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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应用笔记提供了一组清单列表，它包括使用 MAX®10 FPGA 创建设计时需要考虑的设计

指南，建议和因素。

■ 使用该文件可以帮助您在设计的初期规划 FPGA 和系统，这对于成功完成设计是至关

重要的。

■ 在整个设计过程中遵循 Altera 的建议，可以使您获得 佳效果、避免出现常见问题

以及提高设计生产效率。

图 1 显示了 MAX10 设计流程。该文档中的这一部分对设计流程的每个部分提供清单列

表和设计指南。

图 1. MAX10 设计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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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页 开始设计之前
开始设计之前
开始规划和设计 FPGA 系统之前，使您自己熟悉可用于 MAX10 器件系列的 FPGA 器件功

能、设计工具和 IP。

表 1. 预备知识清单列表

编号 v 清单列表项目

1.  通读 FPGA 的器件概述

器件概述提供用于器件系列的功能和选项的概述。通读该文档，以便熟悉该器
件系列产品和一般特征。

要了解每个 FPGA 器件系列的概述的详细信息，请参考 MAX10 FPGA 器件概述。

2.  评估设计要求

根据以下方面对设计进行粗略估计：

■ 产品的基本功能

■ 以前相似的设计

■ 通用器件要求

3.  查看可用的设计工具

考虑可用的设计、估计器、系统建立程序和验证工具。以下项目是 Altera 提供
的一些可用工具：

■ 进行设计、综合、仿真和编程的 Quartus® II软件 ;包括 Qsys系统的集成、仿
真工具和验证工具。

■ Qsys系统集成工具—下一代的SOPC Builder,可自动生成互联逻辑以连接知
识产权 (IP) 功能和子系统。

■ Mentor Graphics® ModelSim®- Altera® 仿真软件。

■ 支持 Synopsys® Design Constraints(SDC) 格式的进行静态时序分析的
TimeQuest Timing Analyzer。

■ 实现功耗分析和优化的 PowerPlay Power Analyzer

■ SignalProbe 和 SignalTap II Logic Analyzer 调试工具。

■ 用于 Quartus II 的外部存储器接口工具包。

要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Altera 网站的以下页面：

■ 设计工具 &服务

■ 设计软件支持

要了解关于从 SOPC Builder 移植到 Qsys 的设计指南，请参考 AN 632:SOPC 
Builder 到 Qsys 移植指南。

4.  查看可用的 IP

Altera 及其第三方 IP 合作伙伴针对 Altera 器件优化提供了大量可选择的 IP
内核的参数化模块，您可以用于降低实现和验证时间。

根据您的评估要求，请参考 Altera 网站的所有知识产权页面，以检查是否有提
供所需功能的可用 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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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规范
通常情况下，FPGA 是整个系统的重要部分，并且影响系统设计的其余部分。使用下面

的清单列表来开始设计过程。

表 2. 设计规范清单列表

编号 v 清单列表项目

1.  创建详细的设计规范

创建逻辑设计或完成系统设计之前，请执行以下操作：

■ 指定 FPGA 的 I/O 接口

■ 识别不同的时钟域

■ 包含一个基本设计功能的结构图

■ 考虑一个共同设计目录结构 — 如果您的设计包含多个设计师，那么共同设计
目录结构会简化设计集成阶段。

■ 当执行任何 UFM 写或擦除操作时，要确保您提供稳定的电源连接。写或擦除
操作时的电源损失可能会导致器件损坏。

2.  创建详细的功能验证或测试计划

一个功能验证计划确保团队了解如何验证系统。在早期阶段创建一个测试计划
会帮助您根据可测试性和可制造性进行设计。

例如，如果您计划执行内置自测试 (BIST) 功能来驱动接口，那么可以计划在
FPGA 器件内部使用基于 Nios® II 处理器的 UART 接口。

要了解更多信息 , 请参考第 7 页的 “查看可用的片上调试工具 ” 。

3.  选择影响系统设计的 IP ，尤其是 I/O 接口。

在详细设计规范中包括知识产权 (IP) 模块。使用时间创建这些规范会提高设计
效率。

要了解 Altera 和第三方 IP 合作伙伴提供的可用 IP 列表的更多信息，请参考
Altera 网站的所有知识产权页面。

4.  确保您的电路板设计支持 OpenCore Plus tethered mode

购买 IP 许可之前，许多 IP 内核的 OpenCore Plus 功能使您能够对 FPGA 进行编
程以及验证硬件中的设计。OpenCore Plus 支持以下模式：

