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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提高模拟犞犔犛犐电路的测试精度，提出了一种基于数字信号处理的模拟犞犔犛犐电路测试方法．将测试响

应经余弦调制实现的数字滤波器组完成子带滤波，随后对各子带滤波序列进行能量计算和相关分析，实现模拟响

应的数字特征提取．对国际标准电路中的１９个故障的实验表明：子带滤波序列的能量计算适合诊断硬故障；相关

分析既可诊断硬故障，又可诊断软故障．实验还表明该方法对故障的分辨率远高于文献［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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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模拟与数模混合集成电路测试的重要性日益显

著，其研究得到持续关注［１，２］．当前对数字电路的自

动诊断已有多种实用方法，并实现了自动化．然而要

对模拟电路实现测试和诊断的自动化还有相当大的

距离，存在一系列理论和技术问题亟待解决．

模拟电路中的故障通常分为灾难型故障（或称

硬故障）和参数型故障（或称软故障）两类［３］．灾难型

故障包括电路节点和连线的短路和开路，这种故障

可改变电路的拓扑结构．参数型故障一般指由各种

原因造成的元件参数偏离其标称值，造成电路性能

下降甚至失效．目前与硬故障的测试相比，参数型故

障的测试要困难得多，相关研究十分活跃［４］．本文研

究对参数型故障的测试针对性较强的方法．

模拟电路故障诊断方法可分为两类：测试前仿

真（狊犻犿狌犾犪狋犻狅狀犫犲犳狅狉犲狋犲狊狋，犛犅犜）和测试后仿真

（狊犻犿狌犾犪狋犻狅狀犪犳狋犲狉狊犻犿狌犾犪狋犻狅狀，犛犃犜）．故障字典方法

是属于犛犅犜的典型方法，它是测试和诊断灾难型故

障的有效手段，但对元件参数偏差的测试效率不高．

犛犃犜方法对大型电路普遍耗时，犛犅犜对复杂电路的

时间开销较犛犃犜低．犛犅犜方法是基于比较正常电路

在预先确定的测试激励下的响应和各种故障条件下

的响应，通过随后的分类识别来实现故障的检测与

故障隔离／定位功能．在进行诊断前，通过对电路的

仿真生成故障特征，将各种故障条件下的特征汇集

形成“故障字典”．其中故障特征的选取是一个关键

环节，尤其对参数型故障，特征提取的质量对故障分

辨率和测试效率的影响较大．特征量选择得不好将

使某个（些）故障的特征和正常输出的特征几乎一

致，产生所谓的“混叠”，这时对故障的分辨率下降，

甚至出现误判．

本文利用余弦调制实现的滤波器组，对测试响

应序列实现子带滤波，随后计算各子带序列能量和

相关系数，可显著降低故障“混叠”的概率，测试分辨

率高，且容易实现测试自动化．

２　测试原理

基于子带滤波的模拟犞犔犛犐电路测试原理如图

１所示．模拟电路在测试激励下的响应经模／数转换

（犃／犇）量化为时间序列狓［狀］，对序列狓［狀］经子带

滤波器组犎０（狕），犎１（狕），…，犎狀（狕）后的输出序列

（记为狏０［狀］，狏１［狀］，…，狏狀［狀］）计算子带输出序

列能量和进行相关分析，完成特征提取．

图１　基于余弦调制滤波器组的测试原理

犉犻犵．１　犆狅狊犻狀犲犿狅犱狌犾犪狋犻狅狀犳犻犾狋犲狉犫犪狀犽犫犪狊犲犱狋犲狊狋狆狉犻狀犮犻

狆犾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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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滤波器组实现的子带划分

