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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面板的栅极驱动器及其操作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一种栅极驱动器及其操作方法。

栅极驱动器包括多条时脉传输线以及多个驱动

电路。这些时脉传输线用以传输不同相位的多个

时脉信号。这些驱动电路的每一个具有时脉输入

端、预充端、放电控制端与输出端。这些输出端用

以驱动显示面板的多条栅极线。这些驱动电路被

分群为多个驱动电路群组。这些驱动电路群组中

的第一驱动电路群组的驱动电路称为第一驱动

电路。这些第一驱动电路的时脉输入端耦接至时

脉传输线中的不同传输线。这些第一驱动电路的

预充端共同接收第一预充信号。这些第一驱动电

路的放电控制端共同接收第一放电控制信号。通

过改变多条时脉传输线的时脉信号的相位关系，

本显示面板的栅极驱动器可以提供栅极线扫描

顺序的变化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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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栅极驱动器，其特征在于，所述栅极驱动器包括：

多条时脉传输线，用以传输不同相位的多个时脉信号；以及

多个驱动电路，所述多个驱动电路的每一个具有时脉输入端、预充端、放电控制端与输

出端，这些输出端用以驱动显示面板的多条栅极线，所述多个驱动电路被分群为多个驱动

电路群组，所述多个驱动电路群组中第一驱动电路群组的所述多个驱动电路称为第一驱动

电路，这些第一驱动电路的所述时脉输入端耦接至所述多条时脉传输线中的不同传输线，

这些第一驱动电路的所述预充端共同接收第一预充信号，以及这些第一驱动电路的所述放

电控制端共同接收第一放电控制信号，

其中，所述多个驱动电路群组中的第二驱动电路群组的所述多个驱动电路称为第二驱

动电路，这些第二驱动电路其中一者的所述输出端的驱动信号被传送至这些第一驱动电路

的所述放电控制端作为所述第一放电控制信号。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栅极驱动器，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驱动电路群组中的这些第

一驱动电路的数量小于或等于所述多条时脉传输线的数量。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栅极驱动器，其特征在于，这些第一驱动电路的每一个包括：

晶体管，具有第一端、第二端与控制端，其中所述晶体管的所述第一端耦接至所述多条

时脉传输线中的对应者，所述晶体管的所述第二端用以耦接至所述多条栅极线中的对应

者；

预充电路，受控于所述第一预充信号而决定是否对所述晶体管的所述控制端进行预充

电；

电容器，具有第一端与第二端，所述电容器的所述第一端耦接至所述晶体管的所述控

制端，所述电容器的所述第二端耦接至所述晶体管的所述第二端；以及

放电电路，耦接至所述电容器的所述第一端与所述电容器的所述第二端，所述放电电

路受控于所述第一放电控制信号而决定是否对所述电容器进行放电。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栅极驱动器，其特征在于，所述预充电路包括：

二极管，其阳极接收所述第一预充信号，所述二极管的阴极耦接至该晶体管的所述控

制端。

5.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栅极驱动器，其特征在于，所述预充电路包括：

第二晶体管，其控制端与第一端接收所述第一预充信号，所述第二晶体管的第二端耦

接至所述晶体管的所述控制端。

6.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栅极驱动器，其特征在于，所述放电电路包括：

第一开关，其第一端耦接至所述电容器的所述第一端，所述第一开关的第二端耦接至

参考电压，所述第一开关的控制端接收所述第一放电控制信号；以及

第二开关，其第一端耦接至所述电容器的所述第二端，所述第二开关的第二端耦接至

所述参考电压，所述第二开关的控制端接收所述第一放电控制信号。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栅极驱动器，其特征在于，所述多个驱动电路群组中的第三驱

动电路群组的所述多个驱动电路称为第三驱动电路，这些第三驱动电路其中一者的所述输

出端的驱动信号被传送至这些第一驱动电路的所述预充端作为所述第一预充信号。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栅极驱动器，其特征在于，这些第一驱动电路其中一者的所述

