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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T5401 
用于精密放大器的匹配电阻网络 

特性 
■ 经优化与全差分和差动放大器配合使用 
■ 出色匹配 

■ ±0.003%电阻比匹配（最大值） 
■ 96.5dB CMRR（最小值） 
■ ±25ppm增益误差（最大值） 
■ ±0.5ppm/°C匹配温度漂移（最大值） 

■ ±35V工作电压（绝对最大值为±36V） 
■ 8ppm/°C绝对电阻值温度漂移 
■ 长期稳定性：<8ppm（6500小时） 
■ ESD保护输入 
■ 工作温度范围为−55°C至150°C 
■ 10引脚MSOP封装 

应用 
■ 全差分放大器 
■ 差动放大器 
■ 参考分压 
■ 精密求和/减法 

描述 
LT®5401是一种超精密匹配电阻网络，经优化与全
差分或差动放大器搭配使用，并在整个温度范围
内具有出色的匹配规格。LT5401包含两串匹配电
阻，每串都提供三个抽头点。由此产生的匹配比
率非常适合精确设置差分放大器的增益或衰减。 

当用于配置差分或差动增益时，LT5401出色的比
率匹配可确保高CMRR、低增益误差和低增益漂
移，达到使用分立无源元件远难以达到的水平。
这种高精度降低了许多应用中的校准要求，并提
供比±0.01%分立解决方案高10倍的性能。 

LT5401采用带有裸露焊盘的紧凑型 10引脚
MSOP封装，可在–55°C至150°C的温度范围内改
善热性能。 

所有注册商标和商标均属各自所有人所有。 

 
 
 
 

 

 

典型应用 
 

将LT5401与一个全差分放大器 
一起用于单端至差分的转换，G = 1 

 
   输入共模抑制比与频率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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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对最大额定值 
(注释 1) 
IN1至EPAD或IN2至EPAD的总电压 .................. ±36V 
IN1至OUT1或IN2至OUT2的总电压 .................. ±36V 
IN1至T1A或OUT1至T1C的总电压 .................... ±12V 
IN2至T2A或OUT2至T2C的总电压 .................... ±12V 
T1B至T1A或T1C的总电压 ..................................... ±6V 
T2B至T2A或T2C的总电压 ..................................... ±6V 
T1A、T1B、T1C、T2A、T2B、T2C的 
最大电流 ............................................................... 9mA 

工作温度范围（注释2） 
LT5401I ................................................... –40°C至85°C 
LT5401H ................................................ –40°C至125°C 
LT5401MP ............................................. –55°C至150°C 

额定温度范围（注释2） 
LT5401I ................................................... –40°C至85°C 
LT5401H ................................................ –40°C至125°C 
LT5401MP ............................................. –55°C至150°C 

最大结温（注3） ................................................... 150°C 
存储温度范围 .......................................... –65°C至150°C 
 

引脚配置 

 

 

 

订购信息 
无铅表面处理 卷带和卷盘 器件标识* 封装说明 温度范围 
LT5401AIMSE#PBF LT5401AIMSE#TRPBF LTHHJ 10引脚塑料MSOP –40°C至85°C 

LT5401IMSE#PBF LT5401IMSE#TRPBF LTHHJ 10引脚塑料MSOP –40°C至85°C 

LT5401AHMSE#PBF LT5401AHMSE#TRPBF LTHHJ 10引脚塑料MSOP –40°C至125°C 

LT5401HMSE#PBF LT5401HMSE#TRPBF LTHHJ 10引脚塑料MSOP –40°C至125°C 

LT5401MPMSE#PBF LT5401MPMSE#TRPBF LTHHJ 10引脚塑料MSOP –55°C至150°C 

关于具有更宽额定工作温度范围的器件，请联系工厂。*温度等级通过运输容器上的标签识别。卷带和卷盘规格。某些封装以500单元卷

盘形式通过指定销售渠道提供，其带有#TRMPBF后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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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气特性 仅限标称比1。● 表示规格适用于整个额定温度范围，其他规格的适用温度为TA = 25°C。 

