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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介绍了基于犃犜犈的集成电路的测试原理和方法，包括电气特性测试原理和功能测试原理，详细地介绍了通

用的测试方法以及一些当今流行的比较特殊的测试方法，并以一个功能较为全面而典型的具体电路为例进行了常

见的故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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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随着我国集成电路产业的飞速发展，集成电路

测试和服务在产业链中的作用将越来越大．专业化

的集成电路（犐犆）测试业是集成电路产业中一个重

要组成部分，从产品设计开始至完成加工全过程，提

供给客户的产品是否合格就是通过测试完成的．

在当今集成电路产业中，由于专用测试仪的局

限性、非标准性以及专用测试仪开发的周期过长的

问题，使得专用测试仪的使用受到了较大的限制．而

通用测试仪（犃犜犈）以它的通用性、标准性、便捷性

以及开放性迅速成为了集成电路测试行业的主流．

犃犜犈，即犃狌狋狅犿犪狋犻犮狋犲狊狋犲狇狌犻狆犿犲狀狋，是用来给测试

芯片提供测试模式，分析芯片对测试模式的响应来

检测芯片的测试系统．本文以犃犜犈为基础，讨论了

集成电路测试的基本原理和测试方法，并进行了故

障分析．

２　集成电路测试总论

集成电路测试主要分为三种：狏犲狉犻犳犻犮犪狋犻狅狀狋犲狊狋，

犿犪狊狊狆狉狅犱狌犮狋犻狅狀狋犲狊狋和犫狌狉狀犻狀．

狏犲狉犻犳犪犮狋犻狅狀狋犲狊狋，称之为芯片验证，主要用来验

证一个新的设计在量产之前功能是否正确，参数特

性等是否符合狊狆犲犮以及电路的稳定性和可靠性．测

试范围包括功能测试和 犃犆／犇犆测试，测试项目相

对来说比较全面．其主要目的除了调试之外还为量

产测试作准备．犞犲狉犻犳犻犮犪狋犻狅狀的周期直接关系到产

品的质量和竞争力以及投放市场的时间．

犿犪狊狊狆狉狅犱狌犮狋犻狅狀狋犲狊狋，称之为量产测试．量产测

试在整个犐犆生产体系中位于制程的后段，其主要

功能在于检测犐犆在制造过程中所发生的瑕疵和造

成瑕疵的原因．因此，量产测试是确保犐犆产品良好

率，提供有效的数据供工程分析使用的重要步骤．

犿犪狊狊狆狉狅犱狌犮狋犻狅狀狋犲狊狋以测试时间计费，同时测试设

备价格的高低也将影响每小时的测试费用，从而直

接影响产品的成本，因此提高测试覆盖率和测试效

率非常重要．

犫狌狉狀犻狀，主要用于测试可靠性．采用各种加速

因子来模拟器件长期的失效模型，常用的有加高温，

加高电压等．

集成电路测试的基本原则是通过测试向量对芯

片施加激励，测量芯片响应输出（狉犲狊狆狅狀狊犲），与事先

预测的结果比较，若符合，则大体上可以说明芯片是

好的．

下面就常用器件所涉及到的测试参数和测试原

理作详细说明．

３　测试原理和方法

一个基于 犃犜犈的测试程序往往包括三个方

面：直流参数测试、交流参数测试和功能测试．

３．１　直流参数测试

直流参数测试项目比较分散，但相对来说测试

方法比较固定且单一．一个典型的数字集成电路直

流参数主要有如下几个：犐犐犎／犐犐犔（输入高低漏电），

犞犐犎／犞犐犔（输入高低电平），犞犗犎／犞犗犔（在一定负

载犐犗犎／犐犗犔下的输出驱动能力），犐犛犅牔犐犇犇（静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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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动态电流）．测试过程中为了保护测试设备和快速

