

据线，该些数据线群分别设置在对应的两相邻的像素行之间，并且设置于同一列的该些像

素中有至少两个相邻像素耦接至同一数据线群中不相邻的两个数据线，

其中该些扫描线区分为多个扫描线群，各该扫描线群包括该些扫描线中的三至多条扫

描线，各该数据线群所包括的数据线的数量等于各该扫描线群所包括的扫描线的数量，各

该扫描线群的该三至多条扫描线所耦接的多个像素同时被开启，并且该些数据线群用以在

该些像素被开启时，将显示数据写入至被开启的该些像素，

其中各该数据线群耦接至该些像素中位于两个不同像素行上的多个像素，并且该两个

不同像素行位于各该数据线群的两侧，

其中位于该两个不同像素行上并耦合到该些数据线群之一的像素包括第一像素、第二

像素以及第三像素，并且该第一像素和该第二像素位于第一像素列，该第三像素位于相邻

于该第一像素列的第二像素列。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显示面板，其特征在于，各该数据线耦接至该些像素中设置于

同一行的部分该些像素。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显示面板，其特征在于，与各该扫描线群的该些扫描线连接的

多列像素同时被开启。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显示面板，其特征在于，在至少部分该些扫描线群中，该三至

多条扫描线彼此相邻。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显示面板，其特征在于，在至少部分该些扫描线群中，该三至

多条扫描线的其中之一扫描线与该三至多条扫描线的其他扫描线不相邻。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显示面板，其特征在于，在至少部分该些扫描线群中，该三至

多条扫描线彼此不相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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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面板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是有关于一种显示面板。

背景技术

[0002] 一般而言，现有的显示面板的像素排列方式，通常是在同一列的像素之间设置一

条数据线。数据线用以连接驱动电路与多个像素，在像素被开启时将显示数据写入像素，从

而驱动显示面板。栅极驱动电路会依序施加扫描信号至扫描线，让源极驱动电路利用数据

线对像素充电，以将显示数据写入至像素。因此，当显示面板的画面分辨率及画面更新频率

确定之后，栅极驱动电路依序开启像素列的时间即可得知。随着显示面板的画面分辨率和

更新频率愈来愈高，像素列被开启的时间也愈来愈短，因此，源极驱动电路可对像素充电的

时间也愈来愈短。像素充电的时间不足的情况，有可能影响显示面板的显示质量。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提供一种显示面板，其像素间设置三至多条数据线，以增加像素的充电速

度。

[0004] 本发明的显示面板包括多个像素、多条扫描线以及多条数据线。多个像素以一阵

列的方式排列，阵列包括多行及多列。扫描线各自耦接至像素中设置于同一列的多个像素。

数据线各自耦接至像素中设置于同一行的多个像素。数据线区分为多个数据线群。各数据

线群包括数据线中的三至多条数据线。数据线群分别设置在同一列的像素之间，用以在像

素被开启时，将一显示数据写入至被开启的像素。

[0005] 在本发明的一实施例中，上述各数据线耦接至像素中设置于同一行的部分像素。

[0006] 在本发明的一实施例中，在至少部分数据线群中，上述被三至多条数据线写入显

示数据的像素分布在三至多条数据线的两侧。

[0007] 在本发明的一实施例中，在至少部分数据线群中，上述的被三至多条数据线写入

显示数据的像素中的部分像素位于同一行。

[0008] 在本发明的一实施例中，在至少部分数据线群中，上述的被三至多条数据线写入

显示数据的像素中的至少其中之一像素与被三至多条数据线写入显示数据的像素中的其

他像素不位于同一行。

[0009] 在本发明的一实施例中，在至少部分数据线群中，上述的被三至多条数据线写入

显示数据的像素中的部分像素位于同一列。

[0010] 在本发明的一实施例中，在至少部分数据线群中，上述的被三至多条数据线写入

显示数据的像素中的所有像素不在同一列。

[0011] 在本发明的一实施例中，上述的扫描线区分为多个扫描线群。各扫描线群包括扫

描线中的三至多条扫描线。各数据线群所包括的数据线的数量等于各扫描线群所包括的扫

描线的数量。

[0012] 在本发明的一实施例中，上述与各扫描线群的扫描线连接的多列像素同时被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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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