符号 参数 条件 
LT5401A LT5401 

单位 最小值 典型值 最大值 最小值 典型值 最大值 
(∆R/R)RE 电阻比匹配 注释4    ±30   ±60 ppm 
  TA = −40°C至85°C ●   ±60   ±90 ppm 
  TA = –40°C至125°C ●   ±60   ±95 ppm 
  TA = –55°C至150°C ●      ±120 ppm 
(∆R/R)RT 电阻比匹配跟踪 注释5    ±30   ±60 ppm 
  TA = –40°C至85°C ●   ±50   ±80 ppm 
  TA = –40°C至125°C ●   ±60   ±95 ppm 
  TA = –55°C至150°C ●      ±100 ppm 
CMRR 共模抑制比 

            G为标称比 

注释5  96.5   90.5   dB 
TA = –40°C至85°C ● 92   88   dB 
TA = –40°C至125°C ● 90.5   86.5   dB 
TA = –55°C至150°C ●    86   dB 

(∆R/R)AVE 平均电阻比匹配 注释6    ±25   ±55 ppm 
  TA = –40°C至85°C ●   ±50   ±80 ppm 
  TA = –40°C至125°C ●   ±50   ±85 ppm 
  TA = –55°C至150°C ●      ±90 ppm 
GE 增益误差 

 

注释6    ±25   ±55 ppm 
TA = –40°C至85°C ●   ±50   ±80 ppm 
TA = –40°C至125°C ●   ±50   ±85 ppm 
TA = –55°C至150°C ●      ±90 ppm 

(∆R/R)RE/∆T 电阻比匹配温度漂移 注释7 ●  ±0.2 ±0.5  ±0.2 ±0.5 ppm/°C 
 
 

电气特性 仅限标称比0.5。● 表示规格适用于整个额定温度范围，其他规格的适用温度为TA = 25°C。 

符号 参数 条件 
LT5401A LT5401 

单位 最小值 典型值 最大值 最小值 典型值 最大值 
(∆R/R)RE 电阻比匹配 注释4    ±30   ±60 ppm 
  TA = –40°C至85°C ●   ±85   ±115 ppm 
  TA = –40°C至125°C ●   ±85   ±120 ppm 
  TA = –55°C至150°C ●      ±160 ppm 
(∆R/R)RT 电阻比匹配跟踪 注释5    ±30   ±60 ppm 
  TA = –40°C至85°C ●   ±55   ±85 ppm 
  TA = –40°C至125°C ●   ±65   ±100 ppm 
  TA = –55°C至150°C ●      ±110 ppm 
CMRR 共模抑制比 

              G为标称比 

注释5  94   88   dB 
TA = –40°C至85°C ● 88.7   84.9   dB 
TA = –40°C至125°C ● 87.3   83.5   dB 
TA = –55°C至150°C ●    82.7   dB 

(∆R/R)AVE 平均电阻比匹配 注释6    ±25   ±55 ppm 
  TA = –40°C至85°C ●   ±65   ±95 ppm 
  TA = –40°C至125°C ●   ±75   ±110 ppm 
  TA = –55°C至150°C ●      ±130 ppm 
GE 增益误差 

 

注释6    ±25   ±55 ppm 
TA = –40°C至85°C ●   ±65   ±95 ppm 
TA = –40°C至125°C ●   ±75   ±110 ppm 
TA = –55°C至150°C ●      ±130 ppm 

(∆R/R)RE/∆T 电阻比匹配温度漂移 注释7 ●  ±0.2 ±0.7  ±0.2 ±0.7 ppm/°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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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气特性 仅限标称比2 ● 表示规格适用于整个额定温度范围，其他规格的适用温度为TA = 25°C。 

