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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载嵌入式计算机通用化 BIT 架构设计技术
杨

漫，张明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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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设计开发了一种通用化 BIT 软件架构技术，可应用于机载嵌入式计算机。将 BIT 软件按照功能分为

硬件驱动层、测试算法层、测试配置及控制层、应用接口层等，可极大程度实现不同硬件环境、操作系统环境
下，BIT 软件的可移植性，还定义了一种操作系统启动前实现硬件 BIT 检测的方法，可有效提高内存、CPU 等
硬件资源的故障检测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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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esign Technology of Universal BIT Architecture for Airborne
Embedded Computers
YANG Man, ZHANG Ming-yuan
（China National Aeronautical Radio Electronics Research Institute, Shanghai 200233, China）
Abstract：A general BIT software architecture is designed and developed, which can be applied to airborne embedded
computers. The BIT software is designed to be divided into hardware driver layer, test algorithm layer, test conﬁguration
and control layer, application interface layer, and so on. In this way, the portability of bit software in different hardware
and OS environments can be implemented to a great extent. The design also deﬁnes a method to realize hardware BIT
detection before the OS is set up, which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failure detection rate of hardware resources such as
memory, CPU, e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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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内测试（BIT： Built-in Test）技术是改善系
统或设备测试性和维修性的重要途径，通过在机载

为了阻碍其广泛应用的一个重要原因。
硬件使用的差异性是造成 BIT 技术通用性不高

计算机中设计专门的 BIT 算法，可以大幅提高机载

的主要原因。同一功能，由于设计过程中成本、采购、

计算机的可靠性和安全性。但是机载嵌入式计算机

功耗、性能、尺寸等诸多原因，可能导致芯片选型

BIT 技术通用性不高、检测能力不够，这些问题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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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造成 BIT 软件实现层面的不同。
此外，BIT 技术中的 BIT 检测方法，如检测算法、
检测时机等因素，直接影响了检测能力，尤其是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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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对底层硬件控制器的功能和属性进行抽象和定义，
实现 BIT 软件的可移植性、兼容性、可扩展性的要求；
（5）硬件实现层：基于硬件控制器的具体特性，

于嵌入式平台，由于操作系统使用过程中部分硬件

面向硬件适配层中定义的硬件功能和属性进行相应

资源是不能被随意访问的，这就对 BIT 的检测方法

的实现。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1.2 功能控制层设计

针对上述问题，本文设计开发了一种通用化

为使应用层的软件能够与 BIT 软件更好的交互，

BIT 软件架构技术，可应用于机载嵌入式计算机，

功能控制层将硬件操作层注册上来的各种硬件模块

设计将 BIT 软件按照功能分为硬件驱动层、测试算

的测试接口进行统一管理控制，然后向应用层提供

法层、测试配置及控制层、应用接口层等，可在极

了 BIT Server（BIT 服务器端，用于 BIT 命令的控制

大程度实现不同硬件环境、操作系统环境下，BIT

和处理）、测试记录管理模块、测试控制模块、测

软件的可移植性，设计还定义了一种操作系统启动

试配置模块以及调试诊断模块。使应用层在对 BIT

前 实 现 硬 件 BIT 检 测 的 方 法， 可 有 效 提 高 内 存、

软件进行控制时更加的方便。功能控制层功能结构

CPU 等硬件资源的故障检测率。

如图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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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设计架构
BIT 软件的通用性要求首先要对上层应用程序

以太网

提供统一的配置、管理和控制接口，其次软件应能

BIT Server

在不同环境下具备良好的可移植性、兼容性、可扩
展性。为此，设计采用了分层的架构设计方式，其

测试配置

测试控制

测试记录

基线信息获取

功能控制层

架构如图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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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设计架构示意图

整个 BIT 软件分为以下几个层次：
（1）应用层：该层提供统一的 BIT 软件接口供
应用调用；
（2）功能控制层：该层提供 BIT 软件配置功能、
控制功能、故障信息记录与诊断功能；
（3）硬件操作层：该层为 BIT 软件的测试方法
实现层。提供支撑功能控制层中各测试项执行所需
的具体测试实现和硬件操作；
（4）硬件适配层：该层定义为适配层，提供功
能控制层和硬件操作层运行所需的硬件控制接口，

