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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处理装置，具有压缩器以及输出接口。

压缩器根据压缩算法压缩显示数据以产生压缩

显示数据。输出接口用于记录第一指示信息于第

一输出比特流中，记录第二指示信息于第二输出

比特流中，并通过显示接口输出第一输出比特流

与第二输出比特流，第一指示信息针对压缩器所

采用的压缩算法来设定；其中该显示接口耦接于

驱动电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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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数据处理装置，包含有:

压缩器，根据压缩算法压缩显示数据以产生压缩显示数据；以及

输出接口，用于记录第一指示信息于第一输出比特流中，记录第二指示信息于第二输

出比特流中，并通过显示接口输出所述第一输出比特流与第二输出比特流，其中所述第一

输出比特流得自于所述压缩显示数据，而所述第一指示信息针对所述压缩器所采用的所述

压缩算法来设定；

其中所述第一指示信息与所述第二指示信息不同；

其中该显示接口耦接于驱动电路。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数据处理装置，其特征在于，当所述压缩算法改变时，该第二

指示信息依据改变的压缩算法而设置。

3.一种数据处理装置，包含有:

压缩器，根据压缩算法压缩第一显示数据以产生压缩显示数据；以及

输出接口，用于记录第一指示信息与第一身份号码于第一输出比特流中，记录第二身

份号码于第二输出比特流中，并通过显示接口输出所述第一输出比特流与第二输出比特

流，其中所述第一输出比特流得自于所述压缩显示数据，而所述第一指示信息针对所述压

缩器所采用的所述压缩算法来设定，其中所述第一身份号码与所述第二身份号码不同；

其中该显示接口耦接于驱动电路。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数据处理装置，其特征在于，该第一身份号码是依据该第一显

示数据来设置，并且所述第二身份号码是依据第二显示数据来设置，并且所述第一显示数

据与该所述第二显示数据对应显示面板的不同区域。

5.一种数据处理方法，包含：

根据压缩算法压缩显示数据以产生压缩显示数据；以及

记录第一指示信息于第一输出比特流中，记录第二指示信息于第二输出比特流中，并

通过显示接口输出所述第一输出比特流与所述第二输出比特流，其中所述第一输出比特流

得自于所述压缩显示数据，而所述第一指示信息针对所述压缩算法来设定；

其中所述第一指示信息与所述第二指示信息不同；

其中该显示接口耦接于驱动电路。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数据处理方法，其特征在于，进一步包含：

改变所述压缩算法，其中所述第二指示信息是依据所述改变的压缩算法而设定。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数据处理方法，其特征在于，其中改变该压缩算法的步骤包

含：

改变压缩比例、压缩单元大小、色彩格式、子取样格式以及比特深度中的至少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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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处理装置与相关数据处理方法

