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1710060940.3

(22)申请日 2017.01.25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06783937 A

(43)申请公布日 2017.05.31

(73)专利权人 上海天马有机发光显示技术有限

公司

地址 200120 上海市浦东新区龙东大道

6111号1幢509室

(72)发明人 刘鹭　韩立静　辛宇　陈娴　

(74)专利代理机构 北京品源专利代理有限公司 

11332

代理人 孟金喆　胡彬

(51)Int.Cl.

H01L 27/32(2006.01)

(56)对比文件

CN 1889271 A,2007.01.03,

CN 1889271 A,2007.01.03,

CN 104020619 A,2014.09.03,

CN 104347679 A,2015.02.11,

审查员 徐晓雷

 

(54)发明名称

具有曲线形边缘的阵列基板、显示面板及显

示装置

(57)摘要

本发明实施例公开了一种具有曲线形边缘

的阵列基板、显示面板及显示装置。阵列基板包

括：沿第一方向，正等腰直角三角形子像素组和

倒等腰直角三角形子像素组交替排列；沿第二方

向，正等腰直角三角形子像素组依次排列或倒等

腰直角三角形子像素组依次排列；沿第二方向相

邻的两个正等腰直角三角形子像素组和与相邻

的两个正等腰直角三角形子像素组均相邻的一

个倒等腰直角三角形子像素组中相同颜色的子

像素单元相邻；或者，沿第二方向相邻的两个倒

等腰直角三角形子像素组和与相邻的两个倒等

腰直角三角形子像素组均相邻的一个正等腰直

角三角形子像素组中相同颜色的子像素单元相

邻。本发明实施例提供了一种算法复杂度低的改

善显示面板边缘锯齿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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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具有曲线形边缘的阵列基板，其特征在于，包括:

多个子像素组，每个所述子像素组包括三个子像素单元；

所述三个子像素单元的几何中心连线呈正等腰直角三角形或倒等腰直角三角形，形成

正等腰直角三角形子像素组或倒等腰直角三角形子像素组；

沿第一方向，所述正等腰直角三角形子像素组和所述倒等腰直角三角形子像素组交替

排列；沿第二方向，所述正等腰直角三角形子像素组依次排列或所述倒等腰直角三角形子

像素组依次排列，其中，所述第一方向与所述第二方向相互交叉；

沿所述第二方向相邻的两个正等腰直角三角形子像素组和与所述相邻的两个正等腰

直角三角形子像素组均相邻的一个倒等腰直角三角形子像素组中相同颜色的子像素单元

相邻；或者，沿所述第二方向相邻的两个倒等腰直角三角形子像素组和与所述相邻的两个

倒等腰直角三角形子像素组均相邻的一个正等腰直角三角形像素组中相同颜色的子像素

单元相邻；

沿所述第二方向相邻排列的至少三行子像素组中的最靠近所述阵列基板的曲线形边

缘的起始子像素组依次沿第一方向错开排布并形成阶梯状。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阵列基板，其特征在于，每个所述子像素组包括三个不同颜色

的子像素单元。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阵列基板，其特征在于，每个所述子像素组包括第一子像素单

元、第二子像素单元和第三子像素单元，所述第一子像素单元、所述第二子像素单元和所述

第三子像素单元分别为红色子像素单元、绿色子像素单元和蓝色子像素单元。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阵列基板，其特征在于：

所述正等腰直角三角形子像素组包括第一正子像素组、第二正子像素组和第三正子像

素组；其中，所述第一正子像素组中蓝色子像素单元、红色子像素单元和绿色子像素单元的

几何中心分别位于正等腰直角三角形的直角顶点、左底角顶点和右底角顶点；

所述第二正子像素组中绿色子像素单元、蓝色子像素单元和红色子像素单元的几何中

心分别位于正等腰直角三角形的直角顶点、左底角顶点和右底角顶点；

所述第三正子像素组中红色子像素单元、绿色子像素单元和蓝色子像素单元的几何中

心分别位于正等腰直角三角形的直角顶点、左底角顶点和右底角顶点；

所述倒等腰直角三角形子像素组包括第一倒子像素组、第二倒子像素组和第三倒子像

素组；所述第一倒子像素组中蓝色子像素单元、红色子像素单元和绿色子像素单元的几何

中心分别位于倒等腰直角三角形的直角顶点、左底角顶点和右底角顶点；

所述第二倒子像素组中绿色子像素单元、蓝色子像素单元和红色子像素单元的几何中

心分别位于倒等腰直角三角形的直角顶点、左底角顶点和右底角顶点；

所述第三倒子像素组中红色子像素单元、绿色子像素单元和蓝色子像素单元的几何中

心分别位于倒等腰直角三角形的直角顶点、左底角顶点和右底角顶点。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阵列基板，其特征在于：阵列基板还包括第一子像素组和第二

