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2) 按照 利 釣所公 的匡阮
(19) t 界 祺戶枝組鍥

囤 阮 局

(43) 匡阮公布日
2007 年5 月18 日 (18.05.2007)

(51) 回阮寺利分癸骨 (81) 指定回 ( 1 另有指明 , 要求每 神可提供的囤 家保
G06F 3/033 (2006 01) G09G 3/36 (2006 01) 妒 ) : AE, AG, AL, AM, AT, AU, AZ, BA, BB, BG, BR,

G06F 3/147 (2006 01) BW, BY, BZ, CA, CH, CN, CO, CR, CU, CZ, DE, DK,

(21) 回阮申清骨: PCT/CN2006/002983 DM, DZ, EC, EE, EG, ES, FI, GB, GD, GE, GH, GM,

GT, HN, HR, HU, ID, IL, IN, IS, JP, KE, KG, KM, KN,
(22) 回阮申清日: 2006 年 11 月8 日(08 11 2006)

KP, KR, KZ, LA, LC, LK, LR, LS, LT, LU, LV, LY, MA,
(25) 申清晤言 中艾 MD, MG, MK, MN, MW, MX, MY, MZ, NA, NG, NI,

(26) 公布晤言 中艾 NO, NZ, OM, PG, PH, PL, PT, RO, RS, RU, SC, SD,

(30) 伉先杖 SE, SG, SK, SL, SM, SV, SY, TJ, TM, TN, TR, TT, TZ,

200510124471 4 UA, UG, US, UZ, VC, VN, ZA, ZM, Z W 0

2005 年 11 月12 日(12 11 2005) CN (84) 指定回 ( 1 另有指 明 , 要求每 神可提供的地匹

(71) 申清人及 .妒 ) : ARIPO (BW, GH, GM, KE, LS, MW, MZ, NA,

(72) 友明人 : 陳其 良 (CHEN, Qiliang) [CN/CN], 中回仁 SD, SL, SZ, TZ, UG, ZM, ZW), 歐立 (AM, AZ, BY,

京省深圳市后海大道蔚茁海岸二期20棕 15E, Guang KG, KZ, MD, RU, TJ, TM), 歐洲 (AT, BE, BG, CH,

dong 518054 (CN) CY, CZ, DE, DK, EE, ES, FI, FR, GB, GR, HU, IE, IS,

IT, LT, LU, LV, MC, NL, PL, PT, RO, SE, SI, SK, TR),(72) 友明人 及
OAPI (BF, BJ, CF, CG, CI, CM, GA, GN, GQ, GW, ML,(75) 友 明人 / 申清人 (伏吋 美 囤 ) : 陳貂光 (CHEN,

Shaoguang) [CN/CN], MR, NE, SN, TD, TG)中回仁京省深圳市保安四十
匡中商花因Bl-503, Guangdong 518101 (CN) 陳梅 根据鈕則4．17 的甫明 :

英(CHEN, Meiying) [CN/CN], 中回仁京省深圳市后 — 芙 于 申清 有杖要求在先 申清 的仇 先 杖 ( 細 則
海大道蔚茁海岸二期20棕 15E, Guangdong 518054 4. 1 7 ( i i i ) )

(CN) 本回阮公 六
(74) 代理人 : 深圳刨友寺利商棕代理有限公司 (SHEN¬ 包括 囤 阮栓索扳告

ZHEN TRUER IP) , 中回仁京省深圳市深南中路 2008 在修改杖利要求的期 居 滿 前迸行 在收到
弓竿瑛大廈 1515-15 16 , Guangdong 518031 (CN) 修改后 將重新 布

几鎂 頁

(54) Title: DIGITAL-ANALOG TOUCH CONTROL PLANE DISPLAY

(54) 友明名林 數模 控式平板昱示器

(57) Abstract: A plane display device has row electrodes and column elec
trodes, wherein the electrodes in a direction are used as touch control elec
trodes for sensing touch control, and leading ends which are connected to a
touch control signal circuit are formed on both ends of the electrodes in this
direction Different touch control positioning modes are used in the orthog
onal direction, respectively The digital touch control positioning mode is
applied in the direction perpendicular to the electrodes, and the positions of
the touch control electrodes are determined by comparing the difference of
the touch control signals sensed by the different electrodes The analog touch
control positioning mode is applied in the direction parallel to the electrodes,
and the positions of touch points on the touch control electrodes are deter
mined by comparing the difference of the touch control signals on the ends
of the touch control electrodes Therefore, the position of touching point on
a plane of the touch control screen can be obtain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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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 引用 字母 碼 、 丐符青，清參考 登在每
期 二 起 的 代碼及縮丐符青 要 兌明

