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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选择 FPGA 器件
这一章节讨论了关于为外部存储器接口选择正确的 Altera® FPGA 器件的以下内容：

■ “ 器件系列选择” 第 2-1 页

■ “ 器件设置选择” 第 2-4 页

f 在开始实现外部存储器接口之前，请将本文档和 Planning Pin and FPGA Resources 章

节一起使用。

器件系列选择
Altera 外部存储器接口支持三个 FPGA 器件系列 —Arria®、Stratix® 和 Cyclone® 器件

系列。这些 FPGA 器件系列在成本、存储器标准、速度等级和功能方面各不相同。

1 请使用 Altera Product Selector，对 Altera 器件的规格和功能进行查找和比较。

以下部分对选择 FPGA 器件系列时必须考虑的因素作了介绍。

成本

FPGA 的成本是选择适合设计的器件系列的一个主要因素。Stratix FPGA 系列实现业界

最高的带宽和密度。对于高端应用而言，它在低成本的基础上实现了最高级别的系统

集成和高度灵活性，以及最低总功耗。通过结合高密度、高性能和丰富的功能，

Stratix 系列 FPGA 帮助您集成更多的功能和最大化系统带宽。

Altera 的 Arria FPGA 系列设计用于实现成本、功耗和性能之间的平衡。该器件系列主

要应用于成本和功耗敏感的收发器。Arria FPGA 系列提供丰富的存储器、逻辑和数字

信号处理 (DSP) 模块功能，结合高至 10G 收发器优异的信号完整性，帮助您集成更多

的功能和最大化系统带宽。

Cyclone FPGA 系列设计用于最低功耗和对成本敏感的设计的需要。Cyclone FPGA 系列

在各种领域的应用中为市场提供系统成本最低和功耗最低的 FPGA 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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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储器标准

Altera 器件支持两种常见的高速存储器类型 — 动态随机访问存储器 (DRAM) 和静态随

机访问存储器 (SRAM)。常用的 DRAM 器件包括 DDR、DDR2、DDR3 SDRAM、LPDDR2 和

RLDRAM II，而 SRAM 器件包括 QDR II 和 QDR II+ SRAM。

f 要了解关于这些存储器类型的详细信息，请参考 Selecting Your Memory 章节。

不同的 Altera FPGA 器件支持不同的存储器类型；不是所有的 Altera 器件都支持所有

的存储器类型和配置。在开始设计之前，必须选择一个 Altera 器件，它支持您计划使

用的存储器标准和配置。

另外，Altera 的 FPGA 支持不同存储器接口中的各种数据宽度。不同密度和封装组合支

持的存储器接口不同，所以您必须确定哪个 FPGA 器件的密度和封装组合适合您的应

用。

f 要了解关于所支持的存储器类型和配置的详细信息，请参考Altera网站上的 External 

Memory Interface Spec Estimator 页面。

I/O 接口

理想情况下，任何接口应该全部位于一个单一的 bank 中。不过，跨越多个相邻的 bank

或者器件侧的接口也完全支持。跨越侧 ( 顶端和底部、或者左侧和右侧 ) 的接口和环

绕接口提供同等的性能。

表 2-1 列出了各种器件系列的接口位置。

表 2-1. I/O 接口的位置 (1/2)

器件 接口位置 例外

Arria II GX(2) 顶端和底部 —

Arria II GZ 顶端和底部 —

Arria V(2) 顶端和底部
5AGXA1 和 5AGXA3 器件支持左侧
的接口。

Cyclone III 顶端和底部
Cyclone III E 器件支持跨越左
侧和右侧的接口

Cyclone IV(2) 顶端和底部 —

Stratix II(1)  所有侧 —

Stratix III(1)  所有侧 —
外部储存器接口手册 2012 年 6 月 Altera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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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要了解关于每个器件支持的 I/O 接口的详细信息，请参考相关的器件手册。

