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章   SABER的建模方法研究
一、前言：

        SABER仿真软件中的器体模型库很丰富，各种器件模型多达1万个，但它们均是

一些通用的器件模型，可以满足大多数情况下的仿真需求。但在下列三种情况下，就

要自已建立模型进行仿真。

1、SABER提供的仿真模型不能满足一些特殊要求，如在进行参数扫描仿真分析时，

不能将几个参数同时变化扫描进行仿真。

2、在对控制策略和系统进行仿真时，对于特定的控制算法或调节器通用软件本身不会

提供现成的算法模型，此时就必须进行建模。

3、SABER提供的模型本身存在缺陷，仿真不能真实地反映电路或系统的工作情况。

     如果遇到上述情况之一，为了取得较好的仿真结果和现实指导意义，建立仿真模型

将不可避免。通常建立仿真模型的方法有两种，一种是基于SABER模型库中已有的模

型进行组合，将由多个器件组成的电路打包成一个器件，这种方法也称之为电路等级

建模法；另一种是用MAST语言进行编写，对器件的行为进行描述，这在研究控制算

法中应用较多。下面列举实例，从这两个方面进行具体介绍建模的操作方法和思路。

二、基于电路基本器件的建模方法：电路等级建模法。

         实例：在进行三相对称电路仿真时，在三相输入或输出的三根相线中串联三个电

抗器La、Lb、Lc和并联三个电容进行滤波，并需要三个电抗器的电感值或三个电容值

同时变化进行参数扫描分析，为了简化电路和仿真分析，可将它们组合成一个电路符

号，并对三个电感和电容进行归一化处理。 

1、画电路图：在SaberSketch中，将三个电感和电容接成如图1-1所示的电路。

图1-1、三相滤波电路图



2、定义与外电路相连的接线端口和参数：

      在SABER的器件库界面下，利用关键词hierarchical查找，可以查找出四种接线端：

Hierarchical Analog、Hierarchical Bidirection、Hierarchical Input、Hierarchical Output四