子像素组；

沿所述第一方向，所述第一子像素组包括依次排列的所述第一正子像素组、所述第一

倒子像素组、所述第二正子像素组、所述第二倒子像素组、所述第三正子像素组和所述第三

倒子像素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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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所述第一方向，所述第二子像素组包括依次排列的所述第一正子像素组、所述第二

倒子像素组、所述第二正子像素组、所述第三倒子像素组、所述第三正子像素组和所述第一

倒子像素组；

沿所述第一方向，同一行子像素组按所述第一子像素组排列或按所述第二子像素组排

列；相邻的两行沿所述第一方向排列的子像素组排列方式不同。

6.根据权利要求1-5任一项所述的阵列基板，其特征在于，还包括：

多条扫描线和多条数据线；

沿所述第一方向排列的同一行所述子像素单元与同一条所述扫描线电连接；沿所述第

二方向排列的每相邻的两列所述子像素单元与同一条所述数据线电连接。

7.根据权利要求1-5任一项所述的阵列基板，其特征在于，所述子像素单元的形状为菱

形、正方形或正六边形。

8.根据权利要求1-5任一项所述的阵列基板，其特征在于，所述子像素单元为有机发光

单元。

9.一种显示面板，其特征在于，包括权利要求1-8任一项所述的具有曲线形边缘的阵列

基板。

10.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显示面板，其特征在于，所述显示面板为圆形或椭圆形显示

面板。

11.一种显示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权利要求9-10任一项所述的显示面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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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曲线形边缘的阵列基板、显示面板及显示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实施例涉及显示技术，尤其涉及一种具有曲线形边缘的阵列基板、显示面

板及显示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OLED显示技术的应用日益广泛，由于其具有广色域、高对比度等突出的性能，

在可穿戴设备中，OLED显示技术的应用越来越广泛。

[0003] 可穿戴设备显示屏的形状多样，包括圆形、椭圆形、圆角方形、切角方形等，异形

OLED显示屏边缘会因像素排布、算法等不同而呈现不同的显示效果。由于异形显示面板的

边缘形状不规则，导致异形显示屏会存在边缘锯齿现象。

[0004] 现有技术中，通过在边缘区域加入亮度稍低的像素单元，用以改善锯齿现象，相应

配以驱动芯片中算法来控制亮度。然而现有技术的方法，在加入算法情况下，虽然可以改善

边缘锯齿现象，但算法复杂度变大。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提供一种具有曲线形边缘的阵列基板、显示面板及显示装置，以提供一种

算法复杂度低的改善显示面板的边缘锯齿的方案。

[0006] 第一方面，本发明实施例提供了一种具有曲线形边缘的阵列基板，所述阵列基板

包括：

[0007] 多个子像素组，每个所述子像素组包括三个子像素单元；

[0008] 所述三个子像素单元的几何中心连线呈正等腰直角三角形或倒等腰直角三角形，

形成正等腰直角三角形子像素组或倒等腰直角三角形子像素组；

[0009] 沿第一方向，所述正等腰直角三角形子像素组和所述倒等腰直角三角形子像素组

交替排列；沿第二方向，所述正等腰直角三角形子像素组依次排列或所述倒等腰直角三角

形子像素组依次排列，其中，所述第一方向与所述第二方向相互交叉；

[0010] 沿所述第二方向相邻的两个正等腰直角三角形子像素组和与所述相邻的两个正

等腰直角三角形子像素组均相邻的一个倒等腰直角三角形子像素组中相同颜色的子像素

单元相邻；或者，沿所述第二方向相邻的两个倒等腰直角三角形子像素组和与所述相邻的

两个倒等腰直角三角形子像素组均相邻的一个正等腰直角三角形子像素组中相同颜色的

子像素单元相邻。

[0011] 第二方面，本发明实施例还提供了一种显示面板，所述显示面板包括本发明任意

实施例所述的具有曲线形边缘的阵列基板。

[0012] 第三方面，本发明实施例还提供了显示装置，所述显示装置包括本发明任意实施

例所述的显示面板。

[0013] 本发明实施例通过设置沿第一方向，正等腰直角三角形子像素组和倒等腰直角三

角形子像素组交替排列；沿第二方向，正等腰直角三角形子像素组依次排列或倒等腰直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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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角形子像素组依次排列，使得阵列基板的边缘沿135度的倾角过渡，使得阵列基板的边缘