环绕接口

为了最佳的性能，Altera 建议外部存储器接口的数据组应该始终在器件的同侧中，理

想上位于一个单一的 bank 中。高速存储器接口使用顶端或底部 I/O bank 与左右侧 IO 

bank 比较具有不同的时序特性，因此时序裕量也不同。然而，Altera 可支持环绕数据

组的接口，在环绕器件一角的纵向和横向 I/O bank 之间，实现相同的速度。一些环绕

接口与行或列接口具有相同的速度。

Arria II GX、Cyclone III 和 Cyclone IV 器件可以支持环绕接口分布在不用于收发器

的所有侧中。其它的 Altera 器件仅支持环绕器件一角的数据组的接口。

读写整平

Stratix III、Stratix IV 和 Stratix V I/O 寄存器包括读和写整平电路，使偏移能够

被移除或者应用在 DQS 组。每一个 I/O subbank 里有一个整平电路。

1 基于 UniPHY 的设计在读整平操作期间不需要读整平电路。

要了解关于读写整平的详细信息，请参考外部存储器接口手册 第 3 卷：Reference 

Material 中的 “ 整平电路 ” 部分。

Stratix IV(1) 所有侧

EP4SGX290 和 EP4SGX360 器件不
支持左侧和右侧的接口。

EP4SGX70、EP4SGX110、
EP4SGX180 和 EP4SGX230 器件不
支持右侧的接口。

Stratix V(2) 顶端和底部 —

Cyclone V 右侧、顶端和底部
5CEA2 和 5CEA4 器件支持所有侧
的接口。

表 2-1 注释：

(1) 虽然纵向及横向的 I/O 时序参数不一样，但 FPGA 的所有侧对于最大接口频率都可以做到时序收敛。
但时序收敛可以在最大接口频率中的 FPGA 的所有侧上实现。

(2) 在器件的左右侧上没有用户 I/O 管脚，除了收发器管脚在这些器件中可用。

表 2-1. I/O 接口的位置 (2/2)

器件 接口位置 例外
2012 年 6 月 Altera 公司 外部储存器接口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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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 OCT

Arria II GZ、Arria V、Cyclone V、Stratix III、Stratix IV 和 Stratix V 器件支

持动态校准后的 OCT。此功能支持在写期间使能特定的串行匹配，在读期间使能并行匹

配。这些 I/O 功能使您能够简化 PCB 匹配方案。

器件设置选择
为存储器接口选择了相应的 FPGA 器件系列后，需要对所选择的 FPGA 器件系列的器件

设置进行配置，以符合设计的要求。

请参考器件订购码并确定目标器件系列相应的器件设置。

f 要了解关于目标器件的订购码的详细信息，请参考相关器件手册第1卷中的“订购信息

” 部分。

以下部分对订购码以及基于订购码如何选择相应的器件设置以符合外部存储器接口的

要求进行了介绍。

速度等级

器件的速度等级会影响器件的时序性能、时序收敛和功耗。数字最小的器件是最快的

器件，反之亦然。通常，较快的器件成本较高。

工作温度

FPGA 的工作温度被分成以下类别：

■ 商业等级 — 用于所有器件系列。工作温度的范围从 0°C 到 85°C

■ 工业等级 — 用于所有器件系列。 工作温度的范围从 -40°C 到 100°C

■ 军事等级 — 只用于 Stratix IV 器件系列。工作温度的范围从 -55°C 到 125°C

■ 汽车等级—只用于 Cyclone IV 和 Cyclone V 器件系列。工作温度的范围从 -40°C 到
125°C

封装大小

每个 FPGA 系列都有不同范围的封装大小。封装大小是指 FPGA 器件的实际大小并与管

脚数量相对应。例如：Stratix IV 系列中最小的 FPGA 器件的封装大小是 29 mm x 

29 mm，分类在 F780 封装选项下，其中 F780 是指具有 780 个管脚数的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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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要了解关于器件中可用的封装大小的详细信息，请参考相关的器件手册。

