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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高速多相位斜坡式模数转

换器，该转换器的斜坡信号和电压信号分别作为

比较器的两个输入，比较器的输出和标准时钟信

号分别作为与门的两个输入，与门的输出连接到

计数器的输入端；多相位时钟产生模块根据标准

时钟信号产生N＝2n个彼此之间有相位差的时钟

信号，相位检测模块根据比较器输出信号和多个

时钟信号检测到与比较器翻转时刻最接近的时

钟信号有效沿，并将该状态锁存在总线锁存器

中，译码器对相位检测模块输出的状态数据进行

译码；数据处理模块对计数器输出的计数值和译

码器的译码结果数据进行处理得到最终计数值。

本发明提出的N＝2n个相位检测，时间分辨率更

小，可以在相同模数转换时间下将模数转换精度

提升N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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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高速多相位斜坡式模数转换器，包括比较器，与门，计数器；斜坡信号和电压信

号分别作为比较器的两个输入，比较器的输出和标准时钟信号分别作为与门的两个输入，

与门的输出连接到计数器的输入端；其特征在于还包括多相位时钟产生模块，相位检测模

块，译码器，数字处理模块；所述多相位时钟产生模块根据标准时钟信号产生N＝2n个彼此

之间有相位差的时钟信号，n是自然数；相位检测模块包括N个检测单元，检测单元由触发

器、锁相开关、静态逻辑电路、总线及总线锁存器组成，比较器的输出连接到各触发器的数

据输入端，多相位时钟产生模块的N个时钟信号分别连接到各触发器的时钟引脚；锁相开关

的一端连接电源，另一端连接到总线；总线与总线锁存器连接，同时触发器的反向输出端和

总线连接到静态逻辑电路的两个输入端，静态逻辑电路的输出端连接触发器的复位端；触

发器的输出作为锁相开关的输出端和控制端，当比较器输出发生电平翻转时，最靠近电平

翻转时刻时钟信号对应的触发器输出为1，同时通过总线、锁相开关和静态逻辑电路将其他

触发器输出置0。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高速多相位斜坡式模数转换器，其特征在于所述多相位时钟

产生模块产生a相时钟信号和b相时钟信号；a相时钟信号和b相时钟信号与标准时钟信号之

间的相位差分别为0°和180°；相位检测模块包括2个检测单元，a相时钟信号和b相时钟信号

分别连接到两个检测单元中触发器的时钟引脚。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高速多相位斜坡式模数转换器，其特征在于所述多相位时钟

产生模块产生A相、B相、C相、D相四个时钟信号，四个时钟信号与标准时钟信号之间的相位

差分别为0°、90°、180°、270°；相位检测模块包括4个检测单元，四个时钟信号分别连接到4

个检测单元中触发器的时钟引脚。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高速多相位斜坡式模数转换器，其特征在于总线锁存器由第

一、第二非门组成；总线同时连接到第一非门的输入和第二非门的输出，并且第一非门的输

出连接第二非门的输入。

5.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高速多相位斜坡式模数转换器，其特征在于还包括相位纠错

模块；相位检测模块的输出连接到相位纠错模块的输入，相位纠错模块的输出连接到译码

器的输入。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高速多相位斜坡式模数转换器，其特征在于所述检测单元中，

触发器为D触发器，静态逻辑电路采用与非门；比较器的输出连接到各D触发器的D端，多相

位时钟产生模块的N个输出分别连接到各D触发器的CLK引脚；D触发器的Q端作为输出端和

锁相开关的控制端，锁相开关的一端连接正电压电源，另一端连接到总线；总线与总线锁存

器连接，同时总线和D触发器的 端同时连接到与非门的两个输入端，与非门的输出连接到

D触发器的复位端CDN；各D触发器的Q端经过纠错模块连接到译码器的输入，译码器的输出

和计数器的输出端连接到数字处理模块的输入。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高速多相位斜坡式模数转换器，其特征在于所述检测单元中，

