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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Note 
 

开关稳压器系列 

SPICE 宏模型的使用方法（DC/DC 篇） 

本应用笔记介绍了在仿真中使用的 SPICE 宏模型（以下称为 SPICE 模型）的导入方法以及电路符号的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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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代表性应用电路 

VOUTVIN

VEN

VIN

EN

SW

FB

GND

ON

OFF

CIN COUT

L

R1

R2

 

Figure 1. 可变输出 DC/DC 的基本电路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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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固定输出 DC/DC 的基本电路图 

 

端口名 功能 

SW 开关 Pin 

FB 输出电压设定 Pin 

VOUT 输出电压检出 Pin 

GND GND Pin 

EN Enable Pin 

VIN 输入 Pin 

 

2.  什么是 IC 的 SPICE 模型 

 

对于使用了各种 SPICE 模拟器的仿真来说，IC 内部的元件数

（节点数）增加的话，仿真时间会变长。对于使用者来说，仿

真时间当然越短越好。因此，需要将多个节点简化为少数节点

的电路。用语言描述这种被简化的电路称之为 SPICE 模型

（Figure 3）。 

但是，也有使用一个 SPICE 模型无法再现实机的所有功能动

作的情况。这时，需要使用多个 SPICE 模型进行补充。因此，

需要使用符合使用用途的 SPICE 模型。 

变更为等效电路时简化的功能示例如下所示。 

⚫ 温度特性 

⚫ 寄生元件的动作 

⚫ 异常动作 

⚫ 端口保护二极管的特性 

⚫ 端口阻抗 

除此之外还有简化的功能，如果要评价 SPICE 模型附带的建模

报告中没有的特性的话请咨询。 

 

 

Figure 3. 创建 SPICE 模型的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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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SPICE 模型的访问方法 

3.1 ROHM 官网上获取 SPICE 模型的方法 

请访问 ROHM 官网的主页(Figure 4)。 

URL 

 https://www.rohm.co.cn 

 

 

 

接下来，请按照上端标签栏的[技术支持]->[设计]->[设计仿

真模型]的顺序依次选择(Figure 5)。 

Figure 5. 链接位置的引导 

跳转到下一个画面(Figure 6)。 

 

Figure 6. 设计仿真模型的网页 

 

 在这一页上 SPICE 模型可以通过两种方法获得。 

1. 在[资料标题]下方输入商品名称进行检索。。 

2. 勾选[资料类别]、[产品大分类]、[产品中分类]的符合的复

选框，从显示的产品名称中选择。 

 

 

3.2 PSPICE Community 中获取 SPICE 模型的方法 

请浏览 PSPICE Community 内 ROHM 特设网页。 

URL 

 http://www.pspice.com/models/rohm 

 

1. 从上述站点左侧的菜单中选择[Power Management]。 

2. 接下来，单击[Switching Regulators]后，会显示已注册的

模型一览。 

3. 同意许可证后进行下载。  

https://www.rohm.co.cn/
http://www.pspice.com/models/roh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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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仿真的准备 

4.1 SPICE 模型的注册 

4.1.1 使用 PSpice 的情况 

 

 下面介绍使用 PSpice(Ver. 17.2)时的例子。 

按菜单栏中的[文件]->[新建]->[项目]的顺序单击（Figure 7）。 

 

Figure 7. 开始创建项目 

 

在出现的对话框中勾选[模拟或模拟/数字混合]，输入文件名和

保存位置，按[OK]按钮。例如将文件名为 DCDC 的文件保存在

位于桌面上的 DCDC 文件夹中。保存位置中为 SPICE 模型的.lib

扩展名文件和其符号.olb 扩展名文件（Figure 8）。 

 

Figure 8. 选择项目的类型 

在接下来出现的对话框中，勾选[创建空的项目]，并按[OK]按钮

（Figure 9）。 

 

Figure 9. 创建新项目 

 

至此，没有电路输入的新项目就创建完成了。（Figure 10）。 

 

Figure 10. 初期状态的项目显示 

 

下面开始添加 SPICE 模型和符号组。添加符号组的方法是右键

单击画面左侧的[Library]，选择[添加文件]（Figure 11）。 

 

Figure 11. 开始添加 Libr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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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出现的对话框中会显示符号文件（.olb 扩展名的文件），选择

后按[打开]按钮。这样，符号组就被注册到 Library 中了（Figure 

12）。 

 

Figure 12. Library 注册完成画面 

 