筛选器件，一般还要先进行通断测试，即 犗狆犲狀狊／

犛犺狅狉狋狊测试，暂且把它归为直流测试．下面对各个项

目的测试原理进行说明．

（１）犗狆犲狀狊／犛犺狅狉狋狊测试

犗狆犲狀狊／犛犺狅狉狋狊测试，又名连续性测试或者接触

测试，主要检测芯片各个管脚是否短路或者开路．测

试可以采用串行方式和并行方式两种，两种方式各

有优缺点，串行慢，但可以测出管脚之间是否有短

路；并行快，但不能检测管脚之间的短路问题．测试

时所有管脚接地，分别测管脚对 犞犮犮和 犌犖犇的电

压，如图１所示．

图１　开路／短路测试示意图

犉犻犵．１　犗狆犲狀狊／犛犺狅狉狋狊狋犲狊狋犿犪狆

测试 管 脚 对 犞犮犮时，用 犃犜犈 的 犘犘犕犝 加

＋１００μ犃电流，测量其电压，如果测量结果大于

＋１２犞，则为开路，小于＋０１犞则为短路．

测试管脚对 犌犖犇 时，用 犃犜犈 的 犘犘犕犝 加

－１００μ犃电流，测量电压，如果结果小于－１２犞，则

为开路，大于－０１犞则为短路．

通常在量产测试中，为了减少测试时间，降低测

试成本，管脚对电源和对地的测试只做其中的一个．

（２）犐犐犎／犐犐犔测试

该测试项测试输入管脚的高（低）漏电．上电后

测试犐犐犎时对管脚加工作电压，测试犐犐犔时，对管脚

加０犞电压，测量相应的电流，如果测量值高于指

标，则说明该芯片存在缺陷．在量产测试中可以直接

将其剔除．而在犞犈犚犐犉犢过程中则要对其进一步分

析，并结合其他参数推算是工艺的不足还是设计本

身的缺陷．

（３）犞犐犔／犞犐犎测试

犞犐犔／犞犐犎是芯片所能识别的最高低电平和最

低高电平．它的测试主要通过一个或者几个覆盖被

测管脚状态变换的功能向量来进行测试．在正常工

作电压下，对输入高低电平进行扫描，当扫到使功能

向量在该工作电压下犳犪犻犾或者狆犪狊狊的临界点时即

找到了对应的 犞犐犔或者 犞犐犎．根据测试结果确定

器件该参数是否符合狊狆犲犮．由于对 犞犐犔，犞犐犎的测

试费时费力，在量产测试中往往会对其简化．一般采

用的方法是：令输入的高低电平为最恶劣的条件，那

么如果功能向量能够通过，该芯片就基本上符合这

一参数特性．

（４）犞犗犔／犞犗犎测试

犞犗犔／犞犗犎的测试需要相应的初始化向量

（犘犪狋狋犲狉狀），把要测试的输出管脚配置到指定的电

平，然后用犘犘犕犝加电流测电压．犞犗犎输出高电平

是指在器件的输出管脚为逻辑１并且负载电流为

犐犗犎时的电压值．犞犗犔输出低电平是指在器件的

输出管脚为逻辑０并且负载电流为犐犗犔时的电压

值．在测试时，要求先配置相应的输出管脚，使得其

对应相应的逻辑电平，然后进行加电流测电压，再根

据测量的实际值和限定值确定器件该参数失效与

否．

（５）犐犆犆（动态电流）和犐犛犅（静态电流）测试

犐犆犆和犐犛犅分别是芯片在动态工作下和在静

态下的电流．通常直接对电源脚进行测量即可．需要

注意的是，测试犐犛犅时一般需要对各个输入脚指定

一个固定的输入电平，否则外来杂讯对输入管脚的

干扰很可能导致测量值出现偏差．

３．２　交流参数的测试

交流参数测试主要包括传输延时（狆狉狅狆犪犵犪狋犻狅狀

犱犲犾犪狔狋犲狊狋），建立和保持时间（狊犲狋狌狆牔犺狅犾犱），速度测

试（犳狌狀犮狋犻狅狀犪犾狊狆犲犲犱）等，这些通常跟工艺有关．

通常交流参数的测试借助功能测试来实现，通

过改变输入信号的上升沿、下降沿和保持时间等参

数来进行扫描式的测量．在量产测试中的处理方法

类似于犞犐犔和犞犐犎，只取最恶劣的条件来测试．而

在犞犈犚犐犉犢中则要仔细分析．

３．３　功能测试

功能测试主要测试芯片在一定时序下的逻辑功

能，其基本原则是借助于向量，对芯片施加激励，观

察其响应是否和设想的一致．功能测试可以覆盖极

高比例逻辑电路的失效模型．对于功能测试，狏犲狉犻犳犻

犮犪狋犻狅狀和 犿犪狊狊狆狉狅犱狌犮狋狋犲狊狋的区别主要在于：前者

侧重于测试的覆盖率，对测试时间要求不高；而后者

在兼顾测试覆盖率的同时，力求用最短的时间来达

到测试目的，有时候为了节省测试时间，甚至可以牺

牲一些不太重要的测试指标．

功能测试中的一个基本要素是向量．向量通常

是由犎犇犔或犚犜犔行为模型模拟得到的一个文件，

其中既包含激励也包含电路响应．最常见的作为

犃犜犈测试程序的测试向量是模拟输出的 犞犆犇文

件，在实际操作中，需要将它所提供的信息翻译成为

与犃犜犈时钟对应的信号波形输出文件才能够被

５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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犃犜犈使用．在实际应用中功能测试往往比较复杂．

