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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Title: SHIFT REGISTER UNIT AND DRIVE METHOD THEREOF, SHIFT REGISTER AND DISPLAY DEVICE

(54) 发明名称 ：移位寄存器单元及其驱动方法、移位寄存器和显示装置

(57) Abstract: A shift register unit and drive method thereof,
shift register and display device. A shift register unit com
prises: an input module (PI) configured to receive a signal of
an input signal end (Input N ) and a signal of a high voltage
end (VGH); a reset module (P2) configured to reset a current
stage output end (OUT N ) of the shift register unit and a pull-
up control node (PU); a pull-down module (P3) configured to«—
discharge the pull-up control node (PU) and the current stage
output end (OUT N ) of the shift register unit; an output pull
down control module (P4) configured to generate a power
supply enable signal and a power supply power providing sig
nal; and an output control module (P5) configured to generate
a gate drive signal and to output the power supply enable sig
nal, power supply power providing signal and gate drive sig
nal. The shift register unit in the present invention i s applied
to a display device, and can solve the problem of the structur
al complexity and excessive volume of the existing shift re
gisters.<
(57) 摘要:一种移位寄存器单元及其驱动方法、移位
寄存器和显示装置。移位寄存器单元包括用于接收
输入信号端 （Input N ) 的信号和高电平端 （VGH )
的信号的输入模块 （P 1 ) ，用于对移位寄存器单元
的本级输出端 （OUT N ) 和上拉控制节点 （PU ) 进
行复位的复位模块 （P2 ) ，用于对上拉控制节点
( PU ) 和移位寄存器单元的本级输出端 （OUT N )
进行放电的下拉模块 （P3 ) ，用于生成电源使能信

号和电源功率提供信号的输出下拉控制模块 （P4 ) 以及用于生成栅极驱动信号，输出电源使能信号、电源功
率提供信号和栅极驱动信号的输出控制模块 （P5 ) 移位寄存器单元应用于显示装置中，能够解决移位寄存器
结构复杂，且占用空间过大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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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位寄存器单元及其驱动方法、移位寄存器和显示装置