个接线端口，它们均可放入电路图中与接线端相连，分别适用于模拟、双向、输入和

输出端口。在本例中，将它们定义为双向即可，并将它们与相应的接线端相连，如图

1-2所示。操作步骤：

（1）放置接线端：在菜单工具栏中，依次选中Schematic>Get Part>Parts Gallery，则出

现一个对话界面，在Search String中输入“Hierarchical”进行Search，会出现四个等级

接线端口，选取Hierarchical Bidirection，并用Place放入电路图。

（2）连线：在电路图中，用COPY的方法产生六个相同的双向接线端，分别与电路中

的六个节点连接起来。

（3）定义接线端：依次选中每个接线端，并双击鼠标左键，出现的Propertier界面，在

Name栏中，输入其对应的接线端口名称（ina、inb、inc、outa、outb、outc)，并在图

中将其显示出来，这就生成了器件接线端口。

（4）定义器件参数：对于即将产生的新器件，可以定义它的相关器件参数。将电路图

中的三个电感的电感参数均设置成“lf”，三个电容的电容值设置成“cf”，如图

1-2所示，“lf”、“cf”并可成为新建器件模型的两个参数，可以使用的电路中进行

任意设置，而不必再对三个电容或电感的大小进行设置。

图1-2、

定义输入和输出端口后的电路

3、生成新的器件模型和定义名称：



      在菜单工具栏中，选中File>Save As，将此电路存在当前目录下，文件名可取为

lcfilter，此文件名将同时作为新建器件模型的名称。选中Schematic>Create>Hierarchical

Symbol，进入模型符号编写状态，此界面与SaberSketch的界面类似，此时将出现如图

1-3所示的器件符号原始图。

图1-3、器件模型

原始图

5、生成器件符号：

      在Symbol界面下，选中菜单Tools>drawing Tool，出现图形和文字输入界面，如图

1-4

（

1）

所

示

，

由

此

可

以

画

出

如

图1-4（2）所示的所建模型器件符号图。



图1-4、器件符号图

6、定义器件的参数：

      生成器件符号之后，下一步就可以定义它对应参数了。在上述界面下，选中

Symbol>Properties，出现如图1-5所示的properties定义对话界面。



图1-5、定义器件模型的参数

        在[New Property]中输入lf定义电感参数，在[New Value]中输入“req”，这样在具

体电路调用此模型时，只要将“req”改为器件的具体值即可。同样，可定义另一个参

数cf，如图1-5所示，由此建立的模型有两个参数输入。

7、模型的放置与利用：

       以上操作已经完成了建立模型的工作，在这种情况下，此模型自动放置在该用户

当前目录下，如果不进行相应的处理，则只有在该目录下才能使用此模型。如果其它

用户需要用此模型，则有如下二种选择。

（1）在当前目录下，查找到lcfilter.ai_sch、lcfilter.ai_sym两个文件，只要将它们拷贝

到需要使用的目录下，即可以在此目录下利用。以此类推，此模型可以扩大到其它使

用场合。

（2）将此模型放入到Saber的器件库中，则可其它用户共同使用，与Saber本身的器件

模型在使用权方面没有区别。操作如下：在SaberSketch下，选中菜单中Tools>Parts

Gallery，则会出现Parts Gallery对话界面，在此界面下，选中Edit>New Category，则会

出现要求新器件目录的输入栏，如用户可在栏中输入User Model，确认后即创建了一

个新器件分类目录。在此目录下，选中Edit>New Part，则会出现如图1-6所示的对话界

面，在description和Symbol栏中，输入lcfilter并确认，由此就完成了将新建的器件模型

放入Saber的器件库中，用户可以任意使用。



图

1-6、将器件模型放置在Saber器件库中

8、电路等级（分层）建模：以上完成了从基本电路出发的建模和使用过程，其实，由

所建模型组成的电路同样可以用建立更高一级的模型，使可由此类推，逐级建模，形

成层次化的建模过程，建模方法与步骤同上，不再冗述。

三、基于Mast语言描述的建模方法：Mast语言描述法。

        Saber提供的Mast语言可以对模型的行为进行描述，以达到使用者的仿真目的。这

里可涉及的内容较多，如MAST语言功能的介绍和编程方法、编写模型的格式与步

骤、信号的转换、模拟变量与逻辑变量、数模混合模型、S域模型等，不能（也没有必

要）逐步详细讲述，针对常用的方法和思路，从基本概念和基本模型开始，以具体应

用实例进行介绍。

1、Mast语言：MAST语言是一种高级建模描述语言，其语法规则与C语言很相似，其

程序是由区段结构组成，其开始用左括弧“{”、结束用右括弧“}”。它与C语言等

不同的是每一句的结束可不用分号“；”， 但如果用了，也依然作为程序语句的结束



标志。MAST语言还有如下几种行继续语句标志：/ + - \ * & | <  > ( [ { = ，用它们之一

作为行结束符，则表示下一行是本行的继续；否则，意味着本行结束。

        MAST语言 忽略空白行和符号“# ”后面的一行文字，因此，如果需要在程序中

进行注解或说明，则用“#”符号作为每一行的开始。

        在程序中，变量、母板名称、节点名称、标识或符号名称等必须用字母或下划线

“_”开头，后面可跟数字或字母等；对于模型连接点的名称可以用整数，但不推荐这

样做，这是因为它的使用受到严格限制，只能用于母板子器件的连接点。

2、通用的母板语法参照结构：

Template header

Unit and pin_type definitions

Header declarations

{

Local declarations

Parameters {

Parameter assignments

     }

Netlist statements

When {

State assignments

      }

Values {

Value assignments

      }

Control_section {

Simulator-dependent control statements

      }

Equations {

Equations describing behaviour

     }

}    

        在以上程序结构中，各个组成部分有较为严格的规则和编写语法，下面将以一个

实例对进行介绍。如在变频器中，为三相逆变提供SPWM波的方法有几种，为了研究

其基波含量、谐波的大小以及输出电压波形，需要进行仿真分析。其中一种方法的用



下面的公式计算： ton=T*(0.5+0.5sin(w*t+a*3.14/180))，toff=1-ton。用Mast语言编写的母板

程序如下：

template  clockph1 ckout = freq, ft,a
state logic_4 ckout 
number freq=0,             # clock frequency
       ft=50,                    # 
        a=0                      #
{
state nu tick,             # internal "wake-up" state 
              ton,

 toff
number  d=0.5
# calculate off and on Time 
when (dc_init) {
Schedule_event(time,ckout,l4_0)
           }
# start clock ticking after delay time
when (time_init) {   
if (freq > 0) schedule_event(time,tick,1)
          }
when (event_on(tick)) { 
if (driven (ckout)==l4_0) {
# turn clock on (set to 1) 

ton=1/freq*(d+0.5*1.0*sin(6.28*ft*time+a*3.14/180))
toff=1/freq-ton     schedule_event(time,ckout,l4_1)

      Schedule_event(time+ton,tick,1)       
     }  
   else     
# turn clock off (set to 0)     
Schedule_event(time,ckout,l4_0)     
Schedule_event(time+toff,tick,1)
          } 
     }
} 

       以上是一个完整的用MAST语言编写的母板文本，程序编写类似于C语言格式，其

模型名称为“clockph1”，输出端为“ckout”，可以设置的变量为调制频率“freq”、

逆变输出频率“ft”以及初相位“a”。在母板文本中“#”后已经有了关于程序编写的

说明，这里不必重复。

       将上述母板文本在写字板或记事本界面下，保存为“clockph1.sin”文件，注意文

件名与template的名称一致，文件的类型（后缀）为“.sin”，并将此文件存放在工作

目录下，设工作目录为“aaa”。下面介绍一下如何给此母板建立一个对应的模型符

号，以便于在电路图中调用。

3、模型符号图的生成：

 （1） 进入SaberSketch界面，从菜单File>new>symbol进入SaberSketch的new_sym1编

辑界面，从菜单File>Save As进入，在出现的文件存放界面，以文件名“clockph1 ”保

存，这样其实已经产生了一个器件模型的符号文件。



（2）从菜单Symbol>Create>Output Port进入，如图1-7所示。

图1-7、生成

器件模型符

号的接线端

口

        这样，在图1-7中就有了一个接线端口，对应于母板文本中的接线端“ckout”，接

下来就可以定义它的名称了。

（3）用鼠标左击接线端“port_0_”，出现下拉菜单如图1-8所示，选中“Attributes..