■ Untethered— 设计在有限时间里运行。

■ Tethered—设计在硬件评估期间运行。这种模式需要一个 Altera下载电缆连
接到电路板上的 JTAG 端口以及一个主机运行 Quartus II 编程器。如果您计
划使用该模式，那么确保电路板设计支持该模式。

5.  查看可用的系统开发工具

要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Altera 网站的以下页面：

■ 设计工具 & 服务

■ 设计软件支持
MAX 10 FPGA 设计指南Altera 公司 2014 年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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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件选择
使用下面的清单列表，以决定适合于设计的器件系列、密度和封装组合。

表 3. 器件选择清单列表 (1/3)

编号 v 清单列表项目

1.  考虑可用的器件系列

MAX10 器件系列包含针对不同应用需求而优化的几个器件型号。

根据 I/O 管脚数量、LVDS 通道、封装类型、逻辑 / 存储器 / 乘法器密度、单 /
双电源器件选项、PLL、时钟布线和速度等级对器件进行选择。

请考虑以下的功能选项：

■ 紧凑

■ 闪存

■ 模数转换器 (ADC)

要了解更多信息，请参考 MAX10 FPGA 器件概述。 

2.  评估所需的逻辑、存储器和乘法器密度

MAX10 器件提供了密度范围，其中包括不同数量的器件逻辑资源。在设计规划
过程中，确定所需的逻辑密度是具有挑战性的。具有更多逻辑资源的器件可以
实现更大或者更复杂的设计，但一般都需要较高的成本。较小的器件消耗较低
的静态功耗。

要了解更多信息，请参考 MAX10 嵌入式乘法器用户指南。

3.  考虑纵向器件移植可用性和要求。

确定是否将您的设计移植到其它密度的器件。选择您的器件密度和封装，以在
设计即将结束时允许 大的灵活性适配将来任何可能的器件移植。

要验证管脚移植能力，请使用 Quartus II software Pin Planner 中的 Pin 
Migration View 窗口。Pin Migration View 可帮助您识别在移植器件之间出现
的管脚中的区别：

■ 如果一个器件的管脚用于连接到VCC或GND，但是另一个器件具有I/O管脚，那
么 Quartus II 确保这些管脚不用于 I/O。对于移植，确保这些管脚连接到正
确的 PCB 平面。

■ 如果在相同封装中的两个器件之间移植，那么在原始设计中将没有连接到较
小芯片的管脚连接到较大芯片的 VCC 或 GND。

要了解关于验证管脚移植功能性的更多信息，请参考 Quartus II 手册“I/O 管
理 ” 章节。

4.  查看相似的设计的资源利用报告

如果您有其它使用 Altera 器件的设计，那么可以通过它们的资源利用情况来评
估新设计。Quartus II 中使用的编码风格、器件体系结构和优化选项都会显著
地影响一个设计的资源利用率以及时序性能。

要实现评估 Altera 的 IP 设计的某些配置的资源利用，请参考各自的 MAX10 用
户指南。
MAX 10 FPGA 设计指南 Altera 公司 2014 年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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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保留器件资源，以用于将来的开发和调试。

选择一个符合设计要求的器件，并具有一定的安全余量，使您能够将来在设计
周期中添加更多的逻辑，更新或者扩展您的设计。您也可能需要器件中的额外
空间，使您更容易对增量式设计或者基于团队的设计进行设计规划的创建。

需要考虑保留资源用于调试，如第 7页的 “ 考虑指南来规划调试工具 ” 中所
介绍的。

6.  估计所需要的 I/O 管脚数

确定应用所需要的 I/O 管脚数，考虑与其它系统模块的设计接口要求。您可以
在 Quartus II 软件中编译任何现有的设计，以确定使用的 I/O 管脚数。

其它因素也能够影响设计所需要的 I/O 引脚数量，其中包括同步开关噪声
(SSN) 问题、引脚布局指南、作为专有输入的引脚、每一个 I/O bank 的 I/O 标
准可用性、行与列 I/O bank 的 I/O 标准与速度之间的差别、以及封装移植选
项。