更加平滑，从而无需在边缘区域加入亮度稍低的像素单元，亦无需增加复杂的算法，即可有

效改善具有曲线形边缘的显示面板的边缘锯齿现象。另外通过设置沿第二方向相邻的两个

正(倒)等腰直角三角形像素组和与相邻的两个正(倒)等腰直角三角形像素组均相邻的一

个倒(正)等腰直角三角形像素组中相同颜色的子像素单元相邻，使得阵列基板同一颜色的

子像素单元相对集中，由于在制作阵列基板时，相邻同一颜色的子像素单元的发光层可以

先制作成一整块，然后再进行分割，从而降低了掩膜版的制作难度，并且降低了阵列基板的

制作工艺难度。

附图说明

[0014] 图1是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一种具有曲线形边缘的阵列基板的局部示意图；

[0015] 图2是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又一种具有曲线形边缘的阵列基板的局部示意图；

[0016] 图3a是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又一种具有曲线形边缘的阵列基板的局部示意图；

[0017] 图3b是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正等腰直角三角形顶点示意图；

[0018] 图3c是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倒等腰直角三角形顶点示意图；

[0019] 图4是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又一种具有曲线形边缘的阵列基板的局部示意图；

[0020] 图5是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又一种具有曲线形边缘的阵列基板的局部示意图；

[0021] 图6是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又一种具有曲线形边缘的阵列基板的局部示意图；

[0022] 图7是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一种显示面板的剖面示意图；

[0023] 图8是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一种显示装置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4] 下面结合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的详细说明。可以理解的是，此处所描

述的具体实施例仅仅用于解释本发明，而非对本发明的限定。另外还需要说明的是，为了便

于描述，附图中仅示出了与本发明相关的部分而非全部结构。

[0025] 图1是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一种具有曲线形边缘的阵列基板的局部示意图，参考

图1，所述阵列基板可以包括：

[0026] 多个子像素组110，每个子像素组110包括三个子像素单元111。

[0027] 三个子像素单元111的几何中心连线呈正等腰直角三角形121,形成正等腰直角三

角形子像素组110a；或者，这三个子像素单元111的几何中心连线呈倒等腰直角三角形122，

形成倒等腰直角三角形子像素组110b。

[0028] 沿第一方向x，正等腰直角三角形子像素组110a和倒等腰直角三角形子像素组

110b交替排列；沿第二方向y，正等腰直角三角形子像素组110a依次排列依次排列，或倒等

腰直角三角形子像素组110b依次排列，即沿第二方向y，正等腰直角三角形子像素组110a的

直角顶点在一条直线上或者倒等腰直角三角形子像素组110b的直角顶点在一条直线上；其

中，第一方向x与第二方向y相互交叉。

[0029] 沿第二方向y，相邻的两个正等腰直角三角形子像素组110a和与相邻的两个正等

腰直角三角形子像素组110a均相邻的一个倒等腰直角三角形子像素组110b中相同颜色的

子像素单元111相邻；或者，沿第二方向y相邻的两个倒等腰直角三角形子像素组110b和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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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邻的两个倒等腰直角三角形子像素组110b均相邻的一个正等腰直角三角形子像素组

