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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编者按
无论在家中、车内、办公室还是工厂，我们身边存在

这本电子书将深入介绍电压监控器及其应用。第 1 章

数量繁多的电子产品，这些产品安全可靠地运行是人

是电压监控器的概述内容，阐述了电压监控器的必要

类生活与工作的有力保障。在工业和汽车应用这些复

性，展示了电压监控器可能具备的各种功能。第 2 章

杂多变甚至较为恶劣的环境中，为了确保这些系统正

解释了典型电压监控器数据表中的电气和时序规范。

常运行，系统设计人员必须针对为系统处理和信号链

第 3、4 章详细介绍了看门狗定时器，这是部分电压监

模块供电的关键电源进行准确的冗余监控。

控器具备的一项功能。如果定时器在特定时间间隔内

电压监控器（也称为复位集成电路 (IC)）是一种监控系

并未收到来自受监控处理器传输的周期性脉冲信号，

统电源的电压监控器。一般而言，当需要进行电压或电

则将复位输出置为有效。第 5 章介绍了一些强化电压

流感测时，电压监控器通常与处理器、稳压器和排序器

监控器的应用。

结合使用。监控器针对电压轨进行监控，以确保系统上

这些资源由德州仪器 (TI) 的专家倾情提供，旨在帮助

电。与此同时，监控器检测故障并与嵌入式处理器进行

用户了解相关知识并轻松使用电压监控器。我们将多

通信，保障系统安全运行。为了符合工业和汽车应用需

年来与设计人员和业界同行的合作经验融入其中，力

要满足的安全完整性等级 (SIL) 和汽车安全完整性等级

求在器件使用过程中为用户排忧解难。如果读者在未

(ASIL) 标准，必须执行极其准确的电压监控。德州仪器

来几年内对电压监控器存在疑问，请使用本指南作为

(TI) 的监控器产品组合涵盖低功耗、小尺寸、高精度的

主要参考资料。

看门狗定时器和具有宽输入电压范围的多通道按钮式复

Cory Tran 和 Abhinav Sharma

位集成电路 (IC)，有效帮助工程师达到设计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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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章：监控器/复位集成电路 (IC) 的相
1.1.什么是电压监控器？

幸运的是，监控 1.8V 电压轨的方法很多。然而，最

Cory Tran

合适的监控方法有时难以确定。让我们了解一下电
压监测的重要之处。

电压监控器是监控或“监管”系统内电压轨的器件。
电压监控器可以检测欠压事件（电压低于某个阈值）

避免欠压

或过压事件（电压超过某个阈值）。根据器件状态的

在数字领域，欠压可导致处理器发生锁断和故障。例

不同，当受监控的电压轨电压低于或高于预设的阈值

如，MSP430™ 微控制器 (MCU) 线路所需的最低电源

电压时，电压监控器会将信号置为使能、禁用或复位

电压为 1.8V。即使在瞬态过程中，电源电压降至该阈

其他器件。部分电压监控器可以同时监控欠压和过压

值以下也可能出现问题。幸运的是，许多 MSP430

情况，称为窗口检测器。

MCU 均采用复位集成电路 (IC)，能够有效防止这种情

电压监控器旨在确保系统正常上电，防止处理器发

况。如果出现欠压，复位集成电路 (IC) 将使处理器进

生欠压，同时实时监控系统，避免因电压轨超出规

入复位状态，直至电源电压重新升至可接受的水平。

范而产生性能问题或系统故障。从基础的电压轨监

如果微控制器 (MCU) 中尚未集成电压监控器或需要冗

控到汽车级电源监控，监控器的应用领域十分广泛。

余，用户必须自行实施相关解决方案，如图 1-1 所示。

对于功能安全性（如 SIL 或 ASIL）要求严格的系统，
电压监控器还能额外提供诊断覆盖和冗余安全监控。
该器件使用内部比较器和基准电压来压缩电源管理
监控电路的功能，将其整合到一个简易集成电路
(IC) 中。
电压监控器也称作复位集成电路 (IC)、电压监视器或
电压检测器。
有关监控器基础知识的详细信息，建议学习德州仪器
(TI) 的系列培训课程电压监控器 101。

1.2.电压监控的重要性

图 1-1.使用 TPS3813K33 进行电压监控和窗口看门狗

Aaron Paxton

监控。

监控电压轨与修整庭院一样具有挑战性。虽然多数人并
不十分热衷于清理杂草或修剪篱笆，但如果不希望杂乱

检测过压事件

无章到无法容身，或是引发另一半大发雷霆，我们还是

绝 对 额 定 电 压 对 于 集 成 电 路 (IC) 至 关 重 要 。 以

需要收拾一下庭院。

TPS61230 为例，其在正常工作状态下的额定输入电压
为 5.5V。在输入端施加的绝对最大电压为 6V。如果电
压超过该值，可能影响可靠性并/或对集成电路 (IC) 造
成永久性损坏。虽然 TPS61230 可以由标称电压为 5V
的电压轨供电，但这样可能无法考虑误差或瞬态电压。
额定精度为 5% 的 5V 电压轨很容易变为 5.25V 电压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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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章：监控器/复位集成电路 (IC) 的相

当线路中的电感足够大时，加载电路会产生电压尖峰，

诊断

导致电源电压高于 6V。采用电子熔丝和热插拔控制器

除了起到保护作用，系统可能还需要将监控电源轨

等防护措施，有助于抵御此类事件。在部分情况下，

作为一种整体诊断策略。一项示例是系统试图根据

复位集成电路 (IC) 也可以发挥相同的作用，如图 1-2

国际电工委员会 (IEC) 61508 标准进行安全完整性等

所示。

级认证。电压监控器是确保电压轨正常运行的有效
器件之一。

1.3. “如何知道的我的 FPGA 还是在正常工作？”
Amit Benjamin
众所周知，新技术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机遇，也引
发了新的挑战。例如，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让我们
随时随地与外界保持联系，但也造成了“电子设备
依赖症”。
芯片技术的进步也是如此，在创造无数机遇的同时，
也带来了严峻的挑战。借助更小的新型工艺节点和更
图 1-2.使用窗口比较器（如 TPS3700 或 TPS3701）

低的内核电压轨，彰显了集成度和效率进一步升级的

感测 5V 线路是否发生过压。

优势。与此同时，由于角扩散和工艺的变化，这些改
进也对芯片的性能提出了挑战。为了应对这些芯片工

电池电量监测

艺变化，供应商正着手规划容差更为严格的电源轨

用户必须确保锂离子等电池技术处于安全工作区域范

（参见表 1-1）。

围内，包括防止出现欠充和过充状态。虽然这项工作
通常由电池管理系统负责，但电压监控器同样能够保

电源轨

正常电压
(V)

容差

说明

护电池（或电池组）免受此类事件的影响。图 1-3 展

VCCINT

1.0

±3%

内核逻辑电路
电压源

VCCAUX

1.8

±5%

辅助逻辑
电路电压源

示了一种检测电池压降的双电压监控器实施方案。

表 1-1.Xilinx Virtex-7 电源要求

从电压监控/监测的角度来看，容差更为严格的低压电
源轨给系统设计人员带来了挑战，
在现场可编程门阵列 (FPGA)、专用集成电路 (ASIC) 或
存储区块出现电压尖峰时，相关人员需要保护数据并
将系统设定为安全模式。