要了解关于选择管脚位置的详细信息，请参考第 6 页的 “ 电路板设计” 和第
15页的 “I/O 和时钟规划 ” 的相关主题。

7.  考虑您需要保留用于调试的 I/O 管脚

考虑需要保留用于调试的 I/O 管脚，如第 7 页的 “ 考虑指南来规划调试工具
” 中所介绍。

8.  验证 LVDS 通道数是否足够

更高的密度与封装管脚数提供了更多的全双工 LVDS 通道以实现差分信号。确保
您的器件密度封装组合包含足够的 LVDS 通道。

9.  验证 PLL 数和时钟布线资源

验证您所选择的器件密度封装组合是否包含足够的用于设计的 PLL 和时钟布线
资源。GCLK 资源可以在某些 PLL 之间共享，这会影响到可用的输入。

要了解关于时钟管脚以及全局布线资源的更多信息，请参考第 15 页的 “I/O 和
时钟规划 ” 。

10.  确定您需要的器件速度等级

器件的速度等级会影响到器件的时序性能、时序收敛以及功耗。确定您的设计
所需要的速度等级的方法之一是考虑指定的 I/O 接口的支持时钟速率。

要了解关于不同器件端在不同速度级别使用 I/O 管脚的存储器接口支持时钟速
率的详细信息，请使用外部存储器接口 Spec 评估器页面的评估器工具。

您可以在原型产品研发期间使用 高速度等级以缩短编译时间，因为使用更少
的时间来优化设计以满足时序要求。如果设计满足时序要求，那么您在批量生
产时转为较低的速度等级，以降低成本。

当移植到不同速度等级的器件时，需要检查时序分析中的时序报告，以确保
MAX10 器件中不同模块之间，电路板上 MAX10 器件和其它器件之间没有时序违
规。 

始终要有足够时序裕量进行设计，使您的设计能够运行在不同速度等级的器件
上。

要了解关于可用速度等级的详细信息，请参考 MAX10 FPGA 器件数据手册。

表 3. 器件选择清单列表 (2/3)

编号 v 清单列表项目
MAX 10 FPGA 设计指南Altera 公司 2014 年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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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路板设计
将这一部分的清单列表作为指南来设计电路板。

早期电路板设计

早期规划使得 FPGA 团队能够为 PCB 板与系统设计者提供早期信息。

11.  决定器件支持的映像的数量

如果设计需要双映像配置功能，那么选择支持双映像、两个 FPGA 比特流的器
件。所有 MAX10 器件均支持双映像配置功能，除了 10M02 器件以外。

表 3. 器件选择清单列表 (3/3)

编号 v 清单列表项目

表 4. 早期电路板设计规划清单列表 (1/3)

编号 v 清单列表项目

1.  选择一个配置方案

要了解关于内部配置方案，以及所要和可选的管脚设置的信息，请参考 MAX10 
FPGA 配置用户指南。

2.  确保电路板支持所需的功能：

■ 数据解压缩—如果使能数据压缩，那么存储要求和配置时间(写入闪存)会被
降低。配置时间 ( 写入 CRAM) 被增加。 

■ 设计安全—该功能采用了128-bit安全密钥来保护设计免受未经授权的复制，
逆向工程和篡改。器件可以使用 AES 算法来解密配置比特流。设计安全性不
可用于 JTAG 配置方案。

■ 双映像配置 — 该功能只有在自我下载模式中支持。

■ SEU缓解—器件中的专用电路执行循环冗余校验(CRC)错误检测并且自动检查
SEU 错误。要检测 SEU 错误 , 就要使用 CRC_ERROR 管脚来标记错误并且通过
设计使您的系统正确运行。如果没有使能 CRC 错误检测功能，那么也可以将
CRC_ERROR 管脚用作设计 I/O 管脚。

