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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超大规模集成电路的互连时延问题，提出一种利用互连时延为搜索距离分段凸函数性质建立的最小时延斯坦纳 Elmore(Steiner

Elmore)布线树的方法，采用扩大搜索空间的方法寻找最佳连接点，同时建立一种有效的查找方法对布线树进行反复修改以减小树的总长度。
实验结果表明，该方法可以缩小布线树的搜索空间，加快搜索速度，在阻抗占优的情况下，具有较好的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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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iming at the problem of the interconnection delay in Very Large Scale Integration(VLSI), this paper proposes a method of minimumdelay Steiner Elmore routing tree, which is based on considering the interconnection delay as the piecewise convex function for searching distances.
The method expands the searching space so as to find the best connection point, meanwhile, it sets up an effective searching solution to modify the
routing tree repeatedly so as to reduce the total length of the tree. Experimental result shows that the improved routing method can dramatically
reduce the searching space, increase the search speed, and it has better performance when the impedance has greater impact in del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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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集成电路中互连线延时已占整个芯片信号延时的 70%以
上，逐渐成为决定电路速度和性能的关键因素，因此，在布
局和布线过程中，不仅要追求传统的优化目标，减小布线区
域面积，均匀线网分配，而且还应优化连线的延时，甚至于
在有些高性能的设计中，优化互连时延已经成为了最重要的
优化目标。当特征尺寸达到深亚微米阶段时，互连阻抗对布
线性能的影响越来越大并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2

时延模型和 SERT 布线方法

时延驱动布线问题描述
满足时延约束的、实用的布线树结果往往是一棵中间状
态的布线树，它是居于最小长度 Steiner 树和星型拓扑结构树
之间的一个优化结果。一个合适的时延驱动布线问题可以描
述如下：
2.1

minimize Total tree length subject to Delay(sink i) ≤Tspec(i) for
i ∈ List of sinks

时延模型
给定一个根为 n0 的布线树，设 ev 为在布线树 T(N)中从
v 节点到其父节点的边。边 ev 的阻抗和电容分别由 rev 和 cev
指明。设 Tv 为以 v 为根节点的子树，用 Cd,v 表示 Tv 子树的电
容，即为在 Tv 中的漏点与边的电容之和。从节点 v 沿着边 ev
到其祖先的 Elmore 时延等于 rev(cev/2+cd,v)。根据该算法可
以递归得到各个节点的时延 [1]。
假设根节点是由阻抗 rd 的驱动器来驱动，则在漏点 ni
的 Elmore 时延 tED(n)可由下式计算：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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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ED ( n )= r d c n 0 +
i

∑ r ev (
allfanouts

c ev
+ c d ,v )
2

(1)

SERT 方法简介
定义 1(最大片段定义) 在树 T 中的一组相连的或者都是
垂直的和水平的直边，定义为树的片段。树的最大片段就是
指没有被任何片段所包含的片段。片段的根 m0 是指片段在树
中的极值点，此点是离树根 n0 最近的点。
定理 1(连接点定理) 将 nj 连接到子树时选择连接点为
ni(当 nj 连接到子树上时，最近的连接点定义为 cc 点，ni 为距
离 cc 最近的下游节点)时，将会比直接将 nj 连接到 cc 点具有
更大的时延 [2]。
定理 2(凸函数定理) 对于树的最大片段，ni 为漏点在子
树上的连接点，当点 ni 位于 m0 和 cc 之间时(包括 2 点之上)，
如果 x 是从片段的根 m0 到子树上 ni 点的距离，则任何漏点的
Elmore 时延都是关于 x 的一个凸函数 [3]。
文献[1]中提到，SERT 方法的本质是使用类似于 Prim 的
方法建立一棵贪婪 Steiner 树。由定理 2 可知，任何一组固定
关键漏点的 Elmore 时延都是关于 x 的一个凸函数并且通过将
ni 设置在 m0 或者 cc 处可能取得最小值。当 cc 和 m 0 是一个片
段的唯一候选点时，这个研究结果大大缩小了迭代时的搜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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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离。因为当 m0 和 cc 位于 Hanan 网格上时，在 SERT 上的
所有的 Steiner 点必定位于 Hanan 网格上。如果从 cc 到树根
的路径包含多个最大片段，则每个最大片段都具有这样的性
质，即漏点时延是从树根到连接点距离 x 的凸函数，且为分
段凸函数。

3

非 Hanan 点的 Steiner Elmore 布线树生成算法

下面描述如何利用时延的凸函数定理生成一棵最小代价
树的过程。之所以称为最小代价树，是因为这棵树上的所有
漏点在满足时延约束的情况下，到树根的距离最小。与前面
的方法不同，该算法中要得到一个满足时延约束的最小
Steiner 树，有可能使得 Steiner 点不位于 Hanan 网格上，把该
算法称为 MVERT，算法中用到的基本概念就是时延违反的
思想，漏点 i 的时延违反 d(ni)，可由下式定义 [2]：
Violation(i)=d(n i)-Tspec(i)

(2)