”。

图1-8、编写接线端口特性的下拉菜单



（4）完成上述操作之后，出现编写对话界面，如图1-9所示，将Name栏中的名称更写

为“ckout”，其它特性如文字颜色、字体大小等也可选择地进行更改。

图1-9、更写接线端口的名称

（5）从菜单Symbol>properties进入定义器件模型特性的对话界面，如图1-10所示。

图1-10、器件模型特性参数编写界面

        将Name栏中的[new property]更写为“primitive”，Value栏中的[New Value]更写为

“clockph1” ，这里注意，Saber将据此栏中的名称clockph1找到当前目录下的母板文

本，按下OK钮后，母板中描写的其它变量设置栏将自动给出，如图1-10所示。在此例



中，将freq、ft、a对应的[New Value]更写 ” opt” ，以上完成了对新建器件的参数和变

量设置过程。下面介绍一下模型符号的产生过程。

（6）从菜单Tools>Drawing Tool进行画图状态，如图11所示，图1-11（1）为工具，图

1-11（2）为所建模型的图形符号，完成之后保存在当前目录下。

（1）工具栏                           （2）模型符号

图1-11、模型的图形符号与编辑工具

       上述过程介绍了怎样建立模型的符号，其实到此也就完成了建模的全过程，下面

就可以在当前目录下调用此模型了，此模型的名称为“clockph1”。如果此模型经过

使用证明已经是成熟的，则可以根据需要考虑是否放入到公用器件库中。

（7）模型测试：当一种新器件模型建成后，一般需用一种最简单的方法测试一下。在

本例中，如图1-12所示，设置模型的必要参数后进行仿真，得到了相应的SPWM波输

出信号，证明所写模型是正确的。



图1-12、模型的测试图

        在一般情况下，所建模型不会一次性成功，此时就要进行更写。如果更写母板文

本，则在记事本或写字板中进行；其它更写则进入相应的界面即可，这里不重复了。

模型建完之后，只要将该目录下的“clockph1.sin ”、“clockph1.sym”两个文件拷贝

到其它工作目录下，其它用户就可以调用此模型进行仿真分析；当然，也可以根据前

述方法将此模型放入到公用器件库中，此时它应该是经过实际应用证明是成熟可靠

的，并在其母板文本中有较为详细的说明或注释，以便于使用者查阅。

        综上所述，以上介绍了两种建立Saber仿真模型的思路和操作方法，可以满足一般

的建模需求，但建立模型的过程还远不能限于本章描述，这只是为建模提供了一个学

习建模的机会，建立准确而实用的模型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任务，特别是关于用

MAST语言编写算法或控制文本，以及用C语言或FORTRAN语言编写嵌入程序，将涉

及更高的要求，具体内容可以查看原厂商提供的用户资料和Saber的在线帮助文件。



第二章  DC-DC电路仿真方法

         在前面的章节里,已经说明了利用SABER进行仿真的基本方法,本章的主要内容是

针对DC_DC电路的特点，说明如何利用SABER来解决设计中的问题。

2.1 常见器件的查找与使用

    在前面已经说明了如何查找器件的方法,这里主要介绍一些在DC-DC电路中常用的器

件的使用方法。

  

   图 2-1

  图2-1是一个普通的反激电路，我们可以把其中的器件分为以下几类：

 1、集成电路，例如图中的控制芯片UC3843、TL431、4N35等，在有的电路中，还会

用到LM358、LM2901等运放和比较器，这些器件都可以通过在器件库中直接输入他们

的型号找到，基本上来说，目前使用的绝大多数模拟集成电路都是包括在SABER的器

件库中的。

2、分离半导体元件，例如图中的IRF220以及整流的肖特基。这些器件也可以用直接输

入型号的方法来查找，但是由于器件种类太多，很多时候会出现没有[相同器件的状

况，这时候可以运用如下方法来查找替代的器件，使得仿真可以顺利进行。

   选择菜单Schematic->Get part->parametric search,进入到以下界面，见图2-2

 



