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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一种测量嵌入式存储器数据读

取时间的方法及系统。所述方法包括：内建自动

测试控制器接收外部测试机台发送的复位信号，

发送初始频率调整配置位至锁相环，发送参考数

据至数据比较器；锁相环产生锁相环时钟信号；

时钟分频器产生存储器工作的时钟信号和数据

锁存器工作的时钟信号；数据锁存器接收存储器

的初始读取数据，输出存储器的初始读出数据送

往数据比较器；数据比较器比较参考数据和初始

读出数据，若一致，发送测试通过信号至外部测

试机台；外部测试机台发送新的复位信号；重复

前述过程直到参考数据和存储器的读出数据不

一致为止，存储器的数据读取时间为最新的锁相

环时钟信号周期的一半。本发明能够减小芯片面

积，降低芯片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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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测量嵌入式存储器数据读取时间的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内建自动测试控制

器、锁相环、时钟分频器、数据锁存器和数据比较器，其中，

所述内建自动测试控制器，用于接收外部测试机台发送的复位信号，产生初始频率调

整配置位，并将所述初始频率调整配置位发送给锁相环，将产生的参考数据发送给数据比

较器；

所述锁相环，用于产生供内建自动测试控制器和时钟分频器共同使用的锁相环时钟信

号；

所述时钟分频器，用于根据锁相环时钟信号产生用于存储器工作的时钟信号和用于数

据锁存器工作的时钟信号，当所述用于存储器工作的时钟信号为上升沿时，存储器获得初

始读取数据；

所述数据锁存器，用于接收存储器的初始读取数据和数据锁存器工作的信号，当用于

数据锁存器工作的时钟信号为上升沿时，将存储器的初始读取数据锁住，输出为存储器的

初始读出数据后，送往数据比较器；

所述数据比较器，用于将参考数据和存储器的初始读出数据做比较，若二者一致，发送

测试通过信号至外部测试机台和内建自动测试控制器；所述内建自动测试控制器，还用于

接收数据比较器发送的测试通过信号，将所述初始频率调整配置位调整后，重新发送给锁

相环，所述锁相环、所述时钟分频器、所述数据锁存器和数据比较器还用于重复执行前述动

作，直到所述参考数据和存储器的读出数据不一致为止，此时存储器的数据读取时间即为

最新的锁相环时钟信号周期的一半；

所述数据比较器，还用于当参考数据和存储器的初始读出数据做比较的结果为不一致

时，发送测试未通过信号至外部测试机台和内建自动测试控制器；

所述内建自动测试控制器，还用于接收数据比较器发送的测试未通过信号，将所述初

始频率调整配置位调整后，重新发送给锁相环；

所述锁相环、所述时钟分频器、所述数据锁存器和数据比较器还用于重复执行前述动

作，直到所述参考数据和存储器的读出数据一致为止，此时存储器的数据读取时间即为最

新的锁相环时钟信号周期的一半。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系统，其特征在于，当待测试芯片内部有多个存储器时，所述

内建自动测试控制器、锁相环、时钟分频器、数据锁存器和数据比较器为所述多个存储器所

共用。

3.一种测量嵌入式存储器数据读取时间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

内建自动测试控制器接收外部测试机台发送的复位信号，产生初始频率调整配置位，

并将所述初始频率调整配置位发送给锁相环，将产生的参考数据发送给数据比较器；

锁相环产生供内建自动测试控制器和时钟分频器共同使用的锁相环时钟信号；

时钟分频器根据锁相环时钟信号产生用于存储器工作的时钟信号和用于数据锁存器

工作的时钟信号，当所述用于存储器工作的时钟信号为上升沿时，存储器获得初始读取数

据；

数据锁存器接收存储器的初始读取数据和数据锁存器工作的信号，当用于数据锁存器

工作的时钟信号为上升沿时，将存储器的初始读取数据锁住，输出为存储器的初始读出数

据后，送往数据比较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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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比较器将参考数据和存储器的初始读出数据做比较，若二者一致，发送测试通过

