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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evolution in Sensing
World’s First Inductance-to-Digital Converter

Design Resources and References

TM

E2E Inductive Sensing Forum
ti.com/e2eldc

LDC1000 Inductance-to-Digital Converter 

To learn more about TI’s inductive sensing technology, visit ti.com/ldc:

•	Product	samples	

•	Datasheet	and	app	note

•	Demo	videos

•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system	-	software,	evaluation	modules,	 
WEBENCH® support

LDC1000 Key Specifications
•	Oscillation	frequency:	5	kHz	to	5	MHz

•	Oscillation	amplitude:	1,2,4	VPP

•	Eddy	current	losses	(RP) measurement
   Range:	798	Ω	to	3.93	MΩ
   RP	resolution:	16-bit

•	 Inductance	(L)	measurement
   L	resolution:	24-bit

•	Maximum	output	data	rate:	78	kHz

•	Supply	current:	1.7	mA

•	Package:	SON-16

•	 Interface:	SPI

EVM Key Features
•	EVM	and	GUI	provide	complete	prototyping	and	evaluation	platform

•	USB	interface	allows	control	and	evaluation	of	LDC1000	with	GUI

•	Includes	14	mm	2-layer	PCB	coil	sensor

•	Included	coil	can	be	removed	to	allow	prototyping	with	other	coils,	springs,	or	inductors

•	Coil	and	LDC1000	board	section	can	be	removed	to	interface	with	other	MCUs	 
or	allow	multi-channel	prototyping

LDC1000 Evaluation Module (EV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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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s
Inductive sensing technology is changing the 
way customers build their systems in many 
markets including:

•	Automotive

•	 Industrial

•	Consumer	

•	Medical	

•	Computing	

•	Mobile	devices

•	White	goods

•	Communications	

感测技术领域里的一场革命
世界首款电感至数字转换器

电感式感测

2013年度

LDC1000 电感至数字转换器

LDC1000 的主要规格

• 振荡频率：5 kHz 至 5 MHz
• 振荡幅度：1、2、4 VPP
• 涡流损耗 (RP) 测量

 o 范围：798 Ω 至 3.93 MΩ

 o RP 分辨率：16 位

• 电感 (L) 测量

 o L 分辨率：24 位

• 最大输出数据速率：78 kHz
• 电源电流：1.7 mA
• 封装：SON-16
• 接口：SPI

应用

电感式感测技术正逐步地改变着客

户在许多市场上构建其系统的方

式，这些市场包括：

• 汽车

• 工业

• 消费

• 医疗

• 计算

• 移动设备

• 白色家电

• 通信

EVM 的主要特点

• EVM 和图形用户界面 (GUI) 提供了完整的原型设计和评估平台

• USB 接口可利用 GUI 完成 LDC1000 的控制和评估

• 包括 14 mm 双层 PCB 线圈传感器

• 可以把随附的线圈去掉，以便使用其他的线圈、弹簧或电感器进行原型设计

• 可以将线圈和 LDC1000 插板部分去掉，以与其他的 MCU 相连接或实现多

通道原型设计

设计资源与参考

LDC1000 评估模块 (EVM)

TM 社区

E2E 电感式感测论坛
ti.com/e2eldc

如需了解更多有关 TI 电感式感测技术的信息，敬请访问 ti.com/ldc：

• 产品样本

• 数据表和应用笔记

• 演示视频短片

• 丰富齐全的评估系统 － 包含软件、评估模块、WEBENCH® 支持等

ZHCB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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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uctive Sensing Technology Modes of Operation 

A Revolution in Sensing
Inductive	sensing	is	a	new,	contact-less,	magnet-free	technology	that	
revolutionizes	sensing	by	delivering	better	performance,	better	reliability,	and	
greater	flexibility	than	existing	solutions,	at	a	lower	system	cost.	The	LDC1000	is	
the	world’s	first	inductance-to-digital	converter	that	enables	inductive	sensing.	

Better Performance and Reliability
The	LDC1000	provides	16-bit	resonance	impedance	and	24-bit	inductance	
values,	enabling	sub-micron	resolution	in	position-sensing	applications.	Inductive	
sensing	is	also	immune	to	non-conductive	interferences	such	as	dirt	and	dust	
and	it	supports	remote	sensor	placement,	making	it	well-suited	for	extreme	and	
harsh environments.

