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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具有上拉升压器和下拉升压器

的差分驱动器。一种驱动器(100)包括第一电阻

器和第二电阻器(RTN、RTP)，该第一电阻器和第

二电阻器被耦合至电源电压(VCC)并且在正输出

节点和负输出节点(OUT_P和OUT_N)处被耦合至

多对主晶体管(MAIN_1、MAIN_2、MAIN_3和MAIN_

4)。第一对主晶体管和第二对主晶体管(MAIN_1、

MAIN_2、MAIN_3和MAIN_4)将在正输出节点和负

输出节点(OUT_P与OUT_N)上提供加重和去加重。

驱动器(100)还包括延迟反相器(110)、上拉升压

器(150)和下拉升压器(180)。延迟反相器(110)

对一对差分输入信号( INP_PREDRV和INN_

PREDRV)中的每个差分输入信号都进行延迟和反

相，以提供延迟和反相的差分信号(INN_DE和

INP_DE)。上拉升压器(150)提供旁路电流路径，

该旁路电流路径对第一电阻器和第二电阻器

(RTN、RTP)进行旁路但是包括第一对主晶体管和

第二对主晶体管(MAIN_1、MAIN_2、MAIN_3和

MAIN_4)中的至少一些。下拉升压器(180)提供从

电源电压(VCC)穿过第一电阻器或第二电阻器

(RTN、RTP)到地的附加电流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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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差分驱动器，包括：

第一电阻器，该第一电阻器被耦合至电源电压节点并且在正输出节点处被耦合至第一

对主晶体管；

第二电阻器，该第二电阻器被耦合至该电源电压节点并且在负输出节点处被耦合至第

二对主晶体管，其中，该第一对主晶体管和该第二对主晶体管被配置为在该正输出节点和

该负输出节点上提供加重和去加重；

延迟反相器，该延迟反相器被配置为延迟和反相一对差分输入信号中的每一个差分输

入信号以提供延迟和反相的差分信号；

上拉升压器，该上拉升压器被耦合至该第一电阻器和该第二电阻器并且被配置为仅在

差分输入信号的转变期间提供旁路电流路径，该旁路电流路径对该第一电阻器和该第二电

阻器进行旁路但是包括该第一对主晶体管和该第二对主晶体管中的至少一些；以及

下拉升压器，该下拉升压器被耦合至该正输出节点和该负输出节点并且被配置为仅在

该差分输入信号的转变期间提供从该电源电压穿过该第一电阻器或第二电阻器到地的附

加电流路径，该附加电流路径是除了从该电源电压穿过该第一电阻器或第二电阻器和该第

一对主晶体管与该第二对主晶体管中的至少一些的电流路径之外的电流路径。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差分驱动器，其中，该上拉升压器包括多对串联连接的晶体管，

并且其中在该差分输入信号的每一次转变期间，一对该串联连接的晶体管被配置为导通，

由此提供该旁路电流路径。

3.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差分驱动器，其中，该下拉升压器包括多对串联连接的晶体管，

并且其中在该差分输入信号的每一次转变期间，一对该串联连接的晶体管被配置为导通，

由此提供到地的该附加电流路径。

4.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差分驱动器，其中，该下拉升压器进一步包括模拟反相器以对该

差分输入信号以及该延迟和反相的差分信号进行反相，从而产生控制信号以控制该下拉升

压器的多对串联连接的晶体管。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差分驱动器，其中，该下拉升压器包括多对串联连接的晶体管，

并且其中在该差分输入信号的每一次转变期间，一对该串联连接的晶体管被配置为导通，

由此提供到地的该附加电流路径。

6.一种差分驱动器，包括：

第一电阻器，该第一电阻器有待被耦合至电源电压并且在正输出节点处有待被耦合至

第一对主晶体管；

第二电阻器，该第二电阻器有待被耦合至该电源电压节点并且在负输出节点处有待被

耦合至第二对主晶体管，其中，该第一对主晶体管和该第二对主晶体管被配置为在该正输

出节点和该负输出节点上提供加重和去加重；以及

上拉升压器，该上拉升压器被耦合至该第一电阻器和该第二电阻器并且被配置为仅在

差分输入信号的转变期间提供旁路电流路径，该旁路电流路径对该第一电阻器和该第二电

阻器进行旁路但是包括该第一对主晶体管和该第二对主晶体管中的至少一些。

7.如权利要求6所述的差分驱动器，其中，该上拉升压器包括多对串联连接的晶体管，

并且其中在该差分输入信号的每一次转变期间，一对该串联连接的晶体管被配置为导通，

由此提供该旁路电流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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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如权利要求6所述的差分驱动器，该差分驱动器进一步包括下拉升压器，该下拉升压

