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德科技
测试范围:
通过电路板测试时意味着什么?

Article Reprint

2 | Keysight | 测试范围: 通过电路板测试时意味着什么?－Article Reprint

摘要

1 简介

将电路板测试范围表示为拥有测试数据

在过去，可用于测试电路板的在线测试 (ICT) 技术相对较少，但是电路板具有“完全

的器件或节点的百分比，并不能精确地

的”节点接入 (通常在 95-100% 之间)。这样，通过记录具有有效测试结果的电路板

表达出它的含义，这一点在包含各种测

器件所占的百分比，可以从根本上测量测试范围。同样地，可以通过可接入的节点

试方法 (例如可视和穿透性测试、典型的

来简单测量短路范围。

在线测试) 的受限接入测试环境中尤为适
器件范围 = 具有测试结果的器件数目

用。可以通过制定一个名为缺陷范围的

器件总数

潜在缺陷列表来更好地描述测试范围，
此时不必考虑所选测试策略的能力。根

短路范围 = 可接入的节点数目

据缺陷范围对每个测试流程的能力进行

节点总数

分级可用于测量这一范围。对于大部分
的电子行业，缺陷范围的定义具有实用

这种范围计算方法存在一些很容易被接受的漏洞。例如，通过模拟测量对普通电阻进

意义，并且为范围测量标准和对比提供

行测试，这被视为是较好的测试。采用手动导出的测试矢量对数字器件进行测试，其
中很多矢量会因为拓扑限制而被舍弃。这种测试效果有什么好? 没有证据表明这些矢

一个始终如一的框架。

量能够测试所有的器件。 1 事实上，根据对数以千计的真实电路板(参见 [Schl87]) 进行
研究已经表明，已经顺利通过的测试并不能保证电路板的完好性。其他的测试范围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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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子测试方法 [Tege96] 无法检测到的冗余电源和接地引脚。
‾ 电子测试方法无法检测到的并联旁路电容。
‾ 采用非加电开路测试 [Park96] 和边界扫描 [IEEE01] 等测试技术测试虚焊点。
在过去的十年里，受限接入电路板和受限接入测试技术先后产生，它们旨在恢复因接入
点匮乏而造成的范围损失。如今的电路板具有更高的接入限制，预计小于 < 20% 接入的

图 1: 缺陷范围的维恩图, 显示了 3 种不同测试技
术可能重叠的部分, 以及可测试给定缺陷的测试
仪数量。

电路板已很常见。
最终，基于可视和穿透性检测 (AOI2 和 AXI3) 的全新测试方法已经出现。没有一种方法可
以满足所有的测试需求，所以需要考虑测试技术之间的结合应用 (如图 1 所示)。这也需
要重新研究测试范围的测量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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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有时, 可以通过对数字输入的固定性缺陷进行硬件仿真并查看测试是否会失败来解决此问题。只有在
“标准”电路板可用之后方可完成这一耗时的过程。
2 自动光学检测, 一种使用可见光的工具。
3 自动 X 射线检测, 一种使用 x 射线辐射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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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基本定义
2.1 缺陷和缺陷范围

在提出缺陷范围后，便可以假定缺陷未包
含在此列举集合中。其目的在于为大部分

3 电路板测试范围

的电子行业定义一个具有实用意义的缺陷

电路板测试范围 (或简称为“范围”) 可定

范围，并为范围测量标准和对比提供一个

义为测试质量的数字化指标。这一概念在

存在，需要采取补救措施 (例如丢弃电路板

始终如一的框架。

最高层面可以细分为器件范围和连接范

或修复电路板)。以下为缺陷的部分示例:

2.2 测试

缺陷是不被接受的偏差，属于一种多余的

‾ 虚焊点。
‾ 焊点焊锡过量、焊锡不足或焊锡缺陷。
此缺陷不会有电气显示。
‾ 焊锡过量、引脚弯曲、器件错误配准导
致的短路。
‾ 失效器件。例如，ESD 受损的 IC 或破裂
的电阻器。
‾ 器件的错误放置。
‾ 遗漏器件。
‾ 极性器件旋转 180 度。