(57) 摘要

神具有行屯板和列冉板的平板昆示器，其中某 方向的屯板用作舢控啦板感洲舢控 榴迭 方向屯板

的兩端都制做引出端勻舢控信骨屯路連接，在兩介正交的方向上用不同的舢控定位方式 在乖直于塢板的娟
向用敬字式絀控定位方式，通池比較不同屯板感測到的船控信骨的差別宋碗定船控屯板的位置 在乎行于屯

板的方向用模拙式舢控定位方式 通迂比較舢控唱板兩端繃控信肯的差別末碗定舶控貞在棚控啦板上的位置。

伙而得到魁控貞在舶控屏平面上的位置。



稅明福

數模蝕控式乎板昱示器

技木領域

本友明涉及舶控屏和乎板昆示器，具休涉及蝕控式乎板屈示器。

背景技木

目前的均容式舢控屏可分力數字和模似兩神方式。數字式唱容絀控屏

是由每尾有多集乎行唱板的兩尾冉板坦成，兩屢祠板相互正交，舀人的手

指接舢蝕控屏吋，手指勻蝕控屏上的某些咀板形成稠合祠容，井爪稠合屯

容流出的漏咀流，通泣粒洲到兩尾祠板上相互正交的均手指形成稍合喧容

的丙荼屯板而碗定搬控位置。此神方法只造合用于較粗的定位，并且置于

昆示器前面舍使昆示不均勻，在要求細致定位肘，要制做汶尾非常細密的

冉板，成本太高。

一神模似式咀容蝕控屏是由整面的革尾屯板組成，伙革居啦板的四介

角向唱板輸入喧流，舀人的手指接舢蝕控屏肘，手指弓均板形成稠合唱容，

非伙稠合屯容流出的漏冉流，通迂粒洲四介角分別流向冉板咄流的大小，

汁算出爪手指流出屯流的舢控位置。此神方法可以鈾致定位，但控制冉路

的汁算量大，在杯境溫度、混度改交肘，杯境唱坊友生改交肘，舍引起漂

移，造成定位不准碗 。

另一神模似式咀容舢控屏是由每侯有多荼乎行啦板的兩戾咀板坦成，

丙屋屯板相互正交，舀人的手指接舢舢控屏肘，手指勻蝕控屏上的某些屯

板形成稠合冉容，非爪稠合咀容流出的漏屯流，通泣栓洲各喧板流出冉流

的大小，分別在兩居相互正交屯板上汁算出橫向或釧向的舢控位置。此神

方法可以綑致定位，肘漂移同題也有改善，但又交力汶屋啦板，增加了蝕

控屏的厚度和制做雅度，井且置于昆示器前面也合使昱示不均勻。



目前的屯磁式絀控屏也可分力數字和模似兩神方式。模似式喧磁蝕控

屏是由兩屢均板組成，每居有多荼杯狀或其他形狀天域屯板，兩尾屯板的

仗方向相互正交，圭具有信弓友射功能的蝕控筆接蝕蝕控屏肘，相互正交

的天域屯板接收到舢控筆岌射的咀磁信弓，通迂汁算茨得舢控筆的位置。

此神方法可以細致定位，但控制屯路的汁算量大，成本高，非且在迪錄她

定位不准碉。

數字式咀磁絀控屏也是由兩屋啦板組成，每居有多荼直緘狀天錢冉

板，丙居砲板相互正交，舀具有信弓岌射功能的蝕控筆接蝕舢控屏吋，相

互正交的部分天找屯板接收到舢控筆友射的屯磁信骨，通池各尾接收冉磁

信骨的最大天我冉板，分別得出橫向或執向的舢控位置。此神方法需要制

做孜尾非常細密的屯板，成本太高。

帶有舢控屏的乎板昆示器是將分休的舢控屏勻昱示屏戾疊在一起，通
迂昱示屏採洲到蝕摸庶的乎面位置，再使屍示屏上的光棕跟隨舢摸貞定

位 。舢控屏勻昆示屏的屢疊使得蝕控式平板昆示器奕厚交重成本增加 在

蝕控屏置于昆示屏前面吋，舢控屏感洲冉板芒生的反射X合使得昱示不均

勻和在強外界光杯境下昱示肘比度的下降，影晌昆示效果。將蝕控板和屍

示屏集成力一休，使具有蝕控功能的乎板昆示器交得更加控薄，是人們努

力的方向。

棍示屏和蝕控板的集成方式主要力尾疊式和鑲嵌式兩神，尾疊式是將

舢控板置于昱示屏的厥面之前或底面之后，昆示屏和蝕控板分別狙立承袒

昱示和蝕控任各，中固寺利 ( N2 0 10 4 4 1 N N N L

2001) 芬圭寺利 F 199600026 92 N K M B LE PH NES L D 996 )