输出端的驱动信号被传送至这些第二驱动电路的所述预充端作为第二预充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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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栅极驱动器，其特征在于，所述多个驱动电路为面板上门电

路。

10.一种栅极驱动器的操作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操作方法包括：

配置多条时脉传输线，用以传输不同相位的多个时脉信号；

配置多个驱动电路，所述多个驱动电路的每一个具有时脉输入端、预充端、放电控制端

与输出端，这些输出端用以驱动显示面板的多条栅极线；

将所述多个驱动电路分群为多个驱动电路群组，其中所述多个驱动电路群组中第一驱

动电路群组的所述多个驱动电路称为第一驱动电路，而这些第一驱动电路的所述时脉输入

端耦接至所述多条时脉传输线中的不同传输线；

由这些第一驱动电路的所述预充端共同接收第一预充信号；以及

由这些第一驱动电路的所述放电控制端共同接收第一放电控制信号，

其中，所述多个驱动电路群组中的第二驱动电路群组的所述多个驱动电路称为第二驱

动电路，这些第二驱动电路其中一者的所述输出端的驱动信号被传送至这些第一驱动电路

的所述放电控制端作为所述第一放电控制信号。

11.根据权利要求10所述的栅极驱动器的操作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驱动电路群

组中的这些第一驱动电路的数量小于或等于所述多条时脉传输线的数量。

12.根据权利要求10所述的栅极驱动器的操作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多个驱动电路群

组中的第三驱动电路群组的所述多个驱动电路称为第三驱动电路，这些第三驱动电路其中

一者的所述输出端的驱动信号被传送至这些第一驱动电路的所述预充端作为所述第一预

充信号。

13.根据权利要求10所述的栅极驱动器的操作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操作方法还包

括：

将这些第一驱动电路其中一者的所述输出端的驱动信号传送至这些第二驱动电路的

所述预充端作为第二预充信号。

14.根据权利要求10所述的栅极驱动器的操作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多个驱动电路为

面板上门电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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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面板的栅极驱动器及其操作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显示装置，尤其是涉及一种显示面板的栅极驱动器及其操作方

法。

背景技术

[0002] 现有的液晶显示面板产品为节省成本，往往使用非晶硅晶体管来制成栅极驱动

器。在设计显示面板时，直接将栅极驱动器电路做进显示面板中的薄膜晶体管阵列(TFT 

Array)里，业界称为面板上门(Gate  on  Panel,GOP)电路或阵列上门(Gate  on  Array,GOA)

电路，此方法可以有效减少驱动晶片脚位数。GOP电路已成一熟知技术，然而现有的GOP电路

电路架构为依固定顺序开启/驱动相对应的栅极线，较无变化性。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提供一种显示面板的栅极驱动器及其操作方法，其可以提供扫描顺序的变