器被耦合至该正输出节点和该负输出节点并且被配置为仅在该差分输入信号的转变期间

提供从该电源电压穿过该第一电阻器或第二电阻器到地的附加电流路径，该附加电流路径

是除了从该电源电压穿过该第一电阻器或第二电阻器和该第一对主晶体管与该第二对主

晶体管中的至少一些的电流路径之外的电流路径。

9.如权利要求8所述的差分驱动器，该差分驱动器进一步包括延迟反相器，该延迟反相

器被配置为延迟和反相一对差分输入信号中的每一个差分输入信号以提供延迟和反相的

差分信号。

10.如权利要求9所述的差分驱动器，其中，该下拉升压器进一步包括模拟反相器以对

该差分输入信号以及该延迟和反相的差分信号进行反相，从而产生控制信号以控制该下拉

升压器的工作状态。

11.一种差分驱动器，包括：

第一电阻器，该第一电阻器有待被耦合至电源电压并且在正输出节点处有待被耦合至

第一对主晶体管；

第二电阻器，该第二电阻器有待被耦合至该电源电压节点并且在负输出节点处有待被

耦合至第二对主晶体管，其中，该第一对主晶体管和该第二对主晶体管被配置为在该正输

出节点和该负输出节点上提供加重和去加重；

延迟反相器，该延迟反相器被配置为延迟和反相一对差分输入信号中的每一个差分输

入信号以提供延迟和反相的差分信号；以及

下拉升压器，该下拉升压器被耦合至该正输出节点和该负输出节点并且被配置为仅在

该差分输入信号的转变期间提供从该电源电压穿过该第一电阻器或第二电阻器到地的附

加电流路径，该附加电流路径是除了从该电源电压穿过该第一电阻器或第二电阻器和该第

一对主晶体管与该第二对主晶体管中的至少一些的电流路径之外的电流路径。

12.如权利要求11所述的差分驱动器，该差分驱动器进一步包括上拉升压器，该上拉升

压器被耦合至该第一电阻器和该第二电阻器并且被配置为仅在差分输入信号的转变期间

提供旁路电流路径，该旁路电流路径对该第一电阻器和该第二电阻器进行旁路但是包括该

第一对主晶体管和该第二对主晶体管中的至少一些。

13.如权利要求11所述的差分驱动器，该差分驱动器进一步包括延迟反相器，该延迟反

相器被配置为延迟和反相一对差分输入信号中的每一个差分输入信号以提供延迟和反相

的差分信号。

14.如权利要求12所述的差分驱动器，其中，该下拉升压器进一步包括模拟反相器以对

该差分输入信号以及该延迟和反相的差分信号进行反相，从而产生控制信号以控制该下拉

升压器的工作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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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上拉升压器和下拉升压器的差分驱动器

[0001] 相关申请的交叉引用

[0002] 本申请要求2014年9月23日提交的、题目为“低压差分驱动器的输出摆幅增压电路

(An  Output  Swing  Boosting  Circuit  Of  Low  Voltage  Differential  Drivers)”的美国