犉犻犵．２　犛狌犫犫犪狀犱犱犻狏犻狊犻狅狀犻犿狆犾犲犿犲狀狋犲犱犫狔犳犻犾狋犲狉犫犪狀犽

图１中的子带滤波具有相等通带宽度．不失一

般性，记犎０（狕）为一无限脉冲响应因果低通数字滤

波器的传输函数，犺０［狀］为其单位脉冲响应．

犎０（狕）＝∑
∞

狀＝０

犺０［狀］狕
－狀 （１）

　　在ω＝π／犕 附近，犎０（狕）有通带边界ω狆和阻带

边界ω狊，其中，犕 是一整数．现在考虑传输函数 犎犽

（狕），其冲击响应犺犽［狀］定义为：

犺犽［狀］＝犺０［狀］犠
－犽狀

犕
，０≤犽≤ 犕－１ （２）

其中　犠犕＝犲
－犼２π／犕．

由（２）式，犎犽（狕）＝犎０（狕犠
犽

犕
），０≤犽≤犕－１．

频率响应为（３）式．

犎犽（犲犼
ω）＝犎０（犲犼

（ω－２π犽／犕）），０≤犽≤ 犕－１（３）

即犎犽（狕）的频率响应可以通过将 犎０（狕）的响应右

移２π犽／犕 得到．犕－１个滤波器 犎１（狕），犎２（狕），

…，犎犕－１（狕）的频率响应如图２所示，可由基本原型

滤波器犎０（狕）的频率响应在频率轴上均匀频谱搬

移得到，这通过余弦调制来实现．

余弦调制原理［５］即是利用余弦函数频域搬移特

性，进行系统函数的频谱变换，实现时可以利用已有

的快速离散余弦变换（犇犆犜）算法，每个子带滤波器

共享原型滤波器的实现成本，具有低计算复杂度．利

用余弦调制可实现的子带数目多，可满足提高模拟

电路测试精度的需求．

在设计余弦调制滤波器组时，首先要找一个犖

阶线性相位低通原型滤波器犎（狕）．为分析方便，设

犖＋１是子带数目 犕 的偶数倍，即犖＝２犔犕－１．

对原型滤波器进行余弦调制后得到的分析滤波

器组如下：

犺犿［狀］＝２犺［狀］犮狅狊 （２犿＋１）
π
２犕

狀－
犖（ ）２［ ＋

（－１）
犿 π］４ （４）

图３　状态变量滤波器

犉犻犵．３　犛狋犪狋犲狏犪狉犻犪犫犾犲犳犻犾狋犲狉

　　（４）式中，狀＝０，…，犖；犿＝０，…，犕－１．和

犺［狀］相乘的因子与大小为（犕×２犔犕）的 犇犆犜矩

阵犮中下标为（犿，狀）的元素对应，即：

犮犿，狀＝２犮狅狊 （２犿＋１）
π
２犕

狀－
犖（ ）２ ＋（－１）

犿 π［ ］４
（５）

　　分析滤波器组
［５］为：

犎犿（狕）＝∑
２犕－１

犼＝０

犮犿，犼狕
－犼

∑
犔－１

犾＝０

（－１）
犾犺［２犾犕＋犼］狕

－２犾犕

＝∑
２犕－１

犼＝０

犮犿，犼狕
－犼犈犼（－狕

２犕） （６）

　　有限长序列狓［狀］（犖１≤狀≤犖２）的总能量，由

帕斯瓦尔关系定义为：

ξ犵＝∑

犖
２

狀＝犖１

狘狓［狀］狘
２
＝
１

２π∫
π

－π

狘犡（犲犼ω）狘
２犱ω（７）

　　对每个子带滤波器输出的序列进行相关分析．

对因果能量序列狓［狀］和狔［狀］，狓［狀］的自相关序

列狉狓狓［犾］，狓［狀］和狔［狀］的互相关序列狉狓狔［犾］，狓

［狀］和狔［狀］的相关系数ρ狓狔分别见（８），（９）和（１０）

式．

狉狓狓［犾］＝∑
∞

狀＝－∞

狓［狀］狓［狀－犾］，犾＝０，±１，±２，…

（８）

狉狓狔［犾］＝∑
∞

狀＝－∞

狓［狀］狔［狀－犾］，犾＝０，±１，±２，…

（９）

ρ狓狔 ＝
∑
∞

狀＝０

狓［狀］狔［狀］

（∑
∞

狀＝０

狓２［狀］∑
∞

狀＝０

狔
２［狀］）１

／２

（１０）

３　实验

实验电路采用国际标准电路［６］中的状态变量滤

波器（狊狋犪狋犲狏犪狉犻犪犫犾犲犳犻犾狋犲狉），如图３所示．器件参数：

００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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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原型滤波器的单位脉冲响应和频率特性

