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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Introduction 

現代晶片設計（IC design）為了降低設計的循環次數（design cycles）

以降低設計的時間，可重複利用的矽智產（Intellectual Property，IP）模組

及嵌入式記憶體（memory）被廣泛地使用在設計中，這種電路因為包含巨

集元件（macro，矽智產模組及嵌入式記憶體皆屬於此類元件）及標準單元

元件（standard cell），所以稱為混合尺寸電路設計（mixed-size circuit 

design）。 

先進的混合尺寸電路設計中常包含數千個巨集元件及數百萬個標準單元

元件，傳統單純仰賴工程師手動擺置的設計流程已不符合需求，因此需要有

更先進的工具來幫忙。藉由優良的混合尺寸電路擺置（mixed-size 

placement）設計方法可更容易地將龐大數量的巨集元件及標準單元元件安

排在晶片上適當的位置。目前最常見的混合尺寸電路設計的擺置流程分為三

個階段（如圖一）實施： 

 

圖一：混合尺寸電路設計的擺置流程 



 

(1) 混合尺寸電路雛型擺置（mixed-size prototyping）：此階段利用數

學解析法（analytical approach）在考量線長（wirelength）或可繞

度等因素下決定巨集元件與標準單元元件在晶片上的初始散佈位

置，為了降低複雜度，此階段放寬巨集元件與標準單元元件間不能

重疊的限制，其產生的結果稱為初始擺置（initial placement）

[2][4][5]。 

(2) 巨集元件擺置（macro placement）：根據前一階段獲得的初始擺

置結果，基於特定的衡量機制，如線長、巨集元件的位移長度

（displacement）及後續可擺置標準單元元件的空間總合（free 

space），決定所有巨集元件的合法擺放位置及旋轉方向。所謂合

法擺置的解包含巨集元件必須完全擺置在晶片的擺置區域內且巨集

元件間不得相互重疊外，還必須保留給定的距離 [1][5][6]。巨集元

件合法化（macro legalization）為這個階段中的一個步驟，也是此

次競賽要處理的問題，問題定義描述於章節 “2 Problem 

Statement”。 

(3) 標準單元元件擺置（standard-cell placement）：當所有巨集元件

的位置固定後，此階段決定所有標準單元元件的擺置位置。 

 

參考文獻 [3] 提到，為了處理具有不同設計屬性的電路，在巨集元件擺

置階段可能會包含不同的巨集元件擺置樣式（macro placement style）。圖

二顯示兩種巨集元件擺置樣式，第一種為 peripheral style，將所有巨集元件

沿著晶片外框（chip boundary）的內側擺放，如圖二（a）所示，這種擺置

樣式較接近研發人員的思維且更易於後續電源網路線規劃

（powerplanning）。第二種為 floating style，如圖二（b）所示，為了能夠

使用較短的繞線線長和造成較輕微的繞線擁塞（routing congestion），此樣

式允許巨集元件可擺置在晶片中間區域而非限制它只能圍繞在晶片外框。 

 

 

圖二：不同的巨集元件擺置樣式 

 



2 Problem Statement 

此題目為處理巨集元件擺置中的巨集元件合法化問題。題目給定巨集元

件的初始擺置結果，參賽者必須在給定的最佳化目標以及擺置限制下，尋找

一組所有可移動巨集元件的合法擺置（legal placement）解，如圖三所示。 

 

圖三：巨集元件合法化 

相關名詞的定義如下： 

(1) 可移動巨集元件：在輸入的 DEF 檔案中，擺置型態為 PLACED 

的巨集元件。 

(2) 最佳化目標：為了維持尋找到的合法擺置解與初始擺置結果相近以

及提高可擺置標準單元元件的空間，最佳化目標定義為最小化可移

動巨集元件的位移長度總合及不可擺置標準單元元件的通道空間總

合兩項數值經由加權計算後產生的目標值，計算如方程式（1）。 

目標值 =  ∗  +  ∗ 𝑃0.5                 （1） 

 ：可移動巨集元件位移長度總合之權重值，其值介於 0--100000 

 ：可移動巨集元件位移長度總合，單位為 micron 

 ：不可擺置標準單元元件的通道空間總合之權重值，其值介於 0-

-100000 

 𝑃：不可擺置標準單元元件的通道空間總合，單位為 micron^2 

(3) 可移動巨集元件的位移長度總合：所有可移動巨集元件的位移長度

加總。單一巨集元件的位移長度計算方式根據原始輸入 DEF 檔案

和參賽者輸出 DEF檔案，其 X座標的絕對差值與 Y座標的絕對差

值之總和。 



(4) 不可擺置標準單元元件的通道空間：左右（或上下）兩兩相鄰巨集

元件或是巨集元件與晶片外框間，其在 X方向（或 Y方向）的距離

不足以佈建電源網路時，也不可擺置標準單元元件，此通道空間即

為不可擺置標準單元元件的通道空間。如圖四所示，綠色區塊為巨

集元件，圖四（a）顯示兩個巨集元件在 X方向的距離大於等於給

定的電源網路寬度限制（powerplan width constraint），足以佈建

電源網路，所以此通道空間可以擺置標準單元元件。相對的，由於

圖四（b）中的兩個巨集元件在 X方向的距離小於給定的電源網路

寬度限制，不足以佈建電源網路，所以此通道空間不可以擺置標準

單元元件。總的來說，在晶片外框內，巨集元件以外的任一空間，

如果無法找到一個長與寬皆大於等於電源網路寬度限制的矩形涵蓋

此空間，則此空間即屬於不可擺置標準單元元件的通道空間。 

 