临时专利申请号62/054,196的优先权，在此通过引用将全文结合至本文。

背景技术

[0003] 驱动器电路被用于发送电信号。对于高频传输，驱动器可以包括预加重和去加重

用于对高频通道损失进行补偿。预加重/去加重(emphasis)意味着传输位的输出信号幅值

被扩大到大于非传输信号位的输出信号幅值。也就是说，在输入信号转变期间电压幅值的

绝对值高于在输入信号转变之间的稳态区域中的电压幅值的绝对值。电压模式驱动器与电

流模式驱动器一样都是可用的。两种类型的驱动器都具有其优点和缺点，并且每种驱动器

都最佳用于某些应用。

发明内容

[0004] 在一个实施例中，驱动器包括被耦合至电源电压并且在正输出节点与负输出节点

处被耦合至多对主晶体管的第一电阻器和第二电阻器。该第一对主晶体管和第二对主晶体

管在该正输出节点与负输出节点上提供加重和去加重。该驱动器还包括延迟反相器、上拉

升压器和下拉升压器。该延迟反相器延迟和反相一对差分输入信号中的每个差分输入信

号，从而提供经延迟和反相的差分信号。该上拉升压器提供旁路电流路径，该旁路电流路径

对该第一电阻器和第二电阻器进行旁路但是包括该第一对主晶体管和第二对主晶体管中

的至少一些。该下拉升压器提供从该电源电压穿过该第一电阻器或第二电阻器到地的附加

电流路径。

[0005] 在另一个实施例中，差分驱动器包括第一电阻器，该第一电阻器被耦合至电源电

压并且在正输出节点处被耦合至第一对主晶体管。第二电阻器将被耦合至电源电压并且在

负输出节点处被耦合至第二对主晶体管。该第一对主晶体管和第二对主晶体管被配置为在

该正输出节点与负输出节点上提供加重和去加重。上拉升压器被耦合至该第一电阻器和该

第二电阻器，并且被配置为仅在差分输入信号的转变期间提供旁路电流路径，该旁路电流

路径对该第一电阻器和该第二电阻器进行旁路但是包括该第一对主晶体管和该第二对主

晶体管中的至少一些。

[0006] 在又一个实施例中，差分驱动器包括第一电阻器，该第一电阻器有待被耦合至电

源电压并且在正输出节点处被耦合至第一对主晶体管。第二电阻器将被耦合至电源电压并

且在负输出节点处被耦合至第二对主晶体管。该第一对主晶体管和第二对主晶体管被配置

为在该正输出节点与负输出节点上提供加重和去加重。延迟反相器被配置为延迟和反相一

对差分输入信号中的每个差分输入信号，从而提供经延迟和反相的差分信号。下拉升压器

被耦合至该正输出节点和该负输出节点，并且被配置为仅在差分输入信号的转变期间提供

从该电源电压穿过该第一电阻器或第二电阻器到地的附加电流路径，该附加电流路径是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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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从该电源电压穿过该第一电阻器或第二电阻器和该第一对主晶体管与该第二对主晶体

管的至少一些的电流路径之外的电流路径。

附图说明

[0007] 为了详细描述各种实例，现在将参考附图，其中：

[0008] 图1示出了根据各种实例的差分驱动器，包括用于较好加重和去加重的上拉升压

器和下拉升压器；

[0009] 图2示出了根据各种实例的时序图；

[0010] 图3示出了另一个时序图，该时序图示出了由于该上拉升压器和下拉升压器而导

致的增强的预加重和去加重；

[0011] 图4示出了根据各种实例的图1的差分驱动器，该差分驱动器具有该上拉升压器和

下拉升压器的附加细节；

[0012] 图5示出了根据各种实例的时序图；

[0013] 图6示出了用于该下拉升压器中的模拟反相器的实施方式；以及

[0014] 图7示出了根据各种实例的方法流程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5] 贯穿以下描述和权利要求而使用的某些术语指代具体的系统部件。如本领域技术