信号至外部测试机台和内建自动测试控制器；内建自动测试控制器接收数据比较器发送的

测试通过信号，将所述初始频率调整配置位调整后，重新发送给锁相环，所述锁相环、所述

时钟分频器、所述数据锁存器和数据比较器重复前述循环过程，直到所述参考数据和存储

器的读出数据不一致为止，此时存储器的数据读取时间即为最新的锁相环时钟信号周期的

一半；

若数据比较器将参考数据和存储器的初始读出数据做比较的结果为不一致，发送测试

未通过信号至外部测试机台和内建自动测试控制器；内建自动测试控制器接收数据比较器

发送的测试未通过信号，将所述初始频率调整配置位调整后，重新发送给锁相环；

所述锁相环、所述时钟分频器、所述数据锁存器和数据比较器重复前述循环过程，直到

所述参考数据和存储器的读出数据一致为止，此时存储器的数据读取时间即为最新的锁相

环时钟信号周期的一半。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当待测试芯片内部有多个存储器时，所述

内建自动测试控制器、锁相环、时钟分频器、数据锁存器和数据比较器为所述多个存储器所

共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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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嵌入式存储器数据读取时间的方法及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嵌入式存储器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测量嵌入式存储器数据读取时

间的方法及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现有的内建测量电路量测嵌入式存储器数据读取时间的方法是：测试机台预先设

置好测试模式，启动时序测试模式，芯片内部对被选中的嵌入式存储器的所有或者某些地

址对应的存储单元进行写入数据操作，然后对被写入过数据的存储单元进行读操作，通过

外部机台变更时延电路的可选位，从而调节内部时延电路，以控制时钟进入存储器的时间

与数据锁存器抓取存储器数据输出的时间，从存储器时钟上升沿开始到锁存器抓取到正确

的存储器读取数据为止的时间段就是嵌入式存储器的数据读取时间。

[0003] 在实现本发明的过程中，发明人发现现有技术中至少存在如下技术问题：

[0004] 尽管内建时延电路量测嵌入式存储器的数据读取时间的方法能够做到较高精度，

但是由于需要在每个被量测的存储器实例周边放置一个或多个时延电路，一旦被量测的存

储器实例数量较多(通常一个片上系统中嵌入式存储器的数量少到几百个，多到成千上万

个)，所耗费的芯片面积会很大。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提供的测量嵌入式存储器数据读取时间的方法及系统，能够减小芯片面

积，降低芯片的成本。

[0006] 第一方面，本发明提供一种测量嵌入式存储器数据读取时间的系统，包括：内建自

动测试控制器、锁相环、时钟分频器、数据锁存器和数据比较器，其中，

[0007] 所述内建自动测试控制器，用于接收外部测试机台发送的复位信号，产生初始频

率调整配置位，并将所述初始频率调整配置位发送给锁相环，将产生的参考数据发送给数

据比较器；

[0008] 所述锁相环，用于产生供内建自动测试控制器和时钟分频器共同使用的锁相环时

钟信号；

[0009] 所述时钟分频器，用于根据锁相环时钟信号产生用于存储器工作的时钟信号和用

于数据锁存器工作的时钟信号，当所述用于存储器工作的时钟信号为上升沿时，存储器获

得初始读取数据；

[0010] 所述数据锁存器，用于接收存储器的初始读取数据和数据锁存器工作的信号，当

用于数据锁存器工作的时钟信号为上升沿时，将存储器的初始读取数据锁住，输出为存储

器的初始读出数据后，送往数据比较器；

[0011] 所述数据比较器，用于将参考数据和存储器的初始读出数据做比较，若二者一致，

发送测试通过信号至外部测试机台和内建自动测试控制器；

[0012] 所述内建自动测试控制器，还用于接收数据比较器发送的测试通过信号，将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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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始频率调整配置位调整后，重新发送给锁相环，所述锁相环、所述时钟分频器、所述数据