要了解更多信息，请参考 MAX10 FPGA 配置用户指南。

3.  使能 Auto-restart after configuration error 选项的方案

当配置错误出现时，要通过驱动 nSTATUS 管脚为低电平而从内部复位器件，那么
使能 Auto- restart after configuration error 选项。器件在复位超时后释放
它的 nSTATUS 管脚。这一操作使您能够重新启动配置周期。nSTATUS 管脚需要一
个上拉到 VCCIO 的 10-kΩ电阻。

4.  评估配置文件大小

要实现评估配置文件的大小，可以将您的配置文件转换成未压缩的原始二进制
文件 (.rbf)。.rbf 文件大小提供了大致的未压缩的配置文件大小。

仅在设计编译之前使用未压缩的 .rbf 大小来评估文件大小。不同的配置文件格
式，例如十六进制 (Intel-Format) 文件 (.hex) 或者表格文本文件 (.ttf) 格
式，具有不同的文件大小。 

要了解关于 MAX10 器件的未压缩的 .rbf 大小的更多信息，请参考 MAX10 FPGA
配置用户指南。
MAX 10 FPGA 设计指南 Altera 公司 2014 年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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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查看可用的片上调试工具

利用片上调试功能来分析内部信号并执行高级调试技术。

不同的系统和设计者需要使用不同的调试工具。早期规划可以缩短调试时间，
并且可以避免稍后的设计变更，以适应首选的调试方法。由于器件的内部信号
以及 I/O 管脚的可存取性，添加调试管脚可能是不够的。

关于 Quartus II 中的片上调试功能的详细信息，请参考第 2 页的 “ 早期系统
规划 ” 下的 “ 片上调试规划 ” 部分。

■ Quartus II 手册中的系统调试工具概述  

■ 虚拟 JTAG （sld_virtual_jtag）Megafunction 用户指南

6.  考虑指南来规划调试工具

■ 提前选择片上调试方案，以规划存储器和逻辑要求、I/O 管脚连接和电路板
连接。

■ 如果要使用 SignalProbe 增量式布线、SignalTap II 嵌入式逻辑分析仪、逻
辑分析仪接口、在系统存储器内容编辑器、在系统资源和探测 ，或者虚拟
JTAG IP 内核，在对系统和电路板进行规划时需要预留可供调试的 JTAG 连
接。

■ 规划少量的其它逻辑资源，用于实现 JTAG 调试功能的 JTAG 集线器逻辑。

■ 使用 SignalTap II Embedded Logic Analyzer 进行调试时，需要保留器件存
储器资源，以在系统操作期间采集数据。

■ 保留I/O管脚，以用于SignalProbe或Logic Analyzer Interface的调试。这
样以后就不必更改设计或者电路板以适应调试信号。

■ 确保电路板要支持调试模式，在此模式中调试信号不影响系统运行。

■ 根据外部逻辑分析仪或者混合信号示波器的要求来整合 pin header 或者
micro connector。

■ 使用增量调试工具和减少编译时间，需保证开启增量式编译，这样就不必重
新编译设计来更改调试工具。

■ 要使用虚拟 JTAG IP 内核来实现定制调试应用，作为设计过程的一部分，需
要在 HDL 代码中对其例化。

■ 要使用在系统资源和探针功能，需要在 HDL 代码中例化 IP 内核。

■ 要将In-System Memory Content Editor用于RAM或ROM模块或LPM_CONSTANT 
IP 内核，需要在 parameter editor 中打开存储器模块的 Allow In-System 
Memory Content Editor to capture and update content independently 
of the system clock 选项。

要了解关于调试工具和调试方法的更多信息，请参考下列文档：

■ Quartus II 手册中使用 SignalProbe 进行快速设计调试章节

■ Quartus II 手册中使用 SignalTap II 逻辑分析仪进行设计调试 
Analyzer 章节

■ Quartus II 手册中使用外部逻辑分析仪进行在系统调试章节

■ Quartus II 手册中存储器和常量的在系统更新章节

■ Quartus II 手册中使用在系统资源和探针进行设计调试章节

■ 虚拟 JTAG (sld_virtual_jtag) Megafunction 用户指南

表 4. 早期电路板设计规划清单列表 (2/3)