日本寺 (JP 98 0161986 棚 N K 985 ) (JPlg900095167 N P N

ELE R PH & TELEPHONE 990 ) JP 9930306286 PFU L 993 )

(J 9980014850 , N H p NT N 1998 ) P 9990 42260

EN H BUH N K 999 ) 輛固寺利 K 2O000084 5 U H N E N

L J S 2000 ) (KR200200 83301 B N N e c . 2002 )



台濟寺利 (TW556141 U P T N P 2002) 美固寺利 (U 62 5476

PPLE PUTE 2001) (U 2 0 0 30347 0 3 T PP L PT ELE N

P 2003) 等多項寺利，都提出了喧阻式、喧容式、塢磁式的舢控板和

昱示屏的各神房疊方案，但舢控板置于昱示屏攻面之前，舍影晌昱示的亮

度、肘比度、清晰度、顏色等昆示效果 冉磁式蝕控板置于昆示屏底面之

后，使蝕控板屯板勻昱示屏冉板的咐位困雅，也合影晌昱示的亮度 井且

居疊的方法逐舍增加屈示器的整休厚度 拮枸的夏染，又舍早致可靠性下

攘嵌式是將蝕控佳感器嵌入屈示屏內，在每一昆示象素旁安置一介佳

感器 (多力光孚估感器) ，用汶重喧板連接屍示象素和佳感器，分別佳輸昱

示驅劫信弓和舢控探洲信青，韓固寺利 ( 200300 963 1 JUN N H E

N N K U 2 03) ( 2 0030077574 H J N H J N

2003 ) 德囤寺利 ( B 304587 . 9 H P 003 ) 美囤寺利 (USl9970955388

N ELE TR N S N 997) J
U 9980 35959 B J 998)

