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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坚信
品质铸就成就
PREDICTABLE QUALITY. 
PREDICTABLE SUCCESS

巨霖科技致力于以理念、技术的创新提供从芯片、封装到系统的完整解决方

案以满足日益挑战的半导体行业电路仿真设计的需求。

公司
愿景

让面向未来的电
子系统设计变得
可能、简单。

值得
信任

巨霖致力于给客
户提供可预期的
高品质的产品，
帮助客户获得可
预期的成功。

持续
创新

巨霖以创新取胜，持
续关注行业最前沿性
问题，以全新技术提
供客户卓越的产品。
作 为 一 家 高 科 技 公
司，创新是巨霖赖以
生存的唯一理由。

团结
奋斗

巨霖崇尚全员奋
斗精神。

公司使命
聚焦客户关注的行业最前沿问题

专注“精度”与“效率”，结合行业用户需求，不断
丰富产品线，提供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电子产品仿

真验证平台，持续为客户创造最大的价值。

01 系统级和芯片级
EDA仿真软件供应商 02



我们坚信
品质铸就成就
PREDICTABLE QUALITY. 
PREDICTABLE SUCCESS

巨霖科技致力于以理念、技术的创新提供从芯片、封装到系统的完整解决方

案以满足日益挑战的半导体行业电路仿真设计的需求。

公司
愿景

让面向未来的电
子系统设计变得
可能、简单。

值得
信任

巨霖致力于给客
户提供可预期的
高品质的产品，
帮助客户获得可
预期的成功。

持续
创新

巨霖以创新取胜，持
续关注行业最前沿性
问题，以全新技术提
供客户卓越的产品。
作 为 一 家 高 科 技 公
司，创新是巨霖赖以
生存的唯一理由。

团结
奋斗

巨霖崇尚全员奋
斗精神。

公司使命
聚焦客户关注的行业最前沿问题

专注“精度”与“效率”，结合行业用户需求，不断
丰富产品线，提供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电子产品仿

真验证平台，持续为客户创造最大的价值。

01 系统级和芯片级
EDA仿真软件供应商 02



系统级和芯片级
EDA仿真软件供应商 04

TJSPICE产品介绍
TJSPICE集成了丰富的SiC&GaN、CMOS、Bipolar器件模型，是一款致力于提供Golden精度的
TRUE-SPICE仿真器。在芯片/封装/板/背板信号完整性领域，其精度已经被A1客户认定为
Golden级。不仅于此，TJSPICE依然可以在模拟/混合信号集成电路设计、IP验证领域提供
Golden级别的仿真精度。有鉴于此，TJSPICE可以作为一款芯片、芯片/封装/板/背板信号完整
性领域的签核工具。

TJSPICE

TJSPICE支持模型

MOSFET
BSIM3、BSIM4、BSIM-BULK
BSIM-IMG、BSIM-CMG
BSIM-SOI、PSP、GaN&SiC

Diode
JUNCAP
JUNCAP200

BJT MAXTRAM、VBIC Verilog-A

发展历程
2020.3
获得A1客户

第一笔商业订单

2021.5
与A1客户开始

在芯片仿真领域
进行深度合作

2022.6
超过30家Tier1

客户测试

2019.3
巨霖科技创立

2020.11
成为A1客户
认证供应商

2021.12
与A1客户

在SI领域签署三年
框架采购协议

DEVELOPMENT 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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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JSPICE产品架构 TJSPICE应用

I/O Engine

Unified SPICE M
odel

HSPICE format netlist

Spectre format netlist

DC/OP

AC

NOISE

TRAN

Fourier

FFT

PZ

Monte-Carlo

TJSPICE

SI/PI
Analysis

IP
Verification

SIC and GaN
Modeling&
simulation

Verilog-A
Behavior
Modeling

TJSPICE的统计眼图分析可以帮助设计者在一次模拟中准确
地模拟误码率，并且在过去需要一百万次瞬态模拟才能达
到相同覆盖率的情况下显示浴盆曲线。TJSPICE的统计眼图
分析支持算法建模接口（AMI），可以精确模拟SerDes及
DDR5的均衡特性。

TJSPICE是IP验证的理想
仿真工具，基于仿真结
果，TJSPICE提供丰富的
测量功能。为了更方便地
处理大量TJSPICE参数扫
描，TJSPICE提供了数据
驱动扫描分析以实现参数
扫描的自动化扫描功能。