图 1-3.使用 TPS3779 监控 3.6V 锂电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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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压

电压监控器精度

容差

标称供电范围

核心电压
容差

标称供电范围

在超出最小容
差规范时复位

电压监控器精度

图 1-4.在超出安全核心电压容差时将进行复位。

典型的电压监控集成电路 (IC) 具有较宽的电压阈值精

这款高精度窗口比较器具备以下优点：

度范围、可变的迟滞、较差的毛刺抑制能力并且不具

● FPGA/ASIC 严格容差 - TPS3702 在整个温度范

备过压检测功能。这些不准确因素将导致系统在狭窄

围内的电压精度上限为 0.9%。这是通过在出厂

的容差范围之外复位（图 1-4），在标称供电范围内

时调整内部电阻分压器来实现的。其他电压监控

触发错误复位并极易受到过压和欠压瞬变的影响，导

器需要与外部电阻分压器结合使用，这会导致阈

致系统面临风险。

值电压不准确。TPS3702 非常适合电源容差严格

此外，越来越多的工业和汽车应用安全标准，如国际

并由低压电源轨供电运行的系统，其较高的精度

标准化组织的 26262 和 61508 标准，需要集成过压

保证了系统在 FPGA 最小/最大电源容差超限时安

检测功能的高精度电压监控。

全复位。

为 了 应 对 上 述 各 项 挑 战 ， 德 州 仪 器 (TI) 开 发 了

● 标称电压窗口内的错误复位 - TPS3702 提供

TPS3702。这款窗口比较器采用小外形晶体管 (SOT)-

0.55% 或 1.0% 的低阈值滞后选项，可防止误判

23-6 封装，具有固定的阈值电压并提供过压和欠压检

导致的中断，同时确保仅在 VCC 返回安全窗口

测功能。图 1-5 所示为一个常见的 TPS3702 用例，即

后才会释放复位。

监测 FPGA 的 1V、1.2V 和 1.8V 电源轨。

● 抗过冲和下冲尖峰干扰的能力 - TPS3702 内置

与 FPGA 的电源引脚相连

有毛刺抑制滤波器，进一步消除了错误信号导致
的错误复位。
● 为了达到所需的 SIL 和 ASIL 风险等级，必须执行

精确的过压和欠压监测 - TPS3702 允许用户根据

在 ±3% 或 ±5%

应用要求和安全标准要求，围绕所选电压选项选择

范围内保证复位

窗口宽度阈值选项（±3%、±5%、±7%、±10%）。

图 1-5.一项采用 TPS3702 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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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章：监控器/复位集成电路 (IC) 的相

1.4.选择电压检测器、监控器和复位集成电路 (IC)

基础的电压检测器或复位集成电路 (IC) 无需使用任何外部

以确保系统安全

组件（输出端可能连接上拉电阻的情况除外），均采用小

Michael DeSando

型三引脚封装。图 1-6 所示为 TI TLV803E 这款简易电压监
控器的示例。

许多因素均可导致电信、工业和航空电子应用中的电源
电压发生变化，例如线路和负载瞬变、电力中断或电池
电量不足。电压检测器和监控器/复位集成电路 (IC) 能
够尽早指示与此类问题相关的电源电压偏差，为系统提
供保护。
尽管电压检测器和监控器/复位集成电路 (IC) 的功能相
同，但二者适用于不同类型的系统。电压检测器用于监
控电压（如电池电压）并在电压较低时提示用户。电压
检测器通常不发生延迟，但内置迟滞功能，可在电压于
阈值电压附近浮动时避免错误触发。

图 1-6.TLV803E 的典型应用电路。

监控器/复位集成电路 (IC) 监控电源电压并在电压较低
时复位或关闭其他器件（如微处理器）。这些器件的

当 VCC 的电源电压降至 TLV803E 的复位阈值以下后，复

输出延迟通常可通过编程设定，防止系统在电源电压

位引脚变为低电平并触发微处理器复位。

稳定前退出复位状态。

输出类型：低电平有效与高电平有效对比，推挽与开漏对比

电压检测器和监控器/复位集成电路 (IC) 的特性和参

低电平有效和高电平有效指的是复位类型。在低电平有效

数各不相同，很难为给定的应用选择合适的器件。选

的情况下，复位引脚首先处于高电平，当电源电压降至电

择电压监控器的关键是了解用户所需功能，然后根据

压复位阈值以下时，复位引脚变为低电平。高电平有效复

用户所需的尺寸、封装类型和价格做出选择。

位则正好相反，复位引脚首先处于低电平，当电源电压降

最简单的电压监控方法

至电压复位阈值以下时，复位引脚变为高电平。请参见

在部分应用中，用户可能只需要使用小巧易用的基本

图 1-7 中的应用曲线。

款电压检测器或监控器/复位集成电路 (IC)。当电源电
压降至出厂前预设的复位阈值以下后，这些器件将提
供低输出电压或复位信号。输出信号在电源电压超出

VCC 阈值（5V、3.3V 或 3 V）

该阈值后的一段固定时间内仍然保持有效。提供的阈
值选项随器件而异，典型值包括 2.63V、2.93V、3.0V、
3.08V、4.38V 和 4.63V。不同器件的精度也各不相同，
虽然该值通常为 3% 左右，但部分器件在整个温度范
围内的精度高达 0.75%。

图 1-7.低电平有效 (LM809) 与高电平有效 (LM810) 的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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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漏

推挽
可编程输出延迟有时也称为可编程复位超时周期。直
接与延迟引脚（有时也称 CD、SRT 或 CT）相连的陶

图 1-8.输出类型。

瓷芯片电容通常足以实现稳定可靠并且明确定义的输
出延迟。例如，图 1-9 所示的 LM8365 就具备可编程

推挽和开漏指的是输出类型。推挽式输出在输出端

输出延迟。

使用两个晶体管。当顶部晶体管导通时，输出设置
为高电平；底部晶体管导通时，输出设置为低电平。
开漏输出仅使用一个晶体管，通过其将输出设置为
低电平，同时另外使用一个上拉电阻代替顶部晶体
管设置高电平输出。推挽式输出的优点是速度快并
且功耗低。然而，开漏输出可以连接在一起，形成
或/与逻辑输出配置。图 1-8 展示了开漏和推挽两种
输出类型。
有关电压监控器不同输出拓扑的详细信息，请参见

开漏输出需要采用这种配置

“电压监控器的输出拓扑选项”。

图 1-9.具有可编程输出延迟的 LM8365 典型应用电路。

电压监控器功能
随着设计变得愈发复杂，可能需要更先进的器件才能

当输入电压降至复位阈值以下时，复位引脚将变为低

成功监控电压。后续章节将重点介绍电压检测器和监

电平。当输入电压升至阈值以上时，在复位引脚恢复

控器/复位集成电路 (IC) 中的各种功能，帮助设计人

高电平之前存在一段时间的延迟。延迟时间随 CD 的

员选择合适的功能。

增大而延长。LM8365 的时序图如图 1-10 所示。

可编程输出延迟
与电压检测器不同，电压监控器通常可以通过选择一
个外部电容来设置输出延迟的时间，使用方式极为灵
活。电压监控器适用于对多个电源进行正确排序（例
如现场可编程门阵列或系统故障防护等应用中的电
源）。当电源电压升至电压阈值（必要时需加上迟滞）
以上时，通常触发器件“释放”复位信号，使系统退
出复位状态。然而，延迟电容 (C) 产生延迟，因此在
复位信号释放前，电压必须持续高于电压阈值与特定
时间延迟所对应的迟滞之和。这可以有效防止系统过
早退出复位状态。
电压监控器和复位集成电路 (IC)提示、技巧与基础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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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章：监控器/复位集成电路 (IC) 的相

