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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模型和库的处理器伪随机激励生成器
设计与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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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面对处理器巨大的验证空间，伪随机激励生成器成为处理器研发中必不可少的工具。处

理器设计改变尤其是架构和指令集的变化会导致之前的处理器测试集合部分甚至是全部失效，

验证维护成本巨大。本文提出一种层次化的、基于模型和库的处理器伪随机激励生成器实现方

法，针对处理器设计的特点，基于指令树建模、多维访存地址建模和处理器专家库建模等关键

技术重点解决处理器研发中测试集合如何高效重用的难题。实际应用表明，该方法能够很好地

适应处理器设计变化，增强处理器激励生成器的易用性和重用性，测试集合移植重用率可以达

到95%以上，显著缩短处理器更新换代时的验证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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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集成电路技术的飞速发展，高性能处理

器设计的复杂度和规模不断增大，同时激烈的行业

竞争也促使高性能处理器厂家努力缩短产品研发周

期，加快产品更新速度。近些年来，在国家大力发

展自主可控信息产业的战略下，国产高性能处理器

研发取得长足的发展，产业化应用不断深入。在国

产高性能处理器设计技术不断缩小与国外差距的同

时，作为研发平台支撑的国产处理器验证技术必须

适应处理器研发需要，不断提升处理器验证的核心

技术能力。

当今高性能处理器的验证通常综合采用模拟验

证[1,2]、硬件仿真加速验证[3,4]、FPGA原型验证[5]、形

式验证[4,6]等方法。从各种验证方法发现的设计错误

统计来看，模拟验证仍然是主要验证手段，发现错

误的比例占总数的九成左右，而处理器模拟验证的

最大难点在于如何能够快速编写和生成大量高质量

的测试激励。目前业界主要采用伪随机激励生成器

来生成高质量的验证程序。Stress Test[7]由基于马尔可

夫模型的生成器和活动监测器组成，生成器和监测

器构成闭环生成模型，生成器利用用户提供的模板

和监测器反馈的信息生成验证程序；Genesys-Pro[8-10]

通过编写测试模板、单指令建模、处理器结构建

模，使用约束求解（Constraint Satisfaction Problem，

CSP）来生成测试激励；文献[15]提出一种基于分

层思想的受限随机激励产生方法，通过测试层、场

景层、功能层和指令层的多层约束，实现随机激励

生成。以上激励生成器的设计方法主要是针对如何

高效生成伪随机测试激励、加快覆盖率收敛速度方

面的研究，但是面对当今处理器不断发展的架构设

计，如多核、多线程、众核等等，处理器伪随机激

励生成器设计不仅需要考虑如何高效生成高覆盖率

的测试激励，而且需要考虑当处理器架构变化时，

如何能够利用已有的测试激励集合重构新架构处理

器的测试激励集合，从而最大限度重用已有的测试

库，以高起点开始新架构处理器的验证工作，只有

这样才能满足越来越短的处理器产品研发周期要求。

本文提出一种基于模型和库的伪随机激励生成

器实现方法，该方法能够较好的解决处理器设计变

化对已有测试激励集合的影响，可以避免因设计变

化而导致激励生成器生成的测试激励失效问题。本

文设计实现的激励生成器不但能够适应处理器关键

微结构的变化，还可以适应处理器指令集和地址空

间的变化，而且在多核Cache一致性测试方面还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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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应多核处理器核心数量的改变。