技术领域

本发明涉及显示技术领域，更具体地，涉及移位寄存器单元及其驱动

方法、移位寄存器电路以及显示装置。

背景技术

在显示装置中，像素阵列包括横纵交错的栅极扫描线和数据线。其中，

为了实现像素阵列的逐行扫描，通常采用栅极驱动电路驱动像素阵列中的

像素单元。现有技术中，栅极驱动电路常采用 GOA(Gate Driver on Array,

阵列基板行驱动 设计将 TFTCThin Film Transistor, 薄膜场效应晶体管：栅极

开关电路集成在显示面板的阵列基板上以形成对显示面板的扫描驱动，这

种利用 GOA 技术集成在阵列基板上的栅极驱动电路也称为移位寄存器，

移位寄存器需要提供多个控制信号来驱动一行像素单元。

在现有技术中，移位寄存器包括多级移位寄存器单元，但是，一级移

位寄存器单元只能提供一个控制信号，想要驱动一行像素单元，需要将多

级移位寄存器单元级联，使得移位寄存器的结构复杂，且移位寄存器占用

的空间过大。

发明内容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移位寄存器单元及其驱动方法、移位寄存

器和显示装置，用于简化移位寄存器的结构，减小移位寄存器占用的空间。

为了实现上述 目的，本发明提供如下技术方案：

第一方面，本发明提供了一种移位寄存器单元，包括：

输入模块，其控制端与输入信号端连接，输入端与高电平端连接，输

出端与上拉控制节点连接，所述输入模块用于在所述输入信号端的信号的

控制下在上拉控制节点输出上拉控制信号；

复位模块，其控制端与第五级输出端连接，第一输入端与移位寄存器



单元的本级输 出端连接 ，第二输入端与上拉控制节点连接 ，输 出端与低 电

平端连接 ，所述第五级输 出端为移位寄存器单元作为第一级移位寄存器单

元时对应 的第五级移位寄存器单元的输 出端，所述复位模块用于对所述移

位寄存器单元的本级输 出端和所述上拉控制节点进行复位 ；

下拉模块 ，其控制端与下拉控制节点连接 ，第一输入端与移位寄存器

单元的本级输 出端连接 ，第二输入端与上拉控制节点连接 ，输 出端与低 电

平端连接 ，所述下拉模块用于对所述上拉控制节点和所述移位寄存器单元

的本级输 出端进行放 电；

输 出下拉控制模块 ，其第一控制端与上拉控制节点连接 ，第一输入端

与下拉控制节点连接 ，第一输 出端与低 电平端连接 ，第二控制端与一中间

节点连接 ，第二输入端与高 电平端连接 ，第二输 出端与下拉控制节点连接 ，

第三控制端和第三输入端与高 电平端连接 ，第三输 出端与所述 中间节点连

接 ，第 四控制端与所述 中间节点连接 ，第 四输入端与高 电平端连接 ，第 四

输 出端与输 出控制节点连接 ，第五控制端与移位寄存器单元的本级输 出端

连接 ，第五输入端与输 出控制节点连接 ，第五输 出端与低 电平端连接 ，所

述输 出下拉控制模块用于生成 电源使能信号和 电源功率提供信号；

输 出控制模块 ，其第一控制端与上拉控制节点连接 ，第一输入端与第

一时钟信号端连接 ，第一输 出端与移位寄存器单元的本级输 出端连接 ，第

二控制端与移位寄存器单元的本级输 出端连接 ，第二输入端与高 电平端连

接 ，第二输 出端与栅极驱动信号端连接 ，第三控制端与第 四级输 出端连接 ，

第三输入端与栅极驱动信号端连接 ，第三输出端与低 电平端连接 ，第 四控

制端与第二时钟信号端连接 ，第 四输入端与输 出控制节点连接 ，第 四输 出

端与 电源功率提供信号端连接 ，第五控制端与第三时钟信号端连接 ，第五

输入端与输 出控制节点连接 ，第五输 出端与输 出电源使能信号端连接 ，所

述第 四级输 出端为所述移位 寄存器单元作为第一级移位 寄存器单元 时对

应的笫 四级移位寄存器单元的输 出端 ，所述输出控制模块用于生成栅极驱

动信号，输 出所述 电源使能信号、所述 电源功率提供信号和所述栅极驱动

信号。

第二方面 ，本发 明提供 了一种移位寄存器单元的驱动方法 ，包括：

第一阶段 ，输入模块接收输入信号端的高 电平信号，利用高 电平端的



高 电平信号为上拉控制节点充 电；输 出控制模块接收所述上拉控制节点的

高 电平信号和第一时钟信号端 的信号 ，为移位寄存器单元的本级输 出端提

供信号 ，根据所述移位寄存器单元的本级输出端 的信号和第 四级输 出端的

信号，在栅极驱动信号端输 出栅极驱动信号；输 出下拉控制模块接收所述

移位寄存器单元 的本级输 出端 的信号和所述高 电平端的高 电平信号，在输

出控制节点生成 电源使能信号和 电源功率提供信号；输 出控制模块接收第

二时钟信号端的信号和第三时钟信号端 的信号 ，在所述 电源使能信号端和

所述 电源功率提供信号端分别输 出所述 电源使能信号和所述 电源功率提

供信号；

第二阶段 ，复位模块接收第五级输 出端的高 电平信号，将所述移位寄

存器单元 的本级输 出端和所述上拉控制节点复位至低 电平信号；输 出下拉

控制模块接收所述上拉控制节点的低 电平信号 ，为下拉控制节点提供高 电

平信号；所述下拉模块接收所述下拉控制节点的高 电平信号，对所述上拉

控制节点和所述移位寄存器单元的本级输 出端进行放 电；所述输 出控制模

块接收所述上拉控制节点的低 电平信号和所述第 四级输 出端的信号，在所

述栅极驱动信号端输 出低 电平信号；所述输出下拉控制模块接收所述移位

寄存器单元的本级输 出端的信号和所述高 电平端 的高 电平信号 ，在输 出控

制节点生成高 电平信号；所述输 出控制模块接收所述第二时钟信号端 的信

号和所述第三时钟信号端的信号，在所述 电源使能信号端和所述 电源功率

提供信号端输 出均为高 电平信号 的输 出电源使能信号和 电源功率提供信

号。

第三方面，本发 明提供 了一种移位寄存器 ，包括级联的多级上述技术

方案中的移位寄存器单元 ，其中，前一级移位寄存器单元的本级输 出端连

接后一级移位寄存器单元的输入信号端 。

第 四方面，本发 明提供 了一种显示装置 ，包括上述技术方案中的移位

寄存器 ，其 中，所述移位寄存器 中的移位寄存器单元提供的输 出电源使能

信号、电源功率提供信号和栅极驱动信号用于驱动所述显示装置中的像素

单元 。

本发 明提供的移位寄存器单元及其驱动方法、移位寄存器和显示装置

中，移位寄存器单元包括输入模块、复位模块、下拉模块、输 出下拉控制



模块和输 出控制模块 ，其 中，输 出下拉控制模块能够生成 电源使能信号和

电源功率提供信号，输 出控制模块能够生成栅极启动信号，接收输 出下拉

控制模块生成的电源使能信号和 电源功率提供信号，并在其输 出处输 出电

源使能信号、电源功率提供信号和栅极驱动信号三个控制信号，与现有技

术中只能输 出一个控制信号的移位寄存器单元相 比，本发 明中的移位寄存

器单元能够提供 同时提供 电源使能信号、电源功率提供信号和栅极驱动信

号三个控制信号 ，来驱动像素单元 ，从而在能够驱动像素单元 的前提下 ，

减少 了移位寄存器 中所需移位寄存器单元的数 目，从而简化 了移位寄存器

的结构 ，减小了移位寄存器 占用 的空间。

附图说明

此处所说 明的附图用来提供对本发 明的进一歩理解 ，构成本发 明的一

部分 ，本发 明的示意性实施例及其说 明用于解释本发 明，并不构成对本发

明的不当限定。在 附图中：

图 1 为本发 明实施例一 中的移位寄存器单元的结构示意 图；

图 2 为本发 明实施例二中的移位寄存器单元的结构示意 图；

图 3 为与图 2 中移位寄存器单元对应 的信号时序 图；

图 4 为本发 明实施例三 中的移位寄存器 的结构示意图；

图 5 为与图 4 中移位寄存器对应的信号时序 图；

图 6 为本发 明另一实施例中的移位寄存器 的结构示意图；

图 7 为与图 6 中移位寄存器对应的信号时序 图。

具体实施方式

为 了进一歩说 明本发 明实施例提供 的移位寄存器单元及其驱动方法、

移位寄存器和显示装置 ，下面结合说 明书附图进行详细描述 。

实施例一

请参阅图 1，本发 明实施例提供的移位寄存器单元包括输入模块 Pl 、

复位模块 P2、下拉模块 P3、输 出下拉控制模块 P4 和输 出控制模块 P5。

下面 以移位寄存器 中的第 N 级移位寄存器单元进行说 明。

输入模块 P1 的控制端与输入信号端 Input N 连接 ，输入端与高 电平端



VGH 连接 ，输 出端与上拉控制节点 PU 连接 ，上拉控制节点 PU 为输入模

块 Pl 、复位模块 P2、下拉模块 P3、输 出下拉控制模块 P4 和输 出控制模

块 P5 的交点。输入模块 P1 用于在输入信号端 Input N 的信号的控制下 ，

在上拉控制节点输 出上拉控制信号。

复位模块 P2 的控制端与第五级输 出端 OUT N+4 连接 ，第一输入端与

移位寄存器单元 的本级输 出端 OUT N 连接 ，第二输入端与上拉控制节点

PU 连接 ，输 出端与低 电平端 VGL 连接 ，其中第五级输 出端 OUT N+4 为

级联的移位寄存器单元 中、以本移位寄存器单元作为第一级移位寄存器单

