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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WEBENCH  

• 现代电子系统设计涉及的芯片越来越多，芯片功耗越来越大。之前74加
51时代一个5V电压统治全板的情况不复存在。现代的电子系统对电源要
求多种多样，电压方面：1V、1.2V、1.8V、3.3V和5V等；性能方面：大

电流的，高精度的，低噪声的，低功耗和高效率的等等。为了应对如此
之多的需求，多种多样的电源芯片应运而生。 

• 根据这些电压和电流情况，并考虑到需要的性能、功耗和体积，工程师
从众多的电源芯片中选型并优化。这是一个复杂而辛苦的过程，急需一
种软件工具配合工程师工作，TI为电源的设计选型提供了强大的设计软
件：WEBENCH 

• TI的电源芯片种类齐全，按用途有AC-DC，DC-DC和DC-AC，按照拓扑
结构常见的有buck、boost和buck-boost等。从这些海量芯片中选取合适
的芯片一个个看数据手册进行筛选是一件效率很低很耗精力的事情。TI

提供了WEBENCH电源设计软件，来帮助用户完成设计，并可以优化和
仿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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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ENCH在TI网上资源中的位置 

• 从主页www.ti.com进入，可以看到上图方框中所示选项，在“tools & 

software”中可以看到电源设计工具：WEBEN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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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ti.com/


Agenda 

• 网上注册my.TI 账号 

• WEBENCH 电源设计工具 

    - 电源选型 

    -单电源设计 

    -电源架构设计 

    -FPGA/处理器电源设计 

    -LED电源设计 

    -电源仿真 

    -原理图导出 

• WEBENCH实战 

    -开关电源参数间的矛盾和联系 

    - 软件操作step by ste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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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注册 my.TI账号 

• 好处：可以申请TI的样片，可以使
用TI网站内的免费软件 

• 第一步：登陆TI官网 www.ti.com 

• 第二步：进入 my.TI Login界面 

• 第三步：输入新用户信息，点击“

注册并继续” 

• 第四步：登陆邮箱进行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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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ENCH 电源设计工具——电源选型 

• 电源选型是根据用户输入的电压和电流参数，从库中搜索中满足条件的芯片。点
击“Simple Switcher”进入如下界面。 

 

 

 

•                                                                                                           优化旋钮 

 

• 系统给出两个推荐芯片列在网页的最上面。同时系统会把满足要求的芯片列表也
给出，显示在网页的下方，列表中包含了芯片的特性和价格。供用户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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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ENCH 电源设计工具——单电源设计 

• 有两种方法进入单电源设计界
面。第一种方法是在电源选型
页面选择“visualizer”进入电源
设计，第二种方法是回到开始
界面，选择“power”，输入电
源的设计条件，按绿色按钮进
入电源设计界面。 

• 单电源设计是针对某个型号的
power IC进行设计。在设计的

过程中对效率、成本、封装三
个方面进行优化。这个优化的
步骤由WEBENCH工具辅助进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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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ENCH 电源设计工具——单电源设计 

• 主界面介绍：浏览控制，优化和筛选，open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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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ENCH 电源设计工具——单电源设计 

• 控制面板，“optimizer”旋钮控制优化算法，改变后工具会重新计算满足条件的器件。如果要改变先前的
输入和输出条件，可以使用“change inputs”。重新输入参数后点击“recalculate”，工具会重新计算满足
条件的器件。后面两个是“filter”筛选项，从当前结果中筛选，工具不会重新计算。 

 

 

 

 

 

• 筛选结果，工具用二维图和电路图可视化了筛选结果，非常方便用户使用。先介绍左边的二维图，二维
图的X轴是效率，Y轴是封装大小，灰色圆圈的面积表示成本。右边的表格是芯片型号和特性参数。非
常好用的地方在于表格和二维图是一一对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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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ENCH 电源设计工具——单电源设计 