[0001] 【相关申请】

[0002] 本发明请求申请号201380052736.7(申请日2013年9月6日)的发明专利申请的分

案申请。

【技术领域】

[0003] 本发明揭露的实施例有关于通过显示接口传送与接收显示数据，尤其指通过显示

接口传送/接收压缩相关指示信息的数据处理装置与相关数据处理方法。

【背景技术】

[0004] 置于第一芯片以及第二芯片间的显示接口用来自该第一芯片传送显示数据至该

第二芯片以做进一步处理。举例来说，该第一芯片可为主机应用处理器，而该第二芯片可为

驱动集成电路(integrated  circuit,IC)，该显示数据可包含图像数据、视频数据、图形数

据及/或屏幕上显示(on  screen  display,OSD)数据。此外，该显示数据可为二维显示的单

一视图数据或三维显示的多重视图数据。当显示面板支持较高的显示分辨率，可实现具有

较高分辨率的二维/三维显示。因此，通过该显示接口传送的该显示数据将具有一较大的数

据大小/数据传输率，其不可避免地增加该显示接口的功率消耗。若该主机应用处理器以及

该驱动集成电路皆位于由电池装置提供电源的便携式装置上(如一智能手机)，其电池寿命

会由于显示接口所提高的功率消耗而被缩减，因此，可有效降低该显示接口的功率消耗的

新颖设计是需要的。

【发明内容】

[0005] 根据本发明的示范性实施例，揭露了通过显示接口传送/接收压缩相关指示信息

的数据处理装置与相关数据处理方法。

[0006] 根据本发明的第一观点，揭露一个示范性的数据处理装置。该示范性数据处理装

置具有压缩器以及输出接口。该压缩器根据压缩算法压缩显示数据以产生压缩显示数据。

该输出接口，用于记录第一指示信息于第一输出比特流中，记录第二指示信息于第二输出

比特流中，并通过显示接口输出所述第一输出比特流与第二输出比特流，其中所述第一输

出比特流得自于所述压缩显示数据，而所述第一指示信息针对所述压缩器所采用的所述压

缩算法来设定；其中所述第一指示信息与所述第二指示信息不同；其中该显示接口耦接于

驱动电路。

[0007] 根据本发明的第二观点，揭露一个示范性的数据处理装置。该示范性数据处理装

置具有压缩器以及输出接口。该压缩器根据压缩算法压缩第一显示数据以产生压缩显示数

据；以及该输出接口，用于记录第一指示信息与第一身份号码于第一输出比特流中，记录第

二身份号码于第二输出比特流中，并通过显示接口输出所述第一输出比特流与第二输出比

特流，其中所述第一输出比特流得自于所述压缩显示数据，而所述第一指示信息针对所述

压缩器所采用的所述压缩算法来设定，其中所述第一身份号码与所述第二身份号码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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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该显示接口耦接于驱动电路。

[0008] 根据本发明的第三观点，揭露一个示范性的数据处理方法。该示范性数据处理方

法包含至少下列步骤:根据压缩算法压缩显示数据以产生压缩显示数据；以及记录第一指

示信息于第一输出比特流中，记录第二指示信息于第二输出比特流中，并通过显示接口输

出所述第一输出比特流与所述第二输出比特流，其中所述第一输出比特流得自于所述压缩

显示数据，而所述第一指示信息针对所述压缩算法来设定；其中所述第一指示信息与所述

第二指示信息不同；其中该显示接口耦接于驱动电路。

[0009] 本领域技术人员在读完下述以多个图示详细描述的范例性实施例之后将轻易明

白本发明的上述及其他目的。

【附图说明】

[0010] 以下附图展示本发明的实施例，其中相似的标号定义相似的元件。

[0011] 图1为根据本发明一个实施例的数据处理系统的方块示意图。

[0012] 图2为根据本发明一个实施例的产生自应用处理器至驱动集成电路的输出比特流

的数据结构的示意图。

[0013] 图3为应用处理器与驱动集成电路之间信息交换的范例的示意图。

[0014] 图4为图1所示的数据处理系统在启用接口压缩时的控制及数据流程的流程图。

[0015] 图5为根据本发明另一实施例的数据处理系统的方块示意图。

[0016] 图6为根据本发明另一实施例的产生自应用处理器至驱动集成电路的输出比特流

的数据结构的示意图。

[0017] 图7为图5所示的数据处理系统在启用接口压缩时的控制及数据流程的流程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8] 在说明书及权利要求书当中使用了某些词汇来指称特定的组件。所属领域中的技