输入电压，引脚 2

电容，引脚 5

图 1-11.使用 TPS3808G01 监控用户定义的阈值电压。
复位输出
（低电平有效），引脚 1

tD2

手动复位

图 1-10.LM8365 的时序图。

如果 MR 引脚的电压在特定时间内低于手动复位阈值
(V MRT)，手动复位输入将强制执行复位。只要 MR 引脚
保持低电平，复位引脚便保持激活状态。如果复位超时
周期在 MR 升至 V MRT 以上后到期，复位引脚随即释放。
当用户需要对微处理器 (MCU) 应用进行复位时，这项功
能非常实用。对于在检测到主电源电压以外的低电压时
需要复位的应用，这项功能同样适用。用户可通过手动
复位完全控制复位，而非仅通过低电源电压触发。

如需了解更多具有可编程输出延迟的监控器
选件，请查看低 IQ TPS3840 或 TPS3890
的小尺寸封装

产品

可调节阈值电压
部分电压监控器提供可调节阈值电压选项，
以便用户灵活监控所有高于器件特定电压阈
值的电压。该功能的一项典型示例是
TPS3808。如图 1-11 所示，在电路配置中

电源故障输入

使用 TPS3808G01 可以实现电阻分压器功

部分电压检测器和监控器/复位集成电路 (IC) 具备附加
的电源故障警告输入，可监控除主电源之外的电源。
对于期望在电源实际发生故障之前检测出问题的系统，
这种附加输入十分实用。阈值可能随器件的不同而发
生变化，但典型阈值为与内部基准电压相差 1.225V。
如果电源故障输入 (PFI) 引脚电压低于电源故障电压阈
值 (VPFT)，电源故障输出 (PFO) 将变为低电平。

能，以便根据设计需求灵活调整阈值。
TPS3808G01 的 阈 值 为 0.405V ， 通 过
公式 1 计算的监控电压如下：

(1)

电源故障比较器（通过由主电源供电的分压器驱动）
通常指示电源电压下降情况。在主电源电压降至复位
阈值以下前，PFI 处的电压会降至 VPFT 以下并保持数
毫秒，从而提前发出欠压警告。PFI 引脚也可与 MR
引脚相连，强制电压检测器发出低电平输出信号或促
使监控器/复位集成电路 (IC) 强制复位。

可调节阈值电压监控器对于需要多种不同电
压监控选项的设计很有帮助，在其中选择一
个监控器即可满足所有设计需求。
使用可调节阈值电压时，一项重要的设计准
则是确保流经电阻分压器的电流至少达到流
入检测引脚的电流的 100 倍 (ISENSE)。

电压监控器和复位集成电路 (IC)提示、技巧与基础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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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章：监控器/复位集成电路 (IC) 的相
电源
备用电池

微控制器
或
微处理器

外部源

开关电容

手动复位

脚上的信号活动。如果监控器未在看门狗窗口内
检测到信号，将触发复位。用户可以使用外部电
容对看门狗窗口进行编程，提升其灵活度。

图 1-12.TPS3619 上的典型工作电路。

提供电源故障输入功能的示例器件为 TPS3619 电池
备用监控器，如图 1-12 所示。该器件不仅可以通过
电源故障输入引脚提供附加电压监控功能，还可以在
主电压源发生欠压或故障时，协助系统启用备用电池。
这对于互补金属氧化物半导体随机存取存储器等应用
的数据保持功能极为有用。

看门狗定时器通常用于安全因素至关重要的应用或
处理器监控（如果微处理器 (MCU) 在一段时间内未
处于活动状态，则需要复位）。当微处理器无法正
常工作时，这项功能可防止系统继续运行。
一项使用看门狗定时器的监控器示例为实施看门狗
超时规范的 TPS386000 四通道电压监控器。这款
电压监控器适用于除了需要使用看门狗功能监控
MCU，还需要监控多条电源轨的应用，如图 1-13
所示。

看门狗定时器
带有开门狗定时器的电压检测器和监控器/
复位集成电路 (IC) 等待看门狗输入 (WDI) 引

图 1-13.TPS386000 的典型电路应用。

电压监控器和复位集成电路 (IC)提示、技巧与基础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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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章：监控器/复位集成电路 (IC) 的相

按钮复位集成电路 (IC)
对于电池不易取出的应用，能否通过按住一两个按钮将系
统复位是至关重要的。当用户在处理器处于冻结状态，需
将应用强制复位时，多按钮操作也很有用。在此类情况下，
按钮复位集成电路 (IC) 可以监控这些用户按键操作并在给
定时段结束后进行复位。此外，对于无线扬声器/耳机应
用，如果器件需要在用户按下按钮一段时间内执行特定操
作，按钮复位的复位集成电路 (IC) 也能发挥重要作用。
TPS3421 等器件可以在此类情况下提供帮助，如图 1-14
所示。
电源故障复位阈值

有效数据线

图 1-15.LM3710 应用电路。

微处理器

除标准复位外，LM3710 还支持手动复位、PFI、
看门狗定时器和低电压线路输出，支持为众多应
用提供所需的灵活性。上文中图 1-15 所示的应用
电路使用 R1 和 R2 作为与 VIN2 相连的分压器，以
便设置电源故障复位阈值，实现对第二电源的监
控。如果第二电源的电压降至电源故障复位阈值
以下，PFI 引脚将变为低电平，PFO 引脚也随之
降至低电平。此引脚与 MR 引脚相连，因此将触
发复位。
如果在 WDI 引脚上的看门狗窗口内未检测到任何
活动，也会发生复位。WDI 引脚可以与微处理器相
连，通过使微处理器发送间歇性脉冲，检测其是否
仍然正常工作。当 VCC 处的电源电压降至比复位电
压阈值低 2% 左右时，低电压线路输出 (LLO) 引脚
将变为低电平。LLO 引脚可以连接微处理器进行检
测。当此引脚进入激活状态后，发送到微处理器的
信号可能触发其他操作，例如向另一器件发送信号，
或以 LED 闪烁等形式向用户报警。

(b)

图 1-14.TPS3421 典型电路应用 (a) 和时序图 (b)。

低电压线路输出
当电源电压降至高于复位阈值的值时，这种早
期电源故障警告指示灯将转为低电平。当电源
电压比复位阈值高出 2% 左右时，指示低功耗
的指示灯亮起，不会导致复位。

图 1-16 中的时序图所示为监控第二电压输入
(VIN2) 的示例。当与 PFI 引脚相连的 V IN2 变为低电
平后，PFO 引脚也将变为低电平，进而导致 MR
引脚降为低电平，随即触发复位。使用电源故障
和手动复位功能的方法多种多样，用户可以根据
应用需求自行选择。

