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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终端电路及输出级电路，该终端

电路配置于接收外部装置的差动信号的一传送

器中。终端电路包含一第一开关、一第一电阻、一

第二电阻、一第二开关以及一第三开关。第一开

关的第一端偏压于由传送器所提供的第一电压，

并受控于一第一控制信号。第一电阻的第一端与

第二电阻的第一端接收差动信号。第二开关耦接

在第一开关的第二端及第一电阻的第二端之间，

并受控于一第二控制信号。第三开关耦接在第一

开关的第二端及第二电阻的第二端之间，并受控

于一第三控制信号。其中，当传送器处于一关闭

模式时，第一电压为一接地电位，第一控制信号、

第二控制信号及第三控制信号为非致能以关闭

第一开关、第二开关及第三开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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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终端电路，配置于一传送器与一外部电路之间，该传送器用以经由一第一差动

输出端与一第二差动输出端提供一差动信号至该外部电路，该终端电路耦接在该第一差动

输出端与该第二差动输出端之间，其特征在于，该终端电路包含：

一第一开关，该第一开关的一第一端偏压于一第一电压，该第一开关并受控于一第一

控制信号，该第一电压由该传送器所提供；

一第一电阻及一第二电阻，该第一电阻的一第一端与该第二电阻的一第一端系接收该

差动信号；

一第二开关，耦接在该第一开关的一第二端及该第一电阻的一第二端之间，并受控于

一第二控制信号；以及

一第三开关，耦接在该第一开关的该第二端及该第二电阻的一第二端之间，并受控于

一第三控制信号；

其中，

该第二控制信号与该第三控制信号实质上为同步，且电位实质上相同；

该第一控制信号、该第二控制信号及该第三控制信号基于该第一差动输出端与该第二

差动输出端的电位所产生；以及

当该传送器处于一关闭模式时，该第一电压为一接地电位，该第一控制信号、该第二控

制信号及该第三控制信号为非致能以关闭该第一开关、该第二开关及该第三开关。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终端电路，其特征在于，当该传送器处于一正常操作模式且该第

一控制信号、该第二控制信号及该第三控制信号为致能时，该第一电压为一第一电位，该第

一开关、该第二开关及该第三开关为导通，当该传送器处于该正常操作模式且该第一控制

信号为致能、该第二控制信号及该第三控制信号为非致能时，该第一电压为该第一电位，该

第一开关为导通、该第二开关及该第三开关为关闭。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终端电路，其特征在于，该第一开关、该第二开关及该第三开关

为P型金氧半晶体管。

4.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终端电路，其特征在于，还包含：

一第四开关，耦接在该第二开关的一控制端及该第一电阻的该第二端之间，该第四开

关受控于一第四控制信号并提供该第二控制信号至该第二开关的该控制端；以及

一第五开关，耦接在该第三开关的一控制端及该第二电阻的该第二端之间，该第五开

关受控于一第五控制信号并提供该第三控制信号至该第三开关的该控制端；

其中，当该传送器处于该关闭模式时，该第四控制信号及该第五控制信号为致能以导

通该第四开关及该第五开关，并使该第二控制信号与该第三控制信号为非致能以关闭该第

二开关及该第三开关。

5.如权利要求4所述的终端电路，其特征在于，该第四开关及该第五开关为P型金氧半

晶体管，该第四开关的一源极端耦接至该第二开关的该控制端，该第五开关的一源极端耦

接至该第三开关的该控制端。

6.如权利要求4所述的终端电路，其特征在于，还包含：

一第三电阻及一第四电阻，该第三电阻的一第一端与该第四电阻的一第一端系接收该

差动信号；

一第六开关，耦接在该第一开关的该第二端及该第三电阻的一第二端之间，并受控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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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第六控制信号；以及

