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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57) Abstract: Disclosed are a shift register unit, a driving method, a gate driving circuit and a display apparatus. The shift register
unit comprises: a first clock control circuit (10), a second clock control circuit (20), an output control circuit (30) and an output circuit
(40), wherein the first clock control circuit (10) i s configured to, under the control of a second control signal from a second control
signal end (EN2), a third clock signal from a third clock signal end (CK3) and a fourth clock signal from a fourth clock signal end
(CK4), alternately output a second clock signal from a second clock signal end (CK2) and a first clock signal from a first clock signal
end (CKl) to the output control circuit (30); and the second clock control circuit (20) i s configured to, under the control of the second
control signal, the third clock signal and the fourth clock signal, alternately output the first clock signal and the second clock signal
to the output circuit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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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摘要 ：一种移位寄存器单元、驱动方法、栅极驱动 电路及显示装置。移位寄存器单元包括：第一时钟控
制 电路 (10) 、第二时钟控制 电路(20) 、输 出控制 电路(30) 和输 出电路 (40) 。第一时钟控制 电路 (10)被配置为在
来 自第二控制信号端(EN2) 的第二控制信号、来 自第三时钟信号端(CK3) 的第三时钟信号和来 自第四时钟信号
端(CK4) 的第四时钟信号的控制下，向输 出控制 电路(30) 交替输出来 自第二时钟信号端 (CK2) 的第二时钟信号
和来 自第一时钟信号端 (CK1) 的第一时钟信号。第二时钟控制 电路 (20)被配置为在第二控制信号、第三时钟
信号和第四时钟信号的控制下，向输出电路(40)交替输出所述第一时钟信号和所述第二时钟信号。



移位寄存器单元、驱动方法、栅极驱动电路及显示装置

技术领域

本公开实施例涉及一种移位寄存器单元、驱动方法、栅极驱动电路及显

示装置。

背景技术

显示装置在显示图像时，需要利用栅极驱动电路 （英文：Gate Driver on

Array; 简称：GOA ) 对像素单元进行驱动。栅极驱动电路 （也称移位寄存

器 ）包括多个级联的移位寄存器单元，其中，每个移位寄存器单元用于驱动

一行像素单元，由多个移位寄存器单元实现对显示装置的像素单元的逐行扫

描驱动，以显示图像。

在相关技术中，栅极驱动电路能够在一帧的时间内对显示装置中各行像

素单元扫描一遍，其中，对每行像素单元的扫描时间是由时钟信号的频率决

定的。

由于移位寄存器单元中所连接的时钟信号端输出的时钟信号的频率是固

定的，因此该栅极驱动电路对像素单元进行驱动时，对每行像素单元的扫描

时间也是固定的，驱动方式较为单一。

发明内容

第一方面，本公开实施例提供 了一种移位寄存器单元，所述移位寄存器

单元包括：

第一时钟控制电路、第二时钟控制电路、输出控制电路和输 出电路；

所述第一时钟控制电路分别与第一控制信号端、第二控制信号端、第一

电源信号端、第二电源信号端、第一时钟信号端、第二时钟信号端、第三时

钟信号端、第四时钟信号端和所述输 出控制电路连接 ，其中，所述第一控制
信号端和所述第二控制信号端分别被配置为提供第一控制信号和第二控制信

号，所述第一时钟信号端、所述第二时钟信号端、所述第三时钟信号端和所

述第四时钟信号端分别被配置为提供第一时钟信号、第二时钟信号、第三时



钟信号和第四时钟信号；

所述第二时钟控制电路分别与第一控制信号端、第二控制信号端、第一

电源信号端、第二 电源信号端、第一时钟信号端、第二时钟信号端 、第三时

钟信号端、第四时钟信号端和所述输 出电路连接 ；

所述输 出控制 电路分别与所述第一时钟控制电路 、输入信号端 、复位信

号端、所述第二 电源信号端、第三电源信号端 、第四电源信号端、上拉节点

和所述输 出端连接 ，被配置为控制所述上拉节点和所述输 出端的电位；

所述输 出电路分别与所述第二时钟控制电路 、所述上拉节点和所述输 出

端连接 ，被配置为在所述上拉节点的控制下，向所述输 出端输 出来 自所述第

二时钟控制电路的信号；

所述第一时钟控制电路被配置为在来 自所述第二控制信号端的第二控制

信号、来 自所述第三时钟信号端的第三时钟信号和来 自所述第四时钟信号端

的第四时钟信号的控制下，向所述输 出控制电路交替输 出所述第二时钟信号

和所述第一时钟信号，相应的，所述第二时钟控制电路被配置为在所述第二

控制信号、所述第三时钟信号和所述第四时钟信号的控制下，向所述输 出电

路交替输 出所述第一时钟信号和所述第二时钟信号；

其 中，所述第一时钟信号、所述第二时钟信号所述第三时钟信号和所述

第四时钟信号的频率相 同，相位互不相 同。

第二方面，本公开实施例还提供一种移位寄存器单元的驱动方法，所述

移位寄存器单元 包括：第一时钟控制 电路 、第二时钟控制电路 、输 出控制电

路和输 出电路 ，所述方法包括：

在第一驱动模 式中，第一控制信号端输 出的第一控制信号为第一电位 ，

第二控制信号端输 出的第二控制信号为第二 电位 ，通过所述第一时钟控制电

路向所述输 出控制 电路输 出来 自第二时钟信号端的第二时钟信号，通过所述

第二 时钟控制 电路 向所述输 出电路输 出来 自第一 时钟信号端 的第一时钟信

号；

在第二驱动模 式中，第一控制信号端输 出的第一控制信号为第二 电位 ，

第二控制信号端输 出的第二控制信号为第一电位 ，第三时钟信号端输 出第三

时钟信号，第四时钟信号端输 出第四时钟信号，通过所述第一时钟控制 电路

向所述输 出控制电路交替输 出所述第二时钟信号和所述第一时钟信号，通过



所述第二时钟控制 电路向所述输 出电路交替输 出所述第一时钟信号和所述第

二时钟信号；

其 中，所述第一时钟信号、所述第二时钟信号所述第三时钟信号和所述

第四时钟信号的频率相 同，相位互不相 同。

第三方面，本公开实施例还提供 了一种栅极驱动 电路 ，所述栅极驱动电

路 包括：至少两个级联的移位寄存器单元 ，其 中各所述移位寄存器单元为如

第一方面所述的移位寄存器单元 。

第四方面，本公开实施例还提供 了一种显示装置，所述显示装置包括：

如第三方面所述的栅极驱动 电路 。

附图说 明

为 了更清楚地说 明本公开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 ，下面将对 实施例描述中

所需要使用的附图作 简单地介绍，显而易见地 ，下面描述中的附图仅仅是本

公开的一些实施例 ，对于本领域普通技术人 员来讲 ，在不付 出创造性劳动的

前提下，还可以根据这些附图获得其他 的附图。

图 1 是本公开 实施例提供的一种移位寄存器单元的结构示意图之一；

图 2 是本公开 实施例提供的一种移位寄存器单元的结构示意图之二；

图 3 是本公开 实施例提供的一种移位寄存器单元的示例性电路 图；

图 4 是本公开 实施例提供的一种移位寄存器单元的驱动方法的流程 图；

图 5 是本公开 实施例提供 的一种移位寄存器单元 中各信号的时序 图之

一 ； 以 及

图 6 是本公开 实施例提供 的一种移位寄存器单元 中各信号的时序 图之

具体 实施方式

为使本公开的 目的、技术方案和优点更加清楚，下面将结合附图对本公

开实施方式作进一步地详细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仅仅是本公开一部

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基 于本公开 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

人 员在没有作 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所获得的所有其他 实施例 ，都属于本公开