2. 需求分析
建立一个高效的处理器伪随机激励生成器，需

要充分考虑处理器功能验证中的需求，包括：（1）

指令流测试，用户能够选择指令集合进行测试激励

生成；（2）异常控制，用户可以控制测试激励中每

种异常发生的频度；（3）资源共享，用户可以控制

指令序列对CPU资源的共享情况，如寄存器、访存

地址等等；（4）循环，用户可以定义各种类型的循

环结构，用于特定情况的验证；（5）数据类型，

用户调用这些数据类型可以方便随机各种数据边界

情况，如整数最大、最小值数据、全零、浮点无穷

大、非数等等。（6）伪随机约束控制，伪随机约束

用于控制激励生成器产生某些情况的概率，用户既

可以对激励中的特定条目施加“局部约束”，也可

以对激励中某一类结构施加“全局约束”。

另外，还需要考虑模拟仿真环境对随机激励生

成器的开发需求：（1）灵活方便地对内存空间进行

划分。内存空间的分配和使用时模拟仿真环境下的

一个重要方面，项目不同使用方式也可能不同，同

一个项目也会发生变化，以此要求随机激励生成器

应能够根据仿真环境需要灵活方便的对内存空间进

行划分；（2）应满足处理器的复杂初始化需求。这

包括页表的创建、寄存器的初始化、核心内部控制

寄存器的初始化、甚至芯片内部的I/O寄存器初始化

等等；（3）生成的激励目标文件最好为二进制格

式，应该包含激励中要运行配置、指令和各种数据

信息；（4）能够方便查看生成的激励的反汇编结

果。

除了首先要满足以上这些通用需求外，本文在

开发随机激励生成器的时候要还重点考虑了生成器

以及在其上开发的测试库的通用性和继承性，力求

使其能够适用于多种不同架构处理器的开发，使得

已开发测试库能直接或经过重构后用于多款不同处

理器的研发，从而能够充分继承之前的验证成果，

缩短处理器验证周期，提高验证效率。

3. 设计实现

3.1 设计思想和方法

本文激励生成器（Knowledgeable Instruction 

Generator，简称为KIG）是一款基于约束求解的处

理器伪随机激励生成器，采用Specman E语言设计

实现。Specman E提供了强大的约束分析引擎和伪随

机发生器，称为“IntelliGen”，能够分析复杂约束

条件，产生各种伪随机数据类型和数据结构。System

Verilog语言也是各家EDA公司都支持的成熟工具，与

Specman E属于同一类工具，也可以用于建立伪随机

激励生成器。

为了适应处理器设计变化的需求，本文激励生

成器采用了基于模型和测试库的、自底向上的层次

化设计方法。如图1所示，共分6个层次，自底向上

分别为基础结构层、单元模型层、单元树层、测试

知识库、测试序列库和测试情景。

处理器结构信息模型 仿真环境信息模型

指令单元定义 运算数据定义 访存地址模型

指令树 访存地址树

功能函数库 初始化序列库 测试单元库

测试序列库：整数、浮点、访存、转移预测等类型

测试情景

基础结构层

单元模型层

测试知识库

测试序列库

单元树层

测试情景

图1  自底向上的处理器激励生成器设计方法

激励生成器的层次化设计遵循以下原则：（1）

基础结构层和单元模型层是激励生成器的底层定

义，由开发人员维护，不允许用户修改；（2）“单

元树”层是激励生成器的中间层，是生成器与用户

的交界面，也由开发人员维护，但为验证测试人员

提供了对单元树的组织结构进行变更的接口；（3）

测试知识库主要由经验丰富的验证工程师开发和维

护；（4）测试序列库是完全开放的，所有验证工

程师都可以根据需求定义自己的库，通常会按照验

证侧重点分类，但这个分类是指导性的，因为处理

器验证的复杂性往往使得很多测试序列是综合类型

的；（5）测试情景中定义了全局约束和各个处理器

核心与序列库的调用关系。为了保证测试程序的可

重用性，测试情景只调用测试序列，不在测试情景

中编写具体的用户程序。全局约束是指对激励生成

器内全局结构的约束，可以施加于测试情景之下的

各个层次。如对基础结构层的处理器结构信息模型

和仿真环境模型的全局约束，通常会为每款处理器

定义一个单独的配置文件。在多核Cache一致性的测

试情景中，可通过定义全局的共享规则约束来控制

不同核心对Cache的共享情况，在本文的3.6节会具体

展开说明。测试情景与测试序列库的不同之处在于

测试情景区分单核测试和多核测试，而测试序列库

则不区分单多核测试。图2是KIG的图形界面，用户

可以使用该界面配置激励生成约束，并自动生成测

试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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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KIG伪随机激励生成器界面