针对模拟电路的行为及
复杂的测试输入激励的
描述，Verilog-A是一种
理想的语言。TJSPICE
支持Verilog-AMS LRM 
2.40，TJSPICE可以将
晶体管级和Verilog-A行
为级混合起来使用。

05 系统级和芯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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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号完整性仿真平台
SIDesigner

Feature 1
Feature 2

Feature 3Feature 1
Feature 2

Feature 3

SIDesigner

Golden精度芯片-封装-系统的
信号&电源完整性电路仿真平
台。经过A1客户全方位测试，
精度优于国外产品。

已经通过 A1客户严格测试，
算法精度全面领先业内同类
产品。

TJSPICE

已经在A1客户经过全方位测
试，与业界Golden SPICE完全
对标，在部分场景精度超越
Golden SPICE。

AMI 建模工具。使用基于块的均衡元
素拓扑来创建用于高速SerDes接口SI
分析的行业标准AMI模型。

TJSPICE
芯片老化分析

07 系统级和芯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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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rcuit
SPICE
netlist

Simulation
without

degradation 

Simulation
results

Simulation
results

Simulation
with

degradation 
Device

degradation
内核
TJSPICE

高速串行链路仿真
(ChannelArtist)

传统信号完整性仿真
(Pre-layout)

AMI 建模工具
(AMIModel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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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Designer产品概览
SIDesigner是一款基于GUI的通用电路仿真平台，它内置行业标准精度级别的SPICE引擎。用户

可通过简单的拖放操作来实现信号完整性或电源完整性仿真。 

作为巨霖自主研发的一款通用电路仿真平台，SIDesigner支持常见的电路元件类型组成的通用电
路仿真，通过快速假设分析，以获得在预布局阶段从信号完整性和电源完整性角度最佳布局决策。借
助第三方3D全波建模求解器，它可完成所有信号完整性时序签核仿真工作（signal integrity timing 
sign-off simulation work）。此外，在SIDesigner中可自由进行电路拓扑搭建，支持信号完整性与
电源完整性协同仿真。

为应对5G/AI高吞吐量和带宽要求，高速SerDes接口被引入应用。随着SerDes数据速率上升至
两位数Gbps，小于1e-12的BER要求需要更长的位流仿真（bit stream simulation）。SIDesigner支
持高速串行链路仿真ChannelArtist，它可提供快速的眼图和浴盆曲线计算，通过行业领先的通道仿
真算法来验证BER性能，正确捕获SerDes系统的非线性影响。支持使用或不使用AMI模型两种模式下
进行所有接口的统计分析、PDA分析以及bit by bit眼图分析，让设计选择更灵活。同时通过改变信
道参数和 TX/RX IBIS AMI 参数，可快速评估信道设计裕量和最优设计配置。

核心竞争优势

09 系统级和芯片级
EDA仿真软件供应商 10

支 持 各 种 版 本 的
IBIS模型、100+端
口S参数、芯片晶体
管SPICE模型、宽
带SPICE模型，支
持 I B I S 模 型 自 动
symbol适配。

波形显示常用功能
对 标 业 界 标 准 工
具 ， 同 时 增 加 了
grid示波器，实现
波形显示设置保存
和自动刷新功能。

100+实测案例 ，瞬
态仿真精度及DDR
和SerDes通道仿真
精度业内领先。

工具改进沟通和响
应速度比业内其他
供应商效率高十倍
以上，高速电路融
合传统SPICE电路
功能仿真模型和模
块。

易用性

模型
兼容性

易用性

仿真
精度

客户
响应

产品吸收了行业各
家产品的优势，支
持层次化原理设计
和总线设计，支持
任意节点电压电流
波形采样。

SIDesigner主要功能

SIDesigner简单易用的流程帮助初学者快速
熟悉信号完整性和电源完整性分析流程，为
资深工程师节省大量流程设置时间。

SerDes IO IBIS-AMI模型、传输线/过孔模
型、子电路和S参数模型的可视化信道拓扑
构建和系统仿真配置。

支持通过GUI界面自定义信道搭建，为用户
提供足够的灵活性来优化系统设计并验证所
有可能性。

除了通用的TX/RX IBIS-AMI模型，SIDesign-
er还支持通常用于背板设计的repeater和
retimer模型。

在预布局设计阶段，用户可以通过传输线/
过孔和不同的物理参数搭建布局拓扑来进行
快速假设分析。

在后布局设计阶段，用户可以借助第三方 
EM 求解器进行签核SI验证。

SIDesigner支持所有常用电路元件，用户可
以轻松搭建电源分配网络执行AC/DC/瞬态
分析。支持VRM模型和芯片电源模型 
(CPM)用于系统级电源完整性分析。

