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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看门狗和手动复位功能的低功耗复位集成电路 

CN825 系列

概览： 

CN825 系列集成电路是监控电源电压的微

处理器复位芯片，内部集成有电压检测单

元，定时器，看门狗和手动复位单元。CN825

系列器件减小了系统的复杂度，提高了系统

的可靠性。 

CN825 系列在电源电压低于复位阈值时产

生复位信号。复位阈值在芯片内部固定，精

度 1%。看门狗定时器的定时时间是 1.6 秒。

CN825 系列芯片同时提供低有效复位输出

和高有效复位输出。 

CN825 系列芯片非常适合于汽车电子，计算

机，微控制器和智能仪器等应用。 

CN825 采用 6 管脚的 SOT-23 封装。 

 

 

 

 

应用： 

⚫ DSP，计算机，微控制器 

⚫ 工业设备 

⚫ 智能仪器 

⚫ 电池供电的装置 

 

 

 

特点： 

⚫ 芯片内部固定的复位阈值 

⚫ 在VCC低至 1.1V时保持有效复位

输出 

⚫ 复位阈值范围：1.8V 到 5.0V 

⚫ 复位阈值精度：±1% 

⚫ 低工作电流：2.7uA@VCC 低于复

位阈值 

⚫ 复位信号脉冲宽度：典型值 200ms 

⚫ 看门狗定时时间：典型值 1.6 秒 

⚫ 低有效和高有效两个复位输出 

⚫ 可过滤电源上瞬态低电压脉冲 

⚫ 采用 SOT-23-6 封装 

⚫ 工作环境温度范围：            

–40°C 到 +85°C 

⚫ 产品无铅，满足 rohs，不含卤素 

 

 

管脚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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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应用电路:  

 

    图 1  典型应用电路 

器件列表 

型号 复位阈值 复位有效电平 印字 工作环境温度范围 

CN825S 2.93V 低和高 825S －40℃--85℃ 

CN825R 2.63V 低和高 825R －40℃--85℃ 

CN825Z 2.32V 低和高 825Z －40℃--85℃ 

 

 

订购信息： 

型号 封装形式 包装 工作环境温度范围 

CN825X SOT23-6 编带，采用盘装，每盘 3000 只 －40℃ to 85℃ 

注: “X” 代表 S, R,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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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框图:  

                                                          

图 2   CN825 功能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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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脚描述： 

序号 符号 描述 

1 MR
 

手动复位输入端。当 管脚被拉到低电平时，会触发一个复位脉冲。

在芯片内部 管脚有一个 50K 欧姆的上拉电阻，所以此管脚可以悬空，

也可以用 CMOS 电平驱动，也可以用漏极开路输出或集电极开路输出

驱动。 

2 GND 输入电源负输入端。芯片的接地端（Ground）。 

3 RESET
 

低有效复位输出管脚。当输入电源 VCC 管脚电压低于复位阈值或者

管脚处于低电平或者看门狗定时器溢出时， 管脚处于低电平。

当输入电源 VCC 管脚电压大于复位阈值或者 管脚变为高电平或者

看门狗定时器结束定时后，管脚 继续处于低电平至少 140 毫秒，

然后转为高电平。  

4 VCC 

输入电源正输入端。CN825 通过此管脚供电，此管脚电压也持续被监

测，并与复位阈值比较。当 VCC 管脚电压低于复位阈值时， 管

脚输出低电平，RESET 管脚输出高电平。 

5 RESET 

高有效复位输出管脚。当输入电源 VCC 管脚电压低于复位阈值或者

管脚处于低电平或者看门狗定时器溢出时，RESET 管脚处于高电平。

当输入电源 VCC 管脚电压大于复位阈值或者 管脚变为高电平或者

看门狗定时器结束定后，RESET 管脚继续处于高电平至少 140 毫秒，

然后转为低电平。 

6 WDI 

看门狗输入管脚。如果 WDI 持续 1.6 秒（典型值）维持高电平或者低

电平不变，看门狗定时器溢出，触发有效复位输出，即 管脚输

出低电平，RESET 管脚输出高电平。如果不希望触发复位输出，那么

在看门狗定时器溢出之前，需要改变 WDI 管脚的逻辑状态，即将 WDI

管脚从高电平转到低电平或者从低电平转到高电平。 

 

