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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描卡

(57)摘要

本发明提出一种扫描卡(30)，包括：设置在

电路板(31)上的第一芯片(35)和第二芯片(37)；

第一芯片(35)用于接收并解包图像数据包及命

令包、根据解包所述命令包后得到的参数数据对

解包所述图像数据包后得到的图像数据进行处

理、以及对处理后的图像数据重新组包得到处理

后图像数据包输出至第二芯片(37)；第二芯片

(37)用于接收并解包来自第一芯片(35)的处理

后图像数据包以及根据解包所述处理后图像数

据包得到的图像数据产生控制信号和显示数据

组给LED灯板模组执行图像显示之用。此外，还可

以将第一芯片(35)和第二芯片(37)分设在扫描

卡和LED灯板模组上。因此，本发明可以解决扫描

卡带载能力不足和/或扫描卡与LED灯板模组间

传输稳定性差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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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扫描卡(30)，适于应用于LED显示屏控制系统以与LED灯板模组连接；其特征在

于，所述扫描卡(30)包括：设置在电路板(31)上的第一芯片(35)和第二芯片(37)；所述第一

芯片(35)用于接收并解包图像数据包及命令包、根据解包所述命令包后得到的参数数据对

解包所述图像数据包后得到的图像数据进行处理、以及对处理后的图像数据重新组包得到

处理后图像数据包输出至所述第二芯片(37)；所述第二芯片(37)用于接收并解包来自所述

第一芯片(35)的处理后图像数据包以及根据解包所述处理后图像数据包得到的图像数据

产生控制信号和显示数据组给所述LED灯板模组执行图像显示之用：其中所述第一芯片

(35)具体包括：第一数据输入输出转换模块(351a)、第二数据输入输出转换模块(351b)、端

口切换模块(352)、图像数据解包模块(353)、存储器控制模块(354)、命令组包解包模块

(355)、参数分发模块(356)、图像数据处理模块(357)、第一组包解包模块(358)以及多路第

一数据输入输出模块(359)；

所述第一和第二数据输入输出转换模块(351a,351b)分别用于对各自所接收图像数据

包及命令包进行格式转换；

所述端口切换模块(352)连接第一和第二数据输入输出转换模块(351a ,351b)以识别

上下行数据链路来完成输入输出切换；

所述图像数据解包模块(353)连接所述端口切换模块(352)以对所接收图像数据包进

行解包并通过所述存储器控制模块(354)对解包后的图像数据进行存储；

所述命令组包解包模块(355)连接在所述端口切换模块(352)和所述参数分发模块

(356)之间以对所接收命令包进行解包；

所述参数分发模块(356)连接所述图像数据处理模块(357)和所述第一组包解包模块

(358)以将来自所述命令组包解包模块(355)的解包后参数数据下发给所述图像数据处理

模块(357)和所述第一组包解包模块(358)；

所述图像数据处理模(357)连接所述参数分发模块(356)和所述存储器控制模块(354)

以通过所述存储器控制模块(354)读取解包后的图像数据进行处理并将处理后的图像数据

再通过所述存储器控制模块(354)进行存储；

所述第一组包解包模块(358)连接所述参数分发模块(356)和所述存储器控制模块

(354)以通过所述存储器控制模块(354)读取处理后的图像数据进行组包得到处理后图像

数据包从所述多路第一数据输入输出模块(359)输出以及将来自所述参数分发模块(356)

的参数数据组包后从所述多路第一数据输入输出模块(359)输出。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扫描卡，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二芯片(37)具体包括第二数据输入

输出模块(371)、第二组包解包模块(373)以及图像显示驱动模块(375)；

所述第二组包解包模块(373)连接所述第一数据输入输出模块(371)和所述图像显示

驱动模块(375)以通过所述第一数据输入输出模块(371)接收从所述第一芯片(35)的所述

多路第一数据输入输出模块(371)之一输出的处理后图像数据包和组包后参数数据并进行

解包操作以及将其解包所述处理后图像数据包后得到的图像数据传送给所述图像显示驱

动模块(375)，所述图像显示驱动模块(375)用于根据所述第二组包解包模块(373)传送来

的图像数据产生所述控制信号和所述显示数据组。

3.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扫描卡(30)，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芯片(35)还包括第一Phy芯