锁存器和数据比较器还用于重复执行前述动作，直到所述参考数据和存储器的读出数据不

一致为止，此时存储器的数据读取时间即为最新的锁相环时钟信号周期的一半。

[0013] 可选地，所述数据比较器，还用于当参考数据和存储器的初始读出数据做比较的

结果为不一致时，发送测试未通过信号至外部测试机台和内建自动测试控制器；

[0014] 所述内建自动测试控制器，还用于接收数据比较器发送的测试未通过信号，将所

述初始频率调整配置位调整后，重新发送给锁相环；

[0015] 所述锁相环、所述时钟分频器、所述数据锁存器和数据比较器还用于重复执行前

述动作，直到所述参考数据和存储器的读出数据一致为止，此时存储器的数据读取时间即

为最新的锁相环时钟信号周期的一半。

[0016] 可选地，当待测试芯片内部有多个存储器时，所述内建自动测试控制器、锁相环、

时钟分频器、数据锁存器和数据比较器为所述多个存储器所共用。

[0017] 第二方面，本发明提供一种测量嵌入式存储器数据读取时间的方法，包括：

[0018] 内建自动测试控制器接收外部测试机台发送的复位信号，产生初始频率调整配置

位，并将所述初始频率调整配置位发送给锁相环，将产生的参考数据发送给数据比较器；

[0019] 锁相环产生供内建自动测试控制器和时钟分频器共同使用的锁相环时钟信号；

[0020] 时钟分频器根据锁相环时钟信号产生用于存储器工作的时钟信号和用于数据锁

存器工作的时钟信号，当所述用于存储器工作的时钟信号为上升沿时，存储器获得初始读

取数据；

[0021] 数据锁存器接收存储器的初始读取数据和数据锁存器工作的信号，当用于数据锁

存器工作的时钟信号为上升沿时，将存储器的初始读取数据锁住，输出为存储器的初始读

出数据后，送往数据比较器；

[0022] 数据比较器将参考数据和存储器的初始读出数据做比较，若二者一致，发送测试

通过信号至外部测试机台和内建自动测试控制器；

[0023] 内建自动测试控制器接收数据比较器发送的测试通过信号，将所述初始频率调整

配置位调整后，重新发送给锁相环，所述锁相环、所述时钟分频器、所述数据锁存器和数据

比较器重复前述循环过程，直到所述参考数据和存储器的读出数据不一致为止，此时存储

器的数据读取时间即为最新的锁相环时钟信号周期的一半。

[0024] 可选地，所述方法还包括：

[0025] 若数据比较器将参考数据和存储器的初始读出数据做比较的结果为不一致，发送

测试未通过信号至外部测试机台和内建自动测试控制器；

[0026] 内建自动测试控制器接收数据比较器发送的测试未通过信号，将所述初始频率调

整配置位调整后，重新发送给锁相环；

[0027] 所述锁相环、所述时钟分频器、所述数据锁存器和数据比较器重复前述循环过程，

直到所述参考数据和存储器的读出数据一致为止，此时存储器的数据读取时间即为最新的

锁相环时钟信号周期的一半。

[0028] 可选地，当待测试芯片内部有多个存储器时，所述内建自动测试控制器、锁相环、

时钟分频器、数据锁存器和数据比较器为所述多个存储器所共用。

[0029] 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测量嵌入式存储器数据读取时间的方法及系统，内建自动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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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控制器接收外部测试机台发送的复位信号，发送初始频率调整配置位至锁相环，发送参

考数据至数据比较器；锁相环产生锁相环时钟信号；时钟分频器产生存储器工作的时钟信

号和数据锁存器工作的时钟信号；数据锁存器接收存储器的初始读取数据，输出存储器的

初始读出数据送往数据比较器；数据比较器比较参考数据和初始读出数据，若一致，发送测

试通过信号至外部测试机台与内建自动测试控制器；内建自动测试控制器接收数据比较器

发送的测试通过信号，将所述初始频率调整配置位调整后，重新发送给锁相环，所述锁相

环、所述时钟分频器、所述数据锁存器和数据比较器重复前述循环过程，直到所述参考数据

和存储器的读出数据不一致为止，此时存储器的数据读取时间即为最新的锁相环时钟信号

周期的一半。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通过内建自动化测试系统，提升了测量嵌入式存储器