这种层次化设计方法使得当处理器设计或者仿

真环境变化时，我们只需要修改基础结构层、单元

模型层或者是单元树层的定义，就可以保证上层的

测试知识库、测试序列库保持不变。而由于测试情

景与设计的密切相关性，比如参与测试的处理器核

心数发生变化，测试情景也必须随之变化，但由于

测试情景仅仅包含核心对序列库调用关系和全局约

束，并不包含用户编写的测试代码，容易修改和继

承，甚至于在用户指导下进行批量转换。同理，基

于所有已开发的测试序列库，还可以定义各类全局

约束组合，批量重构新的测试情景，大批量产生伪

随机测试激励，使已有测试序列库发挥更大作用。

3.2 单核心结构建模

处理器单核心结构模型中描述了部分处理器内

核的结构和微结构信息，例如Cache组成结构、结构

寄存器、地址代换缓冲TLB、内部控制和状态寄存器

信息等等。本文在处理器单核结构模型的建模中主

要采用了以下三种建模方法：

结构信息参数化建模法。如Cache的组成结构建

模就只需要建立各级Cache的信息档案，包括容量、

相联度、Cache块大小等。有了这些信息，后续编写

测试激励时可以调用这些变量控制激励的生成，当

处理器设计改变时，只需要根据新的处理器结构对

这些参数重新配置即可。本文在对处理器结构建模

时，Cache结构、TLB结构、物理寄存器资源数量等

都采用了这种建模方法。

资源池建模法，典型的如寄存器资源。在处理

器验证中，指令序列的寄存器相关性测试是处理器

流水线验证中的一种必测情形；另一种情形是某些

寄存器在一段时间内用于保存特定数据，比如访存

地址，而在序列随机混合时不希望这个寄存器内容

被其它随机生成的指令冲掉。以上两种情形需要激

励生成器提供一种机制对寄存器资源的使用进行控

制。本文采用资源池建模法，在激励生成器中设置

全局的free和lock的寄存器资源列表，free列表中存放

着待分配的空闲寄存器，lock列表中存放着已分配的

寄存器，free列表中的寄存器允许随机读写，而lock

列表中的寄存器不允许被随机读写。如果不希望指

令序列的某些寄存器被其它指令序列更改，可以申

请寄存器分配，分配成功后，该寄存器会被放入lock

列表，并且从free列表中删除，其他随机产生的指令

应该避免使用lock列表中的寄存器作为目标寄存器。

这种建模方法不但解决了硬件资源的使用冲突问

题，而且还便于控制指令序列在使用硬件资源时的

相关性，如图3伪代码所示，add指令目标寄存器使用

分配得到的寄存器资源，sub指令源寄存器也使用分

配得到的寄存器资源，则sub与add指令之间建立了一

种先写后读的相关性关系，sub指令作为一种随机指

令将目标寄存器约束为free列表，同时也避免冲掉其

它序列已经分配使用的寄存器。

行为模型建模法。对处理器某些结构的建模必

须实现该结构的行为功能才能控制特定激励序列的

生成，比如地址代换缓冲TLB的建模，生成TLB测试

激励时，TLB的模型必须支持用户对TLB页表条目的

约束控制，如页面权限设置、页面粒度等，但用户



20 《高性能计算发展与应用》      2020年第二期    总第六十九期

不能控制物理页面的分配，这部分功能必须由激励

生成器实现。

allocated_reg_list = int_reg.reg_alloc( 参数：寄存器个数 );
do add inst keeping {

.src0 in int_reg.free_list();

.src1 in int_reg.lock_list();

.des in allocated_reg_list; // 目标寄存器指定为分配的寄
存器

};

do sub inst keeping {
.src0 in allocated_reg_list; // 源寄存器使用 add 指令的目

标寄存器
.src1 in int_reg.free_list();
.des in int_reg.free_list(); // 这个约束保证了 lock 寄存器

不会被冲掉

};

