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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产品概述 

1.1 产品特点 

 120 MSPS 更新率 

 12 比特分辨率 

 差分电流输出：2 mA 到 20 mA 

 功耗：220 mW @ 5 V  

 片上 1.2V 基准源 

 单电源+5 V 或+3.3 V 电源 

 边沿触发锁存器 

 抗辐照型电路(B9762MGRH)抗电离总剂量能力≥100Krad（Si） 

 抗辐照型电路(B9762MGRH)抗单粒子锁定能力≥75Mev•mg/cm

 

B9762MG/B9762MGRH 是一款 12 比特分辨率、高带宽、低功耗的 DAC 芯片，提供出

色的交流和直流性能，同时支持最高 120MSPS 的更新速率。抗辐照型号为 B9762MGRH。 

B9762MG/B9762MGRH可以使用 3.3 V或 5V的单电源供电并且它的低功耗特性使得其

非常适合便携式和低功耗应用。通过降低满量程电流输出，B9762MG/B9762MGRH 的功耗

可以降低一半以上，而其性能只受到很小的影响。 

B9762MG/B9762MGRH 采用了先进的 CMOS 制造工艺，使用的分段电流源结构和开关

技术减小了杂散分量，提高了动态性能。B9762MG/B9762MGRH 还集成边沿触发式输入锁

存器和一个 1.2 V 温度补偿带隙基准电压源，可提供一个完整的单芯片 DAC 解决方案。 

B9762MG/B9762MGRH 是电流输出型 DAC，具有 20mA 满量程输出电流。差分电流输

出能够支持单端输出或差分输出应用。差分应用时，两个电流输出之间的匹配性可进一步增

强动态性能。输出电流可以直接与一个输出电阻相接，这样两路输出电流可以提供两个互补

的单端电压输出，同时也可以直接与一个变压器相连。 

2 

B9762MG/B9762MGRH 可使用片上基准或外部基准，内部控制放大器提供了一个很宽

的调节范围，能够使 B9762MG/B9762MGRH 的满量程电流在 2mA 至 20mA 的范围内调节，

并保持优秀的动态性能。因此，B9762MG/B9762MGRH 可以降低功耗水平或者提供更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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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益调节能力。 

B9762MG/B9762MGRH 采用 28 管脚的 PGA 封装，型号为 B9762MG/B9762MGRH，能

够在军温范围内工作。 

1.2 产品用途及应用范围 

可应用于通信发射信道，基站（单通道/多通道应用），波形发射器，仪器仪表等领域。 

1.3 重要声明 

产品手册版权归北京微电子技术研究所（以下简称“我单位”）所有，不转让属于我单

位或者第三方所有的知识产权以及其他权利许可。 

我单位会结合所有用户的使用经历，不断对产品手册进行更新，更新不再另行通知。请

用户务必在使用我单位产品前通过官方公开网络（www.bmti.com.cn 或微信公众号）获取产

品手册的最新版本，或联系我单位获取。对产品手册有疑问之处请与我单位联系。 

产品手册仅作为用户使用的参考资料，所记载的信息和产品，不作为满足用户整体使用

要求的依据，请务必结合用户整体系统进行评价。除产品手册说明之外，请勿接受第三方指

导或参考第三方资料对我单位对应产品进行操作。 

用户因未严格按最新产品手册要求保存、使用我单位产品或接受第三方指导、参考第三

方资料，致使产品工作异常或损坏，造成任何直接或间接损失的，我单位不承担责任。 

二、产品工作条件 

2.1 绝对最大额定值 

参数名称 参数符号 参数值 单位 

电源电压 VDDD,V -0.3～6.5 DDA V 

数字输入电压 V -0.3～VID DD V +0.3 

模拟输入、输出电压 VIA、V -0.3～VOA DDA V +0.3 

地 GNDA、GNDD -0.3~+0.3 V 

输入参考电压 V 0.2V～1.35 IREF V 

IOUTA,IOUTB V输出电压 IOUTA、V -1.0V～1.25 IOUTB V 

贮存温度 T -65～+150 ST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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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称 参数符号 参数值 单位 

引线耐焊接温度(10s) T 260  h ℃ 

结温 T 175 J ℃ 

2.2 推荐工作条件 

参数名称 参数符号 参数值 单位 

电源电压 VDDD,V 3.15～5.25 DDA V 

输出负载电阻  50 Ω 

工作温度范围 T -55～+125 A ℃ 

2.3 热特性参数 

参数名称 参数符号 测试条件 参数值 单位 

热阻 θJC  20 ℃/W  

三、封装及引出端说明 

3.1 引出端排列 

芯片采用 CPGA28 引脚封装形式如图 3-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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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 引出端排列图 

表3-1 引出端功能描述 

引出端 符号 类型 功能描述 引出端 符号 类型 功能描述 

A3 D11 I 
并行输入最高数

据位(MSB) 
F4 SLEEP I 

休眠使能端。HI：休眠。

LO：正常 

B3 D10 I 数据位 10 E4 REFLO I 
参考源选择端。用外部参

考源—接模拟电源；用内

部参考源—接地 
A2 D9 I 数据位 9 F5 VREF I /O 参考源输入/输出端 
B2 D8 I 数据位 8 E5 FSADJ I 满量程电流输出调整 