触发器为RS触发器，静态逻辑电路采用与门，总线锁存器的一端通过锁相开关连接到电源

地GND；比较器的输出连接到各触发器的S端并经非门连接触发器的R端，多相位时钟产生模

块的N个输出分别连接到各RS触发器的CLK引脚；RS触发器的 端作为输出端和锁相开关的

控制端，锁相开关的一端连接电源地，另一端连接总线；总线与总线锁存器连接；总线和RS

权　利　要　求　书 1/2 页

2

CN 106374926 B

2



触发器的Q端同时连接到与门的两个输入端，与门的输出连接到RS触发器的复位端；各RS触

发器的Q端经过纠错模块连接到译码器的输入，译码器的输出和计数器的输出端连接到数

字处理模块的输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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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速多相位斜坡式模数转换器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模数转换器技术领域，涉及一种高速多相位斜坡式模数转换器。

背景技术

[0002] 传统的斜坡式模数转换器(ADC)具有结构简单、功耗低、一致性好等优点，被广泛

的应用于图像传感器中。但是，随着技术的发展，目前图像传感器对速度、动态范围、噪声的

要求越来越高。传统斜坡式模数转换器(ADC)结构往往不能满足高精度、高速成像需求。

[0003] 如图1、2所示，传统的斜坡式ADC的各个信号解释如下：

[0004] VRAMP为斜坡信号，该信号电压在一个转换周期内随时间线性增大，用于比较ADC

输入电压值VIN_ADC。以图像传感器像素输出信号为例，VRST-VSIG为ADC输入电压值，其中

VRST为像素复位电平信号，VSIG为像素结束曝光后输出的电平信号，VRST-VSIG为相关双采

样后的电压信号，可被放大器放大后输入至ADC作为ADC输入电压值VIN_ADC。ADC_CLK为ADC的

输入时钟，用于记录转换开始后，斜坡信号与ADC输入电压值相等所需的时间。CNT_PULSE为

记录的有效时钟ADC_CLK的个数。

[0005] 传统斜坡式模数转换器(ADC)由比较器、与门、计数器构成。其原理可以简述为:当

模数转换开始后，如果VIN_ADC>VRAMP，则计数器一直在计数，直到VIN_ADC<＝VRAMP，计数结束。

[0006] 由图2可知，提升ADC转换速度的关键在于提高有效时钟ADC_CLK的频率。但是，时

钟频率往往存在物理极限，例如半导体的寄生效应、电导率，金属互连线的延时等。并且，使

用高频计数时钟会使时钟产生模块、计数器等模块会消耗更高的电流，从而增加功耗和产

生更多的热量。对于CMOS图像传感器而言，往往采用列并行处理的方式，即每个像素列下方

都有一个ADC单元，这样单个ADC的功耗就显得尤为重要。

发明内容

[0007] 本发明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在不改变时钟频率的前提下，能够提高时间

上的分辨率，从而提高模数转换精度的高速多相位斜坡式模数转换器。

[0008] 为了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的高速多相位斜坡式模数转换器包括比较器，与

门，计数器；斜坡信号和电压信号分别作为比较器的两个输入，比较器的输出和标准时钟信

号分别作为与门的两个输入，与门的输出连接到计数器的输入端；其特征在于还包括多相

位时钟产生模块，相位检测模块，译码器，数字处理模块；所述多相位时钟产生模块根据标

准时钟信号产生N＝2n个彼此之间有相位差的时钟信号，n是自然数；相位检测模块包括N个

检测单元，检测单元由触发器、锁相开关、静态逻辑电路、总线及总线锁存器组成，比较器的

输出连接到各触发器的数据输入端，多相位时钟产生模块的N个时钟信号分别连接到各触

发器的时钟引脚；锁相开关的一端连接电源，另一端连接到总线；总线与总线锁存器连接，

同时触发器的反向输出端和总线连接到静态逻辑电路的两个输入端，静态逻辑电路的输出

端连接触发器的复位端；触发器的输出作为锁相开关的输出端和控制端，当比较器输出发

生电平翻转时，最靠近电平翻转时刻时钟信号对应的触发器输出为1，同时通过总线、锁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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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关和静态逻辑电路将其他触发器输出置0。

