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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Title: PIXEL CIRCUIT, DRIVING METHOD THEREFOR, AND DISPLAY DEVICE

(54) 发明名称 ：像素 电路及其驱动方法和 显示装置

v (57) Abstract: A pixel circuit, a driving method therefor, and
a display device. The pixel circuit comprises: a first switch
unit (Tl), a second switch unit (T2), a third switch unit (T3),
a fourth switch unit (T4), a fifth switch unit (T5), a driver
unit (DT), an accumulator unit (C), and an electrolumines
cent unit (L). The first switch unit (Tl) i s used for providing
the driver unit (DT) with a working voltage under the control
of a first scan signal line (Em). The second switch unit (T2)
i s used for zeroing a voltage of a control end of the driver
unit (DT) under the control of a second scan line (Scan[2]).
The third switch unit (T3) i s used for writing into a first end
(a) of the accumulator unit (C) a data voltage in a data
voltage line (Vdata) under the control of a third scan signal
line (Scan[3]). The fourth switch unit (T4) i s used for con
necting a control end of the driver unit (DT) to an output end
thereof under the control of the third scan signal line
(Scan[3]) and allowing an output end voltage of the driver
unit (DT) t o charge a second end (b) of the accumulator (C).
The fifth switch unit (T5) i s used for conducting a driving
current generated by the driver unit (DT) t o the electrolumin
escent unit (L) under the control of a fourth scan signal line
(Scan[l]). The pixel circuit i s capable of solving the problem
of uneven display brightness caused by shifts in a threshold
voltage of a drive transistor.

(57) 摘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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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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路及其驱动方法和显示装置 ，像素 电路包括：第一开关单元 （T 1 ) 、第二开关单元 （T2 ) 、第三
开关单元 （T3 ) 、第四开关单元 （T4 ) 、第五开关单元 （T5 ) 、驱动单元 （DT) 、储能单元 （C ) 和 电致发
光单元 （L ) 。第一开关单元 （T 1 ) 用于在第一扫描信号线 （Em) 的控制下为驱动单元 （DT ) 提供工作 电
压；第二开关单元 （T2 ) 用于在第二扫描信号线 （Scan[2] ) 的控制下将驱动单元 （DT ) 的控制端 的电压置
零；第三开关单元 （T3 ) 用于在第三扫描信号线 （Scan[3] ) 的控制下将数据 电压线 （V t 中的数据 电压写
入储能单元 （C ) 的第一端 （a ) ；第四开关单元 （T4 ) 用于在第三扫描信号线 （Scan[3] ) 的控制下将驱动单
元 （DT ) 的控制端与输 出端相连 ，并使驱动单元 （DT ) 的输 出端 电压 向储能单元 （C ) 的第二端 （b ) 充
电；第五开关单元 （T5 ) 用于在第四扫描信号线 （Scan[l] ) 的控制下将驱动单元 （DT) 产生的驱动 电流导通
到电致发光单元 （L ) 。该像素 电路能够解决由于驱动晶体管的阈值 电压漂移导致显示亮度不均的问题 。