B1 D7 I 数据位 7 E6 COMP1 I 
对电源加 0.1uF的电容可

以优化性能 
C2 D6 I 数据位 6 D5 GNDA G 模拟地 

C1 D5 I 数据位 5 D6 IOUTB O 
互补电流输出，当所有数

据位为 0 时满量程输出 

D1 D4 I 数据位 4 C6 IOUTA O 
电流输出，当所有数据位

为 1 时满量程输出 

D2 D3 I 数据位 3 C5 COMP2 O 
开关驱动电路的偏置节

点，可对地接 0.1uF 的去

耦电容 
E1 D2 I 数据位 2 B6 VDDA P 模拟电源 
E2 D1 I 数据位 1 B5 NC NC 无内部连接 

F2 D0 I 
并行输入最低数

据位 0（LSB） 
A5 GNDD G 数字地 

E3 NC  无内部连接 B4 VDDD P 数字电源 

F3 NC  无内部连接 A4 CLK I 
时钟输入，在时钟上升沿

数据被锁存 
A1 NC  无内部连接     

注：所有输入管脚均不能悬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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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外形尺寸说明 

B9762MG/B9762MGRH封装类型为CPGA28型陶瓷封装，外形尺寸按GB/T 7092―1993

的规定，外壳外形代号为 G28P2，外壳外形及尺寸如图 3-2 所示。 

 
图 3-2 CPGA28封装外形图 

表 3-2 CPGA28封装尺寸表 

尺寸符号 
数  值（单位：毫米） 

最  小 公  称 最  大 

D 15.09 —— 15.39 

E 15.09 —— 15.39 

Z —— 1.27 —— 

A 1.78 —— 3.68 

e —— 2.54 —— 

L1 1.02 —— 1.52 

L 2.54 —— 5.08 

Фb3 0.41 —— 0.51 

Фb4 1.50 —— 1.80 
注：未标注公差按 GB/T1804-2000 中的表 1 的 c 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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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产品功能 

4.1 产品的基本工作原理 

 
图 4-1 电路结构图 

B9762MG/B9762MGRH 的简化结构框图如图 4-1 所示，主要包括一个 DAC 核、数字控

制逻辑，和满量程输出电流控制。DAC 核包含一个能提供高达 20mA 满量程电流（IOUTFS）

的 PMOS 电流源阵列，该阵列可分为 31 份相等的电流源，组成高 5 位有效位。接下来的 4

位（中间有效位）包含 15 个等值电流源，其值为最高有效位（MSB）对应电流源值的 1/16。

剩下的最低有效为中间有效位电流源的二进制加权值。中间有效位和最低有效位都采用电流

源，而不是采用 R-2R 梯形结构，增强了在多音和低幅值信号情况下的动态性能，并保证了

DAC 的高输出阻抗。 

所有的电流源都通过 PMOS 差分电流开关输出到差分输出的一端或另一端，也就是

IOUTA或者 IOUTB端。使用的差分开关结构减小了开关操作瞬态失真，也减小了同步误差。 

B9762MG/B9762MGRH 的模拟和数字部分使用单独的电源输入（VDDA 和 VDDD），

电源可以工作于 3.3V 或 5V 的电压。数字部分包含边沿触发的锁存器和分段译码逻辑电路，

能工作在高达 120MSPS 的转换速率下。模拟部分包含 PMOS 电流源、差分电流开关、带隙

电压基准源以及参考电压控制放大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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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电压控制放大器可以调整DAC的满量程输出电流，通过改变接在满量程调节管脚

（FSADJ）上的外部电阻（RSET）的值，满量程输出电流可以在 2mA到 20mA的范围内调整。

通过外部电阻（RSET）可以设置基准电流IREF

 

，该基准电流可以按照合适的比例复制到分段

电流源上。满量程电流IOUTFS是IREF的 32 倍。 

图 4-2 为 B9762MG/B9762MGRH 的基本交流特性测试配置，可供用户设计参考。 

图 4-2 基本交流特性测试配置 

4.2 单元模块结构与工作原理 

DAC 传递函数 

B9762MG/B9762MGRH为差分互补电流输出，由互补端IOUTA和IOUTB提供互补的电

流输出。当所有位都为高时（也就是说，DAC CODE=4095），IOUTA提供一个接近于满量

程的电流输出，而互补端IOUTB则没有电流输出。在IOUTA和IOUTB输出的电流是输入编码

和IOUTFS的函数，可以表示为： 

IOUTA=(DAC CODE/4096)×IOUTFS                                                 (1) 

IOUTB=(4095-DAC CODE)/4096×IOUTFS                                          (2) 

其中DAC CODE=0 到 4095（十进制表示法）。正如之前提到的，IOUTFS是参考电流IREF

的函数，IREF由参考电压VVREF和外部电阻RSET所确定，可以表示为： 

IOUTFS=32×IREF                                                                           (3) 

其中： 

IREF=VVREF/RSET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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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OUTA和IOUTB这两个电流输出可以直接驱动一个电阻负载或者通过一个变压器输出。