一第七开关，耦接在该第一开关的该第二端及该第四电阻的一第二端之间，并受控于

一第七控制信号；

其中当该传送器处于该正常操作模式且该第一控制信号、该第六控制信号及该第七控

制信号为致能时，该第一电压为该第一电位，该第一开关、该第六开关及该第七开关为导

通；

其中，当该传送器处于该关闭模式时，该第六控制信号及该第七控制信号为非致能以

关闭该第六开关及该第七开关。

7.如权利要求6所述的终端电路，其特征在于，当该传送器处于该正常操作模式且该第

六控制信号及该第七控制信号为致能时，该第六开关及该第七开关为导通，当该传送器处

于该正常操作模式且该第六控制信号及该第七控制信号为非致能时，该第六开关及该第七

开关为关闭。

8.如权利要求6所述的终端电路，其特征在于，还包含：

一第八开关，耦接在该第六开关的一控制端及该第三电阻的该第二端之间，该第八开

关受控于一第八控制信号并提供该第六控制信号至该第六开关的该控制端；以及

一第九开关，耦接在该第七开关的一控制端及该第四电阻的该第二端之间，该第九开

关受控于一第九控制信号并提供该第七控制信号至该第七开关的该控制端；

其中，当该传送器处于该关闭模式时，该第八控制信号及该第九控制信号为致能以导

通该第八开关及该第九开关，并使该第六控制信号与该第七控制信号为非致能以关闭该第

六开关及该第七开关。

9.如权利要求8所述的终端电路，其特征在于，该第八开关及该第九开关为P型金氧半

晶体管，该第八开关的一源极端耦接至该第六开关的该控制端，该第九开关的一源极端耦

接至该第七开关的该控制端。

10.一种输出级电路，其特征在于，包含：

一第一差动输出端与一第二差动输出端；

如权利要求1至7中任一权利要求所述终端电路，耦接在该第一差动输出端与该第二差

动输出端之间；

一电流源；

一第一晶体管及一第二晶体管，该第一晶体管耦接在该第一差动输出端与该电流源之

间，该第二晶体管耦接在该第二差动输出端与该电流源之间。

11.如权利要求10所述的输出级电路，其特征在于，该第一差动输出端与该第二差动输

出端用以提供该差动信号至该外部电路，该外部电路包含一第五电阻及一第六电阻，该第

五电阻及该第六电阻偏压于该第一电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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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端电路及输出级电路

技术领域

[0001] 【技术领域】

[0002] 本发明是有关于一种终端电路及输出级电路。

【背景技术】

[0003] 在已知使用高画质多媒体介面(High  Definition  Multimedia  Interface，HDMI)

