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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LPDDR2 SDRAM 电路板设计指南
本章节对改善您系统的信号完整性，以及在系统中成功实现 LPDDR2 SDRAM 接口提供了

指南。

具有 UniPHY 知识产权 (IP) 的 LPDDR2 SDRAM 控制器使您能够实现 LPDDR2 SDRAM 与

Arria® V 和 Cyclone® V 器件之间的接口连接。

本章重点对影响信号完整性的以下几个主要因素作了介绍：

■ I/O 标准

■ LPDDR2 配置

■ 信号匹配

■ 印刷电路板 (PCB) 布局指南

I/O 标准
LPDDR2 SDRAM 接口信号使用 HSUL-12 JEDEC I/O 信号标准，具有低功耗和低排放的特

性。HSUL-12 JEDEC I/O 标准主要用于点到点的无端接总线拓扑结构。通过使用此标

准，在 LPDDR2 SDRAM 实现中就不再需要外部串行或者并行匹配电阻，并且大大降低了

端接功耗，使可编程驱动强度用于匹配阻抗。

f 要对您的接口选择最适合的标准，请参考 Arria V Device Handbook 中的 Device 

Datasheet for Arria V Devices 章节，或者 Cyclone V Device Handbook 中的 

Device Datasheet for Cyclone V Devices 章节。

LPDDR2 SDRAM 配置
具有 UniPHY IP 的 LPDDR2 SDRAM 控制器支持 LPDDR2 SDRAM 与单一器件以及高达

32 bit 宽的多器件之间的接口连接。

使用多器件时，对于从单点到多点连接的信号，建议使用 balanced-T 拓扑结构以维持

相等的信号传输时间。 

您应该在多器件设计中的 CK/CK# 之间连接一个 200 ohm 的差分匹配电阻 ( 如图 6–2

所示 )，以维持一个 100 ohms 的等效电阻。

您也应该仿真您的多器件设计，以实现最优的驱动强度，并确保正确的操作。

图 6–1 显示了 FPGA 与单一 LPDDR2 SDRAM 组件之间的主要信号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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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第 6 章：LPDDR2 SDRAM 电路板设计指南
LPDDR2 SDRAM 配置
图 6–1. 使用单一 LPDDR2 SDRAM 组件的配置

图 6–1 注释：

(1) 使用外部分立匹配电阻，如图中的所示的 CKE, 但可能需要一个接地的下拉电阻。 请参考 LPDDR2 SDRAM 器件数据表来获得关于
LPDDR2 SDRAM 上电流程的详细信息。

FGPA

LPDDR2 SDRAM Device ZQ
RZQ

DQ DM CK/CK CA CKE

D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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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K/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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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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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 章：LPDDR2 SDRAM 电路板设计指南 6–3
LPDDR2 SDRAM 配置
图 6–2 显示了多点设计中的 CK/CK# 差分电阻布局。

图 6–2. 多点设计中的 CK 差分电阻布局

图 6–2 注释：

(1) 在电路板走线最后阶段的结尾，将 200-ohm 差分电阻布局在存储器件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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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第 6 章：LPDDR2 SDRAM 电路板设计指南
信号匹配
图 6–3 显示了推荐用于多点设计中的地址和命令信号的详细平衡拓扑结构。

信号匹配
Arria V 和 Cyclone V 器件提供了 OCT 技术。表 6–1 列出了对每个器件的 OCT 支持扩

展。

片上串行 (RS) 匹配支持输出缓存，和双向缓存 ( 仅当它们驱动输出信号时被支持 )。 

LPDDR2 SDRAM 接口具有双向数据通路。UniPHY IP 将串行 OCT 用于存储器写操作，但

没有并行 OCT 用于存储器读操作，因为 Arria V 和 Cyclone V 仅支持 HSUL-12 I/O 标

准的片上串行匹配。

在 Arria V 和 Cyclone V 器件中，根据连接到 I/O bank( 具有与 LPDDR2 接口相同的

VCCIO) 中 RZQ 管脚的 240 ohm 1% 电阻，再次对 HSUL-12 I/O 已校准匹配电阻进行校准。

校准出现在器件配置的最后阶段。

LPDDR2 SDRAM 存储器组件有一个 ZQ 管脚，通过接地的电阻 RZQ (240 ohm) 进行连接。

LPDDR2 SDRAM 的输出信号阻抗为 34.3 ohm、40 ohm、48 ohm、60 ohm、80 ohm 和

120 ohm。 输出信号阻抗由模式寄存器在初始化期间设置。请参考 LPDDR2 SDRAM 器件

数据表来获得详细信息。

图 6–3. 地址命令平衡 T 形 (Balanced-T) 拓扑结构

图 6–3 注释：

(1) 分离靠近存储器件的走线，使信号反射和阻抗不匹配降到最低。

(2) 使 TL2 走线尽可能的短，以使存储器件作为单一加载出现。

LPDDR2 Memory

LPDDR2 Memory

FPGA

TL2

TL1

TL2

表 6–1. 片上匹配方案

匹配方案 I/O 标准 Arria V 和 Cyclone V 

无校准的片上串行匹配 HSUL-12 34/40/48/60/80

带校准的片上串行匹配 HSUL-12 34/40/48/6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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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 章：LPDDR2 SDRAM 电路板设计指南 6–5
信号匹配
f 要了解关于 OCT 的详细信息，请参考 Arria V Device Handbook 中的 I/O Features in 

