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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AMOLED面板及驱动方法。该

AMOLED面板包括：在面板有效显示区呈陈列排布

的多个像素单元，每行像素单元连接相应的扫描

线，每列像素单元连接相应的数据线和侦测线；

每个像素单元分别包括相应的AMOLED像素驱动

电路，所述面板中第n行的像素单元所包含的

AMOLED像素驱动电路的第一扫描信号(WR)和第

二扫描信号(RD)分别为第n行的像素单元的第一

扫描信号(WR(n))和第二扫描信号(RD(n))，在所

述面板中，所述第n行的像素单元的第二扫描信

号(RD(n))与第n+1行的像素单元的第一扫描信

号(WR(n+1))短接。本发明能够使用单栅极方式

驱动AMOLED像素驱动电路，从而能够降低栅极驱

动器或阵列基板行驱动电路成本，并提高AMOLED

面板开口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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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AMOLED面板，其特征在于，包括：在面板有效显示区呈陈列排布的多个像素单

元，每行像素单元连接相应的扫描线，每列像素单元连接相应的数据线和侦测线；每个像素

单元分别包括相应的AMOLED像素驱动电路，所述AMOLED像素驱动电路包括：

第一薄膜晶体管，其栅极连接第一扫描信号，源极和漏极分别连接数据信号和第一节

点；

第二薄膜晶体管，其栅极连接第一节点，源极和漏极分别连接第二节点和电源高电压；

第三薄膜晶体管，其栅极连接第二扫描信号，源极和漏极分别连接第二节点和侦测线；

第一电容，其两端分别连接第一节点和第二节点；

第二电容，其两端分别连接侦测线和接地；

有机发光二极管，其阳极连接第二节点，阴极连接电源低电压；

所述面板中第n行的像素单元所包含的AMOLED像素驱动电路的第一扫描信号和第二扫

描信号分别为第n行的像素单元的第一扫描信号和第二扫描信号，在所述面板中，所述第n

行的像素单元的第二扫描信号与第n＋1行的像素单元的第一扫描信号短接；

驱动所述面板进行显示时，假设在面板的一帧显示时间内每行像素单元的扫描时间为

t，则在所述AMOLED像素驱动电路中，所述第一扫描信号持续打开第一薄膜晶体管的时间为

2t，所述第二扫描信号持续打开第三薄膜晶体管的时间为2t，并且所述第一薄膜晶体管先

于第三薄膜晶体管打开时间t。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AMOLED面板，其特征在于，所述第n行的像素单元的第一扫描信

号来自于面板的第n行栅极扫描线。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AMOLED面板，其特征在于，所述AMOLED像素驱动电路通过侦测线

连接侦测电路，所述侦测电路包括侦测引脚和参考电压输出端；侦测引脚通过第一开关连

接侦测线，第一开关在侦测信号的控制下将侦测引脚与侦测线连接导通，以使侦测引脚通

过侦测线从AMOLED像素驱动电路获得侦测电压；参考电压输出端通过第二开关连接侦测

线，第二开关在控制信号的控制下将参考电压输出端与侦测线连接，以使参考电压输出端

通过侦测线向AMOLED像素驱动电路输出参考电压。

4.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AMOLED面板，其特征在于，所述侦测引脚进一步与模数转换电路

连接以转换侦测电压。

5.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AMOLED面板，其特征在于，所述控制信号在面板的一帧显示时间

内保持为高电压以打开第二开关。

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AMOLED面板，其特征在于，每个像素单元包括RGBW四个子像素。

7.如权利要求6所述的AMOLED面板，其特征在于，所述数据线包括RGBW四种数据线。

8.一种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AMOLED面板的驱动方法，其特征在于，驱动所述面板进行显

示时，假设在面板的一帧显示时间内每行像素单元的扫描时间为t，则在所述AMOLED像素驱

动电路中，所述第一扫描信号持续打开第一薄膜晶体管的时间为2t，所述第二扫描信号持

续打开第三薄膜晶体管的时间为2t，并且所述第一薄膜晶体管先于第三薄膜晶体管打开时

间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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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OLED面板及驱动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显示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AMOLED面板及驱动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有机发光二极管(OLED)显示装置具有自发光，驱动电压低，发光效率高，响应时间

