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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揭示提供一种显示面板，包含：若干扫描

线；若干数据线，与相应的扫描线相交；多个像素

单元，由所述扫描线与相应的数据线相交限定，

且其中一所述像素单元包括：彩色次像素和白色

次像素，其中所述彩色次像素用以提供彩色画

面，以及所述白色次像素用以提供白色画面；以

及多个主动元件，电连接所述扫描线、所述数据

线、和对应的像素单元，分别用以控制所述彩色

次像素和所述白色次像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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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显示面板，其特征在于，包含：

若干扫描线；

若干数据线，与相应的扫描线相交；

多个像素单元，由所述扫描线与相应的数据线相交限定，且其中一所述像素单元包括：

彩色次像素和白色次像素，其中所述彩色次像素用以提供彩色画面，以及所述白色次像素

用以提供白色画面；以及

多个主动元件，电连接所述扫描线、所述数据线、和对应的像素单元，分别用以控制所

述彩色次像素和所述白色次像素。

2.如权利要求1的显示面板，其特征在于，相邻的两条所述扫描线定义为一组扫描线，

相邻的两组扫描线与相邻的两条数据线相交构成的区域定义所述像素单元，每一所述像素

单元中，所述彩色次像素和所述白色次像素各自通过其中一主动元件电连接到同一数据

线。

3.如权利要求1的显示面板，其特征在于，相邻的两条所述数据线定义为一组数据线，

相邻的两组数据线与相邻的两条扫描线相交构成的区域定义所述像素单元，每一所述像素

单元中，所述彩色次像素和所述白色次像素各自通过其中一主动元件分别电连接到相邻的

两条扫描线。

4.如权利要求1的显示面板，其特征在于，所述多个像素单元包含：

红色像素单元，包括：红色次像素，用以提供红色光，以及第一白色次像素；

蓝色像素单元，包括：蓝色次像素，用以提供蓝色光，以及第二白色次像素；以及

绿色像素单元，与所述红色像素单元和所述蓝色像素单元相邻设置，包括：绿色次像

素，用以提供绿色光，以及第三白色次像素，其中在其中一像素单元内，所述白色次像素的

面积占所述白色次像素与彩色次像素的面积的总和的5％至50％。

5.如权利要求1的显示面板，其特征在于，所述多个像素单元包含：

红色像素单元，包括：红色次像素，用以提供红色光，以及第一白色次像素；

蓝色像素单元，包括：蓝色次像素，用以提供蓝色光，以及第二白色次像素；以及

绿色像素单元，与所述红色像素单元和所述蓝色像素单元相邻设置，包括：绿色次像

素，用以提供绿色光，其中所述绿色像素单元内不包含用以提供白色画面的白色次像素。

6.如权利要求5的显示面板，其特征在于，所述绿色次像素的面积等于所述红色次像素

与第一白色次像素的面积的总和。

7.如权利要求5的显示面板，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白色次像素的面积占所述第一白色

次像素与所述红色次像素的面积的总和的比例小于所述第二白色次像素的面积占所述第

二白色次像素与所述蓝色次像素的面积的总和的比例。

8.如权利要求1的显示面板，其特征在于，所述彩色次像素包含第一像素电极，和白色

次像素包含第二像素电极，其中所述第一像素电极和所述第二像素电极具有多域结构。

9.如权利要求8的显示面板，其特征在于，所述多域结构为四域。

10.如权利要求8的显示面板，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像素电极和所述第二像素电极皆

包括主干电极和多个条状分支电极，其中所述主干电极为十字型，以及所述条状分支电极

一端与所述主干电极连接，另一端朝远离所述主干电极的方向延伸，且两个条状分支电极

之间具有间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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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面板

