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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關鍵詞：微處理器、自我測試、結構性錯誤 

在現在的電子產業中，微處理器（microprocessor）的重要性無庸置疑。除了被用來

當做電腦的中央處理單元（central  processing unit, CPU）外，也是許多電子消費產品

的大腦。自 Intel 4004 問世以來至今，隨著微處理器在晶片面積、性能與複雜度各方

面的快速成長，其設計驗證（design verification）與生產測試（manufacturing testing）的

難度也隨之增加。 

本計劃的研究主題為微處理器的生產測試技術，目標為在不使用（或儘量避免使

用）可測試性設計電路（DfT, Design-for-Test）的前題下，達到預設的結構性錯誤涵蓋

率（structural fault coverage）。計劃第一年的主要成果包括：（1）蒐集並研究微處理機

測試的相關研究成果，（2）以 Parwan Processor 為待測 CPU，研究產生測試程式的技術，

獲得不錯的成果，與（3）蒐集並分析其他較複雜的微處理器核心，作為後續研究的

待測 CPU。 

英文摘要 

Keywords: microprocessor, self-testing, structural faults 

Microprocessors plan a very important role in the modern microelectronics industry. In 

addition to serving as the central processing unit (CPU) in desktop computers, notebooks, or 

workstations, microprocessors are often utilized as the main control unit of many electronics 

products. Since the introduction of Intel 4004, microprocessors have advanced substantially in 

terms of the chip area, performance, and circuit/functionality complexity. All these 

improvements pose severe challenges on not only design verification, but also manufacturing 

testing. 

The purpose of this project is to develop microprocessor manufacturing techniques which 

can achieve the desired structural fault coverage without or with the least amount of DfT 

(Design-for-Test) circuitry. The main results of the first year include (1) collecting and studying 

microprocessor testing related papers and research results, (2) development of test program for 

the Parwan Processor and achieve acceptable structural fault coverage, and (3) collecting and 

analyzing publicly available processor cores for further research and study. 



一、前言 

由於現有的自動測試圖樣產生器（Automatic Test Pattern Generation, ATPG）技術並

無 法 處 理 像 微 處 理 器這 麼 複 雜 的 循 序 電 路（ sequential circuit ），可 測 試 性 設 計

（Design-for-Testability, DfT）已成為微處理器結構性測試的必要手段。目前，藉由加

入完全或部份掃瞄鍊（full or partial scan chain）以增加記憶體元件（flip-flop or latch）

的可控制性與與可觀察性的方法，可以使現有的自動測試圖樣產生器能產生高錯誤涵

蓋率的測試圖樣，是最廣為採用的方法。然而，以掃瞄鏈為基礎的結構性錯誤測試，

除了測試時間長之外，還有以下問題： 

1. 此方法無法連續地供應測試圖樣（測試圖樣是序列式地輸入掃瞄鍊），因此無

法直接用來偵測與系統時序相關的錯誤。 

2. 在測試過程中，功率消耗可能會數倍於正常工作模式。 

這些測試時間、功率與測試效率的問題，在 SoC 設計中將會更為嚴重。在複雜的 SoC

設計中，內嵌式微處理器必須與其它的智財核心（IP core）分享有限的測試資源（如

晶片接腳、測試時間等），傳統的測試方法將會導致過高的測試成本。因此，以結構

性錯誤為目標的自我測試程式產生技術，最近又開始吸引學術界與工業界的注意。 

 

二、研究目的 

自 Intel 4004 問世以來至今，隨著微處理器在晶片面積、性能與複雜度各方面的

快速成長，其設計驗證（design verification）與生產測試（manufacturing testing）的難度

也隨之增加。 

本計劃的主要目的為發展可降低微處理器生產測試的成本的測試策略。為達此一

目的，我們將發展以結構性錯誤為目標的微處理器自我測試程試產生技術。由於是針

對結構性錯誤來產生測試程式，此測試技術結合了功能測試與結構性測試的優點： 

1. 所產生的測試程式可以在微處理器的額定速度下執行，因此可以用來偵測動

態錯誤。 

2. 沒有測試時功率消耗劇增的問題。 

3. 測試程式是以結構性錯誤為標的，與生產測試的目標相同。 

 

三、文獻探討 

以下所列為與本計劃相關的最近重要文獻： 



 