围，因而形成两种电路板测试方法。

测试是一种复杂性不定的实验，如果器

3.1 基本属性与定性属性

件 (或器件组) 的被测属性和相关连接可以

器件范围与连接范围各自细分为两组属

完全接受，则测试通过; 如果有任何被测属

性: 基本与定性。基本属性会直接影响电路

性不可接受，则测试失败。通过简单的测

板的正常工作。定性属性不会直接或立即

试便可测量单个电阻器的值。复杂的测试

影响到电路板的工作，但能够在一段时间

能够测试具备上千种连接的多个器件。典

后产生此类影响 (潜在缺陷)，或者可以预

型的电路板测试由许多简单和复杂的测试

示应当尽早解决的制造流程问题以免对基

组成，总体的测试意图是尽可能地检测出

本属性产生不利影响。

潜在的缺陷。这也成为电路板测试范围 (参
见第 4 节)。

所有属性均应判断为“未测试”、“部分
测试”或“完全测试”。在未测试状态，

‾ 器件错位 (通常为横向位移)

首先，询问“测试失败时意味着什么”这
一问题看似理所应当，但是这个问题经常

我们对属性的存在一知半解。在完全测试

通过检查电路板的结构信息 (通常是材料

会受到与未预期缺陷或者测试自身可靠性

状态，我们对属性了如指掌。

清单、网表和 XY 位置数据) 可将所有缺陷

之间交互作用的影响。例如，通过在线测

一一列举。这些列举集合称为缺陷范围。

试对一个简单的数字器件进行测试时，可

3.2 器件范围

我们对属性一无所知。在部分测试状态，

请注意，在制定缺陷列表时不会考虑如何

能有多个因素导致测试失败。这些因素

器件是指放置在电路板上的任何元器件，

进行测试。这些列举与以往的惯例不同，

有: 器件错误、一个或多个引脚上有虚焊

以往只会考虑目标测试系统的功能，就好

例如无源器件 (电阻器、电感器等)、IC、

点、器件失效、某一上游器件由于存在缺

连接器、散热器、机械提取器、条形码标

像未经测试的缺陷并不存在一样。

陷而未被恰当禁用。

签、RFI 屏蔽装置、MCM、电阻包等。从
根本上讲，器件可以是材料清单上的任

因此，询问“测试通过时意味着什么?”这
一问题要更有意义。例如，如果一个简单

意元器件。请注意，范围不包含 MCM 或
电阻包的内部元件。另外还引入了“无

的普通电阻器测量顺利完成，我们由此可

形器件”的概念 (参见第 4.4 节)，用以覆

知这个电阻器必然存在且运作正常，它的

盖 FLASH 或 CPLD 下载和器件集群的功能

值处于正确的阻值范围内，它的连接没有
出现开路或短路。

测试等条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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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 器件的基本属性

在不确定正确性时，正确性测试可归类

器件最基本的属性是存在性，然后有正确

为“部分测试”。再次以普通电阻器为

的“存在性”、“正确”、“定向”、“

属性、定向属性和活动属性。存在性非常

例，由于电阻器的类型多种多样，即便是

活动”和“调整”。

关键，这是因为如果器件本身不存在，那

测得了正确的电阻值，我们仍无法十分确
定这是正确的器件。

3.3 连接范围

么其他三个属性便无法测量。

存在性

定向

通过测试可以确定一个器件是否存在。请

通过测试可以确定一个器件是否正确定

之间形成连接。(即使器件具有引线、触

注意：这种测试结果并不能表示器件是

向。在器件摆放时，定向考虑的是进行多

球、接线柱或其他可提供连通性的接触

正确的，只能表示有器件存在。例如，电

个 90 度旋转。例如，AOI 系统可寻找 IC 上

点，也可以使用“引脚”一词。) 连接通

阻器测试通过测量电阻值可以验证电阻的

的记录陷波。AXI 系统可寻找极性片状电

常包含焊点连接和压接型连接。器件与电

我们使用术语“PCOLA”来表示器件属性

连接 (通常) 是指器件与电路板建立电气连
接的方式。器件引脚与电路板节点垫焊点

存在性，但是无法通过这个电阻值确定该

容器的定向。ICT 系统可验证二极管的极

路板之间存在零个或多个连接。例如，电

电阻是炭质电阻还是线绕电阻，10 瓦特

性。(与 4.2.2 章节中的“调整”相比。)

