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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发明名称

液晶显示装置

(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一种液晶显示装置，包括液晶显

示面板，该液晶显示面板包括栅极驱动电路、源

极驱动电路、与该栅极驱动电路连接的n+1条依

次排列的扫描线、与该源极驱动电路连接的m条

依次排列的数据线、m个晶体管、公共电极线以及

由该n+1条扫描线中的第1条至第n条扫描线与该

m条数据线交叉形成的多个像素单元，其中，n和m

均为自然数且大于等于1，该m个晶体管的控制端

均与该n+1条扫描线中的第n+1条扫描线相连接，

该m个晶体管的一通路端分别连接该m条数据线，

该m个晶体管的另一通路端均连接该公共电极

线。本发明的液晶显示装置不需增加额外的制程

即可利用电荷共享功能降低数据线的充放电压

差以降低功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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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液晶显示装置，包括液晶显示面板，其特征在于，该液晶显示面板包括栅极驱动

电路、源极驱动电路、与该栅极驱动电路连接的n+1条依次排列的扫描线、与该源极驱动电

路连接的m条依次排列的数据线、m个晶体管、公共电极线以及由该n+1条扫描线中的第1条

至第n条扫描线与该m条数据线交叉形成的多个像素单元，其中，n和m均为自然数且大于等

于1，该m个晶体管的控制端均与该n+1条扫描线中的第n+1条扫描线相连接，该m个晶体管的

一通路端分别连接该m条数据线，该m个晶体管的另一通路端均连接该公共电极线；

其中，该液晶显示装置的每一帧包括显示时段和空白时段，在该显示时段，该栅极驱动

电路依次为该第1条至第n条扫描线提供栅极驱动信号以实现显示；在该空白时段，该栅极

驱动电路为该第n+1条扫描线提供栅极驱动信号以启动电荷分享功能对奇数位数据线与偶

数位数据线上的电荷进行中和；

该栅极驱动电路在接收到时序控制电路提供的一启动信号之后，在该显示时段先依次

给该第1条至第n条扫描线提供栅极驱动信号，再在该空白时段给该第n+1条扫描线提供栅

极驱动信号以启动电荷分享功能，或者该栅极驱动电路在接收到时序控制电路提供的一启

动信号之后在该空白时段先给该第n+1条扫描线提供栅极驱动信号以启动电荷分享功能，

再将提供给该第n+1条扫描线的栅极驱动信号作为该第1条扫描线的启动信号，使该栅极驱

动电路在该显示时段依次给该第1条至第n条扫描线提供栅极驱动信号。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液晶显示装置，其特征在于，该m个晶体管为薄膜晶体管。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液晶显示装置，其特征在于，该m个晶体管与该多个像素单元

中的晶体管开关在同一制程中形成。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液晶显示装置，其特征在于，在每一帧的该空白时段，该源极

驱动电路停止提供显示信号给该m条数据线。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液晶显示装置，其特征在于，该电荷分享功能启动，使该m个晶

体管打开，将该m条数据线上的电荷分享到该公共电极线上。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液晶显示装置，其特征在于，相邻的奇数位数据线和偶数位数

据线上的电荷极性相反，通过该电荷分享功能对该奇数位数据线与该偶数位数据线上的电

荷进行中和。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液晶显示装置，其特征在于，该时序控制电路与该栅极驱动电

路和该源极驱动电路相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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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晶显示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液晶显示领域，特别涉及一种采用电荷分享功能的液晶显示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由于液晶显示装置具有轻薄、节能、无辐射等诸多优点，目前广泛应用于电视、个

