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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PHY 考量
本章对影响外部存储器接口性能以及在设计中使用 UniPHY IP 的器件资源利用率的设

计考量作了介绍。

核心逻辑和用户接口数据速率
PHY 中的时钟操作分成以下两个域：

■ PHY- 存储器域 -PHY 接口与外部存储器件连接，并始终处在全速率状态。

■ PHY-AFI 域 -PHY接口与存储器控制器连接，可以是全、半或1/4速率的存储器时钟，

这取决于控制器和 PHY 的选择。

对于在全、半和 1/4 数据速率上操作的存储器控制器，UniPHY IP 支持全、半和 1/4 数

据速率。数据速率定义了 Altera® PHY 接口 (AFI) 时钟频率和存储器件时钟频率之间的

比率。

表 15-2 对全、半和 1/4 速率设计之间的时钟周期、数据总线宽度和地址 / 命令总线宽

度进行对比。

一般而言，全速率设计需要更小的数据和地址 / 命令总线宽度。不过，由于核心逻辑

运行在高频率，全速率设计在收敛时序中可能会有问题。同样地，对于高频率存储器

接口设计，Altera 建议使用半速率或者 1/4 速率的 UniPHY IP 和控制器。

与 DDR、DDR2 SDRAM、QDRII、QDRII+SRAM 和 RLDRAM II 接口相比，DDR3 SDRAM 接口能

够运行在更高的频率。为此，Altera 高性能控制器 II 和 UniPHY IP 不支持使用 DDR3 

SDRAM 接口的全速率设计。不过，Arria® V 器件中的 DDR3 硬核控制器仅支持全速率。

1/4 速率设计支持的是针对频率高于 667 MHz 的 DDR3 SDRAM 接口。

表 15-1. 时钟周期、数据总线宽度和地址 / 命令总线宽度之间的比率

数据速率 控制器时钟周期
总线宽度

AFI 数据 AFI 地址 / 命令

全速率 1 2 1

半速率 2 4 2

1/4 速率 4 8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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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核和软核存储器 PHY
尽管内核逻辑需要较低的频率使得半速率和 1/4 速率设计比较容易实现收敛时序，但

是全速率接口由于 1T 寻址模式，使得它对低突发长度设计提供了较好的效率，其中地

址和命令信号有效一个存储器时钟周期。通常半速率和 1/4 速率设计分别运行在 2T 和

4T 模式，其中在 2T 和 4T 模式中的地址 & 命令信号必须分别有效两个和四个存储器时

钟周期。为了提高效率，控制器可以在 Quasi-1T 半速率和 Quasi-2T 1/4 速率模式中

运行。在 Quasi-1T 速率模式中，两个时钟周期发出两个命令到存储器。在 Quasi-2T 

1/4 速率模式中，四个时钟周期发出两个命令到存储器。控制器被限制在第一个时钟相

位上发出行命令以及在第二时钟相位上发出列命令，或反之亦然。行命令包括激活和

预充电命令；列命令包括读写命令。

硬核和软核存储器 PHY
Arria V 和 Cyclone® V 器件系列支持硬核和软核存储器接口。硬核存储器接口使用器

件中的硬核存储器控制器和硬核存储器 PHY 模块。

目前硬核存储器 PHY 与硬核存储器控制器一起被例化。除了在器件中使用硬核 IP 模块

的 PHY 数据路径 ( 与 UniPHY 支持的器件系列中实现软核 PHY 相类似），硬核存储器

PHY 也将器件中的专用硬件电路用于 sequencer 中的某些组件管理，包括读写 （RW）

和 PHY 管理。

1 独立的硬核存储器 PHY 例化在 Quartus® II 的更新版本中受到支持。

在软存储器 PHY 中，UniPHY sequencer 在核心逻辑中实现 Nios® II 处理器和的所有组

件管理。硬核存储器 PHY 使用 Arria V 和 Cyclone V 器件中的专用硬核 IP 模块来实现

RW 和 PHY 管理 , 从而节省了 LE 资源，并支持更好的性能以及更低的延迟。

每个 Arria V 和 Cyclone V 器件具有固定数量的硬核 PHY。具有特定功能的数据、选

通、地址、命令、控制和时钟的专用 I/O 管脚必须与每个硬核 PHY 一起。

f 有关硬核 PHY 专用管脚的列表，请参考 Altera 网站上 Pin-Out Files for Altera 

Devices 页面目标器件的管脚输出 (pin-out) 文件。

使用软核存储器 PHY 使您能够灵活的选择用于存储器接口的管脚。与硬核存储器 PHY

相比，软核存储器 PHY 也支持更宽的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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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quencer
Sequencer
从 Quartus II 11.0 版本开始，UniPHY IP 软核存储器 PHY 支持以下两种类型的

sequencer 用于 QDRII、QDRII+SRAM 和 RLDRAM II 校准：

■ 基于 RTL 的 sequencer

■ 基于 Nios II 的 sequencer

基于 RTL 的 sequencer 执行包括调节有效预测 FIFO （VFIFO）和延时 FIFO （LFIFO）

深度的 FIFO 校准。除了 FIFO 校准，基于 Nios II 的 sequencer 还执行包括调节延迟

链和相位设置的 I/O 校准来中心对齐数据管脚 ( 相对它们采样的选通 )。运行在更高频

率的存储器接口需要 I/O 校准来提高读写裕量。

由于基于 RTL 的 sequencer 执行相对比较简单的校准过程，因此它不需要一个 Nios II

处理器。为此，相对于基于 Nios II 的 sequencer 而言，它对 LE 和 RAM 的资源利用率

比较低。

f 要了解关于基于RTL的sequencer和基于Nios II的sequencer的详细信息，请参考外部
存储器接口手册 第 3 卷中的 Functional Description—UniPHY 章节。

f 要了解关于校准过程的详细信息，请参考外部存储接口手册 Functional 
Description—UniPHY 章节中的 “UniPHY 校准阶段 ” 部分。