犉犻犵．４　犝狀犻狋犻犿狆狌犾狊犲狉犲狊狆狅狀狊犲犪狀犱犳狉犲狇狌犲狀犮狔犮犺犪狉犪犮

狋犲狉犻狊狋犻犮狅犳犵犲狀犲狉犪狋犻狅狀犳犻犾狋犲狉

犚１＝犚３＝犚４＝犚５＝犚６＝犚７＝１０犽Ω，犚２＝１犽Ω，

犆１＝犆２＝２０狀犉．

对滤波器组的原型低通滤波器，本文采用加权

最小平方方法．此方法的准则是使误差函数能量的

平方值最小．实验中的余弦调制滤波器组的原型低

通滤 波 器 阶 数 犖 ＝４８，通 带 截 止 频 率 ω狆 ＝

０３８犽犎狕，阻带截止频率ω狊＝０４０犽犎狕，过渡带宽ρ
＝００１犽犎狕，最小阻带衰减为２０犱犅．在 犕犪狋犾犪犫下设

计出的原型低通滤波器的单位冲激响应和频率特性

如图４所示．

本实验采用８子带滤波器组，当然本文方法支

持采用多于或少于８个子带．图５示出了第四子带

滤波器的单位脉冲响应和幅频特性．为节省篇幅，这

里未画出其他子带．

为了提高测试的分辨率，特别是为了实现测试

的自动化，接下来对子带滤波输出提取数字特征．

首先采用（７）式定义的序列能量作为特征量．将

故障输出与正常输出经子带滤波后的能量，来验证

特征量化的可信性．１１个硬故障下输出经子带滤波

器后的子带序列能量见表１，实验中共计算了８个

子带，为节省篇幅，表１中仅给出了前三个子带的计

算结果，因为用这三个子带已能说明问题．表１的第

１列为故障序号，第二列为故障，“１牔２短路”表示节

点１与节点２短路故障．８个参数漂移故障下经滤

波器组的子带序列能量 犈犳犪犾狋和正常电路的能量

（犈犳狉犲犲）之比，犚犪狋犻狅＝犈犳犪犾狋／犈犳狉犲犲，见表２．表２中第一

行为８个参数漂移故障，“犆１＋２狀犉”表示电容犆１ 参

数正偏移２狀犉．

由表１，就第一至第三子带滤波后的结果而言，

在发生硬故障时，故障序列在能量方面整体远小于

正常输出序列，最大能量比仅为０２２．选择第一子

带检测＃２号故障，故障序列与无故障序列的能量

比为０００５；而选择第二子带检测＃２故障，能量比

图５　第四子带滤波器单位脉冲响应及频率特性

犉犻犵．５　犝狀犻狋犻犿狆狌犾狊犲狉犲狊狆狅狀狊犲犪狀犱犳狉犲狇狌犲狀犮狔犮犺犪狉犪犮

狋犲狉犻狊狋犻犮狅犳狋犺犲４狋犺狊狌犫犫犪狀犱犳犻犾狋犲狉

为０．００４．由此得出，使用第一、第二子带，皆可以有

效地检测出＃２故障，但尤以使用第二子带更佳．对

其他硬故障可作出类似分析．可见，利用本文的子带

滤波方案加上子带序列能量计算，可以有效检测出

硬故障．

然而，由表２可见，对于参数漂移故障，故障下

子带序列能量与正常电路子带序列的能量之比在大

多数情况下接近于１，这意味着通过计算子带序列

能量难以区分参数漂移型故障，原因在于：第一，迥

然不同的序列可以具有很小的能量差异；第二，在能

量计算时将噪声的能量也一起计入，降低了对故障

的分辨率．所以下文采用相关分析测试参数漂移故

障．

本文采用了（８），（９）和（１０）式所定义的序列相

关系数作为特征量．通过故障输出和正常输出序列

的互相关序列，与正常输出的自相关序列，来验证特

征量化的可信性．８个参数漂移故障经８个子带滤

波器后的相关系数如表３所示．

由表３可见，“犚１－１．０犽Ω”参数故障经第一子

带滤波后的序列与无故障序列的相关系数ρ狓狔＝

０３１０５，显然，故障序列与无故障序列的相关性较

强，而在第２、第３、第４、第５和第７个子带中的相关

系数皆较小，特别是在第４子带中达到极低，仅为

００００１，故障序列与无故障序列的相关性很弱．说明

当发生此类故障时，故障输出和正常输出间的差异

在第一个子带中的表现远远不及在第２、第３、第４、

第５和第７个子带中突出，从图６和图７也可以看

出这点．图６是经第一子带滤波下的故障序列与正

常序列的互相关序列（上图）及无故障输出的自相关

序列（下图），差异不明显．图７是经第４子带滤波后

的故障序列与正常序列的互相关序列（上图）以及无

故障输出的自相关序列，差异明显．所以从可信度

１０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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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１１个硬故障对三子带滤波序列的能量和正常时的对比

犜犪犫犾犲１　犈狀犲狉犵狔犮狅犿狆犪狉犻狊狅狀狅犳犳犪狌犾狋狔狊犲狇狌犲狀犮犲犪狀犱狀狅狉犿犪犾狅狀犲犳狅狉３狊狌犫犫犪狀犱狊犳犻犾狋犲狉犻狀犵狅犳１１犺犪狉犱犳犪狌犾狋狊

