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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钟网络概述

MAX® 10 器件支持全局时钟（GCLK）网络。

时钟网络对内核提供时钟源。您可以在高扇出全局信号网络中使用时钟网络，例如：复位和清
零。

内部振荡器概述

MAX 10 器件提供高达 116 MHz 的内置内部振荡器。

您可以使能或禁用这一内部振荡器。

PLL 概述

锁相环(PLL)对器件时钟管理、外部系统时钟管理以及高速 I/O 接口提供了可靠的时钟管理与综
合。

PLL 可用作：

• 零延迟缓冲器
• 抖动衰减器
• 低偏移扇出缓冲器
• 频率合成器
• 减少电路板上所需要的振荡器数量
• 通过综合单一参考时钟源的多个时钟频率，减少器件中使用的时钟管脚
• 片上时钟偏斜去除
• 动态相移
• 计数器重配置
• 带宽重配置
• 可编程输出占空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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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LL 级联
• 参考时钟切换
• 驱动模拟到数字转换器（ADC）时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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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钟网络体系结构和特性

全局时钟网络

GCLK 驱动整个器件，并对器件各象限提供时钟。器件中的所有资源(I/O 单元、逻辑阵列模块
(LAB)、专用乘法器模块以及 M9K 存储器模块)都能够将 GCLK 用作时钟资源。这些全局网络资源
可用于控制信号，例如：由外部管脚驱动的时钟使能及清零信号。对于内部生成的 GCLK 和异步
清零，时钟使能或者其它高扇出控制信号，内部逻辑也能够驱动 GCLK。

时钟管脚介绍

有两种类型的外部时钟管脚能够驱动 GCLK 网络。

专用时钟输入管脚

您可以使用专用时钟输入管脚(CLK<#>[p,n])驱动时钟和全局信号，例如：GCLK 网络的异步清
零，预置和时钟使能。

如果对时钟输入不使用专用时钟输入管脚，那么它们可用作通用输入管脚。

CLK 管脚可以是单端输入或者是差分输入。当 CLK 用作单端时钟输输入时，CLK<#>p 和 CLK<#>n 管
脚都有到 GCLK 网络的专用连接。当 CLK 管脚用作差分输入时，有同样编号的成对时钟管脚用来
接收差分信号。

复用时钟管脚

您可以将复用时钟(DPCLK)管脚用于高扇出控制信号，例如：通过 GCLK 网络的 PCI 协议信号，
TRDY 和 IRDY 信号。

DPCLK 管脚仅位于 I/O 组的左侧和右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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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钟资源

表 2-1: MAX 10 时钟资源

时钟资源 器件 可用的资源数量 时钟资源的来源

专用时钟输入管脚

• 10M02
• 10M04
• 10M08

8 个单端或 4 个差
分对

I/O 组左右两侧上的
CLK[3..0][p,n]管脚

• 10M16
• 10M25
• 10M40
• 10M50

16 个单端或 8 个差
分对

I/O 组顶部，左侧，底部和
右侧上的 CLK[7..0][p,n]

管脚

DPCLK 管脚 全部 4 I/O 组左右两侧上的
DPCLK[3..0]管脚

关于时钟输入管脚连接的详细信息，请参考管脚连接指南。

相关链接

MAX 10 FPGA 器件系列管脚连接指南

全局时钟网络源

表 2-2: 到 GCLK 网络的 MAX 10 时钟管脚连接

CLK管脚 GCLK

CLK0p GCLK[0,2,4]

CLK0n GCLK[1,2]

CLK1p GCLK[1,3,4]

CLK1n GCLK[0,3]

CLK2p GCLK[5,7,9]

CLK2n GCLK[6,7]

CLK3p GCLK[6,8,9]

CLK3n GCLK[5,8]

CLK4p (1) GCLK[10,12,14]

CLK4n (1) GCLK[11,12]

CLK5p (1) GCLK[11,13,14]

CLK5n (1) GCLK[10,13]

CLK6p (1) GCLK[15,17,19]

(1) 仅应用于 10M16，10M25，10M40 和 10M50 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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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K管脚 GCLK

CLK6n (1) GCLK[16,17]

CLK7p (1) GCLK[16,18,19]

CLK7n (1) GCLK[15,18]

DPCLK0 GCLK[0,2]

DPCLK1 GCLK[1,3,4]

DPCLK2 GCLK[5,7]

DPCLK3 GCLK[6,8,9]

图 2-1: 10M02，10M04 和 10M08 器件的 GCLK 网络资源

DPCLK2

DPCLK3

DPCLK0

DPCLK1

CLK[0,1][p,n] CLK[2,3][p,n]
GCLK[0..4] GCLK[5..9]

UG-M10CLKP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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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 10M16，10M25，10M40 和 10M50 器件的 GCLK 网络资源

DPCLK2

DPCLK3

DPCLK0

DPCLK1

CLK[0,1][p,n] CLK[2,3][p,n]
GCLK[0..4] GCLK[5..9]

CLK[4,5][p,n]

CLK[6,7][p,n]

GCLK[15..19]

GCLK[10..14]

全局时钟控制模块

时钟控制模块驱动 GCLK，位于器件的每一侧上，并与专用时钟输入管脚相邻。GCLK 被优化以
实现最小时钟偏移及延迟。

时钟控制模块具有如下功能：

• 动态 GCLK 时钟源选择(不适用于 DPCLK 和内部逻辑输入)
• GCLK 多路复用
• GCLK 网络断电(动态使能和禁用)

表 2-3: 时钟控制模块输入

输入 说明

专用时钟输入管脚 专用时钟输入管脚能够驱动时钟或者全局信
号，例如：同步与异步清零、预置，或者给定
GCLK 上的时钟使能。

DPCLK 管脚 DPCLK 管脚是双向双重功能管脚，用于像协议信
号的高扇出控制信号和通过 GCLK 的 PCI 的
TRDY 和 IRDY 信号。如果时钟控制模块的输入由
DPCLK 管脚驱动，那么它就不能驱动 PLL 输入。

PLL 计数器输出 PLL 计数器输出能够驱动 GCLK。

2-4 全局时钟控制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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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 说明

内部逻辑 通过逻辑阵列布线可以驱动 GCLK，以使能内部
逻辑单元(LE)来驱动高扇出，低偏移的信号路
径。如果时钟控制模块的输入由内部逻辑输
入，那么它就不能驱动 PLL 输入。

图 2-3: 时钟控制模块

clkswitch (1)

Static Clock Select (3)

Static Clock
Select (3)

Internal Logic

Clock Control Block

DPCLK

clkselect[1..0] (2) Internal Logic (4)

inclk1
inclk0

CLK[n + 3]
CLK[n + 2]
CLK[n + 1]

CLK[n]

fIN

C0
C1
C2PLL

Global
Clock

Enable/
Disable

C3
C4

注释：
(1) clkswitch信号可通过配置文件进行设置，或者使用手动PLL切换功能进行动态设置。复用器的输  
         出是PLL的输入时钟(fIN)。
(2) clkselect[1..0]信号由内部逻辑驱动。当器件在用户模式中时，您可以使用clkselect[1..0]信号动态选择
GCLK的时钟源                                          。只能选择一个PLL (同一侧上的PLL)作为GCLK的时钟源。 
       
(3) 静态时钟选择信号在配置文件中设置。因此，当器件在用户模式中时动态控制是不可行的。 

(4) 您可以使用内部逻辑在用户模式下使能或禁用GCLK。

clkswitch (1)

inclk1
inclk0

fIN

C0
C1
C2PLL

C3
C4

每个 MAX 10 器件有高达 20 个时钟控制模块。器件的每一 侧上有 5 个时钟控制模块。

每个 PLL 通过 c[4..0]计数器生成 5 个时钟输出，其中的 2 个时钟通过时钟控制模块来驱动
GCLK。

从时钟控制模块输入表中可以看到，只有下面的输入能够驱动任何给定的时钟控制模块：

• 两个专用时钟输入管脚
• 两个 PLL 计数器输出
• 一个 DPCLK 管脚
• 来自内部逻辑的一个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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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过来，时钟控制模块上的输出也能够驱动相应的 GCLK。如果时钟控制模块输入是另一个 PLL
或者专用时钟输入管脚的输出，那么 GCLK 能够驱动 PLL 输入。普通的 I/O 管脚不能驱动 PLL 时
钟输入管脚。

图 2-4: 器件每侧上的时钟控制模块

5
GCLK

Clock Input Pins
4

DPCLK

Internal Logic

Clock
Control
Block

5PLL Outputs

5

4   

器件每侧有5个 
时钟控制模块

在 5 个到任意时钟控制模块的输入当中，动态地选择其中的 2 个时钟输入管脚和 2 个 PLL 输出来
驱动 GCLK。时钟控制模块支持内部逻辑信号的静态选择。

相关链接

• ALTCLKCTRL 参数 (第 5-1 页)
• ALTCLKCTRL 端口和信号 (第 5-2 页)

全局时钟网络断电

通过使用静态以及动态方法，能够将 MAX 10 GCLK 禁用(断电)。在静态方法中，在 Quartus® II
生成的配置文件中对配置比特进行设置，这将自动禁止未使用的 GCLK。动态时钟使能或禁用特
性使内部逻辑能够对 GCLK 进行时钟使能或禁用的控制。

当一个时钟网络被禁用，所有由时钟网络驱动的逻辑将处于关闭状态，从而降低了器件的总体功
耗。此功能独立于 PLL，并直接应用于时钟网络。

您可以通过 Quartus II 中的 ALTCLKCTRL IP core parameter editor 对 GCLK 多路复用器设置输入时
钟源和 clkena 信号。

相关链接

• ALTCLKCTRL 参数 (第 5-1 页)
• ALTCLKCTRL 端口和信号 (第 5-2 页)

时钟使能信号

MAX 10 器件在 GCLK 网络级上提供了对 clkena 信号的支持。这样即使在没有使用 PLL 时也能够
关断时钟。重新使能输出时钟后，PLL 不需要重新同步或重新锁定周期，因为电路在时钟网路级
上会断开时钟。另外，由于与回路相关的计数器不会受到影响，因此 PLL 能够独立于 clkena 信
号，并保持在锁定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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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5: clkena 实现

clkena clkena_out

clk_out

clkin
D Q

注意: clkena 电路对输出管脚的 PLL 输出 C0 进行控制，这是通过两个寄存器来实现的，而不是
一个。

图 2-6: 输出使能 clkena 实现的实例波形

在时钟(clkin)的下降沿采集 clkena 信号。这一特性对于要求低功耗或睡眠模式的应用非常有
用。

clkin

clkena

clk_out

如果系统在 PLL 重新同步期间不能承受频率过冲，那么 clkena 信号也能够关断时钟输出。

相关链接

• 指南：时钟使能信号 (第 3-1 页)
• ALTCLKCTRL 参数 (第 5-1 页)
• ALTCLKCTRL 端口和信号 (第 5-2 页)

内部振荡器体系结构和特性

MAX 10 器件具有内置的内部环形振荡器，其中包括时钟多路复用器和分频器。内部环形振荡器
运行在 232 MHz，可分频至较低频率。您可以访问下表中显示的内部振荡器频率。内部振荡器的
占空比大约为 4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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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 内部振荡器频率

器件 操作频率

10M02

55 – 116 MHz

10M04

10M08

10M16

10M25

10M40
35 – 77 MHz

10M50

默认情况下，内部振荡器在用户模式下是关闭的。通过置位 Internal Oscillator IP 内核中的 oscena

信号可以开启此振荡器。

当 oscena 输入信号置位时，该振荡器被使能，输出通过 clkout 输出信号布线到逻辑阵列。当
oscena 信号设置为低电平时，clkout 信号保持高电平。您可以使用 TimeQuest timing analyzer 分
析此延迟。

PLL 体系结构和特性

PLL 体系结构

PLL 的主要用途是将压控振荡器(VCO)的相位和频率同步到输入参考时钟。

图 2-7: MAX 10 PLL 的高级结构图

每一个时钟源均可来自位于器件同一侧作为 PLL 的两个或四个中的任何时钟管脚。

Clock
Switchover

Block

inclk0

inclk1

pfdena

clkswitch
clkbad0
clkbad1
activeclock

PFD

LOCK
circuit

lock

÷n CP LF VCO ÷2 (1)

÷C0

÷C1

÷C2

÷C3

÷C4

÷M

PLL 
output

mux

GCLKs

ADC clock (2)

8 8

GCLK 
networks

No Compensation; ZDB Mode

Source-Synchronous; Normal Mode

VCO 
Range

Detector

注释:
(1) 这是VCO后缩放计数器K。
(2) 只有PLL1和PLL3 的计数器C0可以驱动ADC时钟。

PLL

External clock output

4:1 
Multiplexer

4:1 
Multiplexer

CLK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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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位频率检测器（PFD）

PFD 有反馈时钟的输入 fFB 和输入参考时钟 fREF。PLL 使用 PFD 对输入参考时钟的上升沿和反馈
时钟进行比较。PFD 产生一个 up 或者 down 信号，决定 VCO 需要运行在更高还是更低的频率
上。

电荷泵(CP)

如果电荷泵接收到 up 信号上的一个逻辑高电平，那么电流会被驱动到环路滤波器中。如果电荷
泵接收到 down 信号上的一个逻辑高电平，那么电流会从环路滤波器中消耗。

环路滤波器(LF)

环路滤波器将 PFD 的 up 和 down 信号转化成用于偏置 VCO 的电压。环路滤波器过滤掉电荷泵上
的毛刺并防止了电压过冲的发生，从而使 VCO 上的抖动降到最低。

压控振荡器（VCO）

电荷泵的电压大小决定了 VCO 运行的快慢。VCO 作为一个四阶差分环形振荡器实现。一个分频
计数器 M 被插入到反馈环路来提高 VCO 频率 fVCO 到输入参考频率 fREF 以上。

VCO 频率由下面公式计算得到：

fVCO = fREF × M = fIN × M/N ,

其中，fIN 是 PLL 的输入时钟频率，N 是预缩放计数器。

VCO 频率是一个关键参数，其值必须在 600 到 1,300 MHz 之间以确保 PLL 的正确操作。 Quartus
II 软件根据您设计中的时钟输出和相移要求将 VCO 频率自动设置为建议的范围内。

后缩放计数器(C)

VCO 输出能够驱动 5 个后缩放计数器(C0，C1，C2，C3 和 C4)。这些后缩放计数器使 PLL 能够产
生一组谐波相关的频率。

内部延迟单元

MAX 10 PLL 有内部延迟单元以补偿 GCLK 网络和 I/O 缓存上的布线。这些内部延迟是固定的。

PLL 输出

MAX 10 PLL 支持高达 5 个 GCLK 输出和 1 个专用外部时钟输出。GCLK 网络或者专用外部时钟输
出的输出频率 fOUT 由下面公式计算得到：

fREF = fIN/N 和

fOUT = fVCO/C = (fREF × M)/C = (fIN × M)/(N × C),

其中 C 是 C0，C1，C2，C3 或 C4 计数器的设置。

PLL 特性

表 2-5: MAX 10 PLL 特性

特性 支持

C 输出计数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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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性 支持

M，N，C 计数器大小 1 到 512 (2)

专用时钟输出 1 个单端或 1 个差分对

专用时钟输入管脚 4 个单端或 2 个差分对

扩频输入时钟跟踪 Yes (3)