数据读取时间的精度，同时由于充分利用测试芯片自带的锁相环，取消放置于存储器周边

的用于测试存储器数据读取时间的时延电路，而且内建自动测试控制器、锁相环、时钟分频

器、数据锁存器和数据比较器为多个存储器所共用，从而可以减小芯片面积，降低芯片的成

本。

附图说明

[0030] 图1为本发明一实施例测量嵌入式存储器数据读取时间的方法的流程图；

[0031] 图2为本发明一实施例测量嵌入式存储器数据读取时间的方法中时钟分频器产生

时钟信号的工作方式示意图；

[0032] 图3为本发明一实施例测量嵌入式存储器数据读取时间的系统的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3] 为使本发明实施例的目的、技术方案和优点更加清楚，下面将结合本发明实施例

中的附图，对本发明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整地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仅

仅是本发明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基于本发明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

人员在没有做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所获得的所有其他实施例，都属于本发明保护的范围。

[0034] 本发明提供一种测量嵌入式存储器数据读取时间的方法，如图1和图3所示，所述

方法包括：

[0035] S11、内建自动测试控制器接收外部测试机台发送的复位信号(RESET)，产生初始

频率调整配置位(Opt[X:0])，并将所述初始频率调整配置位(Opt[X:0])发送给锁相环，将

产生的参考数据(REF_DATA)发送给数据比较器；

[0036] 可选地，所述内建自动测试控制器还接收外部测试机台发送的时钟信号(EX_CLK)

和使能信号(BIST_EN)，接收来自数据比较器产生的比较结果信号(Pass/Fail  Flag)；产生

(Opt[X:0])信号调整锁相环输出时钟频率与产生锁相环使能信号(PLL_EN)；产生存储器的

片选信号(CEB)、写使能信号(WEB)与读使能信号(REB)、地址输入总线(ADDR)和数据输入总

线(DI)，控制存储器的写与读操作；产生时钟分频器的复位信号(RST)与使能信号(CLK_

EN)；产生用于数据比较的参考数据(REF_DATA)与数据比较器使能信号(COMP_EN)。

[0037] S12、锁相环产生供内建自动测试控制器和时钟分频器共同使用的锁相环时钟信

号(PLL_CLK)；

[0038] 其中，所述锁相环还接收来自外部测试机台的复位信号(RESET)，以及内建自动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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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控制器发送的锁相环使能信号和频率调整配置位(Opt[X:0])。S13、时钟分频器根据锁相

环时钟信号(PLL_CLK)产生用于存储器工作的时钟信号(CKM)和用于数据锁存器工作的时

钟信号(CK_LAT)，当所述用于存储器工作的时钟信号(CKM)为上升沿时，存储器获得初始读

取数据(DO)；

[0039] 其中，所述时钟分配器还接收来自内建自动测试控制器产生的使能信号(CLK_EN)