化性。

[0004] 本发明的实施例提供一种栅极驱动器。栅极驱动器包括多条时脉传输线以及多个

驱动电路。这些时脉传输线用以传输不同相位的多个时脉信号。这些驱动电路的每一个具

有时脉输入端、预充端、放电控制端与输出端。这些输出端用以驱动显示面板的多条栅极

线。这些驱动电路被分群为多个驱动电路群组。这些驱动电路群组中的第一驱动电路群组

的驱动电路称为第一驱动电路。这些第一驱动电路的时脉输入端耦接至时脉传输线中的不

同传输线。这些第一驱动电路的预充端共同接收第一预充信号。这些第一驱动电路的放电

控制端共同接收第一放电控制信号。

[0005] 本发明的实施例提供一种栅极驱动器的操作方法。操作方法包括下述步骤。多条

时脉传输线被配置用以传输不同相位的多个时脉信号。多个驱动电路被配置，其中这些驱

动电路的每一个具有时脉输入端、预充端、放电控制端与输出端，而这些输出端用以驱动显

示面板的多条栅极线。将这些驱动电路分群为多个驱动电路群组，其中这些驱动电路群组

中的第一驱动电路群组的驱动电路称为第一驱动电路，而这些第一驱动电路的时脉输入端

耦接至时脉传输线中的不同传输线。这些第一驱动电路的预充端共同接收第一预充信号。

这些第一驱动电路的放电控制端共同接收第一放电控制信号。

[0006] 基于上述，本发明实施例所述显示面板的栅极驱动器及其操作方法可以将这些驱

动电路分群为多个驱动电路群组，其中属于同一个驱动电路群组的这些驱动电路的预充端

共同接收相同的预充信号，而属于同一个驱动电路群组的这些驱动电路的放电控制端共同

接收相同的放电控制信号。通过改变多条时脉传输线的时脉信号的相位关系，本发明实施

例所述显示面板的栅极驱动器可以提供栅极线扫描顺序的变化性。

[0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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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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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08] 图1示出一种栅极驱动器的实施范例；

[0009] 图2示出了图1所示电路的信号时序示意图；

[0010] 图3为本发明一实施例所示出一种栅极驱动器的电路方块示意图；

[0011] 图4为本发明一实施例说明图3所示出栅极驱动器的电路方块示意图；

[0012] 图5为本发明一实施例说明图4所示出其中一个驱动电路的电路方块示意图；

[0013] 图6为本发明一实施例说明图5所示出预充电路以及放电电路的电路示意图；

[0014] 图7为本发明一实施例说明图4与图5所示电路的信号时序示意图；

[0015] 图8为本发明一实施例说明一种栅极驱动器的操作方法的流程示意图。

[0016] 附图标记说明：

[0017] 10、20：显示面板；

[0018] 30：时脉产生器；

[0019] 100、300：栅极驱动器；

[0020] 110_1、110_2、110_3、110_4、110_5、110_6、110_7、310_1、310_2、310_3、310_4、

310_5、310_6、310_7、310_N、310_N+1、310_2N、310_2N+1：驱动电路；

[0021] 320_1、320_2、320_3：驱动电路群组；

[0022] 510：预充电路；

[0023] 520：放电电路；

[0024] C1：电容器；

[0025] CK：时脉输入端；

[0026] CK1、CK2、CK3、CK4、CK5、CK6、CK_1、CK_2、CK_3、CK_4、CK_5、CK_6、CK_M-1、CK_M：时

脉传输线；

[0027] DCH：放电控制端；

[0028] G1、G2、G3、G4、G5、G6、G7、G_1、G_2、G_3、G_4、G_5、G_6、G_7、G_8、G_N、G_N+1、G_2N、

G_2N+1：栅极线；

[0029] M1：晶体管；

[0030] M2：晶体管；

[0031] OUT：输出端；

[0032] PCH：预充端；

[0033] S810～S830：步骤；

[0034] STV：起始脉冲；

[0035] STVA：第一起始脉冲；

[0036] STVB：第二起始脉冲；

[0037] SW1、SW2：开关；

[0038] Vss：参考电压源；

[0039] Q_1、Q_2、Q_3、Q_4、Q_5、Q_6：节点。

具体实施方式

[0040] 在本案说明书全文(包括申请专利范围)中所使用的“耦接(或连接)”一词可指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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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直接或间接的连接手段。举例而言，若文中描述第一装置耦接(或连接)于第二装置，则应