符号 参数 条件 
LT5401A LT5401 

单位 最小值 典型值 最大值 最小值 典型值 最大值 
(∆R/R)RE 电阻比匹配 注释4    ±30   ±60 ppm 
  TA = –40°C至85°C ●   ±80   ±110 ppm 
  TA = –40°C至125°C ●   ±85   ±120 ppm 
  TA = –55°C至150°C ●      ±155 ppm 
(∆R/R)RT 电阻比匹配跟踪 注释5    ±30   ±60 ppm 
  TA = –40°C至85°C ●   ±60   ±90 ppm 
  TA = –40°C至125°C ●   ±70   ±110 ppm 
  TA = –55°C至150°C ●      ±110 ppm 
CMRR 共模抑制比 

 
            G为标称比 

注释5  100   94   dB 
TA = –40°C至85°C ● 94   90.5   dB 
TA = –40°C至125°C ● 92.6   88.7   dB 
TA = –55°C至150°C ●    88.7   dB 

(∆R/R)AVE 平均电阻比匹配 注释6    ±30   ±60 ppm 
  TA = –40°C至85°C ●   ±75   ±105 ppm 
  TA = –40°C至125°C ●   ±75   ±110 ppm 
  TA = –55°C至150°C ●      ±120 ppm 
GE 增益误差 

 

注释6    ±30   ±60 ppm 
TA = –40°C至85°C ●   ±75   ±105 ppm 
TA = –40°C至125°C ●   ±75   ±110 ppm 
TA = –55°C至150°C ●      ±120 ppm 

(∆R/R)RE/∆T 电阻比匹配温度漂移 注释7 ●  ±0.4 ±0.8  ±0.4 ±0.8 ppm/°C 
 
 

电气特性 ● 表示规格适用于整个额定温度范围，其他规格的适用温度为TA = 25°C。 

符号 参数 条件 
LT5401A LT5401 

单位 最小值 典型值 最大值 最小值 典型值 最大值 
(∆R/R)SS 两侧间电阻匹配 注释8    ±0.3   ±0.4 % 
   ●   ±0.4   ±0.5 % 
∆R 绝对电阻容差  ●   ±7.5   ±15 % 
∆R/∆T 绝对电阻值温度漂移 注释7 ● –10 8 25 –10 8 25 ppm/°C 
 最大工作电压  ● –35  35 –35  35 V 
 分布式电容 裸露焊盘的电阻   3.4   3.4  pF 
  电阻至电阻（同侧）   1   1  pF 
 电阻电压系数  ●  < 0.1   < 0.1  ppm/V 
 额外电流噪声 Mil-Std-202方法308   < –55   < –55  dB 
 电阻比匹配长期漂移 35°C 6500小时，25mW   < 8   < 8  ppm 
 电阻比匹配热冲击/滞回 –50°C至150°C，5个循环   < 3   < 3  ppm 
 电阻比匹配IR回流 25°C至260°C，3个循环   < 3   < 3  ppm 
 电阻比匹配加速保质期 150°C，1000小时   10   10  ppm 
 谐波失真 20VP-P，1kHz，差动放大器   –120   –120  d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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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气特性 

注释 1：应力超出上述绝对最大额定值可能会导致器件永久性

损坏。在任何绝对最大额定值条件下长期工作会影响器件的可

靠性和使用寿命。 
注释 2：LT5401I在–40°C至85°C的温度范围内保证达到额定性

能。LT5401H在–40°C至125°C的温度范围内保证达到额定性能，

并在这些极端温度下经过了100%的测试。LT5401MP在–55°C至
150°C的范围内保证达到额定性能，并在这些极端温度下经过了

100%的测试。 
注释 3：为了将结温保持在绝对最大额定值范围内，应在环境

温度升高时降低最大功耗。 
注释 4：(∆R/R)RE指定以下比率匹配： 

电阻比 标称比 
(R1C + R1D)/(R1A + R1B) 1 
(R2C + R2D)/(R2A + R2B) 1 
(R1B + R1C + R1D)/(R1A) 2 
(R2B + R2C + R2D)/(R2A) 2 
(R1D)/(R1A + R1B + R1C) 0.5 
(R2D)/(R2A + R2B + R2C) 0.5 