的装置中(例如是数位机上盒(Set-Top-Box)或多媒体播放器)，由于其输出级电路至外部

装置之间的信号传输线存在有阻抗，为了避免传输信号产生反射而导致传输的信号失真，

因此在输出级电路与外部电路之间必须有适当的阻抗匹配。现有的做法是在输出级电路与

外部电路之间设置一终端电路(termination  circuit)以提供一终端电阻，来达到阻抗匹

配。然而，输出级电路与外部电路之间的传输线由于有电流流经，会产生磁场而造成电磁干

扰(Electromagnetic  Interference，EMI)。因此，有必要提供一种终端电路，除了提供终端

电阻达到阻抗匹配外，同时能降低输出级电路与外部电路之间的传输线的电磁干扰，以提

高产品品质并降低对人体的伤害。此外，还有必要提供一种终端电路，能解决使用HDMI之装

置(例如，数位机上盒)的输出级电路与外部装置(例如，电视)连接(plug  in)时，于例如数

位机上盒为关闭的情况下，来自电视的电流倒灌至数位机上盒的问题，且要避免数位机上

盒的输出级电路中各元件处于高压(over-stress)的情况下。其中，不可有上述的电流倒灌

的情形是HDMI规格书所规范的。

【发明内容】

[0004] 根据本发明的一实施例，提供一种终端电路。终端电路配置于接收一外部装置的

一差动信号的一传送器中。终端电路包含一第一开关、一第一电阻及一第二电阻、一第二开

关以及一第三开关。第一开关的一第一端偏压于由传送器所提供的一第一电压，第一开关

并受控于一第一控制信号。第一电阻的一第一端与第二电阻的一第一端接收差动信号。第

二开关耦接在第一开关的一第二端及第一电阻的一第二端之间，并受控于一第二控制信

号。第三开关耦接在第一开关的第二端及第二电阻的一第二端之间，并受控于一第三控制

信号。其中，当传送器处于一关闭模式时，第一电压为一接地电位，第一控制信号、第二控制

信号及第三控制信号为非致能以关闭第一开关、第二开关及第三开关。

[0005] 根据本发明的另一实施例，提供一种输出级电路。输出级电路包含一第一差动输

出端与一第二差动输出端、一终端电路、一电流源以及一第一晶体管及一第二晶体管。终端

电路耦接在第一差动输出端与第二差动输出端之间以分别提供差动信号。第一晶体管耦接

在第一差动输出端与电流源之间，第二晶体管耦接在第二差动输出端与电流源之间。终端

电路包含一第一开关、一第一电阻及一第二电阻、一第二开关以及一第三开关。第一开关的

一第一端偏压于由传送器所提供的一第一电压，第一开关并受控于一第一控制信号。第一

电阻的一第一端与第二电阻的一第一端接收差动信号。第二开关耦接在第一开关的一第二

端及第一电阻的一第二端之间，并受控于一第二控制信号。第三开关耦接在第一开关的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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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端及第二电阻的一第二端之间，并受控于一第三控制信号。其中，当传送器处于一关闭模

式时，第一电压为一接地电位，第一控制信号、第二控制信号及第三控制信号为非致能以关

闭第一开关、第二开关及第三开关。

[0006] 为让本发明的上述特征和优点能更明显易懂，下文特举实施例，并配合附图作详

细说明如下。

【附图说明】

[0007] 图1所示为依据本发明一实施例的输出级电路100的电路示意图。

[0008] 图2所示为依据本发明第一实施例的终端电路的电路图。

[0009] 图3A所示为图2的终端电路在传送器处于正常操作模式的电路示意图。

[0010] 图3B所示为图2的终端电路在传送器处于关闭模式的电路示意图。

[0011] 图3C所示为本发明的控制单元的示意图。

[0012] 图4A所示为应用另一种未偏压于传送器提供的电压的终端电路的等效电路图。

[0013] 图4B所示为应用本发明的偏压于传送器提供的电压的终端电路的等效电路图。

[0014] 图5所示依据本发明第二实施例的终端电路的电路图。

[0015] 图6A及图6B所示为在传送器的正常操作模式下图5的终端电路具有两种不同的阻

抗值的示意图。

[0016] 图7所示依据本发明第三实施例的终端电路的电路图。

[0017] 图8A及8B所示为图7的终端电路的分别在传送器的正常操作模式和关闭模式的操

作电压电位的示意图。

[0018] 图9所示依据本发明第四实施例的终端电路的电路图。

[0019] 图10所示依据本发明第五实施例的终端电路的电路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0] 图1所示为依据本发明一实施例的输出级电路100的电路示意图。输出级电路100

例如为符合高画质多媒体介面(High  Definition  Multimedia  Interface，HDMI)规范的电

路。输出级电路100包含一组差动输出端VOP与VON、一终端电路110以及一传送器120。传送

器120用以经由差动输出端VOP与差动输出端VON提供一差动信号至外部电路200。终端电路

110配置于一传送器120与一外部电路200之间，并耦接在差动输出端VOP与差动输出端VON

之间，差动输出端VOP系作为正输入端，而差动输出端VON作为负输入端。在一实施例中，终

端电路110例如耦接在一电视与一电子装置之间，外部电路200例如为一电视的HDMI输入端

的等效电路。上述的电子装置例如是数位机上盒或多媒体播放器。外部电路200可包含一电

阻Rt1及一电阻Rt2，电阻Rt1及电阻Rt2偏压于一电位，在一实施例中，电阻Rt1及电阻Rt2例

如皆为50Ω，电位例如为3.3V。传送器120包含一电流源Iref以及一晶体管对T1及T2。晶体

管T1及T2分别耦接在差动输出端VOP与VON以及电流源Iref之间。晶体管T1及晶体管T2的控

制端分别接收信号VIN和VIP以决定是否导通晶体管T1及晶体管T2。

[0021] 图2所示为依据本揭示第一实施例的终端电路110的电路示意图。在此实施例中，

终端电路110包含一开关M1、一阻性元件R1及一阻性元件R2、一开关M2以及一开关M3。为方

便说明起见，本实施例以上述的阻性元件R1与阻性元件R2为电阻R1与电阻R2为例说明。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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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实施例中，开关M1、开关M2及开关M3例如为P型金氧半晶体管。开关M1的一第一端(例如是