短，使用温度范围宽等诸多优点，被业界公认为是最有发展潜力的显示装置。

[0003] OLED显示面板按照驱动方式可以分为无源矩阵型OLED(Passive  Matrix  OLED，

PMOLED)和有源矩阵型OLED(Active  Matrix  OLED，AMOLED)两大类。其中，AMOLED面板具有

呈阵列式排布的像素，属于主动显示类型，发光效能高，通常用于高清晰度的大尺寸显示装

置。

[0004] 参见图1，其为一种现有的AMOLED像素驱动电路示意图，该AMOLED像素驱动电路主

要包括：第一薄膜晶体管T1、作为驱动薄膜晶体管的第二薄膜晶体管T2、第三薄膜晶体管

T3、第一电容Cst、第二电容Csen以及有机发光二极管D1；该AMOLED像素驱动电路通过侦测

线连接侦测电路以实现侦测功能，侦测电路通过侦测线从AMOLED像素驱动电路获得侦测电

压Vsamp，侦测电路可以包含于源极驱动器中，利用侦测电压Vsamp可补偿第二薄膜晶体管

T2的阈值电压Vth，由于AMOLED面板为电流驱动型显示装置，驱动薄膜晶体管的均匀性和稳

定性会影响显示效果，通过补偿第二薄膜晶体管T2的阈值电压Vth可提升显示质量。

[0005] 第一薄膜晶体管T1的栅极连接第一扫描信号WR，源极和漏极分别连接数据信号

Data和第一节点g，第一薄膜晶体管T1在第一扫描信号WR的控制下将数据信号Data传输到

第二薄膜晶体管T2的栅极；第二薄膜晶体管T2的栅极连接第一节点g，源极和漏极分别连接

第二节点s和电源高电压VDD；第三薄膜晶体管T3的栅极连接第二扫描信号RD，源极和漏极

分别连接第二节点s和侦测线；第一电容Cst的两端分别连接第一节点g和第二节点s；第二

电容Csen的两端分别连接侦测线和接地；有机发光二极管D1的阳极连接第二节点s，阴极连

接电源低电压VSS。

[0006] 侦测电路主要包括侦测引脚ADC和参考电压输出端；侦测引脚ADC通过第一开关K1

连接侦测线，第一开关K1在侦测信号samp的控制下将侦测引脚ADC与侦测线连接，使侦测引

脚ADC可以通过侦测线从AMOLED像素驱动电路获得侦测电压Vsamp，侦测引脚ADC可进一步

与模数转换电路连接以转换侦测电压Vsamp；参考电压输出端通过第二开关K2连接侦测线，

第二开关K2在控制信号sen_pre的控制下将参考电压输出端与侦测线连接，使参考电压输

出端可以通过侦测线向AMOLED像素驱动电路输出参考电压Vref进行预充电。

[0007] 包含现有AMOLED像素驱动电路的AMOLED面板一般采用双栅极(Two  Gate)扫描驱

动方案，第一扫描信号WR和第二扫描信号RD是来源于AMOLED像素驱动电路外部的两组单独

的栅极扫描信号，而栅极扫描信号则一般来自于AMOLED像素驱动电路外部的栅极驱动器

(Gate  Driver)或阵列基板行驱动(GOA)电路。

[0008] 参见图2，其为现有AMOLED面板的双栅极扫描驱动时序图，可结合图1进行理解。其

中，CPV_WR和DIO_WR分别表示用于第一扫描信号WR的时钟信号和扫描起始信号，可用于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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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面板各行像素的第一扫描信号WR；CPV_RD和DIO_RD分别表示用于第二扫描信号RD的时钟