片核(350a)和第二Phy芯片核(350b)，分别连接所述第一数据输入输出转换模块(351a)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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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第二数据输入输出转换模块(351b)；所述扫描卡(30)还包括设置在所述电路板(31)上

的第一网络变压器(33a)和第二网络变压器(33b)，分别连接所述第一Phy芯片核(350a)和

所述第二Phy芯片核(350b)。

4.如权利要求2或3所述的扫描卡(30)，其特征在于，所述扫描卡(30)还包括存储器

(36)，且所述存储器(36)设置在所述电路板(31)上或集成在所述第一芯片(35)内部。

5.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扫描卡(30)，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二芯片(37)还包括第三数据输

入输出模块(379)和监控信息获取模块(377)；所述第三数据输入输出模块(379)连接所述

第二数据输入输出模块(371)并用于级联下一级第二芯片；所述监控信息获取模块(377)连

接所述第二组包解包模块(373)以获取所述LED灯板模组的监控信息并送至所述第二组包

解包模块(373)进行组包后经由所述第二数据输入输出模块(371)传送至所述第一芯片

(35)。

6.一种扫描卡(63)，适于连接在前端控制器(61)和LED灯板模组(65)之间；其特征在

于，所述扫描卡(63)包括：设置在电路板上的芯片(35)；所述芯片(35)用于接收并解包来自

所述前端控制器(61)的图像数据包及命令包、根据解包所述命令包后得到的参数数据对解

包所述图像数据包后得到的图像数据进行处理、以及对处理后的图像数据重新组包得到处

理后图像数据包以差分信号方式输出至所述LED灯板模组(65)，以供所述LED灯板模组(65)

根据所述处理后图像数据包产生控制信号和显示数据组进行显示驱动进而实现图像显示：

其中所述芯片(35)具体包括：第一数据输入输出转换模块(351a)、第二数据输入输出转换

模块(351b)、端口切换模块(352)、图像数据解包模块(353)、存储器控制模块(354)、命令组

包解包模块(355)、参数分发模块(356)、图像数据处理模块(357)、组包解包模块(358)以及

多路数据输入输出模块(359)；

所述第一和第二数据输入输出转换模块(351a,351b)分别用于对各自所接收图像数据

包及命令包进行格式转换；

所述端口切换模块(352)连接第一和第二数据输入输出转换模块(351a ,351b)以识别

上下行数据链路来完成输入输出切换；

所述图像数据解包模块(353)连接所述端口切换模块(352)以对所接收图像数据包进

行解包并通过所述存储器控制模块(354)对解包后的图像数据进行存储；

所述命令组包解包模块(355)连接在所述端口切换模块(352)和所述参数分发模块

(356)之间以对所接收命令包进行解包；

所述参数分发模块(356)连接所述图像数据处理模块(357)和所述组包解包模块(358)

以将来自所述命令组包解包模块(355)的解包后参数数据下发给所述图像数据处理模块

(357)和所述组包解包模块(358)；

所述图像数据处理模(357)连接所述参数分发模块(356)和所述存储器控制模块(354)

以通过所述存储器控制模块(354)读取解包后的图像数据进行处理并将处理后的图像数据

再通过所述存储器控制模块(354)进行存储；

所述组包解包模块(358)连接所述参数分发模块(356)和所述存储器控制模块(354)以

通过所述存储器控制模块(354)读取处理后的图像数据进行组包得到处理后图像数据包从

所述多路数据输入输出模块(359)输出以及将来自所述参数分发模块(356)的参数数据组

包后从所述多路数据输入输出模块(359)输出。

权　利　要　求　书 2/3 页

3

CN 106652891 B

3



7.如权利要求6所述的扫描卡(63)，其特征在于，所述多路数据输入输出模块(359)为

百兆网接口模块、千兆网接口模块或LVDS接口模块。

8.如权利要求6所述的扫描卡(63)，其特征在于，所述芯片(35)还包括第一Phy芯片核

(350a)和第二Phy芯片核(350b)，分别连接所述第一数据输入输出转换模块(351a)和所述

第二数据输入输出转换模块(351b)；所述扫描卡(63)还包括设置在所述电路板(31)上的第

一网络变压器(33a)和第二网络变压器(33b)，分别连接所述第一Phy芯片核(350a)和所述

第二Phy芯片核(350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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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描卡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显示技术领域，尤其涉及LED显示屏控制系统中的组件。