 

圖四：圖（a）顯示左右擺置的兩巨集元件間之通道空間，因為寬度大於等於電

源網路寬度限制，所以可以擺放標準單元元件（灰色區域為可以擺置標準單元

元件的空間）。圖（b）顯示左右擺置的兩巨集元件間之通道空間，因為寬度小

於電源網路寬度限制，所以不可以擺放標準單元元件。  

 

(5) 擺置限制：此次競賽考慮兩個限制，  

i. 巨集元件間的最小通道距離（minimum channel spacing 

between macros）限制：左右（或上下）兩兩相鄰的巨集元件

（包含可移動及不可移動的巨集元件），其在 X方向（或 Y方

向）的通道必須保留的最小距離。 

ii. 緩衝元件區域保留外擴距離（buffer area reservation extended 

distance）限制：為了後續時序（timing）修正需要，自每個巨



集元件的外框外擴固定距離所產生的範圍（即巨集元件的外框至

外擴固定距離的外框間），必須至少有一點與可擺置標準單元元

件的空間重疊（即落在可擺置標準單元元件的空間內部或邊界

上）。 

(6) 合法擺置：必須完全符合以下四個條件限制 

i. 巨集元件完全座落在晶片外框的內側。 

ii. 兩兩巨集元件間符合最小通道距離限制。 

iii. 巨集元件符合緩衝元件區域保留外擴距離限制。 

iv. 不可移動巨集元件的位置不可變動。 

3 Input File / Format  

每組測試資料包含三個檔案/格式，分別敘述如下： 

(1) DEF 格式檔案：內容僅包含 VERSION、DESIGN、UNITS、及

DIEAREA 四種 statements與 COMPONENTS 一種 section，定

義遵照 LEF/DEF Language Reference [8]。COMPONENTS 部分

不包含標準單元元件的相關資訊，僅保留巨集元件的相關資訊，如

巨集元件的名字，初始擺置後的巨集元件擺置狀態（僅會有 FIXED 

或 PLACED 兩種）、位置（左下角座標）及旋轉方向（旋轉方向

在本次競賽中固定為 N，參賽者不可變動）。語法定義如下： 

VERSION versionNumber ; 

DESIGN designName ; 

UNITS DISTANCE MICRONS dbuPerMicron ; 

DIEAREA pt pt [pt] … ; 

COMPONNETS numComps 

 [ - compName macroName 

  [ + {FIXED pt orient | PLACED pt orient} ] 

END COMPONENTS 

  

(2) LEF 格式檔案：僅包含 MACRO 一種 section，提供巨集元件的長

寬尺寸，定義遵照 LEF/DEF Language Reference [8]。 

MACRO macroName 

 [ SIZE width BY height ; ] 

END macroName 

 

(3) 提供各項限制（constraint）以及計分方式所需權重值的文字檔案 

i. powerplan_width_constraint：電源網路寬度限制，單位為

micron。 



ii. minimum_channel_spacing_between_macros_constraint：巨

集元件間的最小通道距離限制，單位為 micron。 

iii. buffer_area_reservation_extended_distance_constraint：緩衝

元件區域保留外擴距離限制，單位為 micron。 

iv. weight_alpha / weight_beta：計分方式的權重值，分別為可移

動巨集元件位移長度總合之權重值及不可擺置標準單元元件的通

道空間總合之權重值。權重值格式為整數，範圍介於 0至

100000之間。 

4 Output File / Format 

每組測試資料，個別輸出一個標準的 DEF 格式的檔案，內容及格式同

章節 “3 Input File / Format” (1) 小節的描述。 

5 Usage Format 

請使用 C 或 C++ 實作程式，執行檔需取名為 “macroLegalization”，

並遵照下列的使用格式（X 為測試檔案編號，格式為正整數）: 

./macroLegalization   caseX.def   caseX.lef   caseX.txt   outX.def 

6 Platform 

OS: Linux 

Compiler: gcc/g++ 

7 Testcases 

提供 3 組開放測試資料及 7 組隱藏測試資料 

8 Evaluation 

(1) 依照參賽者的總分由高至低排序，參賽者的總分為每組測試資料的

得分加總。 

(2) 每組測試資料獨立計分，將所有參賽者的測試結果按照方程式（1）

計算目標值，取得所有參賽者中的最低目標值。獲得最低目標值的

參賽者可得 1分，再依照方程式（2）計算其餘參賽者的得分，得

分計算至小數以下第 5位。 

得分 =所有參賽者中的最低目標值 / 此參賽者的目標值  （2） 



(3) 每組測試資料的程式執行時間（包含讀寫檔案過程）必須在 15分

鐘內完成，若不符合則此組測試資料不予計分。 

(4) 每組測試資料的產生結果其檔案格式必須符合 LEF/DEF Language 

Reference [8]，若不符合則此組測試資料不予計分。 

(5) 每組測試資料的產生結果必須為合法擺置並且符合給定的擺置限制

要求，若不符合則此組測試資料不予計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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