序号 故障
子带１

（故障）

子带１

（正常）

子带２

（故障）

子带２

（正常）

子带３

（故障）

子带３

（正常）

１ １牔２短路 １８９０４３５ １６７２６×１０４ ６３８４４ ５３０８３７３ ０６８６４ ７２４９２７

２ ２牔３短路 １１０６３６１ ２０２０８×１０４ ２５１９１ ６３０５７３６ ０３７５０ ８６３１２５

３ ３牔４短路 ７２４０５１ １７６９０×１０４ ２２７３６ ５３９７２４９ ０３１７１ ７４９７４３

４ ２牔４短路 ４００８６０３ １９５１６×１０４ ７７７５４ ６１４１３８８ ０８１９２ ８３５７７７

５ ５牔６短路 １６０２９３９ ２１０３０×１０４ ２３１５４ ６５０４９５２ ０１４５９ ８７７７００

６ ４牔６短路 ４３９４５×１０３ １５８５３×１０４ ４７８９４ ５００２９１７ ０６１２８ ６８６７５３

７ 犚１开路 ０００３２ ４３１５５×１０３ ０００２１ １３９１１５７ １１８１８×１０－４ １８６８０９

８ 犚２开路 ４３５３２×１０３ ２１０３０×１０４ ２８２２１３ ６５０４９５２ １７２７７ ８７７７００

９ 犚４开路 １２５０１１８ １２３２１×１０４ ８８７３１ ３８２３２７６ １０７８５ ４９９３１５

１０ 犚６开路 ８９８８２１ １８７３１×１０４ ２３５６０ ５８８１２９１ ０２７７４ ８０２９８１

１１ 犚７开路 ３５９２８１９ １６７５６×１０４ ９７５９４ ５３１３５１６ １０８４０ ７２５２１９

表２　参数故障和正常下各子带滤波序列的能量比（犈犳犪犾狋／犈犳狉犲犲）

犜犪犫犾犲２　犈狀犲狉犵狔狉犪狋犻狅狅犳狊狌犫犫犪狀犱犳犻犾狋犲狉犻狀犵狊犲狇狌犲狀犮犲犳狅狉狆犪狉犪犿犲狋狉犻犮犳犪狌犾狋犪狀犱狀狅狉犿犪犾犮犻狉犮狌犻狋

　　故障

子带　　
犚１＋１０犽Ω 犚１－１０犽Ω 犚２＋０１犽Ω 犚２－０１犽Ω 犚６＋１０犽Ω 犚７－１０犽Ω 犆１＋２狀犉 犆１－２狀犉

＃１子带 ０８１２７ １１８５３ １２１０５ ０８２１４ ０９６２４ ０９４６３ ０９２０９ １１７７３

＃２子带 ０９０２５ １２４９１ １２３５４ ０８６２６ １０４１２ １０２７４ ０９４６６ １１６７３

＃３子带 １０２５２ １３５９８ １２８６６ ０９１７０ １２２８２ １１１９５ １０６３０ １４８６７

＃４子带 １０４９９ １３５８８ １２６７２ ０９４１１ １１５９６ １０９４６ ０８９７５ １４４５０

＃５子带 ０７８６７ １２１３１ １１６１０ ０８１１２ ０８４９９ ０９６６１ ０８００７ １１１８１

＃６子带 ０７５５４ １２６５６ １２０５６ ０８２３４ ０９０８９ ０９８８４ ０６９２５ １０６２６

＃７子带 ０８７７１ １２９０５ １３０９１ ０８２１７ １０５１６ ０９８０５ ０８９２０ １１５８９

＃８子带 ０９９１５ １３９１５ １５２０５ ０８７６７ １１６７３ １０４８３ １２６９８ １３６７２