阻器有两个连接，IC 有数百个连接，而散

或 0.1 瓦特。此差异会影响电路板性能。
在不能完全确定器件是否存在时，存在

热器可能没有连接。

活动
“活动”这一概念 (同义词:“活跃”) 的使

性测试可归类为“部分测试”。例如，

用相对有限。“活跃”并不意味着器件的

连接 VCC 和数字输入引脚的上拉电阻

所有操作和性能特征业已验证，而是表示

器。边界扫描测试可以证明引脚保持高

器件能充分发挥其功能。例如，如果器件

电平，但由于在引脚开路和浮动时也会

通过了边界扫描互连测试，那么它肯定处

出现这种状况，因此我们不能完全确定

于合理的活跃状态 (TAP 良好、TAP 控制器

是否存在电阻器。

工作、I/O 引脚工作)。如果 7400 四与非门

由于受到正在加载的选件影响，在验证器
件不存在时会产生不一样的结果。这不是
一个新属性，而只是关于存在性的一种解
释: 当器件存在时，测试会失败。因此，
测试通过表明该器件不存在，但这仍然是
一个存在属性。

正确

中的一个与非门通过测试，那么 IC 被评定
为“活动”。如果成功测量了一个电阻器
的值，我们可以认为该电阻器处于活跃状
态且未发生破裂、内部短路或开路。
3.2.2 器件的定性属性
我们只确定一个器件定性属性——调整。
器件可旋转一定度数 (不要与定向相混
淆，以 90 度的倍数旋转)，横向移动一小

确定器件存在后，可通过相关测试来确定

段距离，或采用“贴板”方式移动 (器件

该器件是否正确。例如，AOI 系统可以读

的侧面焊接到电路板，而非与电路板平

取打印在器件上的 ID 号，边界扫描测试可

齐)。这种位移不会导致电气故障，但有

以读取 IC 内部的 32 位 ID 码。

可能出现流程问题变质或存在潜在的可靠
性问题。

光敏感器件与光子连接器或电缆之间的光
子连接属于特例。尽管它不属于电气连
接，但是可用于传输信号。通过光纤电
缆将光电发射机与接收机连接起来构成电
路板，我们可以看到电路板上的光信号路
径。电缆可以是一个器件，器件的两端均
有连接。这类连接易受开路的影响。在这
种情形下，除非将电缆固定到错误的连接
器，否则不会出现短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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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 连接的基本属性

短路

连接的基本属性是指电路板的一个或多个

造成短路的主要原因是附件的缺陷，通

引脚或通孔是否处于开路 (无连通性) 或短

常是指引脚弯曲和焊锡过量。这会导致

路 (不需要的连通性) 状态。良好的连接既

邻近型号的短路。如果两个引脚位于一

不会开路也不会短路。此时，我们假设在
安装有用器件之前已经确定裸电路板的性
能良好。因此在放置器件时，电路板内部
不会存在节点迹线缺陷 (短路和开路、不
恰当的特征阻抗等定性条目) 。

个特定的“短路半径”范围内，则它们
可能会出现不当连接。我们将此类引脚
添加至潜在短路集合中，属于测试范围
的 一 部 分 。 (参见图 2。) 已知各个引脚

短路半径中的两个引脚可通过电路板版图
连接至相同的节点，它们之间的过量焊
锡和弯曲引脚为电气不可见。但依照点
计方法，这仍然属于必须覆盖的潜在短路
情况。显然，这种情况仅能通过某些检查
才能看到，它虽然 (通常) 不会造成电气损
害，但有可能产生流程问题。
在过去，电气测试仪可以完全通过节点接