硬件操作层

测试方法模块

图 2 功能控制层功能结构框图

BIT 软件在功能控制层中为上层提供了 BIT 测
试和控制功能的应用控制模块 BIT Server。当应用
层为维护界面软件时，应用层可通过以太网接口与
BIT Server 进行交互，实现对 BIT 软件中测试配置、
测试记录管理和测试控制功能的使用。
测试配置模块是用于配置 PBIT、IBIT 和 CBIT
实际执行时需要执行哪些测试用例。当上层应用发
起测试配置请求时，测试配置模块通过调用硬件适
配层接口把上层传递的配置数据写入板卡的非易失
性存储器中。当上层应用发起读取配置请求时则把
存储于非易失性存储器中的配置信息通过硬件适配
层接口读取出来传递给上层。另外测试配置模块还
对测试控制模块提供接口支持，在测试控制模块执
行测试时，需要调用测试配置模块获取当前板卡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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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配置信息从而进行相应的测试。
测试控制模块是用于控制整个 BIT 软件执行的

FLASH中运行的汇编指令
执行内存初始化、处理器
资源初始化等操作

模块。该模块收到来自 BIT Server 或者应用程序的
控制请求后，调用测试配置模块读出测试配置，依

开始

是否使用
BIT_SHELL？

N

执行PBIT

Y

据该配置调用硬件操作层的测试方法模块进行测试，

输入BIT执行
项

执行故障记
录功能

打印测试项

执行故障处理
功能（进入备
份状态等）

并调用测试记录管理模块写入测试记录信息。
拷贝操作系统映像文件到
内存

测试记录管理模块用于管理测试记录，当测试
控制模块执行完 BIT 测试后会将测试结果输入到测

结束

试记录管理模块，测试记录管理模块调用硬件适配

在内存中运行程序
启动操作系统

层接口将测试结果存储到设备上的非易失性存储中。

IBIT\PBIT执行过程

测试诊断管理模块用于完成对测试结果的过滤、
其他设备初始化、操作系
统启动操作

叠加等操作，实现故障过滤功能。

1.3 硬件操作层设计

操作系统启动过程

硬件操作层通过调用硬件适配层接口实现所有

图 4 操作系统启动前执行 BIT 测试流程框图

硬件模块的所有测试用例，并为向功能控制层注册
各模块的测试用例接口。该层提供了 BIT 软件中的

2

设计验证情况

各种硬件测试项的测试方法，每个测试项目又包含
多个子测试项。该层是整个 BIT 软件测试算法的实
现，其与功能控制层和硬件适配层的关系如图 3 所
示。

该设计方法已随多个型号项目完成工程验证，
与传统的设计方法相比，该方法具有以下优势：
（1）测试方法通用化
由于硬件适配层的存在，硬件操作层可聚焦于

功能控制层

测试控制模块

测试方法的实现。这种测试方法的通用化首先可以
减轻设计工作量，避免不同项目中，设计师个体水
平的差异带来的软件质量差异；其次，更有利于不

硬件操作层

测试方法模块

同项目中发现问题的举一反三；同时，可以形成通
用化的文档、测试用例，减轻软件工程化过程的工
作量。

适配层

硬件适配层接口

图 3 测试方法模块功能结构框图

硬件操作层中对于 BIT 调用方法和时机的考虑
是保证 BIT 检测能力的关键，针对嵌入式计算机平
台，本文采用了操作系统启动前先运行上电 BIT 的

（2）软件接口通用化
由于功能控制层的存在，可向应用软件提供统
一的 BIT 接口，提高了应用软件的可移植性。
（3）提高测试覆盖率和准确性
传统的 BIT 测试方法大多基于操作系统启动运

设计方式，即在汇编执行初始化（如 VxWorks 下的

行后执行的，这样会带来许多问题，比如针对内存

romInit.s）之后，操作系统启动之前执行，这种实现

检测，由于操作系统会完成内存的管理，同时会占

方法保证了 BIT 软件与操作系统无关联，不受操作

用大量内存，这样会使得测试覆盖空间范围大大降

系统的影响，可运行在不同的处理器和操作系统版
本上。这种设计方法可保证内存等硬件资源的测试
可在操作系统占用大量内存资源之前完成整片资源
的全覆盖测试。流程如图 4 所示。

低，某项目中就曾发生由于内存测试仅集中在前半
段，后半段未检测，造成内存硬件故障未及时发现
的问题。类似的还包括 Cahce 测试、CPU 测试等，
而本文描述方法中很多硬件资源的测试在操作系统
启动前完成，这样可以避免操作系统本身对硬件资
源的消耗带来的测试问题，使测试更加准确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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