元时对应 的第五级移位寄存器单元的输 出端。复位模块 P2 用于对所述移

位寄存器单元的本级输 出端 OUT N 和所述上拉控制节点 PU 进行复位 。

下拉模块 P3 的控制端与下拉控制节点 PD 连接 ，第一输入端与移位寄

存器单元 的本级输 出端 OUT N 连接 ，第二输入端与上拉控制节点 PU 连接 ，

输 出端与低 电平端 VGL 连接 ，下拉控制节点 PD 为下拉模块 P3 与输 出下

拉控制模块 P4 的交点。下拉模块 P3 用于对上拉控制节点 PU 和移位寄存

器单元的本级输 出端 OUT N 进行放 电。

输 出下拉控制模块 P4 的第一控制端与上拉控制节点 PU 连接 ，第一输

入端与下拉控制节点 PD 连接 ，第一输 出端与低 电平端 VGL 连接 ，第二控

制端与一 中间节点连接 ，第二输入端与高 电平端 VGH 连接 ，第二输 出端

与下拉控制节点 PD 连接 ，第三控制端和第三输入端与高 电平端 VGH 连

接 ，第三输 出端与所述 中间节点连接 ，第 四控制端与所述 中间节点连接 ，

第 四输入端与高 电平端 VGH 连接 ，第 四输 出端与输 出控制节点 PB 连接 ，

第五控制端与移位寄存器单元 的本级输 出端 OUT N 连接 ，第五输入端与

输 出控制节点 PB 连接 ，第五输 出端与低 电平端 VGL 连接 ，输 出控制节点

PB 为输 出下拉控制模块 P4 与输 出控制模块 P5 的交点。输 出下拉控制模

块 P4用于生成并在输 出控制节点 PB 处输 出电源使能信号和 电源功率提供

信号。

输 出控制模块 P5 的第一控制端与上拉控制节点 PU 连接 ，第一输入端

与第一时钟信号端 CL1 连接 ，第一输 出端与移位寄存器单元的本级输 出端

OUT N 连接 ，第二控制端与移位寄存器单元的本级输 出端 OUT N 连接 ，

第二输入端与高 电平端 VGH 连接 ，第二输出端与栅极驱动信号端 GATE



连接 ，第三控制端与第 四级输 出端 OUT N+3 连接 ，第三输入端与栅极驱

动信号端 GATE 连接 ，第三输 出端与低 电平端 VGL 连接 ，第 四控制端与

第二时钟信号端 CL2 连接 ，第 四输入端与输出控制节点 PB 连接 ，第 四输

出端与 电源功率提供信号端 Elvdd 连接 ，第五控制端与第三时钟信号端

CL3 连接 ，第五输入端与输 出控制节点 PB 连接 ，第五输 出端与输 出电源

使能信号端 EM 连接 ，其 中第 四级输 出端 OUT N+3 为级联 的移位寄存器

单元中、以本移位寄存器单元作为第一级移位寄存器单元时对应的第 四级

移位寄存器单元 的输 出端 ，输 出控制模块 P5 用于生成栅极驱动信号 ，并

在 电源使能信号端 EM 输 出电源使能信号、在 电源功率提供信号端 Elvdd

输 出电源功率提供信号和在栅极驱动信号端 GATE 输 出栅极驱动信号 。

本发 明实施例提供的移位寄存器单元包括输入模块 Pl 、复位模块 P2、

下拉模块 P3、输 出下拉控制模块 P4 和输 出控制模块 P5，其中，输 出下拉

控制模块 P4 能够在输 出控制节点 PB 处生成 电源使能信号和 电源功率提供

信号，输 出控制模块 P5 能够生成栅极驱动信号 ，接收输 出下拉控制模块

生成的电源使能信号和 电源功率提供信号，并在其输 出处输 出电源使能信

号、电源功率提供信号和栅极驱动信号三个控制信号，与现有技术中只能

输 出一个控制信号的移位寄存器单元相 比，本发 明中的移位寄存器单元能

够 同时提供 电源使能信号、电源功率提供信号和栅极驱动信号三个控制信

号，来驱动像素单元 ，从而在能够驱动像素单元 的前提下 ，减少 了移位寄

存器 中所需移位寄存器单元的个数 ，从而简化 了移位寄存器 的结构 ，减小

了移位寄存器 占用 的空间。

下面将说 明上述移位寄存器单元的驱动方法 ，其中，上述移位寄存器

单元的驱动方法包括两个阶段 ：

第一阶段 ，输入模块 P1 接收输入信号端 Input N 的高 电平信号，利用

高 电平端 VGH 的高 电平信号为上拉控制节点 PU 充 电；输 出控制模块 P5

接收上拉控制节点 PU 的高 电平信号和笫一时钟信号端 CL1 的信号，为移

位寄存器单元的本级输 出端 OUT N 提供信号，根据移位寄存器单元 的本

级输 出端 OUT N 的信号和第 四级输 出端 OUT N+3 的信号 ，在栅极驱动信

号端 GATE 输 出栅极驱动信号；输 出下拉控制模块 P4 接收移位寄存器单

元的本级输 出端 OUT N 的信号和高 电平端 VGH 的高 电平信号，在输 出控



制节点 PB 生成 电源使能信号和 电源功率提供信号；输 出控制模块 P5 接收

第二时钟信号端 CL2 的信号和第三时钟信号端 CL3 的信号 ，在 电源使能

信号端 EM 和 电源功率提供信号端 Elvdd 分别输 出电源使能信号和 电源功

率提供信号。

第二阶段 ，复位模块 P2 接收第五级输 出端 OUT N+4 的高 电平信号，

将移位寄存器单元的本级输 出端 OUT N 和上拉控制节点 PU 复位至低 电平

信号；输 出下拉控制模块 P4 接收上拉控制节点 PU 的低 电平信号，为下拉

控制节点 PD 提供高 电平信号；下拉模块 P3 接收下拉控制节点 PD 的高 电

平信号 ，对上拉控制节点 PU 和移位寄存器单元的本级输 出端 OUT N 进行

放 电;输 出控制模块 P5 接收上拉控制节点 PU 的低 电平信号和第 四级输 出

端 OUT N+3 的信号，在栅极驱动信号端 GATE 输 出低 电平信号；输 出下

拉控制模块 P4 接收移位寄存器单元的本级输出端 OUT N 的信号和高 电平

端 VGH 的高 电平信号 ，在输 出控制节点 PB 生成高 电平信号；输 出控制

模块 P5 接收第二时钟信号端 CL2 的信号和第三时钟信号端 CL3 的信号 ，

在 电源使能信号端 EM 和 电源功率提供信号端 Elvdd 输 出均为高 电平信号

的输 出电源使能信号和 电源功率提供信号。

上述驱动方法应用于实施例一 中的移位寄存器单元 ，所述移位寄存器

单元的驱动方法具有的优势与移位寄存器单元具有的优势相 同，此处不再

赘述 。

实施例二

请参 阅图 2，下面将详细说 明实施例一中的输入模块 P l 、复位模块

P2、下拉模块 P3、输 出下拉控制模块 P4 和输出控制模块 P5 的具体结构 。

当然 ，根据本发 明的输入模块 P l 、复位模块 P2、下拉模块 P3、输 出下拉

控制模块 P4 和输 出控制模块 P5 的结构不局限于 图 2 所示的实施例 。该实

施例仅作为示例提供 。

输入模块 P1 包括笫一 晶体管 T 1 , 其栅极连接输入信号端 Input N , 其

源极连接高 电平端 VGH, 其漏极连接上拉控制节点 PU 。在该实施例中，

第一晶体管 T 1 的栅极对应于输入模块 的控制端 ，源极对应于输入模块的

输入端 ，漏极对应于输入模块 的输 出端 。

复位模块 P2 包括第二晶体管 T2 和第三晶体管 T3 ; 其中，第二晶体



管 T2，其栅极连接第五级输出端 OUT Ν+4，其源极连接移位寄存器单元

的本级输出端 OUT N , 其漏极连接低电平端 VGL; 第三晶体管 Τ3 , 其栅

极连接第五级输出端 OUT Ν+4, 其源极连接上拉控制节点 PU，其漏极连

接低电平端 VGL 。在该实施例中，第二晶体管 T2 的栅极和第三晶体管 T3

的栅极对应于复位模块的控制端，第二晶体管 T2 的源极对应于复位模块

的第一输入端，第三晶体管 T3 的源极对应于复位模块的第二输入端第二

晶体管 T2 的漏极和第三晶体管 T3 的漏极对应于复位模块的输出端。

下拉模块 P3 包括第四晶体管 T4 和第五晶体管 T5; 其中，第四晶体

管 T4, 其栅极连接下拉控制节点 PD，其源极连接移位寄存器单元的本级

输出端 OUT N , 其漏极连接低电平端 VGL; 第五晶体管 T5, 其栅极连接

下拉控制节点 PD ，其源极连接上拉控制节点 PU ，其漏极连接低 电平端

VGL 。在该实施例中，第四晶体管 T4 的栅极和第五晶体管 T5 的栅极对应

于下拉模块的控制端，第四晶体管 T4 的源极对应于下拉模块的第一输入

端，第五晶体管 T5 的源极对应于下拉模块的第二输入端，第四晶体管 T4

的漏极和第五晶体管 T5 的漏极对应于下拉模块的输出端。

输出下拉控制模块 P4 包括第六晶体管 T6、第七晶体管 Τ7、第八晶体

管 Τ8、第九晶体管 Τ9 和第十晶体管 T10; 其中，第六晶体管 Τ6，其栅极

连接上拉控制节点 PU，其源极连接下拉控制节点 PD ，其漏极连接低电平

端 VGL; 第七晶体管 T7, 其栅极连接第八晶体管 T8 的漏极和第九晶体管

T9 的栅极，其源极连接高电平端 VGH, 其漏极连接下拉控制节点 PD; 第

八晶体管 T8, 其栅极连接高电平端 VGH 、其源极连接高电平端 VGH ，其