通过自由组合PDN不同部分，可以轻松进
行假设分析以优化PDN设计。

SIDesigner支持通用电路拓扑仿真，用户能
够仿真他们想要验证的内容并提高设计性
能，不受限于预先构建的信道模块和拓扑。

通过内置行业标准精度级别的SPICE引擎，
SIDesigner支持所有并行接口的Power-Aware 
SI分析。用户可以对设计参数进行细致的假设
分析来获得最佳设计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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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werExpertSIDesigner仿真

低速信号仿真

低速信号仿真

DDR5仿真

Bit by Bit

Statistical

SerDes仿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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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各种用户自建的宏观
器件模型、行为级模型以
及磁性器件模型、功率二
极管、BJT、MOSFET、

IGBT 等模型。

支持实时交互的    
  数模混合电路仿真。

支持电源电子领域常用
的AC、DC、瞬态、零极

点、传递函数、灵敏
度、噪声等分析模式。

PowerExpert是一款基于图形化交互界面的
电源电子系统设计和仿真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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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各种用户自建的宏观
器件模型、行为级模型以
及磁性器件模型、功率二
极管、BJT、MOSFET、

IGBT 等模型。

支持实时交互的    
  数模混合电路仿真。

支持电源电子领域常用
的AC、DC、瞬态、零极

点、传递函数、灵敏
度、噪声等分析模式。

PowerExpert是一款基于图形化交互界面的
电源电子系统设计和仿真工具。



主要特色

集成化设计与仿真平台。工程师
从构建电路原理图到仿真以及结
果波形查看整个过程都在Power-
Expert内部完成，具有较强的便
利性。

器件模型支持广泛。PowerEx-
pert支持电源电子系统设计领域
所用到的各种类型非加密模型，
用户可以构建完整的系统进行电
路仿真分析，保证了分析的精度
以及设计的稳定性、可靠性。

器件模型优化。PowerExpert提
供可靠的基于GUI交互界面的器
件优化功能，用户可以根据设定
的性能指标来反向优化器件模型
参数，从而快速设计出满足用户
设计指标的系统电路。

实 时 交 互 式 数 模 混 合 仿 真 。
Powe rExpe r t支持C/C++、
Verilog-A、Verilog以及Python等
模型，并拥有实时交互式数模混
合仿真引擎，从而保证了对数模
混合仿真的广泛支持及高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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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werExpert仿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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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werExpert仿真



三维，全波网络提取
电源分布及

信号完整性分析

内置S参数后
处理工具

S参数拟合电路
模型转换

DC(静态IR-drop)
AC及瞬态

(动态IR-drop)分析

电流密度
电阻检测
阻抗分析

IC/Package/PCB
协同分析

芯片电源模型(CPM)和
其他基于子电路的
模型无缝集成

EMWave

产品概览
EMWave是一款完全集成的电源完整性（PI）和信号完整性（SI）分析工具，用于芯片封装和印刷

电路板（PCB）设计。EMWave采用三维建模和有限元分析方法，可以进行三维全波模型提取、电源分
布及信号完整性分析。分析包括直流（静态）、交流（频域）、瞬态（动态）。

EMWave从各种CAD工具中导入设计的物理数据库，将导入的布局图形化显示，并列出其材料参
数，设计人员可以修改封装及PCB设计。EMWave将三维物理模型离散化，然后利用有限元方法求解
Maxwell方程组，从离散的几何图形中提取电阻性SPICE模型或宽带s参数。

主要功能

技术指标

支持95％业界常用的开关电源模
型，并且支持用户自建宏观器件
模型、行为级模型、磁性器件模
型 、 功 率 二 极 管 、 B J T 、
MOSFET、IGBT等模型。