信号和扫描起始信号，可用于产生面板各行像素的第二扫描信号RD；WR(1)……WR(n)分别

表示第1行……第n行像素的第一扫描信号WR；RD(1)……RD(n)分别表示第1行……第n行像

素的第二扫描信号RD；Data表示数据信号，Line(1)……Line(n)分别表示向第1行……第n

行像素输送数据信号；sen_pre表示第二开关K2的控制信号。

[0009] 对于大尺寸的AMOLED面板而言，两组栅极扫描信号的设计会牺牲较大的开口率，

同时两组栅极扫描信号会增加栅极驱动器或阵列基板行驱动电路成本。

发明内容

[0010] 因此，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AMOLED面板及驱动方法，使用单栅极(One 

Gate)方式驱动AMOLED像素驱动电路。

[0011]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提供了一种AMOLED面板，包括在面板有效显示区呈陈列

排布的多个像素单元，每行像素单元连接相应的扫描线，每列像素单元连接相应的数据线

和侦测线；每个像素单元分别包括相应的AMOLED像素驱动电路，所述AMOLED像素驱动电路

包括：

[0012] 第一薄膜晶体管，其栅极连接第一扫描信号，源极和漏极分别连接数据信号和第

一节点；

[0013] 第二薄膜晶体管，其栅极连接第一节点，源极和漏极分别连接第二节点和电源高

电压；

[0014] 第三薄膜晶体管，其栅极连接第二扫描信号，源极和漏极分别连接第二节点和侦

测线；

[0015] 第一电容，其两端分别连接第一节点和第二节点；

[0016] 第二电容，其两端分别连接侦测线和接地；

[0017] 有机发光二极管，其阳极连接第二节点，阴极连接电源低电压；

[0018] 所述面板中第n行的像素单元所包含的AMOLED像素驱动电路的第一扫描信号和第

二扫描信号分别为第n行的像素单元的第一扫描信号和第二扫描信号，在所述面板中，所述

第n行的像素单元的第二扫描信号与第n+1行的像素单元的第一扫描信号短接。

[0019] 其中，驱动所述面板进行显示时，假设在面板的一帧显示时间内每行像素单元的

扫描时间为t，则在所述AMOLED像素驱动电路中，所述第一扫描信号持续打开第一薄膜晶体

管的时间为2t，所述第二扫描信号持续打开第三薄膜晶体管的时间为2t，并且所述第一薄

膜晶体管先于第三薄膜晶体管打开时间t。

[0020] 其中，所述第n行的像素单元的第一扫描信号来自于面板的第n行栅极扫描线。

[0021] 其中，所述侦测电路包括侦测引脚和参考电压输出端；侦测引脚通过第一开关连

接侦测线，第一开关在侦测信号的控制下将侦测引脚与侦测线连接导通，以使侦测引脚通

过侦测线从AMOLED像素驱动电路获得侦测电压；参考电压输出端通过第二开关连接侦测

线，第二开关在控制信号的控制下将参考电压输出端与侦测线连接，以使参考电压输出端

通过侦测线向AMOLED像素驱动电路输出参考电压。

[0022] 其中，所述侦测引脚进一步与模数转换电路连接以转换侦测电压。

[0023] 其中，所述控制信号在面板的一帧显示时间内保持为高电压以打开第二开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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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4] 其中，每个像素单元包括RGBW四个子像素。

[0025] 其中，所述数据线包括RGBW四种数据线。

[0026] 本发明还提供了一种前述AMOLED面板的驱动方法，包括：驱动所述面板进行显示

时，假设在面板的一帧显示时间内每行像素单元的扫描时间为t，则在所述AMOLED像素驱动

电路中，所述第一扫描信号持续打开第一薄膜晶体管的时间为2t，所述第二扫描信号持续

打开第三薄膜晶体管的时间为2t，并且所述第一薄膜晶体管先于第三薄膜晶体管打开时间

t。

[0027] 综上，本发明的AMOLED面板及驱动方法能够使用单栅极方式驱动AMOLED像素驱动

电路，从而能够降低栅极驱动器或阵列基板行驱动电路成本，并提高AMOLED面板开口率；通

过设置驱动时序可实现像素预充电功能，可应用于大尺寸、高解析度的AMOLED面板驱动。

附图说明

[0028] 下面结合附图，通过对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详细描述，将使本发明的技术方案