像素电路及其驱动方法和显示装置

技术领域

本公开涉及一种像素 电路及其驱动方法和显示装置。

背景技术

有机发光显示器 （OLED ) 是 当今平板显示器研究领域 的热点之一 ，与

液晶显示器相 比，OLED 具有低 能耗 、生产成本低 、 自发光 、宽视 角及响应

速度快等优点。 目前 ，在手机 、PDA 、数码相机等显示领域 OLED 已经开始

取代传统的液晶 （LCD ) 显示屏 。像素驱动 电路设计是 OLED 显示器核心技

术 内容 ，具有重要 的研究意义。

与薄膜场效应 晶体管 （TFT ) -LCD 利用稳定的电压控制亮度不同，OLED

属于电流驱动 ，需要稳定的电流来控制发光。

由于工艺制程和器件老化等原 因，在原始的 2T1C 驱动 电路 （包括 两个

薄膜场效应 晶体管和一个 电容 ）中，各像素点的驱动 TFT 的阔值 电压存在不

均匀性 ，这样就导致 了流过每个像素点 OLED 的电流发生变化使得显示亮度

不均，从 而影响整个 图像 的显示效果。

发 明内容

在本公开的实施例 中提供 了一种像素 电路 ，包括驱动单元 、储 能单元和

电致发光单元 ，其 中还 包括：

第一开关单元 ，其控制端连接到第一扫描信号线 ，第一端连接到工作 电

压线，第二端连接到驱动单元 的输入端 ，用于在第一扫描信号线的控制下为

所述驱动单元提供工作 电压 ；

第二开关单元 ，其控制端连接到第二扫描信号线 ，第一端连接到驱动单

元 的控制端 ，第二端接地 ，用于在所述第二扫描信号线的控制下将所述驱动

单元的控制端的电压置零 ；

第三开关单元 ，其控制端连接到第三扫描信号线 ，第一端连接到储 能单

元 的第一端 ，第二端连接到数据 电压线，用于在所述第三扫描信号线的控制

下将所述数据 电压线中的数据 电压写入所述储 能单元 的第一端；

第四开关单元 ，其控制端连接到第三扫描信号线 ，第一端连接到驱动单



元 的输 出端 ，第二端连接到驱动单元 的控制端以及所述储 能单元 的第二端 ，

用于在 所述第三扫描信 号线的控制 下将所述驱动单元 的控 制端与输 出端相

连 ，并使所述驱动单元 的输 出端的电压 向所述储 能单元的第二端充电；

第五开关单元 ，其控制端连接到第四扫描信号线 ，第一端连接到驱动单

元 的输 出端 ，第二端与 电致发光元件相连 ，用于在所述第四扫描信号线的控

制下将所述驱动单元产生的驱动 电流导通到所述 电致发光元件 。

可替换地 ，各个开关单元和所述驱动单元均为薄膜场效应 晶体管 ，各个

开关单元 的控制端为薄膜场效应 晶体管的栅极 ，各个开关单元 的第一端为薄

膜场效应 晶体管的源极 ，各个开关单元的第二端为薄膜场效应 晶体管的漏极 ，

所述驱动单元 的输入端为薄膜场效应 晶体管的源极 ，所述驱动单元 的控制端

为薄膜场效应 晶体管的栅极 ，所述驱动单元 的输 出端为薄膜场效应 晶体管的

漏极 。

可替换地 ，各个薄膜场效应 晶体管均为P沟道型。

可替换地 ，所述储 能单元为电容 。

可替换地 ，所述 电致发光单元为有机发光二极管。

可替换地 ，每一帧工作 时段均包括充电阶段 、跳 变阶段 以及发光阶段 ，

在充 电阶段 中，在扫描信号线施加扫描 电压仅使第一开关单元 、第三开

关单元和第四开关单元导通 ，并在数据 电压线施加第一数据 电压 ；

在跳 变阶段 中，在扫描信号线施加扫描 电压仅使第三开关单元和第四开

关单元导通 ，并在数据 电压线施加第二数据 电压 ； 所述第二数据 电压 小于所

述第一数据 电压 。

可替换地 ，每一帧工作 时段还 包括复位 阶段 ，在所述复位 阶段 ，在扫描

信号线施加扫描 电压仅使第二开关单元导通 。