图   2-2

这是一个通过器件的电气参数来查找对应器件型号的工具，例如需要查找一个Ids在

5－10A，Vds在200V到300V之间的MOSFET，则在该界面中选择“MOSFET”，然后

选择“NEXT>”，进入到如下界面，见图2-3。



 图 2-3

通过在图中的表格里面填入需要查找器件的电气参数，然后按“Finish”，SABER即

会显示器件库中匹配的器件模型。

3、无源器件与电源：包括电源，电阻，电容等，通常它们的使用都很简单，这里主要

介绍两种原来没有介绍的常用模型。     



        在原来的实例中，输入电源都是直流，也就是说，从电路开始工作时，其电压值

就已经恒定，而实际上电压会有启动过程，跳变过程，模拟这些状态，最好的办法就

是使用分段线性电源。即原理图中的V_PWL,双击该器件,可以看到它具有以下属性。

在该电源的” PWL” 属性中，分别输入各个时间点及此时对应的电压,则可以形成一个

分段连续的电压波形，如图2-4。

 图  2-4

        有的时候，为了分析电路的动态特性，需要负载随时间进行各种变化，这时候就

可以使用“PWLR”模型，如图一中所示，它的阻值是分段线性的，其定义方法与上

面的电压源一样。使用它就可以模拟各种动态负载。例如：



   一个5欧姆的负载在5ms时从满载切换到空载，过渡时间为10us，则可以如下定义该

电阻的“pwl”属性：[0，5，5m，5，5.01m，1k]。

    4、磁性元件：

          对于电路中的变压器，在器件库中输入：“transformer”关键词进行搜索，进入

如下界面，如图2-5

图   2-5
从图中可以看到，对于同样绕组(Wind)数的变压器，有三种模型，“DC”，

“Linear”，“Nonlinear”。分别说明如下。

  A、“DC”模型：它只有各个绕组的匝比，电感量为无穷大，通常只能用于正激电路

或者电流互感器。

 B、“Linear”模型：它的属性定义见图2-6



 图  2-6

       在其中只需要定义各个绕组的电感量，及各个绕组间的耦合系数，这是使用最广

的一种模型，它可以表示各种变压器及耦合电感，可以满足大多数分析的需要。唯一

不足的是不能模拟变压器的非线性特征。

C、“Nonlinear”：它的属性定义如图2-7：

   
图     2-7

  我们可以定义各个绕组的匝数、磁心的有效截面积、磁路长度、气隙长度、磁心材

料，SABER中提供了多种硅钢片、铁粉芯、多种铁氧体材料，对于在库中没有的材

料，我们可以用以下方法自己定义材料特性。

    点击模型中的“Saber_model”属性，会看到一个表格，如图2-8。



  : 

图  2-8
在图形右边的表格中，可以输入磁性材料的各种特征系数，如“bmax”(最大磁感应强

度)、“ui”(初始磁导率)、“hc”(矫顽力)等等，运用这种方法，可以描述各种形状的

B－H曲线。

     对于SABER中的电感,也分为三种模型

    A:理想电感：模型名称为“ Inductor”,只有电感量一个参数。

    B: 线性电感：模型名称为“lc”。其定义方法与线性变压器基本相同。

    C：非线性电感：模型名称为“lnlc”，其定义方法与非线性变压器基本相同。

  