该被解释成该第一装置可以直接连接于该第二装置，或者该第一装置可以通过其他装置或

某种连接手段而间接地连接至该第二装置。另外，凡可能之处，在图式及实施方式中使用相

同标号的元件/构件/步骤代表相同或类似部分。不同实施例中使用相同标号或使用相同用

语的元件/构件/步骤可以相互参照相关说明。

[0041] 在设计显示面板时，直接将栅极驱动器电路做进薄膜晶体管阵列(TFT  Array)里，

业界称为面板上门(Gate  on  Panel,GOP)电路或阵列上门(Gate  on  Array,GOA)电路。图1

示出一种栅极驱动器100的实施范例的电路方块示意图。栅极驱动器100包括多条时脉传输

线(例如图1所示时脉传输线CK1、CK2、CK3、CK4、CK5、CK6)以及多个驱动电路(例如图1所示

驱动电路110_1、110_2、110_3、110_4、110_5、110_6与110_7)。驱动电路110_1～110_7的每

一个具有时脉输入端CK、预充端PCH、放电控制端DCH与输出端OUT。驱动电路110_1～110_7

的这些输出端OUT用以驱动显示面板10的多条栅极线(例如图1所示栅极线G1、G2、G3、G4、

G5、G6与G7)。

[0042] 这些驱动电路110_1～110_7的这些预充端PCH各自接收先前级的驱动电路的输出

端OUT的驱动信号作为预充信号。例如，驱动电路110_7的预充端PCH接收驱动电路110_5的

输出端OUT的驱动信号，驱动电路110_6的预充端PCH接收驱动电路110_4的输出端OUT的驱

动信号，而驱动电路110_5的预充端PCH接收驱动电路110_3的输出端OUT的驱动信号。驱动

电路110_1的预充端PCH可以接收第一起始脉冲STVA，而驱动电路110_2的预充端PCH可以接

收第二起始脉冲STVB。

[0043] 这些驱动电路110_1～110_7的这些放电控制端DCH分别接收后级的驱动电路的输

出端OUT的驱动信号作为放电控制信号。例如，驱动电路110_1的放电控制端DCH接收驱动电

路110_3的输出端OUT的驱动信号，驱动电路110_2的放电控制端DCH接收驱动电路110_4的

输出端OUT的驱动信号，而驱动电路110_3的放电控制端DCH接收驱动电路110_5的输出端

OUT的驱动信号。

[0044] 图2示出了图1所示电路的信号时序示意图。图2所示横轴表示时间。请参照图1与

图2，时脉传输线CK1～CK6可以传输不同相位的多个时脉信号。这些驱动电路110_1～110_7

的这些时脉输入端CK分别耦接至这些时脉传输线CK1～CK6中的不同传输线。例如，驱动电

路110_1的时脉输入端CK耦接至时脉传输线CK1，驱动电路110_2的时脉输入端CK耦接至时

脉传输线CK2，驱动电路110_3的时脉输入端CK耦接至时脉传输线CK3，驱动电路110_4的时

脉输入端CK耦接至时脉传输线CK4，驱动电路110_5的时脉输入端CK耦接至时脉传输线CK5，

驱动电路110_6的时脉输入端CK耦接至时脉传输线CK6，而驱动电路110_7的时脉输入端CK

耦接至时脉传输线CK1。若要开启第N条栅极线，则需要第N-X(X为定值)条栅极线的信号控

制第N个驱动电路的预充电，以及需要第N+Y(Y为定值)条栅极线的信号控制第N个驱动电路

的放电。举例来说，若要开启栅极线G3，则需要栅极线G1的信号去控制驱动电路110_3的预

充电操作，以及需要栅极线G5的信号去控制驱动电路110_3的放电。基于时脉传输线CK1～

CK6的时脉信号的触发时序，驱动电路110_1、110_3、110_5、110_7可以将第一起始脉冲STVA

逐级传递于栅极线G1、G3、G5、G7，而驱动电路110_2、110_4、110_6可以将第二起始脉冲STVB

逐级传递于栅极线G2、G4、G6，如图2所示。无论如何，图1所示栅极驱动器100对栅极线G1～

G7的驱动顺序(扫描顺序)是固定的，如图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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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5] 图3为本发明一实施例所示出一种栅极驱动器300的电路方块示意图。栅极驱动器