 

注释 5：(∆R/R)RT指定当2组LT5401电阻配置为标称值相等的比

率时，(∆R/R)RE比率彼此匹配的程度。当LT5401用于配置差动放

大器和全差分放大器时，该规格决定了CMRR性能。 
注释 6：(∆R/R)AVE指定当2组LT5401电阻配置为标称值相等的

比率时的平均(∆R/R)RE比率匹配。当LT5401用于配置差动放大器

和全差分放大器时，该规格决定了增益精度性能。 
注释 7：此参数未经过100%测试。 
注释 8：(∆R/R)SS指定R1和R2的和之间的匹配，其中R1 = R1A + 
R1B + R1C + R1D，R2 = R2A + R2B + R2C + R2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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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性能参数 

 

 
  

电阻比匹配 电阻比匹配跟踪 平均电阻比匹配 

电阻比匹配温度漂移， 
G = 0.5V/V 

电阻比匹配温度漂移， 
G = 1V/V 

电阻比匹配温度漂移， 
G = 2V/V 两侧间电阻匹配 

https://www.analog.com/cn/products/lt5401.html?doc=LT540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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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脚功能
IN1（引脚1）：连接至R1A。该引脚上的ESD保
护通过一个连接至裸露焊盘的36V双向ESD箝位
来提供。 

OUT1（引脚2）：连接至R1D。 

T1C（引脚3）：连接至R1C和R1D电阻。该抽头
点具有串联寄生电阻，不应传导电流。 

T1B（引脚4）：连接至R1B和R1C电阻。该抽头
点具有串联寄生电阻，不应传导电流。 

T1A（引脚5）：连接至R1A和R1B电阻。该抽头
点具有串联寄生电阻，不应传导电流。 

T2A（引脚6）：连接至R2A和R2B电阻。该抽头
点具有串联寄生电阻，不应传导电流。 

T2B（引脚7）：连接至R2B和R2C电阻。该抽头
点具有串联寄生电阻，不应传导电流。 

T2C（引脚8）：连接至R2C和R2D电阻。该抽头
点具有串联寄生电阻，不应传导电流。 

OUT2（引脚9）：连接至R2D。 

IN2（引脚10）：连接至R2A。该引脚上的ESD
保护通过一个连接至裸露焊盘的36V双向ESD箝
位来提供。 

EPAD（裸露焊盘引脚11）：连接至36V双向
ESD箝位。该焊盘通常连接至接地层，并在ESD
事件期间为电流提供返回路径。 

 

 
 

 

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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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信息
匹配和容差规格 

(∆R/R)RE指定表1中所示的电阻比组合。 
表1. 电阻比组合 
电阻比 标称比 
(R1C + R1D)/(R1A + R1B) 1 
(R2C + R2D)/(R2A + R2B) 1 
(R1B + R1C + R1D)/(R1A) 2 
(R2B + R2C + R2D)/(R2A) 2 
(R1D)/(R1A + R1B + R1C) 0.5 
(R2D)/(R2A + R2B + R2C) 0.5 

(∆R/R)RE/∆T指定表1中所示的电阻比匹配随温
度变化的比率。LT5401规格中的最大电阻比匹
配漂移为0.5ppm/°C，比分立式电阻的10ppm/°C
好20倍。 

(∆R/R)RT指定由R1A、R1B、R1C和R1D形成的比
率与由R2A、R2B、R2C和R2D形成的相同比率
的匹配。LT5401规格中的比率匹配为0.003%，当
LT5401用于配置差动放大器和全差分放大器
时，这保证了96.5dB的CMRR。这种性能水平比
典型的0.1%电阻可能实现的性能好133倍。 