及其他有益效果显而易见。

[0029] 附图中，

[0030] 图1为一种现有的AMOLED像素驱动电路示意图；

[0031] 图2为现有的AMOLED面板的双栅极扫描驱动时序图；

[0032] 图3为本发明AMOLED面板一较佳实施例的驱动架构示意图；

[0033] 图4为本发明AMOLED面板一较佳实施例的单栅极扫描驱动时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4] 参见图3，其为本发明AMOLED面板一较佳实施例的驱动架构示意图。本发明所提供

的AMOLED面板包括在面板有效显示区呈陈列排布的多个像素单元1，每行像素单元1连接相

应的扫描线G(1)、G(2)……，每列像素单元1连接相应的数据线R、G、B、W和侦测线S；每个像

素单元1分别包括相应数量的AMOLED像素驱动电路，每个AMOLED像素驱动电路可以对应驱

动一个子像素，例如对于RGBW子像素四个子像素的像素单元1，像素单元1可以包含四个

AMOLED像素驱动电路以分别驱动RGBW四个子像素，第n行的像素单元1也就是第n行的像素

单元1所包含的若干个AMOLED像素驱动电路可以通过连接面板的第n行栅极扫描线G(n)获

得来自栅极驱动器或阵列基板行驱动电路的相应的栅极扫描信号，还可以通过数据线如数

据线R、G、B及W连接至源极驱动器以获得各子像素相应的数据信号，或者通过侦测线S连接

侦测电路以实现侦测功能，侦测电路可以包含于源极驱动器中；每个像素单元1也就是是像

素单元1所包含的AMOLED像素驱动电路还需要相应的第一扫描信号WR和第二扫描信号RD，

第n行像素单元1的第一扫描信号WR(n)可以来自于面板的第n行栅极扫描线G(n)，第n行像

素单元1的第二扫描信号RD(n)可以来自于面板的第n+1行栅极扫描线G(n+1)。本发明改进

之处在于将每行的像素单元1即AMOLED像素驱动电路的第二扫描信号RD与下一行的像素单

元1即AMOLED像素驱动电路的第一扫描信号WR短接在一起，从而可以采用相同的栅极扫描

信号以省略一个栅极扫描信号。

[0035] 参见图4，其为本发明AMOLED面板一较佳实施例的单栅极扫描驱动时序图。本发明

面板中的AMOLED像素驱动电路所驱动像素位于面板第n行时，其第一扫描信号WR为第n行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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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的第一扫描信号WR(n)，第二扫描信号RD为第n行像素的第二扫描信号RD(n)，并且第二扫

