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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具有交流检测和直流检

测的钳位电路，该钳位电路包括：交流检测模块

1，直流检测模块2，ESD泄放管Mesd。当ESD发生时，

节点AC_OUT的电压为低，直流检测模块开启并对

PAD上的电压进行直流检测。若PAD的电压高于设

定的值VH，则直流检测的输出DC_OUT为逻辑高，

Mesd被开启并泄放ESD电流。在泄放ESD过程中，当

PAD的电压低于设定的安全值VL时，直流检测的

输出由高变为低，Mesd被关断，结束对ESD的泄放。

与传统的钳位电路相比，本发明的钳位电路具有

直流检测功能，其优点在于不容易被非ESD的情

况误触发。另外，当ESD触发该电路时，不会将PAD

的电压泄放得过低，使得PAD在受ESD攻击时电路

仍然能够保持正常的工作状态。使得本发明的电

路具有更灵活广泛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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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具有交流检测和直流检测的钳位电路，其特征在于，包括交流检测模块，直流检

测模块和ESD泄放场效应管Mesd，交流检测模块的上端接PAD，交流检测模块的下端接GND，

交流检测模块的输出端AC＿OUT接直流检测模块的输入端；直流检测模块的上端接PAD，直

流检测模块的下端接GND，直流检测模块的输入端接交流检测模块的输出端AC＿OUT，直流

检测模块的输出端DC＿OUT接ESD泄放场效应管Mesd的栅极；ESD泄放场效应管Mesd的漏端

接PAD，ESD泄放场效应管Mesd的源端接GND，ESD泄放场效应管Mesd的栅极接直流检测模块

的输出端DC＿OUT；所述交流检测模块包含电阻R1和电容C1，电阻R1的一端接PAD，电阻R1的

另一端连接电容C1，电容C1的另一端接地GND；所述直流检测模块包含电阻R2，R3，R4，R5，场

效应管MP1，MN1，MN2，反相器INV，场效应管MP1的源端连接到PAD，场效应管MP1的栅极连接

到交流检测模块的电阻R1和电容C1的连接点，场效应管MP1的漏端接电阻R2；电阻R2的一端

接场效应管MP1的漏端，电阻R2的另一端接电阻R3的一端和场效应管MN1的漏端；电阻R3的

一端接电阻R4的一端和场效应管MN1的源端以及场效应管MN2的栅极；电阻R4的一端接电阻

R3的一端和场效应管MN1的源端以及场效应管MN2的栅极，电阻R4的另一端接地GND；场效应

管MN1的源端连接电阻R3和电阻R4以及场效应管MN2的栅极，场效应管MN1的漏端连接电阻

R2和电阻R3，场效应管MN1的栅极连接反相器INV的输出端和ESD泄放场效应管Mesd的栅极；

场效应管MN2的源端连接地GND，场效应管MN2的漏端连接电阻R5和反相器INV的输入端，场

效应管MN2的栅极连接电阻R3和电阻R4以及场效应管MN1的源端；电阻R5的一端接PAD，电阻

R5的另一端接场效应管MN2的漏端和反相器INV的输入端；反相器INV的输入端接电阻R5的

一端和场效应管MN2的漏端，反相器INV的输出端接场效应管MN1的栅极和ESD泄放场效应管

Mesd的栅极。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具有交流检测和直流检测的钳位电路，其特征在于：ESD