人电脑、平板电脑、个人数字助理(PDA)、手机、数码相机等电子设备中。液晶显示装置包括

液晶显示面板，而液晶显示面板通常包括栅极驱动电路、源极驱动电路、多条扫描线、多条

数据线以及由该多条扫描线与多条数据线交叉形成的多个像素单元。多条扫描线连接至栅

极驱动电路，栅极驱动电路通过多条扫描线为多个像素单元提供栅极驱动信号。多条数据

线连接至源极驱动电路，源极驱动电路通过多条数据线为多个像素单元提供显示信号。

[0003] 为了避免液晶显示面板中的液晶中的可移动离子造成直流残留的问题，需对每一

个像素单元的液晶电容上的电压作极性反转，使提供给像素单元的显示电压于前后两帧画

面中极性相反。目前较普遍使用的极性反转的驱动方式包括帧反转、行反转、列反转以及点

反转。因此，对于同一条数据线来说，其上所需输出的电压为正负极性交错，而对于每一像

素单元的液晶电容来说，其充放电的功率消耗为0.5*f*Clc*V*V，其中，f是电压充放电的频

率，V为充放电的电压，即显示电压，Clc为液晶电容。在采用极性反转驱动的液晶显示面板

中，由于源极驱动电路需要在每帧刷新时进行一次显示电压的极性变换，因此需消耗较大

的功耗。尤其是点反转驱动的液晶显示面板，除了在每帧刷新时进行一次显示电压的极性

变换，在每一帧时段内，每一扫描线被栅极驱动信号扫描时，源极驱动电路都要使对应每一

条数据线的输出通道所提供的显示信号的电压极性变换一次，因此，所需要的功耗更大。

[0004] 请参考图1，图1为现有技术中一种源极驱动电路的电路结构示意图。如图1所示，

该源极驱动电路10包括第一输出通道11和第二输出通道12，该第一输出通道11包括第一数

模转换器110、第一运算放大器112及第一输出端114，该第二输出通道12包括第二数模转换

器120、第二运算放大器122及第二输出端124。第一输出通道11和第二输出通道12分别用于

提供第一、第二输出信号Output1、Output2，该第一、第二输出信号Output1、Output2作为显

示信号分别提供给液晶显示面板的两条相邻的数据线(图未示)。在该源极驱动电路10每次

驱动负载之后，也就是说，在每条扫描线被扫描时，该源极驱动电路10将显示信号分别提供

给对应的像素单元之后，以及第一运算放大器112与第二运算放大器122再次输出显示信号

之前，电荷分享控制信号CSC控制开关13打开，以使第一、第二输出端114、124进行电荷分

享。

[0005] 然而，采用该电荷分享功能的源极驱动电路10需要搭配带有电荷分享功能的电

路，兼容性较差。

发明内容

[0006] 本发明的目的包括提供一种液晶显示装置，以解决现有技术中的液晶显示装置由

于使用带电荷共享功能的源极驱动电路而导致兼容性差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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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7] 具体地，本发明的实施例提供一种液晶显示装置，包括液晶显示面板，该液晶显示