漏极连接第九晶体管 T9 的栅极；第九晶体管 T9 , 其栅极连接第七晶体管

的栅极，其源极连接高电平端 VGH, 其漏极连接输出控制节点 PB; 第十

晶体管 T10, 其栅极连接移位寄存器单元的本级输出端 OUT N , 其源极连

接输出控制节点 PB，其漏极连接低电平端 VGL 。在该实施例中，第六晶

体管 T6 的栅极对应于输出下拉控制模块 P4 的笫一控制端，笫六晶体管

T6 的源极对应于输出下拉控制模块 P4 的第一输入端，第六晶体管的漏极

对应于输出下拉控制模块 P4 的第一输出端；第七晶体管的栅极对应于输

出下拉控制模块 P4 的第二控制端，第七晶体管的源极对应于输出下拉控

制模块 P4 的第二输入端，第七晶体管的漏极对应于输出下拉控制模块 P4



的第二输出端；第八晶体管的栅极对应于输出下拉控制模块 P4 的第三控

制端，第八晶体管的源极对应于输出下拉控制模块 P4 的第三输入端，第

八晶体管的漏极对应于输出下拉控制模块 P4 的输出端；第九晶体管的栅

极对应于输出下拉控制模块 P4 的第 四控制端，第九晶体管的源极对应于

输出下拉控制模块 P4 的第四输入端，第九晶体管的漏极对应于输出下拉

控制模块 P4 的第四输出端；第十晶体管的栅极对应于输出下拉控制模块

P4 的第五控制端，第十晶体管的源极对应于输出下拉控制模块 P4 的第五

输入端，第十晶体管的漏极对应于输出下拉控制模块 P4 的第五输出端。

输出控制模块 P5 包括第一输出控制子模块和第二输出控制子模块，

第一输出控制子模块用于输出栅极驱动信号，第二输出控制子模块用于输

出电源使能信号和电源功率提供信号。具体的，第一输出控制子模块包括

第 一晶体管 Tll 、第十二晶体管 T12 和第十三晶体管 Τ13，第二输出控

制子模块包括第十四晶体管 T14 和第十五晶体管 T15 ; 其中，第十一晶体

管 T11 , 其栅极连接上拉控制节点 PU, 其源极连接第一时钟信号端 CL1 ,

其漏极连接移位寄存器单元的本级输出端 OUT Ν ; 第十二晶体管 T12 ，其

栅极连接移位寄存器单元的本级输 出端 OUT N ，其源极连接高 电平端

VGH, 其漏极连接栅极驱动信号端 GATE; 第十三晶体管 T13 ，其栅极连

接第四级输出端 OUT N+3 , 其源极连接栅极驱动信号端 GATE, 其漏极连

接低 电平端 VGL; 第十四晶体管 T14, 其栅极连接第二时钟信号端 CL2,

其源极连接输出控制节点 PB ，其漏极连接 电源功率提供信号端 Elvdd; 第

十五晶体管 T15 , 其栅极连接第三时钟信号端 CL3 , 其源极连接输出控制

节点 PB，其漏极连接输出电源使能信号端 EM 。在该实施例中，第十一晶

体管的栅极对应于输出控制模块 P5 的第一控制端，第十一晶体管的源极

对应于输出控制模块 P5 的第一输入端，第十一晶体管的漏极对应于输出

控制模块 P5 的第一输出端；第十二晶体管的栅极对应于输出控制模块 P5

的笫二控制端，笫十二晶体管的源极对应于输出控制模块 P5 的笫二输入

端，第十二晶体管的漏极对应于输出控制模块 P5 的第二输出端；第十三

晶体管的栅极对应于输出控制模块 P5 的第三控制端，第十三晶体管的源

极对应于输出控制模块 P5 的第三输入端，第十三晶体管的漏极对应于输

出控制模块 P5 的第三输出端；第十四晶体管的栅极对应于输出控制模块



P 的第 四控制端 ，第十 四晶体管的源极对应于输 出控制模块 P5 的第 四输

入端 ，第十 四晶体管的漏极对应于输 出控制模块 P5 的第 四输 出端；第十

五晶体管的栅极对应于输 出控制模块 P5 的第五控制端 ，第十五晶体管的

源极对应于输 出控制模块 P5 的第五输入端，第十五晶体管的漏极对应于

输 出控制模块 P5 的第五输 出端 。

其中，输入模块 P l 、复位模块 P2、下拉模块 P3、输 出下拉控制模块

P4 和输 出控制模块 P5 的具体结构之间的具体连接情况如下 ：第一晶体管

T l ，其源极连接第十二晶体管 T12 的源极 ，其漏极连接第十一晶体管 T11

的栅极、第三晶体管 Τ3 的源极、第五晶体管 Τ5 的源极和第六 晶体管 Τ6

的栅极；第二晶体管 Τ2 , 其源极连接第十一晶体管 T11 的漏极、第十二

晶体管 T12 的栅极、第 四晶体管 Τ4 的源极和第十晶体管 T10 的栅极 ，其

漏极连接第 四晶体管 Τ4 的漏极、第五晶体管 Τ5 的漏极、第六 晶体管 Τ6

的漏极、第十晶体管 T10 的漏极和第十三晶体管 T13 的漏极 ；第三晶体管

Τ3，其源极连接第五晶体管 Τ5 的源极、第十一 晶体管 T 11 的栅极和第六

晶体管 Τ6 的栅极 ，其漏极连接第五晶体管 Τ5 的漏极、第 四晶体管 Τ4 的

漏极、第六 晶体管 Τ6 的漏极、第十晶体管 T10 的漏极和第十三晶体管 T13

的漏极 ；第 四晶体管 Τ4 , 其栅极连接第六 晶体管 Τ6 的源极和第七 晶体管

Τ7 的漏极 ，其源极连接第十一晶体管 T11 的漏极、第十二晶体管 T12 的

栅极和第十晶体管 T10 的栅极 ，其漏极连接第六 晶体管 Τ6 的漏极、第十

晶体管 T10 的漏极和第十三晶体管 T13 的漏极；第五晶体管 Τ5 , 其栅极

连接第六 晶体管 Τ6 的源极和第七晶体管 Τ7 的漏极 ，其源极连接第十一 晶

体管 T11 的栅极和第六 晶体管 Τ6 的栅极 ，其漏极连接第六 晶体管 Τ6 的漏

极、第十晶体管 T10 的漏极和第十三 晶体管 T13 的漏极；第六 晶体管 Τ6 ,

其栅极连接第十一晶体管 T11 的栅极 ，其漏极连接第十三晶体管 T13 的漏

极；第九 晶体管 Τ9 , 其漏极连接第十 四晶体管 T14 的源极和第十五晶体

管 T15 的源极；笫十晶体管 T10 , 其栅极连接笫十二晶体管 T12 的栅极 ，

其源极连接第十 四晶体管 T14 的源极和第十五晶体管 T15 的源极 ，其漏极

连接第十三晶体管 T13 的漏极 。需要说 明的是，上拉控制节点 PU 具体可

以为第一 晶体管 T 1 的漏极和第十一 晶体管 T11 的栅极 的连接交点，下拉

控制节点 PD 具体可 以为第六 晶体管 Τ6 的源极和第七晶体管 Τ7 的栅极的



连接交点，输 出控制节点 PB 具体可 以是第九晶体管 T9 的漏极和第十晶体

管 T10 的源极 的连接交点。

本实施例 中以各个 晶体管为 P 型晶体管为例进行说 明，但需要说 明的

是，各个 晶体管也可 以为 N 型晶体管，晶体管为 N 型晶体管的电路设计

也在本 申请 的保护范围之 内。在该备选实施例中，各个 晶体管的连接与上

述实施例相 同，只是相应输入端和输 出端的连接交换 。例如 ，第一晶体管

的栅极对应于输入模块 的控制端 ，漏极对应于输入模块 的输入端 ，源极对

应于输入模块的输 出端 。

请参阅图 3，图 3 为与 图 2 所示 的移位寄存器单元对应的信号时序 图，

下面将结合 图 3 并 以各个 晶体管为 P 型 晶体管为例 ，对实施例二中的移位

寄存器单元的驱动方法进行说 明。需要说 明的是，实施例一中的第一阶段

包括 A-B 阶段、B-C 阶段、C-D 阶段、D-E 阶段和 E-F 阶段 ，第二阶段包

括 F-G 阶段和 G-H 阶段：

在 A-B 阶段 ，输入信号端 Input N 的信号为高 电平信号 ，第一 晶体管

T 1 的栅极接收输入信号端 Input N 的高 电平信号 ，第一 晶体管 T 1 开启 ，

对上拉控制节点 PU 进行充 电，上拉控制节点 PU 的信号为高 电平信号；

第十一晶体管 T11 的栅极接收上拉控制节点 PU 的高 电平信号 ，第十一 晶

体管 T11 开启 ，第一时钟信号端 CL1 的信号为低 电平信号，移位寄存器

单元的本级输 出端 OUT N 的信号为低 电平信号，第十二晶体管 T12 关 闭，

栅极驱动信号端 GATE 的信号为低 电平信号；上拉控制节点 PU 的信号为

高 电平信号，第六 晶体管 T6 开启 ，下拉控制节点 PD 的信号为低 电平信

号，第 四晶体管 T4 和第五晶体管 T5 均关 闭；第十晶体管 T10 的栅极接收

移位寄存器单元 的本级输 出端 OUT N 的低 电平信号，第十晶体管 T10 关

闭，故输 出控制节点 PB 的信号为高 电平信号；第二时钟信号端 CL2 的信

号为低 电平信号，第十 四晶体管 T14 关 闭，电源功率提供信号端 Elvdd 的

信号为高 电平信号；笫三时钟信号端 CL3 的信号为高 电平信号，笫十五晶

体管 T15 开启 ，电源使能信号端 EM 的信号为高 电平信号。

在 B-C 阶段 ，输入信号端 Input N 的信号为低 电平信号 ，第一 晶体管

T 1 关 闭，上拉控制节点 PU 保持 A-B 阶段时的高 电平信号；第十一 晶体

管 T11 开启 ，第一时钟信号端 CL1 的信号为高 电平信号，移位寄存器单



元的本级输出端 OUT N 的信号为高电平信号，第十二晶体管 T12 的栅极

