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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中文摘要 

無線通訊是近年來非常熱門的研究領

域，而低功率通訊積體電路在無線通訊中扮演

非常重要的角色，低功率無線通訊 SoC 不但具

有長操作時間，低封裝成本等優點，而且電磁

輻射量較小，不會對人體及鄰近通訊造成干

擾，非常適用於短距離通訊。 

在測試方面，由於同速測試(at-speed 

testing)需求的成長，測試功率的降低在近年

來日益重要。超額測試功率會嚴重的影響良率

以及測試效能[Butler 04]。研究顯示測試功

率散逸是功能模式時的兩倍[Zorian 93]，這

比率在現今的製程上甚至更大。造成測試模式

的高功率消耗的理由如下：(1)ATPG patterns 

為了減少測試時間並且盡可能的活化(active)

錯誤 (2)許多電路節點在功能模式中並不會

同時被觸發(toggle)但在測試模式中卻會 (3)

測試模式中的測試向量彼此的相關性比在功

能模式中的輸入向量的相關性還要低[Wang 

97]。為了減輕測試功率的問題，許多低功率

可測試設計技術被提出來[Girard 02]。 

本計畫提出新的可測試設計DFT技術反應

倒轉掃描單元(response inverse scan cells, 

RISC)用來降低峰值捕捉功率，此技術將 RISC

的資料輸入端反向使得正反器的內容在捕捉

時脈(或稱系統時脈)的前後保持不變，而用一

個計分的方式來選擇一部分的掃描單元需要

替換成 RISC。根據 ISCAS benchmark 電路的實

驗數據，RISC 技術在增加 7.6%的面積負擔下，

降低了超過 45%的峰值功率。不像先前的低峰

值功率可測試設計 DFT 技術需要在掃描鍊

(scan chain)架構上做較多的改變，RISC 技術

只需要替換掃描單元。除此之外，既不減少錯

誤覆蓋率也不增加控制訊號，因此如我們所

知，這是第一個以矽製程展示峰值功率降低的

研究。 

 

二、英文摘要 
Due to the growing demand for at-speed 

testing, test power reduction has gained much 
importance recently.  Excessive test power can 
seriously impact the yield or test effectiveness 
[Butler 04].  It is shown that the test power can 
be twice as high as the function power [Zorian 
93].  This ratio can be even larger in modern 
technology.  The reasons for the high power 
consumption in test mode are as follows.  (1) 
ATPG patterns try to activate as many faults as 
possible to minimize the test time. (2) Many 
circuit nodes that are not suppose to toggle at the 
same time in function mode are toggling in test 
mode.  (3) Test patterns applied in test mode 
are less correlated than input patterns applied in 
function mode [Wang 97].  To alleviate the test 
power problem, many low power design for 
testability (DFT) techniques have been proposed 
[Girard 02]. 

This project presents a novel DFT 
technique, responses inverse scan cells (RISC), 
to reduce the peak capture power.  This 



technique inverts the data inputs of RISC such 
that the flip-flop contents remain unchanged 
before and after the capture clock (aka. the 
system clock).  A score-based method selects a 
portion of scan cells to be replaced by RISC.  
According to the experimental data on ISCAS 
benchmark circuits, the RISC technique reduces 
peak power by more than 45% at a cost of 7.6% 
area overhead.  Unlike previous low peak 
power DFT techniques, which require significant 
changes in the scan chain structure, the RISC 
technique requires only the replacement of scan 
cells.  Besides, there is neither fault coverage 
degradation nor extra control signal.  So far as 
we know, this is the first work to demonstrate 
the capture power reduction on silicon. 

 
三、 計畫的緣由與目的 

使用低功率可測試設計DFT的第一項理由

是避免造成待測電路(circuit under test CUT)

損壞的風險，測試模式中的高溫高電流不只會

造成嚴重的損壞並且造成可靠度的問題

[Hnatek 95]，低功率測試技術節省了昂貴的

包裝或是為了散熱加的額外的冷卻裝置的費

用。第二，低功率測試技術避免晶片功率完整

的問題，測試模式的高電流造成過度的 VDD 下

降或是地電壓的彈起，都會造成待測電路 CUT

的故障。另外，低功率可測試設計的 DFT 技術

可以在系統晶片(system on chip, SOC)達成

平行測試多個核心，針對多核心的測試模式功

率消耗是其中一個主要的限制[Chou 94]，藉

由低功率可測試設計 DFT 技術，可以同時測試

多核心也因此縮短系統晶片的整體測試時間。 

 
四、 研究方法及成果 

本研究所提出的方法將一群被選到的傳

統掃描單元置換成 RISC，RISC 的輸出端在系

統時脈的時候依然保持不變，因此減少了功率

散逸。圖一顯示傳統的多工器掃描單元(在圖

左)，緊接著是 RISC(在圖右)。跟傳統掃描單

元相比，RISC 有額外的控制正反器(control 

FF)和一個 XOR，當控制正反器是 1，組合邏輯

連到資料輸入端被反向，當控制正反器是 0，

資料輸入端的值並不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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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傳統多工器掃描單元和 RISC 

RISC 技術實現於低功率基頻接收機 IC，

測試晶片使用 TSMC 0.18 um standard cell

製程。由於 die 的大小限制，只有 10%的正反

器被置換成 RISC，表一為模擬的功率與測試功

率的比較，在測試模式，模擬的功率使用商業

軟體(Synopsys Power Compiler)為 5mW，而量

測的結果為 4.17mW。注意測試頻率為 10MHz

比功能頻率 16MHz 還低是因為實體設計的限

制，在功能模式模擬功率是 1.25mW 並且量測

到的功率為 1.05mW。在此可以注意到即使測試

頻率比功能模式頻率還要低，測試功率仍是功

能模式功率的四倍。 

表一  模擬和測試功率 (mW) 

Test Mode Function Mode  
(10MHz) (16MHz) 

Simulation Power 5 1.25 
Measured Power 4.17 1.05 

 
 

圖二比較在加了10%RISC之前和之後的捕

捉功率(以觸發數目(toggle count)來計算)，

峰值捕捉功率從 20,014 大量的下降到

8,985，相當於減少了 55%。 



Peak capture power = 20,014 

 
圖二(a)  未加 RISC 的捕捉功率 (峰值 = 

20,014) 

Peak capture power = 8,985 

 
圖二 (b).加上 RISC 的捕捉功率 (峰值 = 

8,985) 

測試晶片的設計允許兩種模式的操作，分

別是有加 RIS C 和沒加 RISC 兩種，其相對應的

波形以示波器來顯示，使用一組測試向量使其

在未加上 RISC 時會產生峰值捕捉功率。在圖

三(a)上方的曲線為未加上RISC的電路的電源

供應器的電壓，圖中的刻度為每格 1V，圖下的

曲線是 scan enable 訊號，在中間為捕捉模

式。可以觀察到大量的電源供應器壓降約

0.4V，大約為 VDD的 22%。圖三(b)顯示在使用

相同的測試向量給加上 RISC 之後的電路的波

形圖，電源供應器壓降約減少到 0.2V，約 VDD

的 11%，這矽製程的資料顯示所提出的技術相

當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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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a).  捕捉模式時的電源供應器壓降 

(RISC off)  

Worst VDD drop = 0.2V 

 
圖三(b).  捕捉模式時的電源供應器壓降

(RISC on) 

 

 
四、 結論與討論 

本研究計劃擬藉由低峰值功率可測試設

計 DFT 之設計，降低晶片在測試時過度的功率

消耗，有效提升良率，減少測試成本。並實際

應用於實體 IC 上，以證實此方法可以有效的

降低峰值功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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