如果需要直流耦合，IOUTA和IOUTB需要直接链接到匹配电阻RLOAD连接，RLOAD电阻的另

一端连接到模拟地GNDA。注意RLOAD是从IOUTA或者IOUTB看到的等效负载电阻，如连接

50Ω或者 75Ω的电缆负载则负载电阻会加倍。在IOUTA和IOUTB输出管脚的单端电压可以表

示为： 

VOUTA=IOUTA×RLOAD                                                                  (5) 

VOUTB=IOUTB×RLOAD                                                                  (6) 

注意VOUTA 和VOUTB满量程值不能超过额定输出的限定值，以避免失真以及保证所需的

线性度。 

VDIFF=( IOUTA- IOUTB)×RLOAD                                                      (7) 

将IOUTA、IOUTB和IREF的表达式带入VDIFF，则公式（7）可以表示为： 

VDIFF={( 2×DAC CODE-4095)/4096}(32×RLOAD/RSET)×VREFIO                 (8) 

从式（7）和（8）可以看出差分使用B9762 的好处。首先，差分有助于减小与IOUTA

和IOUTB相关的共模误差，例如噪声、失真和直流失调；其次，基于电流或者电压VDIFF的

不同编码可以提供两倍于单端电压输出（VOUTA或VOUTB

B9762MG/B9762MGRH的单端输出（V

）的电压，也就说可以向负载提供

两倍的信号功率。 

OUTA或VOUTB）或差分输出（VDIFF）的增益特性

会随温度变化发生漂移，可按等式（8）可以选择具有跟随温度变化的电阻RLOAD和RSET来

改善这一特性。 

基准源 

B9762MG/B9762MGRH包含一个内部约 1.2V带隙电压基准源，将REFLO管脚连接至

VDDA，可以关闭内部基准源。VREF可以作为输入或输出，这取决于使用内部或外部基准源。

如果将REFLO与GNDA相连，如图 4-3 所示，内部基准有效并在VREF端口输出 1.20V左右的

电压。使用内部基准时，必须对内部基准进行补偿，需要在VREF和GNDA之间加入一个 0.1uF

或更大的电容。如果VREF外接任何的附加负载，都需要一个输入偏置电流小于 100 nA的外

部放大器作为缓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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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3 使用内部基准的配置电路 

将REFLO与VDDA

 

相连时可以使内部基准失效，在这种模式下，可以将一个外部基准源

加到VREF管脚上，如图 4-4 所示。外部基准电压可以保证更高的电压精度和更少的温度漂

移，同时也可提供一个变化的基准电压实现增益控制。需注意是因为内部基准已经失效，此

时管脚可不再需要 0.1uF的补偿电容。VREF相对高的输入电阻可以降低外部基准的载荷。 

图 4-4 使用外部基准的配置电路 

基准控制放大器 

B9762MG/B9762MGRH包含一个调整满量程输出电流IOUTFS的控制放大器。该控制放大

器可看成一个V-I转换器，它的电流输出IREF由VVREF和外部电阻RSET的比值来决定，如公式

（4）所示。IREF以合适的比例因子被复制到分段式电流源上来设置IOUTFS，如公式（3）所

示。 

控制放大器允许IOUTFS有一个比较宽的调整范围，通过调整IREF从 62.5uA到 625uA，可以

使IOUTFS在 2mA到 20mA变化。IOUTFS有较宽的调整范围主要有两个优点：一是使得B9762

的功耗直接与IOUTFS

基准控制放大器的小信号带宽的减小可以通过在COMP1 和V

成比例（参考功耗部分）；二是可对系统增益进行控制。 

DDA之间接一个外部电容

来实现。控制放大器的输出COMP1 在内部已通过一个 50 pF的电容补偿过，限制了控制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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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器的小信号带宽并减小了其输出阻抗，任何附加的外部电容都将进一步限制控制放大器的

小信号带宽并起到滤波的作用，降低了来至基准控制放大器的噪声。 

使用 0.1uF 的外接电容可降低重建信号的失真。另外，由于内部控制放大器为低功耗设

计，当需要大的输出信号摆幅时，需要考虑使用一个外部控制放大器来增强应用时的整体大

信号带宽和降低失真。 

有两种方法可以通过一个固定的RSET来改变IREF的值。第一种方法适用于内部基准失效

的单电源供电系统，并且VREF的共模电压在其额定的 1.25V到 0.10 V之内变化。VREF可以

由一个单电源供电的放大器或DAC来驱动，这样对于一个固定的RSET，IREF

 

图 4-5 单电源供电增益控制电路 

第二种方法适用于双电源供电系统，而且VREF的共模电压是固定的，I

可以调节变化。

为了实现对增益的控制，可以通过一个简单低成本的R-2R梯形网络DAC来实现，该电路配

置如图 4-5 所示，使用了AD7542 和一个外部的 1.2 V基准源AD1580。 

REF的调节由一

个外部电压VGC通过一个放大器施加到RSET上来决定。该方法如图 4-6 所示，在该配置中内

部基准使控制放大器的共模电平为 1.2V左右。外部电压VGC以GNDA为参考，而且不能超过

1.2V。 RSET的值由IREF的最大最小值决定即分别不能超过 62.5 uA 和 625 uA，图 4-6 中的相

关等式可以用来确定RSET的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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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6 双电源供电增益控制电路 