图 1-15 所示为 LM3710 的示例应用电路，
图 1-16 为 LM3710 的示例时序图，其中包含
了迄今为止所提及的功能。

电压监控器和复位集成电路 (IC)提示、技巧与基础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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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章：监控器/复位集成电路 (IC) 的相

分压器 R1 和 R2 设定的阈值

图 1-16.电源故障和手动复位的时序图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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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读懂电压监控器数据表

2.1.电气特性表
表 2-1 为 TPS3840 的电气特性表。本节将介绍如何读懂此类表格。
参数

测试条件

最小值

典型值

最大值

-40°C 至 125°C

单位

10

V

-1.5

1

1.5

%

常用参数
VDD
VIT

1.5

输入电源电压
负向输入阈值精度 (1)

VHYS

VIT- 引脚上的迟滞

VIT = 1.6V 至 3.1V

175

200

225

mV

VHYS

VIT- 引脚上的迟滞

VIT = 3.2V 至 4.9V

75

100

125

mV

300

700

nA

600

mV

VDD = 1.5V < VDD < 10V
IDD

流入 VDD 引脚的电源电流

VDD > VIT+ (2)
TA = -40°C 至 125°C

𝑽�����
𝑴𝑹_𝑳

𝑽𝑴𝑹
�����_𝑯
𝑹�����
𝑴𝑹
RCT

手动复位逻辑低电平输入 (3)
手动复位逻辑低电平输入

(3)

0.7 VDD

V
100

手动复位内部上拉电阻
CT 引脚内部电阻

350

500

kΩ
650

kΩ

TPS3840PL（推挽式，低电平有效）
VPOR

上电复位电压 (4)

VOL(max) = 200 mV
IOL(max) = 200 nA

300

mV

VOL

低电平输出电压

1.5V < VDD < 5V
VDD < VITIOUT(Sink) = 2mA

200

mV

VOH

1.5V < VDD < 5V
VDD < V IT+(2)
IOUT(source) = 2mA

0.8 VDD

V

1.5V < VDD < 5V
VDD < V IT+(2)
IOUT(source) = 2mA

0.8 VDD

V

高电平输出电压

TPS3840PH（推挽式，高电平有效）
VPOR

上电复位电压 (4)

VOH，IOUT(source) = 500 nA

950

mV

VOL

1.5V < VDD < 5V
VDD < V IT+(2)
IOUT(source) = 2mA

200

mV

低电平输出电压

200

mV

VOH

高电平输出电压

1.5V < VDD < 5V，VDD < VIT-，
IOUT(source) = 2 mA

0.8 VDD

V

TPS3840DL（开漏式）
VPOR

上电复位电压(4)

VOL(max)= 0.2V
IOUT(sink)= 5.6μA

950

mV

VOL

低电平输出电压

1.5V < VDD < 5V
VDD < V IT+(2)
IOUT(sink)= 2 mA

200

mV

RESET 引脚处于高阻抗状态，
VDD = VRESET = 5.5V
VIT+ < VDD

90

nA

Ilkg(OD)

开漏输出泄漏电流

(2) VIT+ = VHYS + VIT����� 的逻辑信号小于 VDD，则会有额外的电流从 VDD 流入并从 𝑀𝑅
�����流出
(3) 如果驱动 𝑀𝑅

(1) VIT- 阈值电压范围为 1.6V 至 4.9V，步长为 100 mV。有关已

发布版本的信息，请参见器件电压阈值表。

(4) VPOR 是受控输出状态下最低的 VDD 电压。VDD 转换率 ≤ 100 mV/µs

表 2-1.TPS3840 的电气特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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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读懂电压监控器数据表

常用术语
VDD – 输入电源电压。这是为集成电路 (IC) 供电所需的电
源电压范围。
VIT- – 负向输入阈值电压。VIT- 以电压或标称阈值电压附
近的精度百分比表示。该值为电压监控器检测到欠压情况
时 的 电压 阈值 。 请注 意， 如 果 图 2-1 中 的 电压 降 至
VIT- 以下，将在传播延迟或 TP_HL 后激活复位。
VHYS – 阈值电压迟滞。该值是上升阈值 (VIT+) 和下降阈值
(VIT-) 的差值，避免所监控的电压在 VIT- 附近振荡而产生的
虚假触发。当监控的电压升至 VIT+ 以上，监控器将清除故
障。请参见图 2-1 中的时序图，其中展示了这项操作。
IDD – 电源电流。该电流从电源流入 VDD 引脚。IDD 有时
称为静态电流 (IQ)。

VMRH - 手动复位逻辑阈值电压。该值为在 MR 引脚处视为
逻辑高电平的最低输入电压。
VPOR - 上电复位电压。VPOR 是受控输出状态所需的最低输
入电压。当 VDD 低于 VPOR 时，监控器输出处于未定义状
态。为了解决此故障，请参见第 5 章“改善电压监控器输
出在上电/掉电期间的不确定性”一节。
VOL - 低电平输出电压。该值是在逻辑低电平条件下，监控
器的最高输出电压。
VOH - 低电平输出电压。该值是在逻辑高电平条件下，监控
器的最低输出电压。
ILKG - 开漏输出泄漏电流。该值是泄漏电流，产生的原因是
开漏输出拓扑中使用的上拉电阻导致内部金属氧化物半导
体场效应晶体管 (MOSFET) 关断。

VMRL – 手动复位逻辑阈值电压。该值为在 MR 引脚处视
为逻辑低电平的最高输入电压。

图 2-1.TPS3840 时序图。

电压监控器和复位集成电路 (IC)提示、技巧与基础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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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读懂电压监控器数据表

参数
TSTRT
TP_HL

启动延迟(1)
VDD 的传播检测延迟减小至 VIT- 以下

测试条件
CT 引脚开路
VDD = VIT+ 至 (V IT-) - 10%(2)

最小

典型

最大

单位

100

220

350

µs

15

30

µs

50

CT 引脚 = 开路
TD

复位时间延迟

TGI_VIT-

毛刺抑制 VIT-

TMR_PW

启动复位的 MR 引脚脉冲持续时间

TMR_RES

从 �����
MR 低电平到复位的传播延迟

TMR_tD

从释放 �����
MR 到复位置为无效的延迟

µs

CT 引脚 = 10 nF

6.2

ms

CT 引脚 = 1 µF
5% V IT- 过驱动(3)

619

ms

����� < V�����
VDD = 4.5V，MR
MR__L

VDD = 4.5V，
�����
MR = VMR
�����__L 至 VMR
�����__H

10
300

ns

700

ns

TD

ms

(1) 当 VDD 的起始值低于特定最小值 VDD，然后上升至 VIT+ 以上时，系统将在启动延迟 (tSTRT) 结束后释放复位，CT 引脚处的电容将延迟 TD 加入 tSTRT 时间中。
(2) 对于低电平有效型号，tP_HL 的测量范围为阈值跳变点 (VIT-) 至 VOL；对于高电平有效型号，测量范围为 VIT- 至 VOH。
(3) 过驱动百分比 = [(VDD/ VIT-) - 1] × 100%

表 2-2.TPS3840 的时序要求表。

2.2.时序要求表
表 2-2 是 TPS3850 的时序要求表。本节将介绍如何读懂
此类表格。
常用术语
TSTRT – 启动延迟。在器件完全正常工作前，VDD 必须在长
达 TSTRT 的时间内高于 VDD (min)。
TP_HL – 传播延迟。该值是