(∆R/R)AVE指定由R1A、R1B、R1C和R1D形成的
比率与由R2A、R2B、R2C和R2D形成的比率的
平均匹配。当使用LT5401配置差动放大器和全
差分放大器时，该规范保证了25ppm的增益精
度。这种性能水平比典型的0.1%电阻可能实现的
性能好80倍。 

(∆R/R)SS指定(R1A + R1B + R1C + R1D)与(R2A + 
R2B + R2C + R2D)的匹配。 

∆R指定了LT5401的绝对电阻容差。∆R/∆T指定
了LT5401的绝对电阻随温度变化的比率。 

采用全差分放大器(FDA)的LT5401的一般考虑
因素 

LT5401可与从低功率到高速的各种全差分放大
器搭配使用。LT5401出色的电阻比匹配可在额
定工作温度范围内提供非常高的共模抑制性能
和高增益精度。 

噪声 

对于LT5401和FDA的低噪声设计，必须考虑
LT5401电阻值与放大器电压和电流噪声的噪声
贡献。图1显示了全差分放大器的简化噪声模型。
表2列出了LT5401的三个标称增益（0dB、6dB
和–6dB）的电阻值。表3是推荐用于LT5401的差
分放大器的部分列表。公式1显示了随FDA噪声
和电阻噪声变化的输出噪声。使用表2电阻值和
表3噪声源，可以计算LT5401和FDA对的输出噪
声。此外，公式1为低噪声设计提供了直观的指
南。对于高增益电路，放大器的电压噪声和输入
电阻噪声可能是主要噪声，对于低增益，即使放
大器的电压噪声较低，放大器的电流噪声也会增
加输出噪声。例如，对于0dB的增益，LT5401的
RF和RI为1050Ω。ADA4938和ADA4932的电压和
电流噪声分别为（2.8nV/√HZ，5pA/√HZ）和
（3.6nV/√HZ，1pA/√HZ）。LT5401与ADA4938
或ADA4932的计算输出噪声分别为12.5nV/√Hz
和11.1nV/√HZ。因此，尽管ADA4938具有较低
的电压噪声，但与ADA4932相比，由于其电流噪
声较高，它仍会导致较高的输出噪声。 

 

  

https://www.analog.com/cn/products/lt5401.html?doc=LT5401.pdf
http://www.analog.com.cn/


LT5401 

  Rev. 0 

  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www.analog.com/cn 9 
 

应用信息
表2. 典型的LT5401电阻值 

增益(dB) RF (Ω) RI (Ω) 
0 1050 1050 
6 1400 700 

–6 700 1400 
 
表3. FDA噪声，2VP-P带宽和ISUPPLY 

FDA eni (nV/√HZ) In (pA/√HZ) 带宽(MHz) Is (mA) 
LTC6404-1 1.5 3 72 27 
ADA4945-1 1.8 1 60 4 
LTC6403-1 2.8 1.8 32 11 
ADA4938-1 2.8 5 800 34 

LTC6363 2.9 0.55 35 1.75 
ADA4932-1 3.6 1 360 8.8 

LTC6362 3.9 0.8 7 1 
ADA4940-1 3.9 0.8 25 1.25 

 

 
带宽 

图2显示了一个FDA电路模型，其中包含LT5401
电阻和寄生电容CP以及一个外部反馈电容CF。增
益设置电阻和CP形成分布式输入和反馈极点。输

入极点在非常高的频率下提供有用的衰减，而反
馈极点会增加增益峰化（不使用任何反馈电容）。
此外，FDA输入端的CP和增益设置电阻形成的寄
生极点会增加增益峰化并可能导致不稳定。需要
使用一个反馈电容CF来减轻多个寄生极点的过
度增益峰化。对于6dB增益，建议使用≥ 3.3pF的
CF（对于0dB和–6dB增益，使用更高的CF值）。 