在一些应用中，用户可以选择使用一个外部控制放大器来提高放大带宽、减小失调和建

立时间。例如 AD817 这样能驱动 50pF 负载的外部放大器可以实现该目的。它被配置成如图

4-7 所示的形式，在这种情况下，外部放大器可驱动内部控制放大器。另外，因为内部控制

放大器的输出电流有限，外部驱动并不会造成损伤。 

 
图 4-7 使用外部基准控制放大器配置电路 

模拟输出 

互补的电流输出IOUTA和IOUTB可以配置成单端输出或差分输出模式。IOUTA和

IOUTB可以通过负载电阻RLOAD

B9762MG/B9762MGRH 的失真和噪声性能的最大改进是通过差分输出结构实现的。通

过变压器或者差分放大器的共模抑制比，IOUTA 和 IOUTB 的共模误差源可以大大降低。这

转换成互补的单端电压输出即VOUTA和VOUTB，可参考公

式（5）到公式（8）表示的DAC传递函数。由VOUTA和VOUTB产生的差分电压VDIFF也可

以通过一个单端输出的变压器或差分放大器来实现单端电压输出。如果需要单端单击输出，

应该选择IOUTA。B9762MG/B9762MGRH的最优的失真性能是在使用差分变压器耦合输出

时IOUTA和IOUTB的最大满量程信号不超过±0.5V时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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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共模误差源包括偶阶失真和噪声。当需要重建的波形频率增大和/或其幅值减小时，失真

性能的提高就很重要。这是由于各种动态共模抑制、数字馈通和噪声的一阶抵消。 

IOUTA 和 IOUTB 的输出阻抗主要由 PMOS 开关和电流源的并联电阻决定，其典型值为

100kΩ电阻与 5pF 电容的并联。该阻值也稍微取决于它们的输出电压（VOUTA 和 VOUTB），

而输出电压与 PMOS 开关电路的导通情况相关。因此，保持 IOUTA 和/或 IOUTB 经过一个

I-V 运算放大器与实际地相对应就能得到一个最适宜的直流线性度。注意

B9762MG/B9762MGRH 的 INL/DNL 是在 IOUTA 通过一个运算放大器流入一个真实地之后

的测试结果。 

IOUTA 和 IOUTB 也有一个负的和正的限制范围。负的输出范围限制为-1V，由 CMOS

工艺的损坏限制所确定，工作在该负的最大的限制范围外将会导致输出级的损坏并影响

B9762MG/B9762MGRH的可靠性。正的输出范围限制稍微取决于满量程输出电流 IOUTFS，

按照 IOUTFS，从 20mA 到 2mA 的下降方向，正的输出范围限制从 1.2V 往 1V 下降。但是

对于单端或差分输出的最优的失真性能是在 IOUTA 和 IOUTB 的最大满量程信号不超过

0.5V 时获得。工作在正的最大的限制范围外将会导致输出信号的限幅，这将极大地降低

B9762MG/B9762MGRH 的线性度和失调性能。 

数字输入 

B9762MG/B9762MGRH 的数字部分包含 12 比特的输入通路和一个时钟输入。该 12 比

特并行数据输入为二进制编码，即 D11 是最高有效位（MSB）而 D0 是最低有效位（LSB）。

当所有数据位均为逻辑‘1’时，IOUTA 产生一个满量程的输出电流，而 IOUTB 产生一个

与 IOUTA 互补的输出，也就是说满量程的电流根据输出编码的不同而分配到两个输出端口。 

该部分数字接口使用了主从式边沿锁存器。DAC 的输出在时钟的上升沿更新结果，并

支持可达 120MSPS 的更新率。时钟可以采用任何满足锁存器脉冲宽度的占空比。只要满足

建立保持时间的要求，一个时钟周期内的建立保持时间也可以改变，但时钟沿的位置会影响

数字电路馈通和失真性能。为了得到最优的性能，输入数据传输应使用占空比为 50%的时

钟信号。 

B9762MG/B9762MGRH 的内部数字电路能够工作在 3.3 V 或 5 V 的电压。数据和时钟

输入的等效数字输入电路如图 4-8 所示，休眠模式输入端口包含一个下拉电路以保证

B9762MG/B9762MGRH 保持有效即使该端口未被连接，其它部分类似于该电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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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8 等效数字输入电路 