PLL 级联 通过 GCLK

源同步补偿 Yes

无补偿模式 Yes

正常补偿 Yes

零延迟缓存补偿 Yes

相移分辨率 最小到 96 ps 增量(4)

可编程占空比 Yes

输出计数器级联 Yes

输入时钟切换 Yes

用户模式重配置 Yes

失锁检测 Yes

4：1 多路复用器 CLK 输入选择 Yes

PLL 位置

下图显示了 PLL 的物理位置。每个索引代表器件中的一个 PLL。PLL 的物理位置对应于 Quartus II
Chip Planner 中的坐标。

(2) 如果输出时钟使用一个 50%的占空比，则 C 计数器的范围从 1 到 512。对于那些使用非 50%占空比的
输出时钟，后缩放计数器的范围从 1 到 256。

(3) 仅当输入时钟抖动在输入抖动容限规范内时可用。
(4) 最小相移等于 CO 周期除以 8。对于度数递增，MAX 10 器件能够以至少 45°递增所有输出频率。更

小的度数递增有可能受到频率和分频系数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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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8: 10M02 器件的 PLL 位置

Bank 8

Bank 3

Ba
nk

 1
Ba

nk
 2

Ba
nk

 6
Ba

nk
 5

PLL 1 (1)

PLL 2 (2)

注释:
(1) 位于除V36封装以外的所有封装。
(2) 仅位于U324和V36封装。

图 2-9: 10M04 和 10M08 器件的 PLL 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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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

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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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k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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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k
 5

PLL 1 (1)

PLL 2 (2)Bank 7

Bank 3 Bank 4

Ba
nk

 1B

注释:
(1) 位于除V81封装以外的所有封装。
(2) 仅位于F256、F484、U324和V81封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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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0: 10M16，10M25，10M40 和 10M50 器件的 PLL 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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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位于除E144和U169封装以外的所有封装。

时钟管脚到 PLL 的连接

表 2-6: MAX 10 专用时钟输入管脚到 PLL 的连接

专用时钟管脚 PLL

CLK[0,1][p,n] PLL1, PLL3

CLK[2,3][p,n] PLL2, PLL4

CLK[4,5][p,n] PLL2, PLL3

CLK[6,7][p,n] PLL1, PLL4

PLL 计数器与 GCLK 的连接

表 2-7: MAX 10 PLL 计数器与 GCLK 网络的连接

PLL 计数器输出 GCLK

PLL1_C0 GCLK[0,3,15,18]

PLL1_C1 GCLK[1,4,16,19]

PLL1_C2 GCLK[0,2,15,17]

PLL1_C3 GCLK[1,3,16,18]

PLL1_C4 GCLK[2,4,17,19]

PLL2_C0 GCLK[5,8,1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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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L 计数器输出 GCLK

PLL2_C1 GCLK[6,9,11,14]

PLL2_C2 GCLK[5,7,10,12]

PLL2_C3 GCLK[6,8,11,13]

PLL2_C4 GCLK[7,9,12,14]

PLL3_C0 (5) GCLK[0,3,10,13]

PLL3_C1 (5) GCLK[1,4,11,14]

PLL3_C2 (5) GCLK[0,2,10,12]

PLL3_C3 (5) GCLK[1,3,11,13]

PLL3_C4 (5) GCLK[2,4,12,14]

PLL4_C0 (5) GCLK[5,8,15,18]

PLL4_C1 (5) GCLK[6,9,16,19]

PLL4_C2 (5) GCLK[5,7,15,17]

PLL4_C3 (5) GCLK[6,8,16,18]

PLL4_C4 (5) GCLK[7,9,17,19]

PLL 控制信号

您可以使用下面三个信号来观测和控制 PLL 的操作以及重同步。

pfdena

通过使用 pfdena 信号来保持最近锁定的频率，使您的系统在关闭前能够存储其当前设置。

pfdena 信号通过一个可编程的门(gate)来控制 PFD 输出。PFD 电路默认情况下是使能的。当 PFD
电路禁用时，PLL 输出不依赖于输入时钟，趋于在锁定窗口之外漂移。

areset

areset 信号是每个 PLL 的复位或者重同步输入。器件输入管脚或者内部逻辑能够驱动这些输入信
号。

置位 areset 信号时，PLL 计数器复位，对 PLL 输出清零，使 PLL 处于失锁状态。VCO 然后恢复
为默认设置。当 areset 信号置低时，PLL 在重新锁定的同时将重新同步到它的输入。

areset 信号的置位不会禁用 VCO，而是将 VCO 复位成其标称值。唯一的一次 VCO 被完全禁用
是在您的设计中没有例化 PLL 时。

locked

locked 信号表明 PLL 已经锁定到参考时钟，并且表明 PLL 时钟输出运行在 ALTPLL IP core
parameter editor 中设置的相位和频率上。

(5) 仅应用于 10M16，10M25，10M40 和 10M50 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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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tera 建议在您的设计中使用 areset 和 locked 信号对 PLL 的状态进行控制和观测。此实现展示
在下图中。

图 2-11: locked 信号实现

DFF

D QPLL

locked

locked

areset

VCC

注意: 如果使用 SignalTap® II 工具在 D flip-flop 之前观测 locked 信号，那么仅在 areset 置低时
locked 信号才变低。如果 areset 信号未使能，那么在 ALTPLL IP 内核中未实现额外的逻
辑。

相关链接

• 指南：PLL 控制信号 (第 3-1 页)
• PLL 控制信号参数设置 (第 6-2 页)
• ALTPLL 端口和信号 (第 6-6 页)

时钟反馈模式

MAX 10 PLL 支持多达四种不同的时钟反馈模式。每种模式均支持时钟倍频和分频、相移以及可编
程占空比。

只有将与指定 PLL 相关联的专用时钟输入管脚用作时钟源时，PLL 才会完全补偿输入与输出延
迟。

例如，当在正常模式下使用 PLL1 时，从下面其中一个时钟输入管脚到 PLL 和 PLL 时钟输出目地
(output-to-destination)寄存器的时钟延迟被完全补偿：

• CLK0

• CLK1

• CLK2

• CLK3

当使用 GCLK 网络驱动 PLL 时，在 Quartus II 软件中输入与输出延迟可能不会得到完全补偿。

相关链接

操作模式参数设置 (第 6-1 页)

源同步模式

如果数据和时钟同时到达输入管脚，那么在 I/O 单元输入寄存器的数据与时钟端口，数据与时钟
之间的相位关系保持不变。

此模式可用于源同步数据传输。只要 I/O 单元上的数据与时钟信都使用同一 I/O 标准，这两个信
号就会经历类似的缓冲器延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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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2: 源同步模式下的时钟与数据之间的相位关系实例

Data pin

PLL reference 
 clock at input pin 

Data at register

Clock at register

源同步模式对时钟网络延迟进行补偿，包括下面两条路径之间的延迟差异：

• 数据管脚到 I/O 单元寄存器的输入
• 时钟输入管脚到 PLL PFD 输入

在 Quartus II 软件中，需将 I/O 单元中的寄存器延迟链的输入管脚设置成零，以用于源同步模式
PLL 锁定的所有数据管脚。所有数据管脚必须使用 Quartus II 软件中的 PLL COMPENSATED logic
选项。

无补偿模式

在无补偿模式中，PLL 不对任何时钟网络进行补偿。这种模式提供更佳的抖动性能，因为反馈到
PFD 中的时钟不经过某些电路。相对 PLL 时钟输入，PLL 内部以及外部时钟输出均有相位偏移。

UG-M10CLKPLL
2014.09.22 无补偿模式 2-15

MAX 10 时钟和 PLL 体系结构及功能 Altera 公司

反馈

mailto:TechDocFeedbackCN@altera.com?subject=%20MAX%2010%E6%97%B6%E9%92%9F%E5%92%8CPLL%E4%BD%93%E7%B3%BB%E7%BB%93%E6%9E%84%E5%8F%8A%E5%8A%9F%E8%83%BD%20(UG-M10CLKPLL%202014.09.22)%20%E7%9A%84%E5%8F%8D%E9%A6%88&body=%E9%9D%9E%E5%B8%B8%E6%84%9F%E8%B0%A2%E6%82%A8%E7%9A%84%E5%8F%8D%E9%A6%88%E3%80%82%E8%AF%B7%E5%9C%A8%E8%AF%84%E8%AE%BA%E4%B8%AD%E6%8C%87%E6%98%8E%E7%9B%B8%E5%85%B3%E7%9A%84%E9%A1%B5%E7%A0%81%E5%92%8C%E6%AE%B5%E8%90%BD%EF%BC%8C%E8%B0%A2%E8%B0%A2%E3%80%82


图 2-13: 无补偿模式下 PLL 时钟之间的相位关系实例

PLL Reference
Clock at the Input Pin

PLL Clock at the
Register Clock Port
(1), (2)

External PLL Clock 
Outputs (2)

Phase Aligned

注释：
(1)由PLL驱动的内部时钟是彼此相位对齐的。
(2) PLL时钟输出能够超前或滞后PLL输入时钟。PLL时钟输出根据
    常规延迟滞后PLL输入时钟。 

标准模式

在标准模式下，PLL 对 GCLK 网络所产生的延迟进行完全补偿。标准模式中的内部时钟是与输入
时钟管脚相位对齐的。在此模式中，外部时钟输出管脚会产生相对于时钟输入管脚的相位延迟。
Quartus II 软件时序分析将报告两者之间的相位差异。

图 2-14: 标准偿模式下 PLL 时钟之间的相位关系实例

PLL Reference
Clock at the Input pin

PLL Clock at the
Register Clock Port

External PLL Clock 
Outputs (1)

Phase Aligned

注释：
(1)外部时钟输出能够超前或滞后PLL内部时钟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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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延迟缓存模式

在零延迟缓冲(ZDB)模式中，外部时钟输出管脚与时钟输入管脚是相位对齐的，没有延迟。当使
用该模式时，需要在输入时钟与输出时钟上使用同一 I/O 标准，以确保输入与输出管脚上的时钟
对齐。

图 2-15: ZDB 模式下 PLL 时钟之间的相位关系实例

PLL Reference Clock
 at the Input Pin

PLL Clock
at the Register Clock Port

External PLL Clock Output
at the Output Pin

Phase Aligned

PLL 外部时钟输出

MAX 10 器件的每个 PLL 均支持一个单端时钟输出或者一个差分时钟输出。只有 C0 输出计数器才
能驱动专用的外部时钟输出，而无需遍历 GCLK。其它输出计数器可以通过 GCLK 来驱动其它
I/O 管脚。

UG-M10CLKPLL
2014.09.22 零延迟缓存模式 2-17

MAX 10 时钟和 PLL 体系结构及功能 Altera 公司

反馈

mailto:TechDocFeedbackCN@altera.com?subject=%20MAX%2010%E6%97%B6%E9%92%9F%E5%92%8CPLL%E4%BD%93%E7%B3%BB%E7%BB%93%E6%9E%84%E5%8F%8A%E5%8A%9F%E8%83%BD%20(UG-M10CLKPLL%202014.09.22)%20%E7%9A%84%E5%8F%8D%E9%A6%88&body=%E9%9D%9E%E5%B8%B8%E6%84%9F%E8%B0%A2%E6%82%A8%E7%9A%84%E5%8F%8D%E9%A6%88%E3%80%82%E8%AF%B7%E5%9C%A8%E8%AF%84%E8%AE%BA%E4%B8%AD%E6%8C%87%E6%98%8E%E7%9B%B8%E5%85%B3%E7%9A%84%E9%A1%B5%E7%A0%81%E5%92%8C%E6%AE%B5%E8%90%BD%EF%BC%8C%E8%B0%A2%E8%B0%A2%E3%80%82


图 2-16: PLL 外部时钟输出

C0

C1

C2

C4

C3PLL #

clkena 1 (1)

clkena 0 (1)

PLL #_CLKOUTp (2)

PLL #_CLKOUTn (2)

注释:
(1)仅当使用ALTCLKCTRL IP 内核时，这些外部时钟使能信号才可用。
(2) PLL#_CLKOUTp和PLL#_CLKOUTn管脚是复用I/O管脚，可用作单端或差分时钟输出。

差分输出对的每一个管脚的相位差了 180°。要在一个管脚对中实现 180°反相位管脚， Quartus II
要将设计中的一个 NOT gate(非门)布置在 I/O 单元中。

时钟输出管脚对支持下面的 I/O 标准：

• 与标准输出管脚相同的 I/O 标准（在顶部和底部 bank 中）
• LVDS
• LVPECL
• 差分高速收发器逻辑(HSTL)
• 差分 SSTL

MAX 10 PLL 能够通过 GCLK 驱动到任何普通 I/O 管脚。如果不需要外部 PLL 时钟，那么也能够
将外部时钟输出管脚用作通用 I/O 管脚。

相关链接

MAX 10 通用 I/O 用户指南
提供了关于 PLL 时钟输出管脚支持的 I/O 标准的详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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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L 的 ADC 时钟输入

只有 PLL1 和 PLL3 的 C0 输出计数器能够驱动 ADC 时钟。

计数器 C0 有到 ADC 时钟输入的专用路径。

扩频时钟

MAX 10 器件允许具有典型调制频率的扩频输入。然而，器件不能自动检测输入是否为一个扩频
信号。相反，输入信号看起来像 PLL 输入上的确定性抖动。

如果输入信号满足以下条件，那么 MAX 10 PLL 能够跟踪扩频输入时钟：

• 输入信号在输入抖动容限规范内。
• 输入时钟的调制频率低于 Fitter 报告中指定的 PLL 带宽。

MAX 10 器件不能从内部生成扩频信号。

PLL 可编程参数

可编程占空比

可编程占空比功能使 PLL 能够生成具有可变占空比的时钟输出。PLL 后缩放计数器支持此功能。

占空比的设置是通过后缩放计数器的高/低时间计数设置来实现的。 Quartus II 软件使用输入频率
和所需倍频/分频比率来确定占空比的选择。

后缩放计数器的值决定了占空周期的精度。该精度定义为 50%除以后缩放计数器的值。例如，如
果 C0 计数器的值为 10, 则 5%的步长可用于 5%到 90%之间的占空比的选择。

可编程占空比与可编程相移的结合可以实现精确的非重叠时钟的生成。

相关链接

后缩放计数器(C0 到 C4) (第 4-7 页)
提供了关于实时配置后缩放计数器的占空比的详细信息。

可编程带宽

PLL 带宽是衡量 PLL 跟踪输入时钟及其相应抖动能力的标准。 MAX 10 PLL 通过使用 PLL 环路的
可编程特性来提供 PLL 带宽的高级控制，包括环路滤波器和电荷泵。PLL 中闭环增益的的 3-dB 频
率决定了 PLL 带宽。带宽大概是开环 PLL 响应的单位增益点。

相关链接

• 使用高级参数的可编程带宽 (第 4-6 页)
• 电荷泵与环路滤波器 (第 4-9 页)

提供了关于 PLL 组件实时更新 PLL 带宽的详细信息。
• 可编程带宽参数设置 (第 6-2 页)

可编程相移

MAX 10 器件使用相移实现时钟延迟。您可以通过下面其中的一个方法从 MAX 10 PLL 中将输出时
钟相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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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 VCO 相位抽头的精细分辨率
• 使用计数器起始时间的粗分辨率