300包括多条时脉传输线(例如图3所示时脉传输线CK_1、CK_2、…、CK_M-1、CK_M，其中M为整

数)以及多个驱动电路(例如图3所示驱动电路310_1、…、310_N、310_N+1、…、310_2N、310_

2N+1、…，其中N为整数)。其中，一个驱动电路群组中的驱动电路的数量N小于或等于时脉传

输线CK_1～CK_M的数量M。在本实施例中，驱动电路310_1～310_2N+1为面板上门电路(Gate 

on  Panel,GOP)。驱动电路310_1～310_2N+1的每一个具有时脉输入端CK、预充端PCH、放电

控制端DCH与输出端OUT。驱动电路310_1～310_2N+1的这些输出端OUT用以驱动显示面板20

的多条栅极线(例如图3所示栅极线G_1、…、G_N、G_N+1、…、G_2N、G_2N+1、…)，如图3所示。

[0046] 这些驱动电路310_1～310_2N+1被分群为多个驱动电路群组(例如图3所示驱动电

路群组320_1、320_2、320_3)。属于同一个驱动电路群组的这些驱动电路的预充端PCH共同

接收相同的预充信号，而属于同一个驱动电路群组的这些驱动电路的放电控制端DCH共同

接收相同的放电控制信号。举例来说(但不限于此)，属于驱动电路群组320_2的这些驱动电

路310_N+1～310_2N的预充端PCH共同接收驱动电路群组320_1的某一个驱动电路的输出端

OUT的驱动信号作为预充信号，而属于驱动电路群组320_2的这些驱动电路310_N+1～310_

2N的放电控制端DCH共同接收驱动电路群组320_3的某一个驱动电路的输出端OUT的驱动信

号作为放电控制信号。同理可推，属于驱动电路群组320_1的这些驱动电路310_1～310_N的

放电控制端DCH共同接收驱动电路群组320_2的某一个驱动电路的输出端OUT的驱动信号作

为放电控制信号，而属于驱动电路群组320_3的这些驱动电路的预充端PCH共同接收驱动电

路群组320_2的某一个驱动电路的输出端OUT的驱动信号作为预充信号。

[0047] 多条时脉传输线(例如图3所示时脉传输线CK_1、CK_2、…、CK_M-1、CK_M)耦接至时

脉产生器30，以传输不同相位的多个时脉信号。属于同一个驱动电路群组的驱动电路(例如

属于驱动电路群组320_1的驱动电路310_1～310_N)的时脉输入端CK耦接至这些时脉传输

线CK_1～CK_M中的不同传输线。在同一个驱动电路群组中，时脉传输线CK1～CK6的时脉信

号可以决定驱动电路的驱动顺序(或扫描顺序)。

[0048] 图4为本发明一实施例说明图3所示出栅极驱动器300的电路方块示意图。图4所示

实施例将假设栅极驱动器具有6条时脉传输线，如图4所示时脉传输线CK_1、CK_2、CK_3、CK_

4、CK_5、CK_6。图4所示实施例又将假设每一个驱动电路群组各自具有3个驱动电路，例如图

4所示驱动电路群组320_1具有驱动电路310_1、310_2、310_3，而驱动电路群组320_2具有驱

动电路310_4、310_5、310_6。驱动电路310_1～310_7的输出端OUT用以驱动显示面板的栅极

线G_1、G_2、G_3、G_4、G_5、G_6、G_7，如图4所示。

[0049] 属于同一个驱动电路群组的这些驱动电路的预充端PCH共同接收相同的预充信

号，而属于同一个驱动电路群组的这些驱动电路的放电控制端DCH共同接收相同的放电控

制信号。举例来说，属于驱动电路群组320_1的这些驱动电路310_1、310_2、310_3的预充端

PCH共同接收起始脉冲STV作为预充信号，而属于驱动电路群组320_1的这些驱动电路310_

1、310_2、310_3的放电控制端DCH共同接收驱动电路群组320_2的驱动电路310_5的输出端

OUT的驱动信号(即栅极线G_5的信号)作为放电控制信号。同理可推，属于驱动电路群组

320_2的这些驱动电路310_4、310_5、310_6的预充端PCH共同接收驱动电路群组320_1的驱

动电路310_2的输出端OUT的驱动信号(即栅极线G_2的信号)作为预充信号，而属于驱动电

路群组320_2的这些驱动电路310_4、310_5、310_6的放电控制端DCH共同接收驱动电路群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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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_3的某一个驱动电路的输出端OUT的驱动信号(例如栅极线G_8的信号)作为放电控制信

