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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介绍
恩智浦 S32K3xx 系列汽车微控制器器件具有 15 位分辨
率逐次逼近模数转换器（SAR ADC），可用于模拟输入
信号的采集和数字化。
本应用笔记提供了相关信息，帮助使用者最大限度地利
用 ADC 模块。其中包括：
• ADC 的通用术语、误差来源和规格。
• 提高测量精度的最佳实践。
• S32K3xx 系列的常见触发配置示例。
S32K3xx 系列芯片的 SAR ADC 专属特征：
• 15 位的分辨率。转换数据总是 15 位宽，与所选转换
分辨率无关（每转换数据 14、12、10、8 个有效位，
减少这个数字会加快数据转换，因为 SAR 算法的执
行步骤会更少）。
• 每个输入通道捕获的转换数据放在单独寄存器中。
• 可使用“平均法”提高精度，即通过计算最高 32 次
转换数据的平均数来提供最终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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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C 的概念、误差来源和规格

转换选项：

•

— 正常转换触发转换多个输入通道，每次触发转换一次或连续转换。
— 注入转换触发中断正在进行的正常转换，并转换另一组输入通道。
硬件转换触发：

•

— BCTU 转换触发中断正在进行的转换并转换输入通道，在该通道中选择输入并通过
BCTU 启动转换。
— 其他硬件触发信号可由 TRGMUX 输出提供。
•

模拟看门狗监控每个输入通道的转换数据，如果转换数据低于或高于配置极限值，则进行
中断。

•

DMA 功能将转换数据传输到其他模块。

•

当一个输入通道或一组输入通道的转换完成时，可编程中断可选择发出中断。

•

自检功能在功能运行期间验证 ADC 结构完整性，并在发现任何问题时生成具有不同严重
等级的事件。

•

转换时钟（AD_clk）控制通过使用内部时钟分频器，让时钟频率更高的系统中可以使用
ADC。

•

ADC 始终处于功能模式。不存在其他模式选择，当 ADC 空闲时自动关闭转换时钟。
— 向 MCR[PWDN]写入 1，将 ADC 置于关断状态，以降低功耗。
— 当 ADC 处于空闲状态时，向 MCR[ACKO]写入 1 对时钟信号进行门控。

2. ADC 的概念、误差来源和规格
本节解释了用于描述 ADC 的概念和术语、可能的误差来源，以及 S32K3xx 芯片数据表中的规
格参数信息。

2.1. ADC 基本概念
分辨率：ADC 数字输出中代表模拟输入信号的位数。对于 S32K3xx 系列，分辨率可配置为 14、
12、10 或 8 位。
参考电压：ADC 需要一个参考电压，用于与模拟输入进行逐次逼近比较，以产生数字输出。数
字输出是模拟输入与该参考电压的比值。
公式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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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VREFH = 高参考电压
VREFL = 低参考电压
ADC 输出公式：ADC 的转换公式用于计算与特定模拟输入电压对应的数字输出。该公式基于
“没有误差的模数转换”这一理想条件。有关 VREFH、VREL 的绝对最大额定值，请参阅器件
数据表[表 2.绝对最大额定值]

公式 2 ADC 转换公式

其中：
ADC result = 转换的数字输出值
N = ADC 分辨率
VREF = 参考电压
Vin = 模拟输入电压
最低有效位（LSB）：最低有效位（LSB）是等于 ADC 最小分辨率的电压单位，即导致数字输
出变化的最小增量电压。
LSB 等于参考电压除以 ADC 的最大计数：

公式 3 LSB 公式

N = ADC 分辨率。对于 S32K3xx 系列，分辨率可以是 14、12、10 或 8 位。
VREF = 模拟参考电压。
ADC 实际传递函数：ADC 将输入电压转换为相应的数字代码。描述这种行为的曲线就是实际
传递函数，包括 ADC 模块本身固有的所有误差。
ADC 理想传递函数：理想传递函数用来表示这样的 ADC 行为，即假设它是完全线性的，或者
输入电压的变化将在转换代码中产生相同的变化，不管输入的初始电平如何。理想传递函数的
分步方式取决于 ADC 使用的量化方法。两种可能的方法是：
1. 无补偿量化：第一步在 1LSB 处进行，接下来以 1LSB 为间隔连续进行，最后一步在
VREFH–1LSB 处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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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½LSB 补偿量化：第一步在½LSB 处进行，接着以 1LSB 为间隔连续进行，最后一步在
VREFH–1½LSB 处进行。
下图显示了无补偿和½LSB 补偿方法的理想传递函数图。为了图形简洁和强化概念，这是一个
假设的例子，在 VREF=8 V 内的 3 位 ADC 分辨率。
无补偿理想传递函数
转换

½补偿理想传递函数
转换

理想码宽

理想码宽

（1LSB）

（1LSB）

理想传递函数

输入电压（以 LSB 为单位）

理想传递函数

输入电压（以 LSB 为单位）

图 1. 理想传递函数

2.2. ADC 测量的误差来源
本节介绍了影响 ADC 进行精确模数测量的一些典型因素。

2.2.1. 参考电压噪声
ADC 输出与模拟输入电压和参考电压成正比。不稳定的参考电压（例如，由供电轨中的噪声引
起）将导致转换后的数字输出发生变化。
例如：
•

