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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异常测试作为处理器功能测试的组成部分，在处理器测试验证过程中不容忽视。当异常发

生时用户课题退出的特性，导致用户在系统层对处理器异常进行验证的过程中，存在不能完全

自动化管理测试激励运行且测试结果校验需要手动干预的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提本文出了一

种解决处理器异常测试自动化管理困难的方法。我们还研究了异构处理器系统的异常处理机制

的特点，基于此方法，提出了一种适合在异构系统上进行异常连续捕获及结果自校验的异常验

证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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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处理器功能的不断完善，频率的不断提

高，工艺的频繁更新换代，体系结构的日趋复杂，

芯片集成规模日趋增长，验证测试技术在芯片设计

和实现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芯片研制对测试的要

求也越来越高。在多核、众核甚至异构等体系结构

逐渐被各个处理器生产厂商与研究单位广泛使用的

情况下，如何在测试验证阶段尽快发现错误与缺陷

是处理器功能测试的主要考虑的问题之一。为尽可

能快速、全面地发现错误与缺陷，需要测试人员尽

可能高地提升测试的覆盖面、增加测试的强度。异

常处理机制实现的正确性，作为处理器测试与验证

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们这里主要讨论的测试内容。

处理器异常测试与一般的处理器功能测试有

一个很大的不同在于，处理器发生异常时，往往

会终止测试程序的运行，测试结果的校验需要人

工参与确认。测试人员对处理器异常处理机制进行

测试时，通常采取的办法是对处理器内部可能发生

的异常进行遍历测试。但处理器指令的数量往往较

大，例如AMD64位处理器仅通用指令就有185条[1]，

IntelX86-64位处理器的指令超过500条[2]。每条指令

可能出现的异常种类不一而同，其组合后测试量巨

大。处理器异常测试在正常情况下，无法自动连续

运行并进行结果自校验；大量的测试激励以及测试

得到的庞大的测试数据，需要采用手工方式进行测

试与校验，这将消耗测试人员大量的精力及时间。

这种方式不仅效率低下，过多的手动干预还可能引

入新的错误。

本文首先通过介绍处理器信号处理机制的相关

技术，借鉴有关异常、中断验证技术特征，提出了

一种处理器异常测试自动化管理的框架，以期解决

处理器异常测试中的自动化运行与管理等难题。作

者还通过对异构处理器系统的编程模型进行研究，

提出了适合在异构系统上实现与运行的处理器异常

自动验证框架。

2. 处理器异常的有关内容
测试人员在用户层对处理器异常测试验证的工

作是基于信号机制展开的。信号机制是操作系统内

部为处理器异常与中断、进程间通信而专门定制的

处理机制[3][4]。该机制自成体系，对信号的产生、传

送、处理进行有效管理，为进程间通信以及进程中

断与切换提供了技术基础。

2.1 信号处理机制

Linux为支持信号的处理，引入了signal机制。引

入信号目的有两个：其一是通知目标进程有特殊事

件发生；其二是目标进程捕获到信号后，根据系统

预设的处理方式采取相应处理机制。

在Linux操作系统中，有五种产生信号的方式，

其中的一种方式是处理器内部发生异常：当处理器

在执行指令过程中检测到异常时，将通知操作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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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核进程，然后由内核通知当前进程有异常发生。