与复位信号(RST)。

[0040] 具体地，时钟分频器产生的时钟信号工作方式如图2所示，当用于存储器工作的时

钟信号(CKM)为上升沿时，存储器获得初始读取数据(DO)，当用于数据锁存器工作的时钟信

号(CK_LAT)为上升沿时，将存储器的初始读取数据(DO)锁住，存储器的读取时间即为CKM上

升沿与CK_LAT上升沿的时间差的一半，亦即PLL_CLK周期的一半。

[0041] S14、数据锁存器接收存储器的初始读取数据(DO)和数据锁存器工作的信号(CK_

LAT)，当用于数据锁存器工作的时钟信号(CK_LAT)为上升沿时，将存储器的初始读取数据

(DO)锁住，输出为存储器的初始读出数据(MEM_DATA)后，送往数据比较器；

[0042] S15、数据比较器将参考数据(REF_DATA)和存储器的初始读出数据(MEM_DATA)做

比较，若二者一致，发送测试通过信号(Pass  flag)至外部测试机台和内建自动测试控制

器；

[0043] 其中，所述数据比较器还接收来自内建自动测试控制器送入的数据比较器使能信

号(COMP_EN)。

[0044] S16、内建自动测试控制器接收数据比较器发送的测试通过信号后，将所述初始频

率调整配置位调整(Opt[X:0])后，重新发送给锁相环，所述锁相环、所述时钟分频器、所述

数据锁存器和数据比较器重复前述循环过程，直到所述参考数据(REF_DATA)和存储器的读

出数据(MEM_DATA)不一致为止，此时存储器的数据读取时间即为最新的锁相环时钟信号

(PLL_CLK)周期的一半。

[0045] 可选地，若数据比较器将参考数据(REF_DATA)和存储器的初始读出数据(MEM_

DATA)做比较的结果为不一致，发送测试未通过信号(Fail  flag)至外部测试机台和内建自

动测试控制器；

[0046] 内建自动测试控制器接收数据比较器发送的测试未通过信号后，将所述初始频率

调整配置位(Opt[X:0])调整后，重新发送给锁相环；

[0047] 所述锁相环、所述时钟分频器、所述数据锁存器和数据比较器重复前述循环过程，

直到所述参考数据(REF_DATA)和存储器的读出数据(MEM_DATA)一致为止，此时存储器的数

据读取时间即为最新的锁相环时钟信号(PLL_CLK)周期的一半。

[0048] 可选地，待测试芯片内部有多个存储器时，所述内建自动测试控制器、锁相环、时

钟分频器、数据锁存器和数据比较器为所述多个存储器所共用。

[0049] 由于锁相环的输出时钟频率可调范围较大(一般能做到从几百MHz到几GHz的范围

内调节，且每个频率可调步长为几十MHz)，因此，采用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测量嵌入式存储

器数据读取时间的方法，测量得到的存储器数据读取时间的精度能达到10ps级别。

[0050] 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测量嵌入式存储器数据读取时间的方法，内建自动测试控制

器接收外部测试机台发送的复位信号，发送初始频率调整配置位至锁相环，发送参考数据

至数据比较器；锁相环产生锁相环时钟信号；时钟分频器产生存储器工作的时钟信号和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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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锁存器工作的时钟信号；数据锁存器接收存储器的初始读取数据，输出存储器的初始读

出数据送往数据比较器；数据比较器比较参考数据和初始读出数据，若一致，发送测试通过

信号至外部测试机台与内建自动测试控制器；内建自动测试控制器接收数据比较器发送的

测试通过信号，将所述初始频率调整配置位调整后，重新发送给锁相环，所述锁相环、所述

时钟分频器、所述数据锁存器和数据比较器重复前述循环过程，直到所述参考数据和存储

器的读出数据不一致为止，此时存储器的数据读取时间即为最新的锁相环时钟信号周期的

一半。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通过内建自动化测试系统，提升了测量嵌入式存储器数据读