VCO 相位输出与计数器起始时间是插入延迟的最准确方法。这些方法纯粹基于计数器设置，与工
艺，电压以及温度无关。

MAX 10 器件仅支持 VCO 相位抽头的动态相移。相移可被配置任意次数。每个相移使用大概一个
scanclk 周期，使您能够快速实现大的相移。

精细分辨率相移

精细分辨率相移是通过使输出计数器(C[4..0])或者 M 计数器使用 VCO 的任何八个相位作为参考
时钟来实现的。这使您能够通过精细分辨率来调整延迟时间。下面公式显示了使用此方法所能插
入的最小延迟时间。

图 2-17: 精细分辨率相移公式

公式中的 fREF 是输入参考时钟频率

例如：如果 fREF 是 100 MHz，N = 1，M = 8，那么 fVCO = 800 MHz， Φfine = 156.25 ps。PLL 操作频
率定义此相移，一个取决于参考时钟频率和计数器设置的值。

下图显示了通过 VCO 相位抽头方法，使用精细分辨率的一个相移插入的实例。图中标记并显示
了 VCO 的八个相位，以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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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8: 使用 VCO 相位输出进行延迟插入与计数器延迟时间的实例

从此实例中可以看到：

• CLK0 基于 VCO 的 0°相位，并有一个 C 值将计数器设置为 1。
• CLK1 信号被四分频，两个 VCO 时钟用于高时间，两个用于低时间。CLK1 信号基于 VCO 上的

135°相位抽头，并有一个 C 值将计数器设置为 1。
• CLK2 信号也被四分频。在这种情况下，两个时钟偏移了 3 Φfine。 CLK2 基于 VCO 的 0°相位，

但有一个 C 值将计数器设置为 3。这种方法会产生一个 2 Φcoarse 的延迟(两个完整的 VCO 持续
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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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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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

225

270

315

CLK0

CLK1

CLK2

45

粗分辨率相移

通过将计数器的起始延迟一个预定数量的计数器时钟周期，来实现粗分辨率相移。

图 2-19: 粗分辨率相移公式

公式中，C 是所设置的计数器延迟时间的计数值（这是 Quartus II 中编译报告的“PLL 使用”部分
中的初始化设置）。如果初始值是 1，那么 C – 1 = 0°相移。

相关链接

• 动态相位配置实现 (第 4-11 页)
• 动态相位配置计数器选择 (第 4-12 页)
• 使用高级参数的动态相位配置 (第 4-12 页)
• 动态相位配置参数设置 (第 6-4 页)

提供了关于 Quartus II 中 ALTPLL IP 内核参数设置的详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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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TPLL_RECONFIG 参数 (第 7-1 页)
提供了关于 Quartus II 中 ALTPLL_RECONFIG IP 内核参数设置的详细信息。

时钟切换

时钟切换功能使 PLL 能够在两个参考输入时钟之间进行切换。此功能用于时钟备份或双时钟域的
应用，在此应用中如果前一个时钟停止运行，那么系统就开启备份时钟。 当时钟不再翻转或者不
再基于用户控制信号(clkswitch)时，设计能够自动执行时钟切换。

MAX 10 PLL 支持下面时钟切换模式:

• 自动切换(automatic switchover)—时钟检测电路监控当前的参考时钟。如果当前参考时钟停止
翻转，那么该参考时钟会自动在 inclk0 或者 inclk1 时钟之间切换。

• 手动时钟切换(manual clock switchover)—clkswitch 信号控制时钟切换。当 clkswitch 信号从逻
辑低电平变成逻辑高电平，并保持在高电平至少三个时钟周期时，PLL 的参考时钟会从 inclk0

切换到 inclk1, 反之亦然。
• 通过手动覆盖的自动切换(automatic switchover with manual override)—此模式是自动切换和手动

时钟切换的综合。当 clkswitch 信号变高时，它将覆盖自动时钟切换功能。只要 clkswitch 信
号为高， 进一步的切换操作就会被阻止。

相关链接

• 指南：时钟切换 (第 3-3 页)
• 时钟切换参数设置 (第 6-2 页)

自动时钟切换

MAX 10 PLL 支持一个完全可配置的时钟切换功能。

图 2-20: 自动时钟切换电路结构图

此图显示了内置在 PLL 中的自动切换电路的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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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参考时钟不存在时，时钟检测模块会自动切换到 PLL 参考的备用时钟。在您的设计中，通过
连接备用时钟到 PLL 的 inclk1 端口可以选择一个时钟源作为备用时钟。

此外，时钟切换电路也会发出 PLL 的三个状态信号—clkbad[0]，clkbad[1]和 activeclock—来
自 PLL 用于在逻辑阵列实现自定义切换电路的时钟。

在自动切换模式中，clkbad[0]和 clkbad[1]信号表明这两个时钟输入的状态。当 clkbad[0]和
clkbad[1]信号置位时，时钟检测模块检测到相应时钟输入已经停止翻转。如果 inclk0 和 inclk1

之间的频差大于 20%，那么这两个信号无效。

activeclock 信号表明两个时钟输入 (inclk0 或者 inclk1) 的哪一个被选作 PLL 的参考时钟。当这
两个时钟输入之间的频差大于 20%，activeclock 信号是唯一有效的状态信号。

注意: 输入时钟中的毛刺可能会导致输入时钟之间的频差超过 20%。

当 PLL 的当前参考时钟停止翻转时，使用切换电路自动切换运行在相同频率上的 inclk0 到
inclk1。当 inclk0 和 inclk1 中的一个时钟失败，而另一个可用时，这种自动切换能够在这两个
时钟之间来回切换任意次数。

例如，在要求冗余时钟(其频率与参考时钟频率相同)的应用中，切换状态机会生成一个(clksw)信
号，用于控制多路复用器选择。在此情况下，inclk1 变成 PLL 的参考时钟。

当使用自动时钟切换模式时，必须满足下列要求：

• 配置 FPGA 时这两个时钟输入必须运行。
• 两个时钟输入的周期差不超过 20%。

如果当前时钟输入停止翻转，而另一个时钟也没有翻转，那么将不会启用切换功能，并且
clkbad[0..1]信号是无效的。如果两个时钟输入的频率不同，但它们的周期差在 20%以内，那么
时钟检测模块会检测到时钟何时停止翻转。然而，PLL 在切换完成后可能会失锁，从而需要时间
重新锁定。

注意: Altera 建议当使用时钟切换时需要通过 areset 信号对 PLL 进行复位，以保持 PLL 输入与输
出时钟之间的相位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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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1: 失锁检测后的自动切换实例

此图显示了自动切换模式的切换功能实例波形。在此实例中， inclk0 信号保持在低电平。在
inclk0 信号保持在低电平大概两个时钟周期后，时钟检测电路驱高 clkbad[0]信号。由于参考时
钟信号没有翻转，因此切换状态机通过 clksw 信号控制多路复用器，以切换到备用时钟 inclk1。

inclk0

inclk1

muxout

clkbad0

clkbad1

(1)

activeclock

注释：
(1) 切换功能在inclk0或inclk1的下降沿使能, 取决于哪个时钟可用。
在此图中，切换功能在inclk1的下降沿使能。

手动覆盖的自动切换(Automatic Switchover with Manual Override)

在手动覆盖的自动切换模式中， clkswitch 信号可用于用户或系统控制的切换情况。此模式可用
于相同频率切换或者不同频率的输入之间的切换。

例如，如果 inclk0 是 66 MHz，inclk1 是 200 MHz，那么必须使用 clkswitch 信号控制切换。自
动时钟检测电路不能监控频差大于 20%的时钟输入(inclk0 和 inclk1)频率。

当时钟源来自背板上的多个板卡，并且需要一个在操作频率之间系统控制的切换时，该功能是非
常有用的。

您必须选择备用时钟频率，并相应地设置 M，N 和 C 计数器，以便 VCO 运行在推荐的操作频率范
围内。

下图显示一个由 clkswitch 信号控制的时钟切换波形。在此情况中，两个时钟源都是可用的，并
且 inclk0 被选作参考时钟；clkswitch 信号变高，开始切换流程。在 inclk0 的下降沿，接收器
的参考时钟 muxout 关断(gated off)以防止产生时钟毛刺。在 inclk1 的下降沿, 作为 PLL 参考，参
考时钟多路复用器从 inclk0 切换到 inclk1 。activeclock 信号的变化表明当前驱动 PLL 的时
钟，此时钟是 inclk1。

在手动切换的自动覆盖模式中， activeclock 信号反映了 clkswitch 信号。由于两个时钟在手动
切换期间仍然可用，因此 clkbad 信号不会变高。由于切换电路是上升沿敏感的，因此 clkswitch

信号的下降沿不会导致电路从 inclk1 切换回 inclk0。当 clkswitch 信号再次变高，重复整个过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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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2: 使用 clkswitch(手动)控制的时钟切换的实例

inclk0

inclk1

muxout

clkswitch

activeclock

clkbad0

clkbad1
要启动手动时钟切换事件，当
clkswitch 信号变高时，inclk0 和inclk1 都
必须运行。

只有当目的时钟可用时，clkswitch 信号和自动切换才能工作。如果目的时钟不可用，那么状态
机会一直等待，直到该时钟可用。

手动时钟切换

在手动时钟切换模式中，clkswitch 信号控制选择 inclk0 还是 inclk1 作为 PLL 的输入时钟。默
认情况下选择 inclk0。

当 clkswitch 信号从逻辑低电平跳变到逻辑高电平并保持至少三个 inclk 周期时，启动一个时钟
切换事件。你必须将 clkswitch 信号再一次拉低，才能执行另一个时钟切换事件。如果不需要另
一个时钟切换事件，那么在初始切换后保持 clkswitch 处于逻辑高电平的状态。拉高 clkswitch
信号至少三个 inclk 周期以执行另一个切换事件。

如果 inclk0 和 inclk1 的频率不同并且一直运行，那么 clkswitch 信号最短的高电平时间一定要
大于或等于 inclk0 和 inclk1 中较低频率的三个时钟周期。

PLL 级联

相关链接

指南：PLL 级联 (第 3-2 页)

PLL 到 PLL 级联

两个 PLL 通过时钟网络彼此级联。如果您的设计级联 PLL，那么源（上游）PLL 必须要有一个低
带宽设置，而目的（下游）PLL 必须有一个高带宽设置。

计数器到计数器级联

MAX 10 PLL 支持后缩放计数器的级联，以生成大于 512 的计数器。这是通过将一个 C 计数器的输
出送至下一个 C 计数器的输入来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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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3: 计数器到计数器级联

C0

C1

C2

C3

C4

VCO Output

VCO Output

VCO Output

VCO Output

VCO Output

VCO Output

当通过级联计数器来实现高频 VCO 时钟的更大分频时，级联的计数器作为单个计数器运行，并
具有单个计数器设置的乘积。

例如，如果 C0 = 4，C1 = 2，那么级联的值为 C0 x C1 = 8。

Quartus II 软件在配置文件中对级联自动设置全部后缩放计数器值。后缩放计数器的级联不能通过
PLL 重配置来实现。

PLL 重配置

PLL 使用若干个分频计数器和不同的 VCO 相位抽头来执行频率合成及相移。在 MAX 10 PLL 中，
您可以实时重配置计数器设置及相移 PLL 输出时钟。另外，您也可以更改电荷泵和环路滤波器组
件，这会对 PLL 带宽产生动态影响。

下面的 PLL 组件可实时配置：

• 预缩放计数器(N)
• 反馈计数器(M)
• 后缩放输出计数器(C0-C4)
• 电荷泵电流(ICP)
• 环路滤波器组件（R，C）

您可以使用这些 PLL 组件来实时更新以下设置，而无需重配置整个 FPGA：

• 输出时钟频率
• PLL 带宽
• 相移

对于那些在多频率上运行的应用而言，实时重配置 PLL 的这一特性是很有用的。此外，这一特性
在原型开发环境中也很有用，使您能够扫描 PLL 输出频率，并动态调整输出时钟相位。

例如，用于生成测试码型的系统根据被测器件的要求，需要在 75 或者 150 MHz 下生成并发送码
型。对 PLL 组件进行实时重配置使您能够在几微妙内完成这样两个输出频率间的切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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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也可以利用这一特性，通过修改 PLL 输出时钟相移来实时调整 clock-to-out(tCO)延迟。通过这一
方法不再需要使用新的 PLL 设置重新生成配置文件。

图 2-24: PLL 重配置扫描链

此图显示了通过将 PLL 计数器的新设置移入串行移位寄存器链或扫描链来动态调整 PLL 计数器设
置。串行数据通过 scandata 端口移入扫描链，并且移位寄存器被 scanclk 锁定。scanclk 最大频
率是 100 MHz。移入数据最后一位后，将 configupdate 信号置位最少一个 scanclk 时钟周期，使
用扫描寄存器中的数据同步更新 PLL 配置位。

/C4 /C3 /C2 /C1 /C0 /M /N

scanclk

scandone

scandata

LF/K/CP

configupdate

inclk

PFD VCO

FVCO

scanclkena

scandataout

from M counter
from N counter

计数器设置被同步地更新到单独计数器的时钟频率。因此，并非所有的计数器都能同步更新。

动态重配置方案使用配置文件，例如十六进制格式文件(.hex)或者存储器初始化文件 (.mif)。这些
文件和 ALTPLL_RECONFIG IP 内核一起用于执行动态重配置。

相关链接

• 指南：PLL 重配置中的.mif 流 (第 3-4 页)
• PLL 动态重配置实现 (第 4-7 页)
• PLL 动态重配置参数设置 (第 6-3 页)

提供了关于 Quartus II 中 ALTPLL IP 内核参数设置的详细信息。
• ALTPLL_RECONFIG 参数 (第 7-1 页)

提供了关于 Quartus II 中 ALTPLL_RECONFIG IP 内核参数设置的详细信息。

UG-M10CLKP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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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钟网络设计考量

指南：时钟使能信号

Altera 建议将时钟源切换到 PLL 或者 GCLK 时使用 clkena 信号。

1. 通过置低 clkena 信号，禁用主输出时钟。
2. 通过使用时钟控制模块的动态选择信号切换到辅助时钟。
3. 重置位 clkena 信号前，允许一些时钟周期的辅助时钟经过。使能辅助时钟前要等待的确切时

钟数取决于您的设计。通过建立定制的逻辑，在不同时钟源之间进行切换时可以确保无毛刺跳
变。

相关链接

• 时钟使能信号 (第 2-6 页)
• ALTCLKCTRL 参数 (第 5-1 页)
• ALTCLKCTRL 端口和信号 (第 5-2 页)

指南：连接限制

下面指南描述了与驱动 INCLK 输入的信号源相关的限制：

• 您必须使用与 clkselect 端口一致的 inclk 端口。
• 当您使用多个输入源时，inclk 端口只能由专用时钟输入管脚和 PLL 时钟输出驱动。
• 如果时钟控制模块驱动另一个时钟控制模块的任何 INCLK 端口，那么这两个时钟控制模块一定

能够减少成具有等效功能的单一时钟控制模块。
• 如果使用无毛刺切换功能，那么要切换的时钟必须是活动的。如果此时钟不是活动的，那么切

换电路不能从最初选择的时钟进行跳变。

PLL 设计考量

指南：PLL 控制信号

当下面其中一个条件为真时，就一定要在设计中包含 areset 信号：

© 2014 Altera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ALTERA, ARRIA, CYCLONE, ENPIRION, MAX, MEGACORE, NIOS, QUARTUS and STRATIX words and logos are
trademarks of Altera Corporation and registered in the U.S. Patent and Trademark Office and in other countries. All other words and logos identified as
trademarks or service marks are the property of their respective holders as described at www.altera.com/common/legal.html. Altera warrants performance
of its semiconductor products to current specifications in accordance with Altera's standard warranty, but reserves the right to make changes to any
products and services at any time without notice. Altera assumes no responsibility or liability arising out of the application or use of any information,
product, or service described herein except as expressly agreed to in writing by Altera. Altera customers are advised to obtain the latest version of device
specifications before relying on any published information and before placing orders for products or services.