FDA输出端的CP电容是一个CLOAD，可以降低放
大器的相位裕量（考虑FDA数据表中频率响应与
CLOAD关系图的增益峰化灵敏度）。 

 

 

 

 

 

 

 
图1. 简化的FDA噪声模型 

 

 

 

 

 

 
图 2. 简化的 LT5401 和 FDA 模型。CP 为
3.4pF 寄生电容，CF 是为外部反馈电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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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信息
PCB布局 

FDA的PCB布局必须是差分对称的，并且从输入
到输出匹配，使用短走线并从走线下方剥去铜线
以将杂散电容降至最低。LT5401和FDA的布局必
须保持出色的电阻网络匹配，以最大限度地减少
因任何走线电阻匹配导致的误差。对于2oz和1oz
铜，铜走线电阻分别为每平方走线面积0.25mΩ 
±15%和0.5mΩ ±15%。例如，对于0dB增益，1050Ω
电阻的±30ppm匹配为±31.5mΩ。如果走线长度
为0.2英寸，则20mil宽的2oz铜走线的电阻为
2.5mΩ。即使是任意的±30%匹配，误差也是
±0.75mΩ，增加的误差小于±1ppm。此外，走线
电阻比温度漂移不会降低LT5401比率温度漂移
（最大值1ppm/°C）。例如，铜电阻的温度系数
为0.4%/°C。从25°C到125°C的100°C温升幅度会
使2.5mΩ走线增加到3.5mΩ。任意±30%匹配误差
为±0.3mΩ，增加的温度误差小于±0.3ppm。 

配置LT5401 

LT5401由两组匹配的4段电阻组成。每个电阻串
都有三个抽头点，用于连接到高阻抗，例如放大
器的输入端。每个抽头点都有寄生金属电阻RP，
如图3所示。为了保持LT5401的匹配性能，任何

抽头点都不应传导电流。图3显示了将LT5401配
置为全差分放大器的正确（图3a）和错误（图3b）
方法。 

图3a将抽头点T1B和T2B正确连接至放大器的高
阻抗输入并使用IN和OUT引脚。 

图3b错误地使用抽头点T1C和T2C连接至放大器
的输出。由于存在与T1C和T2C串联的寄生电阻，
这种不正确的配置将导致显著的增益、CMRR和
漂移误差。 

图4显示了LT5401用于设置两个缓冲分压器。  

图4中的顶部示例配置正确，因为在任何抽头点
中都没有传导电流。T1B连接至高阻抗放大器输
入，电流仅流入IN1和OUT1。 

图4中的底部示例配置不正确，因为抽头点T2C
已接地并将传导电流。当像这样配置不正确时，
与抽头点T2C串联的寄生电阻会导致分压比出
现明显误差和漂移。此外，如果T2A没有使用所
示放大器进行缓冲，则T2A上的任何负载都会引
起T2A中的电流流动，并导致分压比出现明显误
差和漂移。

 

 
图3. 全差分放大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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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分压器 

连接裸露焊盘的位置 

裸露焊盘通过36V双向ESD箝位以电气方式连接
到IN1和IN2引脚。其主要目的是在消耗大量功
率的应用中降低内部温升，并为ESD电流提供对
地的返回路径。裸露焊盘应通过低电阻路径连接
到接地层，以提供最佳水平的散热和ESD保护。
只要满足绝对最大额定值，裸露焊盘便可以连接
到地以外的低阻抗电压。 

散热考虑 

每个电阻的额定功耗都相对较高，如本数据手册
的“绝对最大额定值”部分所列。要计算封装内
部的内部温升，请将所有电阻的功耗相加，然后
乘以封装的热阻系数（θJA或θJC，视情况而定）。 