图3  寄存器资源池的分配使用示例

3.3 仿真环境结构建模

处理器仿真环境的一般构成如图4所示，主要

由被测设计（Design Under Test, DUT）、内存模型

（Memory Model）、指令集模拟器(Instruction Set 

Simulator, ISS)、设计监测（Monitor）及结果检查模块

（Checker）组成。仿真环境主要有三大功能：支持

DUT的引导和运行、支持测试激励的加载和内存空间

管理，以及支持运行结果的检查比较。

DUT

Memory Model

DUT Monitor

ISS
Pseudo-random 

tests ISS Monitor

Real time 
checker 

Pass/FailHand-generated 
tests

Simulation 
environment

Tests generation

C language 
simple tests

RTL design

图4  处理器仿真验证环境构成图

由于处理器设计不同，仿真环境也可能不同，

尤其是指令集模拟器的内存空间管理发生变化时，

必然会影响原有测试程序的重用，另外程序的运行

初始化也会因设计功能改变而变化，处理器的架构

改变，比如从单核到多核或者众核，测试激励的组

成形式也必然发生变化，这些都会影响到激励生成

器的可重用性。因此在激励生成器设计时应该综合

考虑以上需求，将这些数据信息建模到仿真环境模

型中，使得仿真环境与激励生成器之间的接口协议

规范化和参数化，从而实现伪随机激励生成器跨芯

片设计环境的可重用。

为适应处理器设计和仿真环境的变化，对仿真

环境的建模主要针对测试激励加载、内存空间管理

和程序运行初始化功能。

测试激励加载建模。伪随机激励生成器生成的

测试激励既可以选择生成汇编源代码，也可以选择

直接生成目标码。为了方便随机生成指令字段中的

各个域，简化仿真环境，伪随机激励生成器通常会

直接生成目标码。为了适应不同处理器架构下测试

激励的生成和加载模式，同时从伪随机测试的需求

分析，伪随机激励生成器生成的目标码格式可以自

由定义，不需要与编译器生成的目标码格式一致。

这样做的好处是，当处理器架构或指令集改变时，

伪随机验证不需要依赖于编译器、汇编器等软件开

发的进度，伪随机激励生成器与指令集模拟器接口

一致，自成一体。自定义目标码的格式只需要包含

一些基础段即可，如页表段、指令正文段、伪随机

数据段、用户数据段等等，如图5所示。

页表基地址（PTBR）

伪随机数据段基地址（PDBR）

指令正文段基地址（TEXT）

大主存数据段基地址（BSMBR）

用户数据段基地址（UDBR）

指令正文段大小（TEXT_SIZE）

伪随机数据段大小（PDBR_SIZE）

用户数据段大小（UDBR_SIZE）

图5  自定义激励目标码文件头信息

内存空间管理建模。在无操作系统的仿真环境

下，内存空间的管理主要通过指令集模拟器实现，

通过定义不同类型的内存空间来实现一个满足验证

要求的裸机运行环境。内存空间的类型包括：（a）

测试程序数据段，其内存空间划分与伪随机目标码

的功能段划分相对应；（b）页表数据。页表是一

类特殊的数据，在有操作系统管理的环境下，页表

数据是动态产生的，而在伪随机测试环境下，页表

数据则是由激励生成器在激励生成过程中生成的；

（c）特权程序。特权程序是处理器在特定情况下

执行的固件代码，这部分数据一般不会修改，但也

可以根据测试需要做修改。（d）特殊功能的地址

空间，比如锁测试程序中定义的锁和临界资源的内

存地址。伪随机激励生成器应该使用参数定义上述

内存空间，当指令集模拟器内存空间管理发生变化

时，根据新的内存空间定义修改激励生成器的对应

参数，即可保证原有测试库符合新的仿真环境内存

空间定义。

程序运行初始化功能建模。由于处理器设计

的需要，通常在启动运行阶段，处理器会执行一段

特定程序完成对设计的必要初始化。通常在伪随机

验证中，为了测试处理器的各种运行模式和参数配

置，也需要对这段程序进行约束和随机。因此，激

励生成器应该定义初始化程序段以满足处理器设计

变化时对初始化程序的变更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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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可配置多核处理器建模