表３　对参数故障所作的相关分析

犜犪犫犾犲３　犆狅狉狉犲犾犪狋犻狅狀犪狀犪犾狔狊犻狊狅犳狆犪狉犪犿犲狋狉犻犮犳犪狌犾狋

　　故障

子带　　
犚１＋１０犽Ω 犚１－１０犽Ω 犚２＋０１犽Ω 犚２－０１犽Ω 犚６＋１０犽Ω 犚７－１０犽Ω 犆１＋２狀犉 犆１－２狀犉

＃１子带 ０３０３８ ０３１０５ ０５２４２ ０７９００ ０７０５３ ０５０５７ ０６３０６ ０８０６５

＃２子带 ００６６３ ００１０１ ００９６７ ０１４１８ ０２９０９ ０１２８８ ００９６９ ０２０８１

＃３子带 ００５９１ ００４５４ ０１５１３ ００１９１ ００７５７ ０１２５９ ００３８３ ００３９３

＃４子带 ００８１３ ００００１ ００４６４ ００４５３ ０００７２ ０１９２５ ０００５３ ００４４９

＃５子带 ００９２５ ００３００ ００９４２ ０００５８ ０１０８８ ０１２１０ ００５５４ ００３４４

＃６子带 ００５２３ ０１２９８ ００８４９ ０１５８７ ０１７６７ ０２０６１ ０１２９５ ０１６９５

＃７子带 ０１１２９ ０００３４ ００２５７ ０１５９１ ００２１３ ００３６７ ００６８４ ００９０１

＃８子带 ００７０５ ００９９８ ００９３９ ００４２７ ００６０１ ００５８３ ００３８９ ００５８５

考虑，对犚１ 参数漂移故障的测试不应依据第一个

子带进行，而应选择第２、第３、第４、第５和第７中的

一个子带进行，尤以第４个子带为最佳．同一个参数

漂移在不同的子带中有不同的分辨率，测试应在分

辨率高的子带中进行．同理可以对表３中其他故障

在不同子带中的表现作出分析．

为了验证相关分析对诊断硬故障的适用性，对

１１个硬故障进行了实验，效果良好，结果见表４．例

如，节点２和节点４的短路故障在子带５中相关系

数仅为－０．０００７，说明此故障在这个子带中分辨率

高．同理可以对表４中其他故障在不同子带中的分

辨率作出分析．

为了进一步验证确立本文方法的优势，实验研

究还和文献［７］中的方法进行了对比，结果如表５所

示．文献［７］的方法和本文方法的显著区别在于：（１）

文献［７］中采用数字积分作为故障特征提取，而本文

采用正常序列和故障响应序列的互相关系数作为故

障特征；（２）本文采用余弦调制技术实现子带滤波，

而文献［７］采用的是小波滤波器组．这里所进行的对

比的可比性通过以下三个条件得以保证：（１）对比中

采用了相同的实验电路，并且针对相同的故障；（２）

实验中的输入信号频率、采样频率和采样点数与文

２０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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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经第１子带滤波后的故障序列与无故障输出序列的相