5V 的参考电压和 1V 的输入电压，使用公式 1 得出 12 位分辨率的 ADC 转换结果为 819。

•

绝对参考电压增加 50 mV（即 VREF=5.05 V），则 1 V 输入电压的新转换值变为 811。

•

由此产生的参考电压噪声误差为 811-819=-8 LSB。

模数转换器指南——规格与配置，第 0 版，2021 年 11 月
4

恩智浦半导体

ADC 的概念、误差来源和规格

2.2.2. 模拟输入信号噪声
在 ADC 采样期间，模拟输入信号中微小但高频的变化可能会导致较大的转换误差。噪声可能来
自周围电气设备的电磁辐射（EMI 噪声）。因此，转换精度受到了不利影响。
如果输入信号中存在高于 1LSB 的噪声，则会减少转换结果中可靠位的数量，因为最低有效位一
直随着信号变化而不断变化。
由于电流流入引脚，模拟信号源的阻抗，或源与输入引脚之间的串联电阻（RIN）会导致电压降。
它可以理解为从 ADC“向外看”到的电阻，进入源极，驱动输入信号采样。

源阻抗

外部组件

ADC 组件

图 2. 模拟信号源电阻

如上图所示，输入信号的采样是通过用电阻（Rsh）控制开关来对内部电容器（Csh）充电实现的。
随着源电阻（RIN）的增加，保持电容器完全充电所需的时间也增加。如果采样时间小于电容器完
全充电所需的时间，则 ADC 转换的数值会小于实际值。
因此，必须采取预防措施，确保模拟输入信号源电阻在 ADC 规格范围内。在 S32Kxx 系列的数据
表[表 29.SAR ADC]中，该参数可在源阻抗（RS）项下找到。
注意
当源阻抗增加时，TUE 降低。

2.2.3. I/O 引脚电流
ADC 充当电容器，在转换期间（即 ADC 时钟/（采样数+几个周期））从输入引脚断开，并在内
部充电至 VREF/2，然后在转换完成后，通过几十欧姆的开关在采样期间连接到输入引脚。因此，
由于电流从引脚流出，I/O 引脚中的高阻抗采样源（零电压）会以采样速率产生脉冲。这表现为
ADC 通道上的电压“浪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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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要考虑到精密通道的电容为 0.57 pF（ADC0）、1.34 pF（ADC1）
和 1.32 pF（ADC2）。以及标准通道 4.18 pF（ADC0），/4.13 pF
（ADC1）和 4.03 pF（ADC2）。
另一方面，如果采样源电压为 VREF，则电流应流入引脚。对于采样源电压约为 VREF/2 的情
况，电流脉冲应会减小。在这些情况下，ADC 通道中不会观察到电压“浪涌”。

2.2.4. I/O 引脚串扰
由于引脚之间的电容耦合，在 ADC 当前采样的模拟输入引脚附近切换 I/O 会给转换带来噪声。
串扰是由彼此靠近或交叉的 PCB 轨道引起的。内部切换数字信号和 I/O 同样会产生高频噪声。

模拟 IN

模拟 IN

数字 I/O

数字 I/O

数字信号与模拟信号的轨道靠近

数字信号与模拟信号轨道在 PCB 的
两面交叉

图 3. I/O 引脚串扰

2.2.5. 温度的影响
系统温度会对 ADC 精度产生很大的影响，主要导致偏移误差漂移和增益误差漂移。ADC 参考
电压也随温度变化而变化。这些误差可以通过调整微控制器固件来进行补偿，例如通过监测内
部带隙电压来确定参考电压没有改变，或者根据应用的温度范围调整系统性能参数，从而避免
出现误差。

2.3. S32K3xx 系列芯片的 ADC 规格
本节解释了 S32K3xx 芯片数据表中与 SAR ADC 规格相关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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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C 时钟频率（fADCK）：SAR ADC 模块的输入转换时钟频率。模数转换条件一致时，该频率
是决定转换时间的主要因素。
内部 ADC 的逐次逼近机制使用该时钟作为转换状态机中不同过渡的基准时间。
ADC 转换频率（fCONV）：也称为“转换率”或“采样率”，这是对将模拟信号转换为数字结果
的速度的测量。
转换频率越高，在一定的时间窗口中采集的样本就越多。转换频率越低，在相同的时间段内采集
的样本就越少。
转换率主要取决于以下因素：
•

ADC 时钟频率

•

硬件平均是启用还是禁用

•

样本数量

•

配置（单次或连续转换）

差分非线性（DNL）：差分非线性误差是“码宽误差”。码宽是会产生 ADC 转换值的输入电压
VADIN 的范围。理想情况下，1LSB 的模拟输入电压变化应引起数字代码的变化。
因此，DNL 是实际码宽和 1LSB 的理想过渡电压之间的差值。
请注意，DNL 是根据相互独立的 ADC 转换代码单独测量的。
差分非线性
转换

输入电压（以 LSB 为单位）
图 4. 差分非线性（DN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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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两个衍生自 DNL 误差的关键概念需要注意：
•