人员将会意识到的，不同的公司可能以不同名称指代同一部件。本文档并不意于在名称上

区分部件，而是在功能上进行区分。在以下讨论和权利要求中，以开放式的方式使用术语

“包括”和“包含”，并且因此应当被解释成表示“包括但不限于......”。同样，术语“耦合”意

为表示间接或直接的有线或无线连接。因此，如果第一器件被耦合至第二器件，则连接可能

是通过直接连接或通过经由其他器件和连接的间接连接。

[0016] 一些传输应用必须由相对低的电源电压(例如在1.2V或低于1.2V)来运行。这类低

电源电压使电压模式驱动器难以有效地运行。相反，对于低电压应用，电流模式驱动器可以

是优选的。大的输出电压摆幅有益于改善在接收器端处的信号质量。因此，对于电流模式驱

动器，可能希望具有大的拖尾电流以改善输出电压摆幅。对于电流模式驱动器，重要的是，

针对所有时序点保证恒定的拖尾电流。拖尾电流的精确度由例如拖尾电流其本身的输出阻

抗、拖尾电流的饱和裕度和拖尾电流在信号转变时刻期间由于在拖尾电流源的漏极节点处

的寄生电容的充电和放电而导致的行为的这类因素影响。由于这些限制，输出电压摆幅通

常比拖尾电流的理论值乘以输出负载电阻更小，尤其是在信号转变周期期间。在低功率中

增加输出摆幅，高速驱动器是成问题的。

[0017] 所公开的实施例通过在差分电流模式驱动器中采用上拉升压器电路和下拉升压

器电路(在这里表述为术语“上拉升压器”和“下拉升压器”)来解决这个问题。该差分驱动器

被配置为接收一对差分输入信号。输出电压由流经一对电阻器并且流经一组主晶体管的电

流的目标量来产生。每个电阻器都被连接至电源电压。每个电阻器的相对端子都代表输出

电压节点。该上拉升压器仅在差分输入信号的转变周期期间有效。当该上拉升压器有效时，

其提供旁路电流路径，该旁路电流路径对该第一电阻器和第二电阻器进行旁路但是包括该

第一对主晶体管和第二对主晶体管中的至少一些。因为该电流对这些电阻器进行旁路，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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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相比没有该上拉升压器的情况，这些电阻器两端产生了较小的压降并且因此在转变期间