背景技术

[0002] 现有的LED显示屏控制系统主要包括发送卡、扫描卡以及LED显示屏，其中扫描卡

配置于每个LED箱体中，多个LED箱体拼接成一个LED显示屏。LED显示屏的显示效果直接由

每个LED箱体中配置的扫描卡(或称LED显示屏控制板)决定。在LED箱体规格确定的情况下，

LED显示屏的性能参数基本确定，尤其在通用型驱动芯片LED显示屏中。

[0003] 随着小间距的发展，需要扫描卡带载的像素点增多，而扫描卡带宽有限导致无法

使大带载下图像仍旧能完美的显示；扫描卡体积尺寸的限制也导致其无法在更小间距的

LED显示屏上应用。

[0004] 如图1所示，现有的LED显示屏控制系统中的扫描卡与LED灯板模组以及需要级联

的LED灯板模组与LED灯板模组之间传输的信号多为TTL的单端信号，传输介质多为多芯排

线，排线与LED灯板模组的接口多为双列直插接插件。

[0005] 相关技术中的扫描卡方案核心部分是FPGA，在FPGA内部完成所有的数据接收及分

发、图像数据的处理、灰度数据的抽取，并根据不同LED箱体规格、不同驱动芯片输出不同的

显示数据以及控制信号，并通过信号增强输出模块输出到LED箱体的LED灯板模组上。

[0006] 现有扫描卡中，FPGA以及其配套的相关器件、输出的驱动增强等，导致体积比较

大，并且需要屏体厂家提供HUB板(转接板)，增加了产品的厚度，不利于高密度LED显示屏的

设计。扫描卡的带宽有限无法支持很大的带载。通用型驱动芯片由于其价格低廉，虽然使用

的时间较长，仍旧受到客户的青睐；对于采用通用型驱动芯片的LED箱体来说，由于其驱动

特性，需要不停的输出灰度数据，然而FPGA输出的RGB数据组有限，无法满足显示效果要求

比较高的场合。此外，扫描卡与LED箱体的LED灯板模组之间通过排线连接，现有的信号传输

方式和连接方式存在以下问题：1)每个单端信号需要占用一根线芯，造成排线的线芯数量

较多，以一个常规8扫LED灯板模组为例，若需要两组RGB数据，加上时钟信号(CLK)、锁存信

号(LAT)、使能信号(OE)、行选择信号(A，B，C)等信号一共有12个单端信号，再加上至少一个

地信号，至少需要13芯的排线，然而LED显示屏行业中经常存在有些应用LED灯板模组对接

入排线的线芯数量有限制，多芯排线不方便；2)由于排线线芯较多，排线与LED灯板模组之

间的接插件的接触点也较多，单个线芯不通或接触不良就会导致显示异常，这种原因带来

的故障在LED显示屏应用故障占很大比例；3)TTL信号因为信号衰减传输距离有限，通常不

超过2米，有些应用场合需要更长的传输距离，因而TTL信号难以胜任；以及4)排线传输TTL

信号导致信号辐射较大，这给LED显示屏通过EMC测试带来困难。

发明内容

[0007] 因此，为克服现有技术中的缺陷和不足，本发明提出一种扫描卡。

[0008] 具体地，本发明实施例提出的一种扫描卡，适于应用于LED显示屏控制系统以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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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D灯板模组连接。所述扫描卡包括：设置在电路板上的第一芯片和第二芯片。所述第一芯