缺失代码：如果电压的微小变化导致了两个数字的结果发生变化，且从未设置中间代码，
则 ADC 存在缺失代码。DNL 为-1.0 LSB 表示 ADC 缺失代码。

•

单调性：如果随着电压的增加，ADC 转换结果也不断增加（反之亦然），则 ADC 是单调
的。非单调 ADC 可能会对较高的输入电压给出较低的转换结果，这也可能意味着同一个
转换可能来自两个不同的电压范围。DNL 大于 1.0 LSB 表示非单调性。
缺失代码

非单调性

转换

转换

代码$3 缺失

输入电压（以 LSB 为单位）

代码$2 在$3 之后
转换

输入电压（以 LSB 为单位）

图 5. 缺失代码和非单调性差分非线性

积分非线性（INL）：与理想过度电压相比，任何给定的 ADC 代码都给出了 DNL，而积分非线性
（INL）是从转换代码 1 到相关代码的所有 DNL 误差的累积。基本上 INL 是 DNL 的总和，可以用
下面的公式计算。

公式 4 INL 公式

下图表示基于每个 DNL 累积而来的 IN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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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分非线性
转换
调整传递函数
（虚线）
理想传递函数
（点线）

输入电压（以 LSB 为单位）
图 6. 积分非线性

总未调整误差（TUE）：TUE 是偏移、增益、线性和量化误差的总和。这是一个关键参数，因为
它提供了 ADC 的实际预期精度。对于任何给定的输入电压 VADIN，TUE 是获得的转换值与理想
期望值的差值，用 LSB 表示。
术语“未调整”是指 TUE 是通过原始转换数据测量的，不以任何方式进行标准化以消除 ADC 固
有误差。
总未调整误差
转换

理想线性传递函数

输入电压（以 LSB 为单位）
图 7. 总未调整误差（T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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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NL、INL 和 TUE 表示在静态/直流输入上转换时产生的 ADC 误差。因此，这些误差代表了在
静态/直流输入条件下的 ADC 性能。
ADC 偏移误差：定义为第一次理想代码转换和第一次实际代码转换之间的偏差。第一次理想代
码转换发生在 0.5 LSB。当输入电压小于 0.5 LSB 时，如果输出代码大于零，则 ADC 存在正偏
移误差。如果输入电压大于 0.5 LSB 时发生第一次输出代码转换，则 ADC 会出现负偏移误差。
正负偏移误差都限制了 ADC 的可用范围。较大的正偏移误差会导致 ADC 在输入电压达到最大
值之前饱和。较大的负偏移误差会导致输入电压较小时产生零 ADC 输出代码。

2.3.1. ADC 增益误差
ADC 增益误差的定义是：补偿偏移误差后，理想 ADC 传输最后一步的中点与实际 ADC 传输最
后一步的中点之间的偏差。如果实际 ADC 的传递函数在输入电压达到最大值之前导致 ADC 饱
和，则说明产生了正增益误差。如果实际 ADC 的传递函数使 ADC 在输入电压达到最大值时未
达到满标度值，则说明产生了负增益误差。增益误差也可以表示为满标度误差减去偏移误差。
使用两点校准法（上升/运行）可以轻松计算传递函数的增益斜率。如果用 X-Y 图来考虑直线的
斜率，可以概括为：

公式 5 线性公式

在描述 ADC 的情况时，公式中的 X 代表模拟输入电压值。“m”代表增益误差斜率，“b”代表
偏移误差。下图显示了两点校准的传递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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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出（y）

实际增益
理想增益

实际偏移

理想输入（x）
图 8. ADC 增益误差

校准需要在不同条件下进行两次 ADC 测量，并根据这两个点计算偏移量，这就是所谓的两点校准
方法。
相对于 ADC 在短路输入情况下看到的偏移量。如果 ADC 设置为零偏移（0 输入的结果为 0 输出），
则由于增益或线性误差，读数可能高于或低于预期值。而且也要考虑到 ADC 的行为，这一点也很
重要。

3. 提高精度的最佳实践
本章节介绍提高 ADC 测量精度的一般建议和最佳实践。

3.1. ADC 校准
S32K3xx 系列芯片中的 SAR ADC 具有自校准机制，可调整内部采样电容库，从而为每个 IC 单元
补偿器件出厂时的电容差异。用户必须在每次上电复位后启动 ADC 自校准，以获得数据表中规定
的 ADC 精度。
校准可以只运行一次。将校准寄存器值保存在非易失性存储器中，并在复位后恢复校准值，就可以
避免重新校准。
以下是获得最佳校准的一些建议：
•

静默所有数字 IO，禁用所有不必要的模块。

•

VREFH 应在规格范围内尽可能高而稳定，因为更高的 VREFH 意味着更大的 ADC 码宽。

•

最好使用隔离 VREFH 引脚。
模数转换器指南——规格与配置，第 0 版，2021 年 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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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应用中的
提高精度的最佳实