很明显，当时延违反 Violation(i)为正值时，无法满足时
延约束条件；而当时延违反为很大的负值时，表明可能大大
超过设计标准。在某些情况下也可能通过使违反值靠近 0 点
从而减小 Steiner 树的长度。
3.1 MVERT 问题描述
给定一个信号网 N={n0,n1,…,nk}，源点为 n0，建立一棵
Steiner 布线树，当该树在每个漏点的时延违反都小于 0 时，
树的总长度最小，即
min imize ∑ l k subject to d (ni ) ≤ T spec(i ) i=1,2,…,n (3)

以降低其长度同时确保满足时延约束。此过程的伪代码如下：
Input Routing tree T1=(V, E) from phase 1
Output An optical routing tree T2
if(T1 did not satisfy constraints)OR(all sinks were connected to
CC in T1 )

descending order of the distance to n0
for(each such sink vi) do Improve_Vost(Vi)
Output resulting routing tree T2 =(V,E)

首先，如果最小时延树不能满足给定的时延约束，说明
任何通过改变拓扑结构的方法都不能满足时延约束；其次，
根据时延凸函数性质可知，如果在最小时延树 T1 中，所有漏
点都已经连于其所对应的 cc 点，那么第 2 步中已经没有改进
的必要，否则，要对树的长度进行改进，即执行 Impove_
Cost(Vi)函数。
Function Improve_Cost(Vi)
Find the path p from n0 to vi, Q={u1 ,u2 ,…,uk },
where u i is a sink on the path between
no and v i
For each (ui connection to m0 ≠ CC) To
Remove connection of u i to m 0 ;
while keeping the connection of ui to its downstream nodes.
Define T’=T\{(ei) ∪ (Tui)}, where e i is the edge that connects ui to
m0 , Tui is the downstream tree of ui in T.

allsegmentsk

由于布线树不再局限于 Hanan 网格上，因此候选 Steiner
点集将会变得无限大，这样就有必要找到一个有效的方法缩
小搜索空间，以较小的代价将最好的 Steiner 点识别出来。算
法被分成了以下 2 个阶段：(1)树的初始建立阶段，初始树是
按照启发式算法建立的具有最小时延的布线树。(2)费用改进
阶段，在确保时延约束满足的情况下，对阶段(1)得到的最小
时延树反复迭代优化以减小树长度，最终得到的是满足时延
约束的最小长度的 Steiner 树。
3.2 非 Hanan 点的 Steiner 布线树生成过程
非 Hanan 点的 Steiner 布线树生成过程步骤如下：
第 1 步 初始树的建立。
与文献[1]中的 SERT 树建立过程相似，不同之处是本文
将最大时延违反值最小化而不是最大时延最小化。
此阶段只是考虑在 Hanan 网格上的候选点，算法伪代码
如下：
Input A signal net N with source n0 and sinks n1 , n2 ,…,nk
Output A heuristic min-delay routing tree T1

Reconnect(ui,T’)

第 3 步 找到最佳的重连接点。
考虑公式 d(ni)-Tspec(i) ≤ 0 约束条件，重写所有漏点 i 的
约束集。由时延凸函数定理可知，每个漏点的时延约束最大
约束值都是连接距离的凸函数，因为对任何凸函数做常数项
的改变都是凸函数，所以必须找到重新的连接点，使得凸函
数集的最大值是非正的。搜索重连接点的伪代码如下：
Function Reconnect(ui,T’)
Find CC for ui in T’
Find the path from the root,n0 ,of the tree to CC
Let n1 ,n2 , … ,nk be the Steiner nodes/sink nodes along this
path,arranged in reverse topological order from n0 .
Divide the path into maximal segments
p1 =(n0 ,n1 )
p2 =(n1 ,n2 ), p3 =(n2 ,n3 ),…, pk =(nk-1 ,kl), i=l;current_segment=p i;
while(TRUE)
perform a search to find the closest point to CC on current_
segment that satisfies the delay constraints.
If such a point exists choose it as the connection point

Initial tree To: (V,E)=({n0 }, Φ )

return(success);

while(|T|<N) do

else

Find u ∈ V and v ∉ V, to minimize the maximum Elmore delay

i--;

violation from n0 to any

If(i>0) then current_segment=p i;

sink in the tree(VU{v}, EU{(u, v)}
V=VU{v},E=EU{(u, v)}
output resulting routing tree T1=(V, E)

上面使用启发式算法 建立的初始树试图使任何叶节点
的最大时延违反值都最小。将每个漏点连接到最大片段的
cc 点或者树的最大片段根节点 m0 上。如果连接到 cc 点的时
延违反值比连接到 m0 的时延违反值大，那么算法就建立一个
与 m0 的连接，然而连接至 m0 的结果可能导致更大的网络长
度，因此，需要对布线树进行改进。
第 2 步 布线树的改进。
对第 1 步中得到的 Steiner Elmore 布线树结构进行改进，
[3]

T2 =T1 ;exit;

Sorts sinks v1 ,v2 , … ,that are not connected to a CC in T1 in

else return(failure);