极限参数： 

管脚电压(相对于 GND)：                      热阻………………………..…..………220℃/W 

 VCC…………………………-0.3V to 6.5V        存储温度………………...….....－65℃ to 150℃ 

 其它管脚… ……….………..-0.3V to VCC        最高结温……………………………….....150℃ 

 管脚电流                                   工作环境温度……….…………..－40℃ to 85℃ 

 VCC………………………………….20mA        焊接温度(10 秒)…………………………..260℃ 

 其它管脚………………………...…..20mA             

               

  

超出以上所列的极限参数，可能造成器件的永久损坏。以上给出的仅仅是极限范围，在这样的极限

条件下工作，器件的技术指标将得不到保证，长期在这种条件下工作还会影响器件的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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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气参数 

(VCC=3V，TA=－40℃ to 85℃，典型值在 TA=25℃时测得，除非另有注明) 

参数 符号 测试条件 最小   典型     最大 单位 

工作电压范围 VCC  1.1              6.5 V 

电源电流 IVCC 
VCC 电压低于复位阈值 2       2.7       3.7 

uA 
VCC 电压高于复位阈值 10      16        22 

复位阈值 VRES 

CN825L，VCC 电压下降 4.58    4.63     4.68 

V 

CN825M，VCC 电压下降 4.33    4.38     4.43 

CN825T，VCC 电压下降 3.04    3.08     3.12 

CN825S，VCC 电压下降 2.9     2.93     2.96 

CN825R，VCC 电压下降 2.60    2.63     2.66 

CN825Z，VCC 电压下降 2.297   2.32    2.343 

CN825Y，VCC 电压下降 2.168   2.19    2.212 

复位阈值回滞 HVRES        0.02VRES V 

复位脉冲宽度 tRES  140     200      280 ms 

或 RESET 

 管脚输出电压 

VOH1 
ISOURCE=1mA 

ISOURCE=8uA,VCC=1.1V 

VCC–1 

1.0 
V 

VOL1 
ISINK=3.2mA 

ISINK=150uA,VCC=1.1V 

0.3 

0.3 
V 

看门狗定时时间 tWD  0.95     1.6     2.25 秒 

WDI 管脚 

WDI 输入电流 IWDI  -50              +50 nA 

WDI 脉冲宽度 tWP  50 纳秒 

WDI 输入电平 
 低电平            0.25*VCC 

V 
 高电平 0.75*VCC 

管脚 

上拉电阻   38      50       62 KΩ 

脉冲宽度 TMR  1 微秒 

输入电平 
 低电平            0.25*VCC 

V 
高电平 0.75*VCC 

到复位信号延

时 
tMD                500 纳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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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细描述： 