ISO
9001:2008
Registered

www.altera.com
101 Innovation Drive, San Jose, CA 95134

https://www.altera.com/servlets/subscriptions/alert?id=UG-M10CLKPLL
mailto:TechDocFeedbackCN@altera.com?subject=(UG-M10CLKPLL%202014.09.22)%20MAX%2010%E6%97%B6%E9%92%9F%E5%92%8CPLL%E8%AE%BE%E8%AE%A1%E8%80%83%E9%87%8F%E7%9A%84%E5%8F%8D%E9%A6%88&body=%E9%9D%9E%E5%B8%B8%E6%84%9F%E8%B0%A2%E6%82%A8%E7%9A%84%E5%8F%8D%E9%A6%88%E3%80%82%E8%AF%B7%E5%9C%A8%E8%AF%84%E8%AE%BA%E4%B8%AD%E6%8C%87%E6%98%8E%E7%9B%B8%E5%85%B3%E7%9A%84%E9%A1%B5%E7%A0%81%E5%92%8C%E6%AE%B5%E8%90%BD%EF%BC%8C%E8%B0%A2%E8%B0%A2%E3%80%82
http://www.altera.com/support/devices/reliability/certifications/rel-certifications.html
http://www.altera.com/support/devices/reliability/certifications/rel-certifications.html
http://www.altera.com/support/devices/reliability/certifications/rel-certifications.html


• 在您的设计中使能了 PLL 重配置或者时钟切换功能
• 失锁(loss-of-lock)情况过后，必须保持 PLL 输入与输出时钟之间的相位关系
• PLL 的输入时钟在上电时翻转或者不稳定。
• 当输入时钟稳定后并在规格范围内，置位 areset 信号。

相关链接

PLL 控制信号 (第 2-13 页)

指南：自复位

PLL 的锁定时间是器件上电后，PLL 输出频率变更后或者复位 PLL 后，PLL 获得目标频率和相位
关系后器件所需要的时间。

一个 PLL 可能会因为多种原因而失锁，例如：

• 输入时钟上的过多抖动。
• PLL 时钟输入上的过多开关噪音。
• 电源噪音过大，造成高输出抖动和可能的失锁。
• PLL 输入时钟的毛刺或停止。
• 通过置位 PLL 的 areset 端口复位 PLL。
• 试图重配置 PLL 可能会导致 M 计数器，N 计数器或者相移改变，从而造成 PLL 失锁。但是，后

缩放计数器的变更不会影响 PLL locked 信号。
• PLL 输入时钟频率漂移出锁定范围规范。
• 使用 pfdena端口禁用 PFD。当这种情况发生时，PLL 输出相位和频率趋向于漂移出锁定窗口之

外。

ALTPLL IP 内核允许您使用 locked 锁定信号来监控 PLL 锁定进程，也可以将 PLL 设置成失锁上
的自复位。

指南：输出时钟

每个 MAX 10 支持高达 5 个输出时钟。输出时钟端口可用作内核输出时钟或外部输出时钟端口。
内核输出时钟驱动 FPGA 内核，外部输出时钟驱动 FPGA 上的专用管脚。

ALTPLL IP 内核没有专用输出使能端口。使用 areset 信号能够禁用 PLL 输出，从而禁用 PLL 输
出计数器。

指南：PLL 级联

级联 PLL 时请考虑以下指南：

3-2 指南：自复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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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主 PLL 设为低带宽来帮助滤波抖动。将辅助 PLL 设为高带宽来跟踪主 PLL 的抖动。您可以
查阅 Quartus II 软件编译报告文件以确保 PLL 带宽范围没有重叠。如果带宽范围重叠，那么抖
动峰值能够出现在级联 PLL 方案中。

注意: 通过使用 Quartus II 软件中的 TimeQuest Timing Analyzer 可以获得 PLL 确定性抖动和静
态相位误差（SPE）的评估。使用 SDC 命令 derive_clock_uncertainty 在您的工
程目录中生成一个名为 PLLJ_PLLSPE_INFO.txt 的报告。然后，使用
set_clock_uncertainty 命令添加抖动和 SPE 值到您的时钟约束。

• 保持辅助 PLL 处于复位状态，直到主 PLL 已经锁定以确保辅助 PLL 上的相位设置是正确的。
• 您不能将一个级联方案中的任何 PLL 的任何 inclk 端口连接到此级联方案中的 PLL 的时钟输

出。

相关链接

PLL 级联 (第 2-25 页)

指南：时钟切换

按照下面指南使用 PLL 中的时钟切换进行设计：

• 失锁检测和自动时钟切换要求 inclk0 与 inclk1 之间的频差在 20%范围内，否则会导致
clkbad[0]和 clkbad[1]信号错误地运行。

• 使用手动时钟切换时，inclk0 与 inclk1 之间的频差能够大于 20% 。然而，两个时钟源之间的
差异(频率，相位或两者)能够导致 PLL 失锁。复位 PLL 确保了在输入和输出时钟之间保持正确
的相位关系。

• 当 clkswitch 信号变高以启动手动时钟切换事件时，inclk0 和 inclk1 都必须运行，否则会导
致时钟切换操作无法正常进行。

• 要求时钟切换功能以及低频率漂移的应用必须使用低带宽 PLL。当参考输入时钟变化时，低带
宽 PLL 要比高带宽 PLL 反应慢。发生切换时，与高带宽 PLL 相比，低带宽 PLL 更慢地传播时
钟停止到输出。然而，要知道低带宽 PLL 也会增加锁定时间。

• 切换发生后，PLL 在一个有限的重同步周期锁定到一个新的时钟。PLL 重新锁定所需要的时间
取决于 PLL 配置。

• 在您的设计中，PLL 的输入时钟与输出时钟之间的相位关系是非常重要的。时钟切换完成后要
置位 areset 至少 10 ns。等待锁定的信号（或者 gated lock）变高并且稳定后，再重新使能 PLL
的输出时钟。

• 如果系统在 PLL 重同步期间不能承受频率变化，那么在切换过程中需要禁用系统。您可以使用
clkbad[0]和 clkbad[1]状态信号来关闭 PFD (pfdena = 0)，以便 VCO 维持其最后的频率。此
外，通过使用切换状态机也可以切换到辅助时钟。 使能 PFD 后，输出时钟使能信号(clkena)在
切换与重同步期间能够禁用时钟输出。锁定指示稳定后，系统可以重新使能输出时钟或其它时
钟。

• 下图显示了当主时钟丢失时，VCO 频率逐渐下降，然后在 VCO 锁定到辅助时钟时又回升的情
况。VCO 锁定到辅助时钟后，在 VCO 频率中会出现一些过冲(一种过频情况）。

UG-M10CLKP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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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 VCO 切换操作频率

ΔFvco 

Primary Clock Stops Running

Switchover Occurs

VCO Tracks Secondary Clock 

Frequency Overshoot

相关链接

• 时钟切换 (第 2-22 页)
• 时钟切换参数设置 (第 6-2 页)

指南：PLL 重配置中的.mif 流
在 PLL 重配置中使用.mif 流时需要考虑以下指南：

• 由于闪存容量的限制，10M02 器件不支持 PLL 重配置中的.mif 流。Altera 建议使用外部闪存。
• 10M04，10M08，10M16，10M25，10M40 和 10M50 器件仅支持单一映像模式的.mif 流。Altera

建议对双映像模式使用一个外部闪存。 MAX 10 器件不支持同时使用.mif 的双映像模式和的
PLL 重配置。

相关链接

PLL 重配置 (第 2-26 页)

指南：PLL 重配置的 scandone 信号

scandone 信号在第二个 PLL 重配置之前必须保持低电平。scandone 信号要变低，PLL areset 信
号就必须被置位。

3-4 指南：PLL 重配置中的.mif 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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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TCLKCTRL IP 内核

时钟控制模块（ALTCLKCTRL）IP 内核是一个时钟控制功能，用于配置时钟控制模块。

ALTCLKCTRL IP 内核的常见应用如下：

• 动态时钟源选择—当使用时钟控制模块时，您可以选择驱动全局时钟网络的动态时钟源。
• 时钟网络的动态断电—动态时钟使能或者禁用功能使内部逻辑对时钟网络断电。当一个时钟网

络断电时，由该时钟网络驱动的全部逻辑都不翻转，从而降低了器件的总功耗。

ALTCLKCTRL IP 内核具有如下特性：

• 支持时钟控制模块操作模式规范
• 支持输入时钟源的数量规范
• 提供一个高电平有效时钟使能控制输入

IP Catalog 和 Parameter Editor
Quartus II IP Catalog (Tools > IP Catalog)和参数编辑器(parameter editor)帮助您轻松定制并集成 IP
内核到工程中。可以使用 IP Catalog 和参数编辑器选择、定制和生成代表您定制的 IP 种类的文
件。

IP Catalog 自动显示您的目标器件能够使用的 IP 内核。双击任何 IP 内核名来运行参数编辑器， 生
成代表您的 IP 种类的文件。该参数编辑器提示您指定 IP 种类名称，可选名称，可选端口，体系
结构特性和输出文件生成选项。参数编辑器生成一个顶层.qsys 或者.qip 文件，代表工程中的 IP 内
核。或者，您可以在没有打开 Quartus II 工程的情况下定义 IP 种类。没有打开工程时，直接在 IP
Catalog 中选择 Device Family 来按器件过滤 IP 内核。

注意: IP Catalog 在 Qsys (View > IP Catalog)中也适用。Qsys IP Catalog 包括专用系统互联、视频
和图像处理以及 Quartus II IP Catalog 没有的其它系统级 IP。

使用以下功能，帮助您快速查找和选择 IP 内核：

• 将 IP 内核过滤为 Show IP for active device family 或者 Show IP for all device families。
• 在 IP Catalog 中搜索并定位任何完整或部分的 IP 内核。点击 Search for Partner IP，访问 Altera

网站上的伙伴 IP 信息。
• 右击 IP Catalog 中的 IP 内核名称，显示所支持器件的细节、安装位置和文档的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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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 Quartus II IP Catalog

Search and filter IP for your target device

Double-click to customize, right-click for information

注意: IP Catalog 和参数编辑器替代 Quartus II 软件中的 MegaWizard™ Plug-In Manager。Quartus II
软件可能生成关系到 MegaWizard Plug-In Manager 的信息。在这些信息中，将"IP Catalog
and parameter editor"替换成"MegaWizard Plug-In Manager"。

指定 IP 内核参数和选项
请按照下列步指定 IP 内核参数和选项。

1. 在 IP 目录中 (Tools > IP Catalog)，找到并双击要定制的 IP 内核名。出现参数编辑器。
2. 指定您定制的 IP 实例的顶层名称。该名称识别工程中的 IP 内核文件。如果出现提示，也要指

定 Altera 目标器件系列和输出文件 HDL 优先选择。点击 OK。
3. 指定 IP 种类的参数和选项：

• 对预置(preset)参数值进行选择。对具体的应用预设指定全部初始参数值(如果提供)。
• 指定用于定义 IP 内核功能性、端口配置和器件指定的功能的参数。
• 指定生成时序网表、仿真模型、测试台或实例设计的选项(如果适用)。
• 指定在其它 EDA 工具中处理 IP 内核文件的选项。

4. 点击 Finish 或 Generate 生成与您的 IP 种类相匹配的综合和其它可选文件。参数编辑器生成顶
层.qip 或.qsys IP 种类文件以及 HDL 文件用于综合和仿真。某些 IP 内核也同时生成测试台或实
例设计用于硬件测试。

顶层 IP 实例被添加到当前 Quartus II 工程。点击 Project > Add/Remove Files in Project 手动对工
程添加一个 .qip 或 .qsys 文件。进行相应的管脚分配以连接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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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 Altera IP 内核的生成文件
Quartus II 软件生成 IP 内核的以下输出。

图 4-2: IP 内核生成文件

<Project Directory >

<your_ip >_bb.v - Verilog HDL black box EDA synthesis file

<your_ip >_inst.v  or .vhd - Sample instantiation template 

synthesis - IP synthesis files

<your_ip >.qip  - Lists files for synthesis

testbench  - Simulation testbench files  1

<testbench_hdl_files >

<simulator_vendor > - Testbench for supported simulators

<simulation_testbench_files >

<your_ip >.v  or .vhd  - Top-level IP variation synthesis file

simulation - IP simulation files
<your_ip >.sip  - NativeLink simulation integration file

<simulator vendor > - Simulator setup scripts

<simulator_setup_scripts >

<your_ip > - IP core variation files

<your_ip >.qip  or .qsys  - System or IP integration file

<your_ip >_generation.rpt - IP generation report

<your_ip >.bsf - Block symbol schematic file 

<your_ip >.ppf  - XML I/O pin information file

<your_ip >.spd  - Combines individual simulation startup scripts  1

<your_ip >.html  - Contains memory map

<your_ip >.sopcinfo  - Software tool-chain integration file

<your_ip >_syn.v  or .vhd - Timing and resource estimation netlist 1

<your_ip >.debuginfo  - Lists files for synthesis

<your_ip >.v, .vhd, .vo, .vho  - Simulation HDL or IPFS mode 2

<your_ip >_tb - Testbench for supported simulators

<your_ip >_tb.v  or .vhd  - Top-level HDL testbench file

注释：
1. 如果支持和使能用于您的IP种类
2. 如果生成了功能仿真模型

ALTPLL IP 内核

ALTPLL IP 内核指定 PLL 电路。通过使用此 IP 内核可以配置 PLL 类型，操作模式和 PLL 的高级
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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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 Catalog 和 Parameter Editor
Quartus II IP Catalog (Tools > IP Catalog)和参数编辑器(parameter editor)帮助您轻松定制并集成 IP
内核到工程中。可以使用 IP Catalog 和参数编辑器选择、定制和生成代表您定制的 IP 种类的文
件。

IP Catalog 自动显示您的目标器件能够使用的 IP 内核。双击任何 IP 内核名来运行参数编辑器， 生
成代表您的 IP 种类的文件。该参数编辑器提示您指定 IP 种类名称，可选名称，可选端口，体系
结构特性和输出文件生成选项。参数编辑器生成一个顶层.qsys 或者.qip 文件，代表工程中的 IP 内
核。或者，您可以在没有打开 Quartus II 工程的情况下定义 IP 种类。没有打开工程时，直接在 IP
Catalog 中选择 Device Family 来按器件过滤 IP 内核。