号。属于驱动电路群组320_3的这些驱动电路(例如驱动电路310_7)的预充端PCH共同接收

驱动电路群组320_2的驱动电路310_5的输出端OUT的驱动信号(即栅极线G_5的信号)作为

预充信号。

[0050] 图5为本发明一实施例说明图4所示出驱动电路310_1的电路方块示意图。图4所示

其余驱动电路(例如310_2～310_7可以参照驱动电路310_1的相关说明而类推，故不再赘

述。在图5所示实施例中，驱动电路310_1包括晶体管M1、电容器C1、预充电路510以及放电电

路520。晶体管M1具有第一端(例如漏极)、第二端(例如源极)与控制端(例如栅极)。晶体管

M1的第一端作为驱动电路310_1的时脉输入端CK，以耦接至时脉传输线CK_1～CK_6中的对

应者(例如时脉传输线CK_1)。晶体管M1的第二端作为驱动电路310_1的输出端OUT，以耦接

至栅极线G_1～G_7中的对应者(例如栅极线G_1)。预充电路510的控制端作为驱动电路310_

1的预充端PCH，以接收预充信号。预充电路510受控于预充端PCH的预充信号，而决定是否对

晶体管M1的控制端进行预充电。电容器C1的第一端耦接至晶体管M1的控制端。电容器C1的

第二端耦接至晶体管M1的第二端。放电电路520耦接至电容器C1的第一端与电容器C1的第

二端。放电电路520的控制端作为驱动电路310_1的放电控制端DCH，以接收放电控制信号。

放电电路520受控于放电控制端DCH的放电控制信号，而决定是否对电容器C1进行放电(将

电容器C1的电荷释放至参考电压源Vss)。

[0051] 图6为本发明一实施例说明图5所示出预充电路510以及放电电路520的电路示意

图。图6所示预充电路510包括晶体管M2。晶体管M2的控制端(例如栅极)与第一端(例如漏

极)接收预充端PCH的预充信号。晶体管M2的第二端(例如源极)耦接至晶体管M1的控制端。

在其他实施例中，晶体管M2可以被二极管取代，其中所述二极管的阳极接收预充端PCH的预

充信号，而所述二极管的阴极耦接至晶体管M1的控制端。

[0052] 图6所示放电电路包括开关SW1以及开关SW2。开关SW1的第一端耦接至电容器C1的

第一端。开关SW1的第二端耦接至参考电压源Vss。开关SW1的控制端接收放电控制端DCH的

放电控制信号。开关SW2的第一端耦接至电容器C1的第二端。开关SW2的第二端耦接至参考

电压源Vss。开关SW2的控制端接收放电控制端DCH的放电控制信号。

[0053] 图7为本发明一实施例说明图4与图5所示电路的信号时序示意图。图7所示横轴表

示时间。请参照图4、图5与图7，属于驱动电路群组320_1的这些驱动电路310_1、310_2、310_

3的预充端PCH共同接收起始脉冲STV作为预充信号。以驱动电路310_1为例，当起始脉冲STV

为逻辑高准位时，预充电路510可以对电容器C1的第一端与晶体管M1的控制端进行预充电，

进而拉高节点Q_1的电压(即晶体管M1的控制端的电压)。节点Q_1的高电压将导通(turn 

on)晶体管M1，使得驱动电路310_1可以将时脉输入端CK的信号传输至输出端OUT，也就是时

脉传输线CK_1的信号可以被传输至栅极线G_1。以图5所示驱动电路310_1而类推至其他驱

动电路310_2与驱动电路310_3可知，驱动电路310_2内的节点Q_2的电压(可从图5所示节点

Q_1的电压来类推)与驱动电路310_3内的节点Q_3的电压(可从图5所示节点Q_1的电压来类

推)也被拉高，如图7所示。节点Q_2与Q_3的高电压将使得这些驱动电路310_2、310_3可以将

时脉输入端CK的信号传输至输出端OUT，也就是时脉传输线CK_2的信号可以被传输至栅极

线G_2，而时脉传输线CK_3的信号可以被传输至栅极线G_3。通过改变时脉传输线CK_1～CK_

3的时脉信号的相位关系，本实施例所述栅极驱动器300可以提供栅极线G_1～G_3扫描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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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变化性。