[0009] 所述多相位时钟产生模块产生a相时钟信号和b相时钟信号；a相时钟信号和b相时

钟信号与标准时钟信号之间的相位差分别为0°和180°；相位检测模块包括2个检测单元，a

相时钟信号和b相时钟信号分别连接到两个检测单元中触发器的时钟引脚。

[0010] 所述多相位时钟产生模块产生A相、B相、C相、D相四个时钟信号，四个时钟信号与

标准时钟信号之间的相位差分别为0°、90°、180°、270°；相位检测模块包括4个检测单元，四

个时钟信号分别连接到4个检测单元中触发器的时钟引脚。

[0011] 进一步，总线锁存器由第一、第二非门组成；总线同时连接到第一非门的输入和第

二非门的输出，并且第一非门的输出连接第二非门的输入。

[0012] 进一步，本发明还包括相位纠错模块；相位检测模块的输出连接到相位纠错模块

的输入，相位纠错模块的输出连接到译码器的输入。

[0013] 所述检测单元中，触发器为D触发器，静态逻辑电路采用与非门；比较器的输出连

接到各D触发器的D端，多相位时钟产生模块的N个输出分别连接到各D触发器的CLK引脚；D

触发器的Q端作为输出端和锁相开关的控制端，锁相开关的一端连接正电压电源，另一端连

接到总线；总线与总线锁存器连接，同时总线和D触发器的 端同时连接到与非门的两个输

入端，与非门的输出连接到D触发器的复位端CDN；各D触发器的Q端经过纠错模块连接到译

码器的输入，译码器的输出和计数器的输出端连接到数字处理模块的输入。

[0014] 所述检测单元中，触发器为RS触发器，静态逻辑电路采用与门，总线锁存器的一端

通过锁相开关连接到电源地GND；比较器的输出连接到各触发器的S端并经非门连接触发器

的R端，多相位时钟产生模块的N个输出分别连接到各RS触发器的CLK引脚；RS触发器的 端

作为输出端和锁相开关的控制端，锁相开关的一端连接电源地，另一端连接总线；总线与总

线锁存器连接；总线和RS触发器的Q端同时连接到与门的两个输入端，与门的输出连接到RS

触发器的复位端；各RS触发器的Q端经过纠错模块连接到译码器的输入，译码器的输出和计

数器的输出端连接到数字处理模块的输入。

[0015] 本发明的多相位斜坡转换模数转换器，利用多相位时钟产生模块产生N＝2n个彼

此存在相位差的时钟信号，相位检测模块根据比较器输出信号和多个时钟信号检测到与比

较器翻转时刻最接近的时钟信号有效沿，并将该状态锁存在总线锁存器中，译码器对相位

检测模块输出的状态数据进行译码；数据处理模块对计数器输出的计数值和译码器的译码

结果数据进行处理得到最终计数值。

[0016] 相比较传统斜坡计数方式，采用本发明提出的N＝2n个相位检测，时间分辨率更

小，可以在相同模数转换时间下将ADC精度提升N倍。

附图说明

[0017] 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方式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细说明。

[0018] 图1是传统斜坡式模数转换器结构图。

[0019] 图2是传统斜坡式模数转换器工作波形图。

[0020] 图3是本发明的高速多相位斜坡式模数转换器的结构示意图。

[0021] 图4a、图4b是比较器翻转时刻多相位时钟有效沿位置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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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2] 图5是多相位时钟采样原理图。

[0023] 图6a、图6b分别是实施例1、实施例3的相位检测模块结构示意图。

[0024] 图7a、图7b是实施例1、实施例2多相位时钟采样状态判断原理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5] 实施例1