监控器将忽略所有时长小于 TGI_VIT- 的毛刺。过驱动由 VDD
与指定阈值的偏离程度定义，指的是 VIT- 与脉冲的差值
（以百分比表示）。
TMR_PW – MR 脉冲宽度。该值为监控器检测 MR 引脚上的脉
冲所需的时间。
TMR_RES – MR 传播延迟。该值为器件触发由 MR 引脚引起
的故障事件所需的时间。

器件触发故障事件所需的时间。请参见
图 2-1 中的时序图，查看传播延迟。
T D – 复位时间延迟。该值为故障不复存在时，器件从故
障状态恢复正常运行所需的时间。部分监控器具备可编程
复位时间延迟，因此请检查所用器件的复位时间延迟配
置。请参见“电气特性”一节图 2-1 中的时序图，直观
了解 TD。

电压监控器和复位集成电路 (IC)提示、技巧与基础知识

TGI_VIT- – 毛刺抑制。此功能可保护监控器，避免所监控电
压轨上的脉冲或毛刺对其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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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MR_tD – MR 时间延迟。该值为从 MR 引脚置为无效到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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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章：看门狗集成电路 (IC) 的相关要点
3.1.看门狗定时器介绍以及重要性

此复位输出可以通知系统处理器处于挂起或冻结状

Kelvin Odom

态，或直接将处理器复位。图 3-2 给出了在看门狗
超时期间内接收的脉冲和看门狗超时结束后接收的

看门狗定时器就像名流钱包上的小狗挂饰一样，通常

脉冲。

将其视为无用之物或认为其太过复杂。然而，将两者
直接相提并论无法体现看门狗的巨大价值。与“钱包
狗”不同，看门狗为系统添加了重要的监控功能，用

正确运行

户可在内部和外部监控系统故障并在发生故障时采取
相应措施。
那么，何为看门狗定时器？
简而言之，看门狗定时器是一种监控器件。如果其
在特定时间范围内并未从处理器接收到周期性脉冲

晚期故障

信号，就会将复位输出置为有效。
一种实施方案是将处理器的数字信号输出（通用输入/
输出）馈入外部看门狗定时器的看门狗输入，如图 3-1
所示。TPS3851 是一款集成看门狗定时器的监控器。

有效窗口

它既可以监控微控制器 (MCU) 的电源轨，也可以从外
部监控 MCU 发出的数字脉冲。
图 3-2.标准看门狗定时器的运行。
微控制器

看门狗定时器为什么如此重要？看门狗定时器提供了
一种在处理器软件处于冻结或挂起状态时，
向系统发出报警或将处理器复位的方法。虽然软件冻结不是
蓄意制造的设计问题，但优秀的系统设计人员应该事先制定
故障应对方案，未雨绸缪永远最明智的做法。如果不实施此

Copyright © 2016，德州仪器 (TI) 公司

类监控，处理器可能无限期地处于冻结状态，导致更严重的
系统故障。超时间隔可以调节的外部看门狗定时器（如

图 3-1.TPS3851 提供的看门狗监控功能。

TPS3851）可以在数毫秒内识别出此类软件冻结问题并相应
地复位系统或处理器。在嵌入式或远程系统中，这项功能更

处理器周期性地向看门狗定时器发送脉冲，指示系

加不可或缺，因为手动复位这类系统不可行，甚至根本无法

统软件是否正常运行。如果看门狗定时器在给定时

实现。安全因素至关重要的应用也需要使用外部看门狗，从

间范围内并未接收到该脉冲（称为看门狗超时），

而在系统的处理器可能冻结或挂起时为其添加关键冗余。

看门狗定时器会将复位输出置为有效。

电压监控器和复位集成电路 (IC)提示、技巧与基础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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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章：看门狗集成电路 (IC) 的相关要点

如何在嵌入式系统中使用看门狗定时器？

看门狗定时器的功能在原则上并不是错综复杂的。
但是，它在保障系统可靠性方面的重要性不言而
喻。在发生故障时无法或很难人为启动系统复位
的情况下，尤为如此。

看门狗定时器的实施方案主要有两种：
● 使用集成看门狗功能的处理器。包括 MSP430F5529
系列在内的许多微控制器均集成了看门狗功能。 它易
于实施并且不需要额外使用集成电路，颇具实用价值。
然而，此类产品有一点需要格外注意：集成看门狗可能
无法一直按照预期的方式工作，因为导致 MCU 出现故
障的代码问题也可能无意中禁用看门狗定时器。此外，
软件需要以内部看门狗应能检测到任何冻结或挂起的方

3.2.标准看门狗与窗口看门狗的区别
德州仪器 (TI) 提供标准看门狗和窗口看门狗选件。
“标准”和“窗口”看门狗的区别在于下边界规范。
在标准看门狗中，脉冲必须在看门狗超时之前到
达，否则发生故障。
如图 3-3a 所示，标准看门狗仅在出现晚期故障时向系
统发出报警。在窗口看门狗中，脉冲必须在看门狗超时
之前和下边界规范之后到达；否则会发生故障。根据
图 3-3b，请注意窗口看门狗如何在出现早期和晚期故
障时向系统发出报警。

式编写。然而，采取额外措施，以冗余方式监控 看门

狗输入有助于解决代码中无法预料的错误。针对
这种情况，德州仪器 (TI) 提供 TPS3431 等独立的看
门狗定时器，帮助用户解决问题。
● 使用具有看门狗定时器的电压监控器。
借助 TPS3851 或 TPS3110 等具有看门狗定时器功能
的监控器，用户能够以外部冗余方式监控电源电压和
看门狗信号。如果处理器的内置看门狗未能检测到错
误或丢失的脉冲，外部看门狗定时器将增加一个无法
实现的检测级别。

有关看门狗定时器应用和看门狗定时器功能的详细信
息，请阅读《了解看门狗定时器应用》这篇短文并观
看视频《电压监控器功能》。

早期故障

正确运行

正确运行

晚期故障

晚期故障

(a)

(b)

图 3-3：标准看门狗时序图 (a)；窗口看门狗时序图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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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章：读懂看门狗定时器数据表
4.1.电气特性表
表 4-1 为 TPS3850 的电气特性表。该器件采用监控过压和欠压的窗口监控器，兼具窗口看门狗功能。本节将介绍如何读
懂此类表格。
参数
常规特征
V DD

电源电压

IDD

电源电流

(1)(2)(3)

复位功能
V POR

上电复位电压

V UVLO

欠压锁定电压

(2)

(1)

VIT+(OV)

测试条件

最小值

典型值

1.6
10
IRESET = 15 µA，V OL(MAX) = 0.25 V

最大值

单位

6.5

V

19

µA

0.8

V
V

V IT+(nom)–0.8%

VIT-(UV)

���������
过压感测阈值精度，进入RESET

VIT(ADJ)

