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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功耗、精密模拟

微控制器、双通道 Σ-Δ型 ADC
硅片异常 ADuC7060/ADuC7061
 

此异常列表描述了 ADuC7060/ADuC7061 MicroConverter®版本D芯片的已知缺陷、异常以及临时解决方案。所列异常适用

于以下标识的所有ADuC7060/ADuC7061 封装材料： 

第一行 ADuC7060/ADuC7061 
第三行 D30 或更新版本（版本标识） 

ADI 公司承诺在未来版本芯片中持续改进芯片功能，同时通过采用此处推荐的临时解决方案，确保这些未来版本芯片仍

和您目前的软件/系统兼容。 

 

ADuC7060/ADuC7061 功能问题 

芯片版本标识 内核版本标识 芯片标志 芯片状态 异常表 报告异常号 

D 0 标识为 D30 的所有芯片 已发布 版本 A 7 

 

ADuC7060/ADuC7061 性能问题  

芯片版本标识 内核版本标识 芯片标志 芯片状态 异常表 报告异常号 

D 0 标识为 D30 的所有芯片 已发布 版本 A 1 

 

ADuC7060/ADuC7061 芯片的未来改进  

芯片版本标识 内核版本标识 芯片标志 芯片状态 异常表 报告异常号 

D 0 标识为 D30 的所有芯片 已发布 版本 A 1 

 
 

http://www.analog.com/ADuC7060
http://www.analog.com/ADuC7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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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常 

ADuC7060/ADuC7061 功能问题  

表 1. 配置为电平敏感时的外部 IRQ[er002] 

背景 ADuC7060/ADuC7061 器件上有 4 个外部中断源。这些外部中断源可以配置为边沿触发（上升或下降）或电平

触发（高电平有效或低电平有效）。 
问题 任一外部中断源配置为电平触发时，无论是高电平有效还是低电平有效，外部引脚必须保持处于有效电平，直

至程序矢量到该外部中断的中断矢量处理程序。 
如果外部引脚被激活，触发一个中断，但随后在程序矢量到中断处理程序之前进入无效电平，则可能无法适当

设置该外部中断的 IRQSTA 位。这将导致中断处理程序不知道是什么中断源引起到该中断。 
临时解决方案 边沿触发中断没有这种问题。此问题修正方案待定。 
相关问题 无。 

 

表 2. DAC 输出限制在 AVDD − 250 mV[er005]  

背景 DAC 输出范围可以配置为四种不同设置： 
 0 V 至 VREF（1.2 V）（内部基准电压源） 
 VREF−至 VREF+  
 ADC5/EXT_REF2IN−至 ADC4/EXT_REF2IN+  
 0 V 至 AVDD 

问题 DAC 输出缓冲器受限于最大输出电压，原因是它能驱动至 AVDD − 250 mV，这低于 ADVV 的数据手册规格。

临时解决方案 此问题修正方案待定。 
相关问题 无。 

 

表 3. 传送正在进行时在从机模式下禁用 I2C 接口[er006]  

背景 I2CSCON 寄存器的位 0（I2CSEN）使能/禁用 I2C 从接口。 
I2CSSTA 寄存器的位 6（I2CBUSY）指示 I2C 从接口是否处于忙碌状态。 

问题 如果使能 I2C 从机模式（I2CSCON[0] = 1）并且与主机的传送正在进行中，则在 I2CSSTA 的位 6（I2CBUSY，

I2C 从机忙碌状态位）清 0 之前，不应将 I2CSCON[0]清 0 来禁用 I2C 从接口。 
如果将 I2CSCON[0]清 0 并且仍设置 I2C 从机忙碌状态位，ADuC7060/ADuC7061 可能无限期驱动 SDA 引脚处

于低电平状态。此类情况出现时，除非发生硬件复位条件，ADuC7060/ADuC7061 不会释放 SDA。 
临时解决方案 通过写入 I2CSCON[0]禁用 I2C 从机模式时，首先设置 I2CMCON 寄存器的位 0（I2CMEN） = 1 来使能主机模

式。然后，通过将 I2CSCON[0]清 0 来禁用从机模式。最后，将 I2CMCON[0]清 0。 
相关问题 无。 

 

表 4. 从机模式下 SPI 的工作模式[er007]  

背景 在 SPI 从机模式下，ADuC7060/ADuC7061 认为从机片选引脚（SS）处于有效状态时，来自主机的时钟脉冲的

数目能被 8 整除。 
解除片选引脚时，内部移位计数器并不复位。 

问题 如果当片选引脚（SS E）处于活动状态时来自主机的时钟数目不能被 8 整除，这会导致 ADuC7060/ADuC7061 收

发不正确的数据，因为内部移位计数器在随后的传送中不会处于 0。 
发送缓冲器或接收缓冲器的内部移位计数器只能通过硬件复位、软件复位或看门狗复位进行复位。 

临时解决方案 ADuC7060/ADuC7061 片选引脚（SS E）处于有效状态时，始终保证 SPI 时钟的数目能被 8 整除。 
相关问题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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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部分 ADuC7060/ADuC7061 功能问题 

参考编号 描述 状态 
er001  省电模式问题 版本 C 及更新版本芯片已修正 
er002 配置为电平敏感时的外部 IRQ  待解决 
er003 设置 SPI 串行时钟相位模式位（SPICH）时从机模式下的 SPI 问题 版本 C 及更新版本芯片已修正 
er004  主 ADC 自增益校准模式 版本 C 及更新版本芯片已修正 
er005 DAC 输出限制在 AVDD − 250 mV  待解决 
er006  传送正在进行时在从机模式下禁用 I2C 接口 待解决 
er007  从机模式下 SPI 的工作模式 待解决 

 

第 2 部分 ADuC7060/ADuC7061 性能问题 

参考编号 描述 状态 
pr001 输出范围超出 0 V 至 1.2 V 时 DAC 的相对精度  版本 C 及更新版本芯片已修正 

 

第 3 部分 ADuC7060/ADuC7061 芯片的未来改进 

参考编号 描述 状态 
fe001  主 ADC 输入缓冲器旁路  版本 C 及更新版本芯片已修正 

 



ADuC7060/ADuC7061 硅片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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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