[0013] 在本发明的一实施例中，在至少部分扫描线群中，上述的三至多条扫描线彼此相

邻。

[0014] 在本发明的一实施例中，在至少部分扫描线群中，上述的三至多条扫描线的其中

之一扫描线与三至多条扫描线的其他扫描线不相邻。

[0015] 在本发明的一实施例中，在至少部分扫描线群中，上述的三至多条扫描线彼此不

相邻。

[0016] 基于上述，在本发明的实施例中，显示面板的像素间包括至少三条数据线以增加

像素的充电速度，并因此克服充电时间不足的问题。

[0017] 为让本发明的上述特征和优点能更明显易懂，下文特举实施例，并配合附图作详

细说明如下。

附图说明

[0018] 图1为本发明一实施例的显示面板的像素的概要示意图；

[0019] 图2为图1实施例的部分像素的概要示意图；

[0020] 图3为本发明一实施例的用以驱动图1的显示面板的扫描信号的时序图；

[0021] 图4为本发明另一实施例的显示面板的像素的概要示意图；

[0022] 图5为图4实施例的部分像素的概要示意图；

[0023] 图6为本发明另一实施例的用以驱动图4的显示面板的扫描信号的时序图。

[0024] 附图标记说明：

[0025] 100、200：显示面板；

[0026] A1、A2、A3、A4、A(N-1)、AN：数据线群；

[0027] B1、B2、B3、BY、BZ：扫描线群；

[0028] S0、S1、S2、S3、S4、S5、S6、S7、S8、S9、S10、S11、S12、S13、S14、S15、S16、S17、S(P-2)、

S(P-1)、SP、S(Q-2)、S(Q-1)、SQ：数据线；

[0029] G1、G2、G3、G4、G5、G6、GM：扫描线；

[0030] P11、P12、P13、P14、P15、P16、P1M、P21、P22、P23、P24、P25、P26、P2M、P31、P32、P33、

P34、P35、P36、P3M、P41、P42、P43、P44、P45、P46、P4M、P51、P52、P53、P54、P55、P56、P5M、PN1、

PN2、PN3、PN4、PN5、PN6、PNM：像素。

具体实施方式

[0031] 图1为本发明一实施例的显示面板的像素的概要示意图。图2为图1实施例的部分

像素的概要示意图。图3为本发明一实施例的用以驱动图1的显示面板的扫描信号的时序

图。请参考图1至图3，在本实施例中，显示面板100包括多条扫描线G1至GM、多条数据线S0至

SP及多个像素P11至PNM，其中M、N、P为大于1的正整数。像素P11至PNM以方式排列，如图1所

示，此像素包括多行及多列。例如，第一列像素包括像素P11、P21至PN1，第一行像素包括像

素P11、P12至P1M，以此类推。在显示面板100中，各像素列的间设置有扫描线G1至GM。在本实

施例中，扫描线G1至GM各自耦接至像素P11至PNM中设置于同一列的多个像素。例如，扫描线

G1耦接至第一列像素P11至PN1，扫描线G2设置在第一列像素P11至PN1与第二列像素P21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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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N2之间，并且耦接至第二列像素P21至PN2。