ADC 时钟快于 25 MHz 时，ADC 自校准应在 ADC 时钟等于或小于 25 MHz
的情况下运行。另外，当应用中的 ADC 时钟为 25 MHz 或更小时，建议使用与之相同的
提高精度的最佳实践
ADC 频率运行校准。

DC •
triggering
ADC 触发
硬件平均应设置最多

•

32 个样本。

上电复位后，应在室温下进行一次校准。

有关内部校准机制更详细的说明，请参阅此链接中的文档。尽管该文档介绍的是 16 位 SAR ADC
和其他恩智浦微控制器系列（如 Kinetis），但 S32Kx3x 系列芯片的 ADC 模块具有相同的基本
架构，因此原理是共通的。

3.2. 参考电压和电源
由于 ADC 使用 VREF 或 VDDA 作为模拟基准，所以电源的线路、负载调节和温度漂移这几方面
都要做好。因此，VREF 在不同负载下保持稳定至关重要。无论何时，接通一部分电路增加了负
载，电流增加也不应导致电压降低。
如果在很宽的电流范围内电压都保持稳定，则电源具有良好的负载调节。线路调节值越低，调节
效果越好。
同样，负载调节值越低，电压输出的调节和稳定性越好。VREF 也可以使用高精度调节器的参考
电压。
温度漂移是考虑电压参考的另一个重要因素，特别是在某些应用中，ADC 精度在全温度范围内都
有规定。

3.3. 使用带隙监控参考电压
要监测 VREF 的变化，有一种方法是使用内部带隙 ADC 通道。带隙通道能够提供独立于参考电
压或模拟电源电压的固定 1V 电压。
步骤如下：
1. 触发带隙的 ADC 转换（通道 48）
2. 使用以下公式计算实际 VREF：

公式 6 VREF 计算公式

模数转换器指南——规格与配置，第 0 版，2021 年 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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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N = ADC 分辨率位数（8/10/12 位）
BG_ADCresult = 带隙通道的 ADC 转换结果
根据应用中任意的电压来考虑计算出的 VREF 结果。

3.4. 非线性校正
在 ADC 增益误差部分中描述的两点方法，需要着重考虑的问题是：把它看作 ADC 校准计算的
一种广泛的方法。
如果测量值保持完全线性就可以了。下图显示了两点测量技术的表现——如果系统/应用的响应
（所有因素加在一起）是非线性的，实际情况就是这样。图 9 类似于系统校准，其中一个点具有
0 或短路输入情况，另一个点具有满标度输入。这个图中间显示了一个误差。
输出（y）
理想线性

误差位置
输入(x)

图 9. 外部极限的校准点造成的非线性误差

通过下图可以看到，如果校准发生在中间会有什么结果。

模数转换器指南——规格与配置，第 0 版，2021 年 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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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精度的最佳实

输出（y）

提高精度的最佳实践

理想线性

DC triggering ADC 触发

误差位置

误差位置

输入(x)

图 10. 校准发生在中间的非线性误差

现在，测量误差出现在校准区域的两侧。剩下的就是使用更多区域（更多点执行更多分区）进行
校准，以创建分段线性校正。校准所考虑的分区越多，它就越能代表 ADC 内系统的实际非线性
曲线响应。显然，分区是有实际限制的。

3.5. 模拟源阻抗匹配
正如“ADC 的概念、误差来源和规格”中所述，模拟源电阻对 ADC 精度起着重要作用。
因此，源电阻越低越好。用户应始终确保模拟信号源电阻符合“组件数据表”中所述的 ADC 规
格。
阻抗匹配的常用方法是在模拟信号源和 ADC 输入引脚之间放置一个外部运算放大器。
然而，增加外部运放意味着设计 BOM 成本的增加。如果测量具有高源电阻的信号，则在配置
ADC 时可能需要考虑以下事项：
•

降低 ADC 时钟频率（fADCK）

•

延长采样时间

S32K3xx 芯片的采样时间可以通过 MCR[ADCLKSEL]进行缩放。ADCLKSEL 只能在关断状态下
写入（MCR[PWDN]=1）。

模数转换器指南——规格与配置，第 0 版，2021 年 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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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模块时钟频率，功能转换和校准可能需要不同的设置。更多信息请参阅“芯片数据表 ADC
电气特性”部分。
如需获取更多有关“如何设计外部 RC 采集电路以及组件的选择”的信息，请参阅应用笔记
AN4373。尽管此文档介绍的是 16 位 SAR ADC 和其他恩智浦微控制器系列（如 Kinetis），但
S32Kx3x 系列芯片的 ADC 模块具有相同的基本架构，因此原理是共通的。

3.6. 最小化 I/O 引脚串扰
为了减少相邻 PCB 轨道或 MCU 引脚之间串扰所产生的噪声，可以在它们之间放置清晰的模拟
接地轨道进行模拟信号屏蔽。
下图展示了这种屏蔽方法：

模拟 IN

数字 I/O

图 11. 信号间放置接地轨道

4. ADC 触发
4.1. 软件触发
软件触发是最简单的触发模式。只需使用 CPU 和 DMA 启动正常或注入转换。
每个 ADC 在一次 DMA 触发信号内支持单个 CPU 中断请求。它可在每个通道转换后请求中断。
当使用 DMA 时，转换结果由 DMA 处理并存储到 DMA 寄存器中，以便通过 DMA 或主机访问传
输数据。CPU 通过 ADC 主机接口直接连接到 DMA。
工作流程