的 XY 轴位置和器件所驻留的边侧 (上部

入，短路测试仅针对每个节点的电气独立

或下部)，以及是表面封装还是通孔等信

性进行测试 (相对于所有其他节点)。4 它

息，可以实现理想的短路集合。短路是

没有考虑物理相邻性，因而会测出许多

两个引脚的交换属性。也就是说，如果

实际上不可能存在的潜在短路。现如今，

引脚 A 对引脚 B 短路，则引脚 B 也对引

电气接入受到了严格限制，可以采用许多

脚 A 短路。两个引脚之间只需进行一个测

新颖的、完善的电气技术来检测短路。每

试。请注意: 对引脚 A 短路的引脚列表和

一种技术均可以处理电路板节点的部分子

对引脚 B 短路的引脚列表各不相同。

集，并且这些子集之间通常没有交集。由
此引发了一个问题: 这些测试覆盖了哪些

A

D

B

C

使用邻近型号的潜在短路? 在使用多种技
引脚 A 与引脚 B、D、E 短路
引脚 B 与引脚 A、C、D、E 短路
引脚 C 与引脚 B、E 短路
引脚 D 与引脚 A、B、E 短路
引脚 E 与引脚 A、B、C、D 短路

E

术测试不相交节点集时，邻近型号支持我
们测量短路范围。通过为每个被测的节点
对进行计算，可以得出确切的结果 (也需
测试与这些节点相关的相邻引脚对)。

开路
当引脚不与其电路板节点垫焊点连接时，
A

B

C

称之为开路条件。通常在形成开路后，节
点和引脚之间会产生无限的直流阻抗。有
一类“电阻”连接不属于真正的开路，而

D

E

且电气不可见 (在测试中)。这些归类为焊
点的定性测量 (参见下一节)。

图 2: 两个器件上包含五个引脚, 显示了引脚在给定短路半径中的短路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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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连接的定性属性

用于安装比特并确认其正确性的板上编程

连接的唯一定性属性是焊点质量或简称

流程。确定后，可将无形器件及其相关属

为“质量”。焊点质量包括定性测量，例

性视为器件空间的一部分并计入测试范围

如焊锡过量、焊锡不足、沾锡不良、空隙

内，最后再分配权重 (参见 5.4.3)。再次

等。通常此类缺陷不会造成开路或短路，

以 FLASH 下载为例，假设我们要测试它的

但会指出应当标记的流程问题。例如，焊

存在性与正确性。此时，它的定向、活动

锡不足会导致产品使用后期出现虚焊。邻

以及 SOQ 属性测量便失去了意义 (权重定

近 IC 垫焊点上的焊锡过量会增加引脚间的

为零)。

3.5 范围详情
位于顶层的是器件和连接范围。向下一
层，每个范围由基本与定性因素组成。
再往下是细分信息。每个器件拥有五个属
性，而每个节点拥有三个属性。另外，由
于一个引脚可能与若干个其他引脚相邻，
因此还可能包括一些潜在的短路。图 3 是
上述结构图概要。

电容，从而损害它们的高速信令特征。沾
锡不良或空隙会形成电阻连接。某些定性
缺陷很难测出，例如构造合理却已破裂的
焊点。这种焊点拥有足够的欧姆接触来提
电路板范围 (器件、连接)

供连通性，但在遇到腐蚀或机械弯曲的情
况时可能会失效。通常，任何检测技术都
查不出这个问题。
器件范围概要
(基本、定性)

我们使用术语“SOQ”表示连接属性“短

连接范围概要
(基本、定性)

路”、“开路”和“质量”。

3.4 无形器件
电路板上的器件可能具备一些其他特
性，我们需要确保测试范围能够覆盖的

器件范围, 器件 #1
(基本、定性)
存在性
正确性
定向
活动

调整

连接范围, 引脚 #2
(基本、定性)

到，但这些特性本身可能不属于“被

开路
焊点质量
短路 <列表>

测属性”。例如，电路板用户可能会要
求 FLASH

连接范围, 引脚 #1
(基本、定性)
开路
焊点质量
短路 <列表>

RAM 或 CPLD 安装特定的下载

比特。从客户的角度来看，仅测试器件
的 PCOLA 和连接 SOQ 还不够，他们还希
望确保下载比特的存在性和正确性。由于
此类器件属性 (下载的存在性与正确性) 是
无形的，因此我们发明了“无形器件”这