关性

犉犻犵．６　犆狅狉狉犲犾犪狋犻狅狀狅犳犳犪狌犾狋狔犪狀犱犳犪狌犾狋犳狉犲犲狊犲狇狌犲狀犮犲狊

犪犳狋犲狉狋犺犲１狊狋狊狌犫犫犪狀犱’狊犳犻犾狋犲狉犻狀犵

献［７］完全一致；（３）文献［７］的实验结果中给出了

正常特征和故障特征的相对差异（以百分比给出），

以表征对应方法诊断故障的分辨率，此数值越大，说

明故障特征和正常电路特征间的差异越大，差异越

大，说明对故障的分辨率越高．本文的实验同样给出

本文方法下的这一故障分辨率指标，并进行了对比．

表５中的第１列为故障序号，各序号所对应的

故障和表４一致；第２、第３和第４列分别为文献

［７］中采用犃狀狋狅狀犻狀犻小波的故障特征、正常特征和

故障特征的相对差异、对应子带；第５、第６和第７

列为文献［７］中采用犎犪犪狉小波得到的结果，各列的

含义分别和第２、第３、第４列一致；第８和第９列分

别为采用本文方法所得到的故障特征相对差异最小

值及对应的滤波子带；第１０和第１１列分别为采用

本文方法所得到的故障特征相对差异最大值及对应

的滤波子带．

由表５可见，采用本文方法的故障特征相对差

图７　经第４子带滤波后的故障序列与无故障输出序列的相

关性

犉犻犵．７　犆狅狉狉犲犾犪狋犻狅狀狅犳犳犪狌犾狋狔犪狀犱犳犪狌犾狋犳狉犲犲狊犲狇狌犲狀犮犲狊

犪犳狋犲狉狋犺犲４狋犺狊狌犫犫犪狀犱’狊犳犻犾狋犲狉犻狀犵

异最大值（第１０列）皆远远大于采用文献［７］方法所

得到的最大值．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采用本文方法

时，除序号为“５”和“６”的故障的故障特征相对差异

最小值略低于文献［７］的 犃狀狋狅狀犻狀犻小波方法外，即

使是本文方法的故障特征相对差异最小值皆普遍远

高于采用文献［７］得到的故障特征相对差异最大值．

上述事实已充分说明本文方法的故障分辨率远高于

文献［７］．

进一步分析可以得出，本文方法对故障的高分

辨率来源于两方面：第一，本文采用的是正常序列和

故障序列的相关系数作为故障特征，而文献［７］采用

的是数字积分值作为故障特征，从两者的数学含义

本身来看，本文方法对噪声的抑制能力明显优于文

献［７］；对序列的相关运算可以发现两序列间的微小

差异，而不同的序列可以对应相同的数字积分，使本

文方法产生故障混叠的概率远远低于文献［７］的方

法．

表４　用相关分析对硬故障的诊断结果

犜犪犫犾犲４　犇犻犪犵狀狅狊犻狊狉犲狊狌犾狋狊狅犳犺犪狉犱犳犪狌犾狋狊犫狔犮狅狉狉犲犾犪狋犻狅狀犪狀犪犾狔狊犻狊

序号 故障 子带１ 子带２ 子带３ 子带４ 子带５ 子带６ 子带７ 子带８

１ １牔２短路 ００８１３ ００４０３ －００２２７ －００９９９ －００４６８ －００３１７ －００７０６ －０００１４

２ ２牔３短路 ０３５１２ －００８６３ ００３２４ －００８８０ ００７３１ ００５１５ －００２４６ －００３８１

３ ３牔４短路 ００７２５ ００７９６ ００２６６ ００５６６ －０００４８ －００８３０ ０００３６ －００１８４

４ ２牔４短路 ００７２０ －００９９２ ０００９９ －００４９３ －００００７ ００５６５ ００３７７ －００５４２

５ ５牔６短路 －０１１１３ －０１０８３ ０００９５ －００１１１ －００６８８ －００８４５ －０００１０ ０１３３４

６ ４牔６短路 －００１２９ －００１３０ －００２４８ ００２０９ ００４１９ －０００２５ －００１２８ ０１５２２

７ 犚１开路 ００４８４ －００５４５ ００６３６ ００１８４ －０１０１０ ００５２７ ００４３３ －００２２９

８ 犚２开路 ０００３６ ０１１５１ －００５０３ －００３７７ －００６６２ －００７５３ －００４３２ －００３３６