源极端)偏压于由传送器120所提供的电压V1，开关M1并受控于一控制信号S1。电阻R1的一

第一端与电阻R2的一第一端接收经由差动输出端VOP与差动输出端VON提供的差动信号。开

关M2耦接在开关M1的一第二端(例如是汲极端)及电阻R1的一第二端之间，并受控于一控制

信号S2。其中，控制信号S2与控制信号S3实质上为同步，且电位实质上相同。开关M3耦接在

开关M1的第二端及电阻R2的一第二端之间，并受控于一控制信号S3。控制信号S1～S3的电

位为足以使开关M1～M3导通或关闭，且不会使开关M1～M3处于承受高压(over-stress)的

电位。举例来说，控制信号S1～S3的高电位HV可介于2.0V～3.3V，S1～S3的低电位LV可介于

1.0V～1.5V，S1～S3的高电位HV可使开关M1～M3关闭，S1～S3的低电位LV可使开关M1～M3

导通，且均不会使开关M1～M3承受高压(例如是开关M1～M3的两端点间的跨压大于3.3V)。

然上述的控制信号S1～S3的高电位HV与低电位LV的范围仅为举例说明，非用以限制本发

明。控制信号S1～S3的高电位HV与低电位LV的范围可视元件特性(例如元件耐压大小)与电

路设计来调整，只要能达到使控制信号S1～S3的电位为足以使开关M1～M3导通或关闭，且

不会使开关M1～M3处于承受高压的状况即可。

[0022] 详细地说，请参照图3A及图3B，图3A所示为图2的终端电路110在传送器120处于正

常操作模式的电路示意图，图3B所示为图2的终端电路110在传送器120处于关闭模式的电

路示意图。当传送器120处于一正常操作模式时(也就是当输出级电路100正常供电时)，如

图3A所示，电压V1的电位为3.3V，当控制信号S1、控制信号S2及控制信号S3皆为致能时(在

此实施例中为低电位LV)，开关M1、开关M2及开关M3被导通(ON)。在此实施例中，控制信号

S1、控制信号S2及控制信号S3是基于差动输入端VOP与差动输入端VON的电位所产生，如图

3C所示，控制单元130依据由差动输入端VOP与差动输入端VON的电位以及一控制信号Sc产

生控制信号S1、控制信号S2及控制信号S3。控制信号Sc指示传送器120的操作模式。例如当

控制信号Sc指示传送器120处于正常操作模式时，控制单元130产生为致能电位(LV)的控制

信号S1、控制信号S2及控制信号S3。因此，当传送器120处于正常操作模式时，终端电路110

会藉由开关M2及开关M3的导通而使电阻R1与电阻R2相互电性耦接，以作为差动输出端VOP

和VON之间的终端电阻，其电阻值例如大约是R1+R2的电阻值。

[0023] 另一方面，当传送器120处于关闭模式(例如是使用传送器120的装置为电源关闭

(power-off)的状态)时，开关M1～M3的状态如图3B所示。传送器120提供的电压V1可有两种

状态。在一实施例中，第一种状态为，当传送器120处于拔掉电源线的状态时，则电压V1将由

3.3V转为0V；第二种状态为，当传送器120处于电源线仍是插着的状态时(而可能仅是藉由

操控遥控器或按下按钮以将传送器120的电源关掉)，电压V1可为3.3V或0V，此时之电压V1

的电压值依电路设计来决定。控制单元130基于差动输出端VOP与差动输出端VON的电位以

及控制信号Sc(指示传送器120处于关闭模式)产生非致能电位(HV)的控制信号S1、控制信

号S2及控制信号S3。当控制信号S1、控制信号S2及控制信号S3为非致能(在此实施例中为高

电位HV)时，开关M1、开关M2及开关M3皆被关闭(OFF)。藉此，可避免电流从差动输出端VOP和

VON经由开关M2及开关M3倒灌流回至用以提供电压V1的电压源。

[0024] 图4A所示为应用另一种未偏压于传送器提供的电压V1的终端电路10的等效电路

图。如图4A所示，终端电路10耦接在传送器120与外部电路200之间并提供终端电阻，并可在

差动输出端VOP和VON之间提供终端电阻R，以避免外部电路传输的差动信号的信号反射，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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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传输的信号失真。如图4A所示，一电流I1由外部电路200的电阻Rt1流到差动输出端