         SABER提供了各种磁性元件的模型，开发人员可以自己选择最为适合的。一般的

建议是如果该磁性元件只是在电路中最为一个功能器件，而其内部的工作状况并非关

心的重点时，建议使用线性化的模型，这样对于仿真精度影响不大而速度则远远高于

使用非线性模型。当然，如果是仿真磁饱和控制一类的电路，就必须使用非线性磁心

模型了。

2.2  指标分析方法



一、合理简化电路：

        对于一般的DC－DC电路，SABER都能够完成分析。但对于初学者来说，如果任

何电路都完全按照完整的电路图分析，往往不是耗时过长就是得不到正确结果。正确

的方法是不要追求仿真电路与实际电路完全一致，而应该根据主要矛盾对电路进行适

当的简化。

基本的简化电路方法有以下两种

1、用理想器件代替实际器件。

      SABER软件提供了很多的器件模型,为了保证它们的分析精度,模型往往非常复杂,如

果一个电路里面所有的器件都用实际模型,仿真时间会非常的长.通常这时我们需要对电

路进行适当的简化.简化原则是对主要分析指标影响不大的器件可以用理想模型代替。

2、简化电路结构。

      在了解了电路基本原理和明确了分析的重点的基础上，我们可以去除对分析指标影

响小的电路部分，可以大大加速仿真速度。

例如对于图2-9的电路：

图   2-9
   

         这样的电路并不复杂，直接仿真是可以的，但是通过简单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

该电路是一个普通反激电路的变形，主要的差别在于它加入了同步整流及其的驱动电

路，而仿真的主要目的也是选择合理的驱动电路参数，使得电路效率最高。而效率指



标主要由功率器件决定，因此我们完全可以首先分析该电路的开环特性，把电路简化

如图2-10。

   图 2-10

        在简化后的电路中，我们保留了主电路及驱动电路，而且所有的器件都使用实际

模型，因为在这里，不同的器件会直接影响电路的效率。从UC3843输出的驱动信号用

一个脉冲源代替，原边与副边的辅助电压源都用分段线性的电压源替代。通过这样的

简化，仿真的主要精力就集中在调整驱动电路的参数及选择合适的器件上，仿真速度

大大提高，而且还容易找到问题所在。

    对电路进行合理简化需要一定的经验，但基本原则是一样的，不要追求仿真电路与

实际电路的完全一致,而要突出主要矛盾。

2.3   深入的参数分析：



         在前面的章节中我们只讲到了如何从仿真直接生成的数据中观察分析结果。通常

情况下，瞬态仿真的数据存在一个后缀为“tr”的文件里面，它包括了各个节点电

压，电感和电压源电流。对于其他的一些指标，例如器件的损耗，实际上系统是生成

了，只是没有加入到图形文件中，如果需要观察，可以按照以下步骤进行抽取。

例如在上面的例子中，如果需要观察Q1的Id和损耗，则在仿真完成之后，选择菜单中

的Extract->add  signal to plotfiles 出现界面如图2-11。

             图  2-11

在这个对话框中主要完成以下内容：

1、Source Data File:该项指定数据的来源，通常输入“tr”即可。

2、Plot After Analysis:选择在完成后是否打开图形。

3、Signal List:选择需要抽取的信号，点击旁边的“Select”，出现一个下拉菜单，点击

“Browse Design...”，进入到如下界面中，见图2-12。



    
        图   2-12

         在这个图形中我们可以看到，“＋irf220.q1”表示了器件的标识与型号，旁边的

“＋”表示这个器件下面还有很多分析结果，双击它可以展开如图2-13。我们可以看

到其中有非常多的信号，有的还可以进一步展开。



                          图  2-13

       在其中选择信号，如果选择多个信号，按着“CRTL”键即可。 选择“id”与

“pwrd”后，即完成了信号抽取工作，如图2-14。

      在仿真完成之后，会生成一个后缀为“extract”的文件,点击其中的信号即可以打

开，如图2-15。



图  2-14

图  2-15

         通过这样的方法,我们可以得到很多器件的内部特性，从而深入分析它们在电路中

的工作状况。



2.4    电路仿真中的一些技巧：
 1、动态性能分析：

      在前面我们介绍了“pwlr”的基本用法，它是一个可以随时间任意变化的电阻模

型，利用它，我们可以完成一些特殊的仿真工作。

     A、高速动态响应：在DC－DC电路中常见的是用负载切换来分析电路的稳定性与

动态性能。尽管SABER提供了一些频域的分析模型与方法，但对于大信号或者特殊拓

扑，时域分析仍然是必须的。

      基本的分析过程如下：

     1)  先定义负载为恒定值，，例如10欧姆，仿真一段时间，例如5ms，则在模型中的

定义为 [0，10，5m，10]。这里分别定义了两个点的时间和电压。

     2)  如果电路到达稳态，改变负载进行仿真，例如负载在 10us内切换到空载（这里

空载的意义是一个很大的电阻〕，结果1ms后有变化回来，则我们可以如下定义负载

的特性： [0，10，5m，10，5.01m，1k，6m，1k，6.01m，10]，这里注意的是曲线上

各个转折点必须完整，如果缺少了就会导致曲线形状与预计的不一致。用黑体标注的

点是容易被忽略的。

     B、应用同样的方法，我们可以分析电路在突然短路或者开路时的情形。

 2、信号的组合：

       在有的分析中，我们需要多个信号的叠加，或者相乘，用于模拟一些特殊的波

形，这时我们可以使用以下的模型。

       输入” Vsum” 和 “ vmult” 进行搜索，可以得到如图2-16的两个模型，他们可以完

成电压信号叠加与相乘。

图  2-16
      
               



3、寄生参数的处理

    在实际的电路中,寄生参数必须考虑的项目之一。在仿真中，电路的寄生参数是不会

主动生成的，但仿真者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加入一些对电路性能影响较大的寄生参

数。

    A、漏感：在电路中，漏感是影响比较大的寄生参数，通常的变压器模型中是不包

括漏感的，但我们可以通过适当的处理来模拟它的行为。

        例如对于图2-17所示的谐振正激电路，

  

图  2-17

图  2-18

        在使用变压器模型仿真的情况下，电路中没有漏感，得到的VDS波形如图2-18。



        为了模拟漏感的影响，我们可以在变压器前面串联一个小电感，如图2-19。

  

图 2-19

        这时仿真得到的VDS波形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如图2-20。
   

图  2-20

        通过理论与实验两个方面的验证可以知道，这样的等效是完全合理的。我们可以

通过改变该串联电感的等效，分析出漏感对于VDS波形的影响。同样，对于寄生电容

等参数，我们也可以通过在电路的适当位置加入小的电容来仿真。

       B、电容的ESR与电感的绕线电阻。

       在电容的模型中，提供了“ESR”这一属性，用于定义电容的等效串联电阻，缺省

情况下为0。但是，并非所有的电容都需要定义ESR，通常，只是对于输出内部的电

容，我们定义其ESR，用于观察它对于电路纹波及稳定性的影响。

        在电感的模型中，有一个“R”属性，用于定义其绕线电感，缺省值为0，通常，

两种情况下必须定义该属性。

1、流过电感电流很大，需要考虑线上损耗。



2、在分析电路的均流特性，需要考虑电路内阻的细微差别时。

     



                                  第三章 功率因数校正电路仿真

3.1 如何控制数据与收敛性
        PFC电路比其它电路要复杂，在仿真的过程中经常会出现因仿真设置而产生的问

题，为了使仿真正常进行，良好地进行设置就显得特别重要。

        因为功率因数校正的仿真主要是进行瞬态分析，所以进行设置的时候主要设置就

是瞬态分析的设置，打开瞬态分析设置菜单如图1-1所示。              

                      

                                                 图3-1   瞬态分析设置菜单

1、Basic设置

         在瞬态分析设置菜单中有5个栏目，其中的Basic栏目的设置和一般的瞬态分析基

本上是一致的，要注意的是仿真的步长“ Time Step”框的设置。本栏目的设置通常要

与电路中运行的开关管的主频综合考虑，选择为远远小于开关管运行周期，可以设置

为1ns或10ns。这样仿真进行的精度才能够满足要求，从而更好地满足数据收敛。    

2、Input/Output设置

         本设置栏目设置中所要注意的是，如果对仿真进行完毕之后，希望对一些波形进

行傅立叶分析，那么对于“Data file”中必须保持为“ tr”，它对仿真过程中的一些数



据生成tr文件。由于傅立叶分析必须调用这个数据文件，所以需要注意设置。在下一

节的内容中会详细讲解傅立叶分析的详细过程。                                     

                    