取时间的精度，同时由于充分利用测试芯片自带的锁相环，取消放置于存储器周边的用于

测试存储器数据读取时间的时延电路，而且内建自动测试控制器、锁相环、时钟分频器、数

据锁存器和数据比较器为多个存储器所共用，从而可以减小芯片面积，降低芯片的成本。

[0051] 本发明实施例还提供一种测量嵌入式存储器数据读取时间的系统，如图3所示，所

述系统包括：

[0052] 内建自动测试控制器11、锁相环12、时钟分频器13、数据锁存器14和数据比较器

15，其中，

[0053] 所述内建自动测试控制器11，用于接收外部测试机台发送的复位信号(RESET)，产

生初始频率调整配置位(Opt[X:0])，并将所述初始频率调整配置位(Opt[X:0])发送给锁相

环，将产生的参考数据(REF_DATA)发送给数据比较器15；

[0054] 所述锁相环12，用于产生供内建自动测试控制器11和时钟分频器13共同使用的锁

相环时钟信号(PLL_CLK)；

[0055] 所述时钟分频器13，用于根据锁相环时钟信号(PLL_CLK)产生用于存储器工作的

时钟信号(CKM)和用于数据锁存器14工作的时钟信号(CK_LAT)，当所述用于存储器工作的

时钟信号(CKM)为上升沿时，存储器获得初始读取数据(DO)；

[0056] 所述数据锁存器14，用于接收存储器的初始读取数据(DO)和数据锁存器14工作的

信号(CK_LAT)，当用于数据锁存器14工作的时钟信号(CK_LAT)为上升沿时，将存储器的初

始读取数据(DO)锁住，输出为存储器的初始读出数据(MEM_DATA)后，送往数据比较器15；

[0057] 所述数据比较器15，用于将参考数据(REF_DATA)和存储器的初始读出数据(MEM_

DATA)做比较，若二者一致，发送测试通过信号(Pass  flag)至外部测试机台和内建自动测

试控制器11；所述内建自动测试控制器11，还用于接收数据比较器发送的测试通过信号

(Pass  flag)后，将所述初始频率调整配置位调整(Opt[X:0])后，重新发送给锁相环12，所

述锁相环12、所述时钟分频器13、所述数据锁存器14和数据比较器15还用于重复执行前述

动作，直到所述参考数据(REF_DATA)和存储器的读出数据(MEM_DATA)不一致为止，此时存

储器的数据读取时间即为最新的锁相环时钟信号(PLL_CLK)周期的一半。

[0058] 可选地，所述数据比较器15，还用于当参考数据(REF_DATA)和存储器的初始读出

数据(MEM_DATA)做比较的结果为不一致时，发送测试未通过信号(Fail  flag)至外部测试

机台和内建自动测试控制器11；

[0059] 所述内建自动测试控制器11，还用于接收数据比较器发送的测试未通过信号

(Fail  flag)后，将所述初始频率调整配置位(Opt[X:0])调整后，重新发送给锁相环12；

[0060] 所述锁相环12、所述时钟分频器13、所述数据锁存器14和数据比较器15还用于重

复执行前述动作，直到所述参考数据(REF_DATA)和存储器的读出数据(MEM_DATA)一致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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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此时存储器的数据读取时间即为最新的锁相环时钟信号(PLL_CLK)周期的一半。

[0061] 可选地，当待测试芯片内部有多个存储器时，所述内建自动测试控制器11、锁相环

12、时钟分频器13、数据锁存器14和数据比较器15为所述多个存储器所共用。

[0062] 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测量嵌入式存储器数据读取时间的系统，内建自动测试控制

器接收外部测试机台发送的复位信号，发送初始频率调整配置位至锁相环，发送参考数据

至数据比较器；锁相环产生锁相环时钟信号；时钟分频器产生存储器工作的时钟信号和数

据锁存器工作的时钟信号；数据锁存器接收存储器的初始读取数据，输出存储器的初始读

出数据送往数据比较器；数据比较器比较参考数据和初始读出数据，若一致，发送测试通过

信号至外部测试机台与内建自动测试控制器；内建自动测试控制器接收数据比较器发送的

测试通过信号，将所述初始频率调整配置位调整后，重新发送给锁相环，所述锁相环、所述

时钟分频器、所述数据锁存器和数据比较器重复前述循环过程，直到所述参考数据和存储

器的读出数据不一致为止，此时存储器的数据读取时间即为最新的锁相环时钟信号周期的

一半。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通过内建自动化测试系统，提升了测量嵌入式存储器数据读

取时间的精度，同时由于充分利用测试芯片自带的锁相环，取消放置于存储器周边的用于

测试存储器数据读取时间的时延电路，而且内建自动测试控制器、锁相环、时钟分频器、数

据锁存器和数据比较器为多个存储器所共用，从而可以减小芯片面积，降低芯片的成本。

[0063]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但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并不局限于此，任何

熟悉本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在本发明揭露的技术范围内，可轻易想到的变化或替换，都应

涵盖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因此，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应该以权利要求的保护范围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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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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