• 从可视化表格中选择需要的器件，点击“open design”进入到这个芯片的设计界面 

• 在芯片的设计界面中依旧有“optimization tuning”旋钮，可以对芯片的外围电路进
行优化。改动旋钮，工具会自动计算外围电路的参数。“Charts”图用于显示优化
后电流和效率的关系。“Schematic”是芯片的原理图。“Operating value”表格汇总
了电路的主要参数。“bill of materials”是电路的料单，汇总了电路所需的元器件
的参数值、封装、厂家、封装图片和价格等，用于采购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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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ENCH 电源设计工具——电源架构设计 

• 电源架构设计是用在系统中的设计方法。系统中各个工作单元众多，每个工作单元都需要
电源供给，这些电源从总电源中分支成为支路电源，支路电源再分支成为某个芯片或者区
域的电源。将这些电源画出来就成为树的结构，称之为“电源树”。电源架构的设计是这样
一个过程：电源树设计->电源树优化筛选出一部分芯片->选择具体芯片->芯片外部电路优
化。 

 

• 电源架构设计包括两个部分，电源树根的设计和电源树枝的设计。上图是电源树根的设计

，“add source”是添加电源树的根。 

 

 

 

• 添加完电源树根后，就开始添加电源树的枝。在电源树根后面点击“add load”可
以添加支路电源。注意有对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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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ENCH 电源设计工具——电源架构设计 

• 添加完毕后点击“submit”提交给WEBENCH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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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步骤对电源树优化
选择 

•处理后的结果显示为
多个图表。其中一个是
图形化的电源树,简单
明了 

•优化旋钮在电源树的
设计中依旧存在，给工
程师带来了很大便利 

•优化选择的二维图和
选项表格也可以在这里
看到，依旧保持对应关
系,这里表示的是电源
树整体的效率、成本和
封装大小 

 

 



WEBENCH 电源设计工具——电源架构设计 

• 整体上的优化结束后，WEBENCH工具计算出了待选器件。点击下图中的“view project 

detials”进入下一步。这步骤对电源芯片优化选择。 

 

 

• 这个步骤中对电源树上的具体的芯片进行选型。电源树（右边）和待选型表格（左边）有
对应关系。每选择一个器件，工具都会计算具体的效率、成本和封装大小，并以饼图的形
式显示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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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ENCH 电源设计工具——电源架构设计 

• 点击饼图右上角的“creat project”生成最后的工程。可以看到工程中还有“优化旋钮”存在，
这个步骤对外部电路进行优化，真可谓优化无处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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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ENCH 电源设计工具—FPGA/处理器电源设计 

• FPGA和处理器电源设计跟电源架构设计很相似，只是在最开始多了一个界面帮
助导入FPGA和CPU的电源需求。 

 

 

 

 

• 选择好型号后就会在右面的表格中显示出FPGA或者处理器的电源种类和电流。
点击“add load”就把这些电源添加到电源架构设计中 

 

 

 

 

• 添加完FPGA和CPU的电源后，就进入了“电源架构”设计界面，可以参考上一个
小节的讲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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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ENCH 电源设计工具—LED电源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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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D电源设计方式之一：用户选择LED管和LED拓扑，WEBENCH选择
电源。然后进入电源设计。 



WEBENCH 电源设计工具—LED电源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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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D电源设计方式之二：用户输入对光源的要求，WEBENCH选择LED，然
后提供用户LED拓扑选择，最后再进入电源设计。 



WEBENCH 电源设计工具—LED电源设计 

• 在方式二中，选择LED后进入LED拓扑选择和优化。选择完毕后点击
“creat project”进入电源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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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ENCH 电源设计工具—电源仿真 

• WEBENCH工具不只能对芯片进行选型，也可以对电源芯片进行仿真。

在上述电源设计的过程中，会看到设计面板。点击原理图后即可进入电
源电路，可以看到右上角有Run Simulation，可以对电路进行仿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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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仿真界面，可以看到左上角的下拉菜单
中的仿真项,分别可以对电源的负载暂态响应” 

“输入暂态响应” “上电” “波特图”“ “稳态”进行
仿真.  