保护的范围。



本公开所有 实施例中釆用的晶体管均可以为薄膜 晶体管或场效应管或其

他特性相 同的器件 。根据在 电路 中的作用本公开的实施例所釆用的晶体管主

要为开关晶体管。由于这里釆用的开关晶体管的源极 、漏极是对称的，所以

其源极 、漏极是可 以互换 的。在本公开实施例 中，将源极称为第一极 ，漏极

称为第二极 ，栅极称为第三极 。按附图中的形态规定晶体管的中间端为栅极 、

信号输入端为源极 、输 出端为漏极 。此外，本公开实施例所釆用的开关晶体

管可以包括 P 型开关晶体管和 N 型开关晶体管中的任一种 。P 型开关晶体管

在栅极为低 电平时导通 ，在栅极为高电平时截止 ，N 型开关晶体管在栅极为

高电平时导通 ，在栅极为低 电平时截止。此外 ，本公开各个 实施例 中的多个

信号都对应有第一 电位和第二 电位 。第一电位和第二 电位仅代表该信号的电

位有 2 个状态量，不代表全文中第一电位或第二 电位具有特定的数值 ，即各

个信号的第一电位 （或第二 电位 ）的电位值可以相 同也可以不同。进一步的，

本公开 实施例 中的第一时钟信号、第二时钟信号、第三时钟信号和第四时钟

信号的频率相 同，相位互不相 同。例如 ，该第一时钟信号、第二时钟信号、

第三时钟信号和第四时钟信号的 占空比可以均为二分之一；且该第一时钟信

号与第二时钟信号的相位差为 180 度 ，第三时钟信号与第四时钟信号的相位

差为 180 度 ，且第一时钟信号与第三时钟信号的相位差为 90 度 。

本公开实施例提供 了一种移位寄存器单元 、驱动方法、栅极驱动电路及

显示装置。该移位寄存器单元 包括输 出控制电路和输 出电路 ，还 包括两个时

钟控制 电路 。通过该两个时钟控制电路 ，可以分别向输 出控制电路和输 出电

路输 出不同频率或者不同占空比的时钟信号，从而使得该输 出电路可以通过

输 出端向像素单元输 出不同频率或者不同占空比的驱动信号，进而可以调整

移位寄存器单元对每行像素单元的充电时间，因此丰富了栅极驱动 电路对显

示装置的驱动方式，提 高了驱动的灵活性。

图 1 是本公开实施例提供 的一种移位寄存器单元的结构示意图，如 图 1

所示，该移位寄存器单元 包括：第一时钟控制电路 10、第二时钟控制电路 20、

输 出控制电路 30 和输 出电路 40。

该第一时钟控制 电路 10 分别与第一控制信号端 EN1 、第二控制信号端

EN2 、第一 电源信号端 VGH 、第二 电源信号端 VGL 、第一时钟信号端 CK1 、

第二时钟信号端 CK2 、第三时钟信号端 CK3 、第四时钟信号端 CK4 和该输



出控制 电路 30 连接 。该第二时钟控制电路 20 分别与第一控制信号端 EN1 、

第二控制信号端 EN2 、第一电源信号端 VGH 、第二 电源信号端 VGL 、第一

时钟信号端 CK1 、第二时钟信号端 CK2 、第三时钟信号端 CK3 、第四时钟信

号端 CK4 和该输 出电路 40 连接 。

该输 出控制电路 30 分别与该第一时钟控制电路 10、输入信号端 STV 、

复位信号端 RST 、该第二 电源信号端 VGL 、第三电源信号端 CN 、第四电源

信号端 CNB 、上拉节点 PU 和该输 出端 OUT 连接 ，被配置为控制该上拉节

点 PU 和该输 出端 OUT 的电位；该输 出电路 40 分别与该第二时钟控制电路

20、该上拉节点 PU 和该输 出端 OUT 连接 ，被配置为在该上拉节点 PU 的控

制下，向该输 出端 OUT 输 出来 自该第二时钟控制 电路 20 的信号。

该第一时钟控制 电路 10 被配置为在来 自该第一控制信号端 EN1 的第一

控制信号的控制下，向该输 出控制电路 30 输 出来 自该第二时钟信号端 CK2

的第二时钟信号。相应的，该第二时钟控制 电路 20 被配置为在该第一控制信

号的控制下，向该输 出电路 40 输 出来 自该第一时钟信号端 CK1 的第一时钟

信号。

或者 ，该第一时钟控制电路 10 被配置为在来 自该第二控制信号端 EN2

的第二控制信号、来 自该第三时钟信号端 CK3 的第三时钟信号和来 自该第四

时钟信号端 CK4 的第四时钟信号的控制下，向该输 出控制电路 30 交替输 出

该第二时钟信号和该第一时钟信号。相应 的，该第二时钟控制 电路 20 被配置

为在该第二控制信号、该第三时钟信号和该第四时钟信号的控制下，向该输

出电路 40 交替输 出该第一时钟信号和该第二时钟信号。

例如 ，该第一时钟信号、该第二时钟信号、该第三时钟信号和该第四时

钟信号的频率相 同，相位互不相 同。

综上所述 ，本公开实施例提供 了一种移位寄存器单元 ，该移位寄存器单

元 包括输 出控制电路和输 出电路 ，还 包括时钟控制电路 。通过该时钟控制电

路 ，可以向输 出电路输 出第一时钟信号，或者向输 出电路交替输 出第一时钟

信号和第二时钟信号，从 而使得该输 出电路可以在该时钟控制电路输 出的信

号的控制下，向像素单元输 出不同频率或者不同占空比的驱动信号，进而可

以调整对每行像素单元的充电时间，因此丰富了栅极驱动电路对显示装置的

驱动方式，提 高了驱动的灵活性。



图 2 是本公开 实施例提供的一种移位寄存器单元的另一结构示意图。如

图 2 所示，该第一时钟控制电路 10 包括：第一控制子电路 101、第二控制子

电路 102 和第一输 出子电路 103。

该第一控制子 电路 101 分别与该第一控制信号端 EN1 、该第一 电源信号

端 VGH 、该第二 电源信号端 VGL 和该第一输 出子电路 103 连接 ，被配置为

在来 自该第一控制信号端 EN1 的第一控制信号的控制下，向该第一输 出子电

路 103 输 出来 自该第一电源信号端 VGH 的第一电源信号和来 自该第二 电源

信号端 VGL 的第二 电源信号。

该第二控制子 电路 102 分别与该第二控制信号端 EN2 、该第三时钟信号

端 CK3 、该第四时钟信号端 CK4 和该第一输 出子电路 103 连接 ，被配置为

在来 自该第二控制信号端 EN2 的第二控制信号的控制下，向该第一输 出子电

路 103 输 出来 自该第三时钟信号端 CK3 的第三时钟信号和来 自该第四时钟信

号端 CK4 的第四时钟信号。

该第一输 出子电路 103 分别与该第一控制子 电路 101、该第二控制子电

路 102、该第一时钟信号端 CK1 、该第二时钟信号端 CK2 和该输 出控制电路

30 连接 ，被配置为在该第一电源信号和该第二 电源信号的控制下，向该输 出

控制电路 30 输 出该第二时钟信号；或者 ，被配置为在该第三时钟信号和该第

四时钟信号的控制下，向该输 出控制电路 30 交替输 出该第二时钟信号和该第

一时钟信号。

例如 ，如 图 2 所示，该第二时钟控制电路 20 可 以 包括：第三控制子电路

201 、第四控制子电路 0 和第二输 出子电路 203 。

该第三控制子 电路 201 分别与该第一控制信号端 EN1 、该第一 电源信号

端 VGH 、该第二 电源信号端 VGL 和该第二输 出子电路 03 连接 ，被配置为

在该第一控制信号的控制下，向该第二输 出子 电路 203 输 出来 自该第一 电源

信号端 VGH 的第一 电源信号和来 自该第二 电源信号端 VGL 的第二 电源信

号。

该第四控制子 电路 202 分别与该第二控制信号端 EN2 、该第三时钟信号

端 CK3 、该第四时钟信号端 CK4 和该第二输 出子电路 203 连接 ，被配置为

在该第二控制信号的控制下，向该第二输 出子 电路 203 输 出来 自该第三时钟

信号端 CK3 的第三时钟信号和来 自该第四时钟信号端 CK4 的第四时钟信号。



该第二输出子电路 203 分别与该第三控制子电路 201、该第四控制子电

路 202、该第一时钟信号端 CK1 、该第二时钟信号端 CK2 和该输出电路 40

连接，被配置为在该第一电源信号和该第二电源信号的控制下，向该输出电

路 40 输出该第一时钟信号；或者，被配置为在该第三时钟信号和该第四时钟

信号的控制下，向该输出电路 40 交替输出该第一时钟信号和该第二时钟信

号。

图 3 是本公开实施例提供的一种移位寄存器单元的电路结构示意图。如

图 3 所示，该第一控制子电路 101 包括：第一晶体管 M l 和第二晶体管 M2;