描信号RD(n)与第n+1行像素的第一扫描信号WR(n+1)短接，也就是两个信号相同。本发明通

过将WR(n+1)与RD(n)短接在一起，成为一个信号，可减少面板一组栅极扫描信号；例如图4

中，WR(2)与RD(1)相同，省去了原先所需的RD(1)信号，WR(2n+1)与RD(2n)相同，省去了原先

所需的RD(2n)信号。图4中，CPV和DIO分别表示时钟信号和扫描起始信号，可用于产生多个

第一扫描信号WR和/或第二扫描信号RD；WR(1)……WR(2n+1)分别表示第1行……第2n+1行

像素的第一扫描信号WR，RD(1)……RD(2n)分别表示第1行……第2n行像素的第二扫描信号

RD，Data表示数据信号，Line(1)……Line(n)分别表示输送至第1行……第n行像素的数据

信号，面板显示时，采用逐行扫描方式，由数据线将数据信号提供给相应的子像素；sen_pre

表示第二开关K2的控制信号：可见，与图2相比，图4中信号数量显著减少。

[0036] 除本发明改进之处以外，本发明所涉及的AMOLED像素驱动电路的结构可参考图1，

主要包括：第一薄膜晶体管T1、作为驱动薄膜晶体管的第二薄膜晶体管T2、第三薄膜晶体管

T3、第一电容Cst、第二电容Csen以及有机发光二极管D1；该AMOLED像素驱动电路通过侦测

线连接侦测电路以实现侦测功能，侦测电路通过侦测线从AMOLED像素驱动电路获得侦测电

压Vsamp。第一薄膜晶体管T1的栅极连接第一扫描信号WR，源极和漏极分别连接数据信号

Data和第一节点g，第一薄膜晶体管T1在第一扫描信号WR的控制下将数据信号Data传输到

第二薄膜晶体管T2的栅极；第二薄膜晶体管T2的栅极连接第一节点g，源极和漏极分别连接

第二节点s和电源高电压VDD；第三薄膜晶体管T3的栅极连接第二扫描信号RD，源极和漏极

分别连接第二节点s和侦测线；第一电容Cst的两端分别连接第一节点g和第二节点s；第二

电容Csen的两端分别连接侦测线和接地；有机发光二极管D1的阳极连接第二节点s，阴极连

接电源低电压VSS。

[0037] 侦测电路可以包含于源极驱动器中，参见图1，主要包括侦测引脚ADC和参考电压

输出端；侦测引脚ADC通过第一开关K1连接侦测线，第一开关K1在侦测信号samp的控制下将

侦测引脚ADC与侦测线连接，使侦测引脚ADC可以通过侦测线从AMOLED像素驱动电路获得侦

测电压Vsamp，侦测引脚ADC可进一步与模数转换电路连接以转换侦测电压Vsamp；参考电压

输出端通过第二开关K2连接侦测线，第二开关K2在控制信号sen_pre的控制下将参考电压

输出端与侦测线连接，使参考电压输出端可以通过侦测线向AMOLED像素驱动电路输出参考

电压Vref。

[0038] 进一步，由图4中各信号的时序可知，假设在面板的一帧显示时间内每行像素单元

的扫描时间为t，则第一扫描信号WR持续打开第一薄膜晶体管T1的时间为2t，第二扫描信号

RD持续打开第三薄膜晶体管T3的时间为2t，并且第一薄膜晶体管T1在第三薄膜晶体管T3之

前时间t打开；进一步，控制信号sen_pre在面板的一帧显示时间内保持为高电压以打开第

二开关K2。因此，按照图4所示时序，在一帧时间内，面板的栅极扫描线可以同时开启2行并

逐行扫描，通过数据线输出每行对应显示资料，通过侦测线输出Vref电压，可实现像素预充

电，适用于大尺寸、高解析度AMOLED面板驱动。

[0039] 基于本发明前述的AMOLED面板及图4所示时序，本发明还提供了相应的AMOELD面

板的驱动方法，驱动所述面板进行显示时，假设在面板的一帧显示时间内每行像素单元的

扫描时间为t，则在所述AMOLED像素驱动电路中，所述第一扫描信号WR持续打开第一薄膜晶

体管T1的时间为2t，所述第二扫描信号RD持续打开第三薄膜晶体管T3的时间为2t，并且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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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第一薄膜晶体管T1先于第三薄膜晶体管T3打开时间t；进一步，可以使控制信号sen_pre

在面板的一帧显示时间内保持为高电压以打开第二开关K2，以进行预充电。

[0040] 综上，本发明的AMOLED面板及驱动方法能够使用单栅极方式驱动AMOLED像素驱动

电路，从而能够降低栅极驱动器或阵列基板行驱动电路成本，并提高AMOLED面板开口率；通

过设置驱动时序可实现像素预充电功能，可应用于大尺寸、高解析度的AMOLED面板驱动。

[0041] 以上所述，对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来说，可以根据本发明的技术方案和技术

构思作出其他各种相应的改变和变形，而所有这些改变和变形都应属于本发明后附的权利

要求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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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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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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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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