片用于接收并解包图像数据包及命令包、根据解包所述命令包后得到的参数数据对解包所

述图像数据包后得到的图像数据进行处理、以及对处理后的图像数据重新组包得到处理后

图像数据包输出至所述第二芯片。所述第二芯片用于接收并解包来自所述第一芯片的处理

后图像数据包以及根据解包所述处理后图像数据包得到的图像数据产生控制信号和显示

数据组给所述LED灯板模组执行图像显示之用。

[0009] 在本发明的一个实施例中，所述第一芯片具体包括：第一数据输入输出转换模块、

第二数据输入输出转换模块、端口切换模块、图像数据解包模块、存储器控制模块、命令组

包解包模块、参数分发模块、图像数据处理模块、第一组包解包模块以及多路第一数据输入

输出模块。所述第一和第二数据输入输出转换模块分别用于对各自所接收图像数据包及命

令包进行格式转换；所述端口切换模块连接第一和第二数据输入输出转换模块以识别上下

行数据链路来完成输入输出切换；所述图像数据解包模块连接所述端口切换模块以对所接

收图像数据包进行解包并通过所述存储器控制模块对解包后的图像数据进行存储；所述命

令组包解包模块连接在所述端口切换模块和所述参数分发模块之间以对所接收命令包进

行解包；所述参数分发模块连接所述图像数据处理模块和所述第一组包解包模块以将来自

所述命令组包解包模块的解包后参数数据下发给所述图像数据处理模块和/或所述第一组

包解包模块；所述图像数据处理模连接所述参数分发模块和所述存储器控制模块以通过所

述存储器控制模块读取解包后的图像数据进行处理并将处理后的图像数据再通过所述存

储器控制模块进行存储；所述第一组包解包模块连接所述参数分发模块和所述存储器控制

模块以通过所述存储器控制模块读取处理后的图像数据进行组包得到处理后图像数据包

从所述多路第一数据输入输出模块输出以及将来自所述参数分发模块的参数数据组包后

从所述多路第一数据输入输出模块输出。

[0010] 在本发明的一个实施例中，所述第二芯片具体包括第二数据输入输出模块、第二

组包解包模块以及图像显示驱动模块。所述第二组包解包模块连接所述第一数据输入输出

模块和所述图像显示驱动模块以通过所述第一数据输入输出模块接收从所述第一芯片的

所述多路第一数据输入输出模块之一输出的处理后图像数据包和组包后参数数据并进行

解包操作以及将其解包所述处理后图像数据包后得到的图像数据传送给所述图像显示驱

动模块，所述图像显示驱动模块用于根据所述第二组包解包模块传送来的图像数据产生所

述控制信号和所述显示数据组。

[0011] 在本发明的一个实施例中，所述第一芯片还包括第一Phy芯片核和第二Phy芯片

核，分别连接所述第一数据输入输出转换模块和所述第二数据输入输出转换模块；所述扫

描卡还包括设置在所述电路板上的第一网络变压器和第二网络变压器，分别连接所述第一

Phy芯片核和所述第二Phy芯片核。

[0012] 在本发明的一个实施例中，所述扫描卡还包括存储器，且所述存储器设置在所述

电路板上或集成在所述第一芯片内部。

[0013] 在本发明的一个实施例中，所述第二芯片还包括第三数据输入输出模块和监控信

息获取模块；所述第三数据输入输出模块连接所述第二数据输入输出模块并用于级联下一

级第二芯片；所述监控信息获取模块连接所述第二组包解包模块以获取所述LED灯板模组

的监控信息并送至所述第二组包解包模块进行组包后经由所述第二数据输入输出模块传

说　明　书 2/7 页

6

CN 106652891 B

6



送至所述第一芯片。

[0014] 此外，本发明另一实施例提供的一种扫描卡，适于连接在前端控制器和LED灯板模

组之间。所述扫描卡包括：设置在电路板上的芯片；所述芯片用于接收并解包来自所述前端

控制器的图像数据包及命令包、根据解包所述命令包后得到的参数数据对解包所述图像数

据包后得到的图像数据进行处理、以及对处理后的图像数据重新组包得到处理后图像数据

包以差分信号方式输出至所述LED灯板模组，以供所述LED灯板模组根据所述处理后图像数

据包产生控制信号和显示数据组进行显示驱动进而实现图像显示。

[0015] 在本发明的一个实施例中，所述芯片具体包括：第一数据输入输出转换模块、第二

