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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显示装置领域，本发明是要解决

显示装置的蓝光输出对人眼造成伤害的问题，提

出一种显示装置的护眼模式调节方法，包括以下

步骤：制定不同色温模式下，不同低蓝光等级对

应的RGB衰减标准一及对应的背光亮度调整标准

二；获取当前通道及该通道的色温模式和低蓝光

等级，根据所述标准一、当前色温模式和低蓝光

等级做相应的RGB衰减处理；根据所述标准二，计

算当前色温模式和低蓝光等级对应的背光亮度

调整值，并根据所述背光亮度调整值调整背光亮

度，在不同色温模式下根据不同低蓝光等级标准

做降蓝光处理，根据当前色温模式和对应的蓝光

等级相应的调整背光亮度，使当前色温更协调，

减少蓝光输出对人眼的伤害，特别适用于液晶电

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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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显示装置的护眼模式调节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S1.制定不同色温模式下，不同低蓝光等级对应的RGB衰减标准一及对应的背光亮度调

整标准二；

S2.获取当前通道及该通道的色温模式和低蓝光等级，根据所述标准一、当前色温模式

和低蓝光等级做相应的RGB衰减处理；

S3.根据所述标准二，计算当前色温模式和低蓝光等级对应的背光亮度调整值，并根据

所述背光亮度调整值调整背光亮度。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显示装置的护眼模式调节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S2中，还

包括：

若用户菜单中低蓝光等级设置为关，则将色温值设置为该色温模式的默认色温值。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显示装置的护眼模式调节方法，其特征在于，还包括：

制定光感特性，实时获取环境光亮度值；

根据所述光感特性，计算当前环境光对应的背光亮度调整值；

根据当前环境光亮度值对应的背光亮度调整值和当前色温模式和低蓝光等级对应的

背光亮度调整值，计算实际背光亮度的调整值，并以此调整背光亮度。

4.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显示装置的护眼模式调节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实时获取环境

光亮度值包括：

实时采集环境光亮度值；

进行初始亮度计算、黑场景增强和动态背光等级处理；

根据用户菜单中设置的光感等级进行环境补偿调整，获取环境光亮度值。

5.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显示装置的护眼模式调节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实时获取环境

亮度值还包括：

连续实时获取环境光亮度值十次，计算十次获取的环境光亮度值的平均值，根据所述

平均值来调整背光亮度。

6.如权利要求5所述的显示装置的护眼模式调节方法，其特征在于，还包括：

实时比较所述环境光亮度值的平均值与上次获取的环境光亮度值；

若所述环境光亮度值的平均值的变化超过预设范围，则更新所述环境光的亮度值；

根据更新后的环境光亮度值，计算当前环境光亮度对应的背光亮度调整值。

7.如权利要求6所述的显示装置的护眼模式调节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预设范围为

10％。

8.显示装置，其特征在于，应用如权利要求1至7任一项所述的显示装置的护眼模式调

节方法进行护眼模式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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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装置的护眼模式调节方法及显示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显示装置领域，具体来说涉及一种显示装置的调节方法及显示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电子设备深入到现在社会的各个地方，各种显示屏琳琅满目，手机、电脑和电视等

占据我们大部分时间，长时间的观看势必对人眼产生很大伤害。其中跟我们息息相关的电

视不得不提，电视作为家庭生活的重要部分，对于小孩眼睛本来发育未成熟，受长久蓝光伤

害容易导致视力下降，对于老人，强光刺激也是接受不了，还有晚上熬夜看球赛之类的情

况，强对比度光线也是容易造成眼睛疲劳。针对以上几种情况，想要好的观感体验，必须要

考虑解决。

[0003] 目前电视软件的设计，要么就是只考虑蓝光的处理，要么就是只考虑背光的处理。

前者主要是对比色温，降低蓝光输出，这种做法，虽然能有效减少蓝光对眼睛的伤害，但是

会出现颜色饱和度低但是背光很亮的情况，这样就显得画面不够柔和，观看体验差，对于周

围环境也不能很好适应，对眼睛起到的保护还是有限的。后者主要是利用光感模块，及时获

取环境光，然后对背光做相应调整，避免出现强对比度的光线情况，适宜观看，不致人眼产

生疲劳，但是也没有考虑蓝光潜在的伤害。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是要解决现有显示装置的蓝光输出对人眼造成伤害的问题，提出一

