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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一科技推出 3W(5V/4ohm) 立体声免电感滤波器

之 D类音频功放 IC TMPA3156DS. 其工作电压从 1.8V 到

5.5V, 工作效率达 90%, 免散热片 , 总静态电流 5.6mA.

TMPA3156DS 除了有开关机控制 (Shut Down) 以外

还有快速静音控制 (Mute). 其关机电流小于 0.4uA, 快

速静音则将输出讯号置于 50% duty cycle. TMPA3156DS

内含爆音消除电路 , 在热插拔 , 开关机 , 静音或解除

静音时皆无爆音产生 .

TMPA3156DS 含有两段电压增益控制 , 方便系统设计

. TMPA3156DS 并内含温度保护电路及输出过电流保护电

路 , 其皆具有自动恢复功能 . 过电流保护状态下只消

耗极低的电流量 (2mA/Chanel), 此极低的电流量可以确

保在过电流或短路的状况下不会影响 IC 的可靠度 .

TMPA3156DS 以平衡式讯号输入 , 其提供极佳的

电源噪音抑制效果 , 适用于高音质之音频功率放大器

, 其封装为 TSSOP20, 方便使用于 Notebook PC, iPod 

Docking, iPad/iPad Docking, MP3/ 插卡音箱 , 中小

尺寸 LCD Monitor, LCD TV 或主动式音箱 . 

震一科技推出双声道 D类音频功放 IC

超低压差 LDO 专注更高能效

恩智浦半导体 (NXP) 近日宣布其 LD6806CX4 超低压

差稳压器 (LDO) 开始供货。有数据显示，目前平均每

部智能手机中会使用 2.5 个 LDO，每台平板电脑会使用

2.2 个 LDO，即便是入门级功能手机中的 LDO 数量也达

到了 1.4 个。

LD6806CX4 采用超小型 0.76x0.76x0.47 mm 晶圆级

CSP 封装 (WLCSP)，具备超低压差的特性，在 200mA 额

定电流下压降仅为 60mV。此外，LD6806 LDO 系列噪声

约为 30 μVRMS，无需使用任何外部专用降噪电容，就

可有效避免稳压输出电源的变化；支持电池供电应用，

待机功耗 0.1 μA，ESD 最高达 10 Kv(HBM)，并可同时

结合过热保护和限流器。

4G 芯片制造商 Sequans 日前宣布推出三款新 FDD/

TDD LTE 基带芯片，一款配套 RF 芯片及两款新 LTE 平

台，以上产品均支持全球所有 FDD/TDD LTE 网络。2010

年，Sequans 与中国移动合作，在上海世博会期间演示

了 TD-LTE 技术，成为中国移动 TD-LTE 示范网络的一部

新 LTE 平台支持运营商向 4G 迁移

分，引起了市场的注意。而在今年 9月中国国际信息通信展

览会期间，Sequans 还演示了其旗舰芯片 SQN3010 TD-LTE。

Sequans 中 国 区 总 经 理 商 德 明 表 示， 新 推 出 的

Andromeda 和 Mont Blanc LTE 技术平台支持全球所有 TDD

与 FDD 频段 ( 从 700MHz 到 3.5GHz 以上 )。“Andromeda”

专为手持设备及平板电脑量身设计，而“Mont Blanc”则

专为移动热点、USB 加密狗与 CPE 调制解调器量身设计。

Sequans 方面称，下一代 LTE 基带解决方案均采用低功耗

40nm 工艺制造，且包含嵌入式 SDRAM。产品符合 3GPP R9 标

准，并可实现高达 150 Mbps 的 4 类吞吐量。所有芯片均符

合 VoLTE 标准，且与全套 LTE 协议栈及主机软件共同交付。

CMOS 成像解决方案的供应商 Aptina 宣布 AR0832E 背照

式 (BSI) 图像传感器准备进入生产阶段，其庞大的产品组合

将得以扩大。AR0832E 是一款 1/3.2 英寸光学格式、800 万

像素传感器，拥有 1.4 微米 BSI 像素，可拍出精致图像，将

使众多智能手机相机可以具备数码相机的性能。

AR0832E 可在广泛的照明环境中捕捉清晰视频和快照 

– 卓越的弱光性能和非凡的亮光操作使消费者无论在哪里

都可以捕捉重要时刻。Aptina 以其开发采用 Aptina A-Pix

技术的先进前照式 (FSI) 像素的丰富经验和成功历史为基

础，开发具有行业领先弱光性能的 BSI 像素。BSI 的改进之

处包括加入深光电二极管以增加全阱容量和扩大动态范围，

采用精确工程设计的像素架构实现更高的光敏度，以及利用

先进的 CFA 排齐技术降低串扰和实现更高的 QE 及颜色准确

性。

拥有 13.2 英寸光学格式、800 万像素的 AR0832E
传感器

Diodes 推出新型提高效率 P通道 MOSFET

Diodes 公司推出微型 12V P 通道强化型 MOSFET——

DMP1245UFCL，有助提升电池效率及减少电路板空间，并满

足空间局限的便携式产品设计要求。

这款新MOSFET采用超精密及高热效率的DFN1616封装，

并具有极低的导通电阻 (RDS(on)) 特性，能将传导损耗降

至最低水平，从而延长电池寿命。

DFN1616 的标准离板剖面为 0.5 毫

米，并只占 2.56 平方毫米的印刷电

路板面积 (PCB)。

同时，DMP1245UFCL 为用户提供

防静电放电 (ESD) 的增强保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