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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国际公布：
- 包括 国际检索报告(条约第 2 1条 (3)) 。

一种像素 电极结构 ，包括 ：条状 的水平主干 （1 ) 和条状 的竖直主干 （2 ) ，所述水平主 干 （1 ) 与所述 竖直
主干 （2 ) 的中心垂直相 交 ； 由所述水平主干 （1 ) 与所述 竖直主干 （2 ) 中心垂直相交所均分而成 的四个 区
域 （A ，B ，C，D ) 中，分别 具有 多个条状分支 （3 ) ，所述 多个条状分支 （3 ) 相对 于竖直主干 （2 ) 与水平
主干 （1) 垂直相交的中心点 （O ) 向外发散 ，所述 多个条状分支 （3 ) 间隔有 多条缝 隙 （4 ) ：所述水平主干
( 1) 与竖直主干 （2 ) 中心垂直相交 的中心 区域 （E ) 内还设置有两 个中心对称 的多边形或扇形切 口。应用

该像素 电极结构 的液 晶显示面板 的亮 区较大 ，穿透率较高 ，显示效果好 。



像 素 电极 结构

本 申请要 求于 2011 年 6 月 7 日提 交 中国专利局 、申请 号 为

201110150608.9 、发 明名称为 "像素 电极 结构 " 的 中国专利 申请 的优

先权 ，其全部 内容通过 引用结合在本 申请 中。

技术领域

本发 明涉及一种液晶显示技术领域 ，尤其 涉及一种液 晶显示器的

像素 电极结构 。

背景技术

液晶显示器 (LCD) 是最广泛使用 的平板显示器之一 ，LCD 包括设

置有 场发 生 电极诸如像素 电极 和公共 电极 的一对 面板 以及 设 置在 两

个面板之 间的液晶 (LC) 层 。当电压被施加到场发生 电极从 而在 L C 层

中产生 电场 ，该 电场决定 了液晶层 中的 L C 分子 的取向 ，因此 而调整

入射到液晶层 的光的偏振 时，LCD 显示 图像 。

目前 业 界 发 展 出一 种 称 为 高分 子 安 定 化 垂 直 配 向 （Polymer

Stabilized Vertical Alignment, PSVA) 的技术 ，该技术是在液晶材料 中掺

入适 当浓度 的单体化合物 (monomer) 并且震 荡均 勾。接 着 ，将混合后

的液晶材料 置于加热器上加温到达等向性 (Isotropy) 状 态。当液晶混合

物降至室温 时，液晶混合物会 回到向列型 (nematic) 状 态。然后 ，将液

晶混合物注入至液晶盒并施与 电压 。当施加 电压使 液晶分子排列稳定

物层 ，由此达到稳定配向的 目的。

图 1 所示的是一般 VA 模 式液晶显示器常用 的像素 电极 的设计示

意 图。

如 图 1 所示通常的 VA 模 式 LCD 的像素 电极设计为 "米 " 字型 ，

包含条状 的竖直主干 （main trunk )、条状 的水平主干 、以及分别与水

平主干呈一定夹角的条状分支 （slit ) , 通常 ，条状分支与水平主干之



间的角度为 ± 45 度，± 135 度。各条状分支与竖直主干和水平主干位

于同一平面上。其中竖直主干和水平主干中心垂直相交，所谓的中心

垂直相交，即指竖直主干和水平主干相互垂直，垂直相交的中心附近

的区域即为该单位像素电极的中心区域，该竖直主干和水平主干将整

个像素 （pixel ) 面积平均分成 4 个区域 （domain ) , 每个区域都由与

竖直主干或水平主干呈一定角度的条状分支 （slit ) 平铺组成。如此

形成图 1所示的关于上下和左右分别镜像对称的 "米" 字型的电极设

计。

图 2 是显示在图 1所示像素电极结构上施加电压（大约为 0~4V,

箭头表示有施加电压 ）后的液晶倾倒的示意图。

如图 2 所示，通常所采用的 "米" 字型的电极结构在通电的情况