种显示装置的护眼模式调节方法及显示装置。

[0005] 本发明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显示装置的护眼模式调节方法，

包括以下步骤：

[0006] S1.制定不同色温模式下，不同低蓝光等级对应的RGB衰减标准一及对应的背光亮

度调整标准二；

[0007] S2.获取当前通道及该通道的色温模式和低蓝光等级，根据所述标准一、当前色温

模式和低蓝光等级做相应的RGB衰减处理；

[0008] S3.根据所述标准二，计算当前色温模式和低蓝光等级对应的背光亮度调整值，并

根据所述背光亮度调整值调整背光亮度。

[0009] 进一步的，若用户需要使人工光更亮，更白，所述步骤S2中，还包括：

[0010] 若用户菜单中低蓝光等级设置为关，则将色温值设置为该色温模式的默认色温

值。

[0011] 进一步的，为节约成本，所述显示装置的护眼模式调节方法还包括：

[0012] 制定光感特性，实时获取环境光亮度值；

[0013] 根据所述光感特性，计算当前环境光对应的背光亮度调整值；

[0014] 根据当前环境光亮度值对应的背光亮度调整值和当前色温模式和低蓝光等级对

应的背光亮度调整值，计算实际背光亮度的调整值，并以此调整背光亮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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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5] 具体的，为提升背光调节的准确性，所述实时获取环境光亮度值包括：

[0016] 实时采集环境光亮度值；

[0017] 进行初始亮度计算、黑场景增强和动态背光等级处理；

[0018] 根据用户菜单中设置的光感等级进行环境补偿调整，获取环境光亮度值。

[0019] 为进一步提升背光调节的准确性，所述实时获取环境亮度值还包括：

[0020] 连续实时获取环境光亮度值十次，计算十次获取的环境光亮度值的平均值，根据

所述平均值来调整背光亮度。

[0021] 为进一步提升背光调节的准确性，所述显示装置的护眼模式调节方法还包括：

[0022] 实时比较所述环境光亮度值的平均值与上次获取的环境光亮度值；

[0023] 若所述环境光亮度值的平均值的变化超过预设范围，则更新所述环境光的亮度

值；

[0024] 根据更新后的环境光亮度值，计算当前环境光亮度对应的背光亮度调整值。

[0025] 具体的，为避免显示装置频繁调整背光亮度，所述预设范围为10％。

[0026] 本发明还提供一种显示装置，应用如上述显示装置的护眼模式调节方法进行护眼

模式调节。

[0027]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本发明所述的显示装置的护眼模式调节方法，通过在不同

色温模式下根据不同低蓝光等级标准做降蓝光处理，有效控制蓝光输出，并通过当前色温

模式和对应的蓝光等级相应的调整背光亮度，使当前色温更协调，画面显示更柔和，避免出

现强对比光线的情况，改善人眼的抗疲劳能力，减少显示装置对人眼的伤害。

附图说明

[0028] 图1为本发明实施例所述的显示装置的护眼模式调节方法的流程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9] 下面将结合附图对本发明的实施方式进行详细描述。

[0030] 本发明所述的显示装置的护眼模式调节方法，包括以下步骤：S1.制定不同色温模

式下，不同低蓝光等级对应的RGB衰减标准一及对应的背光亮度调整标准二；S2.获取当前

通道及该通道的色温模式和低蓝光等级，根据所述标准一、当前色温模式和低蓝光等级做

相应的RGB衰减处理；S3.根据所述标准二，计算当前色温模式和低蓝光等级对应的背光亮

度调整值，并根据所述背光亮度调整值调整背光亮度。

[0031] 在用户菜单中，包括色温模式选项和低蓝光等级选项，用户选定色温模式和低蓝

光等级后，显示装置刷新PQ数据时，系统先获取当前通道，再获取当前通道的色温模式和低

蓝光等级，并根据RGB衰减标准一、当前色温模式和低蓝光等级进行降蓝光处理，主要是根

据颜色分类改变主板的驱动电压，以调整显示装置液晶分子的转动角度，降低显示装置的

蓝光输出，在kernel运行的monitor里也会实时获取当前低蓝光等级，系统根据背光调整标

准二，计算当前色温模式和低蓝光等级对应的背光亮度调整值，并以此来调整背光亮度。

[0032] 实施例

[0033] 本发明实施例所述的显示装置的护眼模式调节方法，如图1所示，包括以下步骤：

[0034] S1.制定不同色温模式下，不同低蓝光等级对应的RGB衰减标准一及对应的背光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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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调整标准二；