输出电压更高。

[0018] 该下拉升压器还仅在差分输入信号的转变周期期间有效。该下拉升压器经配置为

交互地提供从该电源电压穿过电阻器到地的附加电流路径。该附加电流路径是除了从该电

源电压穿过每个电阻器和这些主晶体管的至少一些的电流路径之外的电流路径。因为附加

电流被致使为流经这些电阻器，导致该附加电流流经的电阻器两端产生的压降升高。因此，

与那个电阻器相关联的输出电压甚至低于在转变周期期间不存在该下拉升压器时应有的

输出电压。

[0019] 在一些实施例中，上拉升压器150和下拉升压器180都存在。在另外的实施例中，上

拉升压器150可以存在而下拉升压器180不存在。在又另外的实施例中，下拉升压器180可以

存在而上拉升压器150不存在。

[0020] 图1示出了差分电流模式驱动器100的一个实例。如图所示，驱动器100包括多个主

晶体管MAIN_1、MAIN_2、MAIN_3和MAIN_4，这些主晶体管可以实现为N-沟道金属氧化物半导

体场效应晶体管(MOSFET)。术语“主”不指定任何具体功能或重要性，而仅旨于将那些晶体

管与下面关于上拉和下拉升压器讨论的晶体管更好地区分开来。驱动器100还包括电阻器

RTN和RPN以及反相/延迟电路110。电阻器RTN耦合在电源电压(VCC)与MAIN_3和MAIN_4晶体

管的漏极端子之间。相似地，电阻器RTP耦合在VCC与MAIN_1和MAIN_2晶体管的漏极端子之

间。MAIN_2和MAIN_3的源极端子被连接在一起并且被连接到共同的去加重电流源I_DE。

MAIN_1和MAIN_4的源极端子也被连接在一起并且被连接到共同的主电流源I_MAIN。当不同

的主晶体管导通时，I_DE和I_MAIN电流源致使固定量的电流流经RTN和RTP电阻器。优选地，

I_MAIN电流源比I_DE电流源产生更大量的电流。

[0021] 在任何时间点处导通哪个主晶体管MAIN_1、MAIN_2、MAIN_3和MAIN_4在很大部分

上取决于差分输入信号(如图1中所示的INP_PREDRV和INN_PREDRV)的逻辑电平。INP_

PREDRV输入信号控制MAIN_4的栅极而INN_PREDRV输入信号控制MAIN_1的栅极。输入信号

INP_PREDRV和INN_PREDRV还被提供到反相/延迟电路110。反相/延迟电路110反相每个输入

信号的逻辑状态。这样，标记为INN_DE的信号是INP_PREDRV的反相版本并且标记为INP_DE

的信号是INN_PREDRV的反相版本。INN_DE和INP_DE信号被分别提供到MAIN_3和MAIN_2晶体

管的栅极并且控制MAIN_3和MAIN_2晶体管的栅极。反相/延迟电路110还将时间延迟引入这

些反相信号中。因此，当INP_PREDRV输入信号从低电平转变到高电平时，其反相对应信号

INN_DE从高电平转变到低电平但具有预定时间延迟。这样，在每个输入信号转变周期期间，

每个输入信号和其反相的对应信号处于相同的逻辑电平达短暂的时间段。因此，IPN_

PREDRV和INN_DE短暂地处于相同电平，INN_PREDRV和INP_DE也是如此。

[0022] 每个输入信号和其反相对应信号在每个边沿转变期间短暂地处于相同逻辑电平

致使在标记为OUT_N和OUT_P的输出信号节点上产生一定量的预加重和去加重。OUT_N在电

阻器RTN与MAIN_3晶体管的漏极之间的连接点处，而OUT_P在电阻器RTP与MAIN_2晶体管的

漏极之间的连接点处。

[0023] 忽略上拉升压器150和下拉升压器180的运行，在稳定相位(没有转变边沿)期间，

INP_PREDRV是逻辑高电平而INN_PREDRV是逻辑低电平，MAIN_4将导通而MAIN_1将关断。因

为INN_DE和INP_DE分别代表INP_PREDRV和INN_PREDRV的相反逻辑电平，所以MAIN_3将关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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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MAIN_2将导通。这样，建立了从VCC、穿过RTN并且穿过MAIN_4的电流路径。在那条路径中