(U 2003072 29 E N K D 2003) 等多項寺利，也分別提出了

攘嵌式的方案，但將舢控佳感器攘嵌入昱示屏以及秋重咄板的制造工芭夏

朵，屯板引出錶困雜，因而也至使成本高，非且也可能芒生昱示驅功信骨

和舢控探洲信骨的相互干枕。

也有人拭團靠採測液晶昱示屏的盒同屯容的方法來探洲蝕控，如台濟

寺利 (T 20020 6058 LE U U N 2002 ) ，盒回屯容的交化是靠蝕控匝

力引起盒厚的交化芹生，盒同的支承物使得要改交液晶昱示屏的盒厚需要

很大力量，而且改交液晶屈示屏的盒厚必定合影晌屍示，液晶材料的介咄

各向昇性又使得盒河 屯容隨昱示交化，以其寺利中的充冉方法排除鞭晶材

料介屯各向昇性引起的盒間屯容的交化又合影晌棍示，所以迭神探測液晶

昆示屏的盒同屯容宋探測絀控的方法是不可取的。

申清弓力 20 0 5 0080825 和 2005 0086 285 等中囤寺利提出了，通迂



控信弓咀路達通，利用昆示屏行屯板和列喧板作力般控屯板感洲搬控 申

清弓力 2005 0086 285 等中囤寺利提出了，通迂信弓加載砲路杜乎板昆示

器昆示屏屯板同肘勻昱示酗劫啦路和蝕控信肯嘻路達通，利用昆示屏行它

板和列咄板作力蝕控冉板感洲舢控 使得元需在現有拮枸的昆示屏內額外

制做任何估感器，仕乎板昆示器昱示屏具有感知蝕控信弓能力。但行喧板

和列屯板她在上下基板的不同基板上肘，她于上尾的咀板，肘她于下尾的

喧板的絀控信骨存在屏蔽，使得城向和橫向舢控感洲的基准不一梓，哈蝕

控採測帶末困雅。

岌明內睿

本岌明旨在提供一神利用乎板昆示器昱示屏的革居屯板作力舢控冉

板，用數字式和模似式相拮合的方法感洲蝕控定位。仕平板昱示屏不仗具

有昱示功能，而且具有鮑控功能，一物多用。

本友明的技木解決方案是 通常的貞陣型平板昱示屏包括昆示象素、

板 ) ，在 TN L 和 TN L 等元源平板昆示屏中，在昆示象素的位置昆

示象素和唱板共用早喧膜 在如 FT L 等有源平板昱示屏中，昱示象素

輸入端口達接 TFT 的漏板， F 的柵板和源板分別再占打描咀板和信肯

屯板達接。利用平板昆示器昱示屏某一方向的啦板 (行啦板或列屯板)作力

絀控冉板感洲舢控，榴迭一方向啦板的兩端都制做引出端勻絀控信骨屯路

達接，在兩介正交的方向上用不同的舢控定位方式，在垂直于屯板的方向

用數字式般控定位方式，通迂比較不同咄板感洲到的舢控信弓的差別汞碗

定舢控冉板的位置 在乎行于咄板的方向用模似式絀控定位方式，通迂比

較被舢控唱板兩端舢控信青的差別來碗定舢控魚在蝕控唱板上的位置 八

而得到絀控貞在舢控屏乎面上的位置。

祠板肘舢控信骨的感洲又可以有多神形式，比如喧容式、啦磁式、光

咀式等。



冉容式蝕控的方案是 將平板昱示器昱示屏某一方向的塢板如行冉板

的兩端都制做引出端，使每一咀板的一端通迂模似升夫或占昆示驅功咄路

達通或勻一荼船控信骨咀路達通，使迭一屯板的另一端通迂模似升夫或息

空或均另一荼蝕控信骨咀路達通。模似升夫被控制冉路控制，使冉板在某

吋刻一端勻昆示酗功屯路連通估輸昱示驅劫信弓，另一端她于愚空狀悉

控制啦路在下一肘刻，使喧板丙端同肘分別勻絀控信骨屯路連通估輸絀控

信肯 然后再返回到前一吋刻的一端丐昆示軀劫咀路連通另一端她于愚空

的狀悉，迭佯反夏切換 。圭冉板的兩端分別勻蝕控信弓屯路連通肘，用屯

板作力蝕控屯板感洲絀控，在垂直于咀板方向用數字方式宋定位，人手指

接蝕昱示屏吋，手指勻昱示屏上的某些咄板形成稠合喧容，井伙稍合啦容

流出的漏冉流，通迂檢測勻手指形成稠合冉容的咄板而碗定蝕控位置 在

平行于冉板方向用模似方式宋定位，分別伙勻絀控信骨屯路達通的昆示屏

喧板的丙端向屯板輸入屯流，尚人的手指接蝕昱示屏肘，手指占咀板形成

稠合冉容，并伙稠合啦容流出的漏塢流，通迂粒洲非比較屯板兩端分別流

向咄板的唱信骨，汁算出爪手指流出屯流的舢控位置，非以此定位勉控位