下降感测阈值电压，仅限可调节型号

0.3968

0.4

0.4032

VHYST

迟滞电压

0.2%

0.5%

0.8%

337

375

413

nA

1.192

1.21

1.228

V

337

375

413

nA

1.192

1.21

1.228

V

0.4

V

CRST 引脚充电电流

VCRST

CRST 引脚阈值电压

窗口看门狗功能
ICWD

CWD 引脚充电电流

VCWD

CWD 引脚阈值电压

VOL

���������、WDO
������� 输出低电平
RESET

ID

���������、WDO
������� 输出泄漏电流
RESET

VIL

低电平输入电压（SET0，SET1）

VIH

高电平输入电压（SET0，SET1）

VIL(WDI)
VIH(WDI)

ISENSE

V IT+(nom)–0.8%

���������
欠压感测阈值精度，进入RESET

ICRST

1.35

CRST = 0.5 V

CWD = 0.5 V

V IT+(nom)+0.8%

VDD = 5V，ISINK = 3mA
VDD = 1.6 V，
��������� = V �������
V RESET
WDO = 6.5 V

1
0.25
0.8
0.3 × VDD
0.8 × VDD

高电平输入电压 (WDI)
TPS3850Xyy(y)，VSENSE =
5.0V，
VDD = 3.3V
仅限 TPS3850H01，
VSENSE = 5.0
V，VDD = 3.3V

µA
V
V
V

2.1
-50

V

V

低电平输入电压 (WDI)

感测引脚空闲电流

V IT+(nom)+0.8%

2.5
50

µA

nA

��������� 驱动为低电平。
(1) 当 VDD 下降到低于 VUVLO 时，RESET
��������� 和 WDO 处于未定义状态。
(2) 当 VDD 下降到低于 VPOR，RESET
(3) 在上电过程中，在输出电压达到感测电压之前，VDD 至少应在 300µs 内保持最低电压 1.6V 。

表 4-1.TPS3850 的电气特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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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章：读懂看门狗定时器数据表

常用术语
VDD – 电源电压。这是为集成电路 (IC) 供电所需的电源电
压范围。
IDD – 电源电流。该电流从电源流入 VDD 引脚。IDD 有时
称为静态电流 (IQ)。
VPOR - 上电复位电压。VPOR 是受控输出状态所需的最低
输入电压。当 V DD 低于 V POR 时，监控器输出处于未定义
状态。为了解决此故障，请参见第 5 章“改善电压监控
器输出在上电/掉电期间的不确定性”一节。
VUVLO - 欠压锁定电压。该值是 VDD 引脚上的电压，可以
使能器件的内部组件并定义器件的输出。为了全面发挥该
器件的功能，VDD 至少需要达到 VDD 的最小值。
VIT+(OV) - 过压阈值精度。该值表示器件检测到过压情况时
的电压阈值。在部分数据表中，该值以精度百分比或电压
值表示。
VIT-(UV) - 欠压阈值精度。该值表示器件检测到欠压情况时
的电压阈值。在部分数据表中，该值以精度百分比或电压
值表示。

V HYST - 迟滞电压。该值是上升阈值 (VIT+) 和下降阈值 (VIT-)
的差值，避免所监控的电压在 VIT- 附近振荡而产生的虚假
触发。在窗口监控器中，欠压和过压阈值均存在迟滞。具
体而言，在欠压条件下，迟滞电压等于 VIT+(UV) - VIT-(UV)。
在过压条件下，迟滞电压等于 VIT+(OV) - VIT-(OV)。有关迟滞
电压的直观表示方法，请参见 TPS3850 数据手册中的第
7.3.3 节。
ICRST 和 ICWD - 引脚充电电流。该值是器件的 CRST 或
CWD 引脚上的充电电流。
VCRST 和 VCWD - 引脚阈值电压。该值是器件的 CRST 或
CWD 引脚上的阈值电压。
VOL - 低电平输出电压。该值是在逻辑低电平条件下，监控
器的最高输出电压。
ID - 泄漏电流。该值是泄漏电流，产生的原因是开漏输出拓
扑中使用的上拉电阻导致内部金属氧化物半导体场效应晶
体管 (MOSFET) 关断。
VIL - 低电平输入电压。该值是输入端的低电平阈值电压，
器件在此电压下将识别出逻辑低电平。
VIH - 高电平输入电压。该值是输入端的高电平阈值电压，
器件在此电压下将识别出逻辑高电平。

电压监控器和复位集成电路 (IC)提示、技巧与基础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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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章：读懂看门狗定时器数据表

4.2.时序要求表
表 4-2 是 TPS3850 的时序要求表。本节将介绍如何理解读懂此类时序表，了解看门狗触发故障的时间点。
最小值

典型值 最大值

单位

通用功能
tINIT
CWD 和 CRST 引脚评估周期

381

µs

tSET

500

µs

1

µs

300

µs

更改 SET0 和 SET1 引脚需要间隔的时间
SET0 和 SET1 引脚设置时间
启动延迟(1)

复位功能
tRST
tRST-DEL

CRST = NC

复位超时周期

CRST = 通过 10 kΩ 电阻连接 VDD
VDD = 5V，VSENSE = V IT+(OV)+ 2.5%

VSENSE 到 RESET 延迟

170

200

230

ms

8.5

10

11.5

ms

35

VDD = 5V，V SENSE = V IT-(UV)– 2.5%

17

CWD = 可编程，SET0 = 0，SET1 = 0(2)

1/8

CWD = 可编程，SET0 = 1，SET1 = 1(2)

1/2

CWD = 可编程，SET0 = 0，SET1 = 1

3/4

µs

窗口看门狗功能
窗口看门狗下限与上
WD 比率
限的比率

(2)(3)

CWD = NC，SET0 = 0，SET1 = 0

19.1

22.5

25.9

ms

CWD = NC，SET0 = 0，SET1 = 1

1.5

1.85

2.2

ms

CWD = NC，SET0 = 1，SET1 = 0
tWDL

窗口看门狗下限

看门狗禁用
680

800

920

ms

CWD = 通过 10 kΩ 电阻连接 VDD，SET0 = 0，SET1 = 0

7.7

9.0

10.4

ms

CWD = 通过 10 kΩ 电阻连接 VDD，SET0 = 0，SET1 = 1

7.7

9.0

10.4

ms

CWD = NC，SET0 = 1，SET1 = 1

CWD = 通过 10 kΩ 电阻连接 VDD，SET0 = 1，SET1 = 0

看门狗禁用
1.5

1.85

2.2

ms

CWD = NC，SET0 = 0，SET1 = 0

46.8

55.0

63.3

ms

CWD = NC，SET0 = 0，SET1 = 1

22.0

27.5

33.0

ms

CWD = 通过 10 kΩ 电阻连接 VDD，SET0 = 1，SET1 = 1

CWD = NC，SET0 = 1，SET1 = 0
tWDU

窗口看门狗上限

看门狗禁用
1360

1600

1840

ms

CWD = 通过 10 kΩ 电阻连接 VDD，SET0 = 0，SET1 = 0

92.7

109.0

125.4

ms

CWD = 通过 10 kΩ 电阻连接 VDD，SET0 = 0，SET1 = 1

165.8

195.0

224.3

ms

13.2

ms

CWD = NC，SET0 = 1，SET1 = 1

CWD = 通过 10 kΩ 电阻连接 VDD，SET0 = 1，SET1 = 0
CWD = 通过 10 kΩ 电阻连接 VDD，SET0 = 1，SET1 = 1
tWD-setup
tWD-del