Arria V Devices 章节，或者 Cyclone V Device Handbook 中的 I/O Features in 

Cyclone V Devices 章节。

下面章节介绍了演示信号匹配选项的 HyperLynx 仿真眼图。Altera 强烈建议通过信号

匹配对信号完整性和时序裕量进行优化，并且将不需要的排放、反射和串扰降到最低。

本章节显示的所有眼图适用于具有 509 ps 传播延时的 50 ohm 走线，接近于标准 FR4 

PCB 上的 2.8-inch 走线。信号 I/O 标准是 HSUL-12。 

本章节中的眼图显示了可达到的最佳情况，PCB 过孔、串扰和其它不利影响没有考虑在

内。例如，由于制造公差导致的 PCB 结构上的变化。

1 仿真您的设计以确保正确的操作。

从 FPGA 到 LPDDR2 器件的输出

以下是从 FPGA 到 LPDDR2 SDRAM 器件的输出信号：

■ 写数据 (write data (DQ))

■ 数据屏蔽 (data mask (DM))

■ 数据随路时钟 (data strobe (DQS/DQS#))

■ 命令地址 (command address)

■ 命令 (command (CS, and CKE))

■ 时钟 (clocks (CK/CK#))

当从 FPGA 到 LPDDR2 SDRAM 驱动输出信号时，不需要远端存储器终端匹配。Cyclone V

和 Arria V 器件提供 OCT 串行匹配电阻以实现阻抗匹配。

HyperLynx 仿真眼图显示了使用 OCT 设置的写数据、地址和芯片选择信号的仿真情况。

所有的眼图都在接收器件晶片的连接上测试得到的。
Altera 公司 2012 年 11 月 外部存储器接口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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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第 6 章：LPDDR2 SDRAM 电路板设计指南
信号匹配
图 6–4 显示了使用具有校准的串行 34 ohm OCT 输出驱动器的 Arria V HSUL-12 的双倍

数据速率写数据。

图 6–4. 400 MHz 的写数据仿真 

Time (ps)

Voltage (m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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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 章：LPDDR2 SDRAM 电路板设计指南 6–7
信号匹配
图 6–5 显示了使用具有校准的串行 34 ohm OCT 的 Arria V HSUL-12 的 400 MHz 地址

命令信号。 地址命令信号也是双倍数据速率，所以运行在 400 MHz 上。

图 6–5. 400 MHz 的地址命令仿真

Time (ps)

Voltage (m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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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第 6 章：LPDDR2 SDRAM 电路板设计指南
信号匹配
图 6–6 显示了使用具有校准的串行 34 ohm OCT 的 Arria V HSUL-12 的 400 MHz 存储

器时钟信号。

从 LPDDR2 SDRAM 器件到 FPGA 的输入

LPDDR2 SDRAM 器件驱动以下输入信号到 FPGA 中：

■ 读数据 (read data)

■ DQS

LPDDR2 SDRAM 具有高度灵活性，通过调整驱动强度来匹配存储器总线阻抗，从而不再

需要匹配电压 (VTT) 和串行匹配电阻。

可编程的驱动强度选项是 34.3 ohms、40 ohms ( 默认 )、48 ohms、60 ohms、80 ohms

和 120 ohms。您必须执行电路板仿真来决定电路板布局的最佳选项。

1 默认情况下，Altera LPDDR2 SDRAM UniPHY IP 使用 40 ohm 驱动强度。

眼图在 FPGA 晶片管脚上测试得到的，LPDDR2 SDRAM 输出驱动器是具有 40 ohms ZQ 校

准的 HSUL-12。LPDDR2 SDRAM 读数据是双倍数据速率。

图 6–6. 400MHz 的存储器时钟仿真

Time (ns)

Voltage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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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 章：LPDDR2 SDRAM 电路板设计指南 6–9
信号匹配
图 6–7 显示了 Arria V 器件上采用 40 Ω 驱动强度的 400 MHz 读数据仿真。