技术领域

[0001] 本揭示涉及一种显示面板，特别是涉及一种透明显示器的显示面板。

背景技术

[0002] 透明显示器除了可显示影像外，使用者还可透过显示面板观测到其后方的影像。

透明显示器结构简单、安装便利且较无空间限制，可被应用于手持式装置、商品橱窗等。

[0003] 在传统显示器中，背光通过偏光片、色阻、液晶等各个结构层后，透射光只剩下5％

至10％。透明显示器的光穿透率必须达到10％以上，然而，由于液晶显示器必须搭配偏光膜

与彩色滤光片，在穿透率上有其限制。因此，光穿透率低为透明显示器亟待克服的问题。为

了提高透明显示器的光穿透率，目前的研究方向多在显示面板的改善。请参照图1，其显示

一种现有技术中用于透明显示器的显示面板10的示意图。显示面板10采用R(红)G(绿)B

(蓝)W(白)四色排列的彩色滤光片，其中通过增加白色像素W来提高透明液晶显示器的穿透

率。然而，现有技术中穿透率的提升幅度有限，并且会造成色彩表现的下降。

[0004] 有鉴于此，有必要提出一种透明显示器的显示面板，以解决现有技术中存在的问

题。

发明内容

[0005] 为解决上述现有技术的问题，本揭示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透明显示器的显示面

板，其通过改变显示面板以提高透明液晶显示器的穿透率。

[0006] 为达成上述目的，本揭示提供一种显示面板，包含：若干扫描线；若干数据线，与相

应的扫描线相交；多个像素单元，由所述扫描线与相应的数据线相交限定，且其中一像素单

元包括：彩色次像素和白色次像素，其中所述彩色次像素用以提供彩色画面，以及所述白色

次像素用以提供白色画面；以及多个主动元件，电连接所述扫描线、所述数据线、和对应的

像素单元，分别用以控制所述彩色次像素和所述白色次像素。

[0007] 本揭示其中之一优选实施例中，相邻的两条所述扫描线定义为一组扫描线，相邻

的两组扫描线与相邻的两条数据线相交构成的区域定义所述像素单元，每一所述像素单元

中，所述彩色次像素和所述白色次像素各自通过其中一主动元件电连接到同一数据线。

[0008] 本揭示其中之一优选实施例中，相邻的两条所述数据线定义为一组数据线，相邻

的两组数据线与相邻的两条扫描线相交构成的区域定义所述像素单元，每一所述像素单元

中，所述彩色次像素和所述白色次像素各自通过其中一主动元件分别电连接到相邻的两条

扫描线。

[0009] 本揭示其中之一优选实施例中，所述多个像素单元包含：红色像素单元，包括：红

色次像素，用以提供红色光，以及第一白色次像素；蓝色像素单元，包括：蓝色次像素，用以

提供蓝色光，以及第二白色次像素；以及绿色像素单元，与所述红色像素单元和所述蓝色像

素单元相邻设置，包括：绿色次像素，用以提供绿色光，以及第三白色次像素，其中在其中一

像素单元内，所述白色次像素的面积占所述白色次像素与彩色次像素的面积的总和的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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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50％。

[0010] 本揭示其中之一优选实施例中，所述多个像素单元包含：红色像素单元，包括：红

色次像素，用以提供红色光，以及第一白色次像素；蓝色像素单元，包括：蓝色次像素，用以

提供蓝色光，以及第二白色次像素；以及绿色像素单元，与所述红色像素单元和所述蓝色像

素单元相邻设置，包括：绿色次像素，用以提供绿色光，其中所述绿色像素单元内不包含用

以提供白色画面的白色次像素。

[0011] 本揭示其中之一优选实施例中，所述绿色次像素的面积等于所述红色次像素与第

一白色次像素的面积的总和。

[0012] 本揭示其中之一优选实施例中，所述第一白色次像素的面积占所述第一白色次像

素与所述红色次像素的面积的总和的比例小于所述第二白色次像素的面积占所述第二白

色次像素与所述蓝色次像素的面积的总和的比例。

[0013] 本揭示其中之一优选实施例中，所述彩色次像素包含第一像素电极，和白色次像

素包含第二像素电极，其中所述第一像素电极和所述第二像素电极具有多域结构。

[0014] 本揭示其中之一优选实施例中，所述多域结构为四域。

[0015] 本揭示其中之一优选实施例中，所述第一像素电极和所述第二像素电极皆包括主

干电极和多个条状分支电极，其中所述主干电极为十字型，以及所述条状分支电极一端与

所述主干电极连接，另一端朝远离所述主干电极的方向延伸，且两个条状分支电极之间具

有间隙。

[0016] 相较于先前技术，本揭示通过在单一像素单元内设置彩色次像素和白色次像素，

并以独立的主动元件进行驱动，进而提高透明液晶显示器的穿透率。再者，通果改变白色次

像素在不同的彩色次像素内所占有的面积的比例，进而有效地提高显示器呈现的色彩表

现。

附图说明

[0017] 图1显示一种现有技术中用于透明显示器的显示面板的示意图。

[0018] 图2显示一种根据本揭示第一优选实施例的显示面板的示意图。

[0019] 图3显示图2的显示面板的像素电极的示意图。

[0020] 图4显示一种根据本揭示第二优选实施例的显示面板的示意图。

[0021] 图5显示一种根据本揭示第三优选实施例的显示面板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2] 为了让本揭示的上述及其他目的、特征、优点能更明显易懂，下文将特举本揭示优