[0032] 另外，在本实施例中，在显示面板100中，各像素行之间设置有数据线S1至S(P-2)。

数据线S1至S(P-2)各自耦接至像素中设置于同一行的多个像素。例如，数据线S1设置在第

一行像素P11至P1M与第二行像素P21至P2M之间，并且耦接至第一行像素P11至P1M中的部分

像素P12、P15等像素。数据线S2也是设置在第一行像素P11至P1M与第二行像素P21至P2M之

间，并且耦接至第一行像素P11至P1M中的部分像素P13等像素。数据线S3也是设置在第一行

像素P11至P1M与第二行像素P21至P2M之间，并且耦接至第二行像素P21至P2M中的部分像素

P22、P25等像素。在另一实施例中，依据实际设计需求，数据线S1和数据线S2也可耦接至第

二行像素P21至P2M中的不同部分像素，且数据线S3也可耦接至第一行像素P11至P1M中的不

同部分像素，本发明并不加以限制。

[0033] 在本实施例中，数据线S0至SP区分为多个数据线群A1至AN。在本实施例中，各数据

线群A1至AN包括数据线S0至SP中的三条数据线。例如，数据线群A1包括数据线S1至S3。其

中，数据线群AN例如包括数据线S0、S(P-1)、SP。数据线群A1至A(N-1)分别设置在同一列的

像素之间。例如，数据线S1至S3设置于第一行像素P11至P1M与第二行像素P21至P2M之间。数

据线S0至SP用以在像素被开启时，将显示数据写入至被开启的像素。

[0034] 在本实施例中，各扫描线G1至GM耦接至像素P11至PNM中设置于同一列的所有像

素。例如，扫描线G1耦接至第一列像素P11至PN1，因此当扫描线G1的扫描信号为高电平时，

设置于同一列的像素P11至PN1同时被开启。扫描线G2至GM与各像素连接关系如图1所示，可

以此类推。

[0035] 另外，在本实施例中，数据线群A1至AN分别包括三条数据线。对应各数据线群A1至

AN所包括的数据线的数量，扫描线G1至GM区分为多个扫描线群B1至BY，其中Y为大于1的正

整数。各扫描线群B1至BY包括扫描线G1至GM中的三条扫描线。如图3所示，在同一驱动时序，

各扫描线群所对应的扫描信号同时处于高电平的状态，以一并开启各扫描线群所耦接的像

素列。举例而言，在图3中，扫描线群B1的扫描线G1至G3的扫描信号在一驱动时序是同时处

于高电平的状态。扫描线群B2的扫描线G4至G6的扫描信号在另一驱动时序也是同时处于高

电平的状态。在本实施例中，其余扫描线的扫描信号的电平状态可以此类推，在此不再赘

述。

[0036] 也就是说，在本实施例中，各数据线群A1至AN所包括的数据线的数量等于各扫描

线群B1至BY所包括的扫描线的数量。例如，在本实施例中，由于各数据线群A1至AN包括数据

线S0至SP中的三条数据线，因此扫描线群B1至BY各包括对应数量的三条扫描线。也就是说，

扫描线群B1包括扫描线G1至G3。各扫描线群B1至BY所包括的三条扫描线当中的每一者用以

对应开启设置于同一列的所有像素。例如，扫描线群B1包括的扫描线G1至G3是用以对应开

启像素P11至PN1、像素P12至PN2以及像素P13至PN3。

[0037] 值得注意的是，本发明的范例实施例的扫描线群并不限定于包括相邻的扫描线。

在一实施例中，扫描线群也可以包括所有扫描线中的任意三条的扫描线。例如，扫描线群B1

也可以是包括扫描线G1、G2及G4。也就是说，在扫描线群B1中，其中之一扫描线G4和其他的

扫描线G1、G2不相邻。在同一驱动时序中，扫描线G1、G2及G4的扫描信号是同时处于高电平

的状态。在一实施例中，扫描线群B1也可以是包括扫描线G1、G4及G7。也就是说，在扫描线群

B1中，扫描线G1、G4及G7三者彼此都不相邻。在同一驱动时序中，扫描线G1、G4及G7的扫描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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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是同时处于高电平的状态。换句话说，在本发明的范例实施例中。在同一扫描线群中的扫