下，液晶的倒向是由像素电极外侧开始逐渐像素电极内侧倾倒，倾倒

的角度是沿分支方向，4 个区域中，右上区域的液晶倾倒方向为 45

度；左上区域的液晶倾倒方向为 135 度；左下区域的液晶倾倒方向为

225 度；右下区域的液晶倾倒方向为 315 度，各个区域中的液晶倾倒

方向都指向像素电极的中心区域。

为了提升面板穿透率，现有技术揭示的像素电极结构在中间区域

是对称设计的，而对于单位像素电极而言，由于液晶倾倒方向都指向

像素电极的中心区域，在主干上是一定会出现一个漩涡状液晶旋转区

域，具体模拟图如图 3 所示，图 3是像素电极结构的液晶倾倒形成的

漩涡出现在中心的示意图。图 4 是与图 3对应的像素电极结构在显微

镜下的示意图。其中，F 指示的是液晶倾倒形成的漩涡状液晶旋转区

域的位置。

然而，由于液晶倾倒而出现的漩涡状旋转区域的位置出现在主干

中间区域或者出现在主干上稍边缘区域的几率大致是相同的，也即有

时候漩涡状的旋转区域会出现在主干上稍边缘的区域，具体模拟图如

图 5 所示，图 5 是像素电极结构的液晶倾倒形成的漩涡出现偏移的示

意图。正因为如此，一旦像素电极通电驱动液晶偏转时，若漩涡状液

晶旋转区域 F 出现在主干上稍边缘区域，则会在漩涡状液晶旋转区域



F 的周 围出现所示非均匀显示的 "黑纹，，，具体参见在显《敖镜 下的示

意 图图 6 , 图 6 是与图 5 对应 的像素 电极结构在显微镜下的示意 图。

图 6 中漩涡状液晶旋转 区域 F 旁边锯齿状的即为黑纹，与图 6 所示的

现有技术 中，漩涡状液晶旋转 区所产生的 "黑纹" 现 象是 出现在单位

像素 电极一侧的上下两显示 区域的边缘显示位置处 ，使得原本的显示

区域转变为不透光 区域 ，从 而导致 穿透率下降，图像显示质量效果不

理想。

发 明 内容

本发 明提供一种像素 电极结构 ，可 以有效的解决现有技术 中因像

素 电极结构绝对对称导致 的液晶形成的漩涡会偏 离中心位置 ，从 而使

得显示 区域 中的亮区减少，穿透率下降的技术问题 。

为 了解决上述技术问题 ，本发 明提供 的像素 电极结构 ，包括：

条状 的水平主干和条状的竖直主干 ，所述水平主干与所述竖直主

干的中心垂直相 交；

由所述水平主干与所述竖直主干 中心垂直相 交所均分 而成 的四

个 区域 中，分别具有 多个条状分支，所述多个条状分支相对于竖直主

干与水平主干垂直相 交的中心点向外发散 ，所述多个条状分支间隔有

多条缝 隙；

所述水平主干与竖直主干垂直相 交的中心 区域 内还设 置有 两个

中心对称的切 口。

优选 的，所述两个 中心对称的切 口的形状为多边形或扇形 。
优选 的， 所述水平主干与竖直主干垂直相 交的中心 区域在水平

方向上的长度 ≤ ; 为所述水平主干的长度 ；所述水平主干与竖
2

直主干垂直相 交的中心区域在竖直方向上的长度 ≤ ; 为所述竖

直主干的长度 。

优选的，所述 由所述水平主干与所述竖直主干 中心垂直相 交所均



分而成的四个 区域 中，左上 区域和右上 区域镜像对称；左下区域和右

下区域镜像对称；左上 区域和左下区域镜像对称；右上 区域和右下区

域镜像对称 。

优选的，所述像素 电极结构整体呈 "米 " 字型 ，所述多个条状分

支与所述垂直主干与所述水平主干之 间的夹角为 45 度 。

优选的，所述多个条状分支间隔的多条缝 隙的宽度相 同。

优选的，所述多个条状分支间隔的多条缝 隙的宽度 不同。

优选的，所述多个条状分支的宽度相 同。

优选的，所述多个条状分支的宽度不同。

优选的，所述像素 电极结构应用的液晶显示面板 的模 式为高分子

安定化垂直配向模 式或 图案垂直排列模 式。

实施本发 明的实施例 ，具有如下有益效果：

本 申请 中的像素 电极结构是经过特殊设计的，具体 的，通过在竖

直主干与水平主干 中心垂直相 交的 中心 区域设 置两个 中心对称 的切