接收移位寄存器单元的本级输 出端 OUT N 的高电平信号，第十二晶体管

T1 开启，栅极驱动信号端 GATE 通过第十二晶体管 T12 接收高 电平端

VGH 的高电平信号，并输 出栅极驱动信号，栅极驱动信号为高电平信号；

上拉控制节点 PU 的信号为高电平信号，第六晶体管 T6 开启，下拉控制

节点 PD 的信号为低 电平信号，第 四晶体管 T4 和第五晶体管 T5 仍保持关

闭状态；第十晶体管 T10 的栅极接收移位寄存器单元的本级输 出端 OUT N

的高电平信号，第十晶体管 T10 开启，输出控制节点 PB 的信号为低 电平

信号；第二时钟信号端 CL2 的信号为高 电平信号，第十 四晶体管 T14 开

启，电源功率提供信号端 Elvdd 输 出电源功率提供信号，电源功率提供信

号为低 电平信号；第三时钟信号端 CL3 的信号为低 电平信号，第十五晶体

管 T15 关 闭，电源使能信号端 EM 的信号保持为高电平信号。

在 C-D 阶段，输入信号端 Input N 的信号为高电平信号，第一晶体管

T 1 开启，对上拉控制节点 PU 进行充 电，上拉控制节点 PU 的信号为高电

平信号；第十一晶体管 T11 开启 ，第一时钟信号端 CL1 的信号为低 电平

信号，移位寄存器单元的本级输出端 OUT N 的信号为低 电平信号，第十

二晶体管 T12 关 闭，栅极驱动信号端 GATE 的信号保持为 B-C 阶段的高 电

平信号，即栅极驱动信号端 GATE 继续输出栅极驱动信号；上拉控制节点

PU 的信号为高电平信号，第六晶体管 T6 开启，下拉控制节点 PD 的信号

为低 电平信号，第 四晶体管 T4 和第五晶体管 T5 均关 闭；第十晶体管 T10

的栅极接收移位寄存器单元的本级输 出端 OUT N 的低 电平信号，第十晶

体管 T10 关 闭，故输出控制节点 PB 的信号为高 电平信号；第二时钟信号

端 CL2 的信号为高 电平信号，第十四晶体管 T14 开启，电源功率提供信

号端 Elvdd 的信号为高电平信号；第三时钟信号端 CL3 的信号为低 电平信

号，第十五晶体管 T15 关 闭，电源使能信号端 EM 的信号保持为高电平信

号。

在 D-E 阶段 ，输入信号端 Input N 的信号为低 电平信号，第一晶体管

T 1 关 闭，上拉控制节点 PU 保持 C-D 阶段的高 电平信号，第十一晶体管

T11 开启，第一时钟信号端 CL1 的信号为高电平信号，移位寄存器单元的

本级输出端 OUT N 的信号为高 电平信号，第十二晶体管 T12 的栅极接收



移位寄存器单元 的本级输 出端 OUT N 的高电平信号，第十二晶体管 T12

开启 ，栅极驱动信号端 GATE 通过第十二晶体管 T12 接收高 电平端 VGH

的高 电平信号，并输 出栅极驱动信号 ，栅极驱动信号为高 电平信号；上拉

控制节点 PU 的信号为高 电平信号 ，第六 晶体管 T6 开启 ，下拉控制节点

PD 的信号为低 电平信号 ，第 四晶体管 T4 和第五晶体管 T5 仍保持关 闭状

态 ；第十 晶体管 T10 的栅极接收移位寄存器单元 的本级输 出端 OUT N 的

高 电平信号，第十晶体管 T10 开启 ，输 出控制节点 PB 的信号为低 电平信

号；第二时钟信号端 CL2 的信号为低 电平信号 ，第十 四晶体管 T14 关 闭，

电源功率提供信号端 Elvdd 的信号为高 电平信号；第三时钟信号端 CL3 的

信号为高 电平信号，第十五晶体管 T15 开启，电源使能信号端 EM 输 出电

源使能信号，电源使能信号为低 电平信号。

在 E-F 阶段 ，输入信号端 Input N 的信号为低 电平信号 ，第一 晶体管

T 1 关 闭，上拉控制节点 PU 保持 D-E 阶段的高 电平信号，第十一晶体管

T11 开启 ，第一时钟信号端 CL1 的信号为低 电平信号，移位寄存器单元 的

本级输 出端 OUT N 的信号为低 电平信号，第十二晶体管 T12 关 闭；第 四

级输 出端 OUT N+3 的信号为高 电平信号，第十三晶体管 T13 开启 ，栅极

驱动信号端 GATE 的信号为低 电平信号；上拉控制节点 PU 的信号为高 电

平信号，第六 晶体管 T6 开启 ，下拉控制节点 PD 的信号为低 电平信号，

第 四晶体管 T4 和第五晶体管 T5 均关 闭；第十晶体管 T10 的栅极接收移位

寄存器单元的本级输 出端 OUT N 的低 电平信号 ，第十 晶体管 T10 关 闭，

故输 出控制节点 PB 的信号为高 电平信号；第二时钟信号端 CL2 的信号为

低 电平信号，第十 四晶体管 T14 关 闭，电源功率提供信号端 Elvdd 的信号

为高 电平信号；第三时钟信号端 CL3 的信号为高 电平信号，第十五晶体管

T15 开启 ，电源使能信号端 EM 的信号为高电平信号。

在 F-G 阶段 ，输入信号端 Input N 的信号为低 电平信号 ，第一 晶体管

T 1 关 闭；笫五级输 出端 OUT N+4 的信号为高 电平信号 ，笫二晶体管 T2

和第三晶体管 T3 均开启 ，通过第二晶体管 T2 对移位寄存器单元的本级输

出端 OUT N 进行放 电，移位寄存器单元 的本级输 出端 OUT N 复位至低 电

平信号，通过第三晶体管 T3 对上拉控制节点 PU 进行放 电，上拉控制节

点 PU 复位至低 电平信号；第六 晶体管 T6 的栅极接收上拉控制节点 PU 的



低电平信号，第六晶体管 T6 关闭，故下拉控制节点 PD 为高电平信号；

第四晶体管 Τ4 的栅极和第五晶体管 Τ5 的栅极接收下拉控制节点 PD 的高

电平信号，第四晶体管 Τ4 和第五晶体管 Τ5 均开启，第四晶体管 Τ4 进一

歩对移位寄存器单元的本级输出端 OUT Ν 进行放电，第五晶体管 T5 进一

歩对上拉控制节点 PU 进行放 电；移位寄存器单元的本级输出端 OUT N 的

信号为低 电平信号，第十晶体管 T10 关闭，输出控制节点 PB 为高电平信

号；第二时钟信号端 CL2 的信号为高电平信号，第十四晶体管 T14 开启，

电源功率提供信号端 Elvdd 的信号为高电平信号；第三时钟信号端 CL3 的

信号为低 电平信号，第十五晶体管 T15 关闭，电源使能信号端 EM 的信号

为高电平信号。

在 G-H 阶段，输入信号端 Input N 的信号为低电平信号，第一晶体管

T 1 关闭；第五级输出端 OUT N+4 的信号为低电平信号，第二晶体管 T2

和第三晶体管 T3 均关闭，移位寄存器单元的本级输出端 OUT N 保持 F-G

阶段的低 电平信号，上拉控制节点 PU 保持 F-G 阶段的低电平信号；第六

晶体管 T6 的栅极接收上拉控制节点 PU 的低电平信号，第六晶体管 T6 关

闭，故下拉控制节点 PD 为高电平信号；第四晶体管 T4 的栅极和第五晶

体管 T5 的栅极接收下拉控制节点 PD 的高电平信号，第四晶体管 T4 和第

五晶体管 T5 均开启，第四晶体管 T4 进一歩对移位寄存器单元的本级输出

端 OUT N 进行放 电，第五晶体管 T5进一歩对上拉控制节点PU 进行放电；

移位寄存器单元的本级输出端 OUT N 的信号为低电平信号，第十晶体管

T10 关闭，输出控制节点 PB 为高电平信号；第二时钟信号端 CL2 的信号

为高电平信号，第十四晶体管 T14 开启，电源功率提供信号端 Elvdd 的信

号为高电平信号；第三时钟信号端 CL3 的信号为低电平信号，第十五晶体

管 T15 关闭，电源使能信号端 EM 的信号为高电平信号。

在 A-H 阶段，第七晶体管 T7、第八晶体管 Τ8 和第九晶体管 Τ9 均保

持开启，其中笫八晶体管 Τ8 输出为高，控制笫七晶体管 Τ7 和笫九晶体管

Τ9 开启，从而分别为 PD 点和 ΡΒ 点写入高电平信号。

虽然在图 2 中示出了第八晶体管 Τ8 的栅极和源极均与高电平端 VGH

连接，但是，也可以将其与第一时钟信号 CL1 的反向信号相连，从而确保

PU 点在 PU 点之前为高电平，使得 PU 点为高电平时能对 PD 点进行放电。



需要说 明的是，第二时钟信号端 CL2 的信号与第三时钟信号端 CL3

的信号互为反相信号；第一时钟信号端 CL1 的信号的频率与第二时钟信号

端 CL2 的信号的频率不 同，优选 的，第一时钟信号端 CL1 的信号的频率

为第二时钟信号端 CL2 的信号的频率的 2 倍 。

实施例三

请参阅图 4，本发 明还提供 了一种移位寄存器 ，该移位寄存器包括多

级上述实施例一、二中的移位寄存器单元 ，其中，前一级移位寄存器单元

的本级输 出端连接后一级移位寄存器单元的输入信号端 。比如 ，如 图 4 所

示 ，第一级移位寄存器单元 U IT 1 的本级输出端 OUT 1 连接第二级移位

寄存器单元 U IT2 的输入信号端 Input 2。

进一歩地 ，所述移位寄存器包括 N 级上述实施例一、二中的移位寄存

器单元 ，N 为大于或等于 4 的整数；其 中，第 1 级移位寄存器单元 的第一