[0054] 属于驱动电路群组320_2的这些驱动电路310_4、310_5、310_6的预充端PCH共同接

收驱动电路群组320_1的驱动电路310_2的输出端OUT的驱动信号(即栅极线G_2的信号)作

为预充信号。以图5所示驱动电路310_1而类推至驱动电路310_4、310_5、310_6可知，当栅极

线G_2的信号为逻辑高准位时，驱动电路310_4内的节点Q_4的电压(可从图5所示节点Q_1的

电压来类推)、驱动电路310_5内的节点Q_5的电压(可从图5所示节点Q_1的电压来类推)与

驱动电路310_6内的节点Q_6的电压(可从图5所示节点Q_1的电压来类推)也被拉高，如图7

所示。节点Q_4、Q_5与Q_6的高电压将使得这些驱动电路310_4、310_5、310_6可以将时脉输

入端CK的信号传输至输出端OUT，也就是时脉传输线CK_4的信号可以被传输至栅极线G_4，

时脉传输线CK_5的信号可以被传输至栅极线G_5，而时脉传输线CK_6的信号可以被传输至

栅极线G_6。通过改变时脉传输线CK_4～CK_6的时脉信号的相位关系，本实施例所述栅极驱

动器300可以提供栅极线G_4～G_6扫描顺序的变化性。

[0055] 属于驱动电路群组320_1的这些驱动电路310_1、310_2、310_3的放电控制端DCH共

同接收驱动电路群组320_2的驱动电路310_5的输出端OUT的驱动信号(即栅极线G_5的信

号)作为放电控制信号。以驱动电路310_1为例，当栅极线G_5的信号为逻辑高准位时，放电

电路520可以拉低节点Q_1的电压(即晶体管M1的控制端的电压)。节点Q_1的低电压将截止

(turn  off)晶体管M1，使得驱动电路310_1的输出端OUT的电压保持在低电压，也就是时脉

传输线CK_1的信号不能被传输至栅极线G_1。以图5所示驱动电路310_1而类推至其他驱动

电路310_2与驱动电路310_3可知，当栅极线G_5的信号为逻辑高准位时，驱动电路310_2内

的节点Q_2的电压与驱动电路310_3内的节点Q_3的电压也被拉低，如图7所示。节点Q_2与Q_

3的低电压将使得这些驱动电路310_2、310_3可以将输出端OUT的电压保持在低电压，也就

是时脉传输线CK_2的信号不能被传输至栅极线G_2，而时脉传输线CK_3的信号不能被传输

至栅极线G_3。

[0056] 属于驱动电路群组320_2的这些驱动电路310_4、310_5、310_6的放电控制端DCH共

同接收驱动电路群组320_3的某一个驱动电路的输出端OUT的驱动信号(例如栅极线G_8的

信号)作为放电控制信号。以图5所示驱动电路310_1而类推至驱动电路310_4、310_5、310_6

可知，当栅极线G_8的信号为逻辑高准位时，驱动电路310_4内的节点Q_4的电压、驱动电路

310_5内的节点Q_5的电压与驱动电路310_6内的节点Q_6的电压也被拉低，如图7所示。节点

Q_4、Q_5与Q_6的低电压将使得这些驱动电路310_4、310_5、310_6可以将输出端OUT的电压

保持在低电压，也就是时脉传输线CK_4的信号不能被传输至栅极线G_4，时脉传输线CK_5的

信号不能被传输至栅极线G_5，而时脉传输线CK_6的信号不能被传输至栅极线G_6。

[0057] 图8为本发明一实施例说明一种栅极驱动器的操作方法的流程示意图。在步骤

S810中，多条时脉传输线被配置于栅极驱动器中。这些时脉传输线可以传输不同相位的多

个时脉信号。多个驱动电路还在步骤S810中被配置于栅极驱动器。这些驱动电路的每一个

具有时脉输入端CK、预充端PCH、放电控制端DCH与输出端OUT。这些驱动电路的输出端OUT用

以驱动显示面板的多条栅极线。在步骤S820中，这些驱动电路被分群为多个驱动电路群组。

其中，这些驱动电路群组中的第一驱动电路群组的驱动电路称为第一驱动电路，而这些第

一驱动电路的时脉输入端CK耦接至不同传输线。在步骤S820中，属于同一个驱动电路群组