口，从 而打破 了现有设计 中的像素 电极结构 的绝对对称 ，使得像素 电

极结构整体呈现 中心对称 ，但左右并不对称 ，这有利于导 引液晶在像

素 电极结构 中心区域 中设置的切 口位置形成漩涡状液晶旋转 区域 ，由

于该切 口是 中心对称的，因此能很好 的固定该漩涡状液晶旋转 区域的

位置 ，也 即将漩 涡状液晶旋转 区域 固定在正 中心的位置，从 而避免在

显示 图像 的时候 ，显示 区域的亮区减少，穿透率下降。应用本发 明的

像素 电极结构的液晶显示面板 的亮区较 大，穿透率较 高，显示效果好 。

附图说 明

为 了更清楚地说 明本发 明实施例或现有技术 中的技术方案 ，下面

将对 实施例或现有技术描述 中所需要使用的附图作 筒单地介绍 ，显 而

易见地 ，下面描述 中的附图仅仅是本发 明的一些实施例 ，对 于本领域

普通技术人 员来讲 ，在不付 出创造性劳动性的前提 下，还 可 以根据这

些附图获得其他 的附图。

图 1是一般 VA 模 式液晶显示器常用的像素 电极 的设计示意图；

图 2是显示在 图 1所示的像素 电极结构上施加 电压后 的液晶倒 向



示意 图；

图 3 是像素 电极结构 的液晶倾倒形成的漩涡 出现在 中心的示意

图；

图 4 是与 图 3 对应 的像素 电极结构在显微镜 下的示意图；

图 5 是像素 电极结构的液晶倾倒形成的漩涡 出现偏移的示意 图；

图 6 是与 图 5 对应 的像素 电极结构在显微镜 下的示意图；

图 7 是本发 明像素 电极结构的第一 实施例的结构示意图；

图 8 是本发 明像素 电极结构的第二 实施例的结构示意图；

图 9 是本发 明像素 电极结构的第三 实施例的结构示意图。

具体 实施方式

本发 明针对现有 的像素 电极结构和液晶显示阵列基板 中存在 的

穿透率低 ，显示效果不理想的缺 陷，提供 了一种新型的像素 电极结构 ，

可 以有效的克服该缺 陷。

首先说 明的是 ，本发 明是基 于现有 的 "米 " 字形结构的像素 电极

结构所作 的改进 ，其核心是打破现有 的像素 电极结构的绝对对称性 ，

在像素 电极 结构 的竖直主干和水平主干相 交的 中心 区域设 置两个切

口，该切 口是 中心对称的。所谓 的中心对称 ，是指其 中的一个多边形

或者扇形 围绕一个 中心点旋转 180 度后可以与另一个多边形重叠。如

此一来 ，由于在竖直主干和水平主干 中心垂直相 交的中心区域设置 了

两个切 口，给予液晶倒 向一定的方向指 引，也 即在 两个 中心对称的切

口位置处偏移 ，由于两个切 口是 中心对称的，所以液晶会在此处形成

漩 涡状液晶旋转 区域 ，从 而将漩涡状液晶旋转 区域的位置 固定在 中心

区域 ，避免其偏移到别处 而导致像素 电极结构的穿透率降低 。

下面将结合 附图详细本发 明实施例的实现过程 。

参见 图 7 , 为本发 明像素 电极结构的第一 实施例的结构示意图；

本 实施例 中的像素 电极结构 ，包括 ：

条状 的水平主干 1 和条状的竖直主干 2 , 水平主干 1 与竖直主干

2 的中心垂直相 交；



由水平主干 1与竖直主干 2 中心垂直相 交所均分 而成的四个 区域

中 （如 图所示的 A 、 B 、 C、 D 四个 区域 ），分别具有与水平主干 1和

竖直主干 2 均呈一定角度 的多个条状分支 3, 优选的，多个条状分支

3 与水平主干 1 和竖直主干 2 都呈 45 度 角，当然其他 角度也是可行

的，例如在 B 区域 内，条状分支 3 与水平主干 1呈 30 度 角，则在 A

区域 内，条状分支 3 与水平主干 1 呈 150 度 角，只要 A 区域和 B 区

域 ，C 区域和 D 区域 中间的条状分支 3 保持对称 即可 。所述多个条状

分支 3 相对于竖直主干 2 与水平主干 1 垂直相 交的中心点 0 向外发