例如，处理器执行在执行除法指令时如果发现除数

为零将产生SIGFPE信号；执行访存指令时如果检测

到取指令的源地址或者存指令的目标地址为该进程

不可访问的地址将产生SIGSEGV信号等。

当进程接收到信号时，可以采取三种方式对信

号进行处理：（1）忽略；（2）系统默认方式；（3

）调用指定的信号处理函数，该方式是由用户显式

地指明希望捕获的信号类型，并且指明其处理函数。

处理器内部的指令发生异常，进而产生信号，

然后系统对该信号进行捕获并处理，是系统级用户

对异常机制正确性常用的技术手段。

2.2 异构系统异常处理

异构处理器系统通常采用的是主从异构模式[5-7],

以MIC为例，其主处理器采用的就是通常是通用处理

器，协处理器作为计算核心通常情况下运行精简的

操作系统[8]。异构系统通常采用多线程编程模型，计

算核心的检测到异常时，将以信号形式通知主处理

器进行处理，此时计算核心将终止运行。因此在通

用处理器上的异常测试方法并不适用于处理计算心

产生的异常。本文我们针对计算核心异常处理机制

的不同，研究适合异构处理器的异常测试方法与技

术。

2.3 相关研究工作

目前在国际上和国内，关于信号处理机制和处

理器异常与中断的研究已开展了很多年，信号机制

的引入有超过30年的历史，信号机制的实现本身变

化并不大。中断与异常在操作系统中的产生与处理

过程上非常相似，都是基于信号机制进行处理器。

很多技术研究与应用技术都是基于中断的，我们可

以借鉴中断测试与验证有关的技术实现，为我们异

常测试自动化提供参考。

台湾国立中山大学的Fu-Ching Yang等人开发的

自动检验中断的系统——PEVT[9]，该系统基于指令

流水线，在指令流水过程中发送外部中断信号模拟

处理器外部中断行为并进行监测与校验。系统集成

了处理器模拟、中断行为模拟、中断行为监测与结

果自校验等模块，能够模拟并验证单个中断、多个

中断、内嵌中断等。该系统要求用户对系统行为进

行建模，使用者需要具备一定的处理器设计基础。

美国尤他大学的John Regehr[10]等人通过比较线程

与中断在阻塞、抢占与调度、并发控制、可重入、

调用模式、调用延时等方面的异同，提出了一种将

中断驱动程序转换成语义等价线程的源到源转换方

法，然后采用线程验证工具对转换之后的线程进行

验证，达到最终验证中断的目的。

图1  PEVT系统组成与运行原理示意图

此外，Intel处理器中断向量的32-255号异常或中

断是专门为用户编程预留的，中断技术已得到广泛

应用。Linux操作系统的浮点软件模拟也是借助中断

实现的，当CPU执行一条浮点指令时引发“设备不存

在”异常，这对应了中断向量的第7号中断；此后，

系统进入内核态，调用软件模拟函数接口，计算得

到该指令的结果，最后返回到用户程序并继续运行。

Linux的浮点软件模拟以及用户软中断等均不会

终止用户程序的执行，系统在完成相关处理之后均

能够返回到用户程序继续运行。

在面向对象语言，例如C++、JAVA等，均提供

了异常捕获机制，如果用户将try-catch作用于可能发

生异常的程序段，也能够避免程序发生异常即退出

运行的现象。

测试人员在运行处理器异常测试激励时，如果

激励运行过程中发生异常，那么系统将按照指定的

异常处理接口进行处理；之后，系统将终止测试激

励的运行，导致测试人员无法连续自动运行多个测

试激励。这个现象也导致测试人员无法自动地判断

结果的正确性。借鉴上述技术，我们寻求一种在用

户层对异常测试进行自动化连续运行并实现结果自

校验的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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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连续捕获处理器异常的自动验证框架的技