4

算法分析

图 1 是一个有 4 个漏点 v, w, y 和 z 的线网。它们的最大
时延约束函数在图 1 中由粗线条表示并由 3 个分段凸函数组
成。从图中可以看出，无论 x 为任何值，漏点 z 永远不可能
是关键漏点。本文的目标是为了找到距离 cc 最近的点(即：
使得布线树长度最小)，同时满足所有漏点时延约束条件的最
佳连接点。根据文献[4]可知，最佳连接点必定在最大时延违
反值函数位于 0 下面的部分并尽量靠近 cc 点。在图 1 中此点
*
为 X 且为非 Hanan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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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说明连接点在 δ1 和 v 之间的时延违反值凸函数段上；如果
符号相反，则在交点 v 和 δ2 的区间上进行搜索，搜索过程同
步骤 1。在算法开始时，就以保证能够满足时延情况下的布
线，建立一棵满足时延的初始布线树，但初始布线树所有
Steiner 点都在 Hanan 网格上。然后，根据时延凸函数定理，
不断缩短每个漏点到布线树的连接距离，直到在时延满足的
情况下连接距离减小到最短。而这时所找到的 Steiner 点可能
不在 Hanan 网格上。但是整个算法的时延复杂度都保持在多
项式级。

5
图1

*

满足时延约束的最优 X 点

推论 1 重连接点的搜索空间在最大片段根 m0 与此最大
片段上的 cc 点之间。
在图 1 中的 0 点就是线网的根节点 m0，利用在 2 个相邻
凸函数段的连接点具有最小函数值的性质，所求点可能出现
在凸函数段的一端，或是 0 和 cc 中的一种。
由此，得到以下搜索策略：
(1)如果 max[d (ni ) − T spec(i )] 的值 在 凸函数 段的 端 点是正
的，那么从此端点开始向另外一个端点搜索，因为同一个函
数段肯定有 0 点(否则永远无法满足此漏点的时延约束)。
(2)如果凸函数段的 2 个端点(x1, f(x1)), (x2, f(x2))分别处于
时延违反值 0 线的两侧，并且 x1<x2, f(x1)<Tspec<f(x2)(见图 2)，
+
+
当 Tspec<f( x1 x 2 )时，那么搜索区 间为[x1, x1 x 2 ]；假 如

算法应用

由于篇幅限制，因此，以一个有 6 个节点的线网为例进
行了非 Hanan 点的满足时延约束的最小斯坦纳树的生成。
从图 3 可以看出，第 1 阶段生成的布线树有较大的长度，
树长度为 16 个单位，漏点 1、漏点 3 已经直接连接到了满足
时延约束的线长最佳点 cc 点上。而漏点 2、漏点 4、漏点 5
都是连接到了其最大片段的根节点上，从而造成了布线树有
较大的线长费用，因此，在第 2 阶段布线树的优化中，要对
漏点 2、漏点 4、漏点 5 的连接点进行优化，找到每个漏点的
时延违反值的 0 点，再重新将每个漏点连接到时延违反值为
0 的点上。重连接后的布线树如图 3 所示，布线树长度为
11.3 个单位。在第 1 阶段 Elmore 时延模型下，通过将每个漏
点直接连接到源点建立最小时延树(此时为 Hanan 布线)；在
满足时延约束的条件下，通过第 2 阶段的搜索将漏点连接于
树上更好连接点(此点可能为非 Hanan 点)，从而缩短第 1 阶
段得到的树的长度。

2
2
x1 + x 2
x1 + x 2
Tspec ≥ f(
)，则搜索空间为[
, x2]。
2
2

(a)算法第 1 阶段的结果

图3

6
图2

剪裁策略

综上所述，查找最佳连接点的过程可总结如下：如果
cc 点的时延违反值为负，则 cc 点就是需要寻找的点，否则朝
m0 方向步进长度 L(步进长度可以由用户指定)，从当前的搜
索点 δ1 移到下一个搜索点 δ2，并进行下述判断：
(1)如果 δ1 和 δ2 属于同一个漏点的时延违反值凸函数段，
则需考虑 2 种情况：
1)如果 δ1 和 δ 2 的时延违反都为正，则由凸函数性质可
知，在整个 δ1 和 δ2 所属的曲线段上，时延违反函数都是正
的，则 δ1 和 δ2 之间肯定不存在要求的连接点。所以，朝 m0
方向步进长度 L，继续搜索过程。
2)如果在 δ2 的时延违反值为负，由于同一凸函数曲线段
上 2 个端点函数值符号相反，则说明在 δ1 和 δ2 的区间上，
肯定存在使得(n i)-Tspec=0 最佳连接点，因此可以利用裁剪策
略得到(ni)-Tspec=0 的最佳连接点 x3。
(2)如果 δ1 和 δ2 属于不同的时延违反值凸函数段，则首
先找到 δ1 和 δ2 所属时延违反值凸函数段的交点 v，判断此
v 点时延违反值与 δ2 点的时延违反值符号；如果符号相同，
—66—

(b)算法第 2 阶段的结果

线网执行结果

结束语

本文介绍了一种非 Hanan 总体布线算法，主要利用漏点
时延为布线长度凸函数的性质，使布线结构具有满足时延约
束的拓扑灵活性，可在满足时延约束的前提下有效地对布线
树长度进行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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