Lower System Cost
The sensor is virtually free because the sensor can be a wound wire, a coil on a 
PCB, a coil printed with conductive ink on a flexible substrate, or even a simple 
spring.	You	also	avoid	the	high	costs	of	magnets,	especially	those	requiring	 
rare-earth	materials.

Limitless Design Possibilities
Low-cost	implementations	of	conductive	targets	via	pressed	foil	or	conductive	
ink offer endless opportunities for creative and innovative system design, even in 
the presence of other metals or conductors.

Advantages of Inductive Sensing
•	Lower	system	costs

•	Remote	sensor	location

•	Higher	reliability

•	Greater	system	design	flexibility

•	Magnet-free	operation

•	Sub-micron	resolution

•	Contact-less	sensing

•	Immunity	to	non-conductive	interferences

•	Limitless	design	possibilities

Inductive sensing can be used to measure the position, motion, or composition 
of a metal or conductive target, as well as detect the compression, extension,  
or twist of a sp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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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3

Axial position sensing

Lateral position sensing

Lateral position sensing with z-axis insensitivity

Partial rotation sensing

Full rotation sensing with z-axis insensitivity

Gear-tooth counting – perpendicular to coil

Compression, extension, and twist  
using a spring as a sensor

Gear-tooth motion – parallel to coil

Metal composition identification

电感式感测技术 电感式感测技术

感测技术领域里的一场革命

电感式感测是一种非接触式的无磁新技术，其通过以较低的系统成本提供优于现有解决方案

的性能、可靠性和灵活性，彻底地变革了感测技术。LDC1000 是世界上首例实现了电感式感

测的电感至数字转换器。

更好的性能与可靠性

LDC1000 提供了 16 位的谐振阻抗和 24 位的电感值，从而可在位置感测应用中实现亚微米的

分辨率。另外，电感式感测还可耐受诸如污垢和灰尘等非导电干扰，并且支持布设远程传感

器，从而使其非常适合于极端环境和严酷环境。

较低的系统成本

这种传感器几乎是免费的，因为它可以是一段绕线、PCB 上的一个线圈、采用导电墨水印

刷在柔性衬底上的一个线圈、甚至是一个简单的弹簧。此外，您还可以避免使用高成本的磁

体，特别是那些需要采用稀土材料的磁体。

无限的设计可能性

利用压箔或导电墨水制作的低成本导电靶实现方案可为创造性和创新性系统设计提供无尽的

机会，即使在存在其他金属或导体的情况下也不例外。

电感式感测的优点

• 较低的系统成本

• 远程传感器布设

• 较高的可靠性

• 更大的系统设计灵活性

• 无磁式操作

• 亚微米分辨率

• 非接触式感测

• 具有抗非导电干扰的能力

• 无限的设计可能性

电感式感测可用于测量某种金属或导电靶的位置、运动或成分，以及检测弹簧的压缩、拉伸

或扭曲。

LD
C

 输
出

LD
C

 输
出

LD
C

 输
出

LD
C

 输
出

LD
C

 输
出

LD
C

 输
出

LD
C

 输
出

位置

角度

输出 3 输出 1 输出 2

齿轮数

齿轮数

位置

位置

角度 (°)

轴向位置感测

对 z 轴不敏感的全程旋转感测

齿轮齿计数 － 与线圈垂直

齿轮齿运动 － 与线圈并行

采用弹簧作为传感器时
的压缩、拉伸和扭曲

金属成分鉴别

横向位置感测

对 z 轴不敏感的横向位置感测

部分旋转感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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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重要要声声明明

德州仪器(TI) 及其下属子公司有权根据 JESD46 最新标准, 对所提供的产品和服务进行更正、修改、增强、改进或其它更改， 并有权根据
JESD48 最新标准中止提供任何产品和服务。客户在下订单前应获取最新的相关信息, 并验证这些信息是否完整且是最新的。所有产品的销售
都遵循在订单确认时所提供的TI 销售条款与条件。

TI 保证其所销售的组件的性能符合产品销售时 TI 半导体产品销售条件与条款的适用规范。仅在 TI 保证的范围内，且 TI 认为 有必要时才会使
用测试或其它质量控制技术。除非适用法律做出了硬性规定，否则没有必要对每种组件的所有参数进行测试。