CN825 系列复位芯片用来监测微处理器，控制器，DSP 和存储器等数字单元的电源。在被监测电源

上电，掉电或者瞬态低电压时，CN825 系列芯片输出复位信号，防止指令执行错误。 

CN815 系列集成电路的复位阈值在内部固定，精度为 1%。 

复位输出信号 RESET 和  

当 VCC 管脚电压超过 1.1V 后，CN825 系列复位芯片在 RESET 管脚输出高有效复位信号，在

管脚输出低有效复位信号；随着 VCC 电压增加，复位输出仍然有效，只有当 VCC 管脚电压大于复

位阈值的 1.02 倍时，CN825 内部定时器经过典型值 200 毫秒（最小值 140 毫秒）延时后，RESET

管脚变为低电平， 管脚变为高电平，允许微处理器等数字电路单元正常工作。如果 VCC 管

脚电压下降到复位阈值以下持续时间大于芯片内部的干扰滤波时间，CN825 内部复位信号脉冲宽度

计时器被清零，重新开始计时，有效复位信号脉冲宽度会至少持续另一个 140 毫秒。在 VCC 管脚掉

电时，CN825 输出有效复位信号，且直到 VCC 管脚电压下降到 1.1V 时，复位信号都将保持有效。 

看门狗定时器 

CN825 系列复位芯片包含有看门狗定时器，用来监测微处理器等数字单元的活动。如果微处理器等

数字单元没有在 1.6 秒（典型值）时间内改变 WDI 管脚的逻辑状态（高电平变低电平或低电平变高

电平），看门狗定时器将溢出，触发有效复位信号，在 管脚和 RESET 管脚输出持续时间至少

140 毫秒的有效复位信号。  

当 VCC 管脚电压低于复位阈值或者 管脚处于低电平时，看门狗定时器被清零。  

WDI 管脚最小脉冲宽度 50 纳秒。如果 WDI 管脚脉冲宽度小于 50 纳秒，CN825 无法检测到 WDI 管

脚的逻辑状态改变。 

手动复位 

许多微处理器等数字单元需要有手动复位功能，允许操作员，工程师或者其它控制模块能够触发有

效复位输出。CN825提供低有效的手动复位输入端 管脚。当 管脚处于低电平时， 管脚

和RESET管脚输出有效复位信号。当 管脚变为高电平后， 管脚和RESET管脚将继续保持

至少140毫秒的有效复位输出，然后 管脚转为高电平，RESET管脚转为低电平。  

在CN825内部， 管脚与VCC管脚之间有50K欧姆的上拉电阻，所以当不使用手动复位功能时，

管脚可以悬空。 管脚可以由CMOS电平驱动，也可以由漏极开路输出或者集电极开路输出驱动。 

在 管脚与地（GND）之间连接一个接触开关即可实现手动复位功能，不需要外部去抖动电路。 如

果 管脚经过一段比较长的导线驱动或者CN825工作于电磁干扰比较严重的环境中，那么从 管脚

到地（GND）之间接一个0.1uF的贴片陶瓷电容有助于滤除电磁干扰。 

CN825 系列的工作时序图如图 3 和图 4 所示。  

 

图 3  看门狗工作时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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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复位输出时序图 

应用信息 

确保 VCC 管脚电压低至 0V 时保持有效复位输出 

当 VCC 管脚电压低于 1.1V 时，CN825 的 管脚和 RESET 管脚不再吸收或输出电流，因此复

位输出信号处于不定状态。 此时如果在 管脚与地（GND）之间加一个下拉电阻，在 RESET

管脚与 VCC 管脚之间加一个上拉电阻可以使得复位输出信号即使在 VCC 低至 0V 时仍然保持有效

输出，如图 5 所示。取决于具体应用条件和环境，电阻值一般在 300K 欧姆到 1.5M 欧姆之间。 

          

图 5  保证在 VCC=0V 时有效复位输出 

VCC管脚瞬态负向电压脉冲 

CN825系列复位芯片能够滤除VCC管脚短时间的瞬态负向电压脉冲，而不会触发有效复位输出。表1

列出了与负向脉冲幅度相关的不触发复位输出的最大负向脉冲宽度。从表中可以看到，当负向脉冲

的幅度增加时，所允许的不触发复位输出的最大脉冲宽度是减小的。这里所说的负向脉冲幅度指的

是复位阈值与负向脉冲的最低电压的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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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负向脉冲幅度 不触发有效复位输出的最大脉冲宽度 

10mV 25us 

20mV 13us 

50mV 8us 

100mV 5us 

在VCC管脚与地（GND）之间加一个0.1uF的贴片陶瓷电容可以增大不触发有效复位输出的最大脉冲

宽度。 

微处理器看门狗程序设计的考虑 

在编制微处理器的程序时，WDI输入应该在程序的不同程序段被置高和置低，而不是在一个程序段

向WDI管脚输出一个脉冲信号。这样可以避免程序运行陷入无限循环。 

在程序中，连续两个WDI管脚置高或置低操作的时间间隔应该小于看门狗定时时间的最小值（0.95

秒）。否则将触发不准确的有效复位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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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装信息 

 

本文中所描述的电路仅供参考，上海如韵电子有限公司对使用本文中所描述的电路不承担任何责任。

上海如韵电子有限公司保留对器件设计或者器件的技术规格书随时做出修改而不特别通知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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