在犃犜犈语言中，这些信号波形是通过上升沿和下

降沿等来调整的．犚犣，犖犚犣和犛犅犆信号就是几个

用来表示逻辑１和逻辑０的不同信号的波形例子．

随着深亚微米和纳米设计的广泛应用，相对简

单的功能性向量已经无法满足对产品测试的是实际

需求．而扫描（狊犮犪狀），逻辑内建自测试（犔犅犐犛犜）和

犕犲犿狅狉狔犅犐犛犜这类结构测试方法已经为识别生产

和设计中的缺陷，描绘和监控产品生产过程以及加

速产品上市提供了更加有效的方法．下面简单介绍

时下流行的扫描测试原理．

扫描测试的原理（见图２）是通过加一个边界扫

描单元（犫狅狌狀犱犪狉狔狊犮犪狀犮犲犾犾，犅犛犆）以及一些附加的

测试控制逻辑实现的，犅犛犆主要是由寄存器组成

的．

每个犐／犗管脚都有一个犅犛犆，每个犅犛犆有两个

数据通道：一个是测试数据通道，测试数据输入

犜犇犐，测试数据输出犜犇犗；另一个是正常数据通道，

正常数据输入犖犇犐，正常数据输出犖犇犗．在正常工

作状态，输入和输出数据可以自由通过每个犅犛犆，正

常工作数据从犖犇犐进，从犖犇犗出．在测试状态，可

以选择数据流动的通道．对于输入的犐犆管脚，可以

选择从犖犇犐或从犜犇犐输入数据；对于输出的犐犆管

脚，可以选择从犅犛犆输出数据至犖犇犗，也可以选择

从犅犛犆输出数据至犜犇犗．

图２　扫描测试原理示意图

犉犻犵．２　狆狉犻狀犮犻狆犾犲狅犳狊犮犪狀狋犲狊狋

图３是边界扫描测试应用的示意图．为了测试

两个犑犜犃犌设备的连接，首先将犑犜犃犌设备１某个

输出测试脚的犅犛犆置为高或低电平，输出至犖犇犗，

然后，让犑犜犃犌设备２的输入测试脚来捕获从管脚

输入的犖犇犐值，再通过测试数据通道将捕获到的数

据输出至犜犇犗，对比测试结果，即可快速准确地判

断这两脚是否连接可靠．

图３　边界扫描应用示意图

犉犻犵．３　犃狆狆犾犻犮犪狋犻狅狀狅犳犫狅狌狀犱犪狉狔狊犮犪狀狋犲狊狋

　　扫描测试的两大优点是：一个是方便芯片的故

障定位，迅速准确地测试两个芯片管脚的连接是否

可靠，提高测试检验效率；另一个是具有犑犜犃犌接

口的芯片，内置一些预先定义好的功能模式，通过边

界扫描通道来使芯片处于某个特定的功能模式，以

提高系统控制的灵活性和方便系统设计，所以现在

几乎所有复杂的犐犆芯片都有犑犜犃犌控制接口．

４　常见故障案例分析

在创建测试程序，进行测试流程的设计时要考

虑测试效率，把容易出错的参数放在前面，把测试时

间较长但不容易出错的参数或者功能放在后面以便

于快速筛选芯片．下面以犣犛犡０１的测试为例介绍几

种常见故障，测试平台为目前业界较为权威的通用

测试仪犜犲狉犪犱狔狀犲犑７５０．

犣犛犡０１是一款多功能芯片，面向多媒体应用，

可实现 犕犐犇犐，犃犇犆犕，犕犘３等音乐格式的编解码，

同时支持犆犕犗犛犛犈犖犛犗犚功能，具有拍摄、预览、

简单图像处理等功能，是一款典型的数模混合的集

成电路芯片，对其测试问题的分析具有很强的代表

性．

在狏犲狉犻犳犻犮犪狋犻狅狀阶段，对犣犛犡０１的测试包括了

直流参数、交流参数和功能的测试．由于设计流程比

较规范，在此阶段没有发现直流测试方面比较明显

的缺陷，但在交流参数和功能测试上发现较多的问

题．

为提高测试覆盖率，犣犛犡０１的数字逻辑通过功