VOP，另一电流I2则由外部电路200的电阻Rt2流到差动输出端VON。

[0025] 图4B所示为应用本发明的偏压于传送器提供的电压的终端电路110的等效电路

图。终端电路110也耦接在传送器120与外部电路200之间并提供终端电阻，以避免外部电路

传输的差动信号的信号反射，而导致传输的信号失真。图4B与图4A的区别在于，本发明的终

端电路110可在差动输出端VOP和VON之间提供串联耦接的电阻R1及R2，且电阻R1及R2偏压

在传送器120提供的电压V1的电位3.3V。如图4B所示，一电流I1'是由外部电路200的电阻

Rt1流到差动输出端VOP，另一电流I2'则由外部电路200的电阻Rt2流到差动输出端VON，且

一电流I3由提供电压V1的电位3.3V的电压源流到电阻R1。其中，信号VIN及信号VIP的电位

为反相，亦即，当信号VIN为高电位时，信号VIP则为低电位；而当信号VIN为低电位时，信号

VIP则为高电位。

[0026] 请同时参照图4A及图4B，由于在图4A中，电流I1和电流I2由外部电路200流到差动

输出端VOP和VON，因此Ix＝I1+I2。相较之下，在图4B中，由于本发明的终端电路110的开关

M1的第一端偏压于电压V1的电位3.3V，还提供一电流I3到电阻R1。因此Ix'＝I1'+I2'+I3。

在Ix约等于Ix'的情况下，即I1+I2约等于I1'+I2'+I3的情况下，I1'+I2'<I1+I2。也就是说，

由于在本发明中的终端电路110偏压于电压V1的电位3.3V而使一电流I3流经电阻R1，所以

由外部电路200的电阻Rt1和Rt2流到差动输出端VOP和VON的电流I1'+I2'相较于未偏压于

传送器120提供的电压V1的终端电路10所对应的电流I1+I2小。因为使用本发明如图4B所示

的终端电路可使流经外部电路200与输出级电路100之间的传输线的电流I1'较电流I1还

小，故熟悉本领域技术人士可知，本发明的外部电路200与输出级电路100之间的传输线所

产生的电磁干扰(Electromagnetic  Interference，EMI)将可降低。

[0027] 图5所示依据本发明第二实施例的终端电路210的电路图。在此实施例中，终端电

路210与终端电路110的区别在于，终端电路210还包含一电阻R1'及一电阻R2'、一开关M2'

以及一开关M3'。开关M2'和电阻R1'并联在开关M1的第二端与差动输出端VOP之间，开关M3'

和电阻R2'并联在开关M1的第二端与差动输出端VON之间。在此实施例中，开关M2'及开关

M3'为P型金氧半晶体管。电阻R1'的一第一端与电阻R2'的一第一端接收经由差动输出端

VOP与差动输出端VON提供的差动信号。开关M2'耦接在开关M1的一第二端及电阻R1'的一第

二端之间，并受控于一控制信号S2'。开关M3'耦接在开关M1'之第二端及电阻R2'的一第二

端之间，并受控于一控制信号S3'。在此实施例中，控制信号S1、控制信号S2、控制信号S3、控

制信号S2'及控制信号S3'是由一控制单元依据差动输入端VOP与差动输入端VON的电位以

及一控制信号Sc产生。在此实施例中，控制信号Sc还可视使用者需要而设定，以指示控制单

元产生致能或非致能电位的控制信号S1-S3及控制信号S2'、S3'，以控制开关M1-M3及开关

M2'、M3'的导通或关闭。

[0028] 详细地说，当传送器120处于正常操作模式时，图5的终端电路210可以选择性地导

通或关闭多个开关以选择不同的阻抗值。请参照图6A及6B，图6A及6B所示为在传送器120的

正常操作模式下图5的终端电路210具有两种不同的阻抗值的示意图。如图6A所示，在传送

器120处于正常操作模式下，电压V1的电位为3.3V，当控制信号S1、控制信号S2及控制信号

S3为致能(在本实施例中，为LV)时，开关M1、开关M2及开关M3被导通(ON)，使电阻R1和R2耦

接在差动输出端VOP和VON之间作为终端电阻。又如图6A所示，当控制信号S2'及控制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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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3'为非致能(在本实施例中，为HV)时，开关M2'及开关M3'被关闭(OFF)，使电阻R1'和R2'不

