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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总线复用技术的低成本 NAND 测试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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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 NAND 闪存芯片的存储容量持续增加，测试时间所带来的成本增加问题越发严重，本文围绕着如
何降低单位测试时间和测试成本这一核心问题展开。在对闪存测试项目、测试方法分析的基础上，结合自动
化测试设备（automatic test equipment，ATE）并行同测方法，提出新的输入输出总线复用测试方法，从而缓解
闪存测试时间长、测试成本高的问题。以特定测试机台 T5773 为例，重新设计软硬件将测试机的并行测试吞
吐率增加一倍，并对本设计中的一些基本问题如失效处理等进行了说明和解决办法汇总，最终减少单位测试
时间 44.4%，极大降低了闪存测试成本。因此，此方法可以运用于闪存大规模生产的成本控制。
关键词：半导体技术；集成电路测试；NAND 闪存；减少测试时间；总线复用
中图分类号：TN4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2850(2021)02-0246-07

开放科学（资源服务）标识码（OSID）：

Low cost NAND testing method based on bus re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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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the storage capacity of NAND flash memory chips continues to increase, the cost increase
caused by test time becomes more and more serious. We focus on the core issue of how to reduce the unit
test time and test costs in this paper.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flash memory test items and test methods,
combined with the automatic test equipment (ATE) parallel test method, a new input and output bus reuse
test method is proposed to alleviate the long test time and high test cost of the flash memory. Taking the
specific test machine T5773 as an example, the software and hardware were redesigned to double the
parallel test throughput rate of the test machine, and some basic problems in the design, such as failure
handling, were explained and the solutions were summarized, which ultimately reduced the unit test time at
44.4% and then greatly reduced the cost of flash memory test. Therefore, this method can be used for cost
control in mass production of flash memory.
Key words: semiconductor technology; integrated circuit testing; NAND flash memory; test time reduction;
bus reuse

0

引言
近年来，我国集成电路产业得到了快速发展[1]。芯片测试是集成电路产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

它贯穿于芯片设计、制造、封装、应用全过程[3]。随着技术的发展和测试复杂度的增加，测试成本在芯
片成本中的占比越来越大，甚至可高达 50%～60%[4]. 其中，针对闪存芯片业务，由于智能设备、人工智
能、云计算、云存储的大规模应用，对闪存的存储空间要求越来越大，成本也要求越来越低，而随着存
储空间的增加，带来的测试时间的增加与要求测试成本降低之间的矛盾越来越突出，如何降低闪存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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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是闪存制造企业生存的核心竞争力，同时也是闪存设计和测试人员始终考虑的重点。
集成电路测试业几种常见的降低测试成本的方法主要有可测性设计[3]，低成本测试机设计[5]，优化
测试流程、优化测试程序、减少测试时间[6]，使用并行测试技术[7]。针对闪存的低成本测试技术主要采
用可测性设计、低成本测试机设计以及减少测试时间。基于类似思想，闪存测试的现代半导体 ATE 多采
用多个测试单元站点并联组成。每个站点有独立的电源、微处理器、存储器，而每个独立站点又可并行
同测多颗闪存，每颗闪存的各个引脚都分配有独立不共享的信号总线，从而实现单位时间内增加并行测
试的闪存芯片数目，减少测试成本的目的。
时间就是金钱，这一点在产品测试程序上体现得更为明显。减少一秒钟的测试时间，可以为半导体
制造商节省几美分的开支，这么一看，似乎并不多，但如果一年内要进行数十亿颗芯片的测试，那么将
会节约测试费用高达数千万美元。
针对闪存随存储空间增加测试时间越来越长，测试成本越来越高的问题，我们希望继续优化测试解
决方案，在对现有的 ATE 测试方法进行小幅度改动的基础上，增加单位时间内并行测试的闪存芯片数目，
从而达到在不增加 ATE 升级成本的前提下进一步降低单位测试时间和测试成本的目的。与传统的 ATE
将信号总线与闪存数据引脚一一对应连接的方式不同，本文利用总线复用技术，提出一种基于现代 ATE
进行并行测试扩展的方法，对装载板提出改进设计、提高并行吞吐率的方法，给出实现方案，并解决由
此改进带来的问题，最后进行实施验证，以此满足测试成本降低的迫切需求。