选实施例，并配合所附图式，作详细说明如下。

[0023] 请参照图2，其显示一种根据本揭示第一优选实施例的显示面板20的示意图。优选

地，显示面板20是应用在透明显示器中。透明显示器除了可显示影像外，使用者还可透过显

示面板观测到其后方的影像。透明显示器包含有源矩阵基板和与有源矩阵基板对置的一对

置基板，以及夹在两个基板之间的液晶层，其中显示面板20是形成在有源矩阵基板上。透明

显示器可采用垂直对齐(Vertical  Alignment，VA)、平面开关(In-Plane  Switching，IPS)、

边缘场开关(Fringe  Field  Switching，FFS)、扭转式向列(Twisted  Nematic，TN)等液晶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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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技术，也可以应用于Tri-gate驱动架构等横向像素技术，不局限于此。

[0024] 如图2所示，显示面板20包含若干扫描线G1-G6、若干数据线D1-D5、多个像素单元

P1-P3、多个主动元件T1-T6。若干扫描线G1-G6与若干数据线D1-D5相交。像素单元P1-P3由

扫描线G1-G6与相应的数据线D1-D5相交限定，且每一像素单元P1-P3位在相邻的两条扫描

线和相邻的两条数据线之间。主动元件T1-T6电连接对应的扫描线、数据线、和像素单元。

[0025] 如图2所示，像素单元P1-P3分别包括彩色次像素R、G、B和白色次像素W1-W3。彩色

次像素R、G、B用以提供彩色画面，以及白色次像素W1-W3用以提供白色画面。具体来说，像素

单元包含多个红色像素单元P1、多个蓝色像素单元P2、和多个绿色像素单元P3，其中红色像

素单元P1、蓝色像素单元P2、和绿色像素单元P3三个像素单元为一组连续排列设置。红色像

素单元P1包含红色次像素R和第一白色次像素W1，其中红色次像素R供应至透明显示器的图

像信号是包含红色亮度信息，以及第一白色次像素W1供应至透明显示器的图像信号是包含

白色亮度信息。蓝色像素单元P2包含蓝色次像素B和第二白色次像素W2，其中蓝色次像素B

供应至透明显示器的图像信号是包含蓝色亮度信息，以及第二白色次像素W2供应至透明显

示器的图像信号是包含白色亮度信息。绿色像素单元P3包含绿色次像素G和第三白色次像

素W3，其中绿色次像素G供应至透明显示器的图像信号是包含绿色亮度信息，以及第三白色

次像素W3供应至透明显示器的图像信号是包含白色亮度信息。在第一优选实施例中，绿色

像素单元P3与红色像素单元P1和蓝色像素单元P2相邻设置，惟不局限于此。应当理解的是，

白色次像素W1-W3可通过白色色阻材料制成，也可以通过PFA或聚苯乙烯(PS)等透明材料制

成。

[0026] 如图2所示，在第一优选实施例中，相邻的两条扫描线定义为一组扫描线，例如第

一扫描线G1和第二扫描线G2为第一组扫描线、第三扫描线G3和第四扫描线G4为第二组扫描

线、和第五扫描线G5和第六扫描线G6为第三组扫描线。相邻的两组扫描线与相邻的两条数

据线相交构成的区域定义像素单元P1-P3。举例来说，红色像素单元P1是位在第一组扫描

线、第二组扫描线、第一数据线D1、和第二数据线D2相交构成的区域。又，与红色像素单元P1

相邻的绿色像素单元P3是位在第一组扫描线、第二组扫描线、第二数据线D2、和第三数据线

D3相交构成的区域。

[0027] 如图2所示，依序排列的三个像素单元P1-P3中，彩色次像素R、G、B和对应的白色次

像素W1-W3各自通过其中一主动元件电连接到同一数据线。具体来说，红色次像素R通过第

一主动元件T1电连接到第一数据线D1，以及第一白色次像素W1通过第二主动元件T2电连接

到相同的第一数据线D1。又，绿色次像素R通过第三主动元件T3电连接到第二数据线D2，以

及第三白色次像素W3通过第四主动元件T4电连接到相同的第二数据线D2。又，蓝色次像素B

通过第五主动元件T5电连接到第三数据线D3，以及第二白色次像素W2通过第六主动元件T6

电连接到相同的第三数据线D3。藉此设计，彩色次像素R、G、B和白色次像素W1-W3各自通过

不同的主动元件T1-T6驱动，搭配显示器的集成电路(IC)和系统的控制和演算，可分别独立

控制白色次像素W1-W3的亮度，进而可以起到提高穿透率的效果。

[0028] 如图2所示，在三个像素单元P1-P3中白色次像素W1-W3比例相等，其中白色次像素

W1-W3所占的比例可为5％-50％。具体来说，第一白色次像素W1的面积占第一白色次像素W1

与红色次像素R的面积的总和(即，空间涵盖率)的比例等于第二白色次像素W2的面积占第

二白色次像素W2与蓝色次像素B的面积的总和的比例，且等于第三白色次像素W3的面积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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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白色次像素W3与绿色次像素G的面积的总和的比例。相较于现有技术采用额外独立设