110a中相同颜色的子像素单元111相邻。

[0030] 具体的，参考图1，图中每个实线三角形圈出的三个子像素单元111代表一个子像

素组110。沿第二方向y相邻的两个倒等腰直角三角形子像素组110b和相邻的正等腰直角三

角形子像素组110a中颜色相同的三个子像素单元111相邻，形成虚线圈131示出的区域，即

在虚线圈131中有三个颜色相同的子像素单元111，分别来自三个不同的子像素组110，例

如，可以来自两个倒等腰直角三角形子像素组110b和与它们均相邻的一个正等腰直角三角

形子像素组110a。沿第二方向y相邻的两个正等腰直角三角形子像素组110a和相邻的倒等

腰直角三角形子像素组110b中颜色相同的子像素单元111相邻，形成如虚线圈132示出的区

域，即在虚线圈132中有三个颜色相同的子像素单元111，分别来自三个不同的子像素组

110，例如，可以来自两个正等腰直角三角形子像素组110a和与它们均相邻的一个倒等腰直

角三角形子像素组110b。可选的，子像素单元111为有机发光单元，每个子像素单元111包括

至少一个有机发光二极管。本实施例仅示例性的示出了第一方向x和第二方向y，并非对本

发明的限定。另外图1中仅示例性的示出了阵列基板的左侧边缘，并非对本发明的限定。

[0031] 本实施例通过设置沿第一方向x，正等腰直角三角形子像素组110a和倒等腰直角

三角形子像素组110b交替排列；沿第二方向y，正等腰直角三角形子像素组110a依次排列或

倒等腰直角三角形子像素组110b依次排列，使得阵列基板的边缘沿135度的倾角过渡，使得

阵列基板的边缘更加平滑，从而无需在边缘区域加入亮度稍低的像素单元，亦无需增加复

杂的算法，即可有效改善具有曲线形边缘的显示面板的边缘锯齿现象。另外通过设置沿第

二方向y相邻的两个正等腰直角三角形像素组110a和与相邻的两个正等腰直角三角形像素

组110a均相邻的一个倒等腰直角三角形像素组110b中相同颜色的子像素单元111相邻；或

者，沿第二方向y相邻的两个倒等腰直角三角形像素组110b和与相邻的两个倒等腰直角三

角形像素组110b均相邻的一个正等腰直角三角形像素组110a中相同颜色的子像素单元111

相邻，使得阵列基板同一颜色的子像素单元111相对集中，由于在制作阵列基板时，相邻同

一颜色的子像素单元111的发光层可以先制作成一整块，然后再进行分割，从而降低了掩膜

版的制作难度，并且降低了阵列基板的制作工艺难度。

[0032] 可选的，每个子像素组110包括三个不同颜色的子像素单元111。具体的，由于阵列

基板边缘处可以具有不同颜色的子像素单元111，可以有效改善具有曲线形边缘的阵列基

板的彩边效应。本实施例的方法无需在阵列基板边缘处增加亮度渐变子像素单元，因此无

需增加阵列基板的边缘宽度，可以更好的实现显示产品的窄边框。

[0033] 图2是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又一种具有曲线形边缘的阵列基板的局部示意图。可

选的，参考图2，每个子像素组110包括第一子像素单元、第二子像素单元和第三子像素单

元，所述第一子像素单元、所述第二子像素单元和所述第三子像素单元分别为红色子像素

单元R、绿色子像素单元G和蓝色子像素单元B。

[0034] 具体的，参考图2，在阵列基板的左侧边缘处，红色子像素单元R、绿色子像素单元G

以及蓝色子像素单元B均匀分布，可以有效的改善阵列基板的彩边效应。

[0035] 图3a是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又一种具有曲线形边缘的阵列基板的局部示意图，图

3b是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正等腰直角三角形顶点示意图，图3c是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倒等

腰直角三角形顶点示意图。可选的，参考图3a-图3c，正等腰直角三角形子像素组包括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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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子像素组210、第二正子像素组220和第三正子像素组230；其中，第一正子像素组210中蓝