数据输入输出转换模块、端口切换模块、图像数据解包模块、存储器控制模块、命令组包解

包模块、参数分发模块、图像数据处理模块、组包解包模块以及多路数据输入输出模块；所

述第一和第二数据输入输出转换模块分别用于对各自所接收图像数据包及命令包进行格

式转换；所述端口切换模块连接第一和第二数据输入输出转换模块以识别上下行数据链路

来完成输入输出切换；所述图像数据解包模块连接所述端口切换模块以对所接收图像数据

包进行解包并通过所述存储器控制模块对解包后的图像数据进行存储；所述命令组包解包

模块连接在所述端口切换模块和所述参数分发模块之间以对所接收命令包进行解包；所述

参数分发模块连接所述图像数据处理模块和所述组包解包模块以将来自所述命令组包解

包模块的解包后参数数据下发给所述图像数据处理模块和/或所述组包解包模块；所述图

像数据处理模连接所述参数分发模块和所述存储器控制模块以通过所述存储器控制模块

读取解包后的图像数据进行处理并将处理后的图像数据再通过所述存储器控制模块进行

存储；所述组包解包模块连接所述参数分发模块和所述存储器控制模块以通过所述存储器

控制模块读取处理后的图像数据进行组包得到处理后图像数据包从所述多路数据输入输

出模块输出以及将来自所述参数分发模块的参数数据组包后从所述多路数据输入输出模

块输出。

[0016] 在本发明的一个实施例中，所述多路数据输入输出模块为百兆网接口模块、千兆

网接口模块或LVDS接口模块。

[0017] 在本发明的一个实施例中，所述芯片还包括第一Phy芯片核和第二Phy芯片核，分

别连接所述第一数据输入输出转换模块和所述第二数据输入输出转换模块；所述扫描卡还

包括设置在所述电路板上的第一网络变压器和第二网络变压器，分别连接所述第一Phy芯

片核和所述第二Phy芯片核。

[0018] 由上可知，本发明实施例通过提出这种新的LED显示屏控制系统中的扫描卡方案，

减小了扫描卡的体积，将现有扫描卡上FPGA的显示驱动部分分成并行的小模块单独运行，

有助于减少图像处理部分的带宽，支持大带载，支持高密小间距屏体；并能输出更多的显示

数据组，解决现有扫描卡在通用型驱动芯片LED显示屏中显示效果不好的问题，提高刷新率

和灰度，达到提高LED显示屏显示效果的目的；并通过使用新的传输方式，与以前的扫描卡

与LED灯板模组排线连接方式相比，现在第一芯片和处于LED灯板模组中的第二芯片之间采

用差分的接口，可以达到减少排线个数，提高传输的稳定性和可靠性，减少EMI，更轻易的满

足EMC的要求。

[0019] 通过以下参考附图的详细说明，本发明的其它方面和特征变得明显。但是应当知

道，该附图仅仅为解释的目的设计，而不是作为本发明的范围的限定。还应当知道，除非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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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指出，不必要依比例绘制附图，它们仅仅力图概念地说明此处描述的结构和流程。

附图说明

[0020] 下面将结合附图，对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进行详细的说明。

[0021] 图1为相关技术中的扫描卡与LED灯板模组的结构及连接关系示意图。

[0022] 图2为相关于本发明实施例的一种扫描卡的结构示意图。

[0023] 图3为图2所示第一芯片的内部结构示意图。

[0024] 图4为图2所示第二芯片的内部结构示意图。

[0025] 图5为相关于本发明实施例的一种LED显示屏控制系统架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6] 为使本发明的上述目的、特征和优点能够更加明显易懂，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