能向量和狊犮犪狀 犮犺犪犻狀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测试．通

常，想要将功能向量应用到一台 犃犜犈上时总会出

现一个问题，原始模拟都是事件驱动的，翻译时必须

为目标模式指配波形，不同的模式通常需要不同的

波形．由于测试工程师和设计工程师对信号的调制

波形存在不同的理解，导致向量文件通过 犃犜犈实

６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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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加载到芯片时出现了完全不符合的波形．本次测

试中，设计工程师对信号管脚的信号调制采用的是

犚犣调制，而在犃犜犈上采用的则是犖犚犣的调制方

式，因此尽管是相同的向量文件，由于信号加载方式

的不同也就导致了完全不同的结果．

而对于狊犮犪狀 犮犺犪犻狀的测试，一开始在犃犜犈上

测试时表现为“输出向量比较”在很多时钟都出错，

即使调整采样时间点，效果也没有改善．后通过热流

罩（一种温度控制仪器）改变芯片的测试环境温度，

发现当温度升高时，错误数量明显减少，而温度降低

时错误数量增加，且这个错误数量在相同温度下也

表现得极不稳定，时而多，时而少．原因在于当进行

扫描测试时，芯片内部在同一个时钟沿会有很多寄

存器在翻转，这些同时工作的寄存器耗费了大量的

电流，且相互牵制．而温度的升高使得犆犕犗犛电路

的沟道导电能力增强，从而使得原先应该翻转而不

易翻转的寄存器得以正常工作．实际上考虑到扫描

测试的特殊性，输出比较电平应该定为０５犞犮犮比较

合理，而不是通常功能测试的０７犞犮犮或者０８犞犮犮．

因为只要能够看到输出管脚的电平翻转，基本上可

以说明这些寄存器功能是正常的．所以后来通过改

变输出比较电平为０５犞犮犮同时调整信号的上升沿

和下降沿以及采样点使得扫描测试在常温下也能通

过且比较稳定．

量产测试阶段对晶圆的测试同样发现存在问

题，直流项犐犛犅犳犪犻犾的芯片，犳犪犻犾的形状在晶圆上呈

现小规模集中分布，这通常是由于制造过程中 狑犪

犳犲狉本身的缺陷或者晶圆制造厂在制造过程中的失

误所造成的，需要把这一信息反馈给相应的厂商．

５　结语

由于集成电路设计规模的不断扩大，集成电路

验证和测试的时间往往数倍于犐犆 设计开发的时

间，犐犆测试将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犐犆设计工程

师通常需要在设计阶段就要考虑到芯片的测试问

题，包括导入可测性设计，自动生成测试模式等，加

速故障诊断，以使产品尽快量产上市．

随着集成电路产业分工日益明晰，集成电路测

试作为设计、制造和封装的有力补充，推动了整个

犐犆产业的迅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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