例如公式2，如果在IN1和OUT1之间放置32V，
则总功耗将为： 

并且封装内的总温升等于20°C。所有8个电阻都

将处于相同的温度，无论哪个电阻的功耗更大。

结温必须保持在绝对最大额定值范围内。在环境

温度升高的情况下，此要求对最大功耗施加了限

制。图5显示了不同θJA值的最大功耗与环境温度

的关系。 

除了限制最大功耗外，任何两个引脚上的最大电
压也必须保持在绝对最大额定值以下。 

 
图5. 不同θJA的安全工作区 

ESD 

LT5401可承受高达±500V的静电放电（ESD，人
体）。超过此电压的ESD会损坏或降低器件性能。 

为了保护LT5401免受大ESD冲击，可以使用连接
至电路供电轨的二极管或接地的双向齐纳二极
管来添加外部保护（图6）。 

 
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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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应用 
单端至差分转换，G = 2V 

 

 

 

单端至差分转换，G = 0.5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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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应用 
单端至差分转换，G = 1V 

 

 

 

双通道精密放大器配置，G = 3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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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应用 
精密全差分单极点低通滤波器 

 

 

 

双通道缓冲精密分压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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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装说明 
MSE封装 

10引脚塑料MSOP，裸露芯片焊盘 
（参考LTC DWG # 05-08-1664 Rev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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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应用 
精密差动放大器，G = 1V 

 
 
 

 

相关器件 
产品型号 描述 备注 

全差分放大器 
AD8139 低噪声、轨到轨差分ADC驱动器 24.5mA、–95dBc失真（2MHz、2VP-P输出） 
AD8138 低失真、差分ADC驱动器 20mA、–94dBc失真（5MHz、2VP-P输出） 
LT1994 70MHz低噪声、低失真全差分输入/输出放大器/ 

驱动器 
13mA、–94dBc失真（1MHz、2VP-P输出） 

AD8132 低成本、高速差分放大器 10.7mA、–96dBc失真（1MHz、2VP-P输出） 
ADA4932-1/ADA4932-2 低功耗、差分ADC驱动器 9.6mA、–110dBc失真（1MHz、2VP-P输出） 
AD8137 低成本、低功耗、差分ADC驱动器 2.6mA、–84dBc失真（1MHz、2VP-P输出） 
LTC6363 精密、低功耗差分放大器/ADC驱动器 1.75mA、–123dBc失真（1kHz、18VP-P输出） 
LTC6363-1/LTC6363-2/ 
LTC6363-0.5 

精密、固定增益、低功耗差分放大器/ADC驱动器系列 1.75mA、–123dBc失真（1kHz、18VP-P输出） 

ADA4945 高速、低漂移全差分ADC驱动器 1.4mA/4mA，–116dBc失真（100kHz，8VP-P输出） 
ADA4940-1/ADA4940-2 超低功耗、低失真、全差分ADC驱动器 1.25mA、–96dBc失真（1MHz、2VP-P输出） 
LTC6362 精密、低功耗轨到轨输入/输出差分运算放大器/SAR ADC

驱动器 
1mA、–116dBc失真（1kHz、8VP-P输出） 

运算放大器   
LTC6228/LTC6229 单通道/双通道700MHz低噪声运算放大器 16mA/放大器，0.88nV/√HZ 
ADA4899-1 单通道600MHz超低失真和噪声运算放大器 14.7mA，1nV/√HZ 
ADA4896-2/ADA4897-1/ 
ADA4897-2 

单通道/双通道230MHz低功耗和噪声运算放大器 3mA/放大器，1nV/√HZ 

LTC6252/LTC6253/LTC6254 单通道/双通道/四通道720MHz RRIO高能效运算放大器 3.5mA/放大器，2.75nV/√HZ 
LTC6246/LTC6247/LTC6248 单通道/双通道/四通道180MHz轨到轨低功耗运算放大器 1mA/放大器，4.2nV/√HZ 
匹配电阻网络 
LT5400 精密四通道匹配电阻网络 比率 = 1:1、1:4、1:5、1:9、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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