的具体实施方式做详细的说明。

[0027] 具体地，本发明下述实施例提出一种新的扫描卡方案，以解决现有LED显示屏控制

系统中存在的问题，减小扫描卡的体积、支持大带载、支持高密小间距屏体；同时解决现有

扫描卡在通用型驱动芯片LED显示屏中显示效果不好的问题，提高屏体的显示效果；并通过

使用新的传输方式，达到减少排线个数，提高传输的稳定性和可靠性，减少EMI，更轻易的达

到EMC的要求。

[0028] 如图2所示，本实施例的扫描卡30包括：电路板31以及设置在电路板31上的网络变

压器33a ,33b、第一芯片35、存储器36和第二芯片37。其中，第一芯片35连接在网络变压器

33a,33b和第二芯片37之间，存储器36连接第一芯片35；而且第二芯片37甚至还可以级联另

一个第二芯片。此处需要说明的是，第一芯片和第二芯片的命名中的“第一”和“第二”仅为

描述方便之目的，并非用来限制本发明；存储器36可以是SDRAM等动态随机存储器。再者，网

络变压器33a,33b也可以替换成其他具有信号整形、增强及隔离等功能的电路。

[0029] 图3示出本实施例的第一芯片35的内部结构示意图。如图3所示，第一芯片35主要

完成数据(例如图像数据、命令数据等)的接收、转发、图像数据及参数数据的处理等，其包

括：两路Phy((Physical  Layer，物理层))芯片核350a ,350b、两路数据输入输出转换模块

351a,351b、端口切换模块352、图像数据解包模块353、存储器控制模块354、命令组包解包

模块355、参数分发模块356、图像数据处理模块357、组包解包模块358以及至少一路(例如

三路)数据输入输出模块359。

[0030] 其中，两路Phy芯片核350a ,350b分别通过网络变压器33a,33b主要与前端控制器

连接，完成差分信号例如千兆网数据的接收和发送。两路数据输入输出转换模块351a,351b

分别连接Phy芯片核350a,350b，其主要完成将Phy芯片核350a,350b的输入输出数据转换为

内部需要数据格式，也即进行数据格式转换。端口切换模块352连接两路数据输入输出转换

模块351a ,351b，其主要为了识别上下行数据链路，完成网线端口的输入输出切换。图像数

据解包模块353连接端口切换模块352和存储器控制模块354，主要完成对图像数据包(典型

地包括场同步信号数据和显示数据例如RGB数据)的解析以及通过存储器控制模块354将解

析后的图像数据存储至外部存储器例如存储器36。存储器控制模块354主要完成总线仲裁

以及数据分发功能，用于实现对存储器36的数据存取。命令组包解包模块355连接端口切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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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352和参数分发模块356，主要完成前端控制器下发的命令包的解包得到参数数据并送