术人员应可理解，制造商可能会用不同的名词来称呼同样的组件。本说明书及权利要求书

并不以名称的差异来作为区分组件的方式，而是以组件在功能上的差异来作为区分的基

准。在通篇说明书及权利要求书当中所提及的「包含」是开放式的用语，故应解释成「包含但

不限定于」。另外，「耦接」一词在此包含任何直接及间接的电气连接手段。因此，若文中描述

第一装置耦接于第二装置，则代表第一装置可直接电气连接于第二装置，或透过其它装置

或连接手段间接地电气连接至第二装置。

[0019] 本发明提出将数据压缩应用于显示数据且通过显示接口传送压缩显示数据。由于

该压缩显示数据的数据大小/数据传输率小于原始未压缩显示数据，该显示界面的功率消

耗相应减少。此外，被用来接收且解压缩压缩显示数据的接收端所使用的解压缩算法必须

与被用来产生且传送该压缩显示数据的发射端所使用的压缩算法相容，否则该接收端无法

正确解压缩该压缩显示数据。因此，本发明另提出通过该显示接口传送/接收该压缩相关指

示信息，其中接收端的解压缩算法根据该压缩相关指示信息所设计。进一步细节如下所描

述。

[0020] 图1为根据本发明一实施例的数据处理系统的方块示意图。数据处理系统100包含

有多个数据处理装置，如应用处理器102以及驱动集成电路104。应用处理器102与驱动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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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路104可为不同芯片，且应用处理器102通过显示界面103与驱动集成电路104通信。在此