的电流大小主要由I_MAIN电流源控制。因为MAIN_2也导通，从而建立了从VCC、穿过电阻器

RTP并且穿过MAIN_2的另一条电流路径。在那条路径中的电流大小主要由I_DE电流源来控

制。因为I_MAIN比I_DE发起更多的电流，所以穿过RTN的电流大小大于穿过RTP的电流大小。

流经电阻器RTN和RTP的电流致使每个对应电阻器两端都产生了压降。由于每个电阻器的一

个端子被连接至VCC，相对端子(其大部分也是输出电压节点)将是低于VCC的电压并且将是

VCC减去电流与电阻器的电阻的乘积的电压。因为I_MAIN(当INP_PREDRV为高电平时其流经

RTN)大于I_DE(当INN_PREDRV为低电平时其大多数流经RTP)，OUT_N输出电压(即逻辑低电

平)将低于OUT_P输出电压(逻辑高电平)。

[0024] 当INP_PREDRV为低电平并且INN_PREDRV为高电平时可以做出类似的分析。在那种

状态中，只有MAIN_3和MAIN_1晶体管是导通的(MAIN_2和MAIN_4是关断的)。更多电流流经

RTP(电流由I_MAIN控制)而非RTN(电流由I_DE控制)，并且因此OUT_N将是逻辑高电平并且

OUT_P将是逻辑低电平。

[0025] 以下的讨论与在差分输入信号的转变期间的这些主晶体管的运行有关。将参见图

1的驱动器和图2的时序图。在图2中，所示出的INN_PREDRV和INP_PREDRV输入信号分别从高

电平转变到低电平和从低电平转变到高电平。还示出了在进行转变时的信号INN_DE和INP_

DE，即使其具有由反相/延迟电路110造成的时间延迟。在信号转变之前，OUT_N是高电平而

OUT_P是低电平。在转变期间并且如在图2中所见，在该信号转变期间存在INN_PREDRV和其

反相延迟对应信号INP_DE均为低电平的时间段T1。在这个时间段期间，INN_PREDRV已经转

变为低状态，而INP_DE由于由反相/延迟电路110导致的延迟效应还没有变为高电平。由于

这两个信号都是低电平，MAIN_1和MAIN_2传导非常少量的电流并且因此OUT_P具有高于稳

态电压(标识为206)的电压电平(在图2中标识为202)。在INN_PREDRV为低电平的稳态期间，

如以上所解释的，MAIN_2将导通而MAIN_1将关断，并且因此与MAIN_1和MAIN_2一般均关断

相比，更多电流将流经电阻器RTP。在205处标识的该增加的电压电平代表对输出电压预加

重，用于输出电压信号的上升沿，从而抵消在传输信道中惯有的高频损耗。

[0026] 对于输出电压信号的下降沿也发生类似的效应。由于在信号转变之前的稳定状态

中INP_PREDRV为高电平并且INN_DE是低电平，则OUT_P是低电平，因为由于I_MAIN电流源而

导致的电流被致使流经电阻器RTN，这导致电阻器RTN两端相对较大的压降。在转变时间段

T1期间，INP_PREDRV和INP_DE均为高电平(INPT_PREDRV已经从低电平转变为高电平，并且

INP_DE之前为高电平并且由于反相/延迟电路110的延迟效应还未变为低电平)。因此，

MAIN_3和MAIN_4均导通，这导致将源于I_MAIN和I_DE电流源的大量电流穿过RTN。这种短暂

的大量电流在OUT_N电压节点上导致207处指示的大的压降。一旦INN_DE转变为逻辑低电

平，由此关断MAIN_3，这使穿过RTN的电流量减少，OUT_N电压电平轻微地增加。

[0027] 因此，在每个信号转变处，发生了用于预加重和去加重的电压的短暂上升(在绝对

值的意义上)。然而，这种预加重和去加重电平可能不够大，特别是在VCC的较低电平处。在

图1的实例中的驱动器100包括上拉升压器150和下拉升压器180以提供附加的预加重和去

加重。

[0028] 再次参考图1，上拉升压器150是一般并联连接在电阻器RTN和RTP两端的电路。因

此，上拉升压器150与电阻器RTN和RTP一样连接至电源电压节点(VCC)、并且连接至电阻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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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TN和RTP的相对端子。在差分输入信号INN_PREDRV和INP_PREDRV的稳定状态阶段期间，上