该第二控制子电路 102 包括第三晶体管 M 3 和第四晶体管 M4; 该第一输出

子电路 103 包括：第五晶体管 M 5 和第六晶体管 M 6。

该第一晶体管 M l 的栅极与该第一控制信号端 EN1 连接，该第一晶体管

M l 的第一极与该第一电源信号端 VGH 连接，该第一晶体管 M l 的第二极与

该第五晶体管 M 5 的栅极连接。

该第二晶体管 M 2 的栅极与该第一控制信号端 EN1 连接，该第二晶体管

M 的第一极与该第二电源信号端 VGL 连接，该第二晶体管 M 2 的第二极与

该第六晶体管 M 6 的栅极连接。

该第三晶体管 M 3 的栅极与该第二控制信号端 EN2 连接，该第三晶体管

M 3 的第一极与该第三时钟信号端 CK3 连接，该第三晶体管 M 3 的第二极与

该第五晶体管 M 5 的栅极连接。

该第四晶体管 M4 的栅极与该第二控制信号端 EN2 连接，该第四晶体管

M4 的第一极与该第四时钟信号端 CK4 连接，该第四晶体管 M4 的第二极与

该第六晶体管 M 6 的栅极连接。

该第五晶体管 M 5 的第一极与该第二时钟信号端 CK2 连接，该第五晶体

管 M 5 的第二极与该输出控制电路 30 连接。

该第六晶体管 M 6 的第一极与该第一时钟信号端 CK1 连接，该第六晶体

管 M 6 的第二极与该输出控制电路 30 连接。

例如，参考图 3，该第三控制子电路 201 包括：第七晶体管 M7 和第八

晶体管 M8; 该第四控制子电路 202 包括：第九晶体管 M 9和第十晶体管 M10;