注意: IP Catalog 在 Qsys (View > IP Catalog)中也适用。Qsys IP Catalog 包括专用系统互联、视频
和图像处理以及 Quartus II IP Catalog 没有的其它系统级 IP。

使用以下功能，帮助您快速查找和选择 IP 内核：

• 将 IP 内核过滤为 Show IP for active device family 或者 Show IP for all device families。
• 在 IP Catalog 中搜索并定位任何完整或部分的 IP 内核。点击 Search for Partner IP，访问 Altera

网站上的伙伴 IP 信息。
• 右击 IP Catalog 中的 IP 内核名称，显示所支持器件的细节、安装位置和文档的链接。

图 4-3: Quartus II IP Catalog

Search and filter IP for your target device

Double-click to customize, right-click for information

注意: IP Catalog 和参数编辑器替代 Quartus II 软件中的 MegaWizard™ Plug-In Manager。Quartus II
软件可能生成关系到 MegaWizard Plug-In Manager 的信息。在这些信息中，将"IP Catalog
and parameter editor"替换成"MegaWizard Plug-In Mana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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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 IP 内核参数和选项
请按照下列步指定 IP 内核参数和选项。

1. 在 IP 目录中 (Tools > IP Catalog)，找到并双击要定制的 IP 内核名。出现参数编辑器。
2. 指定您定制的 IP 实例的顶层名称。该名称识别工程中的 IP 内核文件。如果出现提示，也要指

定 Altera 目标器件系列和输出文件 HDL 优先选择。点击 OK。
3. 指定 IP 种类的参数和选项：

• 对预置(preset)参数值进行选择。对具体的应用预设指定全部初始参数值(如果提供)。
• 指定用于定义 IP 内核功能性、端口配置和器件指定的功能的参数。
• 指定生成时序网表、仿真模型、测试台或实例设计的选项(如果适用)。
• 指定在其它 EDA 工具中处理 IP 内核文件的选项。

4. 点击 Finish 或 Generate 生成与您的 IP 种类相匹配的综合和其它可选文件。参数编辑器生成顶
层.qip 或.qsys IP 种类文件以及 HDL 文件用于综合和仿真。某些 IP 内核也同时生成测试台或实
例设计用于硬件测试。

顶层 IP 实例被添加到当前 Quartus II 工程。点击 Project > Add/Remove Files in Project 手动对工
程添加一个 .qip 或 .qsys 文件。进行相应的管脚分配以连接端口。

扩展 PLL 锁定范围

PLL 锁定范围是最小(Freq min lock parameter)到最大 (Freq min lock parameter)输入频率值，在此范
围内 PLL 能够实现锁定。改变输入频率可能会导致 PLL 失锁，但如果输入时钟保持在最小和最大
频率规范内，那么 PLL 就能实现锁定。 Quartus II 软件在 Compilation Report 中的 Resource Section
of the Fitter 文件夹下的 PLL Summary 报告中显示这些输入频率值。

Quartus II 软件未必选择 PLL 参数的值来最大化锁定范围。例如，当在 ALTPLL 参数编辑器中指
定一个 75 MHz 输入时钟时，实际 PLL 锁定范围可能从 70 MHz 到 90 MHz。如果您的应用要求一
个 50 MHz 到 100 MHz 的锁定范围，那么此 PLL 的默认锁定范围是不够的。

对于那些支持 PLL 中时钟切换的器件，您可以使用 ALTPLL IP 内核参数编辑器来最大化锁定范
围。

按照下面步骤获得有效参数值，最大化 PLL 锁定范围：

1. 在 schematic editor 中，双击您设计中的 ALTPLL 实例，打开 ALTPLL parameter editor。
2. 在 General/Modes 页面上， 对 What is the frequency of the inclk0 input?输入所需 PLL 锁定范围

的低端值。

例如，如果您的应用要求一个 50 MHz 到 100 MHz 的锁定范围，那么输入 50 MHz。
3. 在 Inputs/Lock 页面上，开启 Create output file(s) using the 'Advanced' PLL parameters。
4. 在 Clock switchover 页面上，开启 Create an 'inclk1' input for a second input clock，输入锁定范

围的高端值作为 inclk1 的频率。

例如，如果您的应用要求一个 50 MHz 到 100 MHz 的锁定范围，那么输入 100 MHz。
5. ALTPLL IP core parameter editor 的其它页面中设置剩余参数。
6. 编译您的工程并注意 PLL Summary 报告中显示的锁定范围。如果锁定范围是满意的，那么要

注意报告中 PLL 的全部值，例如： M 值， N 值，电荷泵电流值，环路滤波器电阻值和环路滤
波器电容值。

7. 在 schematic editor 中，双击您设计中的 ALTPLL 实例，打开 ALTPLL parameter editor。
8. 在 Clock switchover 页面上，关闭 Create an 'inclk1' input for a second input clock。
9. 点击 Finish 更新 PLL 封装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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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在文本编辑器中打开 PLL 封装文件。修改步骤 6 中列出参数的所有值。保存所作修改。

• 如果封装文件是 Verilog 格式，那么转到 defparam 部分。
• 如果封装文件是 VHDL HDL，那么转到 Generic Map 部分。

11.编译您的设计。
12.检查 PLL Summary 报告，确认 PLL 锁定范围满足您的要求。修改过的 PLL 应该有所需的锁定

范围。

如果输入时钟频率过于接近 PLL 锁定范围的低端和高端—例如，时钟范围的低端是 50 MHz，输
入时钟频率是 50 MHz，当输入时钟有抖动或者频率低于 50 MHz 漂移，PLL 可能不会维持锁定。
您可以选择扩展 PLL 锁定范围，以确保预期输入时钟频率达到更大的范围。例如，您可以输入 45
MHz 和 105 MHz，以确保 50 MHz 到 100 MHz 的目标锁定范围在 PLL 锁定范围之内。

如果 Quartus II 软件通过使用此方法不能实现您的首选锁定范围，则会提示错误信息。因此，您
必须考虑其它选项，例如 PLL 重配置，支持您的输入频率范围。

使用高级参数的可编程带宽

对于 PLL 环路滤波器特性的精确控制，高级别控制也是可能的。该级别使您能够明确选择以下高
级参数：

• 电荷泵电流 (charge_pump_current)
• 环路滤波器电阻(loop_filter_r)
• 环路滤波器电容(loop_filter_c)

此选项适用于那些对 PLL 配置的具体细节有所了解的高级用户。如果您非常了解这些参数，并能
设置得很好，那么也可以使用此选项。生成的文件不应该被 ALTPLL IP 内核参数编辑器重使用。
使用高级参数指定 ALTPLL IP 内核输出文件， Quartus II 编译器不能改变它们。例如，编译器不
能执行优化。因此，您的设计不能受益于编译器改进算法。 Quartus II 编译器不能选择更好的设
置或者更改某些 ALTPLL IP 内核参数编辑器认为与您的设计不兼容设置。

使用高级 PLL 参数生成输出文件的参数设置位于 ALTPLL IP core parameter editor 的 Inputs/Lock
页面。

开启 Create output file(s) using the 'Advanced' PLL parameters 来使能此功能。

开启此选项时。生成的输出文件包含 PLL 中使用的全部初始计数器值。这些值可用于第三方仿真
器中的功能仿真。

这些参数设置不会创建额外的顶层端口。

相关链接

• 可编程带宽 (第 2-19 页)
• 电荷泵与环路滤波器 (第 4-9 页)

提供了关于 PLL 组件实时更新 PLL 带宽的详细信息。
• 可编程带宽参数设置 (第 6-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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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L 动态重配置实现

请按照下列步骤重配置 PLL 计数器：

1. 在移入 scandata 的第一个比特(Dn)之前，scanclkena 信号至少置位一个 scanclk 周期。
2. 串行数据 (scandata)在 scanclk 的第二个上升上沿被移入扫描链中。
3. 所有的 144 个比特全部扫描进扫描链中后，scanclkena 信号被置低，以防止扫描链中比特的意

外移动。
4. configupdate 信号置位一个 scanclk 周期，以使用扫描链中的数据更新 PLL 计数器。

scandone 信号变高，表明正在对 PLL 进行重配置。下降沿表明 PLL 计数器已经使用新的设置
进行更新了。

5. 如果修改了 M，N，后缩放输出 C 计数器或者 ICP，R，C 设置，需要使用 areset 信号对 PLL 进
行复位。

6. 重复步骤 1 到 5，可以对 PLL 进行任意次数的重配置。

图 4-4: PLL 重配置扫描链功能仿真

scandata

scanclk

scanclkena

scandataout

configupdate

scandone

areset

Dn_old D0_old Dn

D0Dn
LSB

当重配置计数器时钟频率时，不能使用同一接口对相应的计数器相移设置进行重配置。您可以使
用动态相移重配置接口对相移进行实时重配置。如果对计数器频率进行重配置，但想在时钟输出
上保持相同的非零相移设置(例如，90°)，那么你必须在重配置计数器时钟频率之后，再对相移进
行重配置。

相关链接

PLL 重配置 (第 2-26 页)

后缩放计数器(C0 到 C4)

您可以实时配置倍频或分频值以及后缩放计数器的占空比。每一个计数器均有一个 8-bit 高时间设
置和 8-bit 低时间设置。占空比是时钟输出高/低脉冲与整个时钟周期时间的比率，这是两者的总
和。

后缩放计数器有两个控制比特：

• rbypass—旁路计数器
• rselodd—选择输出时钟占空比

UG-M10CLKP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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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 rbypass 位设为 1 时，它将旁路计数器，产生一分频。当该比特设为 0 时, PLL 会根据高/低时
间计数器来计算 VCO 输出频率的有效分频。PLL 通过在 VCO 输出时钟的上升沿完成输出时钟从
高到低的跳变，来实现这一占空比。

举例说明，若后缩放分频因子是 10, 则高和低脉冲计数值都被设置成 5，以实现 50–50%占空比。
然而，将高低脉冲计数值分别设成 4 和 6 会产生一个 40–60%占空比的输出时钟。

rselodd 比特表明 50%占空比的 VCO 输出频率是一个计数分频因子。PLL 通过在 VCO 输出时钟
的下降沿完成输出时钟从高到低的跳变，从而实现这一占空比。

举例说明，若后缩放分频因子是 3，则高低脉冲计数值分别是 2 和 1，以实现这一分频。这意味着
一个 67%–33%的占空比。如果需要一个 50%–50%的占空比，那么必须将 rselodd 控制位设为
1(尽管是一个奇数分频因子)，以实现这一占空比。当设置 rselodd = 1, 需从高脉冲减去 0.5 周期，
并在低脉冲加入 0.5 周期。

此示例的计算如下所示：

• High time count = 2 cycles
• Low time count = 1 cycle
• rselodd = 1 有效等于：

• High time count = 1.5 cycles
• Low time count = 1.5 cycles
• Duty cycle = (1.5/3)% high time count and (1.5/3)% low time count

相关链接

可编程占空比 (第 2-19 页)

扫描链

MAX 10 PLL 有一个 144-bit 扫描链。

表 4-1: PLL 组件重编程比特

模块名称
比特数

计数器 控制比特 总数

C4 (6) 16 (7) 18

C3 16 2 18

C2 16 2 18

C1 16 2 18

C0 16 2 18

M 16 2 18

N 16 2 18

电荷泵 9 0 9

环路滤波器(8) 9 0 9

(6) C4 低计数值的 LSB 比特是移入扫描链的第一个比特
(7) 这两个控制比特包括用于旁路计数器的 rbypass 和用于选择输出时钟占空比的 rselodd
(8) 环路滤波器的 MSB 比特是移入扫描连的最后一个比特。

4-8 扫描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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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名称
比特数

计数器 控制比特 总数

总比特数 144

图 4-5: PLL 组件扫描链顺序

DATAIN

C1C2C3C4DATAOUT

MSB
LF CP

LSB N M C0

图 4-6: PLL 后缩放计数器的扫描链比特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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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荷泵与环路滤波器

通过重配置下面设置，实时更新 PLL 带宽。

• 电荷泵(ICP)
• 环路滤波器电阻(R)
• 环路滤波器电容(C)

表 4-2: 电荷泵控制比特

CP[2] CP[1] CP[0] 设置值(十进制)

0 0 0 0
0 0 1 1
0 1 1 3
1 1 1 7

表 4-3: 环路滤波器阻值控制

LFR[4] LFR[3] LFR[2] LFR[1] LFR[0] 设置值(十进制)

0 0 0 0 0 0
0 0 0 1 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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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FR[4] LFR[3] LFR[2] LFR[1] LFR[0] 设置值(十进制)

0 0 1 0 0 4
0 1 0 0 0 8
1 0 0 0 0 16
1 0 0 1 1 19
1 0 1 0 0 20
1 1 0 0 0 24
1 1 0 1 1 27
1 1 1 0 0 28
1 1 1 1 0 30

表 4-4: 环路滤波器高频电容控制

LFC [1] LFC[0] 设置值(十进制)

0 0 0
0 1 1
1 1 3

相关链接

• 可编程带宽 (第 2-19 页)
• 使用高级参数的可编程带宽 (第 4-6 页)
• 可编程带宽参数设置 (第 6-2 页)

旁路 PLL 计数器

旁路 PLL 计数器会产生值为 1 的倍频因子(M 计数器)或者分频因子(N，C0 到 C4 计数器)。

表 4-5: PLL 计数器设置

说明
PLL 扫描链位[0..8]设置

LSB MSB

旁路的 PLL 计数
器

X X X X X X X X 1(9) 

未旁路的 PLL 计
数器

X X X X X X X X 0

要旁路 PLL 计数器，需将旁路比特设置成 1。其它比特上的值被忽略。

(9) 旁路比特

4-10 旁路 PLL 计数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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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相位配置实现

按照下面步骤执行一个动态相移进阶：

1. 根据需要设置 PHASEUPDOWN 和 PHASECOUNTERSELECT。
2. 置位 PHASESTEP 至少两个 SCANCLK 周期。每个 PHASESTEP 脉冲允许一个相移。
3. PHASEDONE 变低后置低 PHASESTEP。
4. 等待 PHASEDONE 变高。
5. 按照所需的次数重复步骤 1 到 4 来执行多个相移。

PHASEUPDOWN 和 PHASECOUNTERSELECT 信号同步于 SCANCLK 信号，一定要符合 SCANCLK 时钟沿的 tsu
和 th 要求。

您可以无限制地重复动态相移。举例说明，在一个设计中 VCO 频率设置为 1,000 MHz，输出时钟
频率设置为 100 MHz，执行 40 次动态相移(每一次产生 125 ps 相移)会使输出时钟的相位偏移到
180°，也就是说，5 ns 的相移。

图 4-7: 动态相移时序图

PHASEDONE goes low 
synchronous with SCANCLK

SCANCLK

PHASESTEP

PHASEUPDOWN

PHASECOUNTERSELECT

PHASEDONE

a b c d

PHASESTEP 信号在 SCANCLK (a,c)的负边沿上被锁存，并且必须保持至少两个 SCANCLK 周期的置位状
态。PHASEDONE 变低后置低 PHASESTEP。

PHASESTEP 锁存后，在第二个 SCANCLK 上升沿(b，d)，PHASEUPDOWN 和 PHASECOUNTERSELECT 的值被
锁存，PLL 开始对指定计数器进行指定方向的动态相位偏移。