术
为全面自动测试与验证处理器异常，我们提出

了一种在用户层实现的、能够连续捕获处理器异常

的自动验证框架，该框架旨在连续捕获多个测试激

励在运行过程中报出的多个异常，用于制造指定异

常并验证处理器异常处理机制正确性，达到对验证

处理器异常处理功能正确性进行较为高效的测试。

3.1 子进程创建与管理机制

为解决处理器异常测试程序运行即退出程序执

行的问题，我们借用了Linux的子进程创建与管理机

制。Linux提供了三种创建子进程的系统调用，即

fork、vfork以及clone。

其中fork 创造的子进程复制了父进程的资源，父

子进程使用同一代码段，子进程通过著名的copy_on_

write技术复制父进程的数据段和堆栈段。子进程的

运行独立于父进程；子进程在修改了父进程的变量

时，会通过copy_on_write技术为被修改的页面建立一

个新的副本。该机制中父子进程需要专门的通信机

制。

vfork创建的子进程完全运行在父进程的地址空

间上，子进程对数据的任何修改都对父进程可见。

子进程被创建后，父进程将会被阻塞，直到子进程

执行exec()或exit()，通过vfork可以减少不必要的开

销。因此，在我们选择采用vfork机制，实现处理器

异常测试中子进程的创建和管理工作。

而clone机制功能强大，创建的进程要比前面两

种方式要复杂，不仅可以创建父子进程、甚至可以

创建兄弟进程。

3.2 异常连续捕获技术

为解决用户程序发生异常即退出的问题，我们

采用父进程创建子进程的机制，在子进程中运行异

常测试激励：如果子进程运行过程中发生异常，仅

仅会终止子进程的运行，父进程继续运行，利用这

个特点，我们可以实现异常测试连续自动运行的效

果。在此思想的基础之上，我们提出了一种连续捕

获处理器多个异常的技术，其主要实现思想如图2所

示。

具体实现参见算法1。

在该技术中，我们利用vfork机制创建子进程，

并在子进程中运行异常测试激励。如果子进程发生

异常，则进入异常处理函数流程，结束之后终止子

进程运行，返回到父进程也就是管理程序。如果没

有发生异常，则子进程在正常运行测试激励完毕之

后，显示运行exit()，返回到父进程。应用该技术，

我们达到了连续运行与管理异常测试激励的目的。

step1：首先对异常测试激励以函数形式进行组织；

step2：选择尚未运行的测试激励：如果有，并跳转到

step3；如果没有，则跳转至step6。

step3：调用vfork()函数创建子进程，并子进程调用测

试激励；

step4：运行测试激励：如果发生异常，进入异常处理

函数进行处理，结束后退出子进程；如果没有，测试激励

运行完成后，显示调用exit()，退出子进程。

step5：回到父进程，循环跳转至step3继续运行；

step6：退出循环，退出。

算法1  异常连续捕获技术过程描述

图2  连续捕获处理器异常测试框架

3.3 处理器异常测试自校验技术

实现了测试激励的连续自动运行，我们还需要

解决异常测试结果的自校验问题，以达到对异常测

试实现自动化管理的目的。为此，我们提出了处理

器异常测试校验技术。

为支持处理器异常测试结果自校验，我们首先

需要建立异常测试激励与异常校验值的对应关系。

在实现的时候，预设了异常校验变量与结果变量，

并且预设了枚举变量，该枚举变量可能的是如下_

CHKDEFT、_RSTDEFT、_SIGILL、FPE_INV、FPE_

D Z E 、 F P E _ O V F 、 F P E _ U N F 、 F P E _ I O V 、 _

SIGSYS、_SIGSEGV、_SIGBUS、_SIGOTHER。如果

测试激励适用于制造非法指令的，那么编写异常测

试激励过程中，在异常可能发生的指令之前，我们

将异常类校验变量设定为_SIGILL；如果，激励用于

制造浮点的除数为零，那么我们将异常类校验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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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定为FPE_DZE。

