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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异形刘海屏的像素栅源电容补偿方法，

包括以下步骤：1）定位NOTCH区像素的源极端口；

2）确定所述NOTCH区射线起始基准点坐标；3）对

所述源极端口从左到右进行排序，并均分为左右

两部分；4）对左、右两部分源极端口，分别从下往

上、从中间向单侧进行补偿。本发明的异形刘海

屏的像素栅源电容补偿方法，可以快速实现异形

面板NOTCH区的电容补偿，方法简单易实现，效果

显著，提高了面板工程师的设计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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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异形刘海屏的像素栅源电容补偿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1）定位NOTCH区像素的源极端口；

2）确定所述NOTCH区射线的起始基准点坐标；

3）对所述源极端口从左到右进行排序，并均分为左右两部分；

4）对左、右两部分源极端口，分别从下往上、从中间向右侧和左侧进行补偿。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异形刘海屏的像素栅源电容补偿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

2）进一步包括，获取所述源极端口x方向的坐标范围[xMin，xMax]，y方向的坐标范围[yMin，

yMax]，所述起始基准点坐标为[（xMin  +  xMax）/2，yMax]。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异形刘海屏的像素栅源电容补偿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

4）进一步包括，

对左、右两部分源极端口分别进行分组，将相同Y坐标的源极端口分为一组；

为每一组内的各个源极端口分配射线角度，得到源极补偿线，对像素栅源电容进行补

偿。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异形刘海屏的像素栅源电容补偿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为每

一组内的各个源极端口分配射线角度的步骤，进一步包括：

从所述起始基准点作垂直向下的垂直射线，从所述起始基准点向i组第一源极端口作

第一基准射线，计算所述第一基准射线与所述垂直射线形成的角度StartAngle1，计算第i+

1组源极端口的角度StartAngle2，平均角度：AvgAngle=（StartAngle2–StartAngle1）/n，其

中n为所述i组源极端口的数量，计算所述i组的第k个源极端口的角度为：StartAngle1+（k-

1）*AvgAngle。

5.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异形刘海屏的像素栅源电容补偿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为每

一组内的各个源极端口分配射线角度，得到源极补偿线，对像素栅源电容进行补偿的步骤，

进一步包括，

从所述起始基准点向所述源极端口发出射线，同组相邻基准射线的角度差相等，向所

述源极端口分配所述基准射线角度；

所述源极端口垂直向上发出射线，与所述基准射线相交构成中心线；

去掉所述中心线在NOTCH区栅极布线外部的部分，得到源极补偿线。

6.一种计算机可读存储介质，其上存储有计算机指令，其特征在于，所述计算机指令运

行时执行权利要求1至5任一项所述的异形刘海屏的像素栅源电容补偿方法的步骤。

7.一种电容补偿设备，其特征在于，包括存储器和处理器，所述存储器上储存有在所述

处理器上运行的计算机指令，所述处理器运行所述计算机指令时执行权利要求1至5任一项

所述的异形刘海屏的像素栅源电容补偿方法的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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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异形刘海屏的像素栅源电容补偿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平板显示EDA设计技术领域，特别是涉及一种异形屏的像素栅源电容

补偿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异形刘海屏，如图2所示，具有时尚新颖的外观，超高的屏占比，自推出以来就迅速

获得了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目前，各大主流手机厂商，比如Apple、华为、OPPO的最新款手机

都搭载了异形刘海屏。

[0003] 我们知道，屏幕是由基本的像素即发光点构成的，为了控制各个像素点的发光，每

个像素点都有栅极（GATE）控制信号，和源极（DATA）控制信号，如图3所示。在两种信号的交

叠区域，就会有栅源电容产生，并且交叠的面积越大，电容也越大。

[0004] 在异形刘海屏中，因为刘海区域比正常区域每列的像素单元少，如图3所示，所以

刘海区域的栅源信号交叠面积小于正常像素区域，进而刘海区域的栅源电容小于正常的像

素区域栅源电容，在实际生产中，如果不对刘海区域的栅源电容进行补偿的话，那么最后出

来的屏幕的亮度会不均匀，俗称Mura效应。

发明内容

[0005] 为了解决现有技术存在的不足，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异形刘海屏的像素栅

源电容补偿方法，可以快速实现异形面板刘海区域栅源电容补偿，达到每行、列电容相等，

消除Mura效应。

[0006]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提供的一种异形刘海屏的像素栅源电容补偿方法，包括