实施例中，显示界面103可为由移动行业处理器接口(Mobile  Industry  Processor 

Interface,MIPI)所规定的显示串行接口(display  serial  interface,DSI)或由视频电子

标准协会(video  electronics  standards  association,VESA)所规定的嵌入式显示端口

(embedded  display  port,eDP)。

[0021] 应用处理器102耦接至显示界面103，且支持未压缩数据传输以及压缩数据的传

输。当应用处理器102用于传送未压缩数据至驱动集成电路104时，应用处理器102根据由外

部数据源105所提供的输入显示数据DI产生未压缩显示数据D1，且通过显示接口103传送未

压缩显示数据D1。当应用处理器102用于传送压缩数据至驱动集成电路104时，应用处理器

102根据由外部数据源105所提供的输入显示数据DI产生压缩显示数据D1'，并通过显示接

口103传送压缩显示数据D1'。藉此例子，但非本发明的限制，数据源105可为相机传感器、存

储卡或无线接收器，而输入显示数据DI可包含图像数据、视频数据、图形数据及/或屏幕上

显示数据。进一步来说，输入显示数据DI可为二维显示的单一视图数据或三维显示的多重

视图数据。

[0022] 如图1所示，应用处理器102包含有显示控制器112、输出界面114以及处理电路

116。处理电路116包含用于处理输入显示数据DI所需的电路元件以产生未压缩数据D1或压

缩数据D1'。举例来说，处理电路116具有压缩器117以及其他电路118，其中其他电路118可

具有显示处理器、复用器、额外图像/视频处理元件等。显示处理器可执行图像处理操作，包

含缩放、旋转等。举例来说，显示处理器处理得自输入显示数据DI的源显示数据以产生未压

缩显示数据D1，其中输入显示数据DI可通过位于该显示处理器之前的该额外图像/视频处

理元件旁路或处理以产生该源显示数据。压缩器117用来执行数据压缩，因此压缩器117会

根据压缩算法，利用压缩未压缩显示数据D1以产生压缩显示数据D1'。该复用器接收未压缩

显示数据D1以及压缩显示数据D1'，且根据应用处理器102的操作模式选择性地输出未压缩

显示数据D1或压缩显示数据D1'。举例来说，显示控制器112控制应用处理器102的操作，因

此，当应用处理器102操作在压缩模式下时，该复用器由显示控制器112所控制以输出压缩

显示数据D1'；且当应用处理器102操作在非压缩模式时，该复用器由显示控制器控制以输

出未压缩显示数据D1。本发明着重在应用处理器102以及驱动集成电路104之间的交换机

制，其他电路118的进一步描述在此省略以省篇幅。

[0023] 输出接口114根据显示界面103的传送协定以封装/打包未压缩显示数据D1/压缩

显示数据D1'成输出比特流，并通过显示接口103传送该输出比特流至驱动集成电路104。当

启用应用处理器102的压缩模式时，压缩器117另对所利用的压缩算法设定指示信息INFO。

此外，输出接口114另记录指示信息INFO于该输出比特流内。如此一来，当输出比特流自应

用处理器102传送至驱动集成电路104时，压缩相关指示信息(如指示信息INFO)同样通过显

示接口103来传送。

[0024] 对于驱动集成电路104而言，其通过显示接口103与应用处理器102通信。在此实施

例中，驱动集成电路104耦接至显示接口103，且支持未压缩数据的接收以及压缩数据的接

收。当应用处理器102传送未压缩数据D1至驱动集成电路104时，驱动集成电路104操作在非

解压缩模式以自显示接口103接收未压缩数据D2，并根据未压缩显示数据D2驱动显示面板

106。举例来说，显示面板106可使用二维/三维显示装置(如视网膜显示)来实现，而像素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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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可为矩形布局、三角布局或PenTile布局。当应用处理器102传送压缩数据D1'至驱动集成

