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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視頻設計常常被迫工作於可能的最低軌電壓條件

下 ，造成這一結果的原因很簡單，就是邏輯電路供

電電壓日益降低的發展趨勢，以及在任何可能的地

方進行電源電壓共享所帶來的諸多好處。視頻設計

由於需要對 AC 耦合設計中所固有的隨圖像內容變化

而產生的動態失調電壓偏差進行調節而進一步復雜

化了。傳統的運算放大器需要相對較大的輸出擺幅

儲備空間，因而即使是對5V條件下的AC耦合也是不

適用的。凌特公司 (Linear Technology) 推出了一個新

的視頻運算放大器繫列，該繫列解決了上述問題，

並在大多數場合具備了在低至 3.3V電壓條件下工作的

能力。該視頻運算放大器繫列包括 LT®6205 (單路) 、

LT6206 (雙路)、LT6207 (四路)、LT6550 (三路，固

定增益為 2) 和 LT6551 (四路，固定增益為 2) 。

視頻信號特性
為了確定最小的視頻放大器電源電壓，我們必須首

先檢查信號的特性。復合視頻是廣播級產品中最為

常用的信號，它將亮度 (光強信息)、色度 (比色信息)

和同步 (垂直和水平光柵定時) 分量合並成一個信號，

NTSC 和 PAL 是常用格式。

如圖1 所示，典型的視頻波形被規定為具有一個

1.0VP-P 的標稱幅度。下面的0.3V留給傳輸定時信息

的同步脈衝頂。波形的黑色電平 (零亮度)  位於 (或被

設定得稍高於 )  該同步信息的上限。黑色電平以上的

波形內容為亮度信息，峰值亮度代表最大信號電平。

同步電位代表“比黑更黑”的亮度，因此掃描逆程

動作在CRT上是看不到的。在復合視頻信號的場合，

調制彩色副載波被疊加於波形之上，但動態通常仍

保持在 1VP-P 的極限值範圍內 (一個值得注意的例外

是用於差分增益和差分相位測量的色度斜坡信號，

它的幅度有可能達到1.15VP-P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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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大器的考慮
大多數視頻放大器驅動的是串聯端接 (反向端接) 於電

源並負載端接於與電纜特征阻抗 ZO (通常為 75Ω) 相

等的電阻之終端電纜。該配置在布線形成了一個 2 : 1

電阻分壓器，這必須通過向一個 2.ZO 的有效負載
(例如150Ω) 提供 2VP-P 輸出以在驅動器放大器中對布

線進行修正。對電纜進行的驅動會在輸出接近於放

大器輸出的飽和極限值情況下需要超過  13mA 的電

圖 2：由3.3V電源供電的DC 耦合雙路復合
 視頻驅動器

圖 1：典型的1VP-P 視頻波形（多條線重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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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TC 和 LT 是凌特公司的注冊商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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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要獲得更多資料或技術支持，請与我們的銷售
部或當地分銷商聯絡，也可瀏覽我們的网址：
www.linear.com.cn 或電郵到 info@linear-tech.com.hk

產品手冊下載

http://www.linear.com.cn/go/dnLT6205
http://www.linear.com.cn/go/dnLT6206
http://www.linear.com.cn/go/dnLT6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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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絕對最小電源電壓為 VMIN = 2 + VOH + VOL，其

中 VO  的數值代表了一個放大器相對於合適電源軌所

能保證產生的最小壓降。

以圖 2  所示工作於 3.3V  電壓條件下的 LT6206 (雙路)

為例，它具有非常低的 VOH 和 VOL (VOH ≤ 0.5V，VOL

≤ 0.35V)，這提供了一個 0.45V 的設計容限，足以補

償電源電壓的波動並保證 DC  耦合視頻輸入的 DC  偏

置精度。

AC 耦合視頻信號的處理
不幸的是，人們不可能始終保證視頻信號源具有滿

足相關放大器之需的合適 D C 容量，所以常常需要其

他的設計解決方案。從本質上說，A C 耦合視頻輸入

的處理難度高於那些采用D C 耦合的處理，因為視頻

波形的平均信號電壓受圖像內容的影響，這意味著

放大器的黑色電平會隨著場景亮度的變化而發生漂

移。通過分析最壞情況下的黑色電平漂移，我們就

能夠確定關於AC 耦合的約束條件。

圖 3 示出了兩個疊加的 AC 耦合波形，上方的掃跡為

黑場，下方的掃跡為白場。對於所示的 1VP-P NTSC

波形，測得的黑色電平漂移為 0.56V，因此必須在放

大器電源中設置額外的 1.12V  容差  (假設增益為 2，

這樣 VMIN = 3.12 + VOH + VOL)。放大器輸出 (對於數

值為 2  的增益) 必須以 DC  工作點為中心在 1.47V  至

–1.65V  的範圍內擺動，因而需要相應地進行偏置電

路的設計以實現最佳的保真度。以工作於 5V電壓條

件下的 LT6551  為例，其 VOH 和 VOL  指標極佳 (VOH

≤  0.8V，VOL ≤ 0.2V)，對於一個復合信號具有相當大
(0.88V) 的設計容限。

進一步大幅度降低采用 A C 耦合時電源要求的常用方

法之一是使用圖 4 所示的一種簡單箝位電路。在該電

路中，LT6205 通過讓同步脈衝頂來控制耦合電容器

上的充電而具備了在 3.3V  電壓條件下工作的能力，

並由此將黑色電平輸入漂移減小至 0.07V 左右。該電

路有一個小缺陷，就是由二極管的傳導電流所引起

的輕微的同步脈衝頂壓縮 (在輸入端上約為0.025V)，

但圖像內容的保真度依然完好無缺。該電路的設計

容限與同檔次的 DC 耦合方案相差不大，這為 0.31V
(對該電路而言，VMIN = 2.14 + VOH + VOL ) 。

結論
具有業界最低輸出飽和特性的低壓視頻放大器包括

LT6205 (單路)、LT6206 (雙路)、LT6207 (四路)、

LT6550 (三路，固定增益為  2) 和  LT6551 (四路，固

定增益為  2)，它們使視頻設計師擁有了與邏輯電路

一道共享降低的電源電壓能力。這種共享電源電壓

的能力通過降低功耗和功率變換器復雜性而對節省

占用空間和成本有所幫助。

圖 4：由 3.3V 電源供電的 AC 耦合箝位視頻放大器

圖 3：由圖像內容變化所引起的視頻失調電壓漂移
(采用傳統的 AC 耦合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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