以下步骤：

[0007] 1）定位NOTCH区像素的源极端口；

[0008] 2）确定所述NOTCH区射线的起始基准点坐标；

[0009] 3）对所述源极端口从左到右进行排序，并均分为左右两部分；

[0010] 4）对左、右两部分源极端口，分别从下往上、从中间向单侧进行补偿。

[0011] 进一步地，所述步骤2）进一步包括，获取所述源极端口x方向的坐标范围[xMin，

xMax],  y方向的坐标范围[yMin,  yMax]，所述起始基准点坐标为[（xMin  +  xMax）/2，yMax]。

[0012] 进一步地，所述步骤4）进一步包括，

[0013] 对左、右两部分源极端口分别进行分组，将相同Y坐标的源极端口分为一组；

[0014] 为每一组内的各个源极端口分配射线角度，得到源极补偿线，对像素栅源电容进

行补偿。

[0015] 进一步地，所述为每一组内的各个源极端口分配射线角度的步骤，进一步包括：

[0016] 从所述起始基准点作垂直向下的垂直射线，从所述起始基准点向i组第一源极端

口作第一基准射线，计算所述第一基准射线与所述垂直射线形成的角度StartAngle1，计算

第i+1组源极端口的角度StartAngle2，平均角度：AvgAngle=（StartAngle2–StartAngl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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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其中n为所述i组源极端口的数量，计算所述i组的第k个源极端口的角度为：StartAngle1

+（k-1）*AvgAngle。

[0017] 更进一步地，所述为每一组内的各个源极端口分配射线角度，得到源极补偿线，对

像素栅源电容进行补偿的步骤，进一步包括，

[0018] 从所述起始基准点向所述源极端口发出射线，同组相邻基准射线的角度差相等，

向所述源极端口分配所述基准射线角度；

[0019] 所述源极端口垂直向上发出射线，与所述基准射线相交构成中心线；

[0020] 去掉所述中心线在NOTCH区栅极布线外部的部分，得到源极补偿线。

[0021]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还提供一种计算机可读存储介质，其上存储有计算机指

令，所述计算机指令运行时执行如上文所述的异形刘海屏的像素栅源电容补偿方法的步

骤。

[0022]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还提供一种电容补偿设备，包括存储器和处理器，所述存

储器上储存有在所述处理器上运行的计算机指令，所述处理器运行所述计算机指令时执行

如上文所述的异形刘海屏的像素栅源电容补偿方法的步骤。

[0023] 本发明的异形刘海屏的像素栅源电容补偿方法，具有以下有益效果：

[0024] 1）通过补偿NOTCH区DATA线来补偿DATA信号、GATE信号电容。

[0025] 2）可以快速实现异形面板刘海区域栅源电容补偿，达到每行、列电容相等，消除

Mura效应。

[0026] 3）方法简单易实现，效果显著，提高了面板工程师的设计效率。

[0027] 本发明的其它特征和优点将在随后的说明书中阐述，并且，部分地从说明书中变

得显而易见，或者通过实施本发明而了解。

附图说明

[0028] 附图用来提供对本发明的进一步理解，并且构成说明书的一部分，并与本发明的

实施例一起，用于解释本发明，并不构成对本发明的限制。在附图中：

[0029] 图1为根据本发明的一种像素栅源电容补偿方法流程图；

[0030] 图2为异形刘海屏结构示意图；

[0031] 图3为像素栅极信号和源极信号产生交叠区域电容示意图；

[0032] 图4为异形刘海屏区域栅源信号交叠示意图；

[0033] 图5为根据本发明的源极端口位置示意图；

[0034] 图6为根据本发明的基准点位置坐标示意图；

[0035] 图7为根据本发明的源极端口分组示意图；

[0036] 图8为根据本发明的基准射线角度示意图；

[0037] 图9为根据本发明的源极信号补偿线示意图；

[0038] 图10为根据本发明的像素栅源电容补偿结果示意图；

[0039] 图11为根据本发明的参数设置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40] 以下结合附图对本发明的优选实施例进行说明，应当理解，此处所描述的优选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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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例仅用于说明和解释本发明，并不用于限定本发明。