拉升压器150是无效的并且一般什么都不做。上拉升压器150优选地仅在这些差分输入信号

的转变时间段T1期间有效。当有效时，上拉升压器引入旁路电流路径，该旁路电流路径对其

输出节点为高电平的电阻器RTN或RTP的任一个电阻器进行旁路。例如，参见图2，当INP_

PREDRV和INP_DE都暂时为低电平时(其导致OUT_P上202处的加重电压)，该上拉升压器将流

经RTN的电流中的一些电流进行旁路。该旁路电流路径包括如以上描述的持续运行的这些

主晶体管中的一些主晶体管。作为由上拉升压器150产生的电流旁路路径的结果，甚至更少

的电流流经RTN，这导致OUT_N输出电压电平比没有该上拉升压器时的输出电压电平更高。

由上拉升压器150引起的所增强的预加重在图3的时序图中图示说明。所示的OUT_P信号电

平从低信号电平升高到高信号电平。较低的预加重波形210是如上面所描述的当没有上拉

升压器150时得到的波形。较高的预加重波形220是由添加上拉升压器150而产生的波形。

[0029] 当对于输出电压节点为高电平的电阻器支路产生旁路电流路径时，上拉升压器

150没有对另外的电阻器支路产生类似的电流路径。也就是说，上拉升压器150对每个信号

转变仅产生一条旁路电流路径，并且在这两条电阻器支路之间交替所产生的电流路径。

[0030] 下拉升压器180被耦合至输出电压节点OUT_P和OUT_N并且被配置为仅在这些差分

输入信号的转变期间提供从电源电压VCC穿过电阻器RTN和RTP中的一个电阻器到地的附加

电流路径，由于主晶体管中的一对晶体管导通(即MAIN_1和MAIN_2对、或MAIN_3和MAIN_4

对)，使I_MAIN加I_DE流经该附加电流路径。该附加电流路径是除了从VCC穿过电阻器RTN或

RTP以及导通的主晶体管的对应的一对的电流路径之外的电流路径。因为附加电流被致使

流经电阻器RTN或RTP，该电阻器两端的压降比它本应的压降甚至更大，并且因此在该电阻

器节点上的输出电压电平比它没有运转下拉升压器180时本应有的电平更低。

[0031] 由下拉升压器180引起的所增强的去加重在图3的时序图中图示说明。所示的OUT_

N信号电平从高电平降低到低电平。较低的去加重波形212是如上面所描述的当没有下拉升

压器180时本应得到的波形。较高大小的预加重波形222是由于添加下拉升压器180而产生

的波形。

[0032] 图4示出了差分电流模式驱动器100，但也示出了上拉升压器150和下拉升压器180

的实施方式的实例。驱动器100的其余部分包括主晶体管MAIN_1至MAIN_4、电流源I_MAIN和

I_DE以及反相/延迟电路110。这些电路部件的说明在此不再重复。

[0033] 上拉升压器150的一个实施例可以如图4中所示。在这个实施例中，上拉升压器150

包括多个(在这个实例中为两个)串联连接的晶体管。串联连接的晶体管中的一组晶体管包

括PUB_1和PUB_2，而串联连接的晶体管中的另一组晶体管包括PUB_3和PUB_4。PUB_1的漏极

被连接至VCC并且PUB_1的源极和PUB_2的漏极连接在一起。类似地，PUB_3的漏极被连接至

VCC并且PUB_3的源极和PUB_4的漏极连接在一起。PUB_2的源极连接至电阻器R2，而PUB_4的

源极连接至电阻器R1。该上拉升压器的晶体管PUB_1至PUB_4在一些实施例中可以被实施为

P-沟道MOSFET。

[0034] 该上拉升压器的晶体管PUB_1至PUB_4的栅极由两个差分输入信号INP_PREDRV和

INN_PREDRV以及其经反相和延迟的对应信号INN_DE和INP_DE进行控制。具体地，PUB_1的栅

极由INP_PREDRV进行控制。PUB_2的栅极由INN_DE进行控制。PUB_3的栅极由INN_PREDRV进

行控制。PUB_4的栅极由INP_DE进行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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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5] 图4中的下拉升压器180的实例包括模拟反相器202以及多对(在这个实例中为两