同时，为自动得到异常发生的结果，我们需

要对可能涉及的异常对应的信号处理函数进行重

写，在自定义的异常处理函数中，将异常结果变量

设置成为异常发生时相对应的校验变量值。例如，

在非法指令异常处理函数中，将异常结果变量设置

为_SIGILL；在段违例异常处理函数中，将其设置

为_SIGSEGV。

需要指出的是，为达到结果自校验的效果，这

里采用全局变量形式的定义异常结果变量和异常校

验变量；这样可以父进程以及运行异常测试激励的

子进程读写共享变量，实现异常校验的预设以及异

常测试结果登记的功能，这也是我们采用vfork机制

的原因。

最后，管理程序对异常结果变量与异常校验变

量进行比较，检验结果是否一致。如果一致，表明

异常测试激励与预期一致，否则，反馈给用户测试

不一致的相关信息。

处理器异常测试自校验技术，其主要实现如算

法2所示。

step1：建立异常测试与异常校验的对应关系；

step2：在异常测试激励中预设异常校验变量；

step3：在管理程序中重写需要捕获异常信号的处理函

数，并在这些函数中设定异常结果变量的值，该值与异常

类型相对应；

step4：子进程运行测试激励：当异常发生时，系统调

用step3中的处理函数进行信号处理；没有异常，则设置异

常结果变量为未发生异常的类型值。

step5：管理程序对异常结果变量与异常校验变量进行

比较；

step6：如果结果比较一致，打印异常测试正确；否则

打印异常测试出错。

算法2  处理器异常测试校验技术算法示意

3.4 处理器异常测试连续验证框架

图3  连续捕获处理器异常并进行自动化验证的框架

结合异常连续捕获技术以及处理器异常测试自

校验技术，我们提出了一种连续捕获处理器异常并

进行自动化验证的框架。该框架的运行原理如图3所

示。

我们将管理程序编制成具有自校验功能的普通

程序，在该程序框架内将异常测试激励以函数形式

进行组织，采用异常连续捕获技术实现将异常测试

激励集合在处理器上进行批量、自动化测试与结果

校验。

该框架实现是在用户层上开展的，涉及到的信

号机制以及父子进程管理机制均为通用的技术，通

过C语言等高级语言就能方便地实现；该模型无需操

作系统和编译器做额外的修改，采用现有函数接口

和技术就能实现，是实现处理器异常自动化测试的

一种可行方式。

3.5 异常自动验证框架在异构系统中的应用

异构处理器系统采用的多线程编程模型中，对

主处理器的异常捕获以及处理流程遵循的就是POSIX

的signal机制，其流程与通用处理器一致。为支持计

算核心的异常捕获，计算核心的线程在运行过程中

发生异常时将会向主处理器发送信号，交由主处理

器进行后续处理[11-12]。为支持异常的捕获与处理，异

构系统内部重新定义了协处理器的异常类型，并且

提供了一套新的异常处理接口对计算核心异常进行

相应的处理。

针对异构处理器系统中，计算核心检测到的异

常由主处理器进行处理的特点，我们在通用处理器

异常连续自动捕获技术的基础上，通过主处理器创

建线程并加载到计算核心，在计算核心上运行异常

测试激励。激励首先设置异常校验结果的值，当异

常发生后，交由主处理器进行结果自校验，达到计

算核心的异常测试自动化与校验自校验的目的，具

体实现流程如图4所示。

图4  异构系统协处理器异常自动化测试框架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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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实验与分析

针 对 前 一 节 提 出 了 处 理 器 异 常 连 续 验 证 框

架，我们分别在X86处理器、异构自主众核处理器

DFMC（deeply fused and heterogeneous many-core）原

型系统[6]上进行了实践。实验过程中，我们发现除了

在编程模型上存在差异外，异常处理流程以及异常

自动捕获、自动校验均没有本质区别。但相比用户

程序发生处理器异常并退出执行的方式，我们的框

架具备了自动化、批量运行、结果自校验的特点，

这将大大减轻了系统测试人员的工作量，避免人工

分析造成的人为偏差，提高了测试的效率。

4. 结束语
本文针对处理器异常测试存在自动化运行管

理困难以及结果校验需要手工干预的现实问题，参

考相关技术的验证策略，提出了一种能够连续捕获

多个处理器异常并对测试结果进行自校验的验证框

架。该框架可以在用户层采用高级语言进行实现，

具有可操作性强、实用、可移植性好的特点。此外

我们还针对异构处理器系统的异常处理流程，将该

验证框架在异构系统进行了移植与实践。后续我们

将在异常测试激励集合的全面性以及验证框架的效

率、性能等方面展开更加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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