描线，其扫描信号在同一驱动时序中是同时处于高电平的状态。应注意的是，扫描线群所包

括的扫描线是配合数据线群与像素的耦接关系来决定，并且随之调整。

[0038] 图2为图1实施例的部分像素的概要示意图。详细而言，请参考图2，在本实施例中，

数据线S1至S9分别耦接至像素P11至P43中设置于同一行的部分像素。以数据线群A1为例，

在图2中，数据线S1耦接至像素P12、数据线S2耦接至像素P13以及数据线S3耦接至像素P22。

在此例中，数据线群A1所耦接的像素是位于数据线S1至S3的两侧。例如，像素P12与像素P13

位于同侧，而像素P12与像素P22位于不同侧。在本实施例中，各数据线群耦接至像素中设置

于同一行的部分像素。例如，在第一行像素P11至P13中，像素P12及P13耦接至数据线群A1的

数据线S1、S2。在第二行像素P21至P23中，像素P22耦接至数据线群A1的数据线S3中。因此，

在本发明的实施例中，在至少部分数据线群中，被数据线写入显示数据的像素分布在数据

线群的两侧。

[0039] 再以数据线群A2为例，在本实施例中，数据线群A2设置于行像素P21至P23以及行

像素P31至P33之间。数据线S5耦接至像素P21、数据线S4耦接至像素P23以及数据线S6耦接

至像素P33。由此可知，在至少部分数据线群中，被数据线写入显示数据的像素中的部分像

素位于同一行。在其他实施例中，在至少部分数据线群中，被线写入显示数据的像素中的至

少其中之一像素与被数据线写入显示数据的像素中的其他像素不位于同一行。以本实施例

为例，数据线群A2两侧的像素P21至P23以及P31至P33，像素P21与像素P23位于同一行，像素

P31与两者位于不同行。

[0040] 在本实施例中，在至少部分数据线群中，被数据线写入显示数据的像素中的部分

像素位于同一列。也就是说，在数据线群A1中，被数据线S1至S3写入显示数据的像素P12、

P13以及P22中的部分像素位于同一列，即像素P12及P22位于同一列。另外，在本实施例中，

在至少部分数据线群中，被数据线写入显示数据的像素中的所有像素不位于同一列，以数

据线群A3为例，被数据线S7至S9写入显示数据的像素P31、P32及P43中，像素P31、P32及P43

不位于同一列。

[0041] 在上述图1至图3的实施例中，各数据线群所包括的数据线为三条，但本发明并不

加以限制。在其他实施例中，各数据线群也可以包括三条以上的数据线，例如四条数据线，

如图4实施例所示。

[0042] 图4为本发明另一实施例的显示面板的像素的概要示意图。图5为图4实施例的部

分像素的概要示意图。图6为本发明另一实施例的用以驱动图4的显示面板的扫描信号的时

序图。请参考图4至图6，本实施例的显示面板200类似于图1的显示面板100，两者之间的差

异主要例如在于，在本实施例中，各数据线群是包括四条数据线。

[0043] 具体而言，在本实施例中，显示面板200包括多条扫描线G1至GM、多条数据线S0至

SQ及多个像素P11至PNM，其中M、N、Q为大于1的正整数。像素P11至PNM以方式排列，如图4所

示，此像素包括多行及多列。在本实施例中，在显示面板200中，各像素行之间设置有数据线

S1至SQ。数据线S1至SQ各自耦接至像素中设置于同一行的多个像素。例如，数据线S2设置在

第一行像素P11至P1M与第二行像素P21至P2M之间，并且耦接至第一行像素P11至P1M中的部

分像素P11、P15等像素。数据线S3也是设置在第一行像素P11至P1M与第二行像素P21至P2M

之间，并且耦接至第一行像素P11至P1M中的部分像素P12、P16等像素。数据线S4也是设置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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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行像素P11至P1M与第二行像素P21至P2M之间，并且耦接至第二行像素P21至P2M中的部