时钟信号端 CL1 与第 i+2 级移位寄存器单元的第一时钟信号端 CL1 均输

入第一时钟信号，第 1+ 1级移位寄存器单元的第一时钟信号端 CL1 与第 i+3

级移位寄存器单元的第一时钟信号端 CL1 均输入第一时钟信号的反相信

号；第 1 级移位寄存器单元的第二时钟信号端 CL2 与第 1+ 1 级移位寄存器

单元的第二时钟信号端 CL2 均输入第二时钟信号 ，第 1+2 级移位寄存器单

元的第二时钟信号端 CL2 与第 i+3 级移位寄存器单元 的第二时钟信号端

CL 均输入第二时钟信号的反 向信号；第 1 级移位寄存器单元的第三时钟

信号端 CL3 与第 i+1 级移位寄存器单元 的第三时钟信号端 CL3 均输入第

二时钟信号的反 向信号，第 1+2 级移位寄存器单元的第三时钟信号端 CL3

与第 1+3 级移位寄存器单元 的第三时钟信号端 CL3 均输入第二时钟信号 ，

i 为整数 ，i l 且 i+3 《N 。比如 ：如 图 4 所示 ，第一级移位寄存器单元 UNIT

1 的第一时钟信号端 CL1 输入第一时钟信号 CLK1 , 第二时钟信号端 CL2

输入第二时钟信号 CLK2, 第三时钟信号端 CL3 输入第二时钟信号的反相

信号 CLK2B ，笫一复位端 Reset 11 连接笫 四级移位寄存器 的输 出端 OUT 4，

第二复位端 Reset 1 连接第五级寄存器 的输出端 OUT 5；第二级移位寄存

器单元 UNIT 的第一 时钟信号端 CL1 输入第一 时钟信号 的反相信号

CLK1B, 第二时钟信号端 CL2 输入第二时钟信号 CLK2, 第三时钟信号端

CL3 输入第二时钟信号的反相信号 CLK2B, 第一复位端 Reset 2 1 连接第



五级移位寄存器 的输 出端 OUT 5，第二复位端 Reset 2 连接第六级寄存器

的输 出端 OUT 6；第三级移位寄存器单元 UNIT 3 的第一时钟信号端 CL1

输入第一时钟信号 CLK1 , 第 二时钟信号端 CL2 输入第二时钟信号的反相

信号 CLK2B, 第三时钟信号端 CL3 输入第二时钟信号 CLK2, 第一复位

端 Reset 3 1 连接第六级移位寄存器 的输 出端 OUT 6，第二复位端 Reset 32

连接第七级寄存器 的输 出端 OUT 7；第 四级移位寄存器单元 UNIT 4 的第

一时钟信号端 CL1 输入第一时钟信号的反相信号 CLK1B, 第 二时钟信号

端 CL2 输入第二时钟信号的反相信号 CLK2B, 第三时钟信号端 CL3 输入

第二时钟信号 CLK2 , 第一复位端 Reset 4 1 连接第七级移位寄存器 的输 出

端 OUT 7，第二复位端 Reset 42 连接第八级寄存器 的输 出端 OUT 8 ; 第五

级移位 寄存器单元 UNIT 5 的第一 时钟信号端 CL1 输入第一 时钟信号

CLK1 , 第 二时钟信号端 CL2 输入第二时钟信号 CLK2, 第三时钟信号端

CL3 输入第二时钟信号的反相信号 CLK2B, 第一复位端 Reset 5 1 连接第

八级移位寄存器 的输 出端 OUT 8，第二复位端 Reset 5 连接第九级寄存器

的输 出端 OUT 9，其余更多级 的移位寄存器单元 的连接情况 以此类推 。

在 图 4 中未示出各级移位寄存器单元 的栅极驱动信号输 出端、电源使

能信号输 出端和 电源功率提供信号输 出端的连接 。显然 ，各级移位寄存器

单元输 出的栅极驱动信号、电源使能信号和 电源功率提供信号用于驱动相

应的一行像素单元 。 P , 各级移位寄存器单元的栅极驱动信号输 出端、电

源使能信号输 出端和 电源功率提供信号输 出端与相应 的像素单元 的端子

相连 。

需要说 明的是 ，所述移位寄存器 中的移位寄存器单元与上述实施例一、

二中的移位寄存器单元具有的优势相 同，此处不再赘述 。

请参阅图 5，图 5 为与实施例三中的移位寄存器对应的信号时序 图，

移位 寄存器 的具体驱动方法参见组成移位 寄存器 的移位 寄存器单元 的驱

动方法 ，图 5 的信号时序说 明也可 以参照 图 3 对应的信号时序说 明。

当然 ，考虑到晶体管的充放 电，为了确保各个移位寄存器单元 的驱动

时序 ，可 以提供第三时钟信号，其相对于第二时钟信号滞后 ，例如 ，相对

于第二时钟信号滞后半个时钟周期。在移位寄存器包括 N 级移位寄存器单

元 ，其中 N 为大于或等于 4 的整数 的实施例中，第 1 级移位寄存器单元 的



第一时钟信号端 CL1 与第 1+2 级移位寄存器单元的第一时钟信号端 CL1

均输入第一时钟信号 ，第 1+ 1 级移位寄存器单元 的第一时钟信号端 CL1 与

第 1+3 级移位寄存器单元 的第一时钟信号端 CL1 均输入第一时钟信号的反

相信号；第 1级移位寄存器单元 的第二时钟信号端 CL2 输入第二时钟信号，

第 1+ 1级移位寄存器单元的第二时钟信号端 CL2 输入第三时钟信号，第 1+2

级移位寄存器单元的第二时钟信号端 CL2 输入第二时钟信号的反 向信号，

第 1+3 级移位寄存器单元 的第二时钟信号端 CL2 输入第三时钟信号的反 向

信号；第 1 级移位寄存器单元 的第三时钟信号端 CL3 输入第二时钟信号的

反 向信号 ，第 1+ 1 级移位寄存器单元 的第三时钟信号端 CL3 输入第三时钟

信号的反 向信号 ，第 1+2 级移位寄存器单元的第三时钟信号端 CL3 输入第

二时钟信号，第 1+3 级移位寄存器单元 的第三时钟信号端 CL3 输入第三时

钟信号，i 为整数 ，i l 且 i+3 《N 。比如：如图 6 所示 ，第一级移位寄存

器单元 UNIT 1 的第一时钟信号端 CL1 输入第一时钟信号 CLK1 , 第二时

钟信号端 CL2 输入第二时钟信号 CLK2 , 第三时钟信号端 CL3 输入第二时

钟信号的反相信号 CLK2B, 第一复位端 Reset 11 连接第 四级移位寄存器

的输 出端 OUT 4，第二复位端 Reset 1 连接第五级寄存器 的输 出端 OUT 5；

第二级移位寄存器单元 UNIT 的第一时钟信号端 CL1 输入第一时钟信号

的反相信号 CLK1B, 第 二时钟信号端 CL2 输入第三时钟信号 CLK3 , 第

三 时钟信号端 CL3 输入第三时钟信号 的反相信号 CLK3B , 第 一复位端

Reset 2 1 连接第五级移位寄存器 的输 出端 OUT 5，第二复位端 Reset 2 连

接第六级寄存器 的输 出端 OUT 6；第三级移位寄存器单元 UNIT 3 的第一

时钟信号端 CL1 输入第一时钟信号 CLK1 ，第二时钟信号端 CL2 输入第二

时钟信号的反相信号 CLK2B , 第 三 时钟信号端 CL3 输入第二时钟信号

CLK2, 第一复位端 Reset 3 1 连接第六级移位寄存器 的输 出端 OUT 6，第

二复位端 Reset 3 连接第七级寄存器 的输 出端 OUT 7；第 四级移位寄存器

单元 UNIT 4 的笫一时钟信号端 CL1 输入笫一时钟信号的反相信号 CLK1B ，

第二时钟信号端 CL2 输入第三时钟信号的反相信号 CLK3B, 第三时钟信

号端 CL3 输入第三时钟信号 CLK3 , 第一复位端 Reset 4 1 连接第七级移位

寄存器 的输 出端 OUT 7，第二复位端 Reset 4 连接第八级寄存器 的输 出端

OUT 8；第五级移位寄存器单元 UNIT 5 的第一时钟信号端 CL1 输入第一



时钟信号 CLKl , 第 二时钟信号端 CL2 输入第二时钟信号 CLK2, 第三时

钟信号端 CL3 输入第二时钟信号的反相信号 CLK2B ，第一复位端 Reset 5 1

连接第八级移位寄存器 的输 出端 OUT 8，第二复位端 Reset 5 连接第九级

寄存器 的输 出端 OUT 9，其余更多级 的移位寄存器单元 的连接情况 以此类

推 。

图 7 为与该实施例中的移位寄存器对应的信号时序 图，移位寄存器 的

具体驱动方法参见组成移位寄存器 的移位寄存器单元的驱动方法 ，图 7 的

信号时序说 明也可 以参照 图 3 对应的信号时序说 明。

实施例 四

本发 明还提供 了一种显示装置 ，该显示装置包括上述实施例三 中的移

位寄存器 ，其中，移位寄存器 中的移位寄存器单元提供 的输 出电源使能信

号、电源功率提供信号和栅极驱动信号用于驱动显示装置 中的像素单元 。

所述显示装置 中的移位 寄存器与上述实施例 中的移位 寄存器具有 的优势

相 同，此处不再赘述 。具体的，显示装置可 以为有机发光二极管显示面板、

电子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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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说 明书中的各个实施例均采用递进 的方式描述 ，各个实施例之间相