四、研究方法 

圖一所示為以結構性錯誤導向的微處理器測試程式產生方法的概念性流程圖。其

輸入包含低階的結構描述（如邏輯閘階層的電路描述）、錯誤模型（fault model）與高

階的硬體描述（HDL description）、指令集（instruction set）。和功能測試不同的是，這

個測試程式產生器（test program generator）須要有低階的電路描述與錯誤模型來找出

可以激發或觀察電路瑕疵的指令。結構性錯誤模擬器（structural level fault simulator）

則是用來決定錯誤是否被偵測到，並評估測試程式的錯誤涵蓋率。 

 

 

圖一 結構性錯誤導向測試程式產生流程 

 

以下以一假想的微處理器中 ALU 的結構性錯誤為例，介紹產生測試程式的可能

方法。圖三為示為待測 ALU 與和其相鄰的單元。其中 A 與 B 為 ALU 的運算元輸入；

C 共有三個信號，分別對應到 ALU 可以執行的加、減與對 A 的反相運算（此三個控

制信號在任何時間僅有一個為 1，亦即 one-hot encoding）；D 為運算結果。測試程式產

生步驟如下： 

1. 以 ALU 為待測電路，使用 ATPG 產生可偵測目標錯誤的測試圖樣。在此步驟

中，吾人必須藉由修改 ALU 或 ATPG 使 C 為 one-hot encoding。假設 ATPG 產

生之測試圖樣為（A,B,C）＝（00001111,00111111,010）。 

2. C＝010 對應的是減法，因此實現此測試圖樣首先要將 00001111 寫入 AC，執



行減法運算（B 值來自記憶體），再將運算結果存入記憶體以觀察錯誤是否存

在。 

3. 對應的程式片段為：（MEM[X]指記憶體位址 X） 

LDA   A_SIDE;  // AC <-- MEM[A_SIDE] 

SUB   B_SIDE;  // AC <-- AC – MEM[B_SIDE] 

STA   RESULT;  // MEM[RESULT] <-- AC 

A_SIDE:  00001111; 

B_SIDE:  00111111; 

RESULT:  00000000; 

4. 執行錯誤模擬，將偵測到的錯誤自錯誤列移去。 

5. 重複步驟 1 至 4，直到錯誤列成為空集合或已達到預計的錯誤涵蓋率。 

6. 將所合成的各個程式片段結合（必要時可以加入分析或壓縮測試結果的子程

式），便得到生產測試程式。 

7. 最佳化此測試程式以減少所須記憶體空間或執行（亦即生產測試）時間。 

此測試程式可以被存在微處理器的非揮發性記憶體上（non-volatile memory），或

在生產測試過程中由自動測試儀器寫入待測微處理器的記憶體中。測試程式執行完畢

後，吾人檢查所儲存的測試回應值是否正確以判斷晶片是否有結構性錯誤。 

 

 

圖二 待測 ALU 與和其相鄰的單元 

 

五、結果與討論 



表一為我們以 Parwan Processor 為待測 CPU 所得到的實驗結果。在表一中，第一行

為 Parwan Processor 的功能方塊，第二行為以 ATPG 對各功能方塊個別產生測試圖樣所

得到的錯誤涵蓋率，第三行則是以我們針對 ALU 所產生的測試程式，對各功能方塊

的錯誤函蓋率。由第一行可以看出，ATPG 對各方塊單獨測試時可達到不錯的錯誤涵

蓋率。然而，必須注意的是，此高錯誤函蓋率必須有如掃瞄鍊的可測試性設計電路支

援才能達到；沒有掃瞄鍊（亦即以 ATPG 對整個 Parwan Processor 產生測試圖樣）時，

其錯誤涵蓋率甚至低於百分之五十。相對的，我們的方法可以不依賴任何可測試性設

計電路便可達到 73.17%的錯誤函蓋率。 

 

 ATPG Our method

ALU 99.52 92.22

AC 87.07 71.88

SHU 100 54.00

CU 86.65 64.33

SR 83.93 56.90

IR 81.25 64.47

PC 92.95 76.04

MAR 81.32 50.00

Parwan 46.15 73.17

表一 實驗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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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計劃成果自評 

與預定的目標相比，我們完成了大部份的項目。此外，在此計劃的部份支援下，

我們也進行一些以 on-chip 的 FPGA 實現內建自我測試電路的技術，並發表了一篇論

文。很遺憾此三年期計劃自第二年起即未獲補助，我們仍將與原有團隊繼合作，希望

仍能達到預定的技術指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