匹配方案

表 6–2 列出了对主要 LPDDR2 SDRAM 存储器接口信号的推荐匹配方案，包括数据 

(DQ)、数据选通 (DQS)，数据屏蔽 (DM)、时钟 (CK, and CK#)、命令地址 (CA) 和控制

(CS# 和 CKE)。

图 6–7. Arria V 器件上采用 40 Ω 驱动强度的 400 MHz 读数据仿真

Voltage (m
V)

Time (ps)

表 6–2. Arria V 和 Cyclone V 器件的匹配建议

信号类型 HSUL-12 标准 (1), (2) 存储器终端匹配

DQS/DQS# R34 CAL ZQ40

Data (Write) R34 CAL –

Data (Read) – ZQ40

Data Mask (DM) R34 CAL –

CK/CK# Clocks R34 CAL
×1 = – (4)

×2 = 200 Ω Differential (5)

Command Address (CA), R34 CAL –

Chip Select (CS#) R34 CAL –

Clock Enable (CKE) (3) R34 CAL 4.7 KΩ parallel to GND
表 6–2注释：

(1) R 是有效串行输出阻抗。

(2) CAL 是带校准的 OCT。

(3) 如果您的设计满足 LPDDR2 SDRAM 组件的电源序列要求，Altera 建议您使用一个接地的 4.7 KΩ 并行电阻。关于更多信息，请参
考 LPDDR2 SDRAM 数据表。

(4) ×1 是单一器件加载。

(5) ×2 是双器件加载。另一个选项是在走线分隔处使用一个 100 Ω 差分匹配电阻。
Altera 公司 2012 年 11 月 外部存储器接口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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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0 第 6 章：LPDDR2 SDRAM 电路板设计指南
PCB 布局指南
1 表 6–2 中推荐的匹配方案是基于对 2.8 inch 最大走线长度的分析。您可以通过添加外

部匹配电阻或者调整驱动强度来改善较长走线的信号完整性。对外部匹配电阻的建议

如下：

■  Class I匹配电阻(连接到存储器终端上VTT的50 ohms并行电阻)—单向信号(命令

地址，控制和 CK/CK# 信号 )

■  Class II匹配电阻(连接到两个终端上VTT的50 ohms并行电阻) —双向信号(DQ和

DQS/DQS# 信号 )

Altera 建议对你的设计进行仿真以确保良好的信号完整性。

PCB 布局指南
表 6–3 列出了 LPDDR2 SDRAM 通用布局布线指南。

1 下面的布局指南包括几个基于 +/- 长度的准则。如果您不能对 PCB 实现的实际延迟特性

进行仿真，那么这些基于长度的指南适用于一阶时序近似值。它们不包括串扰的任何

裕量。

当对特定的实现进行仿真时，Altera 建议您要取得精确的时基偏斜数量。

表 6–3. LPDD2 布局指南 (1/2)

参数 指南

阻抗 (Impedance)

■ 所有的信号平面 (signal plane) 必须是 50 Ω，单端，±10%。

■ 所有的信号平面 (signal plane) 必须是 100 Ω, 差分， ±10%。

■ 移除所有未使用的过孔焊盘 (via pad), 因为它们会导致不需要的电容。

去耦参数 (Decoupling 
Parameter)

■ 在 0402 尺寸中使用 0.1 μF，以最小化电感。

■ 使用 Altera Power Distribution Network (PDN) Design tool 验证您的电容去
耦。

电源 (Power)

■ 将 GND, 1.2 V 和 1.8 V 布线成平面。

■ 在至少20-mil (0.020 inch或0.508 mm)间隔的单一分隔平面中布线存储器的VCCIO。

■ 将振荡器和 PLL 电源布线成岛型或者 100-mil (2.54- mm) 电源走线。

通用布线 (General 
Routing)

■ 对指定延迟匹配的全部要求包括 PCB 走线延迟，不同层传播，速度变化和串扰。要
最小化 PCB 层传播变化，Altera 建议将同一网组的信号始终布线在同一层上。如
果一定要使用同一阻抗特性将同一网组的信号布线在不同层上，那么需要仿真最
坏情况 PCB 走线公差以确定实际的传播延时差。典型的层到层走线延迟变化是
15 ps/inch order。

■ 使用 45° 角 ( 不是 90° 角 )。

■ 对于关键网和时钟，避免 T 形接合 (T-junction)。

■ 避免 T 形接合 (T-junction) 大于 75 ps ( 近似 25 mils，6.35 mm)。

■ 禁止信号跨越分隔平面。

■ 对靠近系统复位信号的其它信号限制布线。

■ 对靠近 PCI 或者系统时钟少于 0.025 inch (0.635 mm) 的存储器信号避免布线。

■ 同一个 DQ 组中的所有信号，其走线的 skew 在 ±10 ps 或者近似 ±50 mils
(0.254 mm)，并且需要在同一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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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 章：LPDDR2 SDRAM 电路板设计指南 6–11
PCB 布局指南
Altera 建议采用基于表 6–3 中布局指南的以下布局方法：