[0035] S2.获取当前通道及该通道的色温模式和低蓝光等级，根据所述标准一、当前色温

模式和低蓝光等级做相应的RGB衰减处理；

[0036] S3.根据所述标准二，计算当前色温模式和低蓝光等级对应的背光亮度调整值，并

根据所述背光亮度调整值调整背光亮度。

[0037] 若用户不需要降低蓝光，可以在用户菜单中将低蓝光等级设置为关，则系统将色

温值设置为该色温模式的默认色温值，并且不做降蓝光处理。

[0038] 通过上述调节方法进行护眼模式调节，其背光亮度的调节是通过显示装置当前的

色温模式以及当前低蓝光等级计算背光亮度的调整值来实现的，无需在显示装置中设置光

感模块，可以降低成本。

[0039] 本实施例也可以在显示装置中设置光感模块，用于采集环境光亮度，可以进一步

提高背光调整的准确性，所述显示装置的护眼模式调节方法还可以包括：

[0040] 制定光感特性，实时获取环境光亮度值；

[0041] 根据所述光感特性，计算当前环境光亮度对应的背光亮度调整值；

[0042] 根据当前环境光亮度值对应的背光亮度调整值和当前色温模式和低蓝光等级对

应的背光亮度调整值，计算实际背光亮度的调整值，并以此调整背光亮度。

[0043] 光感特性即环境亮度值与背光亮度值的对应关系，对应关系可以为多个，如，用户

可以在用户菜单中设置不同的光感等级，不同的光感等级对应在相同环境亮度下不同的背

光亮度值，系统根据用户设置的光感等级选择不同的对应关系，实时获取环境光亮度后，根

据制定的光感特性计算当前环境光亮度对应的背光亮度调整值，结合上述步骤S4计算出的

当前色温模式和低蓝光等级对应的背光亮度调整值，计算出背光亮度实际调整值，写入PWM

值，达到背光亮度控制的效果。

[0044] 本实施例中，获取环境光亮度值可以包括：

[0045] 实时采集环境光亮度值；

[0046] 进行初始亮度计算、黑场景增强和动态背光等级处理；

[0047] 根据用户菜单中设置的光感等级进行环境补偿调整，获取环境光亮度值。

[0048] 光感模块采集环境光亮度后，在kernel运行的monitor里，经过初始亮度计算、黑

场景增强和动态背光等级处理，还可以根据用户设置的光感等级做环境补偿调整，

[0049] 所述实时获取环境亮度值还可以包括：连续实时获取环境光亮度值十次，计算十

次获取的环境光亮度值的平均值，根据所述平均值来调整背光亮度；

[0050] 还可以包括：

[0051] 实时比较所述环境光亮度值的平均值与上次获取的环境光亮度值；

[0052] 若所述环境光亮度值的平均值的变化超过预设范围，则更新所述环境光的亮度

值；

[0053] 根据更新后的环境光亮度值，计算当前环境光亮度对应的背光亮度调整值。

[0054] 本实施例中，可以为：连续获取环境光亮度十次，计算对应的亮度值的平均值

alsDataAVE，实时比较亮度值的平均值alsDataAVE与上一次获取的亮度值alsDataPre，若

亮度值的平均值的变化超过上次获取的亮度值的10％，即alsDataAVE＞alsDataPre×(1+

10％)或者alsDataAVE＜alsDataPre×(1-10％)，则将所述亮度值的平均值作为当前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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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亮度值alsDataPre＇＝alsDataAVE，否则，仍然以上次获取的环境光亮度计来计算背光亮

度调整值，避免复杂的环境光亮度变化情况导致频繁调节。

[0055] 本实施例还提供一种显示装置，应用如上述显示装置的护眼模式调节方法进行护

眼模式调节。由于上述显示装置的护眼模式调节方法可以减少蓝光输出对人眼的伤害，因

此应用了上述显示装置的护眼模式调节方法进行护眼模式调节的显示装置，同样能够减少

蓝光输出对人眼的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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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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