单核心和仿真环境的结构建模是可配置多核处

理器建模的基础。本文在实现中采用了UVM方法学
[11]，将与单核心相关的设计结构和环境信息独立封

装，可根据多核处理器核心数量配置单核模型实例

化的个数，并通过采用Virtual Sequence[11]技术将N个

核心的Sequence Driver集中控制，如图6所示。

SYS

env
Core0

env
Core1

env
CoreN

env
… 

单核模型 单核模型 单核模型 单核模型

Env

Virtual
Sequence 
Driver

图6  可配置多核处理器模型结构图

多核处理器执行程序的指令空间可以分为共享

空间和私有空间，所谓共享空间即各个核心共享内

存的一份指令数据，私有空间即各个核心的指令数

据是地址分开的。这两种方式在实际软件应用中都

是存在的，从验证功能的完备性考虑，激励生成器

理论上应该支持这两种实现方式。但是激励生成器

的设计应该从功能验证的需求出发，在满足验证需

求的前提下尽量简化测试激励模型，以提高激励生

成效率。就这点而言，验证需求的本质是如何满足

不同的核执行指令序列的相关性要求。这里的相关

性要求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指令空间上的地址相关

性，二是指令序列中访存操作的地址相关性。访存

操作的地址相关性验证，即多核处理器cache一致性

实现的功能验证，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必须提供高

效的测试机制。而指令空间上的地址相关性，当程

序段多核共享时，不同核心指令Cache中有共享指令

数据的只读副本，由于指令空间通常是只读的，因

此这种指令相关性功能比较简单。验证环境中的固

件程序通常采用这种实现方式，即可满足这部分的

功能验证。特殊情况下也存在某一核心生产指令，

其它核心消费指令的使用模式，这是一种特殊的编

程模式，本质上也是访存操作地址的相关性，可以

转换成数据地址空间上的相关性来实现。

基于上述分析，多核版本的激励生成器采用

了私有空间方式实现每个核心的指令空间，主要考

虑到指令空间地址相关性并非处理器功能验证的重

点难点，且有其他测试手段补充验证，而私有空间

实现方式可以为每个核心提供差异化的测试序列，

更具有灵活性。由于每个核心的测试序列不同，测

试激励的大小是各不相同的，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在实现多核版本时，采用不同核心串行生成测试激

励的方法，每个核心所需要占用的内存空间通过动

态计算得到，每个核心的测试激励单独控制。在多

核测试时，指令序列中访存操作的地址相关性更为

重要，因为涉及到不同核心之间的内存共享的如何

实现。本文通过建立访存地址模型和定义全局的共

享规则，约束底层指令序列中访存地址的生成来实

现，详见本文3.6节。

3.5 指令集建模

指令集是激励生成器的用户接口，指令集的定

义方式直接关系到伪随机激励的编写效率，本文提

出了一种“指令树”建模方法，实践中取得良好效

果。

 

运算类指令 

CPU指令 

访存类指令 控制类指令 

浮点运算 整数访存 浮点访存 整数运算 

加法部件 逻辑部件 

加法指令 减法指令 

…… 

…… 

…… 

SUBW SUBL 

图7  指令树组织结构图

指令树建模方法，顾名思义，就是将指令集看

作是一棵树，如图7所示。“树叶”为指令单元，如

图中的“SUBW”和“SUBL”。指令单元主要定义

了指令的格式和各种属性信息 “树枝”为指令组，

由一组特定分类的指令单元组成，如图中的“减法

指令”；“树枝”可以分为支干和主干，低级指令

组“支干”可以组成更高一级的指令组“主干”

；最顶级的就是“树根”，树根包含了所有指令

定义。“树干”节点代表的就是指令单元的各类属

性，指令单元的属性定义越多，则“指令树”的层

次划分越多，伪随机控制就越精细。

指令树建模法有以下优点：（1）能有效避免

指令集调整对原有测试序列的影响，实现原有测试

知识库、测试序列不做修改地继承；（2）“树形结

构”有效地组织了随机元素，使得在激励编写中能

够灵活地指定随机方向——“树枝”、“树干”，

并且控制不同方向上的权重；（3）“树形结构”能

够在Excel表中清楚地表达指令集的随机元素，使得

激励编写人员能够快速的掌握激励编写技术，提高

了激励开发效率，并且文档具有很强的继承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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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访存地址建模