PHASEDONE 被置低，在第二个上升沿(b,d)与 SCANCLK 同步，并在 PLL 完成动态相位偏移前保持在
低电平。根据 VCO 和 SCANCLK 频率，PHASEDONE 低脉冲时间可能大于，也可能小于一个 SCANCLK

周期。

您可以在 PHASEDONE 信号从高变低后执行另一个动态相移。每一个 PHASESTEP 脉冲使能一个相
移。PHASESTEP 脉冲必须至少是一个 SCANCLK 周期。

相关链接

• 可编程相移 (第 2-19 页)
• 动态相位配置参数设置 (第 6-4 页)

提供了关于 Quartus II 中 ALTPLL IP 内核参数设置的详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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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TPLL_RECONFIG 参数 (第 7-1 页)
提供了关于 Quartus II 中 ALTPLL_RECONFIG IP 内核参数设置的详细信息。

• PLL 动态重配置参数设置 (第 6-3 页)
提供了关于 Quartus II 中 ALTPLL IP 内核参数设置的详细信息。

• ALTPLL_RECONFIG 参数 (第 7-1 页)
提供了关于 Quartus II 中 ALTPLL_RECONFIG IP 内核参数设置的详细信息。

动态相位配置计数器选择

表 4-6: 相位计数器选择映射

PLL 计数器选择 PHASECOUNTERSELECT [2] [1] [0]

所有输出计数器 0 0 0

M 计数器 0 0 1

C0 计数器 0 1 0

C1 计数器 0 1 1

C2 计数器 1 0 0

C3 计数器 1 0 1

C4 计数器 1 1 0

相关链接

可编程相移 (第 2-19 页)

使用高级参数的动态相位配置

在 ALTPLL IP 内核中可得到的最佳移相步进分辨率是 1/8 VCO 周期。如果 VCO 频率在所支持
VCO 范围的低端，那么相移步进分辨率可能要大于设计优选的。

您可以使用 PLL 的动态相位重配置功能修改相移分辨率。如果在不使能 PLL 的动态相位重配置功
能的情况下修改相移分辨率，那么请执行以下步骤：

1. 创建一个 ALTPLL 实例。一定要指定目标器件的速度等级和 PLL 类型。
2. 在 PLL Reconfiguration 页面，开启 Create optional inputs for dynamic phase reconfiguration 和

Enable phase shift step resolution。
3. 在 Output Clocks 页面，对每个所需的输出时钟设置相应的相移。要注意显示的所有内部 PLL

设置。
4. 在 Bandwidth/SS 页面，点击 More Details 查看内部 PLL 设置。要注意显示的所有设置。
5. 在 Inputs/Lock 页面，开启 Create output file(s) using the ‘Advanced’ PLL Parameters。
6. 返回到 PLL Reconfiguration 页面，关闭 Create Optional Inputs for Dynamic Phase

Reconfiguration。
7. 点击 Finish 生成 PLL 实例文件。

使用 Advanced Parameters 时，PLL 封装文件 (< ALTPLL_instantiation_name>.v 或者< 
_instantiation_name>.vhd)以一种能够使您识别 PLL 参数的格式写入。这些参数列于 VHDL 文
件的 Generic Map 部分，或者 Verilog 文件的 defparam 部分。

8. 打开您的 PLL 实例封装文件并找到 Generic Map 或 defparam 部分。

4-12 动态相位配置计数器选择
UG-M10CLKPLL

2014.09.22

Altera 公司 MAX 10 时钟和 PLL 实现指南

反馈

mailto:TechDocFeedbackCN@altera.com?subject=%20MAX%2010%E6%97%B6%E9%92%9F%E5%92%8CPLL%E5%AE%9E%E7%8E%B0%E6%8C%87%E5%8D%97%20(UG-M10CLKPLL%202014.09.22)%20%E7%9A%84%E5%8F%8D%E9%A6%88&body=%E9%9D%9E%E5%B8%B8%E6%84%9F%E8%B0%A2%E6%82%A8%E7%9A%84%E5%8F%8D%E9%A6%88%E3%80%82%E8%AF%B7%E5%9C%A8%E8%AF%84%E8%AE%BA%E4%B8%AD%E6%8C%87%E6%98%8E%E7%9B%B8%E5%85%B3%E7%9A%84%E9%A1%B5%E7%A0%81%E5%92%8C%E6%AE%B5%E8%90%BD%EF%BC%8C%E8%B0%A2%E8%B0%A2%E3%80%82


9. 修改设置以符合您在步骤 3 和 4 中注释的设置。
10.保存 PLL 实例封装文件并编译您的设计。
11.验证 Compilation Report 中的 Fitter 文件夹的 Resource 部分下的 PLL Usage 报告中的输出时钟

频率和相位是否正确。

通过使用这种技术，您可以应用有效的 PLL 参数(ALTPLL IP core parameter editor 提供)对您的设
计优化设置。

或者，如果您不想使用 Advanced PLL Parameters 选项手动编辑 PLL 封装文件，那么您可以使能动
态相位重配置选项并连接相关输入端口 —phasecounterselect[3..0]， phaseupdown， phasestep
和 scanclk—到常量。

相关链接

可编程相移 (第 2-19 页)

用于 Altera IP 内核的生成文件
Quartus II 软件生成 IP 内核的以下输出。

图 4-8: IP 内核生成文件

<Project Directory >  

<your_ip >.v  or .vhd  - Top-level IP synthesis file 

<your_ip >_inst.v  or .vhd - Sample instantiation template 

<your_ip >.bsf - Block symbol schematic file 

<your_ip >.vo  or .vho - IP functional simulation model 2

<your_ip >_syn.v  or .vhd - Timing and resource estimation netlist 1  

<your_ip >_bb.v - Verilog HDL black box EDA synthesis file

<your_ip >.qip  - Quartus II IP integration file

greybox_tmp 3   

<your_ip >.cmp  - VHDL component declaration file 

Notes:
1. If supported and enabled for your IP variation
2. If functional simulation models are generated
3. Ignore this directory 

ALTPLL_RECONFIG IP 内核

ALTPLL_RECONFIG IP 内核实现重配置逻辑以便捷 PLL 的动态实时重配置。您可以使用 IP 内核
来实时更新输出时钟频率、PLL 带宽和相移，而无需重配置整个 FPGA。

在那些必须支持动态修改时钟频率和相移以及其它频率信号的设计中要使用 ALTPLL_RECONFIG
IP 内核。此外，IP 内核在原型开发环境中也很有用，使您能够扫描 PLL 输出频率，并动态调整输
出时钟相位。通过改变输出时钟相移也能够实时调整 clock-to-output (tCO)延迟。通过这一方法不
再需要使用新的 PLL 设置重新生成配置文件。此操作要求动态相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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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 Catalog 和 Parameter Editor
Quartus II IP Catalog (Tools > IP Catalog)和参数编辑器(parameter editor)帮助您轻松定制并集成 IP
内核到工程中。可以使用 IP Catalog 和参数编辑器选择、定制和生成代表您定制的 IP 种类的文
件。

IP Catalog 自动显示您的目标器件能够使用的 IP 内核。双击任何 IP 内核名来运行参数编辑器， 生
成代表您的 IP 种类的文件。该参数编辑器提示您指定 IP 种类名称，可选名称，可选端口，体系
结构特性和输出文件生成选项。参数编辑器生成一个顶层.qsys 或者.qip 文件，代表工程中的 IP 内
核。或者，您可以在没有打开 Quartus II 工程的情况下定义 IP 种类。没有打开工程时，直接在 IP
Catalog 中选择 Device Family 来按器件过滤 IP 内核。

注意: IP Catalog 在 Qsys (View > IP Catalog)中也适用。Qsys IP Catalog 包括专用系统互联、视频
和图像处理以及 Quartus II IP Catalog 没有的其它系统级 IP。

使用以下功能，帮助您快速查找和选择 IP 内核：

• 将 IP 内核过滤为 Show IP for active device family 或者 Show IP for all device families。
• 在 IP Catalog 中搜索并定位任何完整或部分的 IP 内核。点击 Search for Partner IP，访问 Altera

网站上的伙伴 IP 信息。
• 右击 IP Catalog 中的 IP 内核名称，显示所支持器件的细节、安装位置和文档的链接。

图 4-9: Quartus II IP Catalog

Search and filter IP for your target device

Double-click to customize, right-click for information

注意: IP Catalog 和参数编辑器替代 Quartus II 软件中的 MegaWizard™ Plug-In Manager。Quartus II
软件可能生成关系到 MegaWizard Plug-In Manager 的信息。在这些信息中，将"IP Catalog
and parameter editor"替换成"MegaWizard Plug-In Mana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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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 IP 内核参数和选项
请按照下列步指定 IP 内核参数和选项。

1. 在 IP 目录中 (Tools > IP Catalog)，找到并双击要定制的 IP 内核名。出现参数编辑器。
2. 指定您定制的 IP 实例的顶层名称。该名称识别工程中的 IP 内核文件。如果出现提示，也要指

定 Altera 目标器件系列和输出文件 HDL 优先选择。点击 OK。
3. 指定 IP 种类的参数和选项：

• 对预置(preset)参数值进行选择。对具体的应用预设指定全部初始参数值(如果提供)。
• 指定用于定义 IP 内核功能性、端口配置和器件指定的功能的参数。
• 指定生成时序网表、仿真模型、测试台或实例设计的选项(如果适用)。
• 指定在其它 EDA 工具中处理 IP 内核文件的选项。

4. 点击 Finish 或 Generate 生成与您的 IP 种类相匹配的综合和其它可选文件。参数编辑器生成顶
层.qip 或.qsys IP 种类文件以及 HDL 文件用于综合和仿真。某些 IP 内核也同时生成测试台或实
例设计用于硬件测试。

顶层 IP 实例被添加到当前 Quartus II 工程。点击 Project > Add/Remove Files in Project 手动对工
程添加一个 .qip 或 .qsys 文件。进行相应的管脚分配以连接端口。

用于 Altera IP 内核的生成文件
Quartus II 软件生成 IP 内核的以下输出。

图 4-10: IP 内核生成文件

<Project Directory >  

<your_ip >.v  or .vhd  - Top-level IP synthesis file 

<your_ip >_inst.v  or .vhd - Sample instantiation template 

<your_ip >.bsf - Block symbol schematic file 

<your_ip >.vo  or .vho - IP functional simulation model 2

<your_ip >_syn.v  or .vhd - Timing and resource estimation netlist 1  

<your_ip >_bb.v - Verilog HDL black box EDA synthesis file

<your_ip >.qip  - Quartus II IP integration file

greybox_tmp 3   

<your_ip >.cmp  - VHDL component declaration file 

Notes:
1. If supported and enabled for your IP variation
2. If functional simulation models are generated
3. Ignore this directory 

获得资源使用情况报告

关于 ALTPLL_RECONFIG IP 内核的资源使用和性能的详细信息，请参考 Quartus II 中的编译报
告。

UG-M10CLKP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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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按照下列步骤在 Quartus II 软件中查看 ALTPLL_RECONFIG IP 内核的编译报告：

1. 在 Processing 菜单中，点击 Start Compilation 运行一个完整编译。
2. 编译设计后，在 Processing 菜单中点击 Compilation Report。
3. 在 Table of Contents 中点击 “+”展开 Fitter 文件夹。
4. 在 Fitter 下展开 Resource section，然后选择 Resource Usage Summary 来查看资源使用情况信

息。
5. 在 Fitter 下展开 Resource section，然后选择 Resource Utilization by Entity 来查看资源使用情况

信息。

Internal Oscillator IP 内核

Internal Oscillator IP 内核指定器件的内部振荡器频率。

IP Catalog 和 Parameter Editor
Quartus II IP Catalog (Tools > IP Catalog)和参数编辑器(parameter editor)帮助您轻松定制并集成 IP
内核到工程中。可以使用 IP Catalog 和参数编辑器选择、定制和生成代表您定制的 IP 种类的文
件。

IP Catalog 自动显示您的目标器件能够使用的 IP 内核。双击任何 IP 内核名来运行参数编辑器， 生
成代表您的 IP 种类的文件。该参数编辑器提示您指定 IP 种类名称，可选名称，可选端口，体系
结构特性和输出文件生成选项。参数编辑器生成一个顶层.qsys 或者.qip 文件，代表工程中的 IP 内
核。或者，您可以在没有打开 Quartus II 工程的情况下定义 IP 种类。没有打开工程时，直接在 IP
Catalog 中选择 Device Family 来按器件过滤 IP 内核。

注意: IP Catalog 在 Qsys (View > IP Catalog)中也适用。Qsys IP Catalog 包括专用系统互联、视频
和图像处理以及 Quartus II IP Catalog 没有的其它系统级 IP。

使用以下功能，帮助您快速查找和选择 IP 内核：

• 将 IP 内核过滤为 Show IP for active device family 或者 Show IP for all device families。
• 在 IP Catalog 中搜索并定位任何完整或部分的 IP 内核。点击 Search for Partner IP，访问 Altera

网站上的伙伴 IP 信息。
• 右击 IP Catalog 中的 IP 内核名称，显示所支持器件的细节、安装位置和文档的链接。

4-16 Internal Oscillator IP 内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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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1: Quartus II IP Catalog

Search and filter IP for your target device

Double-click to customize, right-click for information

注意: IP Catalog 和参数编辑器替代 Quartus II 软件中的 MegaWizard™ Plug-In Manager。Quartus II
软件可能生成关系到 MegaWizard Plug-In Manager 的信息。在这些信息中，将"IP Catalog
and parameter editor"替换成"MegaWizard Plug-In Manager"。

指定 IP 内核参数和选项
请按照下列步指定 IP 内核参数和选项。

1. 在 IP 目录中 (Tools > IP Catalog)，找到并双击要定制的 IP 内核名。出现参数编辑器。
2. 指定您定制的 IP 实例的顶层名称。该名称识别工程中的 IP 内核文件。如果出现提示，也要指

定 Altera 目标器件系列和输出文件 HDL 优先选择。点击 OK。
3. 指定 IP 种类的参数和选项：

• 对预置(preset)参数值进行选择。对具体的应用预设指定全部初始参数值(如果提供)。
• 指定用于定义 IP 内核功能性、端口配置和器件指定的功能的参数。
• 指定生成时序网表、仿真模型、测试台或实例设计的选项(如果适用)。
• 指定在其它 EDA 工具中处理 IP 内核文件的选项。

4. 点击 Finish 或 Generate 生成与您的 IP 种类相匹配的综合和其它可选文件。参数编辑器生成顶
层.qip 或.qsys IP 种类文件以及 HDL 文件用于综合和仿真。某些 IP 内核也同时生成测试台或实
例设计用于硬件测试。

顶层 IP 实例被添加到当前 Quartus II 工程。点击 Project > Add/Remove Files in Project 手动对工
程添加一个 .qip 或 .qsys 文件。进行相应的管脚分配以连接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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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 Altera IP 内核的生成文件
Quartus II 软件生成 IP 内核的以下输出。

图 4-12: IP 内核生成文件

<Project Directory >

<your_ip >_bb.v - Verilog HDL black box EDA synthesis file

<your_ip >_inst.v  or .vhd - Sample instantiation template 

synthesis - IP synthesis files

<your_ip >.qip  - Lists files for synthesis

testbench  - Simulation testbench files  1

<testbench_hdl_files >

<simulator_vendor > - Testbench for supported simulators

<simulation_testbench_files >

<your_ip >.v  or .vhd  - Top-level IP variation synthesis file

simulation - IP simulation files
<your_ip >.sip  - NativeLink simulation integration file

<simulator vendor > - Simulator setup scripts

<simulator_setup_scripts >

<your_ip > - IP core variation files

<your_ip >.qip  or .qsys  - System or IP integration file

<your_ip >_generation.rpt - IP generation report

<your_ip >.bsf - Block symbol schematic file 

<your_ip >.ppf  - XML I/O pin information file

<your_ip >.spd  - Combines individual simulation startup scripts  1

<your_ip >.html  - Contains memory map

<your_ip >.sopcinfo  - Software tool-chain integration file

<your_ip >_syn.v  or .vhd - Timing and resource estimation netlist 1

<your_ip >.debuginfo  - Lists files for synthesis

<your_ip >.v, .vhd, .vo, .vho  - Simulation HDL or IPFS mode 2

<your_ip >_tb - Testbench for supported simulators

<your_ip >_tb.v  or .vhd  - Top-level HDL testbench file

注释：
1. 如果支持和使能用于您的IP种类
2. 如果生成了功能仿真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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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TCLKCTRL 参数

表 5-1: MAX 10 器件的 ALTCLKCTRL IP 内核参数

该表列出了适用于 MAX 10 器件的 IP 内核参数。
参数 值 说明

How do you want to use
the ALTCLKCTRL

For global clock 或
者 For external path

指定 ALTCLKCTRL 缓存模式。从以下模式中选
择：

• For global clock—允许一个时钟信号通过等量偏
斜达到芯片的所有部分；您可以选择输入端口
clkselect 在四个时钟输入之间进行切换。

• For external path—代表从 PLL 的输出到专用时
钟输出管脚的时钟路径；仅接受一个时钟输出。

How many clock inputs
would you like?