对)串联连接的晶体管。一对包括PDB_1和PDB_2，而另一对包括PDB_3和PDB_4。该下拉升压

器的晶体管PDB_1至PDB_4在一些实施例中可以被实施为N-沟道MOSFET。串联连接的晶体管

对PDB_1和PDB_2如图所示连接在电阻器R2与地之间。类似地，串联连接的晶体管对PDB_3和

PDB_4连接在电阻器R1与地之间。两个差分输入信号INP_PREDRV和INN_PREDRV及其经反相

和延迟的对应信号INN_DE和INP_DE被提供至模拟反相器202并且由该反相器进行反相以产

生这四个控制信号的反相对应信号(即 和

)。这些经反相的控制信号控制该下拉升压器的晶体管的栅极。具体而言，

控制PDB_1的栅极。控制信号 控制PDB_2的栅极。控制信号

控制PDB_3的栅极，并且控制信号 控制PDB_4的栅极。

[0036] 现在将描述图4的上拉升压器150和下拉升压器180的实施例的运行。在稳定状态

期间(即不在信号转变时)，串联连接的晶体管对PUB_1和PUB_2中的一个晶体管是关断的。

相对于另一对晶体管PUB_3和PUB_4也是一样的。因为在该状态阶段期间每对晶体管中的一

个晶体管是关断的，所以上拉升压器150没有形成旁路电流路径。上拉升压器150因此在该

稳定状态阶段期间无效。对下拉升压器180也是一样的。在该稳定状态阶段期间，PDB_1或

PDB_2是关断的并且PDB_3或PDB_4是关断的。因此，在该稳定状态阶段期间下拉升压器180

没有产生到地的附加电流路径，并且该下拉升压器因此是无效的。

[0037] 为了产生额外的预加重，上拉升压器150在每个信号转变时通过其串联连接的晶

体管对中的一对形成旁路电流路径。参见图4和图5(时序图)，考虑INP_PREDRV为高电平并

且其经延迟和反相的对应信号INN_DE为低电平的稳定状态(在图5中标识为302)。在那个状

态中，MAIN_4导通，MAIN_3关断，并且由I_MAIN电流源导致的电流流经RTN。当在304处INP_

PREDRV转变为低状态时，INN_DE如在311处所指示的保持为低电平(达时间延迟的持续时

间)。因此INP_PREDRV和INN_DE均暂时为低电平。主晶体管MAIN_3和MAIN_4传导由可能在该

差分输入信号上的共模电压导致的一些电流。在INP_PREDRV和IN_DE均为低电平的情况下，

因为这些信号控制P-沟道MOSFETS  PUB_1和PUB_2的栅极，所以PUB_1和PUB_2均处于导通状

态，由此形成了对围绕电阻器RTN的电流进行旁路的旁路电流路径。当然，一些电流依然流

经RTN但是因为PUB_1和PUB_2形成了较低电阻路径，流经那些晶体管的电流多于流经RTN的

电流。该完整电流路径是从VCC、穿过PUB_1、穿过PUB_2、穿过电阻器R2并且穿过晶体管

MAIN_3和MAIN_4，这些晶体管由于输入信号上的共模电压而依然部分地导通。由于很少电

流流经RTN，OUT_N上的电压高于没有上拉升压器150时的电压。在图5中320处示出了这种增

加的预加重效应。

[0038] 分析包含电阻器RTP的另一个电阻器支路，在INN_PREDRV是低电平(标识为306)并

且其经反相和延迟的对应信号INP_DE为高电平的稳定状态期间，MAIN_2导通，MAIN_1关断，

并且由于I_DE电流源，电流流经RTP。因为I_DE是相对小的电流，OUT_P处于316处所指示的

逻辑高状态。当在308处INN_PREDRV转变为高状态时，INP_DE如在312处所指示的保持为高

电平(达时间延迟的持续时间)。因此INN_PREDRV和INP_DE均暂时为高电平。主晶体管MAIN_

1和MAIN_2传导由电流源I_MAIN和I_DE导致的电流。在INN_PREDRV和INP_DE均为高电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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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下，INP_PREDRV和INN_DE均为低电平，并且因此 和 均为高电平，

由此串联连接的晶体管对PDB_3和PDB_4导通。在PDB_3和PDB_4导通的情况下，通过PDB_3和

PDB_4晶体管对，从输出节点OUT_P到地的电流路径形成。这个附加电流路径致使附加电流

流经电阻器RTP(除了由I_MAIN和I_DE电流源产生的电流之外)。这种附加电流使甚至更大

的去加重下沉在OUT_P电压上，如图5中322处所示。示出了没有使用上拉升压器150和下拉

升压器180的预加重和去加重波形。

[0039] 图6示出了产生四个控制信号INP_PREDRV、INN_PREDRV、INN_DE和INP_DE的反相版

本的模拟反相器202的实施例。在这个实例中示出的每个反相器都是电流模式反相器。将差

分输入信号INP_PREDRV和INN_PREDRV提供至P-沟道MOSFETS  340和342的栅极，P-沟道

MOSFETS  340和342的漏极被连接至电流源。还提供了由晶体管346和348实现的电流镜。如

图所示，还包含了包括晶体管350、352、356和358的第二反相器以对控制信号INN_DE和INP_

DE进行反相。

[0040] 图7示出了根据实施例的方法。在402处，一旦检测到正的差分输入信号(例如INP_

PREDRV)转变，旁路电流路径便能以围绕第一输出电阻器对电流路径进行旁路。例如，上拉

升压器150可以使旁路电流路径接地，由此致使少量电流流经电阻器RTN。如以上所解释的，

该旁路电流路径优选地仅在差分输入信号转变期间形成。

[0041] 在404处，该方法进一步包括通过第二输出电阻器从有效电流源(例如I_DE)发起

电流。例如，大部分由I_DE确定的电流可以被致使从VCC流经RTP和MAIN_2。在406处，一旦检

测到负的差分输入信号转变，该方法包括使附加电流路径能够通过该第二输出电阻器接

地。例如，下拉升压器180被致使产生从VCC、穿过电阻器RTP并且穿过下拉升压器180到地的

电流路径，该电流路径是除了从VCC、穿过电阻器RTP并且穿过MAIN_2和I_DE的电流路径之

外的电流路径。如以上所解释的，该附加电流路径和该旁路电流路径在这些差分输入信号

的转变边沿上交互地发生。

[0042] 以上讨论意在说明本发明的原理和各种实施例。一旦完全理解上述共公开内容，

许多变化和修改对本领域技术人员将变得明显。下列权利要求意在被解释为包含所有这些

变化和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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