该第二输出子电路 203 包括：第十一晶体管 Mil 和第十二晶体管 M12 。

该第七晶体管 M7 的栅极与该第一控制信号端 EN1 连接，该第七晶体管



M 7 的第一极与该第一 电源信号端 VGH 连接 ，该第七 晶体管 M 7 的第二极与

该第十一晶体管 Mil 的栅极连接 。

该第八 晶体管 M 8 的栅极与该第一控制信号端 EN1 连接 ，该第八晶体管

M 8 的第一极与该第二 电源信号端 VGL 连接 ，该第八 晶体管 M 8 的第二极与

该第十二晶体管 M12 的栅极连接 。

该第九晶体管 M 9 的栅极与该第二控制信号端 EN2 连接 ，该第九晶体管

M 9 的第一极与该第三时钟信号端 CK3 连接 ，该第九晶体管 M 9 的第二极与

该第十一晶体管 Mil 的栅极连接 。

该第十晶体管 M10 的栅极与该第二控制信号端 EN2 连接 ，该第十晶体

管 M10 的第一极与该第四时钟信号端 CK4 连接 ，该第十晶体管 M10 的第二

极与该第十二 晶体管 M12 的栅极连接 。

该第十一晶体管 M i l 的第一极与该第一时钟信号端 CK1 连接 ，该第十

一晶体管 Mil 的第二极与该输 出电路 40 连接 。

该第十二晶体管 M12 的第一极与该第二时钟信号端 CK2 连接 ，该第十

二晶体管 M12 的第二极与该输 出电路 40 连接 。

在本公开 实施例的一种示例性的实现方式中，该第一时钟信号、该第二

时钟信号、该第三时钟信号和该第四时钟信号的 占空比均为二分之一；该第

一时钟信号与该第二时钟信号的相位差为 180 度 ，该第三时钟信号与该第四

时钟信号的相位差为 180 度 ，且该第一时钟信号与该第三时钟信号的相位差

为 90 度 。

作为一种示例性的实现方式，参考 图 3，该输 出控制电路 30 可 以 包括：

第一输 出控制晶体管 M13 、第二输 出控制晶体管 M14 、第三输 出控制晶体管

M15 、第四输 出控制晶体管 M16 、第五输 出控制晶体管 M17 、第六输 出控制

晶体管 M18 和第七输 出控制晶体管 M19 。该输 出电路 40 包括：输 出晶体管

M20 和电容器 匚

例如 ，该第一输 出控制晶体管 M13 的栅极与该输入信号端 STV 连接 ，

该第一输 出控制晶体管 M13 的第一极与该第三电源信号端 CN 连接 ，该第一

输 出控制晶体管 M13 的第二极与该上拉节点 PU 连接 。

该第二输 出控制晶体管 M14 的栅极与该复位信号端 RST 连接 ，该第二

输 出控制晶体管 M14 的第一极与该第四 电源信号端 CNB 连接 ，该第二输 出



控制晶体管 M14 的第二极与该上拉节点 PU 连接 。

该第三输 出控制晶体管 M15 的栅极与该上拉节点 PU 连接 ，该第三输 出

控制晶体管 M15 的第一极与该第二 电源信号端 VGL 连接 ，该第三输 出控制

晶体管 M15 的第二极与下拉节点 PD 连接 。

该第四输 出控制晶体管 M16 的栅极与该输 出端 OUT 连接 ，该第四输 出

控制晶体管 M16 的第一极与该第二 电源信号端 VGL 连接 ，该第四输 出控制

晶体管 M16 的第二极与该下拉节点 PD 连接 。

该第五输 出控制晶体管 M17 的栅极和第一极与该第一时钟控制电路 10

连接 ，该第五输 出控制晶体管 M17 的第二极与该下拉节点 PD 连接 。例如 ，

该第五输 出控制晶体管 M17 的栅极和第一极与该第一时钟控制 电路 10 的第

五 晶体管 M 5 的第二极和第六晶体管 M 6 的第二极均连接 。

该第六输 出控制晶体管 M18 的栅极与该下拉节点 PD 连接 ，该第六输 出

控制晶体管 M18 的第一极与该第二 电源信号端 VGL 连接 ，该第六输 出控制

晶体管 M18 的第二极与该上拉节点 PU 连接 。

该第七输 出控制晶体管 M19 的栅极与该下拉节点 PD 连接 ，该第七输 出

控制晶体管 M19 的第一极与该第二 电源信号端 VGL 连接 ，该第七输 出控制

晶体管 M19 的第二极与该输 出端 OUT 连接 。

该输 出晶体管 M20 的栅极与该上拉节点 PU 连接 ，该输 出晶体管 M20

的第一极与该第二时钟控制电路 20 连接 ，该输 出晶体管 M20 的第二极与该

输 出端 OUT 连接 。例如 ，该第输 出晶体管 M20 的第一极与该第二时钟控制

电路 20 的第十一晶体管 Mil 的第二极和第十二 晶体管 M12 的第二极均连

接 。该 电容器 C 的一端与该上拉节点 PU 连接 ，另一端与该输 出端 OUT 连

接 。

综上所述 ，本公开实施例提供 了一种移位寄存器单元 ，该移位寄存器单

元 包括输 出控制电路和输 出电路 ，还 包括第一时钟控制电路和第二时钟控制

电路 。通过该两个时钟控制电路 ，可以分别向输 出控制电路和输 出电路输 出

不同频率或者不同占空比的时钟信号，使得该输 出电路可以在该第二时钟控

制电路输 出的信号的控制下，向像素单元输 出不同频率或者不同占空比的驱

动信号，进而可以调整移位寄存器单元对每行像素单元的充电时间。当输 出

电路输 出的驱动信号的频率较 高或者 占空比较 小时，对每行像素单元的充电



时间较短 ，此时显示装置的显示分辨率较 高，可 以 实现显示装置的高清显示；

当输 出电路输 出的驱动信号的频率较低或者 占空比较 高时，对每行像素单元

的充电时间较长，此时显示装置的分辨率较低 ，可以实现显示装置的低功耗

显示。因此，丰富了栅极驱动电路对显示装置的驱动方式，提 高了驱动的灵

活性。

需要说 明的是 ，在本公开各个实施例中，均是以各 晶体管为 N 型晶体管、

且第一 电位相对于该第二 电位为高电位为例进行的说 明。该 N 型晶体管可以

为非晶硅薄膜 晶体管，其制程 比较稳定，成本较低 。

当然，各晶体管还可以釆用 P 型晶体管，当各晶体管釆用 P 型晶体管时，

该第一 电位相对于该第二 电位可以为低 电位 ，且该各个信号端的电位变化可

以与下述附图 5 或附图 6 所示的电位变化相反 （即二者的相位差为 180 度 ）。

图 4 是本公开 实施例提供的一种移位寄存器单元的驱动方法的流程 图，

该方法可以用于驱动如 图 1 至图 3 任一所示的移位寄存器单元 。参考 图 1，

该移位寄存器单元 可 以 包括：第一时钟控制电路 10、第二时钟控制电路 20、

输 出控制电路 30 和输 出电路 40。参考图 4，该方法可 以 包括：

步骤 301 、在第一驱动模式中，第一控制信号端 EN1 输 出的第一控制信

号为第一电位 ，第二控制信号端 EN2 输 出的第二控制信号为第二 电位 ，通过

该第一时钟控制电路 10 向该输 出控制 电路 30 输 出来 自第二时钟信号端 CK2

的第二时钟信号，通过该第二时钟控制 电路 20 向该输 出电路 40 输 出来 自第

一时钟信号端 CK1 的第一时钟信号。

步骤 302 、在第二驱动模式中，第一控制信号端 EN1 输 出的第一控制信

号为第二 电位 ，第二控制信号端 EN2 输 出的第二控制信号为第一电位 ，第三

时钟信号端 CK3 输 出第三时钟信号，第四时钟信号端 CK4 输 出第四时钟信

号，通过该第一时钟控制电路 10 向该输 出控制电路 30 交替输 出该第二时钟

信号和该第一时钟信号，通过该第二时钟控制 电路 20 向该输 出电路 40 交替

输 出该第一时钟信号和该第二时钟信号。

例如 ，该第一时钟信号、该第二时钟信号该第三时钟信号和该第四时钟

信号的频率相 同，相位互不相 同。此外，该第二 电位相对于该第一 电位可以

为 氐电位 。

综上所述 ，本公开实施例提供 了一种移位寄存器单元的驱动方法，该驱



动方法包括两种驱动模式，不同的驱动模式下第二时钟控制 电路向输 出电路

输 出的信号的频率不同，从而使得该输 出电路可以向像素单元输 出不同频率

或者不同占空比的驱动信号，进而可以调整移位寄存器单元对每行像素单元

的充电时间，因此丰富了栅极驱动电路对显示装置的驱动方式，提 高了驱动

的灵活性。

例如 ，参考图 2，该第一时钟控制电路 10 包括：第一控制子 电路 101 、

第二控制子 电路 102 和第一输 出子 电路 103 。

该第一驱动模式中，该第一控制信号为第一 电位 ，该第一控制子电路 101

向该第一输 出子电路 103 输 出来 自第一电源信号端 VGH 的第一电源信号和

来 自第二 电源信号端 VGL 的第二 电源信号，该第一输 出子电路 103 在该第

一电源信号和该第二 电源信号的控制下，向该输 出控制 电路 30 输 出该第二时

钟信号。

该第二驱动模式中，该第二控制信号为第一 电位 ，该第二控制子电路 102

向该第一输 出子电路 103 输 出该第三时钟信号和该第四时钟信号。当该第三

时钟信号处于第一 电位时，该第一输 出子 电路 103 向该输 出控制电路 30 输 出

该第二时钟信号；当第四时钟信号处于第一电位时，该第一输 出子 电路 103

向该输 出控制电路 30 输 出第一时钟信号。

例如 ，参考图 2，该第二时钟控制电路 20 包括：第三控制子 电路 201 、

第四控制子 电路 202 和第二输 出子 电路 203 。

该第一驱动模式中，该第一控制信号为第一 电位 ，该第三控制子电路 201

向该第二输 出子电路 203 输 出来 自第一电源信号端 VGH 的第一 电源信号和

来 自第二 电源信号端 VGL 的第二 电源信号，该第二输 出子电路 203 在该第

一 电源信号和该第二 电源信号的控制下，向该输 出电路 40 输 出该第一时钟信

号；

该第二驱动模式中，该第二控制信号为第一 电位 ，该第四控制子电路 202

向该第二输 出子电路 203 输 出该第三时钟信号和该第四时钟信号。当该第三

时钟信号处于第一 电位时，该第二输 出子 电路 03 向该输 出电路 40 输 出该第

一时钟信号；当第四时钟信号处于第一 电位时，该第二输 出子电路 203 向该

输 出电路 40 输 出该第二时钟信号。

进一步的，如 图 3 所示，该第一时钟控制电路 10 中的第一控制子电路 包



括：第一晶体管 M l 和第二晶体管 M2; 第二控制子电路 102 包括第三晶体

管 M3和第四晶体管 M4; 第一输出子电路 103 包括：第五晶体管 M5和第六

晶体管M6。

图 5是本公开实施例提供的一种驱动方法的时序图，图 5 中信号 CK_N

为第二时钟控制电路 20 向该输出电路 40 输出的信号，信号 CKB_N 为该第

一时钟控制电路 10 向该输出控制电路 30输出的信号。从图 5 中可以看出，

该第一驱动模式 T 1 中，该第一控制信号端 EN1 输出的第一控制信号为第一

电位，该第一晶体管 M l 和该第二晶体管 M2开启；第一电源信号端 VGH 向

该第五晶体管 M5 的栅极输出第一电源信号，该第一电源信号为第一电位，

此时该第五晶体管 M5开启；该第二时钟信号端 CK2 通过该第五晶体管 M5

向该输出控制电路 30 输出该第二时钟信号；该第二电源信号端 VGL 通过该

第二晶体管 M2 向该第六晶体管 M6 的栅极输出第二电源信号，该第二电源

信号为第二电位，该第六晶体管 M6 关断。参考图 5 可知，该第一驱动模式

T 1 中，该第一时钟控制电路 10 向输出控制电路 30 输出的信号 CKB_N 的波
形与该第二时钟信号的波形相同。

参考图 5，该第二驱动模式 T2 中，该第二控制信号端 EN2 输出的第二