[0026] 下面以4相位斜坡式模数转换器为例对本发明作详细说明。

[0027] 如图3所示，本发明的高速多相位斜坡式模数转换器比较器，与门，计数器，多相位

时钟产生模块，相位检测模块，相位纠错模块，译码器，数字处理模块；斜坡信号VRAMP和电

压信号VIN_ADC分别作为比较器的两个输入，比较器的输出和标准时钟信号ADC_CLK分别作为

与门的两个输入，与门的输出CNT_PULSE连接到计数器的输出端；标准时钟信号ADC_CLK同

时输入到多相位时钟产生模块；多相位时钟产生模块的输入连接到相位检测模块的输入，

相位检测模块的输出通过相位纠错模块连接到译码器的输入；计数器和译码器的输出连接

到数字处理模块。

[0028] 多相位时钟产生模块可以采用相位锁定环路(PLL)或延时锁定环路(DLL)等时钟

产生电路实现多相位的产生。如图4a、图5所示，多相位时钟产生模块根据标准时钟信号

ADC_CLK产生A相、B相、C相、D相4个时钟信号，A相时钟信号ADC_CLK<0>、B相时钟信号ADC_

CLK<1>、C相时钟信号ADC_CLK<2>、D相时钟信号ADC_CLK<3>与标准时钟信号ADC_CLK之间的

相位差分别为0、90°、180°、270°。在不改变时钟的频率的前提下，提高了时间上的分辨率，

从而提高ADC的精度。举例说明：如果时钟工作在600MHz，12bit模数转换时间约为212*(1/

600M)＝7us。如采用4相时钟判断，则可以实现等效600MHz*4＝2.4GHz的效果。12bit模数转

换时间为1.75us。

[0029] 如图6a所示，相位检测模块包括4个检测单元和一个总线锁存器；检测单元由D触

发器11、锁相开关12、静态逻辑电路(与非门13)组成，比较器的输出COMP_OUT连接到各D触

发器11的D端，多相位时钟产生模块的A相时钟信号ADC_CLK<0>、B相时钟信号ADC_CLK<1>、C

相时钟信号ADC_CLK<2>、D相时钟信号ADC_CLK<3>分别连接到4个D触发器11的CLK引脚；D触

发器11的Q端作为输出端和锁相开关12的控制端，锁相开关12的一端连接正电压电源VDD，

另一端连接到总线16；总线16与D触发器11的 端同时连接到与非门13的两个输入，与非门

13的输出连接到D触发器12的CDN端；各D触发器11的Q输出端连接到译码器的输入，译码器

的输出和计数器的输出端连接到数字处理模块的输入；总线锁存器由第一、第二非门14、15

组成；总线16同时连接到与第一非门14的输入和第二非门15的输出，并且第一非门14的输

出连接第二非门15的输入。

[0030] 当比较器输出COMP_OUT发生电平翻转时(即VIN_ADC＝VRAMP时刻)，最靠近电平翻转

时刻时钟信号对应的D触发器的Q端输出为1，同时Q输出控制锁相开关闭合，将其他D触发器

置0。相位检测模块模块可能的输出为1000、0100、0010、0001)，这四个状态可由译码器译成

2bit即00、01、10、11。

[0031] 如图7a所示，对应比较器电平翻转时刻与4个相位可能的四种对应关系。根据之前

的分析，4相位斜坡模数转换器(ADC)可以提高时间分辨率，在相同模数转换时间下将ADC精

度提升N倍(N为相位个数)。例如传统斜坡式ADC输出位数为12bit，如果采用4相位检测，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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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提升至14bit(即提升2bit的精度，即4倍精度)。额外的两个bit由相位检测模块产生。例