面板包括栅极驱动电路、源极驱动电路、与该栅极驱动电路连接的n+1条依次排列的扫描

线、与该源极驱动电路连接的m条依次排列的数据线、m个晶体管、公共电极线以及由该n+1

条扫描线中的第1条至第n条扫描线与该m条数据线交叉形成的多个像素单元，其中，n和m均

为自然数且大于等于1，该m个晶体管的控制端均与该n+1条扫描线中的第n+1条扫描线相连

接，该m个晶体管的一通路端分别连接该m条数据线，该m个晶体管的另一通路端均连接该公

共电极线。

[0008] 优选地，该m个晶体管为薄膜晶体管。

[0009] 优选地，该m个晶体管与该多个像素单元中的晶体管开关在同一制程中形成。

[0010] 优选地，该液晶显示装置的每一帧包括显示时段和空白时段，在该显示时段，该栅

极驱动电路依次为该第1条至第n条扫描线提供栅极驱动信号以实现显示；在该空白时段，

该栅极驱动电路为该第n+1条扫描线提供栅极驱动信号以启动电荷分享功能。

[0011] 优选地，在每一帧的该空白时段，该源极驱动电路停止提供显示信号给该m条数据

线。

[0012] 优选地，该电荷分享功能启动，使该m个晶体管打开，将该m条数据线上的电荷分享

到该公共电极线上。

[0013] 优选地，相邻的奇数位数据线和偶数位数据线上的电荷极性相反，通过该电荷分

享功能对该奇数位数据线与该偶数位数据线上的电荷进行中和。

[0014] 优选地，该液晶显示装置进一步包括一时序控制电路，该时序控制电路与该栅极

驱动电路和该源极驱动电路相连接。

[0015] 优选地，该时序控制电路向该栅极驱动电路提供一启动信号，该栅极驱动电路依

次为该n+1条扫描线提供栅极驱动信号。

[0016] 优选地，该时序控制电路向该栅极驱动电路提供一启动信号，该栅极驱动电路先

向该第n+1条扫描线提供一栅极驱动信号以启动电荷分享功能，并且提供给该第n+1条扫描

线的栅极驱动信号作为该第1条扫描线的启动信号，使该栅极驱动电路依次向该第1条至第

n条扫描线提供栅极驱动信号以实现显示。

[0017] 本发明的实施例所提供的液晶显示装置，通过该m条晶体管将数据线中的电荷分

享到公共电极线上，使该相邻数据线上的不同极性电荷进行中和，从而在极性反转时降低

该数据线上的充放电压跨度，减少电荷的浪费，以降低整个液晶显示装置的功耗，并且该液

晶显示装置不需要源极驱动电路搭配带有电荷分享功能的电路，不需增加额外制程，电荷

分享功能仅靠面板本身即可完成，不影响源极驱动电路的兼容性。

[0018] 上述说明仅是本发明技术方案的概述，为了能够更清楚了解本发明的技术手段，

而可依照说明书的内容予以实施，并且为了让本发明的上述和其他目的、特征和优点能够

更明显易懂，以下特举较佳实施例，并配合附图，详细说明如下。

附图说明

[0019] 图1为现有技术中一种源极驱动电路的电路结构示意图。

[0020] 图2为本发明第一实施例所提供的一种液晶显示装置的电路结构示意图。

[0021] 图3为图2所示的液晶显示装置的部分信号的波形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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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2] 图4为本发明第二实施例所提供的一种液晶显示装置的电路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3] 为更进一步阐述本发明为达成预定发明目的所采取的技术手段及功效，以下结合