广泛的模型支持

95%

支持电磁联合仿真，支持80%业
界常用的磁性器件模型，并且支
持用户对磁性器件模型进行建
模。其精度与业界参考工具的误
差在0.1%以内。

电磁混合仿真

80%

支持电源电子领域常用的分析模
式，如AC、DC、瞬态、零极
点、传递函数、灵敏度、噪声
等，涵盖业界参考工具的所有分
析模式。

全面的分析模式

100%

经过大量业界常用的开关电路实
例验证，PowerExpert在开关电
路仿真中的收敛度等于或者高于
业界参考工具，仿真精度误差在
0.01%以内。

教科书式的SPICE
仿真器

0.01%

支持C/C++、Verilog-A、Verilog 
以及 Python 等模型，并拥有实
时交互式数模混合仿真引擎，从
而保证了对数模混合仿真的广泛
支持及高精度，在精度上与业界
参考工具的误差在0.1%以内，并
且保证99%的设计收敛。

实时交互式数模
混合仿真

99%

针对客户的模型和网表提供加密
服务，涵盖业界常用的加密方
式，如对称加密、非对称加密
等，并在原有的加密方式上拥有
自主的加密算法，确保用户模型
和网表的安全。

主流加密算法

自主

15 系统级和芯片级
EDA仿真软件供应商 16



三维，全波网络提取
电源分布及

信号完整性分析

内置S参数后
处理工具

S参数拟合电路
模型转换

DC(静态IR-drop)
AC及瞬态

(动态IR-drop)分析

电流密度
电阻检测
阻抗分析

IC/Package/PCB
协同分析

芯片电源模型(CPM)和
其他基于子电路的
模型无缝集成

EMWave

产品概览
EMWave是一款完全集成的电源完整性（PI）和信号完整性（SI）分析工具，用于芯片封装和印刷

电路板（PCB）设计。EMWave采用三维建模和有限元分析方法，可以进行三维全波模型提取、电源分
布及信号完整性分析。分析包括直流（静态）、交流（频域）、瞬态（动态）。

EMWave从各种CAD工具中导入设计的物理数据库，将导入的布局图形化显示，并列出其材料参
数，设计人员可以修改封装及PCB设计。EMWave将三维物理模型离散化，然后利用有限元方法求解
Maxwell方程组，从离散的几何图形中提取电阻性SPICE模型或宽带s参数。

主要功能

技术指标

支持95％业界常用的开关电源模
型，并且支持用户自建宏观器件
模型、行为级模型、磁性器件模
型 、 功 率 二 极 管 、 B J T 、
MOSFET、IGBT等模型。

广泛的模型支持

95%

支持电磁联合仿真，支持80%业
界常用的磁性器件模型，并且支
持用户对磁性器件模型进行建
模。其精度与业界参考工具的误
差在0.1%以内。

电磁混合仿真

80%

支持电源电子领域常用的分析模
式，如AC、DC、瞬态、零极
点、传递函数、灵敏度、噪声
等，涵盖业界参考工具的所有分
析模式。

全面的分析模式

100%

经过大量业界常用的开关电路实
例验证，PowerExpert在开关电
路仿真中的收敛度等于或者高于
业界参考工具，仿真精度误差在
0.01%以内。

教科书式的SPICE
仿真器

0.01%

支持C/C++、Verilog-A、Verilog 
以及 Python 等模型，并拥有实
时交互式数模混合仿真引擎，从
而保证了对数模混合仿真的广泛
支持及高精度，在精度上与业界
参考工具的误差在0.1%以内，并
且保证99%的设计收敛。

实时交互式数模
混合仿真

99%

针对客户的模型和网表提供加密
服务，涵盖业界常用的加密方
式，如对称加密、非对称加密
等，并在原有的加密方式上拥有
自主的加密算法，确保用户模型
和网表的安全。

主流加密算法

自主

15 系统级和芯片级
EDA仿真软件供应商 16



EMWave仿真

17

输入数据格式
Cadence APD, SiP, Allegro

Zuken RIF, CR-5000 

AutoCAD DXF

Mentor Graphics Board Station, 
PADS, Expedition

Mentor ODB++  

Leadframe

输出数据
Touchstone S,Y,Z parameters

Static IR-drop analysis map

Resistance SPICE model 

Current density map

Time-domain dynamic
voltage-drop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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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霖科技

扫描二维码
了解更多详情

系统级和芯片级EDA仿真软件供应商

电磁、电路到系统 一站式方案https://www.julin-tech.com

hr@julin-tech.com（人力资源）
support@julin-tech.com（技术支持）
sales@julin-tech.com（商务合作）

上海市浦东新区盛荣路188弄5号407A-408

021-5020019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