模数转换器指南——规格与配置，第 0 版，2021 年 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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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C 触发

提高精度的
最佳实
提高精度的
最佳实践

中断

DC
模拟源
triggering
ADC 触发
SAR
控制

寄存器

主机总成
接口

校准

DMA
控制

自检

8-to-1 模拟
多路选择器

MUX
控制
输出

中断请求
配置
软件触发
转换结果读取
DMA 触发

BCTU
接口

看门狗
硬件触发
输入

外部电路
图 12. ADC 软件触发工作流程

4.1.1. ADC DMA 运行
任何通道的转换数据都可以从寄存器传输到系统内存，方法是通过（DMA）Once 的启用，向
DMAE[DMAEN]中写入 1。
内置 DMA 控制器可以在每个通道转换后获得 DMA 请求，方法是在 DMAR0、DMAR1 和 DMAR2
寄存器中设置相应的位。
DMA 请求可以通过以下两种模式在不同的时间清除：
•

模式 1：在 DMA 控制器 ACK 时清除 DMA 请求（DMAE[DCLR]=0）

•

模式 2：数据寄存器读取时清除 DMA 请求（DMAE[DCLR]=1）

下图显示了 DMA 在两种模式下的运行（循环计数为典型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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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ACK 清除 DMA 请求
时钟

DMA 请求

DMA 发现
DMA 数据读取

12 周期

6 周期

图 13. DMA 运行模式 1（DMAE[DCLR] = 0）
在数据寄存器读取时清除
DMA 请求
时钟

DMA 请求

DMA 发现

DMA 数据读取

固定延迟的一个周期

图 14. DMA 运行模式 2（DMAE[DCLR]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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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硬件触发
提高精度的
最佳实

该芯片可以从 BCTU 和 TRGMUX 输出端提供硬件触发信号。此功能允许同步转换两个独立的
提高精度的
ADC 实例。
最佳实践

DC
triggering
ADC 触发

4.2.1. BCTU 触发
BCTU 触发方案是 ADC 的默认和建议的硬件触发方法。所有 ADC 实例都是从 BCTU 触发的。
BCTU 向 ADC 提供通道转换命令，包括通道信息。此外，ADC 将转换结果返回给 BCTU，包括
所有通道信息。
BCTU 向 ADC 的所有 72 个通道发出触发脉冲，以根据 BCTU 通道号启动转换。
当使用 BCTU 触发时，BCTU-ADC 结果寄存器如下所示：
•

ADC 结果寄存器（ADCx_PCDRn[CDATA]、ADCx_ICDRn[CDATA]和
ADCx_ECDRn[CDATA]）存储 15 位转换数据。

•

BCTU ADC 寄存器存储 15 位转换数据（BCTU_ADC0DR[ADC0_DATA]、
BCTU_ADC1DR[ADC1_DATA]和 BCTU_ADC2DR[ADC2_DATA]）。

BCTU 接口增强了 ADC 的注入转换能力。它包含控制输入，用于从适当的事件配置寄存器中选
择要转换的通道。下图展示了 BCTU 接口。
触发
通道
下一项命令
转换结束

图 15. ADC Body Cross-triggering Unit (BCTU) 触发

BCTU 生成要转换的触发（bctu_trigger）和通道号（bctu_numchannel）。每个请求都会转换
一个通道。执行转换后，ADC 返回结果到（bctu_dataout）总线上，包括（bctu_nextcmd）和
（bctu_push）两个输出信号。信号的确定（bctu_nextcmd）意味着 ADC 已准备好接受来自
BCTU 的下一次触发。
（bctu_push）信号在转换结束时被确定，表示转换完成，并且输出（bctu_dataout）的转换
结果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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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换结果也保存在相应通道的数据寄存器中，如请求，将与模拟看门狗阈值进行比较。
信号（bctu_trigger、bctu_nextcmd）和（bctu_push）均为 ADC 时钟域中的单周期有源高脉冲。
当（bctu_trigger）处于高激活状态时，BCTU 提供的通道号必须有效。ADC 的结果数据在
（bctu_push）高电平下有效。
BCTU 接口有两种运行模式：
•

触发

•

控制

要启用 BCTU 接口，请编程 BCTUEN。运行模式（触发或控制）可以是固定的，也可以是可编程
的。更多信息请参阅“57.3.5.1 BCTU 触发模式”和“57.3.5.2 BCTU 控制模式”章节中的器件参
考手册。
工作流程