随着半导体工艺的发展，高性能处理器集成的

核心数量越来越多，运算性能不断提升，而存储器

带宽的提升则相对较慢，为了解决“存储器墙”问

题，高性能处理器通常采用多层次存储器、多条访

存流水线、硬件预取等设计[12]，再加上复杂的片上

Cache一致性协议，这些都对处理器访存验证提出了

很高的要求。本文提出一种面向多核处理器验证的

多维访存地址建模方法，可降低多核访存激励编写

的难度，同时便于控制测试激励的随机度，提高多

核处理器的验证效率。

一般的访存激励中仅仅把访存地址看作一个一

维的数据，而如何选择一个合适的访存地址以达到

测试目的，则需要激励编程人员不仅对处理器的访

存流水线设计非常地清楚，而且还需要对仿真环境

的内存模型空间限制很清楚，一旦编写多核Cache

一致性测试激励，还必须仔细考虑多个核心对内存

地址的共享方式。传统的访存激励编写模式费时费

力，对编程人员要求很高，而一旦处理器设计变

化，原有的测试激励很可能失效。

通过对处理器的访存测试情景进行分析，可以

看出，访存地址的重要性在于处理器中各种访存资

源的使用均与访存地址相关，例如：（1）对Cache资

源的使用。现代处理器的Cache设计一般采用虚索引

虚标识（Virtual-indexed, Virtual-tagged, VIVT）、虚

索引物理标识地址（Virtual-indexed, Physical-tagged, 

VIPT），或者物理索引物理标识（Physical-indexed, 

Physical-tagged, PIPT）[13,14]，无论采用哪种方式，内

存副本在Cache中的状态转换都与地址序列有关，如

Cache的命中、淘汰、预取、装填、不同核心共享读

写等等；（2）对地址代换缓冲TLB资源的使用。TLB

的装填、命中、淘汰、刷新等操作均是通过页面索

引不同、页面粒度不同的虚地址序列实现的；（3）

对I/O寄存器的资源使用；（4）多核共享存储资源。

狭义的共享是指不同的核心访问的存储器地址有交

叠，而在处理器的硬件设计中，Cache数据是以Cache

块为单位管理的，也就是说只要不同核心访问的地

址在同一Cache块内，即使地址没有交叠也是共享，

这里称为“伪共享”，实际在验证当中为了避免参

考模型与设计行为不一致，一般采用“伪共享”的

测试方法。

块内索引行索引TAG标志共享规则
063

符号扩展位

具体位域的划分应根据处理器结构定义

图8  多维访存地址位域定义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根据访存地址与访存资

源使用的对应关系建立多种类型的多维访存地址模

型。图8是多核共享访存地址模型的定义示例，“

块内索引”是指一个Cache块内的地址索引，“行索

引”对应Cache行的索引地址，“共享规则”域实际

上是从TAG标志地址分离出来的几位，用于定义多

核共享Cache块的各种情况。例如编写一个四核处理

器的存储共享程序，图9所示代码中定义了两个共享

规则全局约束R0和R1。R0规则定义：TAG标志随机8

个，行索引随机1个，这些Cache块由核心0、1、2共

享，如果Cache是4路组相联结构，指定行索引1个，

不同的TAG有8个，那么在测试中既可以产生多核共

享，又可以产生本核心的Cache挤占淘汰。

//在全局测试情景中定义共享规则名称：

extend  share_rule_t  [R0，R1]；

// R0规则定义：TAG标志随机8个，行索引随机1个，核

心0、1、2共享；

add_global_share_rules(R0, TagNum=8, IndexInum=1, core_

list=(0, 1, 2));

// R1规则定义：TAG标志随机4个，行索引随机2个，核

心0、1、2、3共享。

add_global_share_rules(R1, TagNum=4, IndexInum=2, core_

list=(0, 1, 2,3));

//在序列库中的使用方式如下，序列库中的序列无需知道

在哪个核运行、有哪些共享规则：

gen MEM addr_var keeping {

   .rule in env .global_share_rules[my_core_name]; //随机从本

核相关的共享规则中生成共享地址

}；

图9  多核处理器共享规则定义方法

这种实现方式将关键访存流水线结构信息，通

过对访存地址的多维建模施加到测试激励中，不但

大大降低了测试激励的编写难度，而且便于测试序

列库跨处理器结构重用。

3.7 测试库实现

设置测试库的目的是为了对测试程序进行分层

和分类管理，方便测试程序的查找、共享和维护，

测试库分为两个层次：测试知识库和测试序列库。

测试知识库的概念就是由对处理器结构和功能

非常了解的资深验证工程师开发出针对处理器各个

测试方面的测试序列和约束条件，并内置于激励生

成器，测试知识库的约束会默认施加给测试情景序

列，验证人员也可以根据需要，在自己的测试情景

序列中重载某些测试约束，例如加大某类指令的权

重，或是控制边界数据的比例；测试知识库的序列

一般是短小精悍，具有完全的可重用性，能覆盖处

理器测试中的特定测试情况。测试知识库还具有开

放性的特点，能够在处理器验证过程中，不断地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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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完善，逐渐累积，从而有效缓解了处理器测试