至参数分发模块356以及将前端控制器需要的数据组包以备发送。参数分发模块356主要用

于下发各种参数数据例如至图像数据处理模块357和组包解包模块358以控制LED灯板模块

的显示，具体而言，参数分发模块356下方的各种参数数据例如包含图像数据处理模块357

所需的LED灯板模组上的驱动芯片类型(PWM型驱动芯片或通用型驱动芯片)、带载的显示区

域大小、输出显示数据(例如RGB数据)总组数和LED灯板模组的扫描方式(例如8扫、16扫、32

扫等)以及后端LED灯板模组所需的参数数据像LED灯板模组的像素宽高、扫描数、扫描译码

方式、驱动方式、数据组数和走线信息等。图像数据处理模块357连接参数分发模块356和存

储器控制模块354，主要完成图像数据的重排、校正、灰度抽取等处理以及通过存储器控制

模块354对图像数据的读取及处理后图像数据的存储，其中图像数据的重排通常是指根据

LED灯板模组上的驱动芯片类型为PWM型驱动芯片还是通用型驱动芯片来对图像数据进行

调整，且典型地数据重排是按照后端LED灯板模组上列驱动芯片(例如通用型驱动芯片或

PWM型驱动芯片)所需数据格式及LED灯板走线信息等进行灰度数据位置重新排列并进行拼

接组合等操作；校正例如是反伽马校正、亮度校正或其他校正比如色度校正；灰度抽取例如

是对图像数据进行Bit分离甚至Bit优化，且典型地灰度抽取是校正处理后的灰度数据按照

每一Bit进行分离操作，以将灰度数据转变成按照不同Bit采用不同实现权重的方式。组包

解包模块358连接参数分发模块356、存储器控制模块354和数据输入输出模块359，主要完

成根据配置参数将处理后图像数据从存储器36中读取出来并按照相应的格式组包并通过

数据输入输出模块359发送出去，以及完成回包的接包以及转发。各个数据输入输出模块

359用来与后级的第二芯片37进行连接。需要说明的是，也可以将存储器36集成到第一芯片

35的内部，以减少芯片的管脚。

[0031] 图4示出本实施例的第二芯片37的内部结构示意图。如图4所示，第二芯片37主要

完成接收第一个芯片35输出的图像数据包并进行驱动显示，另外还可以用来收集LED灯板

模组上的一些监控信息并回传给第一个芯片35。在第二芯片37与第一芯片35之间，可以使

用百兆网接口、千兆网接口、LVDS接口或者其他传输接口，也即第一芯片35中的数据输入输

出模块359可以是百兆网接口模块、千兆网接口模块、LVDS接口模块或其他传输接口模块。

更具体地，在图4中，第二个芯片37包括：数据输入输出模块371、组包解包模块373、图像显

示驱动模块375、监控信息获取模块377以及数据输入输出模块379。数据输入输出模块371

用来与第一芯片35进行连接，数据输入输出模块379连接数据输入输出模块379，用来与其

他第二芯片37进行级联。数据输入输出模块371,379典型地是与第一芯片35中的数据输入

输出模块359具有相同的结构。组包解包模块373连接数据输入输出模块371，主要通过数据

输入输出模块371完成与第一个芯片35的通信以及完成对从第一个芯片35输入的数据包的

解包以及完成发送给第一个芯片35的数据的组包功能。图像显示驱动模块375连接组包解

包模块373，主要完成将需要显示的图像数据按照LED灯板模组的设计要求(包括走线方式、

驱动芯片类型等的不同)进行不同的驱动，也即输出所需显示数据组和控制信号至LED显示

屏中的目标LED灯板模组以完成图像显示，此处的显示数据组例如是多个RGB数据组，控制

信号例如是时钟信号(CLK)、锁存信号(LAT)、使能信号(OE)、行选择信号(A，B，C)等。监控信

息获取模块379连接组包解包模块373，其主要提供一些控制接口，完成对LED灯板模组的监

控功能，包括LED灯板模组的温度、电压、运行时间等监控以及LED灯板模组校正数据的存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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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回读。