色子像素单元B、红色子像素单元R和绿色子像素单元G的几何中心分别位于正等腰直角三

角形121的直角顶点121a、左底角顶点121b和右底角顶点121c。

[0036] 第二正子像素组220中绿色子像素单元G、蓝色子像素单元B和红色子像素单元R的

几何中心分别位于正等腰直角三角形121的直角顶点121a、左底角顶点121b和右底角顶点

121c。

[0037] 第三正子像素组230中红色子像素单元R、绿色子像素单元G和蓝色子像素单元B的

几何中心分别位于正等腰直角三角形121的直角顶点121a、左底角顶点121b和右底角顶点

121c。

[0038] 倒等腰直角三角形子像素组包括第一倒子像素组310、第二倒子像素组320和第三

倒子像素组330；第一倒子像素组310中蓝色子像素单元B、红色子像素单元R和绿色子像素

单元G的几何中心分别位于倒等腰直角三角形122的直角顶点122a、左底角顶点122b和右底

角顶点122c。

[0039] 第二倒子像素组320中绿色子像素单元G、蓝色子像素单元B和红色子像素单元R的

几何中心分别位于倒等腰直角三角形122的直角顶点122a、左底角顶点122b和右底角顶点

122c。

[0040] 第三倒子像素组330中红色子像素单元R、绿色子像素单元G和蓝色子像素单元B的

几何中心分别位于倒等腰直角三角形122的直角顶点122a、左底角顶点122b和右底角顶点

122c。

[0041] 可选的，阵列基板还包括第一子像素组410和第二子像素组420。

[0042] 沿第一方向x，第一子像素组410包括依次排列的第一正子像素组210、第一倒子像

素组310、第二正子像素组220、第二倒子像素组320、第三正子像素组230和第三倒子像素组

330。

[0043] 沿第一方向x，第二子像素组420包括依次排列的第一正子像素组210、第二倒子像

素组320、第二正子像素组220、第三倒子像素组330、第三正子像素组230和第一倒子像素组

310。

[0044] 沿第一方向x，同一行子像素组按第一子像素组410排列或按第二子像素组420排

列；相邻的两行沿第一方向x排列的子像素组排列方式不同。

[0045] 可选的，第一子像素组410包括的正子像素组和与其左侧相邻的倒子像素组各自

包含的相同颜色子像素彼此相邻。如第一子像素组410中第二正子像素组220和左侧相邻的

第一倒子像素组310中，包含的绿色子像素单元G彼此相邻、蓝色子像素单元B彼此相邻。

[0046] 可选的，第二子像素组420包括的正子像素组和与其右侧相邻的倒子像素组各自

包含的相同颜色子像素彼此相邻。如第二子像素组420中第一正子像素组210和右侧相邻的

第二倒子像素组320中，包含的绿色子像素单元G彼此相邻、蓝色子像素单元B彼此相邻。

[0047] 具体的，相邻的两行沿第一方向x排列的子像素组采用不同的排列方式，保证了阵

列基板各颜色子像素单元111均匀分布，保证了图像显示质量。另外，通过设置同一行子像

素组按第一子像素组410排列或按第二子像素组420排列，降低了阵列基板的制作工艺难

度。

[0048] 图4是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又一种具有曲线形边缘的阵列基板的局部示意图，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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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图4，所述阵列基板还包括：

[0049] 多条扫描线510和多条数据线520；

[0050] 沿第一方向x排列的同一行子像素单元111与同一条扫描线510电连接；沿第二方

向y排列的每相邻的两列子像素单元111与同一条数据线520电连接。

[0051] 具体的，通过为每一行子像素单元111设置一条扫描线510，使得相邻两列子像素

单元111可以采用同一跟数据线520进行驱动，有效的减少了数据线520的数量，对于具有曲

线形边缘的阵列基板，由于数据线520要在阵列基板的边缘处走线以与驱动芯片连接，因此

通过减少数据线的数量可以有效的减小边框的宽度，符合显示产品窄边框的发展要求。

[0052] 图5是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又一种具有曲线形边缘的阵列基板的局部示意图，图6

是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又一种具有曲线形边缘的阵列基板的局部示意图。参考图4-图6,子

像素单元111的形状可以为菱形、正方形或正六边形。

[0053] 具体的，通过设置子像素单元111为菱形、正方形或正六边形，使得阵列基板中每

一个子像素单元111可以具有较大的面积，阵列基板的透光面积可以更大，从而提高显示面

板的开口率。

[0054] 图7是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一种显示面板的剖面示意图，参考图7，显示面板100包

括本发明任意实施例所述的具有曲线形边缘的阵列基板10。显示面板100还可以包括封装

层20等，用于保护显示面板100内部结构。

[0055] 具体的，本实施例的显示面板通过采用本发明任意实施例所述的具有曲线形边缘

的阵列基板10，可以有效的改善显示面板的边缘锯齿现象，并且无需在显示面板边缘处区

域加入亮度稍低的像素单元，亦无需增加复杂的算法，并且无需在阵列基板边缘处增加亮

度渐变子像素单元即可改善显示面板的彩边现象，因此无需增加阵列基板的边缘宽度，可

以更好的实现显示产品的窄边框。

[0056] 可选的，所述显示面板为圆形或椭圆形显示面板。显示面板100还可以为其他具有

曲线形边缘的形状，并不做具体限定。

[0057] 图8是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一种显示装置的示意图，参考图8，显示装置200包括本

发明任意实施例所述的显示面板100。

[0058] 注意，上述仅为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及所运用技术原理。本领域技术人员会理解，

本发明不限于这里所述的特定实施例，对本领域技术人员来说能够进行各种明显的变化、

重新调整和替代而不会脱离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因此，虽然通过以上实施例对本发明进行

了较为详细的说明，但是本发明不仅仅限于以上实施例，在不脱离本发明构思的情况下，还

可以包括更多其他等效实施例，而本发明的范围由所附的权利要求范围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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