1，2，3 或 4 指定时钟控制模块的输入时钟源的数量。您最多可
以指定四个时钟输入。

只有选择了 For global clock 选项，才能修改时钟输
入的数量。

Create ‘ena’ port to
enable or disable the
clock network driven by
this buffer

On 或 Off 如果要创建一个高电平有效时钟使能信号来使能或
禁用时钟网络，那么需要开启此选项。

Ensure glitch-free
switchover
implementation

On 或 Off 当使用多个时钟输入时，开启此选项来实现无毛刺
切换。

您必须确保当前选择的时钟在切换到另一个源之前
要在运行。如果所选的时钟没有运行，那么无毛刺
切换的实现将无法切换到新的时钟源。

默认情况下，clkselect 端口被设为 00。必须对
inclk0x 应用一个时钟，以读取 clkselect 端口上
的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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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链接

• 全局时钟控制模块 (第 2-4 页)
• 全局时钟网络断电 (第 2-6 页)
• 时钟使能信号 (第 2-6 页)
• 指南：时钟使能信号 (第 3-1 页)

ALTCLKCTRL 端口和信号

表 5-2: MAX 10 器件的 ALTCLKCTRL 输入端口

端口名称 条件 说明

clkselect[] 可选 输入，此输入动态地选择时钟源来驱动一个由时钟缓冲
器驱动的时钟网络。

输入端口[1 DOWNTO 0]宽。

如果省略，则默认为 GND。

如果此信号被连接，那么只有全局时钟网络能被该时钟
控制模块驱动。

以下是二进制值的信号选择：

• 00—inclk[0]

• 01—inclk[1]

ena 可选 时钟缓存的时钟使能。

如果省略，则默认值为 VCC 。

inclk[] 需要 时钟缓存的时钟输入。

输入端口[1 DOWNTO 0]宽。

您最多可以指定两个时钟输入，inclk[1..0]。

时钟管脚，PLL 的时钟输出和内核信号能够驱动
inclk[]端口。

多时钟输入只被全局时钟网络支持。

表 5-3: MAX 10 器件的 ALTCLKCTRL 输出端口

端口名称 条件 说明

outclk 需要 时钟缓存的输出。

相关链接

• 全局时钟控制模块 (第 2-4 页)
• 全局时钟网络断电 (第 2-6 页)
• 时钟使能信号 (第 2-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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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南：时钟使能信号 (第 3-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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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TPLL 参数

下表列出了应用于 MAX 10 器件的 IP 内核参数。

操作模式参数设置

您可以在 ALTPLL IP core parameter editor 的 General/Modes 页面上设置 PLL 的操作模式。

表 6-1: 操作模式参数编辑器设置

参数 值 说明

Which device speed
grade will you be using?

Any，7 或者 8 如果您使用的器件的速度还不是最快，那么指定速
度等级。数值越低，速度越快。

What is the frequency of
the inclock0 input?

— 指定输入时钟信号的频率。

Use the feedback path
inside the PLL

In normal mode，
In source-

synchronous
compensation

mode，In zero-
delay buffer mode

或者 With no
compensation

Specify which operation mode to use.

对于源同步模式和零延迟缓存模式，除了设置 IP 内
核中的相应模式，您还必须使用 Assignment Editor
进行 PLL 补偿约束。这些约束使您能够指定一个输
出管脚，作为零延迟缓存模式下 PLL 的补偿目标，
或者指定一个输入管脚或者一组输入管脚，作为源
同步模式下 PLL 的补偿目标。

Which output clock will
be compensated for?

C0，C1，C2，C3 或
者 C4

指定要补偿的 PLL 输出端口。

下拉列表包含所选器件的全部输出时钟端口。正确
的输出时钟选择取决于您选择的操作模式。

例如，对于正常模式，选择内核输出时钟。对于零
延迟缓存模式，选择外部输出时钟。

相关链接

时钟反馈模式 (第 2-1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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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L 控制信号参数设置

控制信号的参数设置位于 ALTPLL IP core parameter editor 的 Inputs/Lock 页面。

从选择中打开要创建的控制信号。

相关链接

PLL 控制信号 (第 2-13 页)

可编程带宽参数设置

ALTPLL IP core parameter editor 的 Bandwidth/SS 页面上可以配置 ALTPLL IP core 的带宽。

表 6-2: 带宽配置参数编辑器设置

参数 值 说明

Auto — ALTPLL 参数编辑器选择可能最佳的带宽值以达到所需的
PLL 设置。在某些情况下，你可以得到 Low 和 High 预设范
围外的带宽值。

您可以使用可编程带宽功能和时钟切换功能来得到所需的的
时 PLL 输出设置。如果要使能扩频功能，则必须将带宽设置
成 Auto 。

Preset

Low 低带宽的 PLL 有更好的抖动抑制，但锁定时间较慢。

Medium 中带宽的 PLL 具有锁定时间和抖动抑制之间的平衡。

High 高带宽的 PLL 有较快的锁定时间，但跟踪更多的抖动。

Bandwidth/SS 页面中右侧的表格显示了以下组件的值:

• 电荷泵电流
• 环路滤波器电阻
• 环路滤波器电容
• M 计数器

这些参数设置不会创建额外的顶层端口。

相关链接

• 可编程带宽 (第 2-19 页)
• 使用高级参数的可编程带宽 (第 4-6 页)
• 电荷泵与环路滤波器 (第 4-9 页)

时钟切换参数设置

时钟切换功能的参数设置位于 ALTPLL IP core parameter editor 的 Clock switchover 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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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3: 时钟切换参数编辑器设置

参数 值 说明

Create an 'inclk1' input
for a second input clock

On 或 Off 开启此选项以使能切换功能。

默认情况下，inclk0 信号是 ALTPLL IP 内核的主输
入时钟信号。

Create a 'clkswitch'
input to manually select
between the input clocks

— 选择此选项用于手动时钟切换模式。

Allow PLL to
automatically control
the switching between
input clocks

— 选择此选项用于自动时钟切换模式。

自动切换功能在失锁时或者 inclk0 信号停止翻转时
启动。

Create a 'clkswitch'
input to dynamically
control the switching
between input clocks

On 或 Off 开启此选项用于带手动覆盖的自动时钟切换模式。

自动切换功能在失锁时或者 clkswitch 信号置位时
启动。

Perform the input clock
switchover after
(number) input clock
cycles

On 或 Off 开启此选项来指定在 PLL 执行时钟切换之前要等待
的时钟周期数。

要等待的时钟周期数根据器件不同而不同。

Create an 'activeclock'
output to indicate the
input clock being used

On 或 Off 开启此选项以监控哪个输入时钟信号在驱动 PLL。

当前时钟信号是 inclk0 时，activeclock 信号为低
电平。当前时钟信号是 inclk1 时，activeclock 信
号为高电平。

Create a 'clkbad' output
for each input clock

On 或 Off 开启此选项来监控输入时钟信号何时停止翻转。

clkbad0 信号监控 inclk0 信号。clkbad1 信号监控
inclk1 信号。

当 inclk0 信号停止翻转时， clkbad0 信号变高。当
inclk1 信号停止翻转时， clkbad1 信号变高。当输
入时钟信号翻转时，clkbad 信号保持低电平。

相关链接

• 时钟切换 (第 2-22 页)
• 指南：时钟切换 (第 3-3 页)

PLL 动态重配置参数设置

普通动态重配置方案的参数设置位于 ALTPLL IP core parameter editor 的 PLL Reconfiguration 页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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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4: PLL 动态重配置参数编辑器设置

参数 值 说明

Create optional inputs
for dynamic
reconfiguration

On 或 Off 开启此选项以使能此例化的所有 PLL 重配置端口—
scanclk， scanclkena， scandata， scandone，
scandataout 和 configupdate。

Initial Configuration
File

— 指定用于初始化 ALTPLL_RECONFIG IP 内核的配
置文件的位置。

Additional
Configuration File(s)

— 指定其它配置文件。该文件可能包含 PLL 的其它设
置，或者可能用于初始化 ALTPLL_RECONFIG IP
内核。

相关链接

• PLL 重配置 (第 2-26 页)
• 动态相位配置实现 (第 4-11 页)

动态相位配置参数设置

用于使能动态相位配置功能的参数设置位于 ALTPLL IP core parameter editor 的 PLL
Reconfiguration 页面。

表 6-5: 动态相位配置参数编辑器设置

参数 值 说明

Create optional inputs
for dynamic phase
reconfiguration

On 或 Off 开启此选项以使能动态相位配置功能。创建以下端
口：

• phasecounterselect[2..0]

• phaseupdown

• phasestep

• scanclk

• phasedone

Enable phase shift step
resolution edit

On 或 Off 开启此选项修改 Output Clocks 页面上每个 PLL 输
出时钟的 Phase shift step resolution(ps)值。

默认情况下，最佳相移分辨率是 1/8 VCO 周期。如
果 VCO 频率在所支持 VCO 范围的低端，那么相移
分辨率可能要大于设计优选的。使用此选项可微调
移相步进分辨率。

相关链接

• 可编程相移 (第 2-19 页)
• 动态相位配置实现 (第 4-1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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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出时钟参数设置

ALTPLL 参数编辑器的 Output Clocks 页面包含时钟输出信号的参数设置。您可以配置 ALTPLL IP
内核的 c0，c1，c2，c3 和 c4 时钟输出信号。

每个选项有两列：

• 要求的设置—您想要实现的设置。
• 实际的设置—能够在 PLL 电路中实现的最接近值的设置，最大程度接近要求的设置。

使用实际设置列中的值作为调整所要求设置的指南。如果不能近似得到其中一个输出时钟的要求
设置，那么 ALTPLL IP 内核参数编辑器会在每个页面的顶部产生一个警告信息。

表 6-6: 输出时钟参数编辑器设置

参数 值 说明

Use this clock On 或 Off 打开此选项在您的 ALTPLL 实例中生成一个输出时
钟端口。

默认情况下，被补偿的输出时钟端口是使能的。该
输出时钟端口不能禁用，除非选择一个要补偿的不
同输出时钟端口。

Enter output clock
frequency

— 指定输出时钟信号的频率。

Enter output clock
parameters

— 指定输出时钟参数，而不是频率。

Clock multiplication
factor

— 指定信号的时钟倍频因子。

Clock division factor — 指定信号的时钟分频因子。

Clock phase shift — 设置输出时钟信号的可编程相移。

最小相移为 1/8 VCO 周期。对于度数递增，最大步
长为 45 度。您可以使用 Clock multiplication factor
和 Clock division factor 选项设置最小步长。

例如，如果后缩放计数器是 32，那么最小相移步长
是 0.1°。上下按钮能够选择相移值，或者在相移区
域手动输入一个值。

Clock duty cycle (%) — 设置输出时钟信号的占空比。

Per Clock Feasibility
Indicators

— 指示包含无法实现的设置的输出时钟。

红色的输出时钟是无法实现的设置的时钟。绿色时
钟是没有设置问题的时钟，灰色时钟是未被选择的
输出时钟。您必须对受影响的输出时钟调整要求设
置，以解决警告信息。

ALTPLL IP 内核参数编辑器计算出最简分数，并显示在实际设置列中。您可以使用复制按钮将值
从实际设置复制到请求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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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1: PLL 输出时钟频率

例如，如果输入时钟频率为 100 MHz，并且要求的倍频和分频因子分别为 205 和 1025，那么输出
时钟频率为 100 × 205/1025=20 MHz。实际设置反映了最简分数—实际倍频因子是 1，实际分频因
子是 5。

ALTPLL 端口和信号

表 6-7: MAX 10 器件的 ALTPLL 输入端口

端口名称(10) 条件 说明

areset 可选 将所有计数器复位成初始值，包括 GATE_LOCK_

COUNTER 参数。

clkswitch 可选 控制输入端口，在时钟输入端口 (inclk0 和
inclk1 端口)之间动态翻转，或者手动覆盖自动
时钟切换。

只有创建了 inclk1 端口，才应该创建
clkswitch 端口。

configupdate 可选 动态完全 PLL 重配置。

inclk[] 需要 驱动时钟网络的时钟输入。

如果创建了一个以上的 inclk[]端口，那么必须
使用 clkselect 端口来指定使用哪一个时钟。
inclk0 端口必须始终连接；如果需要切换，那
么要连接其它时钟输入。

专用时钟管脚或者 PLL 输出时钟可以驱动此端
口。

pfdena 可选 使能相位频率检测器（PFD）。

当 PFD 禁用时，不管输入时钟如何，PLL 都继
续运行。由于 PLL 输出时钟频率不会一段时间
内改变，因此当一个可靠的输入时钟不再可用
时，您可以使用 pfdena端口作为关闭或清除功
能。