散 ，多个条状分支 3 间隔有 多条缝 隙 4。

水平主干 1 与竖直主干 2 中心垂直相 交的中心区域 内（如 图 8 中

虚线范围内的 E 区域 ）还设置有 两个 中心对称的切 口；

需要说 明的是 ，本 实施例是在水平主干 1上设置两个 中心对称的

切 口，该切 口的形状可以是 多边形或者扇形 ，图 7 中所示的多边形切

口分别是四边形切 口 5 和四边形切 口 6。

应用如 图 7 所示的像素 电极结构后 ，漩涡状液晶旋转 区域形成于

像素 电极结构的中心 区域 E , 此 时液晶倒 向的模拟 图如 图 3 所示，因

此 实际的液晶显示在显微镜下的效果如 图 4 所示 ，即亮区比较 大，穿

透效果好 ，显示效果好 。

需要说 明的是 ，由水平主干 1 与竖直主干 2 中心垂直相 交所均分

而成的四个 区域 A 、 B 、 C、 D 中，A 和 B 区域镜像对称；C 和 D 区

域镜像对称；A 和 C 区域镜像对称；B 和 D 区域镜像对称 。

图 7 是在 中心 区域 E 中设置 中心对称的四边形切 口的实施例 ，设

置三角形切 口或者平行四边形或者扇形切 口也可 以达到 同样 的技 术

效果 ，具体参见 图 8。

图 8 是本发 明的像素 电极结构 的第二 实施例的结构示意图。

本 实施例 中的像素 电极结构 ，包括 ：

条状 的水平主干和条状 的竖直主干 ，水平主干与竖直主干的中心

垂直相 交；

由水平主干与竖直主干 中心垂直相 交所均分 而成的四个 区域 中，



分别具有与水平主干和竖直主干均呈一定角度 的多个条状分支，多个

条状分支相对于竖直主干与水平主干垂直相 交的中心点向外发散 ，多

个条状分支间隔有 多条缝 隙。

水平主干与竖直主干 中心垂直相 交的中心 区域 内（如 图 8 中虚线

范围内的 E 区域 ）还设置有 两个 中心对称的切 口；

需要说 明的是 ，本 实施例是在水平主干上设置的两个 中心对称的

平行四边形切 口，分别是平行四边形切 口 5 和平行四边形切 口 6。

本发 明提供 的多边形 包括三角形 ，四边形 ，五 边形或者扇形等等 ，

只要 该 多边形或者扇形切 口能起到 引导液晶倒 向 中心 区域 的作用都

在本发 明的保护范围之列 ，在此不再赘述 。
需要说 明的是 ，水平主干与竖直主干垂直相 交的中心 区域 E 在水

平方向上的长度 ≤丄 ； 为水平主干的长度 ；中心 区域 E 在竖直方
2

向上的长度 ≤ ; 为竖直主干的长度 。

只要是在 中心 区域 E 内设置的两个 中心对称的多边形 ，都可以起

到液晶导向作用 ，使得液晶在 中心区域形成漩涡状液晶旋转 区域 。当

然，越是靠近水平主干和竖直主干 中心垂直相 交的中心点设置 中心对

称的多边形 ，液晶形成的漩涡状液晶旋转 区域就越靠近 中心点。

上述 实施例 中所列举 的在 中心区域 E 中设置多边形切 口是在水

平主干上设置的多边形切 口，本发明还可以在竖直主干上设置 中心对

称的两个多边形切 口，只要其满足 中心对称的原则 ，并且使得像素 电

极结构的左右不对称 ，也 能达到本发 明的 目的和效果。

图 9 是本发 明像素 电极结构的第三 实施例的结构示意图。

本 实施例 中的像素 电极结构 ，包括 ：

条状的水平主干和条状 的竖直主干 ，水平主干与竖直主干的中心

垂直相 交；

由水平主干与竖直主干 中心垂直相 交所均分而成的四个 区域 中，

分别具有与水平主干和竖直主干均呈一定角度 的多个条状分支，所述



多个条状分支相对 于竖直主干与水平主干垂直相 交的 中心点向外发

散 ，多个条状分支间隔有 多条缝 隙。水平主干与竖直主干 中心垂直相

交的中心区域 内 （如 图 9 中虚线范围内的 E 区域 ）还设置有 两个 中心

对称的切 口；

需要说 明的是 ，本 实施例 中设置的两个 中心对称切 口，具体是在