空间巨大与测试激励编写效率之间的矛盾。

测试序列库的层次在测试知识库之上，由一

般测试人员编写和维护，可以调用测试知识库的程

序，也可以使用地址树、指令树、以及处理器模型

和环境模型的接口编写测试程序，测试序列库的开

发由处理器验证需求驱动，在处理器功能验证过程

中不断积累完善。为了便于使用管理，测试序列库

通常会按照验证侧重点分类，如访存类、运算类、

转移预测类、异常故障类等等。

4. 应用效果
本文实现的伪随机激励生成器KIG目前已成功应

用于5款不同型号处理器的研发，这些处理器的芯片

架构不同，指令集也有差异。为了说明应用效果，

我们选取了两款应用了KIG激励生成器的处理器验证

和一款采用一般方法实现的激励生成器的处理器验

证进行对比分析。这三款处理器分别是：16核处理

器A，一款较早开发的多核处理器，处理器核心指令

集和芯片架构有较大变动，核心微结构变化较小，

采用了一般的指令级建模伪随机激励生成器完成验

证；4核处理器B，处理器核心微结构和指令集均有

较大变化，核心由原来的2译码3发射变为4译码7发

射，性能和复杂度均有较大提高，采用了本文开发

的KIG激励生成器验证；16核处理器C，处理器核心

微结构和指令集相对B均有部分变化，芯片架构变动

较大，也采用本文开发的KIG激励生成器验证。

对这三款处理器验证效果进行对比分析的主要

指标为覆盖率验证周期和错误收敛趋势。这里的“

覆盖率验证周期”是指在处理器全片代码合拢，验

证环境创建完成，达到基本功能正确性后，开始启

动代码和功能覆盖率验证到双覆盖率达100%的验证

阶段。

图10  三款处理器的覆盖率收敛趋势图

从图10中可以看到，16核处理器A由于指令集

和芯片架构有较大变化，而之前用的激励生成器虽

然采用了基于库的分层设计方法，但是由于不是同

时采用基于模型和库的方法建模实现，导致了之前

积累测试激励大部分都无法使用，修改的工作量巨

大，因此覆盖率验证花了近6个月才完成。4核处理

器B虽然核心微结构和指令集变化非常大，KIG激励

生成器也是第一次投入使用，但是基于模型和库的

设计方法提高了测试激励编写效率，尤其是基于模

型的实现方法降低了对验证人员工作经验的要求，

许多新入职验证人员也可以开发出高质量测试激

励，从而使得覆盖率收敛速度大幅提高，达到100%

覆盖率用了不到4个月时间，相比之前周期缩短了

30%以上。16核处理器C同样采用了KIG激励生成

器，虽然微结构、指令集和芯片架构都有调整，但

是由于KIG激励生成器可以迅速重用和重构之前的

1500多个测试序列，处理器C在基本正确性保证后用

了仅一个月覆盖率就已经接近80%，充分体现了KIG

测试库跨芯片重用带来的验证效率提升。

图11  三款处理器验证中的错误收敛趋势

图11是这三款处理器的错误收率趋势图。从图

中可以看到：采用KIG验证的4核处理器B错误收敛速

度明显快于基于普通激励生成器的16核处理器A，16

核处理器C继承了4核处理器B的KIG测试库，在开始

2个月的验证中错误收敛速度更快；从错误发现总数

看，处理器核心指令集和微结构的大变化对处理器

正确性验证会带来更大的挑战，而KIG激励生成器在

这方面的验证效率非常高；从错误收敛周期看，采

用KIG激励生成器的激励发现错误效率高，测试激励

库的可继承性强，这两方面都能够有效缩短错误收

敛周期；另外，16核处理器C中后期的错误收敛趋势

变得比较平缓，从具体错误类型分析，主要是针对

造错流程和芯片设备外接口的验证错误收敛相对较

慢，后期KIG激励生成器还可以针对这方面的验证开

展进一步工作。

综上对比分析，本文激励生成器的设计方法能

够很高效的根据处理器芯片架构、微结构和指令集

对激励生成器进行配置，快速部署应用，尤其是测

试集合能够重用和重构，大大减少了测试激励的开

发量，在芯片开发初期就能够快速发现将近一半的

错误，从而为FPGA原型验证和硬件仿真器验证的提

早展开创造了有利条件，不仅提高了处理器芯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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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证效率，而且缩短了软硬件协同验证和软件的研

发周期。

5. 结束语
本文通过对处理器设计和验证的需求进行深

入分析，提出了基于模型和库的六层激励生成器结

构，并详细阐述了激励生成器设计中有关模型和库

的实现方法，其中指令树建模方法和多维访存地址

建模方法是解决处理器研发中测试集合失效问题的

关键技术。基于此方法，本文设计实现了基于模型

和库的国产处理器伪随机激励生成器KIG，现已经成

功应用于多款不同架构的处理器验证，完全实现了

测试集合的继承和持续丰富，达到良好的验证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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