可替换地 ，在发光阶段 中，使第一开关单元和第五开关单元导通 。

本公开 实施例 中还提供 了一种显示装置 ，包括上述任一像素 电路 。

在本公开 实施例的像素 电路 中，流经 电致发光单元 的工作 电流不受对应

的驱动 晶体管的阔值 电压 的影响，彻底解决 了由于驱动 晶体管的阔值 电压 漂

移导致显示亮度 不均的问题 。而且 ，本公开 实施例的像素 电路缩减 了显示装

置 中用于像素 电路 的信号线路数 目，降低 了集成 电路成本 ，同时提 高了显示

装置的像素密度 。



附图说 明

图1为本公开 实施例 中提供 的像素 电路 的结构示意图；

图2为本公开 实施例 中提供 的像素 电路 中关键信号的时序 图；

图3a-3d 为本公开 实施例 中的像素 电路在 不 同时序 下的电流流向和 电压

值 的示意图。

具体 实施方式

下面结合 附图对本公开的具体 实施方式作进一步描述。以下实施例仅用

于更加清楚地说 明本公开的技术方案 ，而不能以此来限制本公开的保护范围。

图1示 出了本公开 实施例的像素 电路 的结构示意 图。如 图 1所示，该像素

电路 包括：

五个开关单元 Τ 1、Τ2、Τ3、Τ4 、Τ5，一个驱动单元D T，一个储 能单元C ，

一个 电致发光单元L 。

开关单元 T 1的控制端连接到第一扫描信号线Em ，第一端连接到工作 电压

线V dd，第二端连接到驱动单元D T的输入端。

开关单元 T2的控制端连接到第二扫描信号线 Scan[2] ，第一端连接到驱动

单元D T的控制端 ，第二端接地 。

开关单元 T3和 T4的控制端连接到第三扫描信号线 Scan[3]; T 3的第一端连

接到储 能单元 C的第一端 a，第二端连接到数据 电压线V data；T4的第一端连接

到驱动单元D T的输 出端 ，第二端连接到驱动单元D T的控制端以及与驱动单元

D T控制端相连的储 能单元 C的第二端 。

开关单元 T 5的控制端连接到第四扫描信号线 Scan[l] ，第一端连接到驱动

单元D T的输 出端 ，第二端与电致发光单元 L相连。

可以理解 的是 ，在本公开的实施例 中，控制端连接到 同一扫描信号线的

多个开关单元 （连接到 Scan[3] 的两个开关单元 T3和 T4 ) 应 为同一沟道类型的

开关，即同为高电平导通或者 同为低 电平导通 ，从 而保证连接到 同一扫描信

号线的两个开关单元的导通或关断状 态相 同。

本公开 实施例的像素 电路 中，流经电致发光单元L 的工作 电流不受对应 的

驱动晶体管的阔值 电压 的影响 ，彻底解决 了由于驱动晶体管的阔值 电压 漂移

导致显示亮度 不均的问题 。而且 ，本公开 实施例的像素 电路缩减 了显示装置

中用于像素 电路 的信号线路数 目，降低 了集成 电路成本 ，同时提 高了显示装



置的像素密度 。

可替换地 ，各个开 关单元和所述驱动单元 均为薄膜 场效应 晶体 管TFT 。

各个开 关单元 的控制端为薄膜 场效应 晶体 管的栅极 ，各个开关单元 的第一端

为薄膜 场效应 晶体管的源极 ，各个开 关单元 的第二端为薄膜场效应 晶体 管的

漏极 。所述驱动单元 的输入端为薄膜 场效应 晶体 管的源极 ，所述驱动单元 的

控制端为薄膜 场效应 晶体管的栅极 ，所述驱动单元 的输 出端为薄膜 场效应 晶

体管的漏极 。

不难理解 ，这里 的驱动单元和开 关单元对应 的晶体 管可 以为源漏极可以

互换 的晶体管 ，或者根据导通类型 的不 同，各个开 关单元和驱动单元 的第一

端可能为晶体 管的漏极 、第二端为晶体管的源极 ，本领域技术人 员在不付 出