如果创建了一个新的符号，则会向该符号分配 SPICE 模型。单

击 Figure 12 注册的符号组的左侧[+]，在使用的符号上右键单

击，点击[PSpice 模型的分配]（Figure 13）。 

 

Figure 13. SPICE 模型的符号的分配 

 

如果要继续使用过去的符号，会出现“过去做过 Pin 配置“的

警告，因为要注册新的符号，所以按[是]按钮。模型导入对话框

如（Figure 14）所示。 

 

Figure 14. 模型导入对话框 

 

点击对话框右上角的[…]后会出现新的对话框。选择 SPICE 模

型文件后点击[打开]按钮（Figure 14、Figure 15）。 

 

Figure 15. 模型选择画面 

 

可用的 SPICE 模型会被列出，选择需要使用的模型，然后按[下

一步]按钮（Figure 16）。 

 

Figure 16. 使用模型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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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ICE 模型与符号的 Pin 配置。从[Symbol Pin]的下拉列表框

中选择的形式来配置。基本上是选择名字相同的 Pin 来配置

（Figure 17）。 

 

Figure 17. Pin 配置 

 

完成全部的 Pin 配置后点击[完成]按钮，并点击紧接着出现的

对话框中的[OK]按钮（Figure 18）。 

 

Figure 18. 注册完成通知 

 

另外，DC/DC 的 SPICE 模型由于能够缩短仿真时间等原因，

也有被设定为参数的。参数已决定初始值，无需特别设置。如

果要设置为初始值以外的情况下，请参考 Appendix: SPICE 模

型中设置参数的优点和设置方法。 

 

4.1.2 使用其他模拟器的情况 

需要检讨使用其他仿真環境的情况下，由于第 3 章所示方法

获得的 SPICE 模型是用 PSpice 加密的，所以不能使用。需要

通用 SPICE 模型的情况下，请咨询。 

4.2 仿真用元件的配置 

本章对应于全部模拟器，因此不涉及各模拟器依存元件的插

入和接线等方法。在符号方面也使用通用性的符号。 

配置使用的 IC、无源器件和有源器件。DC/DC 仿真所需的主

要元件是无源器件（电阻、电容器、线圈）和有源器件（恒定电

压源、PWL 电压源、恒定电流源、PWL 电流源、Ground）。 

简单示例如下（Figure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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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9. IC、配置无源器件和有源器件的状态 

4.3 电路图的连线 

IC 和元件的配置结束后，再进行连线。IC 和各元件都有 Pin

脚，各 Pin 脚必须连接，或是终止。如果 Pin 脚为 OPEN 时，

可能会发生意料之外的动作。 

将 Figure 19 连线后，则如下所示（Figure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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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0. 完成连线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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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各种参数的输入 

在对 EN 端输入启动信号的 Transient 解析中，将能够在 IC

的 EN Pin 上生成 PWL 信号的 PWL 电压源连接起来。PWL 电

压源可以在各个时间自由设置电压。因此，使用时设定 10μsec、

5V 等各时间及其所需电压。在下面的例子中，以 12V 输入到

5V 输出为例，输入电容连接 10μF，输出电容连接 10μF，向

EN 端输入启动信号（Figure 21）。 

VEN

VIN

EN

SW

FB

GND
12[V]  0[μs] 0[V]

 9[μs] 0[V]
10[μs] 5[V]

10[μF] 10[μF]

75[kΩ]

12[kΩ]

4.7[μH]

VOUT

 

Figure 21. 参数设置完成状态 

 

5.  仿真 

 根据模拟器的不同，仿真的方法有很多种。但主要是通过执

行 Transient 分析（run）获得结果。如果到现在为止进行的配

置、接线、各元件的属性设定值没有错的话，应该能得到下面

的结果。当 EN 上升时，VOUT 一般在一定延迟时间后开始上

升，当达到设定电压值后保持稳定值（Figure 22） 

 

Figure 22. 通过 EN 启动的波形示例 

关于其他的特性，请参照与 SPICE 模型一起附上的建模报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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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endix 