同相似 的部分互相参见即可 ，每个实施例重点说 明的都是与其他实施例的

不 同之处 。对于驱动方法实施例而言 ，由于其应用于装置实施例 ，相关之

处参见装置实施例的部分说 明即可 。

以上所述 ，仅为本发 明的具体实施方式，但本发 明的保护范围并不局

限于此 ，任何熟悉本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在本发 明揭露的技术范围内，可

轻易想到变化或替换 ，都应涵盖在本发 明的保护范围之 内。因此 ，本发 明

的保护范围应 以所述权利要求 的保护范围为准 。



权 利 要 求

1、一种移位寄存器单元 ，其特征在于 ，包括：

输入模块 ，其控制端与输入信号端连接 ，输入端与高 电平端连接 ，输

出端与上拉控制节点连接 ，所述输入模块用于在所述输入信号端的信号的

控制下在上拉控制节点输 出上拉控制信号；

复位模块 ，其控制端与第五级输 出端连接 ，第一输入端与移位寄存器

单元的本级输 出端连接 ，第二输入端与上拉控制节点连接 ，输 出端与低 电

平端连接 ，所述第五级输 出端为移位寄存器单元作为第一级移位寄存器单

元时对应 的第五级移位寄存器单元的输 出端，所述复位模块用于对所述移

位寄存器单元的本级输 出端和所述上拉控制节点进行复位 ；

下拉模块 ，其控制端与下拉控制节点连接 ，第一输入端与移位寄存器

单元的本级输 出端连接 ，第二输入端与上拉控制节点连接 ，输 出端与低 电

平端连接 ，所述下拉模块用于对所述上拉控制节点和所述移位寄存器单元

的本级输 出端进行放 电；

输 出下拉控制模块 ，其第一控制端与上拉控制节点连接 ，第一输入端

与下拉控制节点连接 ，第一输 出端与低 电平端连接 ，第二控制端与一中间

节点连接 ，第二输入端与高 电平端连接 ，第二输 出端与下拉控制节点连接 ，

第三控制端和第三输入端与高 电平端连接 ，第三输 出端与所述 中间节点连

接 ，第 四控制端与所述 中间节点连接 ，第 四输入端与高 电平端连接 ，第 四

输 出端与输 出控制节点连接 ，第五控制端与移位寄存器单元的本级输 出端

连接 ，第五输入端与输 出控制节点连接 ，第五输 出端与低 电平端连接 ；所

述输 出下拉控制模块用于生成 电源使能信号和 电源功率提供信号；

输 出控制模块 ，其第一控制端与上拉控制节点连接 ，第一输入端与第

一时钟信号端连接 ，第一输 出端与移位寄存器单元的本级输 出端连接 ，第

二控制端与移位寄存器单元的本级输 出端连接 ，笫二输入端与高 电平端连

接 ，第二输 出端与栅极驱动信号端连接 ，第三控制端与第 四级输 出端连接 ，

第三输入端与栅极驱动信号端连接 ，第三输出端与低 电平端连接 ，第 四控

制端与第二时钟信号端连接 ，第 四输入端与输 出控制节点连接 ，第 四输 出

端与 电源功率提供信号端连接 ，第五控制端与第三时钟信号端连接 ，第五



输入端与输 出控制节点连接 ，第五输 出端与输 出电源使能信号端连接 ，所

述第 四级输 出端为所述移位 寄存器单元作为第一级移位 寄存器单元 时对

应的第 四级移位寄存器单元的输 出端 ，所述输出控制模块用于生成栅极驱

动信号，并输 出所述 电源使能信号、所述 电源功率提供信号和所述栅极驱

动信号。

2、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 的移位寄存器单元 ，其特征在于 ，所述输 出

控制模块包括第一输 出控制子模块和第二输出控制子模块 ，所述第一输 出

控制子模块用于输 出所述栅极驱动信号 ，所述第二输 出控制子模块用于输

出所述输 出电源使能信号和所述 电源功率提供信号。

3、根据权利要求 1 或 2 所述 的移位寄存器单元 ，其特征在于 ，所述

输入模块包括第一晶体管，其栅极连接所述输入信号端 ，其源极连接所述

高 电平端和所述输 出控制模块 ，其漏极连接所述上拉控制节点。

4、根据权利要求 1-3 之一所述 的移位寄存器单元 ，其特征在于 ，所述

复位模块包括第二晶体管和第三晶体管；

其中，所述第二晶体管 ，其栅极连接所述第三晶体管的栅极 ，其源极

连接所述移位寄存器单元的本级输 出端 ，其漏极连接所述低 电平端；

所述第三 晶体管，其栅极连接所述第五级输 出端 ，其源极连接所述上

拉控制节点，其漏极连接所述低 电平端 。

5、根据权利要求 1-4 之一所述 的移位寄存器单元 ，其特征在于 ，所述

下拉模块包括第 四晶体管和第五晶体管；

其中，所述第 四晶体管 ，其栅极连接所述下拉控制节点，其源极连接

所述移位寄存器单元的本级输 出端 ，其漏极连接所述低 电平端 ；

所述第五晶体管，其栅极连接所述下拉控制节点，其源极连接所述上

拉控制节点，其漏极连接所述低 电平端 。

6、根据权利要求 1-5 之一所述 的移位寄存器单元 ，其特征在于 ，所述

输 出下拉控制模块包括笫六 晶体管、笫七晶体管、笫八 晶体管、笫九 晶体

管和第十 晶体管；

其中，所述第六 晶体管 ，其栅极连接所述上拉控制节点，其源极连接

所述下拉控制节点，其漏极连接所述低 电平端；

所述第七 晶体管 ，其栅极连接所述第八晶体管的漏极和第九晶体管的



栅极，其源极连接所述高电平端，其漏极连接所述下拉控制节点；
所述第八晶体管，其栅极连接所述高电平端，其源极连接所述高电平

端，其漏极连接所述第九晶体管的栅极；
所述第九晶体管，其栅极连接第七晶体管的栅极，其源极连接高电平

端 VGH, 其漏极连接所述输出控制节点；

所述第十晶体管，其栅极连接所述移位寄存器单元的本级输出端，其
源极连接所述输出控制节点，其漏极连接所述低电平端。

7、根据权利要求 2-6 之一所述的移位寄存器单元，其特征在于，所述

第一输出控制子模块包括第十一晶体管、第十二晶体管和第十三晶体管，
所述第二输出控制子模块包括第十四晶体管和第十五晶体管；

其中，所述第十一晶体管，其栅极连接所述上拉控制节点，其源极连
接所述第一时钟信号端，其漏极连接所述移位寄存器单元的本级输出端；

所述第十二晶体管，其栅极连接所述移位寄存器单元的本级输出端，
其源极连接所述高电平端，其漏极连接所述栅极驱动信号端；

所述第十三晶体管，其栅极连接所述第四级输出端，其源极连接所述
栅极驱动信号端，其漏极连接所述低电平端；

所述第十四晶体管，其栅极连接所述第二时钟信号端，其源极连接所
述输出控制节点，其漏极连接所述电源功率提供信号端；

所述第十五晶体管，其栅极连接所述第三时钟信号端，其源极连接所
述输出控制节点，其漏极连接所述输出电源使能信号端。

8、根据权利要求 7 所述的移位寄存器单元，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
晶体管，其源极连接所述第十二晶体管的源极，其漏极连接所述第十一晶
体管的栅极、所述第三晶体管的源极、所述第五晶体管的源极和所述第六
晶体管的栅极；

所述第二晶体管，其源极连接所述第十一晶体管的漏极、第十二晶体
管的栅极、所述笫四晶体管的源极和所述笫十晶体管的栅极，其漏极连接
所述第四晶体管的漏极、所述第五晶体管的漏极、所述第六晶体管的漏极、
所述第十晶体管的漏极和所述第十三晶体管的漏极；