置 通迂兩介正交方向的舢控位置來碗定般控定位魚 。伙冉板兩端采梓用

于栓洲井比較的冉信骨，可以是塢流信弓，也可以是屯匝信骨 可以是幅

值信弓，可以是脈寬信骨，可以是頻率信骨，也可以是相位信青。

屯磁式搬控的方案是 將平板昱示器昱示屏某一方向的冉板如行屯板

的兩端都制做引出端，使每一屯板的一端通泣模似升夫或勻昱示軀劫屯路

連通或占一荼舢控信骨喧路達通，使迭一咀板的另一端通泣模似升夫或息

空或勻另一荼棚控信舌屯路連通。模似升夫被控制唱路控制，使冉板在某

肘刻一端均昱示軀劫屯路達通估輸昆示驅劫信骨，另一端她于愚空狀悉，

使屯板在下一肘刻兩端同肘分別勻舢控信弓屯路連通估輸舢控信弓，然后

再返回到前一肘刻的一端勻昆示軀劫屯路連通另一端她于愚空的狀悉，迭

梓反夏切換。圭祠板的兩端分別勻絀控信骨屯路達通肘，用屯板作力舢控

天找喧板感洲蝕控，在垂直于咄板方向用數字方式宋定位，舀具有倍骨友



射功能的舢控筆接舢舢控屏肘，天鐵咀板接收到舢控筆友射的咄磁信弓，

通迂粒洲接收到蝕控咀磁信肯的咄板而碗定蝕控咄板 在乎行于咀板方向

用模似方式宋定位，爪平行喧板組每集屯板的兩端分別采梓蝕控咄磁信

骨，通迂比較被舢控喧板兩端蝕控信骨的差別來碗定蝕控庶在蝕控冉板上

的位置 通迂兩介正交方向的絀控位置得到舢控貞在絀控屏平面上的位

置。爪咄板丙端采梓井用于比較的舢控祠磁信青，可以是幅值信弓，可以

是脈寬信骨，可以是頻率信骨，也可以是相位信弓。

力了感洲昆示屏冉板均般控物之回稠合的微弱信弓，蝕控信骨咄路內

可投置淒出放大器 力了棲出信骨的她理，絀控信弓啦路內可投置模數特

舀多荼冉板檢洲到蝕控信骨肘，以信肯最大的喧板力舢控定位貞，

或以迭些粒洲到鮑控信骨的蝕控咄板的中阿位置力蝕控定位庶 。

使昆示冉板的一端或占昆示酗劫冉路達通或勻一荼蝕控信肯冉路達

通的模似升夫，可以是草刀秋挪模似升夫，升夫的一端固定連接于昱示屯

板，另兩端連接昱示酗功咀路和連接蝕控信骨咀路，控制唱路仕升夫使昆

示冉板在達通昱示酗劫屯路或達通蝕控信骨屯路之同切換 使昱示咄板的

一端或勻昱示驅功咄路達通或勻一集蝕控信骨喧路達通的模似升夫，也可
以是兩介車刀草挪模似升夫，昱示冉板通迂一介革刀草挪模似升夫勻昱示

驅劫咄路連接，通迂另一介草刀草挪模似升芙勻蝕控信弓啦路達接，控制

屯路杜達接同一昱示冉板的兩介革刀卓梆模似升夫不同肘連通。

使屍示屏各冉板的一端或苟屈示酗功喧路達通或勻一荼舢控信弓咀

路遵通的模似升夫組的各升夫，以及使各喧板的另一端或愚空或勻另一荼

絀控信骨咄路達通的模似升夫粗中的各升夫，可以是被扣描方式控制逐一

迸行切換劫作，也可以是被同肘方式控制同肘迸行切換功作。

模似升夫組在昱示軀功屯路勻蝕控信弓咄路之間的切換，可以是在昆

示屏部分咄板達通屈示驅功祠路吋，另一部分咀板達通舢控信弓咀路，即
棍示屏咄板伙達通屈示砸功祠路切換到遵通舢控信骨冉路是在昱示酗劫



的幀內迸行的 力了防止昱示驅功信骨肘蝕控信骨芒生千枕，模似升夫坦

在昆示驅劫屯路勻蝕控信骨啦路之同的切換，也可以是在停止肘昱示屏任

何喧板輸出昱示酗劫信青吋，才將昱示屏屯板伙遵通昱示酗劫唱路特向達

通蝕控信弓啦路，即昱示屏冉板伙達通昱示酗劫冉路切換到連通蝕控信青
咀路是在昆示班功的幀外迸行的，也就是昱示屏喧板瓜達通豆示驅功塢路

切換到連通舢控信另咄路是在昆示軀功的各幀之何迸行的。在停止肘昆示

屏任何冉板輸出昱示驅功信骨吋，力了防止肘舢控信青的干抗，肘末爪連

通昆示驅功屯路特向達通蝕控信弓取路的昆示屏咄板，可輸出一固定的咄

平信弓，特別是零屯乎。

平板昆示器可以是 N型 N型或 TFT 型液晶昱示器、 LED 昱示器、

P 昆示器、也可以是其他乎板昆示器。

既用于侍輸昱示倍骨又用于感洲和估輸舢控的昆示屏屯板，可以是昱

示屏的行咀板，也可以是昱示屏的列咀板 。

迭神以昆示屏的昱示軀劫屯板也作力蝕控信弓感洲屯板，井且以數模

錯合的蝕控信景感州方法，使得元需在通常元蝕控功能的屁示屏的制做迂