编号 v 清单列表项目
MAX 10 FPGA 设计指南Altera 公司 2014 年 9 月

http://www.altera.com/literature/hb/qts/qts_qii53008.pdf
http://www.altera.com/literature/hb/qts/qts_qii53008.pdf
http://www.altera.com/literature/hb/qts/qts_qii53027.pdf
http://www.altera.com/literature/ug/ug_virtualjtag.pdf
http://www.altera.com/literature/hb/qts/qts_qii53008.pdf
http://www.altera.com/literature/hb/qts/qts_qii53008.pdf
http://www.altera.com/literature/hb/qts/qts_qii53009.pdf
http://www.altera.com/literature/hb/qts/qts_qii53009.pdf
http://www.altera.com/literature/hb/qts/qts_qii53008.pdf
http://www.altera.com/literature/hb/qts/qts_qii53008.pdf
http://www.altera.com/literature/hb/qts/qts_qii53016.pdf
http://www.altera.com/literature/hb/qts/qts_qii53016.pdf
http://www.altera.com/literature/hb/qts/qts_qii53016.pdf
http://www.altera.com/literature/hb/qts/qts_qii53016.pdf
http://www.altera.com/literature/hb/qts/qts_qii53012.pdf
http://www.altera.com/literature/hb/qts/qts_qii53021.pdf
http://www.altera.com/literature/hb/qts/qts_qii53021.pdf
http://www.altera.com/literature/hb/qts/qts_qii53021.pdf
http://www.altera.com/literature/ug/ug_virtualjtag.pdf
http://www.altera.com/literature/ug/ug_virtualjtag.pdf
http://www.altera.com/literature/hb/qts/qts_qii53009.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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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源管脚连接

根据您的设计要求，MAX10 器件需要各种电压电源。使用下列的清单列表来设计 FPGA

电源管脚连接的电路板。

7.  使用 PowerPlay Early Power Estimator(EPE) 来评估电源和散热解决方案

FPGA 功耗取决于逻辑设计，并且在早期电路板规范和布局期间对其进行评估比
较困难。然而，FPGA 功耗是一个重要的设计考量，必须对功耗进行准确的评
估，以开发正确的功耗预算来设计电源、电压稳压器、去耦电容，散热器和冷
却系统。

完成设计之前，使用 Altera PowerPlay EPE 电子数据表来评估功耗、电流和器
件结温。根据器件信息、规划的器件资源、操作频率、触发率、环境温度、散
热片信息、气流、电路板散热模型和其它环境因素 ,EPE 计算评估信息。

■ 如果您有一个现有的或部分完成的已编译的设计—那么使用Quartus II中的
Generate PowerPlay Early Power Estimator File 命令为 EPE 电子数据表
提供输入。

■ 如果您没有现成的设计 — 那么需要估算出设计中使用的器件资源的数量，然
后手动输入到 EPE 电子数据表。如果器件资源信息在设计阶段期间或之后更
改，那么您的功耗评估结果会不准确。

要了解关于 EPE 用户指南以及下载器件指定的 PowerPlay EPE 电子数据表的更
多信息，请访问 Altera 网站的 PowerPlay Early Power Estimator(EPE) 和
Power Analyzer 页。

要了解关于正确的电源设计指南的详细信息，请参考第 10页的 “ 使用电源分
配网络 (PDN) 工具来规划电源分配和去耦电容选择 ” 。

表 4. 早期电路板设计规划清单列表 (3/3)

编号 v 清单列表项目
MAX 10 FPGA 设计指南 Altera 公司 2014 年 9 月

http://www.altera.com/support/devices/estimator/pow-powerplay.jsp
http://www.altera.com/support/devices/estimator/pow-powerplay.j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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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电源管脚连接清单列表 (1/2)

编号 v 清单列表项目

1.  设计单板上电要求 :

MAX10 器件支持热插拔 (hot plug-in/hot swap) 以及电源排序，而无需使用外
部器件。请考虑以下指南 :

■ 上电期间，输出缓冲器处于三态，内部弱上拉电阻被默认为禁用。您可以通
过 Quartus II 软件使能内部弱上拉电阻。 

■ 使弱上拉电阻处于使能状态直到器件被配置并且配置管脚驱动输出。

■ 设计供电电压升至稳定状态— 确保在器件上电期间具有上电复位 (POR) 电源
的 小电流要求。以下是 POR 监控的电源：

■ VCC 或 VCC_ONE( 降压后 )