看门狗禁用
8.8

11.0

器件使能后，响应 WDI 变更所需的设置时间

150

µs

最短 WDI 脉冲持续时间

50

ns

������� 的延迟
WDI 到 WDO

50

ns

(1) 在上电过程中，在输出电压达到感测电压之前，VDD 至少应在 300µs 内保持最低电压 1.6V 。
(2) 0 表示 VSET ≤ VIL，1 表示 VSET ≥ VIH。
(3) 如果使用此看门狗比率，tWDL(max) 将与 tWDU(min) 产生重叠。

表 4-2.TPS3850 的时序要求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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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章：读懂看门狗定时器数据表

常用术语
TINIT - 评估周期。该值是器件识别 CWD 和 CRST 引脚中
的不同配置所需的时间。
TSET - SET 引脚时间周期。该值是配置 SET0 和 SET1 引
脚时，更改 SET0 和 SET1 需要间隔的时间。
启动延迟 - 在器件完全正常工作前，VDD 必须在 TSTRT 时间
内高于 VDD 的最小值。
TRST - 复位超时周期。该值是当系统进入非故障状态后，
监控器从保持复位输出转为故障状态的时间量。在本示例
中，如果 CRST 引脚保持悬空，TPS3850 将在 200 ms 内
保持复位为低电平。
��������� 延迟。 这是输出触发非故障状
TRST-DEL – VSENSE 到 𝐑𝐄𝐒𝐄𝐓
态中的故障事件所需的时间，也称为“传播延迟”。

如图 4-1 所示，当在 TWDL (t < TWDL) 之前接收 WDI 时，
�������
𝐖𝐃𝐎 触发故障。

TWDU - 窗口看门狗上限。对于具有窗口看门狗功能的电压
监控器，其看门狗超时不仅具有下限，还具有上限。如果
在 TWDU 周期后接收到 WDI 输入，WDO 将触发故障事件。
图 4-1 表明，当在 TWDL 与 TWDU (TWDL < t < TWDU) 之间接收
������� 处在窗口期内，因此其不会触发故
到 WDI 时，由于 𝐖𝐃𝐎
障
最小 WDI 脉冲检测 - WDI 引脚上的脉宽持续时间，器件在
此期间检测 WDI 中的事件。

������� 延迟。 这是器件响应 WDI 引脚中
TWD-DEL –WDI 至 𝐖𝐃𝐎
的事件，以触发 WDO 引脚响应所需的时间。这一过程也
称为看门狗的传播延迟。

TWDL - 窗口看门狗下限。对于具有窗口看门狗功能的电压
监控器，其看门狗超时具有下限。如果在此 TWDL 周期之
前接收看门狗输入 (WDI)，看门狗输出 (WDO) 将触发故障
事件。

图 4-1。TPS3850 时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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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章：电压监控器应用
5.1.为电压检测器增加可编程延迟

为电压检测器增加可编程延迟不仅适用于需要复位
时间延迟的应用中，对于需要宽输入电压（宽 VIN）
和复位时间延迟的汽车和工业领域应用同样大有帮
助。德州仪器 (TI) 品类丰富的 VIN 电压检测器系列
（例如 TPS3700、TPS3701、TPS3702、TPS3710 和
TPS3711）具有 18V 和 36V 工作电压范围，可以监
控欠压和过压条件，但此类器件属于电压检测器，
不具备复位延迟。通过采用这本电子书介绍的技术，
用户可以为此类器件以及其他任何开漏电压检测器
增加可编程复位时间延迟。

Michael DeSando
在由多条电源轨供电的众多应用中，上电时序是
保障正确实施系统保护和功能正常的关键。电压
检测器在正常运行过程中监控电压轨并在所监控
电压发生故障时立即触发故障。该故障在欠压或
过压条件下发生，具体取决于使用的电压检测器。
故障条件清除后，在输出端的固有传播延迟从逻
辑低电平升至逻辑高电平之后，电压检测器恢复
正常运行。这与电压监控器和复位集成电路 (IC) 不
同，后两者在从故障状态恢复为正常运行之前具
有固定或可编程延迟。

如需电压检测器增加可编程延迟，请使用电容，
然后在电压检测器的输出端使用缓冲器，如
图 5-1 所示。

下文将介绍一些应用技术，为采用开漏输出拓扑
的电压检测器增加复位时间延迟。推挽式器件不
允许额外添加复位时间延迟，原因是上拉电阻替
换为内部 MOSFET 并且 MOSFET 导通时的电阻
非常小。这将导致电路中的电容短路，避免输出
端出现附加延迟。

Cd 引脚在上升沿增加了可编程复位时间延迟，
因为当输出上升时，电容需要在一段时间内通过
上拉电阻充电。公式 5-1 以如下方式计算延迟：

(1)
如需了解详细信息和测试结果，请参见应用笔记
《为电压检测器增加复位延迟》。

电压检测器
（低电平有效，漏极开路）

图 5-1.为检测器增加可编程复位时间延迟。

电压监控器和复位集成电路 (IC)提示、技巧与基础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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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向监控器添加迟滞

添加迟滞意味着监控器将在输入电压降至阈值电压

Sureena Gupta

以下后关闭，直至输入电压上升到另一预定阈值电
压以上时才会重新开启。例如，它可以等效于由新

随着系统的输入电压降至运行所需的最低电压，电压

更换的电池为电池供电类输入电压源提供的电压。

监控将复位信号置为有效并关闭系统。当系统关闭后，
电流停止流动，电压监控器的电压可能因电流下降幅

迟滞电阻能够提升输入电压升高时的阈值电压，降低

度减少而上升。只要输入电压尖峰超出阈值电压或电

输入电压降低时的阈值电压，以此协助增加输入电压

压骤降至阈值电压以下，这种错误的复位便会持续。

的迟滞。如需了解有关此现象的详细信息，请参见应

这种情况是各种应用不希望出现的问题。

用报告《为电源电压监控器添加迟滞》。

为了避免因电池放电或噪声电源导致输入电压发生不
稳定变化，可以向监控电路添加迟滞。图 5-2 说明了
这个解决方案。

其中：
V1 是输入电源电压；
V2 是输出端拉高后的电压；Vs 是感测引脚的电压；
��������� 输出端的
Vt 是阈值电压或基准电压；Rp 用作 𝐑𝐄𝐒𝐄𝐓

上拉电阻；

Rh 是用于增加迟滞的电阻。

电压检测器
或监控器
图 5-2.监控器增加迟滞的常规电路图。

电压监控器和复位集成电路 (IC)提示、技巧与基础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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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T
（锁存输出）

可编程
复位延迟

需要监控的电压
（输入）

图 5-3.外部锁存电路与输出相连的 TPS3808。

5.3.电压监控器锁存

VSENSE 引脚状态的影响。通过将 CT 引脚接地可使

Michael DeSando

TPS3703-Q1 进入锁存模式，这不会启动故障条件或
激活复位引脚进入逻辑低电平，但仅在发生故障时才

部分应用需要在所监控电压轨电压降至规定阈值以下

会使复位引脚锁存逻辑低电平。

后锁存输出端，即使电源恢复正常也保持低电压。此
类配置需要用户干预才能恢复正常运行状态，为安全

为 CT 引脚提供大于 CT 引脚阈值电压 VCT 的电压即

因素至关重要的应用提供附加保障措施。使用锁存输

可解锁器件。为了避免器件处于锁存模式，至少应为

出配置的其他应用包括在欠压锁定时需要永久关闭系

CT 引脚提供 1.2V 的电压。CT 引脚连接的下拉电阻

统中设备的所有应用。

和串联电阻将有效限制系统的电流消耗。

如图 5-3 所示，这种解决方案使用具备手动复位功能
(MR) 的 TI 监控器/复位集成电路，例如 TPS3808。通
过将外部锁存复位输出电路与 TPS3808 相连，后者的
复位输出即可成为锁存复位输出类型。如需了解有关
TPS3808 输出端所连锁存电路的详细电路分析，请参
见应用报告《电压监控器（复位 IC）锁存》。
CT 处的电压
以供解锁