1

实际使用实验设备介绍
本文实际使用的实验设备为爱德万公司的 T5773. 该机台结构为单站点测试和站点内共享资源的复

合结构，单个测试头由 48 个站点组成，是一款针对 NAND 闪存测试设计的测试机台。
每个测试站点从设计上可以实现 16 颗待测闪存芯片（DUT）并行测试，每个站点主要组成部分有以
下模块：测试处理模块，数据缓存模块，用于失效分析的坏块存储模块、通用缓存模块和失效地址存储
模块。这些模块都是结合算法逻辑向量生成器（algorithm logic pattern generator，ALPG）进行功能测试
服务的。下面将详细分析研究各组成部分。
测试处理模块负责与系统控制器进行通讯并控制程序运行。时序发生器负责控制时序的产生。ALPG
负责控制逻辑算法，其可提供 D[17:0]、SD[17:0]、X[23:0]、Y[23:0]、C[31:0]、R、W（以上字母均为资
源名）等诸多资源。数据资源选通器用来选择每个周期所需要的 ALPG 提供的资源值。波形格式控制器
主要根据时序和 ALPG 提供的逻辑值设置波形格式，或者进行比较时间点的设置。可编程电源主要对芯
片进行电源供应，直流单元主要对直流参数进行测量，管脚电路（pin electronics，PE）和输入输出电压
电路主要对芯片管脚的输入输出电压进行配置。
数据缓存模块主要用于存储 ALPG 不能产生的随机数据。该随机数据主要用于模拟用户进行编程时
所需要的随机数据，此随机数据不可由 ALPG 算法产生，因此需要提前写入数据缓存模块，在对芯片进
行编程测试时根据需要调用。
用于失效分析的模块在 T5773 测试机台中针对闪存特性又会细分为如下几个模块：坏块存储模块、
通用缓存模块和失效地址存储模块。
坏块存储模块用于记录闪存坏块的位置，标记“0”代表该块地址测试通过，标记“1”表示该块地
址测试失效。
通用缓存模块是双向存储器，既可以用于存储各闪存独特的数据发送给闪存，也可以作为存储错误
信息的模块从闪存接收信息，不过其存储空间相对小，经常用于存储闪存校准的参数信息、晶圆坐标位
置信息、闪存身份信息等数据量小但是并行测试闪存相互之间不相同的数据。
失效地址存储模块用于存储从闪存读取的大量数据，记录每个失效的具体位置，包括地址和失效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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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便于对闪存的失效进行进一步分析。

2

闪存总线复用的硬件设计

2.1

测试管脚和通道资源分析
对于闪存总线复用，根据测试机的测试通道电路驱动能力和电源的供给能力，其可以满足总线复用

的需求，因此作如下设计。
在不复用总线情况下，一个站点最多可同测 16 颗闪存，每颗闪存由以下管脚组成：CEn、CLE、ALE、
WEn、WPn、RE、REn、DQS、DQSn、IO[7:0]、R/Bn、VREF、VCC、VCCQ（以上英文均为管脚名称）等。
由闪存管脚功能的描述及数据输出周期波形（如图 1 所示）可知，当芯片输入命令、地址或数据时，WEn
信号控制芯片是否锁存该信号；同理，REn 控制芯片是否向外输出数据。根据这些特性，让闪存 A（DUTA）
和闪存 B（DUTB）
复用输入输出数据总线，
及其他管脚如 ALE、
CLE、
WP、
R/Bn 等，
将 DUTA 的 CEn/REn/WEn
和 DUTB 的 CEn/REn/WEn 分别控制，则可满足闪存并行测试并能区分每颗闪存的测试结果。