互相耦接而不作为差动输出端VOP和VON之间的终端电阻。也就是说，图6A中，由于开关M1、

开关M2及开关M3为导通，且开关M2'及开关M3'为关闭，因此终端电路210将耦接的电阻R1与

电阻R2作为差动输出端VOP和VON之间的终端电阻。然而，本发明不以此为限，在另一实施例

中，也可导通开关M1、开关M2'及开关M3'，并关闭开关M2及开关M3，以将耦接的电阻R1'和

R2'作为差动输出端VOP和VON之间的终端电阻。

[0029] 在图6B中，终端电路210还提供了不同于图6A的终端电路210的阻抗值。如图6B所

示，控制信号S2、控制信号S3、控制信号S2'及控制信号S3'皆为致能(LV)，使开关M2、开关

M3、开关M2'及开关M3'亦为导通(ON)。因此，在图6B中，由于开关M1、开关M2及开关M3以及开

关M2'及开关M3'皆为导通，使终端电路210将耦接的电阻R1与电阻R2再与耦接的电阻R1'与

电阻R2'并联，以作为差动输出端VOP和VON之间的终端电阻。也就是说，图5的终端电路210

可选择性的导通或关闭多个开关以选择不同的终端电阻的阻抗值。例如，选择耦接的电阻

R1与电阻R2作为差动输出端VOP和VON之间的终端电阻；又或者可选择耦接的电阻R1'与电

阻R2'作为差动输出端VOP和VON之间的终端电阻；又或者可将耦接的电阻R1与电阻R2再与

耦接的电阻R1'与电阻R2'并联之后再作为差动输出端VOP和VON之间的终端电阻。然而，本

发明不以此为限。本领域具有通常知识者可在开关M1的第二端与差动输出端VOP或VON之间

耦接更多开关及电阻，以调整终端电路的终端电阻的阻抗。

[0030] 图7所示依据本发明第三实施例的终端电路310的电路图。在此实施例中，终端电

路310与图2的终端电路110的区别在于，终端电路310还包含开关M4及开关M5。开关M4耦接

在开关M2的一控制端及电阻R1的第二端之间。开关M4受控于一控制信号S4并提供控制信号

S2至开关M2的控制端。开关M5耦接在开关M3的一控制端及电阻R2的第二端之间。开关M5受

控于一控制信号S5并提供控制信号S3至开关M3的控制端。在此实施例中，开关M4及开关M5

为P型金氧半晶体管，开关M4的一源极端耦接至开关M2的控制端，开关M5的一源极端耦接至

开关M3的控制端。在此实施例中，控制信号S1、控制信号S4及控制信号S5是由一控制单元依

据由差动输入端VOP与差动输入端VON的电位以及一控制信号Sc所产生，而控制信号S2及控

制信号S3分别依据开关M4及开关M5的导通状态而产生。在此实施例中，控制信号Sc还可视

使用者需要而设定，以指示控制单元产生致能或非致能电位的控制信号S1、S4及S5，以控制

开关M1、M4及M5的导通或关闭，再依据开关M4及M5的导通状态而导通或关闭开关M2及M3。其

中，类似于控制信号S1～S3，控制信号S4与S5的高电位HV与低电位LV的范围可视元件特性

(例如元件耐压大小)与电路设计来调整，只要能达到使控制信号S4与S5的电位为足以使开

关M4与M5导通或关闭，且不会使开关M4与M5处于承受高压的状况即可。

[0031] 请参照图8A及8B，图8A及8B所示为图7的终端电路310的分别在传送器120的正常

操作模式和关闭模式的操作电压电位的示意图。当传送器120处于一正常操作模式时，如图

8A所示，控制信号S1为致能(LV)，电压V1的电位3.3V，开关M1为导通(ON)。控制信号S4为非

致能(HV)，以使开关M4为关闭而提供致能电位(LV)的控制信号S2到开关M2的控制端而导通

开关M2。同理，控制信号S5为非致能(HV)，以使开关M5为关闭而提供致能电位(LV)的控制信

号S3到开关M3的控制端而导通开关M3。因此，当传送器120处于正常操作模式时，终端电路

310会藉由开关M4及开关M5的关闭而导通开关M2和开关M3以将电阻R1与电阻R2耦接，以作

为差动输出端VOP和VON之间的终端电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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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2] 另一方面，当传送器120处于一关闭模式时，如图8B所示，传送器120提供的电压V1