电路104时，驱动集成电路104操作在解压缩模式以自显示接口103接收压缩显示数据D2'并

根据衍生自解压缩压缩显示数据D2'的解压缩显示数据驱动显示面板106。若在数据传送期

间无任何错误，在非压缩模式下传输的未压缩数据D1应与在非解压缩模式下接收的未压缩

数据D2相同，而在压缩模式下所传输的压缩数据D1'应与在该解压缩模式下所接收的压缩

数据D2'相同。

[0025] 如图1所示，驱动集成电路104包含有驱动集成电路控制器122、输入接口124以及

处理电路126。处理电路126包含有用于根据视频模式或图像/命令模式以驱动显示面板106

的所需电路元件，举例来说，处理电路126具有解压缩器127以及其他电路128，且其他电路

128可具有显示缓冲器、复用器等。解压缩器127用于执行数据解压缩，因此，根据解压缩算

法，解压缩器127利用解压缩压缩显示数据D2'来产生解压缩显示数据，其中压缩显示数据

D2'得自于输入比特流，其中该输入比特流得自于显示接口103。显示缓冲器用于储存显示

数据以在图像/命令模式下提供缓冲显示数据，其中储存于该显示缓冲器的该显示数据可

为未压缩显示数据、压缩显示数据或解压缩显示数据，其取决于实际设计考量/需求。该复

用器控制解压缩器127、显示缓冲器以及显示面板106的内部连结。本发明着重在应用处理

器102以及驱动集成电路104之间的交换机制，其他电路128的进一步描述在此省略以省篇

幅。

[0026] 输入接口124用于自显示接口103接收该输入比特流，并根据显示接口103的传送

协定将该输入比特流解除封装/解除打包成未压缩显示数据D2/压缩显示数据D2'。当启用

驱动集成电路104的解压缩模式时，输入接口124另用于解析包含于该输入比特流的指示信

息INFO，并如指示信息INFO所指示的来设定解压缩器127以使用解压缩算法。除了应用处理

器102以及驱动集成电路104之间的压缩数据传输，数据交换可通过显示接口103来实现。因

此，通过应用处理器102所提供的指示信息INFO的协助，驱动集成电路104中的解压缩器127

被适当地设定以使用足够的解压缩算法，以正确地解压缩压缩数据D2'。

[0027] 在一个示范性设计中，输出接口114利用设定命令集在通过显示接口103来传送的

输出比特流的有效载荷(payload)部分中来记录指示信息INFO，且输入接口124利用分析自

显示接口103所接收的输入比特流的有效载荷部分中的命令集来获得指示信息INFO。参考

图2，图2为根据本发明一实施例的产生自应用处理器102至驱动集成电路104的输出比特流

的数据结构的示意图。应用处理器102以及驱动集成电路104之间的信息交换可利用定义传

送的有效载荷中的命令集来实现。举例来说这些命令可根据MIPI的显示命令集(display 

command  set,DCS)规格被指定在使用者命令集或制造命令集之中，其中一个命令集中的每

一命令为一八比特码，且该命令集可被用于在应用处理器102以及驱动集成电路104间通信

其所支持的压缩能力以及压缩/解压缩算法。命令集包含命令#1、命令#2、命令#3等。参考图

3，图3为应用处理器102与驱动集成电路104之间信息交换的范例的示意图。在此范例中，压

缩器117支持四种压缩算法(如压缩算法#1、压缩算法#2、压缩算法#3、压缩算法#4)，而解压

缩器127支持分别与压缩算法相容的四种解压缩算法(如解压缩算法#1、解压缩算法#2、解

压缩算法#3、解压缩算法#4)。不同的压缩算法可处理不同压缩比例、不同压缩单元大小、不

同色彩格式(如RGB或YCbCr)、不同子取样格式(如4:4:4或4:2:2)及/或不同比特深度

(RGB888或RGB565)。因此，当压缩算法所使用的压缩比例、压缩单元大小、色彩格式、子取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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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式以及比特深度的至少其中之一改变时，指示信息INFO将会被调整。应用处理器102可通