由于 B9762MG/B9762MGRH 高达 120 MSPS 的更新率，为了得到最优的性能，时钟和

数据输入信号的质量非常重要。数字数据接口电路的驱动在满足它们所需要的最低最高输入

逻辑电平阈值的同时，还必须满足 B9762MG/B9762MGRH 的最小建立保持时间。 

数字信号路径需要尽量短并且传输长度需要匹配以避免传播延迟失配。在

B9762MG/B9762MGRH 数字输入与信号驱动输出之间加入一个低阻值电阻匹配网络可以帮

助减小数字输入端的过冲和振铃。对于长的传输路径和更高的数据率，合适的终端匹配电阻

技术可以考虑用来保持数字信号的“干净”。 

外部时钟驱动电路需要给 B9762MG/B9762MGRH 提供一个低抖动输入时钟，以保证在

提供快速变化边沿的时候满足最小/最大逻辑电平要求。时钟的好坏直接影响到 DAC 的输出

质量，在时钟信号上的任何噪声或抖动都会直接体现到 DAC 的输出之中。由于 DAC 的锁

存器是上升沿触发，因此为了得到最佳的性能，时钟输入（CLK）需要有一个陡峭的上升沿。 

休眠模式 

B9762MG/B9762MGRH 有一个休眠模式，能够关掉输出电流。管脚 SLEEP 接入逻辑高

电平‘1’将激活休眠模式。另外该数字输入还包含一个有源下拉电路以保证 B9762 在

SLEEP 悬空时也处于使能状态。B9762MG/B9762MGRH 的上电和掉电时间由连接在 COMP1

上的补偿电容值决定。注意，在使用外部控制放大器时，SLEEP 模式不应使用。 

功耗 

B9762MG/B9762MGRH 的功耗 PW 主要跟以下几个因素成正比例关系： 

1) 电源电压（VDDA 和 VDDD） 

2) 满量程电流输出 IOUTFS 

3) 更新率f

4) 重建的数字输入波形 

CLOCK 

输出配置 

VDD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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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的几部分将阐明 B9762 的一些典型输出配置，除非另有注释，都假设 IOUTFS

为 20mA。为了优化动态性能，建议将输出配置成差分模式，而差分输出模式会需要一个

RF 变压器或者差分运算放大器。变压器提供最优的高频特性，因此可以使用于任何允许交

流耦合的应用之中。差分放大器适用于直流耦合、双极性输出、信号增益或者电平移位的应

用。 

单端输出适合于需要单极性电压输出的应用。可以将 IOUTA 或 IOUTB 与一个大小合

适的负载电阻 RLOAD 相连，得到一个以 GNDA 为参考的单极正输出电压。当实际应用是

单电源系统，采用直流耦合以及以地为参考输出电压时更适合配置成此种模式。另外，可以

接入一个作为 I-V 转换的放大器，将 IOUTA 或者 IOUTB 转换成一个单极电压。因为 IOUTA

或者 IOUTB 输出可看成虚拟地，这种配置模式将提供较好的直流线性度。 

变压器差分耦合 

可以用一个 RF 变压器来实现输出信号差分转单端，如图 4-9 所示。当输出信号频谱在

变压器通带内时，该变压器能够提供低失真度的输出信号。变压器（例如微型电路 T1-1T）

能够在很宽的一个频带内提供共模抑制（也就是偶阶谐波）、噪声抑制以及电气隔绝，还能

提供给负载两倍的信号功率。不同阻抗比例的变压器也可以用来实现阻抗匹配。注意变压器

只能提供交流耦合。 

 

图 4-9 使用变压器差分输出 

变压器初级的中心抽头必须连接到 GNDA，为 IOUTA 和 IOUTB 提供直流通路。IOUTA

和 IOUTB 上的互补电压（VOUTA 和 VOUTB）对称的在 GNDA 两边变化，此时应使电压

变化范围在 B9762MG/B9762MGRH 的额定范围之内。变压器的输出通过一个无缘滤波器或

电缆连接到负载 RLOAD，此时需要插入差分电阻 RDIFF，其值由变压器的阻抗比决定，该

电阻提供了合适的源端匹配减小了电压驻波比（VSWR）。注意大约一半的信号功率将被

RDIFF 消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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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算放大器差分耦合 

运算放大器也可以被用来实现差分转单端，如图 4-10 所示。B9762MG/B9762MGRH 的

IOUTA 和 IOUTB 输出分别接入两个相等的 25Ω负载电阻 RLOAD，将运算放大器输入端的

差分电压转换成单端电压。在 IOUTA 和 IOUTB 之间可以选择性的加入一个电容，形成低

通滤波器中的一个极点防止运放输入过载，降低运算放大器的失调。 

 
图 4-10 使用运放直流差分耦合 

该配置下的共模抑制主要由电阻匹配来决定，在这个电路中，差分运算放大器还可以提

供额外的信号增益。由于运放输出电压大约为±1V，所以必须工作在双电源条件下。 

如图 4-11 所示，该配置电路工作在单电源条件下时，此时需要进行电平移位。VDDA

不仅作为 B9762MG/B9762MGRH 和运放的正模拟电压，还被用来使 B9762MG/B9762MGRH

的差分输出电平移位到 VDDA/2。 

 

图 4-11 单电源供电直流差分耦合电路 

单端无缓冲电压输出 

如图 4-12 所示，B9762MG/B9762MGRH配置成单极电压输出，由于额定的 20mA满量

程电流IOUTFS流过等效的 25Ω电阻RLOAD所以输出范围在 0 V到 0.5 V。因此对于一个阻抗

VD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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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50Ω的电缆，B9762 输出端负载电阻则加倍。在这种情况下，RLOAD代表从IOUTA或IOUTB

看进去的等效负载电阻。没有用到的输出（IOUTA或IOUTB）可以直接通过一个匹配的RLOAD

连接到GNDA。应用时可以选择不同值的IOUTFS和RLOAD

 