创造性 的劳动 的前提 下 ，对本公开 实施例 中提供 的像素 电路 中各个 晶体 管进

行 源漏极 的反接 所得到 的、能够取得 与本公开 实施例 中提供 的技 术方案所能

达到的技术效果相 同或相似 的电路结构 同样应 落入本公开的保护范围。

进一步地 ，本公开 实施例 中，所有各个薄膜场效应 晶体管可以均为P沟道

型 。使用 同一类型的晶体管 ，能够 实现工艺流程 的统一 ，从 而提 高产品的 良

品率 。本领域技 术人 员可以理解 的是 ，在 实际应用 中，各个 晶体 管的类型也

可以不完全相 同，比如T3和T4可 以 同为N 沟道型 晶体管 ，也可以为P沟道型 晶

体管 ，而T l 、 Τ2、 Τ5的开关类型则可以任意选择 。只要 能够使控制端连接 到

同一扫描信号线的两个开关单元 的导通/关断状 态相 同，即可 实现本 申请提供

的技术方案 ，本公开 的可替换 实施方式不应理解为对本公开保护范围的限定 。

可替换地 ，所述储 能单元C为电容 。当然实际应用 中，根据设计需要也可

以釆用其他具有储 能功能的元件 。

可替换地 ，所述 电致发光单元L可以为有机发 光二极 管 （OLED ) 。当然

实际应用 中，根据设计需要也可以釆用其他具有 电致发光功能的元件 。

图2示 出 了本公 开 实施 例 中提 供 的像 素 电路 中关键 信 号 的 时序 图。 图

3a-3d 示 出了本公 开 实施 例 中的像 素 电路在 不 同时序 下的 电流流向和 电压值

的示意 图。下面结合 图2和 图3a-3d 对本公开 的可替换 实施例提供 的像素 电路

的驱动方法进行详 细说 明。如 图2所示 ，本公开 实施例 中提供 的像素 电路在工

作 时输入到各个扫描信 号线 中的扫描信号的时序可分为四个阶段 。这四个 阶

段在 图2中分别表 示为复位 阶段W l 、充 电阶段W2、跳 变阶段W 3，发 光阶段

W4。在各个阶段 中，像素 电路 的电流流向和 电压值分别如 图3a、图3b、图3c、



图3d所示。为了方便说明， 叚设各个开关单元均为P沟道型TFT

在复位阶段W 1中，如图2所示，Scan[2] 为低 电平，其他扫描信号线均为

高电平。此时，T2导通 ，T l Τ3 Τ4 Τ5断开。参见 图3a，此时b点接地 ，

电势为ov
在充电阶段W2，如 图2所示，Scan[l] 和Scan[2] 为高电平，其他扫描信号

线为低 电平，V data=Vp 。此时，T l Τ3 Τ4导通 ，Τ2和Τ5关断。由于在上一

阶段b点接地 ，电势为0，则此时DT开启，V dd电压线通过如 图3b中所示的Lb

( T 1→DT→T4 ) 开始对b点进行充电，一直将b点充电到V dd -Vth 为止 （满足

DT栅 源两极之间的压差为ν ν 为驱动单元DT的阔值 电压 ）。在该过程 中，

由于a点接通V a信号，其电位被置为Vp，所以当充电完毕以后 ，a b两点的

电位差会一直维持在V dd - V th-Vp 。另外由于T5的关闭使得 电流不会通过电致

发光单元L ，间接降低 了L 的寿命损耗 。

在跳变阶段W3，如图2所示，Scan[3] 为低 电平，其他扫描信号线为高电

平。此时，T3 Τ4导通 ，V data=Vp-AV ，这里的 可以根据 实际控制的需要

选择 。参见 图3c a点电势变化为Vp-AV ，由于b点浮接 ，Va和Vb实现 电压等

量跳 变（保持原 来的压差 ，原来的压差为V dd -Vth-Vp) ，所 以b点 的电势为

Vb=V dd - V -AV, 并保持稳定。

在发光阶段W4，如 图2所示，Em和Scan[l] 为低 电平 ，Scan[2] 和 Scan[3]