器件范围, 器件 #2
(基本、定性)
存在性
正确
定向
活动

调整

一概念，“无形器件”必须包含在范围

开路
短路 <列表>

焊点质量

连接范围, 引脚 #2
(基本、定性)
焊点质量
开路
短路 <列表>

计算中。无形器件通过新增多个活动与真
实器件发生关联。在本例中，活动是指

连接范围, 引脚 #1
(基本、定性)

图 3: 范围详情及其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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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范围测量标准
4.1 测量对象

4.4 器件标准

范围测量应当包括每个器件和连接的影

我们希望累计每个器件测试的“记分”。

响。这与过去的标准有所差异，过去是根

例如，器件的存在性可能经过了多次测

据“什么可以测量”来确定测试范围。另

试。假设一个测试给出“部分测试”的分

外，器件或连接的每个属性均会对范围产

数，而另一个测试给出“全面测试”的分

生影响 (除非是不相关的属性)。(例如，电

表 1 显示了如何为 ICT 系统分配权重。请

数。我们选取这两个记分的最大 () 函数，

注意，为定性属性“调整”分配 10% 的

阻器等非极性器件的定向便是一种不相关

即“全面测试”。如果两个都是部分测试

权重。鉴于 ICT 无法测试调整，这就表

的属性。) 只有在器件的存在性、定向、

结果，则二者相加不会是满分。某些测试

明对于记分为 100,000 的板上器件来

正确性、活动以及调整均接受测试，并且

根本不会对特定属性评分。图 4 显示了如

讲，ICT 至多可以获得 90,000。因此，

每个引脚的短路、开路和焊点质量全部经

何通过两个测试覆盖一个器件。

需要通过目视测试 (可能为 AOI) 确定剩

过测试之后，器件才算是通过了完全测
试。这个标准较为苛刻。

5.4.1 器件属性权重

同。例如，由于电阻器没有极性，所以它
的定向权重为 0.0。因此，它的剩余 4 个权
重相对上升。但对于二极管来说，它的定
向属性十分重要，因而情况正好相反。

余 10,000 的记分。

4.2 标准尺度

可以为器件的属性分配权重，以便区分不

请注意，目视测试还能够获得存在性、正

同属性的重要程度。可根据器件类型划分

确性和定向的记分，但是与活动属性的记

要求对范围规定尺度，以便电路板彼此之

权重，如电阻器和 IC。如果需要，可以单

分无关。另请注意，基本属性的剩余权

间可以进行有意义的对比。如果一个大型

独 (按器件) 分配权重。

重 (0.9) 会根据定向的重要性均匀地分配给

电路板拥有数千个元器件和连接，则每个
被测的器件和连接仅对范围产生极小的影
响 (稍后将讨论权重)。我们出于两个原因
将范围 (0-范围) 选定为 100,000。首先，

对于给定的器件类型，我们对 PCOLA 属性
权重进行赋值，5 个数字的总和必须为 1.0。
此权重分配对于其他器件类型可能有所不

所有相关属性。对于类似于 SMT 电阻器的
非极性对称器件，则不会给定向属性分配
任何权重。对于其他器件，定向属性会分
配有一定比例的权重。

这不是像过去所用的单个百分比 值。其
次，范围的每个因素不能太小 (例如，远
小于 1)。

ICT 测试 U23: P = 完全, C = 部分, O = 完全, L = 部分, A = 未测试

4.3 电路板记分
电路板记分由一对数字组成，第一

AOI 测试 U23: P = 完全, C = 完全, O = 完全, L = 未测试, A = 完全

个代表器件范围，第二个代表连接
范围: BS = (BDS, BCS)。电路板使用
一对数字来表示器件和连接记分，例
如 (76445, 80991)，每个数字都没有达到
可能的 100,000。理想的电路板范围记分
应当是 (100000, 100000)。未经测试的电
路板范围为(0,0)。

器件记分 U23: P = 完全, C = 完全, O = 完全, L = 部分, A = 完全
图 4: 两个功能不同的测试所取得的器件属性范围记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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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2 器件属性记分
器件类型

存在性
dpw(P)

正确性
dpw(C)