器件密度和 I/O 管脚数

相同器件系列和封装大小的 FPGA 器件在器件密度和 I/O 管脚数方面也不同。例如：选

择了 Stratix IV 器件系列的 F780 封装选项，您必须从 EP4GX70 到 EP4GX230 之间确定

器件类型。每个器件具有相类似的速度等级，范围从 2 到 4，但密度不同。

器件密度

器件密度是指逻辑单元 (LE) 的数量。例如：PLL、存储器模块等等。一个较高密度的

FPGA 器件在更少的区域包含了更多的逻辑单元。

I/O 管脚数

为了满足对存储器带宽和存储器数据速率不断增长的需求，存储器接口系统使用并行

存储器通道和多个控制器接口。不过，存储器通道的数量受到 Altera 器件封装管脚数

量的限制。因此，当选择器件时，必须考虑器件管脚数；必须选择具有足够的 I/O 管

脚的器件来满足存储器接口的要求。

器件管脚的数量取决于存储器标准、存储器接口的数量和存储器数据宽度。例如：一

个 x72 DDR3 SDRAM 单列 (single- rank) 接口需要 125 个 I/O 管脚：

■ 72 个 DQ 管脚 ( 包括 ECC)

■ 9 个 DM 管脚

■ 9 个 DQS、DQSn 差分管脚对

■ 17 个地址管脚 ( 地址和 bank 地址 )

■ 7 个命令管脚 (CAS, RAS, WE, CKE, ODT, reset, and CS)

■ 1 个 CK, CK# 差分管脚对

f 要了解关于器件中可用的嵌入式存储器、PLL 和用户 I/O 的数量的详细信息，请参考相

关的器件手册。

f 有关每个 FPGA 器件可用的 DQS 组的数量的信息，请参考相关的器件手册。

f 有关不同存储器类型中 FPGA 支持的最多数量的控制器的信息，请参考 Planning Pin 
and FPGA Resources 章节。

在满足以下要求时，Altera 器件对接口宽度没有限制：

■ 整个接口的DQS、DQ、时钟和地址信号如有可能必须位于器件的相同的bank或侧上，

来实现最佳的性能。尽管环绕接口在限定的频率上也受到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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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何特定器件中的最大可能接口宽度受到 bank 或侧中 DQS 和 DQ 组的数量限制。

■ 有足够的局域时钟网络可用于接口 PLL，从而允许在所需的象限中实现。

■ 在所选的 bank 或者器件侧里有足够的空闲管脚，包括所有其它的时钟、地址和命令

管脚布局要求。

■ 使用越多的 bank，偏移越大。Altera 建议您编译所需配置的测试工程，并确定它满

足时序要求。

您的管脚数量计算也确定了使用哪个器件侧 ( 顶端或底部、左侧或右侧和环绕 )。

1 当分配DQS和DQ管脚时，在Arria® II GX器件中有一个约束。只可以使用I/O模型中16个

I/O 管脚中的 12 个作为 DQ 管脚。剩余的 4 个管脚仅作为输入管脚使用。

f 有关DQS组管脚输出(pin-out)限制格式的信息，请参考Arria II GX Pin Connection 
Guidelines。

1 Arria II GX、Cyclone IV 和 Stratix V 器件不支持左边的接口。没有用户 I/O 管脚，否

则收发器管脚在这些器件中可用。

文档修订历史
表 2-2 列出了本文档的修订历史。

表 2-2. 文档修订历史

日期 版本 修订内容

2012 年 6 月 5.0
■ 添加了 LPDDR2 支持。

■ 添加了反馈图标。

2011 年 11 月 4.0 移除并改组了第 2 卷：设计指南中的 “ 选择 FPGA 器件 ” 部分。

2011 年 6 月 3.0 添加了第 2 卷第 I 部分 “ 选择一个器件 ”。

2010 年 12 月 2.1
■ 移除了第 3 卷存储器接口用户指南中的协议专用功能信息。

■ 更新了 10.1 的最大时钟速率信息。

2010 年 7 月 2.0

■ 添加了含有 UniPHY 的 DDR2 和 DDR3 SDRAM 控制器的规范。

■ 一体化规格表。

■ 添加了参考到基于网络的规范评估工具。

2010 年 1 月 1.1 更新了 DDR、DDR2 和 DDR3 规范。

2009 年 11 月 1.0 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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