中断

模拟源
SAR
控制

8-to-1 模拟
多路选择器

寄存器

主机总成
接口

校准

DMA
控制

自检
MUX
控制
输出

转换命令

BCTU
接口

转换结果

看门狗

转换触发
转换触发

硬件触发
输入

外部电路

图 16. 通过 BCTU 工作流程触发 ADC

4.2.2. TRGMUX 触发
该芯片的硬件触发信号可以从 TRGMUX 输出端提供。TRGMUX 是一个非常灵活的模块，用于将
外围设备的触发输入与各种内部和/或外部触发信号（计时器模块、模拟模块标志、外部引脚）进
行连接。
特别是对于 S32K3xx 系列的 ADC，TRGMUX 可以与任何可用触发信号进行同步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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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是，TRGMUX 机制可用于触发 TRGMUX 输出编号 0,1,2[ADC_0]4,5,6[ADC_0]和
8,9,10[ADC_2]的 ADC 转换，分别用于正常转换、注入转换和正常转换同步脉冲。想要深入理
解这部分内容，请参阅器件参考手册中的“表 266 硬件触发”。
如果 ADC 处于空闲状态（即没有正在进行的转换阶段，MCR[PWDN]和 MCR[ACKO]字段为
0），并且设置了 MCR[XSTRTEN]，则外部启动信号上的事件会导致 ADC 启动正常转换或注
入转换。MCR[NSTART]/MCR[JSTART]字段将分别自动设置。
正常转换同步脉冲与正常转换触发一起使用，以同步多个 ADC 实例之间正常转换的开始计时。
工作流程

中断

模拟源
SAR
控制

寄存器

主机总成
接口

校准

DMA
控制
转换命令

自检

8-to-1 模拟
多路选择器

MUX
控制
输出

BCTU
接口

转换结果

转换触发

看门狗
硬件触发
输入

正常链式转换触发
注入链式转换触发

外部电路

图 17. 通过 TRGMUX 工作流程触发 ADC

5. SAR ADC 用例
5.1. SAR ADC——ADC 校准用例
此示例演示了模数转换器实例 1 的校准过程。
参考电压已经在受控条件下采样和转换，用以确定校正值（偏移、增益和电容错配）
注意
每次复位后，以及运行需要时，都要做校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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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准的步骤：
1. 配置 CALBISTREG（采样时间、平均启用）
2. 设置 TEST_EN，开始校准
3. 轮询 BUSY 位，结束校准
4. 检查状态位，确定校准成功或失败
5. 参考电压已经在受控条件下采样和转换，用以确定校正值（偏移、增益和电容错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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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 SAR ADC：进行 ADC 校准的示例代码
/* Perform Calibration */
/* 1. Configure the ADC operating clock for 40MHz operation (program ADCLKSEL=0b */
/*

for 80 MHz system clock)

ADC_1->MCR |=ADC_MCR_ADCLKSEL(1);

*/
/* AD_clk frequency is half bus clock frequency */

/* 2. Bring ADC from power down state to active conversion (program PWDN =0b) */
ADC_1->MCR &= ~ADC_MCR_PWDN_MASK; /* Resetting this bit will start ADC transition to IDLE mode */
//while ((ADC_0->MSR & ADC_MSR_ADCSTATUS_MASK )!= 0){}
/* 3. Configure the Calibration BIST Control and status register (CALBISTREG) for */
/*

TEST conditions. The default values are set for maximum accuracy (recommended). */

ADC_1->CALBISTREG = (ADC_CALBISTREG_RESN(0) |
ADC_CALBISTREG_TSAMP(3) |
ADC_CALBISTREG_CALSTFUL_MASK |
Calibration process */

/* RESN=0: 14-bit resolution selected */

/* TSAMP=3: 32 cycle of ADC clk for Sample period in

ADC_CALBISTREG_NR_SMPL(3)| /* Enable full range (conversions start from bit 15) */
ADC_CALBISTREG_AVG_EN_MASK | /* ADC Calibration Result Average feature enabled */
/* 4. Start calibration (program TEST_EN =1b), calibration start immediately. */
ADC_CALBISTREG_TEST_EN_MASK); /* Enable the Calibration (self clearing) */
/* 5. Poll the status of C_T_BUSY for 0. (wait until it becomes '0') */
while( (ADC_1->CALBISTREG & ADC_CALBISTREG_C_T_BUSY_MASK) !=0 ) { }
/* 6. Check the TEST_FAIL to know the final status. If '1' then calibration failed. */
if ((ADC_1->CALBISTREG & ADC_CALBISTREG_TEST_FAIL_MASK )!=0 )
{
SIUL2->GPDO50 |= SIUL2_GPDO50_PDO_n_MASK;
while( 1 ) {}

/* Drive high on PTB 18 to turn-on LED D33 */

/* Trap CPU due to ADC calibration failure */

}
/* 7. Check the status of CALIBRTD bit. If calibration is successful this bit will be '1'. */
if ((ADC_1->MSR & ADC_MSR_CALIBRTD_MASK ) == 0 )
{
SIUL2->GPDO50 |= SIUL2_GPDO50_PDO_n_MASK;
while( 1 ) {}