TI 对应用帮助或客户产品设计不承担任何义务。客户应对其使用 TI 组件的产品和应用自行负责。为尽量减小与客户产品和应 用相关的风险，
客户应提供充分的设计与操作安全措施。

TI 不对任何 TI 专利权、版权、屏蔽作品权或其它与使用了 TI 组件或服务的组合设备、机器或流程相关的 TI 知识产权中授予 的直接或隐含权
限作出任何保证或解释。TI 所发布的与第三方产品或服务有关的信息，不能构成从 TI 获得使用这些产品或服 务的许可、授权、或认可。使用
此类信息可能需要获得第三方的专利权或其它知识产权方面的许可，或是 TI 的专利权或其它 知识产权方面的许可。

对于 TI 的产品手册或数据表中 TI 信息的重要部分，仅在没有对内容进行任何篡改且带有相关授权、条件、限制和声明的情况 下才允许进行
复制。TI 对此类篡改过的文件不承担任何责任或义务。复制第三方的信息可能需要服从额外的限制条件。

在转售 TI 组件或服务时，如果对该组件或服务参数的陈述与 TI 标明的参数相比存在差异或虚假成分，则会失去相关 TI 组件 或服务的所有明
示或暗示授权，且这是不正当的、欺诈性商业行为。TI 对任何此类虚假陈述均不承担任何责任或义务。

客户认可并同意，尽管任何应用相关信息或支持仍可能由 TI 提供，但他们将独力负责满足与其产品及在其应用中使用 TI 产品 相关的所有法
律、法规和安全相关要求。客户声明并同意，他们具备制定与实施安全措施所需的全部专业技术和知识，可预见 故障的危险后果、监测故障
及其后果、降低有可能造成人身伤害的故障的发生机率并采取适当的补救措施。客户将全额赔偿因 在此类安全关键应用中使用任何 TI 组件而
对 TI 及其代理造成的任何损失。

在某些场合中，为了推进安全相关应用有可能对 TI 组件进行特别的促销。TI 的目标是利用此类组件帮助客户设计和创立其特 有的可满足适用
的功能安全性标准和要求的终端产品解决方案。尽管如此，此类组件仍然服从这些条款。

TI 组件未获得用于 FDA Class III（或类似的生命攸关医疗设备）的授权许可，除非各方授权官员已经达成了专门管控此类使 用的特别协议。

只有那些 TI 特别注明属于军用等级或“增强型塑料”的 TI 组件才是设计或专门用于军事/航空应用或环境的。购买者认可并同 意，对并非指定面
向军事或航空航天用途的 TI 组件进行军事或航空航天方面的应用，其风险由客户单独承担，并且由客户独 力负责满足与此类使用相关的所有
法律和法规要求。

TI 已明确指定符合 ISO/TS16949 要求的产品，这些产品主要用于汽车。在任何情况下，因使用非指定产品而无法达到 ISO/TS16949 要
求，TI不承担任何责任。

产产品品 应应用用

数字音频 www.ti.com.cn/audio 通信与电信 www.ti.com.cn/telecom

放大器和线性器件 www.ti.com.cn/amplifiers 计算机及周边 www.ti.com.cn/computer

数据转换器 www.ti.com.cn/dataconverters 消费电子 www.ti.com/consumer-apps

DLP® 产品 www.dlp.com 能源 www.ti.com/energy

DSP - 数字信号处理器 www.ti.com.cn/dsp 工业应用 www.ti.com.cn/industrial

时钟和计时器 www.ti.com.cn/clockandtimers 医疗电子 www.ti.com.cn/medical

接口 www.ti.com.cn/interface 安防应用 www.ti.com.cn/security

逻辑 www.ti.com.cn/logic 汽车电子 www.ti.com.cn/automotive

电源管理 www.ti.com.cn/power 视频和影像 www.ti.com.cn/video

微控制器 (MCU) www.ti.com.cn/microcontrollers

RFID 系统 www.ti.com.cn/rfidsys

OMAP应用处理器 www.ti.com/omap

无线连通性 www.ti.com.cn/wirelessconnectivity 德州仪器在线技术支持社区 www.deyisuppor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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