控制信号为第一电位，此时第三晶体管 M3 和第四晶体管 M4 开启；该第三

时钟信号端 CK3 通过该第三晶体管M3向该第五晶体管M5 的栅极输出该第

三时钟信号，该第四时钟信号端 CK4 通过该第四晶体管 M4 向该第六晶体管

M6 的栅极输出该第四时钟信号。当该第三时钟信号处于第一电位时，该第

五晶体管 M5 开启，该第二时钟信号端 CK2 向该输出控制电路 30 输出该第

二时钟信号。示例的，如图 5 所示，在第二驱动模式 T2 中的 t l 和 t3 阶段，

该第三时钟信号端 CK3 输出的第三时钟信号处于第一电位，此时该第一时钟

控制电路输出的信号 CKB_N 的波形与该第二时钟信号的波形相同。

当该第四时钟信号处于第一电位时，该第六晶体管 M6 开启，该第一时

钟信号端 CK1 向该输出控制电路 30 输出该第一时钟信号。示例的，参考图
5，在第二驱动模式 T2 的 t2 阶段中，该第四时钟信号端 CK4 输出的第四时

钟信号处于第一电位时，该第三时钟信号处于第二电位，此时第一时钟控制

电路 10 向输出控制电路 30 输出的信号 CKB_N 的波形与该第一时钟信号的

波形相同。从图 5 中可以看出，由于该第三时钟信号和第四时钟信号同频反



相，因此该第五晶体管 M5 和该第六晶体管 M6 可以交替开启，从而使得该

第一时钟控制电路 10 可以向该输出控制电路 30 交替输出第二时钟信号和第

一时钟信号。

进一步的，如图 3 所示，该第二时钟控制电路 20 中的第三控制子电路

201 包括：第七晶体管 M7 和第八晶体管 M8; 第四控制子电路 202 包括：第

九晶体管 M 9和第十晶体管 M10; 第二输出子电路 203 包括：第十一晶体管

M i l 和第十二晶体管 M12 。

参考图 5，该第一驱动模式 T 1 中，该第一控制信号为第一电位，该第七

晶体管 M7、该第八晶体管 M 8开启，该第一电源信号端 VGH 向第十一晶体

管 M i l 的栅极输出第一电源信号，该第一电源信号为第一电位，此时该第十

一晶体管 Mil 开启，该第一时钟信号端 CK1 通过该第十一晶体管 Mil 向该

输出电路 40 输出该第一时钟信号。该第二电源信号端 VGL 通过该第八晶体

管 M 8 向该第十二晶体管 M12 的栅极输出第二电源信号，该第二电源信号为

第二电位，使得该第十二晶体管 M12 关断。参考图 5可知，该第一驱动模式

T 1 中，该第二时钟控制电路 20 向输出电路 40 输出的信号 CK_N 的波形与该

第一时钟信号的波形相同。

该第二驱动模式 T2 中，该第二控制信号为第一电位，该第九晶体管 M9

和该第十晶体管 M10 开启，该第三时钟信号端 CK3 通过该第九晶体管 M9

向该第十一晶体管 M i l 的栅极输出该第三时钟信号，该第四时钟信号端 CK4

通过该第十晶体管M10 向该第十二晶体管M12 的栅极输出该第四时钟信号。

当该第三时钟信号处于第一电位时，该第十一晶体管 M i l 开启，该第一时钟

信号端 CK1 向该输出电路 40 输出该第一时钟信号。示例的，如图 5 所示，

在第二驱动模式 T2 中的 t l 和 t3 阶段，该第三时钟信号端 CK3 输出的第三

时钟信号处于第一电位，此时该第二时钟控制电路 20 向输出电路 40 输出的

信号 CK_N 的波形与该第一时钟信号的波形相同。
当该第四时钟信号处于第一电位时，该第十二晶体管 M12 开启，该第二

时钟信号端 CK2 向该输出电路 40 输出该第二时钟信号。示例的，参考图 5，

在第二驱动模式 T2 中的 t2 阶段，该第四时钟信号端 CK4 输出的第四时钟信

号处于第一电位时，该第三时钟信号处于第二电位，此时第二时钟控制电路

20 向输出电路 40 输出的信号 CK_N 的波形与该第二时钟信号的波形相同。



从 图 5 中还可以看 出，由于该第三时钟信号和第四时钟信号 同频反相 ，因此

该第十一晶体管 Mil 和该第十二晶体管 M12 可以交替开启，从而使得该第

二时钟控制电路 20 可以向该输 出电路 20 交替输 出第一时钟信号和第二时钟

信号。

综上可知 ，在本公开实施例中，可以通过调整该控制信号端 EN2 输 出的

控制信号的电位 ，实现对第二时钟控制电路向输 出电路输 出的信号 CK_N 的

频率的调整。参考图 5，当控制信号端 EN2 的控制信号为第二 电位时 （例如 ，

各晶体管均为 N 型晶体管，该第二 电位为低 电位 ），该移位寄存器单元处于

第一驱动模 式 T l ，在该第一驱动模式下，信号 CK_N 的频率与该第一时钟信

号的频率相等。从 图 5 中可以看 出，第一驱动模式中信号 CK_N 的频率为第

二驱动模式中的一半，此时移位寄存器单元对每行像素单元的充电时间较长，

该栅极驱动电路对显示装置中各行像素单元扫描一遍所需的时间为第二驱动

模式的两倍 ，此时显示装置的显示分辨率较低 ，可以实现显示装置的低功耗

显示。

当控制信号端 EN2 输 出的控制信号为第一 电位时 （例如 ，各晶体管均为

N 型晶体管，该第一 电位为高电位 ），该移位寄存器单元处于第二驱动模式

T 2 中，信号 CK_N 的频率为第一驱动模 式 T 1 中的两倍 ，由于移位寄存器单

元对像素单元进行驱动时输 出的驱动信号即为该信号 CK_N ，因此，在该第

二驱动模式 T 2 中，移位寄存器单元对每行像素单元的充电时间较短 ，此时

该栅极驱动电路对显示装置中各行像素单元扫描一遍所需的时间为第一驱动

模式的一半，也即是 ，在栅极驱动电路 以第一驱动模 式扫描一遍显示装置中

各像素单元所需的时间内，栅极驱动电路在第二驱动模式下能够对显示装置

中各行像素单元扫描 两遍 ，因此可以实现显示装置的高清显示。

在本公开一种示例性的实施例中，参考 图 5，该第一时钟信号、该第二

时钟信号、该第三时钟信号和该第四时钟信号的 占空比可以均为二分之一；

并且 ，该第一时钟信号与该第二时钟信号的相位差为 180 度 ，该第三时钟信

号与该第四时钟信号的相位差为 180 度 ，且该第一时钟信号与该第三时钟信

号的相位差为 90 度 。

需要说 明的是 ，该第一至第四时钟信号的 占空比，以及各个时钟信号之

间的相位差还可以根据 实际情况进行调整，本公开实施例对此不做 限定。示



例的，该第一至第四时钟信号、信号 CK_N 以及信号 CKB_N 的时序图还可

以如图 6 所示 （图 6 中仅绘制了第二驱动模式 T2 中各信号的时序），其中，

该第一时钟信号端 CK1 输出的第一时钟信号的占空比可以为四分之一，该第

二时钟信号端 CK2 输出的第二时钟信号的占空比也为四分之一，该第三时钟

信号端 CK3 和第四时钟信号端 CK4 输出的时钟信号的占空比均为二分之一，

且该第三时钟信号和第四时钟信号等幅反相。对于图 6 所示的各个时钟信号

的频率和占空比，在第一驱动模式和第二驱动模式下，信号 CK_N 的频率未

发生改变，但该信号 CK_N 的占空比在第一驱动模式下为四分之一，在第二

驱动模式下为二分之一。在频率相等的情况下，信号 CK_N 的占空比越高，
对每行像素单元的充电时间越长，因此也可以通过改变该移位寄存器单元的

驱动信号的占空比来实现对每行像素单元的充电时间的调整。

进一步的，以图 3 所示的移位寄存器单元以及图 5 所示的时序为例，对
该移位寄存器单元在任一驱动模式下的工作原理进行介绍。该移位寄存器单

元在任一驱动模式下的具体驱动过程均可以包括输入阶段、输出阶段和复位

阶段。例如，该任一驱动模式可以为上述第一驱动模式或上述第二驱动模式。
在输入阶段中，从输入信号端 STV 输出的输入信号为第一电位，第一输

出控制晶体管M13 开启，第三电源信号端 CN 向上拉节点 PU 输出第三电源

信号，参考图 5，该第三电源信号为第一电位，使该上拉节点 PU 的电位被

拉高，此时第三输出控制晶体管 M15 和输出晶体管 M20 开启，第二电源信

号端 VGL 向下拉节点 PD 输出第二电源信号，第六输出控制晶体管 M18 关

断。此时输出电路 40 向输出端 OUT 输出来自该第二时钟控制电路 20 的信

号 CK_N ，在该输入阶段，该信号 CK_N 可以为第二电位。

在输出阶段中，该上拉节点保持第一电位，当第二时钟控制电路 20 向该

输出电路 40输出的信号 CK_N 跳变至第一电位时，上拉节点 PU 由于自举效

应，其电位被进一步拉高，此时输出晶体管 M20 完全开启，输出电路 40 向

输出端 OUT 输出来自该第二时钟控制电路的信号 CK_N ，从而实现对一行像

素单元的开启 （即对该行像素单元进行驱动），使得显示装置中的源极驱动
电路能够通过数据线对该行像素单元进行充电，该充电时间即为该信号

CK_N 处于第一电位的时长。参考图 5可知，信号 CK_N 在第一驱动模式 T 1

中每个周期处于第一电位的时长较长，在第二驱动模式中每个周期处于第一



电位的时长较短，因此移位寄存器单元在不同的驱动模式下，对每行像素单

元的充电时间不同，由此可以实现显示装置的高清显示或者低功耗显示。

在复位阶段中，复位信号端 RST 输出的复位信号也为第一电位，使得第

二输出控制晶体管 M14 开启，第四电源信号端 CNB 向上拉节点 PU 输出第

四电源信号，该第四电源信号为第二电位，从而将该上拉节点 PU 的电位下

拉为第二电位，并且当第二时钟控制电路 20 向输出电路 40输出的信号CK_N

再次跳变至第二电位，且该第一时钟控制电路 10 向输出控制电路 30 输出的

信号 CKB_N 处于第一电位时，第五输出控制晶体管 M17 开启，下拉节点 PD

的电位被拉高，第六输出控制晶体管 M18 和第七输出控制晶体管 M19 开启，

第二电源信号端 VGL 向上拉节点PU 和输出端 OUT 分别输出第二电源信号，

该第二电源信号为第二电位，此时该移位寄存器单元处于关闭状态，以避免

移位寄存器单元的非正常输出对其他行的移位寄存器单元造成影响。
综上所述，本公开实施例提供了一种移位寄存器单元的驱动方法，该驱

动方法包括两种驱动模式，在不同的驱动模式下，移位寄存器单元能够向像

素单元输出不同频率或者不同占空比的驱动信号，进而可以调整移位寄存器

单元对每行像素单元的充电时间。在第一驱动模式下，移位寄存器单元输出

的驱动信号的频率较低时，对每行像素单元的充电时间较长，此时显示装置

的分辨率较低，可以实现显示装置的低功耗显示；在第二驱动模式下，移位

寄存器单元输出的驱动信号的频率较高时，对每行像素单元的充电时间较短，

此时显示装置的显示分辨率较高，可以实现显示装置的高清显示，因此丰富

了栅极驱动电路对显示装置的驱动方式，提高了驱动的灵活性。

本公开实施例提供了一种栅极驱动电路，该栅极驱动电路可以包括至少

两个级联的移位寄存器单元，其中每个移位寄存器单元可以为如图 1 至图 3

任一所示的移位寄存器单元。

本公开实施例提供一种显示装置，该显示装置可以包括栅极驱动电路，

该栅极驱动电路可以包括至少两个级联的如图 1至图 3任一所示的移位寄存

器单元。该显示装置可以为：液晶面板、电子纸、OLED 面板、AMOLED 面
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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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所述仅为本公开的示例实施例，并不用以限制本公开，凡在本公开