                                                           图3-2   收敛方法设置

3、Calibration设置

       本设置中需要注意的是“Max Truncation Error”设置。在进行功率因数校正的仿

真时候可以将它设置到较小的误差限，如设置到0.001，0.0001，0.00001等，通常采用

0.0001作为误差限的时候比较多。

4、Integration Control设置

        本栏目的设置重点是“Method”与“Order”。当仿真过程中遇到下面的错误提示

的时候，进行新的设置很有必要。“***ERROR *ALG_NO_SOLUTIONA*** Cannot

find nonlinear system solution”和“*** ERROR *ALG_ITERATIONSA*** Too many

iterations”  两个错误。遇到上面的提示的时候，可以在本栏目中将原来采用的“

Gear”法换成“Trap”  法，次数可以首先设置为1次，根据仿真的进行，如果还遇到

类似的问题可以设置为2次 。



5、Algorithm Selection设置

       本栏目设置的重点是“ Target Iterations”，对于功率因数校正时，选择小的叠代

次数系统将不能够进行仿真，根据需要可以将原来的叠代次数3－50次之间进行调整，

直到仿真能够进行为止。

        仿真的控制与收敛性除了进行必要的设置之外，有时候还需要对仿真的电路进行

适当的调整。调整的原则是对电路进行一定的简化但又不影响仿真需要解决的主要问

题，使仿真能够有效进行下去。

3.2  傅立叶分析和功率因数计算
       当功率因数校正仿真进行完毕，比较重要的两点是进行傅立叶分析和功率因数计

算。Saber仿真器提供了对电源波形进行傅立叶分析的功能，通过傅立叶分析，能够对



功率因数校正之后的输入电流波形进行相关参数的计算。因为Saber在傅立叶分析仿真

结束的同时可以计算出谐波畸变的大小，根据谐波畸变定义。

                                         THD = Ih/I1 = I2
2 + I3

2 + ... + In
2 + .../I1

2

         在进行功率因数校正之后，可以认为相位畸变很小，可以直接通过计算畸变因数

的大小，于是，PF近似为 。正是基于此上，Saber仿真计算完I1/ I1
2 + I2

2 + I3
2 + ... + In

2...

毕之后通过谐波畸变率大小可以计算出功率因数的大小。

        下面通过一个实际的例子讲解傅立叶分析和功率因数的相关计算。

傅立叶分析步骤

        傅立叶分析是在系统进行瞬态分析之后进行的，傅立叶分析要调用瞬态分析之后

所生成的“tr”数据文件。

       进行完毕时域瞬态分析之后，运行“Analyses\Fourier\Fourier”得到图2-1所示。

 

                    

                    

            图

3-3     傅立

叶分析基本设置

        从图中可以看出相关的栏目的设置有三方面：

1、Basic基本设置

“Number of Harmonics”:其作用是在进行傅立叶分析的时候计算的谐波次数为10次；

“Fundamental Frequency”:进行傅立叶分析时候基波的频率，通常分析的是50Hz；



“Period Start”和“ Period End”表示分析的开始时间和分析的结束时间的设置，假如

设置“Period Start”那么傅立叶分析将从设置的这个时间开始傅立叶分析，直到进行

到时域瞬态分析结束的时间为止；如果设置了是“Period End”表示傅立叶仿真分析从

时域仿真的开始点进行分析直到设置的结束时间为止。结束时间必须小于瞬态分析的

结束时间长度。

        为了准确地对稳定之后的波形进行谐波分析，对“Period Start”进行设置，选择

电路稳定运行之后的时间直到时域瞬态分析的结束时间，这样设置更好。

2、Input/Output输入输出设置

        本栏的设置如图2-2所示，本栏的设置重点是“Signal List”，设置的时候根据傅

立叶分析的需要选择需要分析的波形名称，如果不进行选择，系统将默认为对所有的

波形都进行傅立叶分析，这会浪费一定的时间，必须进行必要的选择和设置。在功率

因数校正波形分析中，对电源输入电流波形的分析是必要的，所以通常对输入的电流

信号进行傅立业分析。

                  

                                                     图3-4   输入输出设置

3、Control控制设置

        如图5所示，本栏的设置重点是“Calculate THD”。在进行傅立叶分析的时候

Saber系统能够同时计算出波形的谐波畸变大小来，通常情况下，本框的设置都为

“Yes”表示傅立叶分析完毕之后将谐波畸变的大小计算出来。



                    

                    

             

                    

          

                    

                    

                                          图3-5  控制设置

        进行傅立叶分析完毕之后，同时也计算出谐波畸变的大小来。下面就是通过畸变

的大小计算功率因数的大小。

       这里认为输入正弦电压的波形和电流波形的相位差为零，所以位移因数为1，功率

因数大小为：

                                                   PF = I1/I = 1/ 1 +THD2

        到此为止，相关的计算进行结束。



3.3 功率因数校正仿真过程的分析 

           下面通过一个实际的功率因数校正例子进行仿真分析。 本电路是一个功率因数

校正电路，如图3-1所示       

         