如根据翻转时刻不同，译码结果可能为00、01、10、11，则计数器输出的12bit计数值与译码

器输出的2bit译码结果经数字处理模块处理后得到14bit的计数值，其14bit计数值的产生

方式为：

[0032] 传统ADC产生12bit计数值x  xxxxxxxxxxx，相位检测模块产生2bit计数值

[0033] y  y；即4相位模数转换器产生14bit计数值x  xxxxxxxxxxx  y  y。

[0034] 需要注意的是本发明的核心思想为利用多相位提高精度(或相同精度下提高速

度)。但是由于ADC的具体实现方式不同，例如双斜坡ADC等，该算法有不同的实现方式。

[0035] 如图6a所示，相位检测模块能够判断出哪一相位时钟采样结果首先发生变化，并

将状态锁存在总线锁存器之中。例如在图7a中(时钟有效沿为下降沿)，理想状态下，若A相

位时钟采样结果首先发生变化(即比较器输出电平翻转之后首先检测到A相位时钟有效

沿)，则输出结果为1000，该状态由译码器译成00(对应图7a中第三种情况)。若B相位时钟采

样结果首先发生变化，则输出结果为0100，该状态由译码器译成01(对应图7a中第四种情

况)。若C相位时钟采样结果首先发生变化，则输出结果为0010，该状态由译码器译成10(对

应图7a中第一种情况)。若D相位时钟采样结果首先发生变化，则输出结果为0001，该状态由

译码器译成11(对应图7a中第二种情况)。

[0036] 但是由于多相位的时间分辨率增加，例如600MHz  ADC时钟，4相位每个相位间延时

仅约tphase＝400ps。对图6a中锁存的状态建立时间的要求为小于400ps，这限制了本发明提

出的方法在更小相位延时时间(即高频时钟情况或更多相位情况)条件下的应用。

[0037] 例如C相位时钟采样结果首先发生变化，总线17未能及时将其他D触发器关闭，则D

相位时钟采样结果也会发生变化，输出结果从理想的0010变为0011，若总线的状态建立时

间进一步增加，输出结果甚至从0010变为1011。若建立时间更长，输出结果变为1111，该模

数转化器则不能正常工作。

[0038] 基于以上存在的实际情况，本发明采用相位纠错模块对相位检测模块的输出结果

进行纠正，纠正方法如下：

[0039] 逻辑功能表述(X为0或1)

[0040] 如相位检测输出结果为XX01，则纠错模块输出0001

[0041] 如相位检测输出结果为X01X，则纠错模块输出0010

[0042] 如相位检测输出结果为01XX，则纠错模块输出0100

[0043] 如相位检测输出结果为1XX0，则纠错模块输出1000

[0044] 相位纠错模块采用逻辑电路实现。以上具有N相位纠错的译码逻辑，可以将锁存器

的状态建立时间的要求，从tphase放宽至(N-1)*tphase。

[0045] 实施例2

[0046] 本实施例与实施例1不同的是，多相位时钟产生模块采用相位锁定环路(PLL)或延

时锁定环路(DLL)产生2个时钟信号，如图4b所示，2个时钟信号与标准时钟信号ADC_CLK之

间的相位差分别为0、180°，在不改变时钟的频率的前提下，能够将时间上的分辨率提高2

倍。此时，相位检测模块可以仅包括2个检测单元和总线锁存器。

[0047] 在图7b中(时钟有效沿为下降沿)，理想状态下，若a位时钟采样结果首先发生变化

(即比较器输出电平翻转之后首先检测到a相位时钟有效沿)，则输出结果为10，该状态由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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码器译成0(对应图7b中第二种情况)。若b相位时钟采样结果首先发生变化，则输出结果为

01，该状态由译码器译成-1(对应图7b中第一种情况)。当标准时钟信号频率不变，两个相位

延时时间不会太短导致两个时钟但信号采样结果产生错误，因此可以省略相位纠错模块，

相位检测模块的输出直接连接到译码器的输入。

[0048] 实施例3

[0049] 如图6b所示，本实施例与实施例1不同之处在于，所述检测单元中，触发器为RS触

发器21，静态逻辑电路采用与门21，总线锁存器的一端通过锁相开关连接到电源地GND；比

较器的输出连接到各RS触发器的S端并经非门27连接RS触发器的R端，多相位时钟产生模块

的N个输出分别连接到各RS触发器的CLK引脚；RS触发器的Q端作为输出端和锁相开关22的

控制端，锁相开关22的一端连接电源地GND，另一端连接总线26；总线26与总线锁存器连接；

总线26和RS触发器的 端同时连接到与门21的两个输入，与门21的输出连接到RS触发器的

复位端(CDN端)；各RS触发器的Q端连接到译码器的输入，译码器的输出和计数器的输出端

连接到数字处理模块的输入。

[0050] 本发明不限于上述实施例，在标准时钟频率较低条件下，对于4相位斜坡模数转换

器，各相位延时时间不会太短导致时钟信号采样结果产生错误，此时可以省略相位纠错模

块。

[0051] 所述多相位时钟产生模块根据标准时钟信号产生N＝2n个彼此之间有相位差的时

钟信号，其中n为ADC精度提升的倍数，其数值没有严格的限制，例如在传统ADC的基础上，本

发明可利用N个彼此间有相位差的时钟信号将传统ADC的精度提升n倍。因此在标准时钟频

率较低条件下，本发明的多相位斜坡模数转换器还可以是8相位或更多位的斜坡模数转换

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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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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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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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b

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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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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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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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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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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