为高电平。此时，T l Τ5导通 。参见图3d，此时，V dd沿L d向电致发光单元L

供应 电流，L发光。

由TFT饱和电流公式可以得到下列等式：

IL=K (V GS-Vth)2=K[Vdd ( V dd -Vth+AV ) - Vth] 2

= K-(AV) 2

由上式中可以看到此时流经电致发光单元L 的工作 电流不受驱动晶体管

阔值 电压的影响，只与此时的数据 电压V data有关。这样一来，彻底解决了驱

动TFT 由于工艺制程及长时间的操作造成阔值 电压 (Vth)漂移的问题 ，消除其对

流经电致发光单元的电流的影响，保证 电致发光单元的正常工作。

基于相 同的构思，在本公开的实施例中还提供 了一种显示装置，包括上

述任一像素电路。

该显示装置可以为：电子纸、手机 、平板 电脑 、电视机 、显示器、笔记

本电脑 、数码相框 、导航仪等任何具有显示功能的产品或部件 。



以上所述仅是本公开的示例性实施方式。应 当指 出，对于本技术领域的

普通技术人员来说 ，在不脱 离本公开技术原理的前提下，还可以做 出若干改

进和润饰 ，这些改进和润饰也应视为本公开的保护范围。

本申请要求于 2014 年 7 月 10 日递交的中国专利申请第 201410328373.1

号的优先权 ，在此全文引用该中国专利申请公开的内容作为本 申请的一部分。



权 利 要 求 书

1、一种像素 电路 ，包括驱动单元 、储 能单元和 电致发光单元 ，其 中还 包

括：

第一开关单元 ，其控制端连接到第一扫描信号线 ，第一端连接到工作 电压

线，第二端连接到驱动单元的输入端 ，用于在第一扫描信号线的控制下为所述

驱动单元提供工作 电压 ；

第二开关单元 ，其控制端连接到第二扫描信号线 ，第一端连接到驱动单元

的控制端 ，第二端接地 ，用于在所述第二扫描信号线的控制下将所述驱动单元

的控制端的电压置零 ；

第三开关单元 ，其控制端连接到第三扫描信号线 ，第一端连接到储 能单元

的第一端 ，第二端连接到数据 电压线，用于在所述第三扫描信号线的控制下将

所述数据 电压线中的数据 电压写入储 能单元的第一端；

第四开关单元 ，其控制端连接到第三扫描信号线 ，第一端连接到驱动单元

的输 出端 ，第二端连接到驱动单元的控制端以及所述储 能单元 的第二端 ，用于

在所述第三扫描信号线的控制下将所述驱动单元的控制端与输 出端相连 ，并使

所述驱动单元 的输 出端的电压 向所述储 能单元的第二端充电；

第五开关单元 ，其控制端连接到第四扫描信号线 ，第一端连接到驱动单元

的输 出端 ，第二端与电致发光元件相连 ，用于在所述第四扫描信号线的控制下

将所述驱动单元产生的驱动 电流导通到所述 电致发光元件 。

2、如权利要求 1所述的像素 电路 ，其 中，各个开关单元和所述驱动单元均

为薄膜场效应 晶体管，各个开关单元的控制端为薄膜场效应 晶体管的栅极 ，各

个开关单元的第一端为薄膜场效应 晶体管的源极 ，各个开关单元的第二端为薄

膜场效应 晶体管的漏极 ，所述驱动单元 的输入端为薄膜场效应 晶体管的源极 ，

所述驱动单元 的控制端为薄膜场效应 晶体管的栅极 ，所述驱动单元 的输 出端为

薄膜场效应 晶体管的漏极 。

3、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像素 电路 ，其 中，各个薄膜场效应 晶体管均为P沟

道型 。

4、如权利要求 1-3之一所述的像素 电路 ，其 中，所述储 能单元为电容 。

5、如权利要求 1-4 中任一项所述的像素 电路 ，其 中，所述 电致发光单元为



有机发光二极管。

6、一种驱动如权利要求 1-5任一项所述的像素 电路 的方法，其 中每一帧工

作 时段 均包括充电阶段 、跳 变阶段 以及发光阶段 ，该方法包括下列步骤 ：

在充电阶段 中，在扫描信号线施加扫描 电压仅使第一开关单元 、第三开关

单元和第四开关单元导通 ，并在数据 电压线施加第一数据 电压 ；

在跳 变阶段 中，在扫描信号线施加扫描 电压仅使第三开关单元和第四开关

单元导通 ，并在数据 电压线施加第二数据 电压 ；

其 中所述第二数据 电压 小于所述第一数据 电压 。

7、如权利要 求6所述的方法，其 中，每一帧工作 时段还 包括复位 阶段 ，在

所述复位 阶段 中，在扫描信号线施加扫描 电压仅使第二开关单元导通 。

8、如权利要求 6或 7所述的方法，其 中，在发光阶段 中，使第一开关单元

和第五开关单元导通 。

9、一种显示装置，包括如权利要求 1-5 任一项所述的像素 电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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