TPS3703-Q1 窗口电压监控器也提供了一种锁存特
性，如图 5-4 所示。当 CT 引脚接地时，TPS3703-

电容
控制

Q1 的复位引脚具有电压锁存模式。在锁存模式下，
一旦复位引脚触发“低电平有效”这一逻辑状态，复
位引脚将保持低电平，不受
10 kΩ 电阻连接到
GND，以实现锁存

图 5-4.TPS3703-Q1 窗口电压监控器锁存功能。

电压监控器和复位集成电路 (IC)提示、技巧与基础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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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看门狗定时器锁存

统或受控功能复位。

监控器中的看门狗功能用于监控看门狗输入

在部分应用中，可能需要进一步检查此类故障才能恢

(WDI) 引脚。该输入通常由微控制器 (MCU) 输出

复系统或功能。在这种情况下，即使 WDI 引脚按预期

驱动。当系统正常运行时，微控制器中的软件会

再次输出脉冲，WDO 也必须处于锁存状态并保持逻

以特别定义的速率定期切换或输出脉冲信号。如

辑低电平有效。清除该锁存状态需要用户干预。

果软件无法正常运行，这种周期性脉冲信号将加

如需锁存看门狗输出，请在 CRST 引脚（看门狗复位

速、减速或完全停止。

延迟引脚）和接地端之间添加一个开漏缓冲器和一个

如果下降脉冲信号的频率超出看门狗定时器中设

电容，如图 5-5 所示。

置的定义窗口范围，其将看门狗输出 (WDO) 置为

如需了解电路分析的详细信息并查看基准测试结果，

有效。这个低电平有效输出通常与微控制器的

请参见应用笔记《看门狗定时器锁存》。

RESET 输入相连，或者用于通过使能引脚将部分
器件禁用。通过这种方式，看门狗故障会导致系

微控制器

开漏缓冲器

图 5-5.使用缓冲器和电容锁存看门狗电路。

电压监控器和复位集成电路 (IC)提示、技巧与基础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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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使用齐纳二极管或分压基准降低监控器的输入

最后一种方法使用分压基准（如图 5-7 所示），特别是

电压

LM4040 对电压进行钳制。分压基准泄漏的电流远小于齐

Marcoo Zamora

纳二极管，其功率损耗的有效最强。

电压监控器通常监控电压轨是否发生不良变化
（例如欠压或过压），然后将系统运行状况报告
给微控制器、现场可编程门阵列、应用专用的集
成电路或片上系统。
电压监控器通常与此类处理器配对，因此监控器
具有固定的电压阈值，可监控常见的处理器电压
轨（例如电压高达 5V 的电压轨）。因此，VDD 的
推荐工作条件也受限于类似的电压，如 TPS3890
的 5.5V 电压。当设计需求中要求监控器具备
图 5-6.在 VDD 使用分压器方法。

TPS3700 或 TPS3890 的功能时便会产生这一挑
战，但受影响的对象是器件运行和 12V 电压轨的
监控。对于需要前期检测的应用（例如电动车/混
动汽车电力传动）或工厂自动化（需要连续监控
12V 电压轨），这无疑是一项挑战。
为了应对这项挑战，提供以下三种方法。一种方
法是使用分压器（如图 5-6 所示）。然而，由于
泄漏电流持续存在，这种解决方案的功耗极大。
另一种方法是使用齐纳二极管，但这种方法还需
要大量的泄漏电流使齐纳二极管保持稳压状态。

图 5-7.使用 LM4040 对电压进行钳制。

欲了解有关此主题的详细信息，请参见应用笔记
《在高电压应用中使用电压监控器》。

电压监控器和复位集成电路 (IC)提示、技巧与基础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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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改善电压监控器输出在上电/掉电期间的不确定性

当电源电压低于 VPOR 时，输出逻辑状态处于未定义状态并且
输出电压难以确定。当 VDD 低于 VPOR 时，不确定的输出电压
仅出现在低电平有效监控器的输出端 (RESET)。

Michael DeSando
电压监控器要求电源电压引脚存在一个称为“上电复
位电压”(VPOR) 的最低电压，随后生成电压基准以比较
所感测电压的内部电路才能正常运行。具体而言，VPOR
定义了导通内部输出 MOSFET 所需的最小电压阈值，
从而定义输出逻辑状态。

为了消除这种影响，请使用 P 沟道结型场效应晶体管
(JFET)，如图 5-8 所示。JFET 确保输出端即使在上电和断电
过程中也能保持低电平。
如需全面了解此电路的工作原理，请参见应用笔记《改善电
压监控器（复位 IC）输出在上电/掉电期间的不确定性。》

源极
栅极
漏极

图 5-8.添加 P 型 JFET ，降低输出电压的不确定性。

电压监控器和复位集成电路 (IC)提示、技巧与基础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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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如何使用电压监控器感测负电压
Michael Hartshorne
监控负电压可能比较棘手，因为多数系统均具备接地基
准逻辑信号，需要电平转换才能实现通信。实现必要电
平转换的一种方法是使用开漏输出。图 5-9 的电路图显
示了如何在负电压轨中使用 TPS3700，其中输出端电
平转换为正电平，以提供正逻辑。
在图 5-9 中，受监控的电压是 (VMON) 相对于接地的负电
压。用户可以采用与正电压相同的处理方式，通过 R1、
R2 和 R3 设置过压和欠压限值（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见
产品数据表）。TPS3700 或 TPS3701 的开漏输出与 VDD
无关，意味着 VPULL-UP 可以是正电压，从而使以接地为基
准的逻辑正电压与所有微控制器或处理器相连。

图 5-9.配置为感测负电压的 TPS3700。

电压监控器和复位集成电路 (IC)提示、技巧与基础知识

使用上述方法感测负电压时，需要在输出端额外连接二极管和电
阻。另一种用较少附加组件感测负电压的技巧是使用正电压将电
阻分压器的电压升高，使分压阈值电压相对于接地端为正电压。
四通道 TPS386000 监控器提供可以连接电阻器链的基准电压，
显著简化了这一过程。请参见图 5-10。
在图 5-10 中，VMON(4,NEG) 节点表示负监控电压，VMON(4,POS) 表示正监
控电压。电阻分压器以 VREF 引脚（1.2V 输出）为基准，取代了在
正通道中使用的接地端基准，因此可以进行负电压监控。当负通道
标称电压降至 -14.92V 以下并且正通道标称电压上升至 15.04V 以
上时，RESET 输出将进入高电平，如图 5-10 所示。

图 5-10.使用外部基准电压感测负电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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