•在选择了带有外部补偿电路的芯片才可以进
行“波特图”仿真（有comp管脚）。 



WEBENCH 电源设计工具—电源仿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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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稳态” 仿真                                     “波特图”仿真 

           “上电启动”                        “输入暂态响应”                     “负载暂态响应” 



WEBENCH 电源设计工具—原理图导出 

• 设计好电源后，可以对设计原理图进行导出，在WEBENCH界面的第一行可以看
到“CAD export”按钮，控制对原理图的导出 

 

 

• 点击“CAD export”按钮后，打开导出对话框 

 

 

 

 

 

 

• 将Altium格式的原理图下载保存后，用Altium打开可以看到设计好的电源原理图

。需要注意的是元件封装没有包含在原理图中，需要用户根据实际采购的物料加
入封装信息，然后导入PCB进行电路板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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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ENCH实战--开关电源参数间的矛盾和联系 

• 先来分析一下开关频率和电感之间的关系。开关电源中用到的就是电感
的基本物理特性：U=L*di/dt 。把电感移到等式左边，电流的微分用电流
变化量比上时间变化量来表示，即可得到 

 

 

• 用图来解释更为直观，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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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ENCH实战--开关电源参数间的矛盾和联系 

• 图中将一个长时间的充电分散成为多个短时间的充电，总的充电时间不
变。对于电感来说相当于一个储能元件，充电时将电流转换为电磁能，
放电时将电磁能转换为电流。开关频率低时，充电时间长，就需要一个
容量大的电感来吸收这些能量（电感容量越大，电感感值越大），如果
容量不够则会引起电感的磁饱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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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ENCH实战--开关电源参数间的矛盾和联系 

• 根据这个原理，在单位时间内将一个长时充电分散为多个短时充电，这样所需的
电感容量就会下降。这样对应到开关电源中就是升高开关频率可以有效降低电感
体积。如下图所示，Y轴表示体积，X轴表示开关频率。用一个基础的开关电源
模型仿真，可以看到随着频率增加，电感（inductor）体积逐渐减小，而输入、
输出电容和MOS管体积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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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ENCH实战--开关电源参数间的矛盾和联系 

• 再来分析一下开关频率和MOS管之间的关系。MOS管在开关电源中是作
为电子开关使用的，工作中截止和导通两个状态交替进行，Ids是漏源电
流，Vds是漏源电压，两者相乘就是MOS管的功率消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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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ENCH实战--开关电源参数间的矛盾和联系 

• 下图显示了两种不同工作频率 (频率F2 >F1) 下开关损耗和传导损耗之间的关系
。X轴表示MOS管芯的面积，Y轴表示功率损耗。传导损耗 (Pcon)与工作频率无
关，只随管芯面积增大而减小。而开关损耗 (Psw F1 和 Psw F2 ) 与工作频率成
正比例关系。因此更高的工作频率 (Psw F2) 会产生更高的开关损耗。当开关损
耗和传导损耗相等时，每种工作频率的总损耗最低 

 

 

 

 

 

 

 

• 但是，在更高的工作频率下，最佳裸片面积较小（例如F2频率下最佳裸片面积小
于F1频率下的），从而带来成本节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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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ENCH实战--开关电源参数间的矛盾和联系 

• 通过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MOS管和电感对开关频率需求的矛盾关系，一
方面提高开关频率可以有效的降低电感体积，即节省了PCB面积、节省
了电感成本；另一方面提高开关频率增大了MOS管的开关损耗和电感磁
芯损耗。这样就需要利用WEBENCH提供的优化旋钮，用户选择优化方
向后WEBENCH计算出合适的开关频率，电感和MOS型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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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1 变量2 变量3 变量4 规律 

开关频率 电感体积 效率 开关损

耗 

频率越高，电感值越小，

感值越小电感体积越小，

但是开关损耗越大，电

源效率下降 

MOS管的传导

电阻 

MOS管芯

面积 

开关频率 电感体

积 

MOS管传导电阻越小，

管芯面积越大，管芯面

积越大允许的开关频率

越小，开关频率越低电

感体积越大 



WEBENCH实战 step by ste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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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n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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