[0032] 下面将结合图2至图4对本实施例的扫描卡30的工作过程进行描述：

[0033] 数据包(图像数据包和/或命令包等数据包)由某一路Phy芯片核350a(或350b)进

入后，首先通过数据输入输出转换模块351a(或351b)转换为内部所需的数据格式，经过端

口切换模块352后：1)对于图像数据包，则由图像数据解包模块353完成解包功能并通过存

储器控制模块354存储到外部存储器例如存储器36中，图像数据处理模块357通过存储器控

制模块354从存储器36中读取图像数据完成处理后再存储到存储器36中，最后通过组包解

包模块358对处理后图像数据组包后通过数据输入输出模块359输出进行格式转换后输出

到第二芯片37；2)对于命令包，则经命令组包解包模块355解包后得到参数数据通过参数分

发模块356下发到各个模块例如图像数据处理模块357供各个模块使用，相关的参数数据也

通过组包解包模块358并经由数据输入输出模块359下发给第二芯片37。

[0034] 第二芯片37接收到来自第一芯片35的数据包后，对其进行解包并送至图像显示驱

动模块375。图像显示驱动模块375根据不同的包类型(图像数据包、命令包等)采用不同的

处理方式，对于命令包(例如包含参数数据)，解包后直接输出LED灯板模组使用，对于图像

数据包，则按照LED灯板模组上驱动芯片的型号、LED灯板模组的走线方式等输出控制信号

和显示数据组给LED灯板模组以实现图像显示。

[0035] 参见图5，其为本发明实施例采用图3和图4所示第一芯片35和第二芯片37的LED显

示屏控制系统的结构示意图。如图5所示，LED显示屏控制系统60：前端控制器61、扫描卡63

和LED灯板模组65。

[0036] 其中，前端控制器61可以是同步LED显示屏控制系统的发送卡、异步LED显示屏控

制系统的异步卡。

[0037] 扫描卡63包括设置在同一块电路板上的两路网络变压器33a,33b、第一芯片35和

存储器36；网络变压器33a,33b和存储器36分别连接第一芯片35，其中一路网络变压器33a

连接前端控制器61，另一路网络变压器33b用于级联下一级扫描卡。再者，由于第一芯片35

(如图3所示)中配置有多路数据输入输出模块359，因而其相当于提供有HUB板(转接板)的

接口扩展功能。或者说，图5所示的扫描卡63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称之为增设有第一芯片

35、存储器36和网络变压器33a,33b的HUB板。

[0038] LED灯板模组65包括设置在同一块电路板上的第二芯片37、信号增强模块651、LED

驱动电路653和监控电路655。其中，第二芯片37连接扫描卡63上的第一芯片35以及级联下

一级的第二芯片；信号增强模块651连接在第二芯片37与LED驱动电路653之间，其例如是

74HC245系列芯片；LED驱动电路653包括行选择芯片和列驱动芯片(例如众所周知的通用型

驱动芯片)，其与设置在同一电路板上的LED灯(作为显示像素)连接，以控制LED灯的亮暗状

态进而实现图像显示；监控电路655连接LED驱动电路653和第二芯片37的监控信息获取模

块377(参见图4)，其例如包括MCU，其可以获得LED灯板模组65的各种监控信息比如排线检

测结果、点检数据、温度、电压等。

[0039] 此外，在图5中，前端控制器61和扫描卡63通过千兆网进行通信，扫描卡63与LED灯

板模组65之间通过百兆网或者其他信号接口进行通信，LED灯板模组65与LED灯板模组之间

也可以进行级联。或者第一芯片35和第二芯片37这两个芯片都放在LED灯板模组65上，通过

LVDS或者其他差分信号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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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0] 需要说明的是，在前述实施例中，与前端控制器(例如发送卡)通信可以为千兆

PHY，但不仅限于千兆PHY，也可以是SerDes接口，还可以是其他高速串行接口，也即Phy芯片

核350a ,350b可以为其他差分信号接口模块而不限于网络差分信号。此外，对于第一芯片

35，也可以将Phy芯片核350a ,350b不集成进来；对于第二芯片37，也可以将信号增强模块

651集成进来，这样LED灯板模组65的电路将更加简单，又或者在第二芯片37中去掉监控信

息获取模块377来简化第二芯片37。

[0041] 综上所述，本发明实施例通过提出这种新的LED显示屏控制系统中的扫描卡方案，

减小了扫描卡的体积，将现有扫描卡上FPGA的显示驱动部分分成并行的小模块单独运行

(对应第一芯片可连接多个第二芯片)，有助于减少图像处理部分的带宽，支持大带载，支持

高密小间距屏体；并能输出更多的显示数据组(例如多个RGB数据组)，解决现有扫描卡在通

用型驱动芯片LED显示屏中显示效果不好的问题，提高刷新率和灰度，达到提高LED显示屏

显示效果的目的；并通过使用新的传输方式，与以前的扫描卡与LED灯板模组排线连接方式

相比，现在第一芯片35和处于LED灯板模组中的第二芯片37之间采用差分的接口，可以达到

减少排线个数，提高传输的稳定性和可靠性，减少EMI，更轻易的满足EMC的要求。

[0042] 以上所述，仅是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而已，并非对本发明作任何形式上的限制，虽

然本发明已以较佳实施例揭露如上，然而并非用以限定本发明，任何熟悉本专业的技术人

员，在不脱离本发明技术方案范围内,当可利用上述揭示的技术内容做出些许更动或修饰

为等同变化的等效实施例，但凡是未脱离本发明技术方案内容，依据本发明的技术实质对

以上实施例所作的任何简单修改、等同变化与修饰，均仍属于本发明技术方案的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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