图1
Fig. 1

2.2

数据输出周期波形

Waveform of data output cycle

测试资源重新设计
基于以上分析，对测试机资源重新设计分配。
关键闪存管脚如 CEn、REn、WEn 独立分配资源，如

图 2 所示，DUT1、DUT9 为两颗独立 DUT，RE、WE、
CE 对于每颗闪存均为独立资源；而其他闪存管脚 ALE、
CLE、 VREF、 IO[7:0]进 行 资 源共享 ， 即 两颗闪 存 的 同一
个管脚共享一个测试通道从而复用总线，如图 3 所示，
DUT1、DUT9 为两颗独立 DUT，IO[7:0]、CLE、ALE、
VREF 对于两颗闪存为总线复用。在不增加测试机测试通
道前提下，每一批次同测闪存数量可扩大一倍，达到增加
闪存测试产能，减少闪存单位测试时间，降低闪存测试成
本的目的。

图2

测试机通道独立资源分配示意图

Fig. 2 Schematic diagram of independent
resource allocation of test machine chann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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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机通道共享示意图

Schematic diagram of test machine channels sharing

3

闪存总线复用的测试程序软件实现

3.1

程序扩展及信号定义
基于上述硬件设计，闪存测试程序需要作出相应的重新设计。本实验测试设备为爱德万公司的 T5773

机台，闪存测试程序设计主要包括对信号配置，相应功能模块配置如 BBM、UBM、DBM、FAM、PE Fail、
ALPG，以及并行测试结果处理。定义共享测试通道的两颗闪存为 DUTA 和 DUTB，其余 DUT 可根据插
座文件从 16DUT 扩展到 32DUT.
信号配置包括电压、时序、波形格式、逻辑值控制。其中，电压、时序、波形格式与非共享模式相
同。在信号分配方面，对 DUTA 和 DUTB 不共享的 CEn、REn、WEn 信号分别定义为：CE_A、CE_B、
RE_A、RE_B、WE_A、WE_B.
3.2

逻辑控制与并行测试控制
逻辑控制时，通过程序对 CE_A、CE_B、RE_A、RE_B、WE_A、WE_B 分配不同控制信号，可以

通过向量程序控制使得 DUTA 与 DUTB 能同时接收到测试机发送的 CEn 和 WEn 使能信号进行闪存并行
测试。
当需要输出时，向量分别控制 DUTA 和 DUTB 的 REn 与 CEn，从而使 DUTA 和 DUTB 分时复用总
线，分别输出数据。
在实际测试时，由于闪存测试时间主要消耗在闪存进行擦除、编程或者闪存状态机本身控制操作中，这
时无需对 DUTA 和 DUTB 进行区分，因此可以让 DUTA 和 DUTB 进行并行测试；而当芯片需要读取操作的
结果时，是以读取一个字节状态的方式将结果反馈给测试机，此时需要对 DUTA 和 DUTB 进行区分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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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机各模块配置
针对测试机失效存储模块需要将存储空间划分为两部分，分别满足 DUTA 和 DUTB 两颗闪存的需要。
如表 1 所示，将失效存储模块空间一分为二，利用 ALPG 中未分配到闪存的资源，控制总线上的失效

信息存储的偏移位置，从而在不影响闪存接收信息的情况下，
正确存储失效信息，正确区分 DUTA 和 DUTB.
表1
Tab. 1

失效存储模块存储空间分配示意表

Schematic table of storage space allocation for failed storage modules

失效存储模块地址

存储空间分配

失效存储模块地址

存储空间分配

0x0

DUTA

0x2000

DUTB

0x1

DUTA

0x2001

DUTB

…

…

…

…

0x1FFE

DUTA

0x3FFE

DUTB

0x1FFF

DUTA

0x3FFF

DUTB

针对直接根据测试机管脚电路比较来判断闪存测试结果信息的项目，通过配置采样点编号（Strobe
Number）来进行区分，将 DUTA 的比较时序分配 Strobe Number1，将 DUTB 的比较时序分配 Strobe
Number2，以此实现共享总线的两颗闪存测试结果信息的分别获取，满足测试机通道共享要求。
3.4