置一个白色像素单元的方式，本揭示通过在单一像素单元内设置彩色次像素R、G、B与白色

次像素W1-W3，并以独立的主动元件T1-T6进行驱动，不但可以提高透明液晶显示器的穿透

率，还可以使液晶显示器呈现最佳的色彩表现，即具有较佳的色彩饱和度。

[0029] 请参照图3，其显示图2的显示面板的像素电极21的示意图。彩色次像素R、G、B分别

包含第一像素电极E1，和白色次像素W1-W3包含第二像素电极E2，其中第一像素电极E1和第

二像素电极E2具有多域(domain)结构。具体来说，第一像素电极E1和第二像素电极E2皆包

括主干电极和多个条状分支电极。以下使用红色次像素R的第一像素电极E1为例进行说明。

红色次像素R的第一像素电极E1包括主干电极211和多个条状分支电极212。主干电极211为

十字型，以及条状分支电极212分布在主干电极211划分出来的四个区域。条状分支电极212

的一端与主干电极211连接，另一端朝远离主干电极211的方向延伸，且两个条状分支电极

212之间具有间隙。因此，在第一优选实施例中，所述多域结构为四域。也就是说，在单一像

素单元P1-P3内会采用八域设计，其中彩色次像素R、G、B各自采用四域，白色次像素W1-W3也

是采用四域。藉此设计，可有效地起到补偿像素视角的效果。

[0030] 请参照图4，其显示一种根据本揭示第二优选实施例的显示面板30的示意图。显示

面板30包含若干扫描线G1-G3、若干数据线D1-D10、多个像素单元P1-P3、多个主动元件。若

干扫描线G1-G3与若干数据线D1-D10相交。像素单元P1-P3由扫描线G1-G3与相应的数据线

D1-D10相交限定，且每一像素单元P1-P3位在相邻的两条扫描线和相邻的两条数据线之间。

主动元件电连接对应的扫描线、数据线、和像素单元。本揭示第二优选实施例的显示面板30

与第一优选实施例的显示面板20大致相同，两者差别在于：第二优选实施例的显示面板30

采用不同的扫描线与数据线设计，具体说明如下。另外，第二优选实施例的显示面板30与第

一优选实施例的显示面板20相同的部分在此不加以赘述。

[0031] 如图4所示，在第二优选实施例中，相邻的两条数据线定义为一组数据线，例如第

一数据线D1和第二数据线D2为第一组数据线、第三数据线D3和第四数据线D4为第二组数据

线、第五数据线D5和第六数据线D6为第三组数据线、以此类推。相邻的两组数据线与相邻的

两条扫描线相交构成的区域定义像素单元P1-P3。举例来说，红色像素单元P1是位在第一组

数据线、第二组数据线、第一扫描线G1、和第二扫描线G2相交构成的区域。又，与红色像素单

元P1相邻的绿色像素单元P3是位在第二组数据线、第三组数据线、第一扫描线G1、和第二扫

描线G2相交构成的区域。

[0032] 如图4所示，依序排列的三个像素单元P1-P3中，彩色次像素R、G、B和白色次像素

W1-W3各自通过其中一主动元件电连接到相邻的两条扫描线。具体来说，红色次像素R通过

主动元件电连接到第二扫描线G2，以及第一白色次像素W1通过主动元件电连接到相邻的第

一扫描线G1。又，绿色次像素R通过主动元件电连接到第二扫描线G2，以及第三白色次像素

W3通过主动元件电连接到相邻的第一扫描线G1。又，蓝色次像素B通过主动元件电连接到第

二扫描线G2，以及第二白色次像素W2通过主动元件电连接到相邻的第一扫描线G1。藉此设

计，彩色次像素R、G、B和白色次像素W1-W3各自通过不同的主动元件驱动，搭配显示器的集

成电路(IC)和系统的控制和演算，可分别独立控制白色次像素W1-W3的亮度，进而可以起到

提高穿透率的效果。