/* Drive high on PTB 18 to turn-on LED D33 */

/* Trap CPU due to ADC calibration failure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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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SAR ADC 时钟配置用例
此示例针对模数转换器实例 0 执行时钟配置。
ADC_0 MODULE_CLK 来自 M7_CORE_CLK（即 160MHz）。
当使用 FIRC 作为源时，可以绕过预分频器。预分频器应受到控制，使模拟区块的时钟频率小于
或等于 80 MHz。
转换时钟的频率必须在“组件数据表”中规定的限制范围内。
ADC 模拟区块的最低运行速度为 6 MHz（使用 FIRC/2 作为系统时钟源，
MC_CGM.MUX_0_DC_O[DIV]作为 1 'b1，使用 ADC 预分频器。然而，需要重点考虑的一点是
ADC 结果会衰减。
下图显示了最重要的 ADC 时钟配置路径。
确保 AD_clk 小于
或等于 80MHz
模块

Slot 编号

图 18. ADC 时钟配置工作流程

5.2.1. 针对 ADC_0 的 SAR ADC 时钟配置示例代码
/* ADC0 Clocking */
/* Configure Clock for Analog-to-digital converter 0 */
/* ADC_0 MODULE_CLK is from M7_CORE_CLK (i.e. 160MHz) */
MC_ME->PRTN0_COFB1_CLKEN |= MC_ME_PRTN0_COFB1_CLKEN_REQ58(1); /* REQ58:
Analog-to-digital converter 0 */
MC_ME.PRTN0_PCONF.B.PCE = 1;
/* PCE=1: Enable the clock to
Partition #0 */
MC_ME->PRTN0_PUPD
|= MC_ME_PRTN0_PUPD_PCUD_MASK;
/* PCUD=1:
Trigger the hardware process */
MC_ME->CTL_KEY = 0x5AF0; /* Enter key */
MC_ME->CTL_KEY = 0xA50F; /* Enter inverted key */
while(!(MC_ME->PRTN0_COFB1_STAT & MC_ME_PRTN0_COFB1_STAT_BLOCK58_MASK)) { }
/* Wait until ADC_0 clock is running */
/* ADC0 Set-up */
ADC_0->MCR |= ADC_MCR_PWDN_MASK;
/* Power down before initialization */
/* the analog module is requested
to enter Power Down mode */
/* ADCLKSEL is modifiable only in
power-down mode */
ADC_0->MCR |= ADC_MCR_OWREN_MASK;
/* Enable overwriting older conversion
模数转换器指南——规格与配置，第 0 版，2021 年 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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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SAR ADC 周期链转换用例
此示例展示了模数转换器实例 0 的周期链转换配置和执行。
在示例代码中，顺序通道 54 和 55 得到启用，在 PIT 触发的每 10ms 执行正常链式转换。在一次
性操作模式下。
对于这种情况，要考虑的一点是：转换数据是右对齐写入的（即位 14 到 0），并且配置设置已启
用，以选择外部触发的上升沿，以启动 ADC 正常链转换。
下图显示了 ADC 周期链转换用例中最重要的路径和寄存器配置。
主配置寄存器（MCR）
PIT_1 ch0
时停

样本
ch54

转换
ch54

样本
ch55

转换
ch55

PIT_1 ch0
时停
ECH 中断

常规链末端
中断请求

中断屏蔽寄存器（IMR）

中断

模拟源

读取转换
结果

SAR
控制

外部电路

样本
ch54

MUX
控制
输出

常规转换屏蔽寄存器 1（NCMR1）

硬件触发
输入

图 19. 周期链转换工作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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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1. 针对 ADC_0 5.2.1.的 SAR ADC 周期链转换示例代码

void ADC_0_Handler(void)
{
if(( ADC_1->ISR & ADC_ISR_ECH_MASK) != 0 ) /* Interrupt by ECH? */
{
EMIOS_1->CH.UC[19].B = ( uint16_t)( ADC_1->ICDR[54] & 0x7FFF ); /* PWM trailing edge
count value */
EMIOS_1->CH.UC[27].B = ( uint16_t)( ADC_1->ICDR[55] & 0x7FFF ); /* PWM trailing edge
count value */
ADC_1->ISR |= ADC_ISR_ECH_MASK; /* Write 1 to clear ECH flag */
}
}

注意
无论哪种“RESN”配置，ADC 模块的结果均为 15 位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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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SAR ADC 注入转换用例
该示例为模数转换器实例 0 配置并执行了注入转换。
在示例代码中，通道 55 在连续通道 54 的正常链转换的中间被转换。
下图显示了 ADC 注入转换用例中最重要的路径和寄存器配置。
工作流程
软件常规链
扫描触发
样本
ch54

转换
ch54

主配置寄存器（MCR）

软件注入
触发
样本
ch54
ECH 中断

转换
ch54

样本
ch54

转换
ch54

ECH 中断

样本
ch55

转换
ch55

ECH 中断

样本
ch54

转换
ch54

ECH 中断

样本
ch54
ECH 中断

中断屏蔽寄存器（IMR）
常规链软件
触发

模拟源

常规链末端中断
请求

软件触发和
中断
SAR
控制

外部电路

MUX
控制
输出

注入链软件触发
注入链末端中断
请求

常规转换屏蔽寄存器 1（NCMR1）

注入转换屏蔽寄存器 1（JCMR1）

读取转换结果

图 20. 注入转换工作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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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1. SAR ADC 注入转换示例代码
/* Configure normal chain conversion for ch54 and ch55 by CPU software trigger */
ADC_0->CALBISTREG |= ADC_CALBISTREG_RESN(1);/* RESN=1: 12-bit resolution selected */
ADC_0->CTR0 |= ADC_CTR0_INPSAMP(0x20);/* Set the sampling phase duration */
ADC_0->MCR |= ADC_MCR_MODE(1);
ADC_0->MCR |= ADC_MCR_WLSIDE(0);
14 to 0) */