图 4-12  0 V 到 0.5 V 无缓冲电压输出 

，但要使输出电压范围满足额定要

求。为了得到最优化的INL，建议使用单端带电压缓冲的输出配置。 

单端带电压缓冲输出配置 

图 4-13 显示了一个单端带电压缓冲输出的配置电路，其中运放U1 主要实现I-V转换，

将B9762MG/B9762MGRH的输出电流转换成电压输出。U1 将IOUTA（或IOUTB）连接到实

际地上，最小化非线性阻抗对DAC输出线性的影响。尽管这种单端形式的配置能够典型的

提供最好的直流线性特性，但它的交流失真在高频下将会被U1 的转换速率限制。U1 提供了

一个负的单极输出电压，它的满量程输出电压由RFB

 

和IOUTFS的乘积所确定。可以通过缩

放RFB和IOUTFS来使得满量程输出范围在U1 的电压输出摆幅之内。减少IOUTFS可以使得

U1 需要更少的信号电流，所以可以降低交流失真。 

图 4-13 单极缓冲电压输出 

电源与地 
许多应用需要同时实现高速和高性能，在这些应用中，印刷电路板的结构与实现同电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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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一样重要。在器件的选择，布局，布线，以及电源旁路和接地之中，需要使用适当的射

频（RF）技术，以得到最优化的性能。恰当的接地与去耦是高速高精度系统中主要目标，

B9762MG/B9762MGRH将模拟电源，数字电源和地管脚分开，就是为了最优化系统中模拟

地和数字地中的电流。总的来说，模拟电源VDDA与模拟公共端GNDA之间需要充分退耦，使

得芯片尽量接近实际物理情况。同样，数字电压VDDD

 
图 4-14. 差分 LC 滤波器应用于+5 V 单电源供电 

为了得到最优的性能，保持电源和地的低噪声是非常关键的。地平面需要正确的设计执

行，才能适用于高速电路板的各项功能，例如旁路，屏蔽的电流传送等。在混合信号设计中，

板上模拟和数字部分需要分离开来，模拟地遮盖模拟信号所在区域，而数字地遮盖数字信号

所在区域。 

该 DAC 的所有模拟地管脚，基准源和其他模拟组成部分都需要直接与地平面相连。两

个地平面之间的连线在 DAC 下面或在其 1/2 英寸内时，由一个 1/8 到 1/4 英寸宽的连线路径

来实现。需要小心保证地平面在关键信号路径上是连续的，在数字方面主要包括数字输入到

DAC 的信号线和任何时钟信号，在模拟方面主要包括 DAC 输出信号，基准源信号和电源连

接线。 

在对电源线进行路线布局时，推荐使用较宽的走线和飞线，主要起到两部分作用，一是

提供一个低的电源线串联阻抗，一是在电源与地之间提供一些“免费的”电容耦合。如果信号

和电源地在布局时相交，避免在信号地路径中出现额外的电压降。为了减小不同电流中的传

播路径的共享，推荐短的，直的，以及尽量靠近物理封装的连线。当使用超过一英寸长的走

线时，需要考虑使用合适终端电阻的带状线技术，该电阻的必要性和值的大小由使用的逻辑

系列所决定。 

也需要与数字公共端GNDD之间充分

退耦。 

在那些使用一个单 5 V 电源给模拟和数字电源供电的应用中，可以使用图 4-14 所示电

路产生一个干净的模拟电源，该电路包括一个差分 LC 滤波器，且使用单独的电源和返回线

路，使用低 ESR 型的电解质和钽电容可以得到较低的噪声。 

五、产品电特性 

除另有规定外，电特性参数应按下表的规定，并适用于温度范围-55℃∼+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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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 电特性参数表 

参数 符号 
条件 

除另有规定外，VDDD=VDDA=5Vb，

Io=20mA，内参考，-55℃≤TA

极限值 

≤ 125℃ 
单位 

最小

值 
典型值 最大值 

线性误差 E  L -4.5 
[-0.9，

1.6] 
+4.5 LSB 

微分线性误差 E  DL -2.5 
[-0.3，

0.5] 
+2.5 LSB 

失调误差 E  O -0.1 -0.01 +0.1 %FS 
增益误差 E  G -10.0 -1.8 +10.0 %FS 

基准输出电压 V  REF 1.08 1.21 1.32 V 
数字输入高电平

电压 
V VIH DDD 3.5 = 5V ― ― V 

数字输入高电平

电压 
V VIH DDD 2.4 = 3.3V ― ― V 

数字输入低电平

电压 
V VIL DDD ― = 5V ― 1.3 V 

数字输入低电平

电压 
V VIL DDD ― = 3.3V ― 0.8 V 

数字输入高电平

电流 
I VIH I=V -10.0 DDD 0.41 10.0 μA 

数字输入低电平

电流 
I VIL I -10.0 =0V 0.19 10.0 μA 

失调误差温度系

数 
α  EO -0.02 0.001 +0.02 %FS/

℃ 

增益误差温度系

数 
α  EG -0.1 0.03 +0.1 %FS/

℃ 

基准电压温度系

数 
α  VREF 

-0.000
2 

0.0001 
+0.000

2 
1/℃ 

模拟电源电流 Ic 带 50Ω 负载 DDA — 25.87 35.0 mA 

数字电源电流 Ic DDD
带 50Ω 负 载 ， f

  
CLK=25MHz ，

fO
— 

=1.0MHz 
1.85 3.0 mA 

功耗 P
带 50Ω负载， f

W CLK =25MHz， fO — 
 

=1.0MHz 
138.59 220 mW 

无杂散动态范围 
SFD

R 
VDDD

f

= 5V 

CLK =25MHz，fO 66.0 
 

=1MHz 
73.4 — dBc 

fCLK =50MHz，fO 66.0 
=1MHz 

73.2 — dBc 

fCLK =50MHz，fO 60.0 
 

=2MHz 
66.7 — d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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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CLK =60MHz，fO 66.0 
 