                                           图3-6  典型功率因数校正电路原理图

        进行仿真的过程中需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1)、瞬态分析

        按照时域瞬态分析的方法对本电路进行初始的原理性仿真，通过瞬态分析重点分

析电路的运行状态，观察电路运行过程中各个指标是否满足要求：

输出电压Vout是否符合标准，是否出现较大的过冲电压；

开关管电压降和电流是否满足要求；

通过对电源输入电流进行富立业分析，看电流谐波是否满足要求，功率因数指标是

否满足；



同时根据实际设计要求，对电路进行输入电压和负载大动态作用仿真；

(1)、对负载进行过载到轻载到额定负载仿真，观察校正电路是否能够在这些恶劣

的情况下工作；

         Saber提供了PWL类型的模型，它可以根据实际需要进行按仿真时间变化的模型

参数。例如选择阻性负载的时候，通过关键词“pwl”搜索，器件库就会显示出相关变

参数类所有的元器件模型，通过移动光标到Resistor处，选择变电阻值的电阻，放置在

设计中双击得到属性菜单进行设置，如下图所示。 

    

    

    

    

    

    

    

    

    

    

    

    

                图3-7  变负载设置                                              

           从左边的属性菜单当中用鼠标击*req*项就可以得到右边的选项，点击1就可以得

到2段时间的变化设置，同样点击上面的6段就会得到7段的时间内电阻的设置。下面图

14中设置反映出了

现面所示的一个负

载电阻的变化情

况。



  

                                                         图3-8 负载变化曲线                                                   

         上面的图表示在100ms内电阻的阻值为100k，几乎可以认为负载为空载，当在

100ms到100.00001ms的时候，电阻突变到100欧姆，维持到200ms的时候，电阻由

100欧姆变化到400ms时候的100k。其过程反映了负载有轻载到重载再到轻载的过程，

很好地实现了变负载仿真。

(2)、对输入电压进行过欠压仿真的实现如下图所示：

                                             图3－9  单相过欠压的设置及波形观察

         在实现输入电压的变化的过程中使用了一个乘法器元件” vmult” 和随时间变化的

电压源信号“v_pwl”，从图中可以看出它的设置是，在时间段0－>80ms，电压保持



1v，在80.001ms->120ms保持1.5v，在120.001ms->200ms保持0.6v；然后和标准的正弦

电压信号进行

乘积，Vin的

电压信号的有

效值就发生了

变化分别是：

在0-80ms,为

220v;在

80.001ms-120

ms,为330v;在

120.001ms-20

0ms，为

132v;这样就

可以实现输入电压的过欠压的仿真分析；对于三相输入电压可以按照下面的图进行电

路的连结仿真：

                                                                                            图3-10  三相输入电压的过欠压仿

真设置

(2)、补偿环路环路参数分析与仿真

           对于观察到输出电压过冲太高，或者是Boost电感电流具有较大的过冲电流，那

么必须对补偿环路参数进行调整仿真。因为在功率因数校正中采用的是电压和电流双



环作用，在进行分析过程中，分别对电压环和电流环进行参数设置分析，在设计所允

许的范围内进行参数的调整，达到环路的稳定性能更好。

(3)、应力分析

          在初级阶段的教材当中，已经讲述了应力分析的具体操作过程和步骤。在进行功

率因数校正时应力分析是一个重要方面。具体进行应力分析有以下步骤：

在电路图当中，选择功率因数校正电路中的开关管，二极管等比较关注的元器件进

行应力分析；

通过对观注的器件特性中的Ratings项进行实际设置，填写好和实际应用中的器件一

致的最大应力参数；

设置好参数之后首先进行瞬态分析；

编制相应的参数的降额文件；

进行应力分析，并且对应力分析报告进行处理；

        通过对应力分析，在实际实验中可以对使用的有关功率管进行调整，以选择合理

的器件。

(4)、灵敏度分析

          在功率因数校正电路当中，进行灵敏度分析的重点是通过仿真观察环路参数对输

出某些指标的影响。例如环路参数对输出电压的过冲的影响。步骤如下：

在原理图中选择好进行分析的指标，例如选择输出电压过冲值；

在仿真中设置选择补偿网络中影响输出电压的有关电容、电阻、电感等参数；

进行灵敏度输出结果的分析；

        通过对灵敏度分析，可以看出有关的电容、电阻、电感参数对输出电压的影响是

不一致的，其中有一个对指标影响最大的参数，在进行实际应用和实验当中对这个器

件要选择灵敏度比较高的器件。

         值得注意的是，应用灵敏度分析可以通过分析补偿网络参数属于输出过冲电压的

影响，然后根据分析的结果对补偿网络的参数进行调整，这样可以在一定的范围内实

现减小输出电压过冲。



3.4 应用UC3854校正的电路进行仿真需要注意几点

(1)、开始进行仿真的时候，通常选用理想开关管作为初始仿真用的开关器件，在电路

仿真达到稳定运行之后将所采用的开关器件进行实际器件模型化，选用接近实际的元

器件模型进行仿真；                                                     

(2)、在进行功率因数校正的大电路仿真过程时，初始的驱动通常采用逻辑信号驱动，

即采用的模型是新建立的UC3854，其输出驱动端是逻辑信号，直接接理想理想逻辑开

关进行仿真分析；

(3)、UC3854模型的修改

         在进行仿真的时候，有时候需要对UC3854模型内部一定参数的修改，这涉及到

很多指标。新建立的UC3854模型是等级模型，可以这样进行。移动鼠标光标到

UC3854模型上面点击鼠标邮件得到一个菜单，移动管标到菜单的“Open Hierarchy”