程中，增加任何新的工芝迂程、材料和元素，即可成力有感知蝕控倍肯能

力的屁示屏。

附團筒要槐明

團 是以行屯板力鮑控屯板的數模屯容蝕控式液晶昆示屏的屯乞連

接示意團。

團 2 是一神以行屯板力舢控屯板的數模冉磁舢控式元源液晶昱示屏

的屯乞達接示意團。

團 3 是一神以列屯板力舢控屯板的數模屯磁絀控式有源液晶昱示屏

的咀乞連接示意團。

具休史施方式



本友明的安施例之一如團 1 所示 一神在昆示酗功的幀內迸行的，以

行咄板力舢控冉板的數模啦容舶控式液晶昱示器 00。液晶昱示器 100 以

昆示屏上基板玻璃 10、屈示屏下基板玻璃 20、行冉板 、列冉板 2 1

行昆示酗功喧路 30、列昱示驅劫咄路 140、舢控信骨屯路 150、草刀秋

挪模似升夫組 60 和羊刀革挪模似升夫組 70、控制喧路 80 等組成。行

冉板 1 1 特別被制做成伙兩迪均有引出端，非分別連接到革刀孜挪模似升

夫坦 60和草刀車挪模似升芙組 70。通常狀悉是草刀孜挪模似升芙組 60

使行啦板 端勻昆示弧功啦路 連通估輸昱示醜劫信弓，羊刀羊挪

模似升夫坦 170 使行屯板 11 另一端她于愚空狀悉 控制咀路 80 吐革刀

奴挪模似升芙組 160 和革刀卓挪模似升夫組 70 以描扣的方式，逐一使行

咀板 11 各祠板的兩端同肘分別勻蝕控信青咀路 50 連通估輸舢控信弓，

然后再返回到通常的一端勻昱示驅劫屯路 30 達通另一端她于愚空的狀

悉，迭梓反夏切換。在行冉板 1 各唱板兩端同肘分別勻蝕控信骨咄路

50 連通的肘刻，蝕控信肯祠路 50 伙行唱板 1各咀板的丙端向唱板輸

出冉流，人的手指 90 接絀般控屏吋，手指 190 勻行喧板 11 形成稠合祠

容，井叭稠合屯容流出的漏冉流，舢控信肯冉路 150 以流出的漏冉流超迂

某一閡值的咀板來檢醃是否被舢控，舀超迂碗值的喧板數力奇數肘以中同

再板力蝕控咀板，圭超迂國值的屯板數力偶數吋以中同兩荼咄板申的一茶

力蝕控屯板，以數字式的方法碗定一介方向的舢控定位位置 再比較蝕控

屯板兩端分別流向屯板屯流的大小，以模似式的方法汁算出手指 90 在另

一介方向的舶控定位位置 通迂丙介正交方向的舢控位置末碗定舢控定位

，貞，使液晶昆示器 100 既用于昱示又用于絀控，而不再需要狙立之舢控屏。

本友明的安施例之二也如團 1 所示 一神在昱示酗功的各幀之同迸行

的，以行祠板力蝕控屯板的數模屯容舢控式液晶昱示器 100 。液晶昆示器

00 以昆示屏上基板玻璃 10、昱示屏下基板玻璃 120、行咄板 、列冉

板 2 、行昆示驅劫屯路 130、列昆示驅功咄路 40、蝕控信弓咄路 150

革刀攻挪模似升夫組 60 和革刀革挪模似升芙組 170、控制屯路 80 等組



成。行冉板 特別被制做成八兩迪均有引出端，井分別達接到革刀汶挪

模似升夫銅 60 和革刀革挪模似升夫坦 70。通常狀悉是革刀秋挪模似升

夫組 160 使行屯板 11 端勻昱示驅功冉路 30 連通估輸昆示酗劫信骨，

革刀革挪模似升夫組 170 斷升使行屯板 另一端她于息空狀悉 控制冉

路 180 在昱示酗功的各幀之同，吐行昱示驅功屯路 130 和列昆示驅功冉路

140 停止射屈示屏任何祠板輸出昱示班劫信弓，而只是輸出零咄位信骨

肘， 將羊刀汶挪模似升夫狙 160 和革刀草挪模似升夫坦 70 以描扣的方

式，逐一使行屯板 各啦板勻行昱示軀功咀路 30 斷升，井使冉板的兩

端同肘分別巧舢控信肯咀路 50 連通估輸舢控信青，然后再返回到通常的

行屯板 1一端勻行昆示酗功冉路 130 遵通另一端她于愚空的狀悉。在行

屯板 11各冉板兩端同肘分別勻舢控信弓咀路 50 遵通的吋刻，蝕控信骨

屯路 150 秋行屯板 11 各屯板的兩端向屯板輸出冉流，人的手指 190 接蝕

蝕控屏吋，手 190 勻行咄板 形成稠合唱容，并伙稠合屯容流出的漏

冉流，舢控信骨咀路 150 以流出的漏咀流超迂某一國值的啦板宋粒醃是否