的精神和原则之 内，所作的任何修改、等同替换、改进等，均应 包含在本公

开的保护范围之 内。

在本文中，诸如 "第一" 和 "第二 " 等关系术语仅仅用来将一个实体或

者操作与另一个实体或操作 区分开来，而不一定要求或者暗示这些实体或操

作之间存在任何这种实际的关系或者顺序。而且，术语 " 包括" 、 " 包含 "

或者其任何其他变体意在涵盖非排他性的包含 ，从而使得 包括一系列要素的

过程、方法、物品或者设备不仅 包括那些要素，而且还 包括没有明确列出的

其他要素，或者是还 包括为这种过程 、方法、物品或者设备所固有的要素。

在没有更多限制的情况下，由语 句 " 包括一个 ... ... " 限定的要素，并不排除

在包括所述要素的过程、方法、物品或者设备 中还存在另外的相 同要素。

以上所述，仅为本公开的具体实施方式，但本公开的保护范围并不局限

于此，任何熟悉本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在本公开揭露的技术范围内，可轻易

想到变化或替换，都应涵盖在本公开的保护范围之 内。因此，本公开的保护

范围应以所述权利要求的保护范围为准。

本公开要求于 2016 年 9 月 30 日递交的中国专利申请第 201610875608.8

号的优先权，在此全文引用上述中国专利申请公开的内容以作为本申请的一

部分。



权利要求书

1、一种移位寄存器单元 ，包括：

第一时钟控制 电路 、第二时钟控制 电路 、输 出控制电路和输 出电路 ；其

中，

所述第一时钟控制电路分别与第一控制信号端、第二控制信号端、第一

电源信号端、第二 电源信号端、第一时钟信号端、第二时钟信号端 、第三时

钟信号端、第四时钟信号端和所述输 出控制电路连接 ，其中，所述第一控制

信号端和所述第二控制信号端分别被配置为提供第一控制信号和第二控制信

号，所述第一时钟信号端 、所述第二时钟信号端、所述第三时钟信号端和所

述第四时钟信号端分别被配置为提供第一时钟信号、第二时钟信号、第三时

钟信号和第四时钟信号；

所述第二时钟控制电路分别与所述第一控制信号端、所述第二控制信号

端、所述第一 电源信号端 、所述第二 电源信号端、所述第一时钟信号端 、所

述第二时钟信号端 、所述第三时钟信号端、所述第四时钟信号端和所述输 出

电路连接 ；

所述输 出控制 电路分别与所述第一时钟控制电路 、输入信号端 、复位信

号端、所述第二 电源信号端、第三电源信号端 、第四电源信号端、上拉节点

和所述输 出端连接 ，被配置为控制所述上拉节点和所述输 出端的电位；

所述输 出电路分别与所述第二时钟控制电路 、所述上拉节点和所述输 出

端连接 ，被配置为在所述上拉节点的控制下，向所述输 出端输 出来 自所述第

二时钟控制电路的信号；

所述第一时钟控制电路被配置为在来 自所述第二控制信号端的第二控制

信号、来 自所述第三时钟信号端的第三时钟信号和来 自所述第四时钟信号端

的第四时钟信号的控制下，向所述输 出控制电路交替输 出所述第二时钟信号

和所述第一时钟信号，以及所述第二时钟控制 电路被配置为在所述第二控制

信号、所述第三时钟信号和所述第四时钟信号的控制下，向所述输 出电路交

替输 出所述第一时钟信号和所述第二时钟信号；

其 中，所述第一时钟信号、所述第二时钟信号、所述第三时钟信号和所

述第四时钟信号的频率相 同，相位互不相 同。



2、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的移位寄存器单元 ，其 中，

所述第一时钟控制电路还被配置为在来 自所述第一控制信号端的第一控

制信号的控制下，向所述输 出控制电路输 出来 自所述第二时钟信号端的第二

时钟信号；以 及

所述第二时钟控制电路被配置为在所述第一控制信号的控制下，向所述

输 出电路输 出来 自所述第一时钟信号端的第一时钟信号。

3、根据权利要求 1 或 2 所述的移位寄存器单元 ，其中，所述第一时钟控

制电路 包括：第一控制子 电路 、第二控制子电路和第一输 出子电路；

所述第一控制子电路分别与所述第一控制信号端、所述第一电源信号端 、

所述第二 电源信号端和所述第一输 出子电路连接 ，被配置为在所述第一控制

信号的控制下，向所述第一输 出子电路输 出来 自所述第一电源信号端的第一

电源信号和来 自所述第二 电源信号端的第二 电源信号；

所述第二控制子电路分别与所述第二控制信号端、所述第三时钟信号端 、

所述第四时钟信号端和所述第一输 出子电路连接 ，被配置为在所述第二控制

信号的控制下，向所述第一输 出子电路输 出所述第三时钟信号和所述第四时

钟信号；

所述第一输 出子电路分别与所述第一控制子电路 、所述第二控制子电路 、

所述第一时钟信号端、所述第二时钟信号端和所述输 出控制 电路连接 ，被配

置为在所述第一电源信号和所述第二 电源信号的控制下，向所述输 出控制电

路输 出所述第二时钟信号；或者 ，所述第一输 出子电路被配置为在所述第三

时钟信号和所述第四时钟信号的控制下，向所述输 出控制电路交替输 出所述

第二时钟信号和所述第一时钟信号。

4、根据权利要求 1 或 2 所述的移位寄存器单元 ，其中，所述第二时钟控

制电路 ，包括：第三控制子电路 、第四控制子 电路和第二输 出子电路；

所述第三控制子电路分别与所述第一控制信号端、所述第一电源信号端 、

所述第二 电源信号端和所述第二输 出子电路连接 ，被配置为在所述第一控制

信号的控制下，向所述第二输 出子电路输 出来 自所述第一电源信号端的第一

电源信号和来 自所述第二 电源信号端的第二 电源信号；

所述第四控制子电路分别与所述第二控制信号端、所述第三时钟信号端 、

所述第四时钟信号端和所述第二输 出子电路连接 ，被配置为在所述第二控制



信号的控制下，向所述第二输 出子电路输 出所述第三 时钟信号和所述第四时

钟信号；

所述第二输 出子电路分别与所述第三控制子电路 、所述第四控制子电路 、

所述第一时钟信号端、所述第二时钟信号端和所述输 出电路连接 ，被配置为

在所述第一电源信号和所述第二 电源信号的控制下，向所述输 出电路输 出所

述第一时钟信号；或者 ，所述第二输 出子电路被配置为在所述第三时钟信号

和所述第四时钟信号的控制下，向所述输 出电路交替输 出所述第一时钟信号

和所述第二时钟信号。

5、根据权利要求 3 所述的移位寄存器单元 ，其 中，所述第一控制子 电路 ，

包括：第一晶体管和第二 晶体管；所述第二控制子电路 包括第三晶体管和第

四晶体管；所述第一输 出子电路 包括：第五 晶体管和第六晶体管；

所述第一晶体管的栅极与所述第一控制信号端连接 ，所述第一晶体管的

第一极与所述第一电源信号端连接 ，所述第一晶体管的第二极与所述第五 晶

体管的栅极连接 ；

所述第二 晶体管的栅极与所述第一控制信号端连接 ，所述第二 晶体管的

第一极与所述第二 电源信号端连接 ，所述第二 晶体管的第二极与所述第六 晶

体管的栅极连接 ；

所述第三 晶体管的栅极与所述第二控制信号端连接 ，所述第三 晶体管的

第一极与所述第三 时钟信号端连接 ，所述第三 晶体管的第二极与所述第五 晶

体管的栅极连接 ；

所述第四 晶体管的栅极与所述第二控制信号端连接 ，所述第四 晶体管的

第一极与所述第四 时钟信号端连接 ，所述第四 晶体管的第二极与所述第六 晶

体管的栅极连接 ；

所述第五 晶体管的第一极与所述第二时钟信号端连接 ，所述第五 晶体管

的第二极与所述输 出控制 电路连接 ；

所述第六晶体管的第一极与所述第一时钟信号端连接 ，所述第六晶体管

的第二极与所述输 出控制 电路连接 。

6、根据权利要求 4 所述的移位寄存器单元 ，其中，所述第三控制子 电路

包括：第七晶体管和第八 晶体管；所述第四控制子电路 包括：第九晶体管和

第十晶体管；所述第二输 出子电路 包括：第十一晶体管和第十二 晶体管；



所述第七 晶体管的栅极与所述第一控制信号端连接 ，所述第七 晶体管的

第一极与所述第一电源信号端连接 ，所述第七 晶体管的第二极与所述第十一

晶体管的栅极连接 ；

所述第八 晶体管的栅极与所述第一控制信号端连接 ，所述第八 晶体管的

第一极与所述第二 电源信号端连接 ，所述第八 晶体管的第二极与所述第十二

晶体管的栅极连接 ；

所述第九晶体管的栅极与所述第二控制信号端连接 ，所述第九晶体管的

第一极与所述第三时钟信号端连接 ，所述第九晶体管的第二极与所述第十一

晶体管的栅极连接 ；

所述第十晶体管的栅极与所述第二控制信号端连接 ，所述第十晶体管的

第一极与所述第四 时钟信号端连接 ，所述第十晶体管的第二极与所述第十二

晶体管的栅极连接 ；

所述第十一晶体管的第一极与所述第一时钟信号端连接 ，所述第十一晶

体管的第二极与所述输 出电路连接 ；

所述第十二晶体管的第一极与所述第二时钟信号端连接 ，所述第十二晶

体管的第二极与所述输 出电路连接 。

7、根据权利要求 1-6 任一项所述的移位寄存器单元 ，其中，所述输 出控

制电路 包括：第一输 出控制晶体管、第二输 出控制晶体管、第三输 出控制晶

体管、第四输 出控制晶体管、第五输 出控制晶体管、第六输 出控制晶体管和