■ bank 1B 和 bank 8 的 VCCIO

■ VCCA

■ 在 Quartus II 软件中设置 POR 延迟，以确保电源稳定。通过使用一个外部组
件来置位 nSTATUS 管脚为低电平，从而延长 POR 延迟时间。为了确保器件配
置正确并进入用户模式，如果电路板不能够符合 大电源上电时间规范，那
么延长 POR 延迟时间。

■ 设计电源排序和稳压器以实现 佳器件可靠性—虽然实现正确操作不要求电
源排序，但也要考虑每个轨的上电时序，以防止设计多轨供电系统时出现长
期器件可靠性方面的问题。

■ 利用上电排序以实现瞬时接通功能。通过使用瞬时接通功能，电源达到所需
要的电平后，器件可以使用 短时间直接进入用户模式。上电时，控制模块
读取 POR 延迟值以及瞬时接通设置比特流。如果设置了瞬时接通，那么器件
直接进入初始化阶段。如果没有选择瞬时接通功能，那么 POR 延迟值延迟
POR 信号。如果想要更改设置，那么清除 DSM 。

■ 连接电源之前请连接电路板之间的GND—Altera将GND用作热插拔操作和I/O
缓冲器设计的参考。连接电源前先在板级间连接 GND，这样可以防止板级上
的 GND 被板级上的其它组件意外拉高。一个被上拉的 GND 可能会导致器件有
规范外的 I/O 电压或者电流情况的发生。

要了解更多信息，请参考以下文档：

■ MAX10 功耗管理用户指南 

■ MAX10 器件系列管脚连接指南

■ MAX10FPGA 配置用户指南 

2.  查看所需的电源电压和电源选项的列表

MAX10 器件提供单和双电源器件选项。

要了解所需的电源电压以及推荐的操作条件列表，请参考 MAX10FPGA 器件数据
表。

3.  确保 I/O 电源管脚与 I/O 标准兼容

如果 VCCIO 电平超出建议的 I/O 标准操作范围，那么器件输出管脚就不符合 I/O
标准规范。 

要了解关于支持的 I/O 标准和 VCCIO 电压的完整列表，请参考 MAX10 通用 I/O 用
户指南。
MAX 10 FPGA 设计指南Altera 公司 2014 年 9 月

http://www.altera.com/literature/hb/max-10/ug_m10_pwr.pdf
http://www.altera.com/literature/dp/max-10/PCG-01018.pdf
http://www.altera.com/literature/hb/max-10/ug_m10_config.pdf
http://www.altera.com.cn/literature/hb/max-10/m10_datasheet_CH.pdf
http://www.altera.com.cn/literature/hb/max-10/m10_datasheet_CH.pdf
http://www.altera.com.cn/literature/hb/max-10/ug_m10_gpio_CH.pdf
http://www.altera.com.cn/literature/hb/max-10/ug_m10_gpio_CH.pdf
http://www.altera.com.cn/literature/hb/max-10/m10_datasheet_CH.pdf
http://www.altera.com.cn/literature/hb/max-10/m10_datasheet_CH.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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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确保正确的电源管脚连接

■ 按照 MAX10 FPGA 器件系列管脚连接指南中指定，正确地连接所有电源管脚。

■ 连接 VCCIO 管脚和 VREF 管脚来支持每个 bank 的 I/O 标准。

■ 对于未使用的电源，请考虑是否有必要将电源连接到地面，断开或保持电源
连接。

5.  决定电源轨共享

■ 探究电路板上 FPGA 电源管脚或其它电源管脚的独特要求，确定电路板上哪些
器件可以共享电源轨。这对于您考虑不同器件系列的器件的电源共享能力是
非常重要的。

■ 要遵循所建议的电源共享和隔离共享,以及每一个引脚的详细指南,请参考下
列文档：

■ MAX10 FPGA 器件系列管脚连接指南

■ AN 583: 使用铁氧体磁芯对 Altera FPGA 设计电源隔离过滤器

6.  使用电源分配网络 (PDN) 工具来规划电源分配和去耦电容选择

MAX10 器件包含片上 (on-die) 去耦电容以提供高频去耦。

要规划电源分配并将电压调节模块的电流返回到 FPGA 电源，您可以使用以图形
方式对板级 PDN 进行优化的 PDN 设计工具。虽然您可以使用 SPICE 仿真对电路
进行仿真，但是 PDN 设计工具提供一种快速、准确和交互的方式来确定实现
佳性价比的去耦电容的正确数量。