的多个驱动电路的预充端PCH共同接收相同的预充信号，而属于同一个驱动电路群组的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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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驱动电路的放电控制端DCH共同接收相同的放电控制信号。举例来说，由第一驱动电路群

组的这些第一驱动电路的预充端PCH共同接收第一预充信号，以及由第一驱动电路群组的

这些第一驱动电路的放电控制端DCH共同接收第一放电控制信号。

[0058] 值得注意的是，在不同的应用情境中，栅极驱动器及/或驱动电路的相关功能可以

利用一般的硬件描述语言(hardware  description  languages，例如Verilog  HDL或VHDL)

或其他合适的编程语言来实现为固件或硬件。可执行所述相关功能的固件可以被布置为任

何已知的计算机可存取媒体(computer-accessible  media)，例如磁带(magnetic  tapes)、

半导体(semiconductors)存储器、磁盘(magnetic  disks)或光盘(compact  disks，例如CD-

ROM或DVD-ROM)，或者可通过互联网(Internet)、有线通信(wired  communication)、无线通

信(wireless  communication)或其它通信介质传送所述固件。所述固件可以被存放在计算

机的可存取媒体中，以便于由计算机的处理器来存取/执行所述固件的编程码

(programming  codes)。另外，本发明的装置和方法可以通过硬件和软体的组合来实现。

[0059] 综上所述，本发明诸实施例所述显示面板的栅极驱动器100及其操作方法可以将

这些驱动电路分群为多个驱动电路群组，其中属于同一个驱动电路群组的这些驱动电路的

预充端共同接收相同的预充信号，而属于同一个驱动电路群组的这些驱动电路的放电控制

端共同接收相同的放电控制信号。通过改变多条时脉传输线的时脉信号的相位关系，本发

明实施例所述显示面板的栅极驱动器100可以提供栅极线扫描顺序的变化性。

[0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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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　明　书 7/7 页

10

CN 107045857 B

10



图1

说　明　书　附　图 1/6 页

11

CN 107045857 B

11



图2

说　明　书　附　图 2/6 页

12

CN 107045857 B

12



图3

说　明　书　附　图 3/6 页

13

CN 107045857 B

13



图4

说　明　书　附　图 4/6 页

14

CN 107045857 B

14



图5

图6

说　明　书　附　图 5/6 页

15

CN 107045857 B

15



图7

图8

说　明　书　附　图 6/6 页

16

CN 107045857 B

16


	BIB
	BIB00001

	CLA
	CLA00002
	CLA00003

	DES
	DES00004
	DES00005
	DES00006
	DES00007
	DES00008
	DES00009
	DES00010

	DRA
	DRA00011
	DRA00012
	DRA00013
	DRA00014
	DRA00015
	DRA000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