/* MODE=1: Scan operation mode */
/* WLSIDE=0: The conversion data is written right aligned (bits

ADC_0->MCR |= ADC_MCR_TRGEN_MASK(0);

/* TRGEN=0: The External trigger is Disabled*/

ADC_0->IMR |= ADC_IMR_MSKECH_MASK;

/* Enable end of Normal Chain conversion interrupt */

ADC_0->IMR |= ADC_IMR_MSKJECH_MASK;

/* Enable end of Injected Chain conversion interrupt */

/* Enable ch54 for normal chain conversion */
ADC_0->NCMR1|= ADC_NCMR1_CH54_MASK; // CH54 ADC0_ //ADC1_S10
/* Enable ch55 for injected chain conversion */
ADC_0->NCMR1|= ADC_JCMR1_CH55_MASK; // CH55 ADC0_ //ADC1_S10
ADC_0->MCR &= ~ADC_MCR_PWDN_MASK;

/* Resetting this bit will start ADC transition to IDLE mode */

void ADC_0_Handler(void)
{
if(( ADC_1->ISR & ADC_ISR_ECH_MASK) != 0 ) /* Interrupt by ECH? */
{
EMIOS_1->CH.UC[19].B = ( uint16_t)( ADC_1->ICDR[54] & 0x7FFF ); /* PWM trailing edge count
value */
ADC_1->ISR |= ADC_ISR_ECH_MASK; /* Write 1 to clear ECH flag */
}
if(( ADC_1->ISR & ADC_ISR_ECH_MASK) != 0 ) /* Interrupt by ECH? */
{
EMIOS_1->CH.UC[27].B = ( uint16_t)( ADC_1->ICDR[55] & 0x7FFF ); /* PWM trailing edge count
value */
ADC_1->ISR |= ADC_ISR_ECH_MASK; /* Write 1 to clear ECH flag */
}
}

注意
无论哪种“RESN”配置，ADC 模块的结果均为 15 位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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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为何进行 ADC 校准
电容器尺寸匹配和放大器增益在制造过程中就会有所差异，且在各种运行环境影响下会发生变
化，转换结果就会存在误差。

比较器

数字输出

SAR 逻辑
图 21. 典型 SAR ADC 配置

为了减少误差，ADC 提供了校准功能。
事先采样和转换了参考电压，用以确定偏移、增益和电容错配的校准值。
这些校准值（增益校准除外）会用在结果后期处理步骤，从而减少误差。在采样阶段，会使用增益
校准，从而定义要加载的额外电荷，以补偿增益故障。
每次通电复位后，以及运行需要时，都需要进行校准。如果工作条件（尤其是 VrefH）发生变化，
建议也运行校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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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ADC 转换时间
对于正常转换和注入转换，ADC 总转换时间（之于模块时钟周期）使用以下等式计算：
总转换时间= ([(PST + ST + CT + DP)*链的长度] + TPT) * TAD_clk
公式 7 总 ADC 转换时间

其中：
TCT：ADC 总转换时间
PST：预采样阶段时间（可配置）
ST：采样阶段时间（可配置）
CT：比对阶段时间（固定 – 4 AD_CLK 周期/位）
DP：数据处理时间（固定 – 2 AD_CLK 周期）
TPT：触发处理时间（固定 – 2 IPG_CLK 周期，AD_CLK=IPG_CLK/2）
TAD_clk：ADC 工作时钟

B.1 ADC 转换时间示例
SAR ADC 条件如下所示：
未选择预采样
•

保持默认采样时间（22 个周期）

•

转换时间（4 个周期/位）

•

ADC 分辨率 12 位+1 位用于特殊电容器（CS）

•

3 个通道在 NCMRn 寄存器中编程（链=3）

•

SAR 控制器时钟等于 ipg_clock（80 MHz，T=12.5 ns）

•

3 次转换所需的总时间为：
总转换时间=([(0 + 22 + (4*13) + 2) * 3] + 1 ) * TAD_clk
= 229 周期* 12.5 ns
~= 2.862 μs
公式 8 ADC 总转换时间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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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ADC 自检
对于安全应用，定期检查 ADC 是否正常工作非常重要。
现已实施以下检测算法：
电源自检（算法 S）：包括带隙电压和 VREF 电压的转换。供应检测转换必须是一个原子操作
（也就是说，所有电源算法转换必须一个接一个地执行，其间没有函数转换）。
•

第 0 步 - 带隙电压的电源自检

•

第 1 步 - VRH 电源自检

•

第 2 步 - VRH 电源自检

电容自检（算法 C）：根据算法 C 的定义，包括了一系列检测步骤，该算法执行用于采样和转
换的 CDAC 的电容矩阵。
第 0 到 11 步 - 电容自检。
位

复位

图 22. 自检配置寄存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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