被蝕控，舀超迂榭值的屯板數力奇數肘以中間唱板力舢控屯板，舀超迂國

值的冉板數力偶數吋以中阿兩荼屯板中的一荼力舢控咀板，以數字式的方

法碗定一介方向的舢控定位位置 再比較舢控屯板兩端分別流向喧板咄流

的大小，以模似式的方法汁算出手 90 在另一介方向的舢控定位位置

通迂兩介正交方向的蝕控位置末碗定舢控定位魚，使液晶昱示器 00 既用

于昱示又用于蝕控，而不再需要狙立之舢控屏。

本友明的安施例之三如團 2 所示 一神以行屯板力舢控祠板的數模冉

磁舢控式元源液晶昱示器 200 。液晶昆示器 200 以的昆示屏上基板玻璃

210、昱示屏下基板玻璃 220 、行屯板 2 11、列啦板 221、行屍示酗功屯路

230 、列昱示驅功屯路 240 、舢控信弓屯路 250 、革刀孜梆模似升夫坦 260

和卓刀卓挪模似升夫組 270 、控制咄路 280 等坦成。行咄板 2 11 特別被制

做成叭丙迪均有引出端，井分別連接到羊刀孜挪模似升芙組 260 和卓刀卓

挪模似升夫組 270 。通常狀悉是草刀孜挪模似升夫組 260 使行咀板 2 11 一



端勻行昱示驅功冉路 230 連通估輸昱示驅功信骨，革刀革挪模似升夫組

270 斷升使行屯板 2 另一端她于愚空狀悉 控制冉路 280 杜車刀秋挪模

似升夫組 260 和革刀車梆模似升夫組 270 以描扣的方式，逐一使行冉板

211 各屯板占行昱示軀功唱路 230 斷升，井使兩端同肘分別勻舢控信肯冉

路 250 達通估輸舢控信弓，然后再返回到通常的一端勻行昱示砸劫唱路

230 達通另一端她于愚空的狀悉，迭樟反夏切換 。在行祠板 2 11 各冉板兩

端同肘分別勻舶控信弓屯路 250 連通的肘刻，舢控信青冉路 2 0 粒測行咄

板 2 11各啦板的兩端的咄磁絀控信骨，舀具有啦磁信弓友射功能的蝕控筆

290 接舢舢控屏肘，行冉板 2 的部分屯板接收到蝕控筆 290 岌出的咄磁

舢控信骨，舢控信骨唱路 250 以栓洲到超迂某一勵值的蝕控信青采橙醃是

否被蝕控，圭超迂國值的屯板數力奇數肘以中同屯板力蝕控冉板，圭超迂

國值的屯板數力偶數肘以中同兩荼冉板中的一荼力蝕控屯板，以數字式的

方法碗定一介方向的蝕控定位位置 再比較舢控冉板兩端分別栓測到的舢

控信弓的相位差，以模似式的方法汁算出鯉控筆 290 在另一介方向的蝕控

定位位置 通迂兩介正交方向的舢控位置末碗定舢控定位魚，使液晶昆示

器 200 既用于昆示又用于蝕控，而不再需要狙立之絀控屏。

本友明的寞施例之四如團 3 所示 一神以上咀板力蝕控咄板的數模屯

磁蝕控式有源液晶昱示器 300 。液晶昱示器 300 以昱示屏上基板玻璃 3 0

行咄板 3 、列屯板 3 12、昱示象素 3 13、昱示屏下基板玻璃 320、行昱示

酗劫喧路 330、列昱示驅劫屯路 340 、舢控信弓咀路 350、革刀孜挪模似

升夫組 360 和草刀車挪模似升夫組 370 、控制屯路 380 等坦成。列冉板 3 2

特別被制做成伙丙迪均有引出端，非分別達接到羊刀孜挪模似升夫組 360

和羊刀卓挪模似升夫組 370。通常狀悉是羊刀革刀孜挪模似升夫組 360 使

列咄板 3 12 一端勻列昱示軀劫屯路 340 遵通估輸昆示砸功信骨，革刀革挪

模似升夫組 370 斷升使列屯板 3 12 另一端她于愚空狀悉 在某肘刻，控制

啦路 380 吐占列昱示驅功咆路 340 連接的革刀秋挪模似升夫組 360 使列冉

板 3 12 各屯板一端勻列屈示酗劫屯路 340 脫萬，同肘卓刀孜挪模似升夫組



60 和草刀草梆模似升夫組 3 0 使列冉板 3 12 各冉板兩端同肘分別勻舢控

信肯塢路 350 運通估輸蝕控信弓 然后再返回到通常的一端占列昱示驅劫

啦路 340 達通另一端她于愚空的狀恭，迭梓反夏切換 。在列咀板 3 2 各咄

板丙端同吋分別勻蝕控信弓冉路 350 達通的肘刻，舢控信弓屯路 350 以描