=1MHz 
73.9 — dBc 

fCLK =100MHz，fO 65.0 
 

=1MHz 
72.4 — dBc 

fCLK =120MHz，fO 63.0 
 

=1MHz 
72.3 — dBc 

VDDD

f

= 
3.3V 

CLK =25MHz，fO 66.0 
 

=1MHz 
72.2 — dBc 

fCLK =50MHz，fO 66.0 
 

=1MHz 
71.6 — dBc 

fCLK =50MHz，fO 60.0 
 

=2MHz 
66.7 — dBc 

fCLK =60MHz，fO 66.0 
 

=1MHz 
73.0 — dBc 

fCLK =100MHz，fO 65.0 
 

=1MHz 
72.1 — dBc 

fCLK =120MHz，fO 63.0 
 

=1MHz 
72.3 — dBc 

总谐波失真 THD 

VDDD

f

= 5V 

CLK =25MHz，fO — 
 

=1MHz 
-68.5 -66.0 dBc 

fCLK =50MHz，fO — 
 

=1MHz 
-67.9 -66.0 dBc 

fCLK =50MHz，fO — 
 

=2MHz 
-64.7 -58.0 dBc 

fCLK =60MHz，fO — 
 

=1MHz 
-68.3 -66.0 dBc 

fCLK =100MHz，fO — 
 

=1MHz 
-67.3 -64.0 dBc 

fCLK =120MHz，fO — 
 

=1MHz 
-67.4 -62.0 dBc 

VDDD

f

= 
3.3V 

CLK =25MHz，fO — 
 

=1MHz 
-68.9 -62.0 dBc 

fCLK =50MHz，fO — 
 

=1MHz 
-68.4 -62.0 dBc 

fCLK =50MHz，fO — 
 

=2MHz 
-64.5 -58.0 dBc 

fCLK =60MHz，fO — 
 

=1MHz 
-69.1 -62.0 dBc 

fCLK =100MHz，fO — 
 

=1MHz 
-68.2 -62.0 dBc 

fCLK =120MHz，fO — 
 

=1MHz 
-68.6 -62.0 d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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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出建立时间 ta  su — 40.3 50.0 ns 

最高工作频率 f  max 100.0 120 — MHz 
a 初始鉴定及影响参数设计和工艺改变时测试。 
b如按VDDD=VDDA=3.3V测试条件，应满足本表参数要求。 
c模拟电源电流在总剂量辐射后极限值调整为 100mA；数字电源电流在总剂量辐射后极限值调整为 30mA。 

六、典型应用 

 
图 6-1 电路评估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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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9762MG/B9762MGRH 开发板能够提供简单的方案与测试。为用户提供了仔细考虑的

布局和电路设计，以及原机型制造的区域表示，使得用户能够在任何高速高精度应用中都能

使用该评估板对 B9762MG/B9762MGRH 进行简单有效的评估。 

该评估板允许用户自由的选择 B9762MG/B9762MGRH 不同的工作配置模式，可接受的

输出配置包括变压器耦合，终端电阻，以及单端和差分输出。数字输入被设计成由不同的命

令发生器驱动，评估板还包含一个板上可选择的电阻网络以选择合适的终端负载，当然也包

括能使 B9762MG/B9762MGRH 工作于内部或外部基准条件下，或者具有掉电模式的选择。 

七、应用注意事项 

7.1 产品应用说明 

使用过程中注意过电应力，以免导致产品电应力失效。 

7.2 对电源的要求 

在电源方面要做好电源的去耦工作，可在电源引脚加0.1uF的去耦电容。 

7.3 产品防护 

7.3.1电装及防护措施 

器件应采取防静电措施进行操作。推荐下列操作措施： 

a) 器件应在防静电的工作台上操作； 

b) 试验设备和器具应接地； 

c) 不能直接用手触摸器件引线，应佩戴防静电指套和腕带； 

d) 器件应存放在防静电材料制成的容器中； 

e) 生产、测试、使用及流转过程工作区域内应避免使用能引起静电的塑料、橡胶或 

丝织物； 

f) 相对湿度应尽可能保持在 30%~70%。 

7.3.2包装 
器件包装应至少满足以下要求： 

a) 由无腐蚀的材料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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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具有足够的强度，能够经得起搬运过程中的震动和冲击； 