第七输 出控制晶体管；

所述第一输 出控制晶体管的栅极与所述输入信号端连接 ，所述第一输 出

控制晶体管的第一极与所述第三 电源信号端连接 ，所述第一输 出控制晶体管

的第二极与所述上拉节点连接 ；

所述第二输 出控制晶体管的栅极与所述复位信号端连接 ，所述第二输 出

控制晶体管的第一极与所述第四 电源信号端连接 ，所述第二输 出控制晶体管

的第二极与所述上拉节点连接 ；

所述第三输 出控制晶体管的栅极与所述上拉节点连接 ，所述第三输 出控

制晶体管的第一极与所述第二 电源信号端连接 ，所述第三输 出控制晶体管的

第二极与下拉节点连接 ；

所述第四输 出控制晶体管的栅极与所述输 出端连接 ，所述第四输 出控制



晶体管的第一极与所述第二 电源信号端连接 ，所述第四输 出控制晶体管的第

二极与所述下拉节点连接 ；

所述第五输 出控制 晶体管的栅极和第一极与所述第一时钟控制 电路连

接 ，所述第五输 出控制晶体管的第二极与所述下拉节点连接 ；

所述第六输 出控制晶体管的栅极与所述下拉节点连接 ，所述第六输 出控

制晶体管的第一极与所述第二 电源信号端连接 ，所述第六输 出控制晶体管的

第二极与所述上拉节点连接 ；

所述第七输 出控制晶体管的栅极与所述下拉节点连接 ，所述第七输 出控

制晶体管的第一极与所述第二 电源信号端连接 ，所述第七输 出控制晶体管的

第二极与所述输 出端连接 。

8、根据权利要求 1-7 任一项所述的移位寄存器单元 ，其中，所述输 出电

路 包括：输 出晶体管和电容器；

所述输 出晶体管的栅极与所述上拉节点连接 ，所述输 出晶体管的第一极

与所述第二时钟控制电路连接 ，所述输 出晶体管的第二极与所述输 出端连接 ;

所述电容器的一端与所述上拉节点连接 ，另一端与所述输 出端连接 。

9、根据权利要求 1 至 8 任一所述的移位寄存器单元 ，其中，

所述第一时钟信号、所述第二时钟信号、所述第三时钟信号和所述第四

时钟信号的 占空比均为二分之一；

所述第一时钟信号与所述第二时钟信号的相位差为 180 度 ，所述第三时

钟信号与所述第四时钟信号的相位差为 180度 ，且所述第一时钟信号与所述

第三时钟信号的相位差为 90 度 。

10、根据权利要求 5 至 8 任一所述的移位寄存器单元 ，其中，所述晶体

管均为 N 型晶体管。

11、一种移位寄存器单元的驱动方法，其中，所述移位寄存器单元 包括：

第一时钟控制 电路 、第二时钟控制电路 、输 出控制电路和输 出电路 ，所述方

法包括：

在第一驱动模 式中，第一控制信号端输 出的第一控制信号为第一电位 ，

第二控制信号端输 出的第二控制信号为第二 电位 ，通过所述第一时钟控制电

路向所述输 出控制 电路输 出来 自第二时钟信号端的第二时钟信号，通过所述

第二 时钟控制 电路 向所述输 出电路输 出来 自第一 时钟信号端 的第一时钟信



号；

在第二驱动模 式中，第一控制信号端输 出的第一控制信号为第二 电位 ，

第二控制信号端输 出的第二控制信号为第一电位 ，第三时钟信号端输 出第三

时钟信号，第四时钟信号端输 出第四时钟信号，通过所述第一时钟控制 电路

向所述输 出控制电路交替输 出所述第二时钟信号和所述第一时钟信号，通过

所述第二时钟控制 电路向所述输 出电路交替输 出所述第一时钟信号和所述第

二时钟信号；

其 中，所述第一时钟信号、所述第二时钟信号、所述第三时钟信号和所

述第四时钟信号的频率相 同，相位互不相 同。

12、根据权利要求 11 所述的方法，其 中，所述第一驱动模式和所述第二

驱动模 式中的任一驱动模式包括：

输入阶段 ，其 中，输入信号端输 出的输入信号为第一电位 ，所述输 出控

制电路将上拉节点的电位上拉为第一电位；

输 出阶段 ，其 中，所述上拉节点保持第一 电位 ，所述输 出电路接收并输

出来 自所述第二时钟控制电路的信号；

复位阶段 ，其 中，复位信号端输 出的复位信号为第一电位 ，所述输 出控

制电路控制所述上拉节点的电位为第二 电位 。

13、根据权利要求 11 或 12 所述的方法，其 中，

所述第一时钟信号、所述第二时钟信号、所述第三时钟信号和所述第四

时钟信号的 占空比均为二分之一；

所述第一时钟信号与所述第二时钟信号的相位差为 180 度 ，所述第三时

钟信号与所述第四时钟信号的相位差为 180 度 ，且所述第一时钟信号与所述

第三时钟信号的相位差为 90 度 。

14、一种栅极驱动电路 ，包括：

至少两个级联 的移位寄存器单元 ，其中各所述移位寄存器单元为如权利

要求 1 至 10 任一所述的移位寄存器单元。

15、一种显示装置，包括：如权利要求 14 所述的栅极驱动 电路 。













International application No.
INTERNATIONAL SEARCH REPORT

PCT/CN20 17/0927 12

A . CLASSIFICATION O F SUBJECT MATTER

G09G 3/20 (2006.01) i ; G11C 19/28 (2006.01) i
According to International Patent Classification (IPC) o ' to both national classification and IPC

B . FIELDS SEARCHED

Minimum documentation searched (classification systen l followed by classification symbols)

G09Q G 11C

Documentation searched other than minimum documentation to the extent that such documents are included i n the fields searched

Electronic data base consulted during the international search (name of data base and, where practicable, search terms used)

CNPAT, WPI, EPODOC, CNKI: 李艳 ，时凌 云，孙伟 ，谢晓波 ，移位 寄存器，时钟 ，控制 电路，控制模 块，控制单元，第 一，第

二，第三 ，第 四，电源 ，复位 ，上拉，下拉 ，交 替 , 相位 ，频率，扫描 时 间，固定，占空 比，充 电，灵活 ，shift w register, clock,

control, first, second, third, fourth, power, reset, pull, up, down, alternate, phase, frequency, scan, duty l w ratio, charge, VGH, VGL

C . DOCUMENTS CONSIDERED TO BE RELEVANT

Category : Citation of document, with indication, where appropriate, of the relevant passages Relevant t o claim No.

PX CN 106205461 A (BOE TECHNOLOGY GROUP CO., LTD. et al.), 07 December 2016 1-15
(07.12.2016), description, paragraphs [0032]-[0103], and figures 1-6

A CN 104269145 A (BOE TECHNOLOGY GROUP CO., LTD. et al.), 07 January 2015 1-15
(07.01.2015), description, paragraphs [0073]-[0100], and figures l-3b

A CN 103730089 A (BOE TECHNOLOGY GROUP CO., LTD.), 16 April 2014 (16.04.2014), 1-15
entire document

A CN 103198781 A (HEFEI BOE OPTOELECTRONICS TECHNOLOGY CO., LTD. et al.), 10 1-15
July 2013 (10.07.2013), entire document

A US 2015301415 A l (SHARP KABUSHIKI KAISHA), 22 October 2015 (22.10.2015), entire 1-15
document

A US 2011150169 A l (AU OPTRONICS CORP.), 23 June 2011 (23.06.2011), entire document 1-15

ΓΊ Further documents are listed i n the continuation of Box C . 1 1 See patent family annex.