泄放场效应管Mesd的漏端接PAD，ESD泄放场效应管Mesd的源端接地GND，ESD泄放场效应管

Mesd的栅极接反相器的输出端和场效应管MN1的栅极。

3.根据权利要求1或者2所述的一种具有交流检测和直流检测的钳位电路，其特征在

于：所述钳位电路在芯片正常工作时，若交流检测模块没有检测到交流电压，交流检测模块

的输出端AC＿OUT的电压为PAD上的电压，直流检测模块被关断，直流检测模块的输出端

DC＿OUT为低，ESD泄放场效应管Mesd被关断；若交流检测模块检测到交流电压使得交流检

测模块的输出端AC＿OUT的电压为低，直流检测模块被开启，但由于PAD上的峰值电压一般

为VDD，远小于发生ESD时的峰值电压，因此直流检测模块的输出端DC＿OUT为低，ESD泄放场

效应管Mesd被关断。

4.根据权利要求1或者2所述的一种具有交流检测和直流检测的钳位电路，其特征在

于：所述钳位电路在发生ESD时，交流检测模块检测PAD上的ESD电压，交流检测模块的输出

端AC＿OUT的电压相对于PAD为低，直流检测模块开启并对PAD的电压进行直流检测；若PAD

的电压高于设定的值VH，则直流检测模块的输出端DC＿OUT为逻辑高，ESD泄放场效应管

Mesd被开启并泄放ESD电流。

5.根据权利要求1或者2所述的一种具有交流检测和直流检测的钳位电路，其特征在

于：所述钳位电路在发生ESD时，直流检测模块具有迟滞的功能，即在ESD泄放场效应管Mesd

被开启泄放ESD电流时，PAD的电压逐渐降低，当PAD的电压低于设定的安全值VL时，直流检

测模块的输出端DC＿OUT的逻辑由高变为低，ESD泄放场效应管Mesd被关断，结束对ESD的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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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具有交流检测和直流检测的钳位电路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微电子技术中的ESD（Electrostatic  Discharge）技术领域，特别是涉

及一种应用交流检测和直流检测来防止非ESD误触发以及防止ESD触发后泄放过度的钳位

（clamp）电路，该技术使得clamp电路具有更灵活更广泛的应用。

背景技术

[0002] 任何两个不同材料的物体摩擦，都有可能产生静电。当电子元器件在制造、生产、

组装、测试、存放、搬运等过成中，静电会积累在人体、仪器、存放设备等之中，甚至在电子器

件本身也会积累电荷。当静电源与其它物体接触时，存在着电荷流动，将产生潜在的破坏性

电压、电流以及电磁场，严重时可以将其中的物体击毁，这就是静电放电ESD。

[0003] 随着集成电路技术和工艺水平的不断发展，芯片上的晶体管以及器件尺寸越做越

小，芯片的集成度越来越高，这些对芯片ESD保护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使得集成电路的静电

放电保护电路的设计难度达到了空前的高度。

[0004] clamp电路在ESD防护电路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传统的clamp电路如图1所

示，一般RC的时间常数设置为几百纳秒，其缺点在于容易被非ESD事件（例如百纳秒级的上

电速度）误触发；另外，ESD泄放场效应管Mesd一旦被触发，则容易将PAD的电压拉得很低，可

能会影响芯片的正常工作状态。基于以上缺点，图1所示的clamp电路的应用受到一定的限

制。然而在一些特殊的应用场合或者特殊的芯片引脚，例如对于电源上电速度很快的特殊

应用需求或者open  drain的引脚，传统的clamp电路容易被误触发而影响芯片的功能。因

此，设计出具有更灵活更广泛应用的  clamp防护电路，对整个微电子的发展是非常有意义

的。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clamp电路的结构，该clamp电路结构利用交流检测加

上直流检测的方法，有效防止非ESD误触发以及防止ESD触发后泄放过度，该技术使得clamp

电路具有更灵活更广泛的应用。

[0006]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提供的clamp电路包含交流检测模块，直流检测模块， 

ESD泄放场效应管Mesd。交流检测模块的上端接PAD，交流检测模块的下端接GND，交流检测模

块的输出端AC_OUT接直流检测模块的输入端；直流检测模块的上端接PAD，直流检测模块的

下端接GND，直流检测模块的输入端接交流检测模块的输出端，直流检测模块的输出端DC_

OUT接ESD泄放场效应管Mesd的栅极；场效应管Mesd的漏端接PAD，场效应管Mesd的源端接GND，

场效应管Mesd的栅极接直流检测模块的输出端。

[0007] 根据本发明的实施例，所述交流检测模块包含电阻R1和电容C1，电阻R1的一端接

PAD，电阻R1的另一端连接电容C1和直流检测模块的输入端场效应管MP1的栅极，电容C1的

另一端接地GND。

[0008] 根据本发明的实施例，所述直流检测模块包含电阻R2，R3，R4，R5，场效应管M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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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N1，MN2，反相器INV。场效应管MP1的源端连接到PAD，场效应管MP1的栅极连接到交流检测