从 Altera 网站下载相应的 PDN 工具和文档：

■ 电源分配网络 (PDN) 工具

■ AN 574: 印刷电路板 (PCB) 电源分布网络 (PDN) 设计方法

■ 器件指定的电源分布网络 (PDN) 工具用户指南

■ 电源分配网络 (PDN) 工具用户指南 ( 器件诊断 )

7.  查看下列 PLL 电路板设计的指南

■ 即使设计不使用所有 PLL，也需要将所有 PLL 电源管脚连接到电源，以减低噪
声。要了解关于管脚电压要求的更多信息，请参考 MAX10 FPGA 器件系列管
脚连接指南。

■ 电源网应该由绝缘的电源平面、电源平面切出或者粗导线提供。

表 5. 电源管脚连接清单列表 (2/2)

编号 v 清单列表项目
MAX 10 FPGA 设计指南 Altera 公司 2014 年 9 月

http://www.altera.com/literature/dp/max-10/PCG-01018.pdf
http://www.altera.com/literature/dp/max-10/PCG-01018.pdf
http://www.altera.com/literature/an/AN583.pdf
http://www.altera.com/literature/an/AN583.pdf
http://www.altera.com/literature/ug/pdn_tool.zip
http://www.altera.com/literature/an/an574.pdf
http://www.altera.com/literature/ug/ug_pdn_gen_device.pdf
http://www.altera.com/literature/ug/ug_pdn.pdf
http://www.altera.com/literature/dp/max-10/PCG-01018.pdf
http://www.altera.com/literature/dp/max-10/PCG-01018.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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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管脚连接

不同的上拉或下拉电阻、信号完整性和指定的管脚要求的应用取决于不同的配置方案。

正确连接配置管脚是非常重要的。使用下面的清单列表来解决常见问题。

表 6. 配置管脚连接清单列表 (1/2)

编号 v 清单列表项目

1.  验证配置管脚连接和上拉和下拉电阻是否根据您的配置方案正确设置。

要了解关于每一个配置管脚的详细说明，请参考 MAX10 FPGA 器件系列管脚连接
指南。

2.  使用设计高速信号或系统时钟的相同技术设计配置 TCK 管脚

■ TCK 信号的噪声会影响 JTAG 配置。

■ 对于器件链而言，链中 TCK 管脚的噪声会导致整个链上的 JTAG 编程或者配置
失败。

■ 对于一个器件链，确保 JTAG 链上的所有器件在 JTAG 编程或配置过程中被上
电。

3.  验证 JTAG 管脚连未被使用时是否接到一个稳定的电压电平。

JTAG 配置优先于所有配置方法。如果您不使用 JTAG 接口，那么配置过程中不
要使 JTAG 管脚悬空或触发。

要禁用 JTAG 电路，请通过一个 1-kΩ电阻将 TCK 管脚连接到 GND。通过 1-kΩ
电阻将 TMS 和 TDI 管脚连接到 VCCIO。 使 TDO 断开。

4.  验证 JTAG 管脚是否连接到下载电缆头。

在 JTAG 模式中运行的器件使用所需管脚 TDI、TDO、TMS 和 TCK 管脚。TCK 管脚
不支持内部弱下拉。将TCK 管脚连接到一个外部 1-kΩ到 10-kΩ下拉电阻。
TDI和 TMS 管脚具有弱内部上拉电阻。JTAG 输出管脚 (TDO) 和所有 JTAG 输入管脚
都 VCCIO 供电。电压范围从 1.5V 到 3.3V。

为了防止电压过冲，当 JTAG 管脚的 VCCIO 是 2.5 V 到 3.3 V 时，上电下载电缆
至 2.5 V，因为 JTAG 管脚没有内部 PCI 钳位二极管。TCK 管脚必须被下拉到
GND。如果 JTAG 管脚的 VCCIO 被供电为 1.5 V 或 1.8 V，那么下载电缆应该由相
同的 VCCIO 供电。