1. 使用 ±2 ps 的 P 和 N 信号之间的长度 skew 对差分时钟 (CK/CK#) 和数据随路时钟

(DQS/DQS#) 进行布线。

2. 将与 DQ 组相关联的 DQS/DQS# 布线到同一 PCB 层上 , 它们之间的最大 skew 在

±5 ps 以内。

3. 将 DQS/DQS#设置成相关数据和数据屏蔽信号的目标走线传播延时。

4. 将 DQ 组的数据和数据屏蔽信号布线到与相关联的 DQS/DQS# 所在的同一层上 ( 理想

情况下 )，与目标 DQS/DQS# 之间的 skew 不超过 ±10 ps。

5. 布线 DQ组的 CK/CK#时钟并设置成目标走线传播延时。使 CK/CK# 与 DQS/DQS# 之间

的 skew 不超过 ±50 ps。

6. 将地址 / 控制信号组 (address, CS, CKE) 布线到与 CK/CK#时钟所在的同一层上

(理想情况下)，并保证与 CK/CK#之间的skew 不超过 ±20 ps。

对于要求最高时钟频率 ( 用于 LPDDR2 SDRAM 接口 ) 的设计而言，该布局方法提供了一

个很好的起点。

1 Altera 建议在 Quartus® II 软件中通过具有 UniPHY 接口的完全实现的 LPDDR2 SDRAM 

Controller 创建您的工程，并观测接口时序裕量以决定设计的实际裕量。

时钟布线 (Clock 
Routing)

■ 使用低于150 ps(近似500 mils, 12.7 mm)的外层运行长度将时钟布线在内层上。

■ 这些信号应该与其它网保持 10-mil (0.254 mm) 的间隔。

■ 时钟对里面的时钟信号，其走线最大 skew 为 ±5 ps 或者近似 ±25 mils 
(0.635 mm)。

■ 差分时钟对的 P和 N信号之间的 skew 为 ±2 ps 或者近似 ±10 mils (0.254 mm)。

■ 不同时钟对之间的间隔应该至少是差分对走线之间的 3 倍间隔。

地址和命令布线
(Address and Command 
Routing)

■ 要最大程度地降低串扰，需要对数据和数据屏蔽信号所在不同层上的地址和命令
信号进行布线。

■ 不要对靠近地址信号的差分时钟 (CK/CK#) 和时钟使能 (CKE) 信号布线。

外部存储器布线规则
(External Memory 
Routing Rules)

■ 对 LPDDR2 SDRAM 数据组应用以下并行性规则：

■ 4 mils 用于并行运行 < 0.1 inch ( 相对平面距离的近似 1× 间隔 )。

■ 5 mils 用于并行运行 < 0.5 inch ( 相对平面距离的近似 1× 间隔 )。

■ 10 mils用于并行运行在0.5到1.0 inch之间(相对平面距离的近似2×间隔)。

■ 15 mils用于并行运行在1.0到2.8 inch之间(相对平面距离的近似3×间隔)。

■ 对地址 /命令组和时钟组应用以下并行性规则：

■ 4 mils 用于并行运行 < 0.1 inch ( 相对平面距离的近似 1× 间隔 )

■ 10 mils 用于并行运行 < 0.5 inch ( 相对平面距离的近似 2× 间隔 )

■ 15 mils用于并行运行在 0.5到 1.0 inch 之间 (相对平面距离的近似 3×间隔 )

■ 20 mils用于并行运行在 1.0到 2.8 inch 之间 (相对平面距离的近似 4×间隔 )

最大走线长度 (Maximum 
Trace Length)

■ 使走线长度尽可能的短。从 FPGA 到 LPDDR2 SDRAM 的所有信号的最大走线长度应该
短于 509 ps ( 近似 28 mils，47.4 mm)。 Altera 建议仿真您的设计以确保良好的
信号完整性。

表 6–3. LPDD2 布局指南 (2/2)

参数 指南
Altera 公司 2012 年 11 月 外部存储器接口手册
卷 2： 设计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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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本章节中的建议是基于仿真给出的，但当决定电路板设计的最佳匹配方案，驱动

强度设置以及加载方式时，您也可以应用相同的总体原则。即便掌握了这些知识，通

过使用 IBIS 或者 HSPICE 模型进行仿真以确定您设计中的信号完整性也是十分关键的。

文档修订历史
表 6–4 列出了本文档的修订历史。

表 6–4. 文档修订历史

日期 版本 修订内容

2012 年 11 月 1.0 首次发布。
外部存储器接口手册  Altera公司 2012年11月

卷 2： 设计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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