闪存总线复用带来的问题及其解决方案
当总线复用的两颗闪存其一失效时，需让它停留在当前的状态

而不影响总线复用的另一闪存继续测试。此时，将失效闪存的 CEn、
WEn 和 REn 固定在高电平，则该闪存不会锁存总线上任何命令、
地址和数据，因此不会进行任何操作，而与之复用总线的另外一颗
闪存的 CEn、WEn 和 REn 仍正常操作，则其能够正常锁存所需命
令、地址和数据，从而正常进行测试。如图 4 所示，失效闪存的 REn
和 WEn 维持高电平，实现屏蔽。
其次，当直流测试项发生失效时，无法判断哪颗闪存失效，则
只能将两颗共享总线的闪存均判定失效，由此会影响良率。针对此
问题，因闪存发生直流失效概率不高，将测试失效的闪存集中起来，
当累计至半个批次测试所需闪存数量时，则执行一次复测，复测采
用仅放一半闪存的策略，即将共享总线的另一半插座空着，将真正

图4

总线复用并行测试对失效测试
元件的处理

直流测试失效的闪存筛选出来，之前误杀的闪存不受影响继续测试， Fig. 4 Handling of failed test components
in bus reuse parallel test
以此解决影响良率的问题。

4

闪存总线复用的测试结果
在完成闪存总线复用软硬件配置后，以完成 32 颗闪存测试为例，总线复用需要一个批次测完，而总

线独立使用需要两个批次测完。对于 NAND 闪存芯片基础测试项（擦、写、读）进行测试时间比较。如
图 5 所示，由于 NAND 闪存芯片在不同测试项下的测试机制和操作单位不同，因此擦、写、读耗时也不
尽相同，擦、写操作明显耗时更短，读出耗时更长。在三项测试对比实验中，均发现总线复用单位闪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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耗时明显较总线独立使用短，测试时间得到明显改善。
尤其在写入测试中，总线复用单位闪存耗时下降到 53%.
通过对闪存擦、写、读三项基础操作测试研究，可
以看到总线复用对不同测试项减少测试时间效果并不一
致。因此，为进一步研究总线复用方法对不同测试项的
影响，随机选取闪存的近百个测试项目作为研究对象。
如图 6 所示，对于测试项中需要等待操作完成的项目如
擦、写、读等测试项，由于采用总线复用机制，平均单
位测试时长均低于原测试时长的 60%，介于 50%～60%
之间，测试时长显著下降。而在需要顺序处理占比较大
的测试项中，约 7%的测试项的单位测试时长略高于原测

图5
Fig. 5

不同测试项测试时间比较

Comparison of test time for different test items

试时长，达到 100%～120%. 这是由于该类项目需顺序处理测试的项目和内容，此时，需要采用临时屏
蔽总线复用的闪存达到顺序的目的，额外增加了一些测试时长。
由于该类顺序测试项增加的测试时长并不长，并且本身测试时间相对较短，对总体测试时间影响较
小；而测试时长较大的测试项的测试时长显著减少，对整体测试时间改善效果非常明显。如图 7 所示，总
体测试累计时长降为原测试时长的 55.6%，单位测试时间总减少量达到 44.4%，提升测试效率达到 80%，
几乎实现测试产能翻倍。这将为 NAND 闪存芯片封测厂商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和产业竞争力。

图6

Fig. 6 Bus reuse test time-consuming under different test items

5

图7

不同测试项下总线复用测试耗时
Fig. 7

测试累计时长对比

Comparison of cumulative test time

结论
本文给出了一种通过重新设计硬件测试板卡实现闪存总线复用，同时改进测试程序相匹配的闪存测

试方案，并对具体的方法和相关问题进行了说明和解决办法汇总。实验结果表明，运用总线复用的闪存
测试方案可以有效降低闪存测试时间。对于闪存简单擦、写、读测试项，测试时长减少成效显著，单位
测试时间总减少量达到 44.4%. 对于其他闪存复杂测试项研究发现，总线复用设计方案对并行测试占比
高的测试项提升测试效率尤为明显，对减少总体测试时长具有突出贡献；对于顺序测试占比高的测试项
存在测试时长增加现象，但是由于这类测试时长本身较小，对于总体测试时长影响有限。综合研究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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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线复用设计方案可以使得闪存总体测试效率提升 80%，极大降低了闪存测试成本，有极高实用价值，
可以为闪存半导体封测厂商在大规模量产时显著提升效率，降低闪存测试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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