竖直主干上设置两个 中心对称的四边形 5 和 6。

需要说 明的是 ，本发 明的像素 电极可应用于高分子安定化垂直配

向模 式 ( Polymer Stabilization Vertical- Alignment, PSVA ) 液 晶显示面

板 、或是 图案垂直排列（Pattern Vertical Alignment, PVA) 液晶显示面

板等等 。像素 电极结构 中的像素 电极 的材料 为氧化铟锡或氧化铟锌或

非晶氧化铟锡 。

本 申请 中的像素 电极结构是经过特殊设计的，具体 的，通过在竖

直主干与水平主干 中心垂直相 交的 中心 区域设 置两个 中心对称 的切

口，该切 口的形状可以是 多边形或者扇形 ，从 而打破 了现有设计 中的

像素 电极结构的绝对对称 ，使得像素 电极结构整体呈现 中心对称 ，但

左右并不对称 ，这有利于导 引液晶在像素 电极结构 中心区域 中设置的

多边形或者扇形切 口位置形成漩 涡状液晶旋转 区域 ，由于该切 口是 中

心对称的，因此能 艮好 的固定漩涡状液晶旋转 区域形成的位置 ，也 即

将漩涡固定在正 中心的位置 ，从 而避免在显示图像 的时候 ，显示 区域

的亮区减少，穿透率下降。

以 上所述是本发 明的优选 实施方式，应 当指 出，对 于本技术领域

的普通技术人 员来说 ，在不脱 离本发 明原理的前提 下，还 可 以做 出若

干改进和润饰 ，这些改进和润饰也视为本发 明的保护范围。



权 利 要 求

1、一种像素 电极结构 ，其特征在于，包括 ：

条状的水平主干和条状 的竖直主干 ，所述水平主干与所述竖直主

干的中心垂直相 交；

由所述水平主干与所述竖直主干 中心垂直相 交所均分 而成 的四

个 区域 中，分别具有 多个条状分支，所述多个条状分支相对于竖直主

干与水平主干垂直相 交的中心点向外发散 ，所述多个条状分支间隔有

多条缝 隙；

所述水平主干与竖直主干 中心垂直相 交的 中心 区域 内还设 置有

两个 中心对称的切 口。

2、如权利要求 1 所述的像素 电极结构 ，其特征在于，所述两个

中心对称的切 口的形状为多边形或扇形 。

3、如权利要求 2 所述的像素 电极结构 ，其特征在于，所述水平

主干与竖直主干垂直相 交的中心 区域在水平方向上的长度 ≤ 丄 ; X
2

为所述水平主干的长度 ；所述水平主干与竖直主干垂直相 交的中心区

域在竖直方向上的长度 ≤ ； 为所述竖直主干的长度 。

4、如权利要求 2 所述的像素 电极结构 ，其特征在于，所述 由所

述水平主干与所述竖直主干 中心垂直相 交所均分 而成的四个 区域 中，

左上 区域和右上 区域镜像对称；左下区域和右下区域镜像对称；左上

区域和左下 区域镜像对称；右上 区域和右下区域镜像对称 。

5、如权利要求 4 所述的像素 电极结构 ，其特征在于，所述像素

电极结构整体呈 "米 " 字型 ，所述多个条状分支与所述垂直主干与所

述水平主干之 间的夹角为 45 度 。



6、如权利要求 5 所述的像素 电极结构 ，其特征在于，所述多个

条状分支间隔的多条缝 隙的宽度相 同。

7、如权利要求 5 所述的像素 电极结构 ，其特征在于，所述多个

条状分支间隔的多条缝 隙的宽度 不同。

8、如权利要 求 6 或 7 所述的像素 电极结构 ，其特征在于，所述

多个条状分支的宽度相 同。

9、如权利要 求 6 或 7 所述的像素 电极结构 ，其特征在于，所述

多个条状分支的宽度 不同。

10、如权利要求 6 或 7 所述的像素 电极结构 ，其特征在于，所述

像素 电极 结构应用 的液晶显示面板 的模 式为 高分子安定化垂直配向

模 式或 图案垂直排列模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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