Special categories of cited documents: T " later document published after the international filing date
or priority date and not i n conflict with the application but

"A" document defining the general state of the art which i s not cited to understand the principle or theory underlying the
considered to be of particular relevance invention

" earlier application or patent but published on or after the "X" document of particular relevance; the claimed invention
international filing date cannot be considered novel or cannot be considered to involve

an inventive step when the document i s taken alone
L " document which may throw doubts on priority claim(s) or

"Y" document of particular relevance; the claimed invention
which i s cited to establish the publication date of another

cannot be considered to involve an inventive step when the
citation or other special reason (as specified) document i s combined with one or more other such

" document referring to an oral disclosure, use, exhibition or documents, such combination being obvious to a person

other means skilled in the art

"&" document member of the same patent familyP" document published prior to the international filing date
but later than the priority date claimed

Date of the actual comple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search Date of mailing of the international search report

18 September 2017 17 October 2017

Name and mailing address of the ISA Authorized officer
State Intellectual Property Office of the P. R . China
No. 6, Xitucheng Road, Jimenqiao YANG, Shixing
Haidian District, Beijing 100088, China

Telephone No. (86-10) 62413445Facsimile No. (86-10) 62019451

Form PCT/IS A/210 (second sheet) (July 2009)



INTERNATIONAL SEARCH REPORT International application No.
Information on patent family members

PCT/CN20 17/0927 12

Patent Documents referred Publication Date Patent Family Publication Date
in the Report

CN 106205461 A 07 December 2016 None

CN 104269145 A 07 January 2015 CN 104269145 B 06 July 2016

CN 103730089 A 16 April 2014 U S 2016019840 A l 2 1 January 2016

CN 103730089 B 25 November 2015

U S 9514683 B2 06 December 2016

W O 2015096387 A l 02 July 2015

CN 103198781 A 10 July 2013 U S 2015302935 A l 22 October 2015

U S 9502135 B2 22 November 2016

K R 20140127217 A 03 November 2014

EP 2963635 A l 06 January 2016

W O 2014131250 A l 04 September 2014

K R 101661479 B l 30 September 2016

CN 103198781 B 29 April 2015

JP 2016516254 A 02 June 2016

US 2015301415 A l 22 October 2015 W O 2014069279 A l 08 May 2014

JP 6029247 B 2 24 November 2016

JPWO 2014069279 A l 08 September 2016

US 2011150169 A l 23 June 2011 TW 201123728 A 0 1 July 2011

TW 1384756 B 0 1 February 2013

U S 8098791 B2 17 January 2012

Form PCT/IS A/210 (patent family annex) (July 2009)



国 际检 索 报 告 国际 申请号

PCT/CN20 17/0927 12

A. 主题 的分类

G09G 3/20 (2006. 01) ； G11C 19/28 (2006. 01) i

按照 国际专利分类 （IPC) 或者 同时按照 国家分类和 IPC 两种分类

B. 检索领域

检索 的最低 限度文献 (标 明分类系统和分类号）

G09G ;G11C

包含在检 索领 域中的除最低 限度 文献 以外 的检索文献

在 国际检 索时査阅的电子数据库 (数据库 的名称 ，和使用 的检索词 （如使用 ））

CNPAT, WPI, EPODOC, CNKI ：李艳，时凌云，孙伟，谢晓波，移位寄存器，时钟，控制 电路，控制模块，控制单元 , 第一，第二，第
三 ，第 四，电源，复位，上拉，下拉，交替，相位，频率，扫描时间，固定，占空 比，充 电，灵活，shift l register, clock,
control, first, second, third, fourth, power, reset, pull, up, down, alternate, phase, frequency, scan,
duty l w ratio, charge, VGH, VGL

c . 相 关文件

类 型* 引用文件 ，必要 时，指 明相关段落 相关 的权利要求

X CN 106205461 A (京 东方科技集 团股份有 限公司 等） 2016 年 12月 7 日 （2016 - 12 - 1-15
07)

说 明书第 [0032] - [01(»] 段 ，附图 1-6

A CN 104269145 A (京 东方科技集 团股份有 限公司 等） 2 015 年 1月 7 日 （2 015 - 0 1 - 07) 1-15
说 明书第 [0073] - [0100] 段 ，附图 1- 3b

A CN 103730089 A (京 东方科技集 团股份有 限公司） 2 0 14 年 4月 16 日 （2 0 14 - ( - 16) 1-15
全文

A CN 103198781 A (合肥京东方光 电科技有 限公司 等） 2 013 年 7月 10 日 （2 013 - 07 - 1-15
10)

全文

A US 2015301415 A l (SHARP KABUSHIKI KAISHA) 2015 年 10月 2 0 (2015 - 10 - 22) 1-15
全文

A US 2011150169 A l (AU OPTRONICS CORP. ) 201 1年 6月 3 0 (2011 - 06 - 23) 1-15
全文

口 其余文件在c栏 的续页 中列 出。 见 同族专利 附件 。

* 引用文件 的具体类型 ： " Τ 在 申请 日或优先权 日之后 公布 ，与 申请 不相抵触 ，但 为 了理解
口, 发 明之理论 或原理 的在后 文件

不 目 表 二 " χ " 特 别相細 文件 ' 单独考虑该文件 ，认 定要求保护 的发 明不是
" Ε" 在 国 te 申请 日的当天或 之后公布 的在 先 申请 或专利 新颖 的或不 具有创 造性

"L" 可 能对优 先权要 求构成怀疑 的文件 ，或为确 定另一 篇引用 文件 " γ " 管 ¾» ¾ 岧匸養惑耆齊 该 食¾
的公布 曰而引用 的或者 因其他 特殊理 由而引用 的文 件 （如 具体 塋食¾ 本 领域技木人 员为显而 易见时 ' 要求保护 的发
说 明的） 明不 具有创 造性

"0" 涉 及 口头 公开、使用 、展览或 其他方 式公开 的文件 同族 专利 的文件

"P" 公布 日先 于 国际 申请 日但迟于所要求 的优先权 日的文件

国际检索实 际完成 的 日期 国际检 索报告邮寄 日期

2017 年 9月 18 日 2017 年 10月 17

ISA/CN 的名称和邮寄地址 受权官员

中华人 民共和 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ISA/CN)
杨 世 兴中国北京市海淀区蓟 门桥西土城路 6号 100088

传真号 (86-10) 62019451 电话号码 (86-10) 62413445

表 PCT/ISA/210 (第 2页） （2009年 7月）



国际检 索报告 国际 申请号
关 于 同 族 专 利 的 信 息

PCT/CN20 17/0927 12

公布 日 公布 日
检 索报 告引用 的专利 文件 同族专利

(年 / 月 / 日) (年 / 月 / 日)

CN 106205461 A 2016 年 12月 7 曰 无

CN 104269145 A 2015 年 1月 7 曰 CN 104269145 B 2016 年 7月 6 曰

CN 103730089 A 2014 年 4月 16 日 US 2016019840 A l 2016 年 1月 2 1 日

CN 103730089 B 2015 年 1 1月 2 5 日

US 9514683 B2 2016 年 12月 6 曰

wo 2015096387 A l 2015 年 7月 2 曰

CN 103198781 A 2013 年 7月 10 日 u s 2015302935 A l 2015 年 10月 2 2 日

u s 9502135 B2 2016 年 1 1月 2 2 日

KR 20140127217 A 2014 年 11月 3 曰

EP 2963635 A l 2016 年 1月 6 曰

WO 2014131250 A l 2014 年 9月 4 曰

KR 101661479 B l 2016 年 9月 30 日

CN 103198781 B 2015 年 4月 29 日

P 2016516254 A 2016 年 6月 2 曰

US 2015301415 A l 2015 年 10月 2 2 日 wo 2014069279 A l 2014 年 5月 8 曰

P 6029247 B2 2016 年 1 1月 24 日

PWO 2014069279 A l 2016 年 9月 8 曰

US 201 1 150169 A l 2011 年 6月 2 3 日 TW 201123728 A 2011 年 7月 1 曰

TW 1384756 B 2013 年 2月 1 曰

u s 8098791 B2 2012 年 1月 17 日

表 PCT/ISA/210 (同族专利 附件） （2009年 7月）


	abstract
	description
	claims
	drawings
	wo-search-report
	wo-search-repor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