定向
dpw(O)

活动
dpw(L)

调整
dpw(A)

记 为 “ 未 测 试 ” 、“ 部 分 测 试 ” 和 “ 完 全 测

电阻器

0.3

0.3

0

0.3

0.1

试”。分别为其分配值 0、0.5 和 1.0。器

电容器 (非极性)

0.3

0.3

0

0.3

0.1

件 d 的 PCOLA 器件属性分别记作 dps (P)、

电容器 (极性)

0.225

0.225

0.225

0.225

0.1

二极管

0.225

0.225

0.225

0.225

0.1

对于器件 d，原始器件记分 RDS (d) 为:

数字 IC

0.225

0.225

0.225

0.225

0.1

dps(P)*dpw(P) + dps(C)*dpw(C) +

其他

根据器件的 PCOLA 属性，测试可以标

dps (C)、dps (O)、dps (L) 和 dps (A)。

dps(O)*dpw(O) + dps(L)*dpw(L) +

0.1

表 1: 在线测试系统中, 每种器件类型的 PCOLA 器件属性权重 (dpw)。

dps(A)*dpw(A)
4.4.3 器件类型权重

4.4.4 数量调整器件类型权重

4.4.5 电路板器件记分

可以为器件类型分配权重。这样可以针

接下来，我们调整每个器件的权重以反

对于给定的器件 d，器件记分 DS (d) 可以

对器件范围使给定器件类型具有大小不

映其在给定电路板上的数量。假设仅

由原始器件记分、选定的范围和器件权重

同的重要性。假设使用 1000 个表面贴

有 1000 个电阻器、100 个数字 IC 和 200 个

调制器 A 得出。

装电阻器 (故障率为 0.01%) 和 100 个数

电容器。

DS (d) = RDS (d) * 范围 *dw(t)/(A * N)

通常分配给其他器件类型的权重绝不会对

然后，通过计算器件积分总和可以轻松得

的数量是 IC 的十倍，您仍然更加担心不

范围记分产生影响，这意味着理想的积分

出电路板器件记分 BDS:

良的 IC 而不是电阻器。因此，为 IC 分

是在 100,000 以下。若要参照器件数量重

BDS = 对于所有器件 d，Sum DS (d)

配更大的权重会导致 IC 的轻度测试要比

新分配权重，请执行以下操作:

全面测试看起来更糟。相反，如果没有

1. 将 N 设为器件总数。

为 IC 分配很大的权重，便会导致电阻器

2. 将 n (t) 设为器件类型 t 的数量 (从 0 到 N)。

的全面测试看起来比实际情况更好。根

3. 将 dw (t) 设为器件类型 t 的器件类型权

本上讲，您可以针对最为担忧的元器件

重。请注意，所有 dw (t) 的总和为 1.0。

字元器件 (故障率为 0.5%，平均引脚计
数为 500) 制成一个电路板。即便电阻器

分配高于其他元器件的权重。相应的算
法是将器件类型故障帕累托图归一化为
一个单位 (1.0) 的权重。另一个方法是在
没有故障历史记录时采用均匀分配。

4. 然后针对所有 t，Sum [n(t) * dw(t)/N ] 并
将其称为器件权重调制器 A。

DS 的范围介于 0 (没有器件具有属性记
分) 到范围 (所有器件都具有理想的记
分) 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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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6 可获得的最大器件记分

测试类型

P

C

O

L

A

任意器件 d 的最大器件属性记分为 dps(P)、

ICT

完全

部分

(无)

完全

未测试

dps(C)、dps(O)、dps(L) 和 dps(A)，这

AOI

完全

完全

(无)

未测试

完全

AXI

完全

未测试

(无)

未测试

完全

些数值理论上可以通过给定的测试仪算
出。表 2 和表 3 分别是电阻器和数字器件
的示例。

表 2: 对于任意电阻器, 理想的 PCOLA 记分最大值与测试技术。

表格的内容非常简单: 采用给定的测试仪

测试类型

P

C

O

L

A

对器件属性进行全面或部分测试，用以

ICT

完全

部分

完全

完全

未测试

评估对应属性的范围，最终对属性的“完

AOI

完全

完全

完全

未测试

完全

全”或“部分”进行分级。同时，不必考

AXI

完全

未测试

完全

未测试

完全

虑低位值电容器和高位值电容器并联后的
可测试性，以及给定 IC 是否配有可读标
签和散热器等因素。(这就是“理想”状
态。)
与采用从真实测试中得出的范围测量数据
为电路板记分类似，每个器件的最大可能