模块的R1和C1的连接点，场效应管MP1的漏端接电阻R2；电阻R2的一端接场效应管MP1的漏

端，电阻R2的另一端接电阻R3的一端和场效应管MN1的漏端；电阻R3的一端接电阻R4的一端

和场效应管MN1的源端以及场效应管MN2的栅极；电阻R4的一端接电阻R3的一端和场效应管

MN1的源端以及场效应管MN2的栅极，电阻R4的另一端接地GND；场效应管MN1的源端连接R3

和R4以及场效应管MN2的栅极，场效应管MN1的漏端连接R2和R3，场效应管MN1的栅极连接反

相器INV的输出端和场效应管Mesd的栅极；场效应管MN2的源端连接地GND，场效应管MN2的

漏端连接R5和反相器INV的输入端，场效应管MN2的栅极连接R3和R4以及场效应管MN1的源

端；R5的一端接PAD，R5的另一端接场效应管MN2的漏端和反相器INV的输入端；反相器INV的

输入端接R5的一端和场效应管MN2的漏端，反相器INV的输出端接场效应管MN1的栅极和场

效应管Mesd的栅极。

[0009] 根据本发明的实施例，场效应管Mesd的漏端接PAD，场效应管Mesd的源端接地GND，

场效应管Mesd的栅极接直流检测模块的输出端，即反相器INV的输出端和场效应管MN1的栅

极。

[0010] 根据本发明的技术方案，具有以下的有益效果：由于本发明的clamp电路具有直流

检测功能，其优点在于不容易被非ESD的情况误触发，另外，当ESD触发该电路时，不会将PAD

的电位拉得过低，可以使得PAD在受ESD攻击时电路仍然能够正常工作。因此，该clamp电路

具有更灵活广泛的应用。

附图说明

[0011] 下面通过参考附图并结合实例具体地描述本发明，本发明的优点和实现方式将会

更加明显和清晰，其中附图所示内容仅用于对本发明的解释说明，而不构成对本发明的任

何意义上的限制，在附图中。

[0012] 图1为现有技术电源钳位电路示意图。

[0013] 图2为本发明钳位电路示意图。

[0014] 图3为本发明钳位电路具体实施例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5] 如图2所示，本发明具有交流检测和直流检测的钳位电路包含一个交流检测模块

U1，一个直流检测模块U2，  ESD泄放场效应管Mesd。其连接关系如下：交流检测模块U1的上端

接PAD，交流检测模块U1的下端接GND，交流检测模块U1的输出端AC_OUT接直流检测模块U2

的输入端；直流检测模块U2的上端接PAD，直流检测模块U2的下端接GND，直流检测模块U2的

输入端接交流检测模块U1的输出端，直流检测模块U2的输出端DC_OUT接ESD泄放场效应管

Mesd的栅极；场效应管Mesd的漏端接PAD，场效应管Mesd的源端接GND，场效应管Mesd的栅极接直

流检测模块U2的输出端。

[0016] 在电路正常工作时，若PAD上的电压为恒定的电源电压VDD，则节点AC_OUT的电压

为PAD上的电压，直流检测模块被关断，其输出节点DC_OUT为低，场效应管Mesd被关断；若正

常工作时，PAD上传输翻转的数字逻辑信号，交流检测到交流电压，节点AC_OUT的电压为逻

辑低，开启直流检测模块。但由于PAD的电压峰值不够大，直流检测模块的输出节点DC_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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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为低，泄放管Mesd被关断。