由电位3.3V改变为一接地电位0V，控制信号S1为非致能(HV)，开关M1为关闭(OFF)。控制信

号S4为致能(LV)，以使开关M4为导通而提供非致能电位(HV)的控制信号S2到开关M2的控制

端而关闭开关M2。同理，控制信号S5为致能(LV)，以使开关M5为导通而提供非致能电位(HV)

的控制信号S3到开关M3的控制端而关闭开关M3。因此，当传送器120处于关闭模式时，终端

电路310会藉由开关M4及开关M5的导通而关闭开关M2及开关M3。藉此，可避免电流从差动输

出端VOP和VON经由开关M2及开关M3倒灌流回用以提供电压V1的电压源。

[0033] 图9所示依据本发明第四实施例的终端电路410的电路图。在此实施例中，终端电

路410与图7的终端电路310的区别在于，终端电路410还包含一电阻R1'及一电阻R2'、一开

关M2'以及一开关M3'。图9的电阻R1'、电阻R2'、开关M2'以及开关M3'的耦接方式与图5的电

阻R1'、电阻R2'、开关M2'以及开关M3'的耦接方式相同，在此不重复描述。相似于图5，图9的

终端电路410可选择性的导通或关闭多个开关，以选择不同组的电阻(耦接的电阻R1与电阻

R2、或者耦接的电阻R1'与电阻R2')作为差动输出端VOP和VON之间的终端电阻。又或者，可

将耦接的电阻R1与电阻R2再与耦接的电阻R1'与电阻R2'并联之后再作为差动输出端VOP和

VON之间的终端电阻。

[0034] 图10所示依据本发明第五实施例的终端电路510的电路图。终端电路510与图9的

终端电路410的区别在于，终端电路410更包含终端电路310更包含开关M4'及开关M5'。开关

M4'耦接在开关M2'的一控制端及电阻R1'之第二端之间。开关M4'受控于一控制信号S4'并

提供控制信号S2'至开关M2'的控制端。开关M5'耦接在开关M3'的一控制端及电阻R2'的第

二端之间。开关M5'受控于一控制信号S5'并提供控制信号S3'至开关M3'的控制端。相似的，

图10的终端电路510可选择性的导通或关闭多个开关，以选择不同组的电阻(耦接的电阻R1

与电阻R2或者耦接的电阻R1'与电阻R2')作为差动输出端VOP和VON之间的终端电阻，又或

者，可将耦接的电阻R1与电阻R2再与耦接的电阻R1'与电阻R2'并联之后再作为差动输出端

VOP和VON之间的终端电阻。其中，开关M2～M5可视为是第一组开关，而开关M2'～M5'可视为

是第二组开关。于本发明的其他实施例中，终端电路510亦可还包含其他组开关，例如是包

含类似于第一组开关或第二组开关的一第三组开关、一第四组开关…及一第N组开关，其中

N为大于2的正整数。

[0035] 根据上述实施例，还提供了多种终端电路及输出级电路。藉由将终端电路110偏压

在传送器120所提供的一电压V1，以减少来自外部电路200的电流，可减少外部电路200和传

送器120之间的传输线上的电磁干扰，来提升产品的品质并降低对人体的伤害。同时，本揭

露在传送器120处于关闭模式时，藉由关闭开关M1、开关M2及开关M3，以避免电流从差动输

出端VOP和VON经由开关M2及开关M3倒灌流回用以提供电压V1的电压源，藉此保护传送器

120以避免传送器120产生误动作或避免对传送器120的损害。

[0036] 综上所述，虽然本发明已以多个实施例揭示如上，然其并非用以限定本发明。本发

明所属技术领域中具有通常知识者，在不脱离本发明的精神和范围内，当可作各种的更动

与润饰。因此，本发明的保护范围由权利要求书界定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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