表 3: 对于数字器件, 理想的 PCOLA 记分最大值与测试技术。

属性

短路 , cpw (S)

开路 , cpw (O)

质量 , cpw (Q)

权重 (s=0)

0.0

0.9

0.1

权重 (s>0)

0.4 / s

0.5

0.1

表 4: 连接属性权重。

记分也可以插入电路板器件记分方程中，
用以了解给定的测试仪能够提供的最佳记
分是多少。这有助于解答这样的问题:“

4.5 连接标准

该测试仪的使用效果如何?”或“我在哪

我们希望累计每个连接测试的“记分”

请注意，给定的连接可能会存在零个或多

一方面花费时间可以有效地提高范围?”

。例如，连接 c 的开路状况可能被测试多

个短路。我们必须根据连接的数量相应地

。由于存在实际限制 (并联器件、散热器

次。假设一个测试给出“部分测试”的分

调整权重。通过减去分配给单个短路的权

等)，此值可能趋向一条渐近线。

数，而另一个测试给出“全面测试”的分

重 (本例中为 0.4)，并且在没有短路的情

数。我们选取这两个记分的最大 () 函数，

况下将此权重添加到开路属性，从而完成

即“全面测试”。如果两个都是部分结

上述调整。如果一个引脚有一个或多个短

果，则相加不会是满分。某些测试可能不

路，则通过除以短路 s 的数量来为所有短

会对特定属性评分。

路分配权重。表 4 显示了 SOQ 连接属性权
重 cpw(S)、cpw(O) 和 cpw(Q)。权重总和

4.5.1 连接属性权重

必须为 1.0。连接属性权重的 10% 分配给

连接 c 可能是开路、与零个或多个相邻引

定性问题，因此 ICT 等“基本”测试仪至

脚发生短路或者存在质量问题。我们为

多能够测试连接属性记分总分的 90%。

每种属性选择权重以反映其重要性。对
于如今常见的 SMT 技术，我们知道开路
比短路更常发生，因此可以为开路分配
更大的权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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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2 连接属性记分

测试类型

短路 , cpw(S)

开路 , cpw(O)

质量 , cpw(Q)

根据连接焊点的 SOQ 属性，测试可以记

ICT

完全

完全

未检测

为“未测试”、“部分测试”和“完全

AOI

完全

完全

完全

AXI

完全

完全

完全

测试”，分别为其分配值 0、0.5 和 1.0。
然后，连接 c 的连接属性记分分别写成
cps(JS)、cps(JO) 和 cps(JQ)。

表 5: 理想的连接记分最大值与测试技术

给定连接 c 的连接记分 CS(c) 是焊

4.7 从测试中导出记分

点 SOQ 属性记分的权重总和:
CS(c) = cps(JS)*cpw(JS) +
cps(JO)*cpw(JO) + cps(JQ)*cpw(JQ)
4.5.3 电路板连接记分
假设给定所有连接的连接记分，则电路
板连接记分为:
BCS = CS(c) 所有 c 之和

4.6 可获得的最大连接记分
表 5 显示了每种技术可获得的最大连接记

通过检查每个测试可得出器件记分和连接记分。对于每个测试，我们要了解接受测
试的是哪些器件和连接以及器件属性与连接属性的测试效果。针对数字 IC 在线测
试、并联电容器测试和在线测试仪的 TestJet ® 测试(无法测试调整和焊点质量)，下
面给出了三个示例.请注意，假设所有属性在属性测试记分为“部分”或“完全”
之前均为“未测试”。如果有多个测试为给定属性记分，则使用“最大化”函数，
这表明会选择较高的记分。
4.7.1 数字在线 (不包括边界扫描)
这些测试提取自测试矢量的制备程序库中，并且经常根据电路拓扑而进行修改。
存在性(P): 如果 (pin_outputs_toggled > 0)，则 P = 完全。