过显示接口103送出要求至驱动集成电路104以确认驱动集成电路104的解压缩能力，而驱

动集成电路104可通过显示接口103送出回应至应用处理器102以将其解压缩能力通知与应

用处理器102。如此一来，应用处理器102可检测驱动集成电路104是否具有执行数据解压缩

的能力，且若驱动集成电路104具有解压缩能力，可进一步检测驱动集成电路104支持哪种

解压缩算法。在此范例中，应用处理器102的压缩器117被设定以使用压缩算法#4，而指示信

息INFO依此设定。指示信息INFO由通过显示接口103自应用处理器102传送至驱动集成电路

104的命令集所携带。因此，驱动集成电路通过显示接口103接收指示信息INFO，并如指示信

息INFO所指示的设定解压缩器127以使用解压缩算法#4。

[0028] 图4为图1所示的数据处理系统100在启用接口压缩时的控制及数据流程的流程

图。倘若大体上可达到相同的结果，并不一定需要遵照图4中所示流程的步骤顺序来进行，

该示范性控制及数据流程可由下列步骤简单归纳。

[0029] 步骤400:开始。

[0030] 步骤402:配置压缩器117以使用压缩算法。

[0031] 步骤404:针对压缩器117所使用的该压缩算法设定指示信息INFO。

[0032] 步骤406:将指示信息INFO记录于输出比特流中。举例来说，指示信息INFO利用设

定命令集在该输出比特流中的有效载荷部分来记录。

[0033] 步骤408:通过显示接口103传送该输出比特流。

[0034] 步骤410:自显示接口103接收输入比特流。

[0035] 步骤412:解析包含于该输入比特流的指示信息INFO。举例来说，指示信息INFO利

用解析该输入比特流中的有效载荷部分的命令集而获得。

[0036] 步骤414:如指示信息INFO所指示的配置该解压缩器127以使用解压缩算法。

[0037] 步骤416:结束。

[0038] 需注意的是，步骤402至408由应用处理器(application  processor,AP)102所执

行，而步骤410至414由驱动集成电路104所执行。本领域技术人员在阅读完上述个段落后应

能轻易地理解图4所示每一步骤的细节，因此进一步描述在此省略以省篇幅。

[0039] 在图1所示的实施例中，数据处理系统100具有仅连接至驱动集成电路的应用处理

器。然而，相同的握手机制可被应用于具有虚拟通道能力的数据处理系统。请一并参考图1

与图5，图5为根据本发明另一实施例的数据处理系统的方块示意图。数据处理系统500包含

有通道检测器502、通道控制器504以及多个数据处理装置如应用处理器(如图1中所示的数

据处理器102)以及多个驱动集成电路(如图1所示的驱动集成电路106以及额外驱动集成电

路506、508、510)。驱动集成电路106、506、508、510可用于驱动图1所示的显示面板的不同区

域。此外，驱动集成电路506、508、510中的每一个可具有与驱动集成电路104相同的硬件配

置。换句话说，驱动集成电路506、508、510也支持本发明所提出的握手机制。

[0040] 通道控制器504用于在通道检测器502的控制下将数据导向至独立驱动集成电路

106、506、508、510，因此可以消除需要多个接口或复杂复用法的需求。在此实施例中，应用

处理器102的输出接口114另外用于将通道身份(identification,ID)号码IDCH记录于该输

出比特流的报头部分以指明需连接驱动集成电路106、506、508、510中的哪一个以接收该输

出比特流。图6为根据本发明另一实施例的产生自应用处理器102至驱动集成电路104的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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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比特流的数据结构的示意图。如上所述，应用处理器102以及驱动集成电路104之间的信

息交换可利用在传送的有效载荷中定义命令集来实现。命令集包含命令#1、命令#2、命令#3

等。报头中包含通道身份。在此实施例中，数据处理系统500的虚拟通道能力可利用在传送

的报头中定义该通道身份号码来实现。举例来说，当IDCH＝#1时，连接驱动集成电路106以传

送/接收数据；当IDCH＝#2时，连接驱动集成电路506以传送/接收数据；当IDCH＝#3时，连接

驱动集成电路508以传送/接收数据；且当IDCH＝#4时，连接驱动集成电路510以传送/接收数

据。

[0041] 通道检测器502用于自显示接口103接收输入比特流，并自该输入比特流的报头部

分辨认通道身份号码IDCH。接着，通道控制器504连同通道身份号码IDCH调度包含图6所示的

报头部分以及有效载荷部分的输入比特流至选择的驱动集成电路。图3所说明的信息交换

同样在应用处理器102以及所选择的驱动集成电路(举例来说若IDch＝#1，则是驱动集成电

路106)执行。进一步描述在此省略以省篇幅。

[0042] 图7为图5所示的数据处理系统500在启用接口压缩时的控制及数据流程的流程

图。倘若大体上可达到相同的结果，并不一定需要遵照图7中所示流程的步骤顺序来进行，

其中该示范性控制及数据流程可由下列步骤简单归纳。

[0043] 步骤700:开始。

[0044] 步骤702:配置压缩器117以使用压缩算法。

[0045] 步骤704:针对压缩器117所使用的该压缩算法设定指示信息INFO。

[0046] 步骤706:设定通道身份号码IDCH以表示应连接哪一驱动集成电路以传送数据。

[0047] 步骤708:将通道身份号码IDCH以及指示信息INFO记录于输出比特流。举例来说，指

示信息INFO利用在该输出比特流内的有效载荷部分设定命令集来记录，而通道身份号码

IDCH利用设定该输出比特流的报头部分来记录。

[0048] 步骤710:通过显示接口103传送该输出比特流。

[0049] 步骤712:自输入比特流获得该通道身份号码IDCH。举例来说，通过解析该输入比特

流的报头部分以获得通道身份号码IDCH。

[0050] 步骤714:连同通道身份号码IDCH调度该输入比特流至选择的驱动集成电路。

[0051] 步骤716:接收通道控制器504所调度的该输入比特流。

[0052] 步骤718:解析包含在该输入比特流内的指示信息INFO。举例来说，指示信息INFO

利用解析在该输入比特流中的有效载荷部分的命令集来获得。

[0053] 步骤720:如指示信息INFO所指示的来配置解压缩器127以使用解压缩算法。

[0054] 步骤722:结束。

[0055] 需注意的是步骤702至710由应用处理器(AP)102所执行，步骤712由通道检测器

502所执行，步骤714由通道控制器504所执行，步骤716至720由选择的驱动集成电路(即驱

动集成电路106、506、508、510中其中一个)来执行。本领域技术人员在阅读完上述段落后应

能轻易地理解图7所示每一步骤的细节，进一步描述在此省略以省篇幅。

[0056] 尽管本发明以特定实施例为例来做说明，但本发明并不限于此。相应的，依据本发

明的精神所做的等效变化、修改与组合，都应当涵盖在权利要求书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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