PLL、DLL 和 OCT 资源共享
默认情况下，器件中的每个外部存储器接口需要一个 PLL、一个 DLL 和一个 OCT 控制模

块。由于器件中具有固定数量的可用 PLL、DLL 和 OCT 资源，当符合一定的标准时，这

些资源可由两个或多个存储器接口共享。这个方法允许一个器件实现多个存储器接口，

并允许剩余的资源用于其他目的。

通过共享 PLL，除了减少被用的 PLL，所需要的时钟网络和时钟输入管脚的数量也减少

了。要共享 PLL，存储器接口必须符合以下的标准：

■ 运行相同的存储器协议 （例如：DDR3 SDRAM）

■ 运行在相同频率下

■ 控制器或 PHY 运行在相同的速率 （例如：半速率）

■ 使用相同的相位要求 （例如：额外的 90°core-to-periphery 时钟相位）

■ 如果PLL能够驱动两侧，那么存储器接口均位于器件的同一侧上或者器件的相邻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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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L、DLL 和 OCT 资源共享
Altera 器件有多达四个 DLL 来实现 DQS 信号相移以用于采集读数据。DLL 位于器件的

角落， 有些 DLL 可以访问器件的两个相邻侧。要共享 DLL，存储器接口必须满足以下

的标准：

■ 运行在相同频率下

■ 存储器接口均位于由 DLL 访问的器件同一侧或者相邻侧上。

具有 OCT 校准的存储器接口管脚要求 OCT 控制模块来校准 OCT 电阻值。根据器件系列，

OCT 控制模块将 RUP 和 RDN，或 RZQ 管脚用于 OCT 校准。每个 OCT 控制模块只能由相同

VCCIO 电平的管脚共享。通过相同 VCCIO 电平的接口共享 OCT 控制模块，器件中的其它

OCT 控制模块可以支持其它的 VCCIO 电平。未使用的 RUP/RDN 或 RZQ 管脚还可以用作其

他用途。例如：RUP/RDN 引脚可用作 DQ 或者 DQS 管脚。要共享 OCT 控制模块，存储器

接口必须操作在相同的 VCCIO 电平上。

f 要了解关于在各种器件系列中存储器接口所需的资源的详细信息，请参考 Planning 
Pin and FPGA Resources 章节。

f 要了解关于如何共享 PLL、DLL 和 OCT 控制模块的详细信息，请参考外部存储接口手册 

第 3 卷中的 Functional Description—UniPHY 章节。

f 要了解关于 DLL 的详细信息，请参考相关器件手册中的外部存储器接口章节。

f 要了解关于 OCT 控制模块的详细信息，请参考相关器件手册中的 I/O 特性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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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脚布局考量
管脚布局考量
Stratix® V、Arria V 和 Cyclone V 器件系列使用 PHY 时钟 （PHYCLK）网络提供外部存

储器接口管脚的时钟以获得更好的性能。每个 PHYCLK 网络由 PLL 驱动。在 Cyclone V

和 Stratix V 器件中，PHYCLK 网络在器件的同一侧上跨越两个 I/O bank，然而，对于

Arria V 器件，每个 PHYCLK 网络跨越一个 I/O bank。同样的，存储器接口中的所有管

脚必须布局在器件的同一侧上。

f 要了解关于 PHYCLK 网络相关的管脚布局指南的详细信息，请参考 Stratix V 器件手册 
第 2 卷中的 External Memory Interfaces in Stratix V Devices 章节。Arria V 器件
手册 第 2 卷中的 External Memory Interfaces in Arria V Devices 章节，或者

Cyclone V 器件手册 第 2 卷中的 External Memory Interfaces in Cyclone V Devices
章节。

环绕接口，存储器接口中的数据管脚被布局在器件的两个相邻侧，分裂接口，在数据

管脚布局在两个相对的 I/O bank，均支持不使用 PHY 时钟网络的某些器件系列以实现

更灵活的管脚布局。

没有将 PHY 时钟网络用于 QDRII 和 QDRII+SRAM x36 接口的器件系列支持 x36 的伪模

式。在 x36 伪模式中，两组 x18 DQS 或四组 x9 DQS 可以结合形成一个 36 位宽的写数

据总线，而两组 x18 DQS 可以结合形成一个 36 位宽读数据总线。该方法允许器件支持

x36 QDRII 和 QDRII+SRAM 接口，即使器件没有所需要的 x36 DQS 组的数量。

有些器件可能支持稍低频率的环绕或 x36 伪模式接口。

f 要了解关于支持环绕和 x36 伪模式接口的器件，以及设计所支持的频率的详细信息，请

参考 Altera 网站上 External Memory Interface Spec Estimator 的页面。

f 要了解关于 QDRII 和 QDRII+SRAM 接口支持的 x36伪模式的详细信息，请参考 Planning 
Pin and FPGA Resources 章节。

文档修订历史
表 15-2 列出了本文档的修订历史。

表 15-2. 文档修订历史

日期 版本 修改内容

2012 年 11 月 1.2 更改了 14-15 章的章节编码。

2012 年 6 月 1.1 添加了反馈图标。

2011 年 11 月 1.0 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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