c) 用抗静电材料涂敷过或浸渍过，具备足够的抗静电能力； 

d) 能够牢固的把所装器件支撑在一定的位置； 

e) 能保持器件引线不发生变形； 

f) 没有锋利的棱角； 

g) 能安全容易的移动、检查和替换器件； 

h) 一般不使用聚氯乙稀、氯丁橡胶、乙烯树脂和聚硫化物等材料，也不允许使用有硫、

盐、酸、碱等腐蚀成分的材料，使用具有低放气指数、低尘粒脱落的材料制造为宜。 

7.3.3运输和贮存 

器件在运输和贮存过程中，至少应满足以下要求： 

a) 运输：在避免雨、雪直接影响的条件下，装有产品的包装箱可以用任何运输工具运

输。但不能和带有酸性、碱性和其它腐蚀性物体堆放在一起。 

b) 贮存：包装好的产品应贮存在环境温度为 16℃~28℃，相对湿度不大于 30%~70%，

周围没有酸、碱或其它腐蚀性气体且通风良好的库房里。 

 

八、用户关注产品信息 

8.1 产品鉴定信息 

鉴定产品批次 1617 

鉴定执行标准 

总规范名称及编号 半导体集成电路总规范 GJB 597B-2012 

详细规范名称及编号 
半导体集成电路B9762MG型12位120MSPS数
模转换器详细规范 Q/Zt 20471-2016 

附加技术条件 — 

质量等级 QJB(B)/K 

鉴定情况 

鉴定试验日期 2017.3.22~2017.5.16 

鉴定试验机构 北京微电子技术研究所 

鉴定报告编号 16-073 

 

鉴定产品批次 1616 

鉴定执行标准 

总规范名称及编号 半导体集成电路总规范 GJB 597B-2012 

详细规范名称及编号 
半导体集成电路B9762MGRH型12位120MSPS
数模转换器详细规范 Q/Zt 20472-2016 

附加技术条件 — 

质量等级 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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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定情况 

鉴定试验日期 2016.11.16~2017.3.30 

鉴定试验机构 北京微电子技术研究所 

鉴定报告编号 16-071 

 

8.2 产品标识 

B9762MG 产品标识如下图所示，“QJB（B）/K”为器件质量等级标识，B9762MG 为

器件型号，XXXX 为批次，△△为防静电等级，001 为序号。 

 

B9762MGRH 产品标识如下图所示，“CC”为器件质量等级标识，B9762MGRH 为器

件型号，XXXX 为批次，△△为防静电等级，001 为序号。 

 

8.3 研制生产单位联系方式 

通信地址：北京市丰台区东高地四营门北路2号   
邮政编码：100076 

    联系部门：市场二部        电话/传真：010-67968115-6313/010-68757706 

     AD/DA 事业部    张丛丛    电话：010-67968115-8334/13522753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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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对应替代国外产品情况 

替代国外型号：AD9762              国外生产商：ADI 

对比项 国内产品 国外产品 差异

性、

兼容

性分

析 

参数 符号 

 除 另 有 规 定 外 ，

VDDD=VDDA=5V ，

Io=20mA -55 ℃ ≤TA 
最小 

≤ 
125℃ 

最大 最小 典型值 最大 单位 

线性误差 E VL DDD=VDDA -4.5 =5V +4.5 -4.0 ±1.0 +4.0 LSB  
微分线性误差 E  DL -2.5 +2.5 -2.0 ±0.75 +2.0 LSB  
基准输出电压 V  REF 1.08 1.32 — 1.20 — V  
模拟电源电流 I 带 50Ω负载 DDA — 35.0 — 25 30.0 mA 相当 

数字电源电流 I
带 50Ω负载，

fDDD CLK=25MHz，
fO

— 
=1.0MHz 

3.0 — 1.5 2.0 mA 相当 

功耗 P
    带 50Ω负载， 

fW 
CLK=25MHz，fO

— 
=1MHz 

220 — 190 — mW 相当 

无杂散动态范

围 
SFDR 

fCLK=25MHz，fO 66.0 =1MHz — 73 — — dBc 

国外

产品

测试

的频

点不

同 

fCLK=50MHz，fO 66.0 =1MHz — — 79 — dBc 
fCLK=50MHz，fO 60.0 =2MHz — — — — dBc 
fCLK=60MHz，fO 66.0 =1MHz — — — — dBc 
fCLK=100MHz，fO 65.0 =1MHz — — — — dBc 
fCLK=120MHz，fO 63.0 =1MHz — 76 — — dBc 

总谐波失真 THD 

fCLK=25MHz，fO — =1MHz -66.0 — — -72 dBc 
fCLK=50MHz，fO — =1MHz -66.0 — — — dBc 
fCLK=50MHz，fO — =1MHz -58.0 — -75 — dBc 
fCLK=50MHz，fO — =2MHz -66.0 — — — dBc 
fCLK=100MHz，fO — =1MHz -64.0 — — — dBc 
fCLK=120MHz，fO — =1MHz -62.0 — — — dBc  

输出建立时间 t  su — 50.0 — 35 — ns 相当 
最高工作频率 f  max 100.0 — 100.0 125 — MHz  

封装形式 CPGA28 SOIC 28 
国外产品为塑

封 质量可靠性 
B9762MG：QJB(B)/K 

B9762MGRH：CC 
工业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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