[0033] 请参照图5，其显示一种根据本揭示第三优选实施例的显示面板40的示意图。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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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板40包含若干扫描线G1-G3、若干数据线D1-D10、多个像素单元P1-P3、多个主动元件。若

干扫描线G1-G3与若干数据线D1-D10相交。像素单元P1-P3由扫描线G1-G3与相应的数据线

D1-D10相交限定，且每一像素单元P1-P3位在相邻的两条扫描线和相邻的两条数据线之间。

主动元件电连接对应的扫描线、数据线、和像素单元。本揭示第三优选实施例的显示面板40

与第二优选实施例的显示面板30大致相同，两者差别在于：第三优选实施例的显示面板40

的像素单元的白色次像素具有不同的面积，具体说明如下。另外，第三优选实施例的显示面

板40与第二优选实施例的显示面板30相同的部分在此不加以赘述。

[0034] 如图5所示，像素单元P1-P3包括彩色次像素R、G、B和白色次像素W1-W3。彩色次像

素R、G、B用以提供彩色画面，以及白色次像素W1-W3用以提供白色画面。具体来说，像素单元

包含多个红色像素单元P1、多个蓝色像素单元P2、和多个绿色像素单元P3，其中红色像素单

元P1、蓝色像素单元P2、和绿色像素单元P3三个像素单元为一组连续排列设置。红色像素单

元P1包含红色次像素R和第一白色次像素W1。蓝色像素单元P2包含蓝色次像素B和第二白色

次像素W2。绿色像素单元P3包含绿色次像素G。

[0035] 如图5所示，在每一像素单元P1-P3内，白色次像素的面积占白色次像素与彩色次

像素的面积的总和的0％至50％。由于绿色像素单元P3内不包含用以提供白色画面的白色

次像素，故在绿色像素单元P3中，白色次像素的面积占绿色次像素G的面积的比例为0％。当

红色像素单元P1与绿色像素单元P3的尺寸相同时，绿色次像素G的面积等于红色次像素R与

第一白色次像素W1的面积的总和。再者，第一白色次像素W1的面积占第一白色次像素W1与

红色次像素R的面积的总和的比例小于第二白色次像素W2的面积占第二白色次像素W2与蓝

色次像素B的面积的总和的比例。比较绿色次像素G、红色次像素R和蓝色次像素B三者的透

过率，绿色次像素G较高、红色次像素R次之、以及蓝色次像素B最末。因此，在第三优选实施

例中，通过使显示面板40的像素单元的白色次像素具有不同的面积，可有效地提高显示器

呈现的色彩表现。

[0036] 综上所述，本揭示通过在单一像素单元内设置彩色次像素和白色次像素，并以独

立的主动元件进行驱动，进而提高透明液晶显示器的穿透率。再者，通果改变白色次像素在

不同的彩色次像素内所占有的面积的比例，进而有效地提高显示器呈现的色彩表现。

[0037] 以上仅是本揭示的优选实施方式，应当指出，对于所属领域技术人员，在不脱离本

揭示原理的前提下，还可以做出若干改进和润饰，这些改进和润饰也应视为本揭示的保护

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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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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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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