分像素P21、P25等像素。数据线S5也是设置在第一行像素P11至P1M与第二行像素P21至P2M

之间，并且耦接至第二行像素P21至P2M中的部分像素P22、P26等像素。在另一实施例中，依

据实际设计需求，数据线S2和数据线S3也可耦接至第二行像素P21至P2M中的不同部分像

素，且数据线S4和数据线S5也可耦接至第一行像素P11至P1M中的不同部分像素，本发明并

不加以限制。

[0044] 在本实施例中，数据线S0至SQ区分为多个数据线群A1至AN，其中X为大于1的正整

数。在本实施例中，各数据线群A1至AN包括数据线S0至SQ中的四条数据线。例如，数据线群

A1包括数据线S2至S5。其中，数据线群AN例如包括数据线S0、S1、S(Q-1)、SQ。数据线群A1至A

(N-1)分别设置在同一列的像素之间。例如，数据线S2至S5设置于第一行像素P11至P1M与第

二行像素P21至P2M之间。数据线S0至SQ用以在像素被开启时，将显示数据写入至被开启的

像素。

[0045] 在本实施例中，各扫描线G1至GM耦接至像素P11至PNM中设置于同一列的所有像

素。例如，扫描线G1耦接至第一列像素P11至PN1，因此当扫描线G1的扫描信号为高电平时，

设置于同一列的像素P11至PN1同时被开启。扫描线G2至GM与各像素连接关系如图1所示，可

以此类推。

[0046] 另外，在本实施例中，数据线群A1至AN分别包括四条数据线。对应各数据线群A1至

AN所包括的数据线的数量，扫描线G1至GM区分为多个扫描线群B1至BZ，其中Z为大于1的正

整数。各扫描线群B1至BZ包括扫描线G1至GM中的四条扫描线。如图4所示，在同一驱动时序，

各扫描线群所对应的扫描信号同时处于高电平的状态，以一并开启各扫描线群所耦接的像

素列。举例而言，在图6中，扫描线群B1的扫描线G1至G4的扫描信号在一驱动时序是同时处

于高电平的状态。扫描线群B2的扫描线G5至G8的扫描信号在另一驱动时序也是同时处于高

电平的状态。在本实施例中，其余扫描线的扫描信号的电平状态可以此类推，在此不再赘

述。

[0047] 也就是说，在本实施例中，各数据线群A1至AN所包括的数据线的数量等于各扫描

线群B1至BZ所包括的扫描线的数量。例如，在本实施例中，由于各数据线群A1至AN包括数据

线S0至SQ中的四条数据线，因此扫描线群B1至BZ各包括对应数量的四条扫描线。也就是说，

扫描线群B1包括扫描线G1至G4。各扫描线群B1至BZ所包括的四条扫描线当中的每一者用以

对应开启设置于同一列的所有像素。例如，扫描线群B1包括的扫描线G1至G4是用以对应开

启像素P11至PN1、像素P12至PN2、像素P13至PN3以及像素P14至PN4。

[0048] 图5为图4实施例的部分像素的概要示意图。详细而言，请参考图5，在本实施例中，

数据线S1至S15分别耦接至像素P11至P44中设置于同一行的部分像素。在本实施例中，在数

据线群A1中，被数据线S2至S5写入显示数据的像素P11、P12、P21及P22是分布在数据线S2至

S5的两侧。在本实施例中，在数据线群A1中，被数据线S2至S5写入显示数据的像素P11、P12、

P21及P22中的像素P11及P12位于同一行。在本实施例中，在数据线群A1中，被数据线S2至S5

写入显示数据的像素P11、P12、P21及P22中的像素P11及P12与像素P21及P22不位于同一行。

在本实施例中，在数据线群A1中，被数据线S2至S5写入显示数据的像素P11、P12、P21及P22

中的部分像素P11、P21位于同一列。在本发明的范例实施例中，数据线群与像素的连接关系

不限于此。在一实施例中，在至少部分数据线群中，被数据线写入显示数据的像素中的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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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素也可以不在同一列。

[0049] 另外，本实施例的显示面板的驱动方法及其他元件的操作及功能可以由图1至图3

的实施例的叙述中获致足够的启示、建议与实施说明，因此不再赘述。

[0050] 值得注意的是，在图1及图4例示的实施例中，数据线群所包括的数据线数量为三

条及四条，然而图1及图4的实施例并非用以限定本发明。任何三至多条的数据线数量皆可

以上述操作方式加以实现。另外，本发明所例示的扫描线群为相邻的扫描线，然而该些实施

例并非用以限定其扫描线的位置关系，任意对应于数据线数量的扫描线皆可由所有扫描线

中任意选择多条扫描线以作为扫描线群的组成元素。

[0051] 在上述图4至图6的实施例中，各数据线群所包括的数据线为四条，但本发明并不

加以限制。在其他实施例中，各数据线群也可以包括四条以上的数据线，例如R条数据线，其

中R为大于4的正整数。各数据线群包括四条以上的数据线的实施例，其显示面板的驱动方

法及元件的操作及功能可以由图1至图6实施例的叙述中获致足够的启示、建议与实施说

明，因此不再赘述。

[0052] 综上所述，在本发明的范例实施例中，显示面板的像素间包括至少三条数据线以

增加像素的充电速度。配合数据线群的数据线的数量，用以驱动显示面板的扫描信号的驱

动波形和驱动时序也随之调整，从而克服充电时间不足的问题。

[0053] 最后应说明的是：以上各实施例仅用以说明本发明的技术方案，而非对其限制；尽

管参照前述各实施例对本发明进行了详细的说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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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对其中部分或者全部技术特征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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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明各实施例技术

方案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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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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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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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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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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