在 SPICE 模型中设置参数的优点和设置方法 

在 DC/DC 的 SPICE 模型中设定参数有以下优点。 

⚫ 通过缩短软起动时间，启动时间相应变短，仿真所需的时

间减少 

⚫ 通过将参数的输入输出电压条件及电感值与仿真的输入输

出电压值及外部电感值相匹配，来提高频率特性的精度。 

如果在参数上设置了与实机不同的设定，则会显示出与实机

不同的动作，因此在设定上需要细心注意。下面，将使用以下

参数设置的 SPICE 模型的示例来说明设置方法。 

首先，使用文本编辑器打开 SPICE 模型，如果在写着.subckt

的一行附近写着「PARAMS:」的话，说明参数被设定了（Figure 

A）。Figure A 的情况就是 SoftStartRatio 被设定为 1.0。即使

注册了所记载的参数名称以外的参数，也不能新增参数。如果

需要新的参数的话请咨询。 

 

Figure A. 有无参数的确认方法 

 

如果确认参数已设置，为了方便，可以从符号中设置，以减少

工作量。右键单击库内想要设定的符号，点击[编辑部件]（Figure 

B）。 

 

Figure B. 符号的编辑画面的打开方法 

打开符号编辑画面。由于在初始状态下参数没有被注册，因此

开始注册参数。在编辑画面中没有任何配置的地方双击（Figure 

C）。 

 

Figure C. 属性对话框的显示方法 

 

显示新的用户属性对话框，单击对话框右侧的 [新建按钮 ]

（Figure D）。 

 

Figure D. 新建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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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新属性对话框被重新显示，名字字段输入 Figure A 确认了

的参数名（这次是 SoftStartRatio），值字段输入 Figure A 的

参数初始值（这次是 1.0）（Figure E）。 

 

Figure E. 初期参数的设置 

 

其次，在电路图上配置符号时，参数与符号一起显示的话会很

方便。只需双击参数显示部分即可修改参数。为此进行显示设

置 的 操 作 。 选 择 用 户 属 性 对 话 框 中 要 使 用 的 名 称

[SoftStartRatio]的行，单击对话框右侧的[显示]（Figure F）。 

 

Figure F. 显示用户属性 

 

出现新的属性显示对话框，选择[名称和数值]后单击[OK]按钮

（ Figure G ）。 通 过 该 操 作 ， 可 以 从 电 路 图 中 变 更 参 数

[SoftStartRatio]。

 

Figure G. 参数属性的显示设置 

 

返回到原始用户属性对话框，将参数[SoftStartRatio]与 SPICE

模型相关联。单击属性[名称]为[PSpiceTemplate]的行。对话框

下方的数值用文本显示，文本最后的“@MODEL”部分变更为

“@MODEL 半角空格 PARAMS:[参数名称=@参数名称]”。

如果是这次的情况下 

X^@REFDES %BST %GND %FB %EN %VCC %LX 

@MODEL 变更为 

X^@REFDES %BST %GND %FB %EN %VCC %LX 

@MODEL PARAMS:[SoftStartRatio=@SoftStartRatio]。最

后按[OK]按钮后，保存符号（Figure H）。如果在电路图中追加

IC 的符号时显示参数，则可以设定参数。 

 

Figure H. 声明参数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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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o t e s  

The information contained herein is subject to change without notice. 

Before you use our Products, please contact our sales representative and verify the latest specif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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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though ROHM is continuously working to improve product reliability and quality, semicon-
ductors can break down and malfunction due to various factors.
Therefore, in order to prevent personal injury or fire arising from failure, please take safety 
measures such as complying with the derating characteristics, implementing redundant and 
fire prevention designs, and utilizing backups and fail-safe procedures. ROHM shall have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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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y license to use or exercise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 other rights held by ROHM or any other 
parties. ROHM shall have no responsibility whatsoever for any dispute arising out of the use of 
such technical information.

The Products specified in this document are not designed to be radiation tolerant.

For use of our Products in applications requiring a high degree of reliability (as exemplifi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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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cument. However, ROHM does not warrants that such information is error-free, and ROHM 
shall have no responsibility for any damages arising from any inaccuracy or misprint of such 
information.

Please use the Products in accordance with any applicable environmental laws and regulations, 
such as the RoHS Directive. For more details, including RoHS compatibility, please contact a 
ROHM sales office. ROHM shall have  no responsibility for any damages or losses resulting 
non-compliance with any applicable laws or regulations.

When providing our Products and technologies contained in this document to other countries,  
you must abide by the procedures and provisions stipulated in all applicable export laws and 
regulations, including without limitation the US Export Administration Regulations and the Foreign 
Exchange and Foreign Trade Act.

This document, in part or in whole, may not be reprinted or reproduced without prior consent of 
ROH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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