[0017] 当发生ESD时，交流检测模块检测PAD上的ESD电压，节点AC_OUT的电压相对于PAD

为低，直流检测模块开启并对PAD的电压进行直流检测。若PAD的电压高于设定的值VH，则直

流检测模块的输出DC_OUT为逻辑高，场效应管Mesd被开启并泄放ESD电流。另外，电路在发生

ESD时，直流检测模块具有迟滞的功能，即在场效应管Mesd被开启泄放ESD电流时，PAD的电压

逐渐降低，当PAD的电压低于设定的安全值VL（VL<VH）时，输出DC_OUT的逻辑由高变为低，场

效应管Mesd被关断，结束对ESD的泄放。

[0018] 如图3所示。本发明具有交流检测和直流检测的钳位电路具体实施例包括交流检

测模块1，直流检测模块2和  ESD泄放场效应管Mesd。电路的器件连接关系如下：电阻R1的一

端接PAD，电阻R1的另一端连接电容C1和直流检测模块2的输入端场效应管MP1的栅极；电容

的一端接电阻R1和直流检测模块2的输入端场效应管MP1的栅极，C1的另一端接地GND；场效

应管MP1的源端连接到PAD，场效应管MP1的栅极连接到交流检测模块R1和C1的连接点，场效

应管MP1的漏端接电阻R2；电阻R2的一端接场效应管MP1的漏端，电阻R2的另一端接电阻R3

的一端和场效应管MN1的漏端；电阻R3的一端接电阻R4的一端和场效应管MN1的源端以及场

效应管MN2的栅极；电阻R4的一端接电阻R3的一端和场效应管MN1的源端以及场效应管MN2

的栅极，电阻R4的另一端接地GND；场效应管MN1的源端连接R3和R4以及场效应管MN2的栅

极，场效应管MN1的漏端连接R2和R3，场效应管MN1的栅极连接反相器INV的输出端和场效应

管Mesd的栅极；场效应管MN2的源端连接地GND，场效应管MN2的漏端连接R5和反相器INV的

输入端，场效应管MN2的栅极连接R3和R4以及场效应管MN1的源端；R5的一端接PAD，R5的另

一端接场效应管MN2的漏端和反相器INV的输入端；反相器INV的输入端接R5的一端和场效

应管MN2的漏端，反相器INV的输出端接场效应管MN1的栅极和场效应管Mesd的栅极；场效应

管Mesd的漏端接PAD，场效应管Mesd的源端接地GND，场效应管Mesd的栅极接反相器的输出

端和场效应管MN1的栅极。

[0019] 在电路正常工作时，节点AC_OUT的电压为PAD上的电压，直流检测模块2中的场效

应管MP1被关断，节点n1的电压为低，场效应管MN2被关断，节点n2的电压为高，反相器的输

出节点DC_OUT为低，泄放管Mesd被关断；若正常工作时，PAD上传输翻转的数字逻辑信号，当

PAD从0V上升到VDD时，交流检测模块1检测到PAD的电压变化，节点AC_OUT的电压为逻辑低，

直流检测模块2中的场效应管MP1被开启，节点n1的电压为VDD×R4/(R2+R3+R4)，但由于PAD

的电压峰值不够大，场效应管MN2仍被关断，节点n2的电压为高，反相器的输出节点DC_OUT

为低，泄放管Mesd被关断。

[0020] 当发生ESD时，交流检测模块1检测PAD上的ESD电压，节点AC_OUT的电压相对于PAD

为低，直流检测模块2中的场效应管MP1被开启，节点n1的电压为Vesd×R4/(R2+R3+R4)。其

中Vesd为发生ESD时PAD上的电压，一般Vesd的峰值可达十几V，此时节点n1的电压大于场效

应管MN2的开启电压，场效应管MN2被开启，节点n2的电压为低，反相器的输出节点DC_OUT为

高，场效应管Mesd被开启并泄放ESD电流。同时，反相器的输出接到场效应管MN1的栅极，场效

应管MN1被开启，电阻R3被短路，使得节点n1的电压Vesd×R4/(R2+R4)进一步增大，促进场

效应管MN2的开启。直流检测模块具有迟滞的功能，即在场效应管Mesd被开启泄放ESD电流

时，PAD的电压Vesd逐渐降低，当节点n1的电压Vesd×R4/(R2+R4)低于场效应管MN2的开启

电压时，节点n2的电压为高，输出DC_OUT的逻辑由高变为低，结束对ESD的泄放。另一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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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检测模块1检测到交流电压以后，节点AC_OUT的电压由低逐渐上升为高，当节点AC_OUT

的电压上升到使场效应管MP1关断时，节点n1的电压为低，场效应管MN2被关断，节点n2的电

压为高，反相器的输出节点DC_OUT为低，场效应管Mesd被关断，结束ESD的泄放。

[0021] 以上实例仅为本发明的优选例子而已，本发明的设计构思并不局限于此，凡在本

发明的精神和原则之内，所作的任何修改、等同替换、改进等，均应包含在本发明的保护范

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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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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