分，可根据理论上的最佳可能状况来测量

注: pin_outputs_toggled 是针对输出高电平与低电平(由测试确定) 而被检测的输出 (或

给定测试技术提供的范围。同样无需考虑

双向) 引脚的数量。

实际限制，例如 IC 上的并联电源 (ICT 无法

正确性 (C): 如果(pin_outputs_toggled > 0)，则 C = 部分

测量) 或隐藏于 BGA 中的焊点 (对于 AOI 不

活动 (L): 如果 (pin_outputs_toggled > 0)，则 L = 完全

可见)。

定向 (O): 如果 (pin_outputs_toggled > 0)，则 O = 完全
虚焊 (JO): 如果 (pin_is_output) 和 (pin_toggled)，则 JO = 完全，
否则 ( (pin_outputs_toggled > 0) 和 (pin_is_input) 和(pin_toggled) )，
则 JO = 部分
注: 输入引脚开路的记分绝不会高于“部分”属性，原因在于:
‾ 故障仿真模式极为少见
‾ 由于拓扑冲突 (如相连引脚)，一些测试矢量可能已被舍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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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2 并联网络中的电容器测试

4.7.3 TestJet ®

对于并联网络中的电容器，其等效电容为器件值之和，而每个电容器可以估算为:

TestJet 测试针对器件上的每个引脚测

存在性 (P): 如果 ( (test_high_limit – device_high_limit) < (test_low_limit) )，则 P = 完全

量引脚与放置于器件封装之上的传感

注: test_high_limit 是电容器累计容限以及测试系统自身预计测量误差中的较大
值。(test_low_limit 同样如此。)device_high_limit 是与额定值相加的被测器件正容限。
焊点短路 (JS): 如果(P > 未测试），则 Mark_Shorts_Coverage (Node_A, Node_B)

器板之间的电容。测试可能会漏掉器
件的部分引脚。对于每个被测试的器
件，TestJet 测试记分为:

注: Node_A 和 Node_B 是电容器引脚上的节点。“Mark_Shorts_Coverage”程序会把

存在性(P): 如果 (at_least_one_pin_test-

这两个节点上的任何相邻引脚标记为完全覆盖，其中包括器件 (而非目标电容器) 上的

ed)，则 P = 完全

引脚对。
虚焊 (JO): 如果 (P > 未测试），则两个连接记分 JO = 完全

虚焊(JO): 所有被测试引脚记分 JO = 完全

只有那些经过存在性测试的电容器才能够拥有焊点短路和虚焊范围。并联电容器不具

在接入受限的情况下，通过将串联

有其他属性: 正确性、活动和定向。

电阻直接连接到被测件中，可执

这条针对旁路电容器的规则表明只有低频率的大型旁路电容器才具备存在性等级。而

行 TestJet 测量。因此，实质上测试的

高频率的小型电容器的存在性将标记为“未测试”。请考虑两种情况:

是串联电阻器的属性。只有存在电阻

1. C1 = 500 nF 与 C2 = 100 nF 并联。两个电容器均有 10% 的容限。
C1: 660-550 = 110 < 540，因此 P = 完全
C2: 660-110 = 550 > 540，因此 P = 未测试
在此情况下，只对 500 nF 的电容器评级。

器并建立两者连接时，TestJet 才会通
过引脚测量。所以，串联电阻器的存
在性延续了被测引脚的虚焊记分。
存在性(P): P = 被测引脚的 JO 记分

2. 六个 100 nF 电容器并联，每个均有 10% 容限。
Cx: 660-110 = 550 > 540，因此 P = 未测试

同样地，该引脚的测试实质上可以测

所有这些电容器均不会被评级。

试电阻器每个引脚的开路属性。串联
元器件的虚焊记分同样也延续了被测
件焊点的 JO 记分。
虚焊(JO): JO = 被测引脚的 JO 记分
因此在接入受限的环境中，可能会测
试那些通常不作为测试对象的器件属
性。不妨再问一遍:“测试通过时意味
着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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