扣的方式，逐一檢洲列冉板 3 2 各屯板的兩端的冉磁蝕控信弓，舀具有冉

磁信弓友射功能的舢控筆 390 接舢般控屏肘，列屯板 3吆 的部分屯板接收

到蝕控筆 390 友出的冉磁蝕控信弓，蝕控信弓屯路 350 以檢洲到超迂某一
潮值的鮑控信骨來粒醃是否被舢控，圭超泣國值的咄板教力奇數吋以中間

冉板力舢控冉板，舀超迂國值的屯板數力偶數肘以中間丙荼冉板中的一荼

力蝕控它板，由數字的方法碗定一介方向的舢控定位位置 再比較舢控冉

板丙端分別檢洲到的舢控信弓的相位差，以模似式的方法汁算出舢控筆

390 在另一介方向的舢控定位位置 通迂兩介正交方向的絀控位置宋碗定

蝕控定位貞，使液晶昆示器 300 既用于昱示又用于舢控，而不再需要狙立

之鯉控屏。

上迷四介宴施例井不代表所有可能的宴施方案，其它的交形方案也匝
是本岌明的保折范園。



杖利要求弔

．數模蝕控式平板昆示器，貞陣型乎板昱示器的昆示屏包括昆示象

素、估輸昱示驅劫扣描信弓的行咀板和數据信骨的列屯板，其特征在于

利用乎板屍示器昱示屏某一方向的屯板作力舢控屯板感洲舢控，將速一方

向冉板的兩端都制做引出端均蝕控信骨唱路連接，在垂直于屯板的方向用

數字式蝕控定位方式，通迂比較不同喧板感洲到的舢控信骨的差別宋碗定

舢控頃板的位置 在乎行于咄板的方向用模似式舢控定位方式，通迂比較

被絀控咄板兩端蝕控信弓的差別汞碗定鯛控魚在絀控咀板上的位置。

九 根据杖利要求 1 所迷的數模舢控式平板豆示器，其申所迷的用于

感洲絀控的某一方向的喧板，其特征在于 某一方向的屯板是昆示屏的行

屯板和列咀板中的一神。

3．根据杖利要求 1 所迷的數模舢控式乎板昆示器，其申所迷的冉板

引出端勻蝕控信肯咀路的連接，其特征在于 用于探測蝕控的昆示屏咀板

是通迂多位模似升夫組勻昆示驅劫屯路和舢控信弓暄路相連接，模似升夫

使咄板的一端或勻昆示酗功咀路連通或均舢控信骨屯路達通，使冉板的另

一端或愚空或勻蝕控信骨唱路連通。

4．根据杖利要求 3 所迷的使每一再板的一端或勻昱示砸功冉路連通

或占舢控信弓屯路連通，使迭一屯板的另一端或愚空或勻另一荼舢控信弓
祠路連通的多位模似升芙組，其特征在于 模似升夫坦中的各升夫是以扣

描方式和是以同肘方式中的至少一神方式迸行升夫切換功作 。

5．根据杖利要求 3 所迷的使每一咄板的一端或占昱示酗功冉路連通

或勻舢控信肯祠路達通，使迭一屯板的另一端或愚空或勻另一荼舢控信弓
屯路連通的多位模似升夫組，其特征在于 模似升夫狙在昱示酗劫屯路勻

舢控信骨咄路之同的切換，是在屍示軀功的幀內迸行的，即昱示屏部分咄

板連通昱示驅劫屯路肘，另一部分喧板連通舢控信骨冉路 。



6．根据杖利要求 3 所迷的使每一喧板的一端或占昆示軀劫啦路連通

或勻蝕控信弓啦路達通，使迭一再板的另一端或愚空或占另一荼舢控信肯

屯路連通的多位模似升夫坦，其特征在于 模似升芙組在昱示驅功咀路勻

蝕控信弓屯路之同的切換，是在昱示酗功的各幀之同迸行的，即停止肘昆

示屏任何屯板輸出昱示拋功信弓肘，才將昱示屏屯板伙連通昱示班功冉路

特向達通舢控信骨屯路。

7．根据杖利要求 所迷的數模絀控式乎板昆示器，其中所迷的冉板

感洲蝕控信弓，其特征在于 感洲舢控信骨的方式是屯容式和咀磁式申的
一神。

8．根据杖利要求 1所迷的數模舢控式乎板昆示器，其中所迷的屯板

感洲舢控信骨，其特征在于 感洲的絀控信骨是流量信骨、幅值信骨、脈

寬信骨、頻率信青和相位信骨中的至少一神。

9．根据杖利要求 所迷的數模舢控式平板昆示器，其中所迷的船控

信弓啦路，其特征在于 蝕控信弓咀路內役置有棲出放大器。

10．根据杖利要求 1 所迷的數模舢控式平板昱示器，其中所迷的蝕控

信弓咀路，其特征在于 蝕控倍骨屯路內投置有模數特換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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