[0041] 图1为根据本发明的异形刘海屏的像素栅源电容补偿方法流程图，下面将参考图

1，对本发明的异形刘海屏的像素栅源电容补偿方法进行详细描述。

[0042] 为了叙述方便，将刘海区简称为NOTCH区，像素内的栅极信号简称为GATE，像素内

的源极信号简称为DATA。

[0043] 首先，在步骤101，定位NOTCH区像素的源极端口（以下称为DATA端口）。该步骤中，

找到NOTCH区所有像素（PIXEL）的DATA端口，如图5所示。

[0044] 在步骤102，确定NOTCH区射线起始基准点坐标。

[0045] 优选地，获取所述DATA端口X方向的坐标范围[xMin，xMax],  y方向的坐标范围[yMin, 

yMax]，所述起始基准点（BASE）坐标为[（xMin  +  xMax）/2，yMax]。该步骤中，如图6所示，对步骤

101的所有DATA端口，求出他们的x方向、y方向的坐标范围，取起始基准点BASE坐标为[（xMin 

+  xMax）/2，yMax]。

[0046] 在步骤103，对DATA端口从左到右进行排序，将相同Y坐标的DATA端口分为一组。该

步骤中，对DATA端口排序、分组，对步骤101的DATA端口从左往右进行排序，并将其均分为左

右两部分，按照Y坐标对每一部分的DATA端口进行分组，Y坐标相同的端口分为一组，进而得

到若干组（GROUP）端口。

[0047] 优选地，将NOTCH区Pixel的  DATA端口划分成左右两部分，对每一部分DATA端口，

从下往上，从中间向单侧进行补偿，补偿线左右对称。

[0048] 在步骤104，为组内DATA端口分配射线角度。该步骤中，对每一侧端口，同一个

GROUP内，相邻两根补偿线的角度差相等。

[0049] 优选地，从所述基准点作垂直向下的垂直射线，从所述基准点向i组第一DATA端口

作第一基准射线，计算所述第一基准射线与所述垂直射线形成的角度StartAngle1；计算第

i+1组DATA端口的角度StartAngle2；平均角度：AvgAngle=（StartAngle2–StartAngle1）/n，

其中n为所述i组DATA端口的数量；计算所述i组的第k个DATA端口的角度为：StartAngle1+

（k-1）*AvgAngle。该步骤中，对步骤103中各个GROUP，先从BASE点作一条水平向下的射线

VerticalRay，再从BASE点向该GROUP的第一个端口作一条射线DataRay，计算DataRay与

VerticalRay形成的角度，这个角度称为开始角度StartAngle1。使用相同的方法计算出第i

+1个GROUP的开始角度StartAngle2，那么有平均角度:AvgAngle=（StartAngle2–

StartAngle1）/n，其中n为该GROUP端口的数量。于是可以得到该GROUP的第k个端口的角度

为：StartAngle1+（k-1）*AvgAngle。

[0050] 在步骤105，所述DATA端口垂直向上发出射线，与所述基准射线相交构成中心线。

该步骤中，两条射线求交点，对GROUP内的各个端口，根据BASE点和射线角度可以引出第一

条射线ray1，即在NOTCH区从一个基准点向各个端口发射线，每个端口引一条竖直向上的射

线ray2，两条射线求出交点INTER，进而可得得到一条中心线BASE->INTER->DATA，即基准

点、射线交点、DATA端口，构成了补偿线中心线点链两条射线求交点。

[0051] 在步骤106，去掉所述中心线在NOTCH区栅极布线外部的部分，得到源极补偿线。该

步骤中，去掉该中心线在NOTCH  GATE布线外部的部分，即可得到最后的DATA补偿线，如图9

所示。

[0052] 优选地，对每一侧DATA端口，从下往上，从中间向单侧进行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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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3] 通过这种补偿方式，NOTCH区的每条DATA和正常区域的DATA线，与GATE线交叠的数

量是相等的，进而达到栅源电容一致。

[0054] 优选地，先对右半部分DATA端口进行补偿，然后对左半部分DATA端口，重复步骤

104、105、106，得到最后补偿结果，如图10所示。

[0055] 图9和图10为根据本发明的电容补偿结果示意图，如图9和图10所示，结合一个具

体的实施例，对布线方法进行详细说明，步骤如下：

[0056] （1）启动NOTCH电容补偿命令，并设置界面参数；

[0057] 在Aether  FPD工具中启动Notch  C  Compensation命令，设置页面参数如图11所

示。

[0058] （2）DATA端口选择

[0059] 点击界面的Data  Select选择NOTCH区的DATA端口；

[0060] （3）生成补偿图形

[0061] 点击OK生成最终的电容补偿结果。

[0062]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还提供一种计算机可读存储介质，其上存储有计算机指

令，其特征在于，所述计算机指令运行时执行如上文所述的像素栅源电容补偿方法步骤。

[0063]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还提供一种设备，包括存储器和处理器，所述存储器上储

存有在所述处理器上运行的计算机指令，所述处理器运行所述计算机指令时执行如上文所

述的像素栅源电容补偿方法的步骤。

[0064] 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可以理解：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优选实施例而已，并不用

于限制本发明，尽管参照前述实施例对本发明进行了详细的说明，对于本领域的技术人员

来说，其依然可以对前述各实施例记载的技术方案进行修改，或者对其中部分技术特征进

行等同替换。凡在本发明的精神和原则之内，所作的任何修改、等同替换、改进等，均应包含

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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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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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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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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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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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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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图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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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

图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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