所述第三晶体管，其源极连接所述第五晶体管的源极、所述第十一晶
体管的栅极和所述第六晶体管的栅极，其漏极连接所述第五晶体管的漏极、



所述第 四晶体管的漏极、所述第六 晶体管的漏极、所述第十 晶体管的漏极

和所述第十三晶体管的漏极；

所述第 四晶体管 ，其栅极连接所述第六 晶体管的源极和所述第七晶体

管的漏极 ，其源极连接所述第十一 晶体管的漏极、所述第十二晶体管的栅

极和所述第十晶体管的栅极 ，其漏极连接所述第六 晶体管的漏极、所述第

十晶体管的漏极和所述第十三 晶体管的漏极；

所述第五晶体管 ，其栅极连接所述第六 晶体管的源极和所述第七晶体

管的漏极 ，其源极连接所述第十一晶体管的栅极和所述第六 晶体管的栅极 ，

其漏极连接所述第六 晶体管的漏极、所述第十晶体管的漏极和所述第十三

晶体管的漏极；

所述第六 晶体管，其栅极连接所述第十一晶体管的栅极 ，其漏极连接

所述第十三晶体管的漏极；

所述第九 晶体管 ，其漏极连接所述第十 四晶体管的源极和所述第十五

晶体管的源极；

所述第十 晶体管，其栅极连接所述第十二晶体管的栅极 ，其源极连接

所述第十 四晶体管的源极和所述第十五晶体管的源极 ，其漏极连接所述第

十三晶体管的漏极 。

9、根据权利要求 1-8 之一所述 的移位寄存器单元 ，其特征在于 ，所述

第一时钟信号端 的信号的频率与所述第二时钟信号端 的信号的频率不 同；

所述第二时钟信号端的信号与所述第三 时钟信号端 的信号互为反相信号 。

10、一种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 的移位寄存器单元 的驱动方法 ，其特征

在于 ，包括：

第一阶段 ，输入模块接收输入信号端的高 电平信号，利用高 电平端 的

高 电平信号为上拉控制节点充 电；输 出控制模块接收所述上拉控制节点的

高 电平信号和第一时钟信号端 的信号 ，为移位寄存器单元的本级输 出端提

供信号，根据所述移位寄存器单元的本级输出端 的信号和笫 四级输 出端的

信号，在栅极驱动信号端输 出栅极驱动信号；输 出下拉控制模块接收所述

移位寄存器单元 的本级输 出端 的信号和所述高 电平端的高 电平信号，在输

出控制节点生成 电源使能信号和 电源功率提供信号；输 出控制模块接收第

二时钟信号端的信号和第三时钟信号端 的信号，在所述 电源使能信号端和



所述 电源功率提供信号端分别输 出所述 电源使能信号和所述 电源功率提

供信号；

第二阶段 ，复位模块接收第五级输 出端的高 电平信号，将所述移位寄

存器单元 的本级输 出端和所述上拉控制节点复位至低 电平信号；输 出下拉

控制模块接收所述上拉控制节点的低 电平信号，为下拉控制节点提供高 电

平信号；所述下拉模块接收所述下拉控制节点的高 电平信号，对所述上拉

控制节点和所述移位寄存器单元的本级输 出端进行放 电；所述输 出控制模

块接收所述上拉控制节点的低 电平信号和所述第 四级输 出端的信号，在所

述栅极驱动信号端输 出低 电平信号；所述输出下拉控制模块接收所述移位

寄存器单元的本级输 出端的信号和所述高 电平端 的高 电平信号 ，在输 出控

制节点生成高 电平信号；所述输 出控制模块接收所述第二时钟信号端 的信

号和所述第三时钟信号端的信号，在所述 电源使能信号端和所述 电源功率

提供信号端输 出均为高 电平信号 的输 出电源使能信号和 电源功率提供信

号。

11、根据权利要求 10 所述 的移位寄存器单元的驱动方法 ，其特征在

于 ，当应用于根据权利要求 9 所述 的移位寄存器单元时，所述第一阶段具

体包括：

第一晶体管的栅极接收输入信号端的高 电平信号时，所述第一 晶体管

开启 ，利用高 电平端 的高 电平信号为上拉控制节点充 电；所述第一 晶体管

的栅极接收输入信号端 的低 电平信号时，所述第一晶体管关 闭，所述上拉

控制节点的信号保持为高 电平信号；

第十一晶体管的栅极接收所述上拉控制节点的高 电平信号，所述第十

一晶体管开启 ，所述第十一 晶体管接收第一时钟信号端 的信号，将所述第

一时钟信号端的信号传输至移位寄存器单元的本级输 出端 ，作为所述移位

寄存器单元的本级输 出端的信号；

笫十二晶体管的栅极接收所述移位寄存器单元 的本级输 出端 的信号 ，

所述第十二晶体管开启或关 闭，所述栅极驱动信号端输 出栅极驱动信号或

低 电平信号；

第十 晶体管 的栅极接收所述移位 寄存器单元 的本级输 出端 的信号和

高 电平端 的高 电平信号 ，输 出控制节点生成所述 电源使能信号和所述 电源



功率提供信号；

第十 四晶体管的栅极接收第二时钟信号端的高 电平信号 ，所述第十 四

晶体管开启 ，所述 电源功率提供信号端输 出所述 电源功率提供信号或高 电

平信号；

第十五晶体管的栅极接收第三时钟信号端的高 电平信号 ，所述第十五

晶体管开启 ，所述 电源使能信号端输 出所述 电源使能信号或高 电平信号；

其中，第二时钟信号端 的信号与第三时钟信号端 的信号互为反相信号。

12、根据权利要求 10 所述 的移位寄存器单元的驱动方法 ，其特征在

于 ，当应用于根据权利要求 9 所述 的移位寄存器单元时，所述第二阶段具

体包括：

第二晶体管的栅极接收第五级输 出端 的高 电平信号，所述第二晶体管

开启 ，将所述移位寄存器单元 的本级输 出端复位至低 电平信号；

第三晶体管的栅极接收第五级输 出端 的高 电平信号，所述第二晶体管

开启 ，将所述上拉控制节点复位至低 电平信号；

第六 晶体管的栅极接收所述上拉控制节点的低 电平信号 ，第六 晶体管

关 闭；

第八晶体管的栅极接收所述高 电平端 的高 电平信号，所述第八 晶体管

开启；

第七 晶体管 的栅极通过所述第八 晶体管接收所述高 电平端 的高 电平

信号，所述第七 晶体管开启 ，为所述下拉控制节点提供高 电平信号；

第 四晶体管的栅极接收所述下拉控制节点的高 电平信号 ，所述第 四晶

体管开启 ，对所述移位寄存器单元的本级输出端进行放 电；

第五晶体管的栅极接收所述下拉控制节点的高 电平信号 ，所述第五晶

体管开启 ，对所述上拉控制节点进行放 电；

所述第十 晶体管 的栅极接收所述移位 寄存器单元 的本级输 出端 的低

电平信号 ，所述笫十晶体管关 闭；

第九 晶体管的栅极通过第八 晶体管接收所述高 电平端 的高 电平信号 ，

所述第九 晶体管开启 ，为所述输 出控制节点提供高 电平信号；

第十 四晶体管的栅极接收第二时钟信号端的高 电平信号 ，所述第十 四

晶体管开启 ，所述 电源功率提供信号端输 出高 电平信号；



第十五晶体管的栅极接收第三时钟信号端的高 电平信号 ，所述第十五

晶体管开启 ，所述 电源使能信号端输 出高 电平信号；

其中，第二时钟信号端 的信号与第三时钟信号端 的信号互为反相信号。

13、一种移位寄存器 ，其特征在于 ，包括级联的多级上述权利要求 1-9

中任意一项所述 的移位寄存器单元 ，其 中，前一级移位寄存器单元 的本级

输 出端连接后一级移位寄存器单元的输入信号端 。

14、根据权利要求 13 所述 的移位寄存器 ，其特征在于 ，所述移位寄

存器包括 N 级所述移位寄存器单元 ，N 为大于或等于 4 的整数 ；

其中，第 1 级移位寄存器单元的第一时钟信号端与第 1+2 级移位寄存

器单元的第一时钟信号端均输入第一时钟信号，第 1+ 1 级移位寄存器单元

的第一时钟信号端与第 1+3 级移位寄存器单元的第一时钟信号端均输入第

一时钟信号的反相信号 ;第 1 级移位寄存器单元的第二时钟信号端与第 1+ 1

级移位寄存器单元的第二时钟信号端均输入第二时钟信号，第 1+2 级移位

寄存器单元的第二时钟信号端与第 1+3 级移位寄存器单元的第二时钟信号

端均输入第二时钟信号的反 向信号；第 1 级移位寄存器单元 的第三时钟信

号端与第 1+ 1级移位寄存器单元的第三时钟信号端均输入第二时钟信号的

反 向信号 ，第 1+2 级移位寄存器单元的第三时钟信号端与第 1+3 级移位寄

存器单元 的第三时钟信号端均输入第二时钟信号 ，1 为整数 ，1 1 且 1+3

《N 。

15、一种显示装置 ，其特征在于 ，包括如权利要求 13 或 14 所述 的移

位寄存器 ，其 中，所述移位寄存器 中的移位寄存器单元提供的输 出电源使

能信号、电源功率提供信号和栅极驱动信号用于驱动所述显示装置中的像

素单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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