得到下面的内部电路。



         

                                                                图3-11  UC3854模型的内部结构                          

         通过上面的框图可以进行一定的修改，因为在UC3854的不同类型，内部的某些

参数

也不

一

样，

用户

进行

仿真

的时

候就

可以

进行

参数

的调整。内部元件比较重要的一个模型是乘除运算器模型“mulanddiv”，它调用了一

个模型文件mulanddiv.sin文件。所以UC3854的模型包括了四个文件，

“mulanddiv.sin、mulanddiv.ai_sym、uc3854.ai_sym、uc3854.ai_sch”，在进行模型调

用的时候，这四个文件必须仿真电路设计文件保存在同一目录下。

(4)、UC3854频率的设置

         在建立的模型UC3854中，对Rset和Ct两个端口我们不采用，为了方便地进行频率

的设置和调整，直接采用内部设置，直接对振荡器频率进行设置。当双击3854模型的

时候，模型会出现属性菜单，属性当中有rampvit、rampvclow、rampvchigh三个设置，



它表示Ct端电容上电压的变化，斜坡最大值rampvchigh通常设置为6.3v，rampvrt设置

为3v，斜坡最小值rampvclow设置为1.1v。

        通过仿真室对仿真模型的建立以及对公司常用电路的仿真，很多相类似的仿真设

置可以调用原来曾经仿真过的电路进行一定修改。这样就可以等效化，达到对功率因

数校正的正确快速仿真。

        功率因数校正电路的种类比较多，在下一节中将介绍几种常用的校正电路以及它

们进行仿真之后的有关波形图。

3.5  几种功率因数校正的主电路拓扑结构

        功率因数校正的控制电路通常采用的IC是UC3854，主电路的结构有很多种，包括

单相和三相的，下面举几个例子。

(1)、单相单管电路



             

   

   

   

   

   

   

   

   

   

                 图3-12 单相单管电路及仿真波形

       单相单管主电路的功率因数校正电路是很常用的电路，在进行仿真的时候需要注

意的是接地问题。有时候仿真过程中出现找不到参考点，处理方法是通常在电源侧，

如图6－1所示接一个大电阻(1meg或者10meg)接地，这样系统就可以进行仿真。  在后

面的电路进行仿真时可以采用同样的方法处理类似的问题。

        仿真输出的有关波形如图6－1中所示，波形图vin是输入电压波形，i是输入电流波

形，iswitch是开关电流，i(l.l1)是电感电流波形；         

(2)、三相单管电路

        (a)、电感在前

             

            

             

                                                   图3-13  三相单管电路(a)



         在这个电路中，如果电感设计工作在断续模式，有时仿真结果看出电感却有部分

时间工作在连续模式下，遇到这种情况下处理方法是：将仿真的步长设置变小可以是

1ns，将仿真的误差限设置为更小可以是0.00001。其它电路遇到类似情况类似处理。

         图6－2波形图输入电流是梯形波形，Boost电感l1工作在DCM状态，当电感增大

到一定的时候会工作在CCM状态，相应的波形如下图6-3 所示；

         

 

                                图3-14  电感工作在连续模式下相应的波形图

         (b)、电感在后

                                                             图3-15  三相单管电路(b)   

         图3-15波形图中，va和ia分别是输入电压和电流的波形，Iswitch是开关电流波

形，i(l.l1)是上面Boost电感电流波形。                                         



(3)、单相双管倍压电路

 

 

 

 

 

                                               图3-16   单相双管倍压电路及波形图

        倍压PFC电路采用两个独立工作的Boost电路串联方式，各以半个工频周波交替工

作，输出为±400V。该电路比较简 洁，控制简单、综合成本不高并成功解决了公用零

线和输出直流电压要求。

       图vsine和isine表示电源输入电压和电流波形，I(l1) 和i(il2)是两个Boost电感电流；

(4)、三相双管倍压电路

     

                                             图3-17   三相双管倍压电路及波形图

         波形图中vsine和isine是针对一相输入电压和电流的波形图，下面i(l1)和i(l2)是对

应的Boost电感电流波形；       

        可以看出三相倍压PFC电路只是把单相倍压PFC单相二管整流扩展成为三相六管，

其余和单相倍压PFC电路完全相同。由于三相整流的每相输入只能导通120度因此电流

只能在120度内可控，其余时间电流为零。受导通角的限制，这种PFC方式只能将功率



因数提高到0.95左右，在较大功率时无法满足IEC61000-3-2 和IEC61000-3-4的谐波标

准，因此稳压和利用此电路完成对电池的升压是其主要作用。 这种PFC方案尽管输入

功率因数不高，输入电流失真较大，但控制简单，而且电感电流连续易获得较高的效

率和较小的EMI ，因此被三进单出的高频链型UPS广泛采用。

        上面几种功率因数校正电路是比较常用的几种，在进行仿真的时候可以参考上面

的仿真的结果进行比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