附图及较佳实施例，对依据本发明提出的液晶显示装置其具体实施方式、方法、步骤、结构、

特征及功效，详细说明如后。

[0024] 有关本发明的前述及其他技术内容、特点与功效，在以下配合参考图式的较佳实

施例的详细说明中将可清楚的呈现。通过具体实施方式的说明，当可对本发明为达成预定

目的所采取的技术手段及功效得以更加深入且具体的了解，然而所附图式仅是提供参考与

说明之用，并非用来对本发明加以限制。

[0025] 请参考图2，图2为本发明第一实施例所提供的一种液晶显示装置的电路结构示意

图。如图2所示，液晶显示装置20包括液晶显示面板21和时序控制电路22。液晶显示面板21

包括栅极驱动电路210、源极驱动电路211、n+1条扫描线G1、G2、……Gn+1、m条数据线D1、

D2、……Dm、m个晶体管214、公共电极线Vcom以及由n+1条扫描线中的n条扫描线G1～Gn与m

条数据线D1～Dm交叉形成的多个像素单元215，其中，n和m均为自然数且大于等于1，每个像

素单元215包括一个晶体管开关216、一个液晶电容Clc以及一个存储电容Cst。

[0026] n+1条扫描线G1、G2、……Gn+1相互平行且依次排列，m条数据线D1、D2、……Dm相互

平行且依次排列。m条数据线D1、D2、……Dm分别通过m个晶体管214与公共电极线Vcom相连

接，m个晶体管214的控制端(未标示)均与第n+1条扫描线Gn+1相连接，m个晶体管214的一通

路端(未标示)分别连接m条数据线D1、D2、……Dm，m个晶体管214的另一通路端(未标示)均

连接公共电极线Vcom。

[0027] 晶体管214可以是薄膜晶体管，并可与像素单元215中的晶体管开关216在同一制

程中形成。

[0028] 时序控制电路22连接栅极驱动电路210与源极驱动电路211以分别向栅极驱动电

路210与源极驱动电路211提供各种时序控制信号。n+1条扫描线G1、G2、……Gn+1连接至栅

极驱动电路210，栅极驱动电路210在接收到时序控制电路22提供的一启动信号之后依次为

n+1条扫描线G1、G2、……Gn+1提供栅极驱动信号。m条数据线D1、D2、……Dm连接至源极驱动

电路211，源极驱动电路211通过m条数据线213为多个像素单元215提供显示信号。

[0029] 在本实施例中，液晶显示装置20的每一帧包括显示时段和空白时段，在每一帧的

显示时段，栅极驱动电路210依次提供栅极驱动信号给n条扫描线G1～Gn，在n条扫描线G1～

Gn中的每一条扫描线被扫描时，源极驱动电路211提供显示信号给m条数据线D1、D2、……

Dm，其中，每相邻的一奇数位数据线和一偶数位数据线上的显示信号的电压极性相反，以使

相邻的像素单元215所接收的显示信号的电压极性相反，并且在相邻的两帧之中，源极驱动

电路211通过m条数据线D1、D2、……Dm提供给相同的像素单元215的显示信号的电压极性也

相反，从而实现显示信号的极性反转。而在每一帧的空白时段，源极驱动电路211停止提供

显示信号给m条数据线D1、D2、……Dm，栅极驱动电路210则提供栅极驱动信号给第n+1条扫

描线Gn+1，以启动电荷分享功能。

[0030] 请参考图3，图3为液晶显示装置20的部分信号的波形示意图。假设相邻的两个像

素单元215分别从一奇数位数据线和一偶数位数据线上接收到的显示信号的电压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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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V和-5V，如图3所示，在每一帧中，两个像素单元215所接收的显示信号的电压极性相反，并

且在相邻帧中，每个像素单元215所接收的显示信号的电压极性相反。在t1时刻，空白时段

开始，电荷分享功能启动，此时栅极驱动电路210提供栅极驱动信号给第n+1条扫描线Gn+1，

使m个晶体管214打开，将m条数据线213上的电荷分享到公共电极线Vcom上，由于相邻的奇

数位数据线和偶数位数据线上的电荷极性相反，因此，奇数位数据线与偶数位数据线上的

电荷进行中和。在本发明实施例中，原来电压分别为+5V和-5V的奇数位数据线和偶数位数

据线上的电压变为+3.7839V和-3.781V。在t2时刻，空白时段结束，奇数位数据线和偶数位

数据线上的电压极性进行反转，在下一帧开始时将奇数位数据线上的电压从+3.7839V变

为-5V，将偶数位数据线上的电压从-3.781V变为+5V，极性反转的电压跨度由原来的10V减

小至7.5649V，减小了功耗。同样，在下一帧的空白时段开始时，电荷分享功能再次启动。

[0031] 由图3可知，本实施例所提供的液晶显示装置20通过在液晶显示面板21上增加一

条扫描线Gn+1和m个晶体管214，使m条数据线D1～Dm分别通过m个晶体管214连接至公共电

极线Vcom，在每一帧的空白时段，扫描线Gn+1提供栅极驱动信号使m个晶体管214打开，启动

电荷分享功能，使m条数据线D1～Dm中的相邻数据线上不同极性的电荷分享到公共电极线

Vcom上，以进行电荷中和，在极性反转时使数据线上的电压跨度降低，从而降低了数据线在

极性反转过程中的充放电压差，进而降低了整个液晶显示装置20的功耗。因此，不需在源极

驱动电路211上另搭配带有电荷分享功能的电路，且不影响源极驱动电路211的兼容性。

[0032] 请参考图4，图4为本发明第二实施例所提供的一种液晶显示装置的电路结构示意

图。如图4所示，本实施例所提供的液晶显示装置30与第一实施例所提供的液晶显示装置20

相似，不同之处在于，在本实施例中，栅极驱动电路310在接收到时序控制电路32提供的一

启动信号之后先向第n+1条扫描线Gn+1提供栅极驱动信号以在空白时段启动电荷分享功

能，并且将提供给第n+1条扫描线Gn+1的栅极驱动信号作为第1条扫描线G1的启动信号，从

而使栅极驱动电路310在显示时段依次为n条扫描线G1、G2、……Gn提供栅极驱动信号以实

现显示。

[0033] 也就是说，在本实施例中，液晶显示装置30在启动时，先在空白时段启动电荷分享

功能，随后在显示时段进行显示。

[0034] 综上所述，本发明的实施例所提供的液晶显示装置，通过m个晶体管在每一帧的空

白时段将m条数据线D1、D2、……Dm中的电荷分享到公共电极线Vcom上，使相邻数据线上的

不同极性电荷进行中和，从而在极性反转时降低m条数据线D1、D2、……Dm上的充放电压跨

度，减少电荷的浪费，以降低整个液晶显示装置的功耗。进一步地，本发明的实施例所提供

的液晶显示装置不需要源极驱动电路搭配带有电荷分享功能的电路，不需增加额外制程，

电荷分享功能依靠面板本身的电路即可完成，且不影响源极驱动电路的兼容性。

[0035]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而已，并不用以限制本发明，任何熟悉本专业

的技术人员，在不脱离本发明技术方案范围内，当可利用上述所揭示的技术内容作出些许

变更或修饰等，凡在本发明的精神和原则之内所作的任何修改、等同替换或改进等，均应包

含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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