(10) 使用整数替换端口名称中的[]，以得到确切的名称。例如：inclk0 和 inclk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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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口名称(10) 条件 说明

phasecounterselect[] 可选 指定计数器选择。您可以使用
phasecounterselect[2..0]比特来选择 M 或者其
中的一个 C 计数器用于相位调整。一个地址映
射可以对所有的 C 计数器进行选择。 此信号在
SCANCLK 上升沿寄存在 PLL 中。

phasestep 可选 指定动态相移。逻辑高电平使能动态相移。

phaseupdown 可选 指定动态相移方向。1= UP，0 = DOWN。信号
在 SCANCLK 上升沿寄存在 PLL 中。

scanclk 可选 串行扫描链的输入时钟端口。

与 PHASESTEP 相结合使用的内核中的自由时钟，
用于使能或者禁用动态相移。与 SCANCLK 共享，
实现动态重配置。

scanclkena 可选 串行扫描链的时钟使能端口。

scandata 可选 包括串行扫描链的数据。

表 6-8: MAX 10 器件的 ALTPLL 输出端口

端口名称(11) 条件 说明

activeclock 可选 指定时钟切换电路启动时哪个时钟是主参考时
钟。

如果正在使用 inclk0，那么 activeclock 端口
变低。如果正在使用 inclk1，那么 activeclock

端口变高。

通过设置 PLL 可以在主参考时钟不能正确翻转
时自动启动时钟切换，或者使用 clkswitch 输入
端口手动启动时钟切换。

c[] 需要 PLL 的时钟输出。

clkbad[] 可选 clkbad1 和 clkbad0 端口检查输入时钟翻转。

如果 inclk0 端口停止翻转，那么 clkbad0 端口
变高。如果 inclk1 端口停止翻转，那么
clkbad1 端口变高。

(10) 使用整数替换端口名称中的[]，以得到确切的名称。例如：inclk0 和 inclk1。
(11) 使用整数替换端口名称中的[]，以得到确切的名称（例如：inclk0 和 inclk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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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口名称(11) 条件 说明

locked 可选 当 PLL 已经达到锁相时，此输出端口用作一个
指示器。只要 PLL 锁定，locked 端口就保持在
高电平。当 PLL 失锁(out-of-lock)时，此端口保
持在低电平。

选通(gate)locked 信号所需要的周期数取决于
PLL 输入时钟。 gated-lock 电路由 PLL 输入时钟
提供时钟。PLL 的最大锁定时间在 MAX 10 器件
数据表中有所描述。

得到 PLL 的最大锁定时间，然后被 PLL 输入时
钟周期除，得到的商就是选通（gate）locked 信
号所需要的时钟周期数。

锁定信号是 PLL 的一个异步输出。PLL 锁定信
号产生自驱动相位频率检测器（PFD）的参考时
钟和反馈时钟：

• 参考时钟 = 输入时钟/N
• 反馈时钟 = VCO/M

当参考时钟和反馈时钟的相位和频率相同或者
在锁定电路容限内时，PLL 置位 locked 端口。
当两个时钟信号之间的差异超过锁定电路容限
时，PLL 就会失锁。

phasedone 可选 此输出端口表明动态相位重配置完成。

当 phasedone 信号置位时，指示内核逻辑相位调
整完成，PLL 准备运行在可能的第二个调整脉冲
上。此信号基于 PLL 时序置位，并在 SCANCLK

的上升沿置低。.

scandataout 可选 串行扫描链的数据输出。

您可以使用 scandataout 端口确定 PLL 重配置
何时完成。当重配置完成时清零最后的输出。

scandone 可选 此输出端口表明已启动扫描链写操作。

当扫描链写操作启动时，scandone 端口变为高
电平，当扫描链写操作完成时，此端口变为低
电平。

相关链接

PLL 控制信号 (第 2-13 页)

(11) 使用整数替换端口名称中的[]，以得到确切的名称（例如：inclk0 和 inclk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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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TPLL_RECONFIG 参数

表 7-1: MAX 10 器件的 ALTPLL_RECONFIG IP 内核参数

该表列出了适用于 MAX 10 器件的 IP 内核参数。
页面 参数 值 说明

Parameter
Settings

Currently Selected
Device Family

— 指定所选的器件系列。

Which scan chain type
will you be using?

— 扫描链是一个串行移位寄存器链，就像一
个高速缓存，用于存储设置。当置位
reconfig 信号时，使用高速缓存中的值重
配置 PLL。扫描链的类型必须符合要重配
置的 PLL 的类型。默认的扫描链类型是
Top/Bottom。

Do you want to specify
the initial value of the
scan chain?

No, leave it
blank,

Yes, use this file
for the content

data

指定扫描链的初始值。选择 No, leave it
blank，不指定一个文件。选择 Yes, use
this file for the content data，查找 .hex 或
者.mif 文件。

从 ROM 初始化的选项不可用。然而，通
过开启 Add ports to write to the scan chain
from external ROM during run time 您可
以选择添加端口在运行时期间从外部
ROM 写入扫描链。

Add ports to write to
the scan chain from
external ROM during
run time

On, Off 开启此选项来采取循环多个配置文件，这
些文件在用户模式期间存储在外部 ROM
中。

EDA

Simulation Libraries — 指定功能仿真的库。

Generate netlist On, Off 开启此选项来生成综合区域和时序评估网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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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面 参数 值 说明

总结 — — 指定要生成的文件的类型。灰色的勾选标
记表示一个自动生成的文件；未勾选的复
选框表示一个可选的文件。以下文件类型
可供选择：

• AHDL 包含文件(<function name>.inc)
• VHDL 组件声明文件(<function name>

.cmp)
• Quartus II 符号文件(<function name>

.bsf)
• 例化模板文件(<function name>_inst.v

或者<function name>_inst.vhd)
• Verilog HDL block box file (<function

name>_bb.v)

如果开启 Generate netlist 选项，那么此网
表的文件也是可用的(<function name>_
syn.v)。

相关链接

• 可编程相移 (第 2-19 页)
• 动态相位配置实现 (第 4-11 页)
• PLL 重配置 (第 2-26 页)
• 动态相位配置实现 (第 4-11 页)

ALTPLL_RECONFIG 端口和信号

表 7-2: MAX 10 器件的 ALTPLL_RECONFIG 输入端口

端口名称 条件 说明

clock 需要 加载单独参数的时钟输入。此信号在 PLL 重配置期间
也对 PLL 提供时钟。

时钟输入端口必须连接到一个有效的时钟。

请参考 MAX 10 器件数据表获得关于时钟 fMAX 的信
息。

reset 需要 IP 内核的异步复位输入。

Altera 建议您在第一次使用 IP 内核前要将其复位，以
保证该 IP 内核处于有效状态。然而，它会复位状态
下上电。此端口必须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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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口名称 条件 说明

data_in[] 可选 数据输入，当写入参数时提供参数值。

该 9-bit 输入端口在写操作期间提供写入到扫描快速
缓存中的数据。要写入的接收器参数的比特宽决定要
读进快速缓存的 data_in[]的比特数。

例如，C0 计数器的低比特数是 8-bit 宽，所以 data_

in[7..0]被读取到正确的高速缓存位置。C0 计数器的
旁路模式是 1-bit 宽，所以 data_in[0]被读取为该参
数的值。

如果省略，则默认值是 0。

counter_type[] 可选 指定计数器类型。

一个 4-bit 总线形式的输入端口，对相应操作（读，
写或重配置）选择计数器类型。

请参考 counter_type[3..0]设置表来了解 counter_

type 值与要设置的物理计数器之间的映射。

counter_param[] 可选 对 counter_type 端口中指定的值指定参数。

一个 3-bit 总线形式的输入端口，对于指定的计数器
类型选择应该更新哪个参数。到每个参数和相应参数
比特宽的映射在 counter_param[3..0]设置表中有所
定义。

read_param 可选 从高速缓存中读取通过 counter_type 和 counter_

param 端口指定的参数，然后提供给 data_out[]端
口。

置位时，read_param 信号表明应该读取扫描高速缓
存，并将读取的数据提供给 data_out[]。读取和发送
到 data_out[]的扫描高速缓存的比特位置和比特数取
决于 counter_type 和 counter_param 值。read_param

信号在时钟的上升沿被采集。如果 read_param 信号
被置位，那么从高速缓存中读取参数值。置位 read_

param 信号仅一个时钟周期，以防止参数被读取两
次。

busy 信号在 read_param 信号置位后的时钟上升沿被
置位。 读取参数期间，busy 信号保持置位。busy 信
号置低后，data_out[]上的值是有效的，可以加载下
一个参数。当 busy 信号置位时，data_out[]上的值
是无效的。

当 read_param 信号置位时，busy 信号仅在时钟的下
一个上升沿被置位，而不是在与 read_param 信号相
同的时钟周期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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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口名称 条件 说明

write_param 可选 将 counter_type 和 counter_param 端口指定的参数写
入到具有 data_in[]端口上指定的值的高速缓存中。

置位时，write_param 信号表明 data_in[]上的值应该
写入到由 counter_type[]和 counter_param[]指定的
参数中。从 data_in[]端口读取的比特数取决于此参
数。write_param 信号在时钟的上升沿被采集。如果
write_param 信号被置位，那么此参数值被写入到高
速缓存中。置位 write_param 仅一个时钟周期，以防
止此参数被写入两次。

busy 信号在 write_param 信号置位后的时钟上升沿被
置位。当正在写入此参数时，busy 信号保持置位，并
且 data_in[]的输入被忽略。busy 信号置低后才能写
入下一个参数。

当 read_param 信号置位时，busy 信号仅在时钟的下
一个上升沿被置位。在与 write_param 信号相同的时
钟周期上不会置位 busy 信号。

reconfig 需要 指定通过当前高速缓存中指定的 PLL 设置对 PLL 进行
重配置。

置位时，reconfig 信号表明应该使用高速缓存中的值
对 PLL 进行重配置。reconfig 信号在时钟上升沿被采
集。如果 reconfig 信号被置位，那么高速缓存设置
会被加载到 PLL 中。置位 reconfig 信号仅一个时钟
周期，以防止重新加载 PLL 配置。busy 信号在
reconfig 信号置位后的时钟上升沿被置位。当正在加
载 PLL 时，busy 信号保持置位。busy 信号置低后才
能再次修改该参数值。

重配置期间和重配置后，扫描链数据高速缓存保持不
变。这使您能够使用一个参数轻松创建一组新的重配
置设置。

如果 write_param 在前一个 reconfig 置位后还没有置
位，那么整个扫描链被再次移进 PLL。

当 reconfig 信号置位时，busy 信号仅在时钟的下一
个上升沿被置位。在与 reconfig 信号相同的时钟周
期上不会置位 busy 信号。

pll_areset_in 可选 输入信号，表明应该复位 PLL。

置位时，pll_areset_in 信号表明应该复位 PLL IP 内
核。此端口如果悬空则默认为 0。当在一个设计中使
用 ALTPLL_RECONFIG IP 内核时，您不能以其它任
何方式复位 PLL。您必须使用此 IP 内核手动复位
P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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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口名称 条件 说明

pll_scandone 可选 ALTPLL_RECONFIG IP 内核的输入端口。此端口由
PLL 的 scandone 输出信号驱动，并决定何时重配置
PLL。

pll_scandataout 需要 ALTPLL IP 内核的 scandataout 信号驱动的输入端
口。使用此端口读取 ALTPLL IP 内核的当前配置。 此
输入端口保持动态可重配置比特的 ALTPLL 扫描数据
输出。pll_scandataout 端口必须连接到 PLL 的
scandataout 端口。 只有置位 reconfig 信号才能观察
到此端口上的活动。

表 7-3: MAX 10 器件的 ALTPLL_RECONFIG 输出端口

端口名称 条件 说明

data_out[] 可选 read_param 置位时从高速缓存读取的数据。

此 9-bit 输出总线对用户提供参数数据。当 read_

param 信号置位时，counter_type[]和 counter_

param[]上的值决定了从高速缓存加载并在 data_

out[]总线上驱动的参数值。 当 IP 内核置低 busy 信
号时，总线的相应比特 (例如，[0]或[3..0])保持一个
有效值。

busy 可选 表明 PLL 正在从高速缓存读取或写入一个参数值，或
者正在配置 PLL。

当 busy 信号置位时，不能读写参数，也不能启动重
配置。只有当 busy 信号没有置位时才能对 IP 内核作
修改。当 read_param，write_param 或者 reconfig 输
入端口置位时，此信号变高，并一直保持到指定操作
完成。在重配置操作的情况下，busy 信号保持高电
平，直达 pll_areset 信号置位然后置低。

pll_areset 需要 驱动 PLL 上的 areset 端口进行重配置。

pll_areset 端口必须连接到 ALTPLL IP 内核的
areset 端口，以使重配置正确运行。此信号是高电平
有效(active high)。当 pll_areset_in 被置位时，或者
scandone 信号变高后的下一个上升沿上进行重配置之
后，pll_areset 信号置位。如果使用 ALTPLL_
RECONFIG IP 内核，那么使用 pll_areset 输出端口
驱动 PLL areset 端口。

pll_configupdate 可选 驱动 PLL 上的 configupdate 端口来进行重配置。置
位时，pll_configupdate 端口加载所需的数据到 PLL
配置锁存。发送完最后一个数据比特后此信号被置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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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口名称 条件 说明

pll_scanclk 需要 驱动 PLL 上的 scanclk 端口来进行重配置。关于不同
器件的最大 scanclk 频率的信息，请参考相关的器件
手册。

pll_scanclkena 可选 此端口用作时钟使能，重配置 PLL 上的 scanclk 端
口。

pll_scanclkena 置位后，在 pll_scanclk 的第一个上
升沿开始重配置。在 pll_scanclk 的第一个下降沿
上，pll_scanclkena 信号置低后，IP 内核停止扫描数
据到 PLL。

pll_scandata 需要 驱动 PLL 上的 scandata 端口进行重配置。

IP 内核的此输出端口对动态可重配置比特保持了 PLL
的扫描数据输入。pll_scandata 端口发送 scandata

到 PLL。只有置位 reconfig 信号才能观察到此端口上
的活动。

ALTPLL_RECONFIG 计数器设置

表 7-4: MAX 10 器件的 counter_type[3..0]设置

计数器选择 二进制 十进制

N 0000 0

M 0001 1

CP/LF 0010 2

VCO 0011 3

C0 0100 4

C1 0101 5

C2 0110 6

C3 0111 7

C4 1000 8

非法值 1001 9

非法值 1010 10

非法值 1011 11

非法值 1100 12

非法值 1101 13

非法值 1110 14

非法值 1111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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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5: MAX 10 器件的 counter_param[2..0]设置

计数器类型 计数器参数 二进制 十进制 宽度(比特)

普通计数器(C0 - C4)

High count 000 0 8
Low count 001 1 8
Bypass 100 4 1

Mode (odd/even division) 101 5 1

CP/LF

Charge pump unused 101 5 5
Charge pump current 000 0 3
Loop filter unused 100 4 1
Loop filter resistor 001 1 5
Loop filter capacitance 010 2 2

VCO VCO post scale 000 0 1

M/N 计数器

High count 000 0 8
Low count 001 1 8
Bypass 100 4 1

Mode (odd/even division) 101 5 1

Nominal count 111 7 9

对于偶数定类计数(even nominal count)，按如下自动设置计数器比特:

• high_count = Nominalcount/2
• low_count= Nominalcount/2

对于计数定类计数(odd nominal count)，按如下自动设置计数器比特:

• high_count = (Nominalcount + 1)/2
• low_count = Nominalcount - high_count
• odd/even division bit = 1

对于 nominal count = 1，bypass bit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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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al Oscillator 端口和信号

表 8-1: MAX 10 器件的 Internal Oscillator 输入端口

端口名称 条件 说明

oscena 需要 开启或关闭内部振荡器的输入控制信号。

表 8-2: MAX 10 器件的 Internal Oscillator 输出端口

端口名称 条件 说明

clkout 可选 内部振荡器的输出时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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