９ 犚４开路 ００９０２ ００５４４ ０１２０９ －００１３２ ０００１８ ００４５９ ００２５８ －０１４６８

１０ 犚６开路 ００７０９ ００３８３ －０００９２ ００３７４ －００３２１ ００３５８ ００１９３ ００２５４

１１ 犚７开路 ００７６１ －０００２０ ００９０３ ０１２６３ ００５９８ －０００２８ －００１９２ ００４３５

３０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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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　本文方法和文献［７］的对比

犜犪犫犾犲５　犚犲狊狌犾狋狊狅犳犮狅犿狆犪狉犻狀犵犪狆狆狉狅犪犮犺狆狉犲狊犲狀狋犲犱狑犻狋犺狅狀犲狊犻狀犚犲犳．［７］

故障号
文献［７］方法 本文方法

犃狀狋狅狀犻狀犻小波 差异／％ 子带 犎犪犪狉小波 差异／％ 子带 最小／％ 子带 最大／％ 子带

１ ７３ －４８ 犔犘５ １２１ －４１ 犔犘５ ９０１ ４ ７１３２９ ８

２ ５９ －３４ 犎犘２ ２８９ －３４ 犎犘５ １８５ １ ３９６５ ７

３ ８０ －４３ 犔犘５ １２２ －４１ 犔犘５ １１０５ ６ ２７６７８ ７

４ ２３６ １６５ 犎犘２ １５９ ２０ 犎犘１ ９０８ ２ １４２７５７ ５

５ １４７０ ９４３ 犔犘５ １０７６ ４２２ 犔犘５ ６５０ ８ ９９９００ ７

６ ２８２８ １９１３ 犔犘５ ２０９３ ９１６ 犔犘５ １６２４ ８ ３９９００ ６

７ ０２ －９９ 犔犘５ ６１ －９９ 犎犘３ ８９０ ５ ５３３５ ４

８ ７０ ５５ 犎犘１ ８２６ １２ 犎犘４ ７６９ ２ ２７６７８ １

９ ８１ －４２ 犔犘５ １３２ －３６ 犔犘５ ５８１ ８ ５５４５６ ５

１０ ２６ －７１ 犎犘２ ７０７ －６６ 犎犘５ １３１０ １ １０７７０ ３

１１ ２０４ １３０ 犎犘２ ２５８ ２５ 犔犘５ ７７９ ４ ４９９００ ２

　　本文方法的另一特点在于：借助表３中多子带

中的互相关系数，可以对参数型故障进行区分．如表

３中，电阻犚１ 正偏１０犽Ω和负偏１０犽Ω在＃４子

带中的相关系数皆较低，似乎不能区分了，但在＃７

子带中的差异明显，这种情况借助其他子带可以区

分．

４　结论

元件参数的容差、非线性效应的客观存在、更难

以模型化的故障类型、宽广的测试规范以及集成度

和复杂度的持续提高是造成模拟集成电路测试困难

的主要原因之一．其中对元件参数偏移及参数型故

障的测试又是其中的难题，国内外工程界和学术界

对其研究从未松懈．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数字信号

处理的模拟犞犔犛犐电路测试方法．将测试响应经余

弦调制实现的数字滤波器组完成子带滤波，随后对

各子带滤波后的序列进行能量计算和相关分析，完

成模拟响应的数字特征提取．对国际标准电路的实

验表明，对各滤波子序列计算能量适合于检测硬故

障，对滤波子序列进行相关分析既适合诊断软故障

（参数型故障），又适合诊断硬故障，特别是对参数偏

差的测试具有高分辨率，并且容易实现测试自动化．

本文还和文献［７］中的方法进行了对比，实验表明本

文方法对故障的分辨率远远高于文献［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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