5.  查看以下的 JTAG 管脚连接指南：

■ 如果链中有多个器件，那么连接一个器件的 TDO 管脚到链中下一个器件的 TDI
管脚。

■ 配置、用户模式或者上电过程中，JTAG 管脚的噪声可导致器件进入未定义的
状态或模式。

■ 要在上电期间禁用JTAG状态机,需要通过一个1-kΩ电阻拉低TCK管脚以确保
TCK 上不会出现意外的上升沿。

■ 通过一个 1-kΩ到 10-kΩ电阻将 TMS 和 TDI 拉高。
MAX 10 FPGA 设计指南Altera 公司 2014 年 9 月

http://www.altera.com/literature/dp/max-10/PCG-01018.pdf
http://www.altera.com/literature/dp/max-10/PCG-01018.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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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确保下载电缆和 JTAG 管脚电压兼容

下载电缆与器件的 JTAG 管脚连接。目标电路板通过 10-pin 连接器 (10-pin 
header) 向 Altera 下载电缆提供的操作电压决定了下载电缆的操作电压电平。
JTAG 管脚由 VCCIO 供电。

在含有不同 VCCIO 电平器件的 JTAG 链中，使用更高 VCCIO 电平的器件应该使用
相同或者更低的 VCCIO 电平驱动器件。这种器件布局下，链的末端要求一个单
一电平转换器。如果该布局不可能，那么必须在链中添加更多的电平位移器。

要了解关于将 JTAG 链与链中器件的多个电压连接到一起的建议的详细信息，请
参考 MAX10JTAG 边界扫描测试用户指南。

7.  根据下列指南缓冲 JTAG 信号：

■ 如果一个电缆驱动三个或者更多的器件，那么需要在电缆连接器上对 JTAG 信
号进行缓冲，以防止信号损耗。

■ 添加到板级上的任何影响到 JTAG 信号电感或电容的组件，都会增加需要在链
中添加缓冲器的可能性。

■ 每一个缓冲器都应该驱动不超过8个的TCK和 TMS信号负载，并且以并行方式
驱动。如果在通路上添加一些跳线或者开关，那么会减少负载数量。

要了解关于 JTAG 管脚共享的详细信息，请参考 MAX10 JTAG 边界扫描测试用户
指南。

8.  确保链中所有器件正确连接

如果您的器件在一个配置链中，那么确保链中所有器件被正确连接和上电。

9.  决定您是否需要打开器件全输出使能

MAX10 器件支持一个可选的芯片宽输出使能，使您可以覆盖器件 I/O 的所有三
态。当 DEV_OE 管脚驱动为低电平时，所有 I/O 管脚均处于三态；当该管脚驱动
为高电平时，所有管脚表现为已编程。 

要使用芯片全输出使能功能：

■ 编译您的设计前，在 Quartus II 的 Device and Pin Options 对话框中的
General 标签上，打开 Enable device-wide output enable (DEV_OE)。

■ 确保 DEV_OE 管脚在电路板上被驱动为有效逻辑电平

■ 不要使 DEV_OE 管脚悬空。

表 6. 配置管脚连接清单列表 (2/2)

编号 v 清单列表项目
MAX 10 FPGA 设计指南 Altera 公司 2014 年 9 月

http://www.altera.com/literature/hb/max-10/ug_m10_jtag.pdf
http://www.altera.com/literature/hb/max-10/ug_m10_jtag.pdf
http://www.altera.com/literature/hb/max-10/ug_m10_jtag.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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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用 I/O 管脚连接

使用下面的清单列表来规划您的通用 I/O 管脚连接，并改善信号完整性。

表 7. 通用 I/O 管脚连接清单列表 (1/2)

编号 v 清单列表项目

1.  根据下列指南指定未使用的 I/O 管脚的状态：

■ 要降低功耗，需要将时钟管脚和其它未使用的 I/O 管脚设置为 As inputs 
tri- stated。默认情况下，Quartus II 中在弱上拉电阻使能的情况下将输入
管脚设置为三态。

■ 为了改善信号完整性，在 QuartusII 的 Device and Pin Options 对话框的
Unused Pins 标签的 Reserve all unused pins 选项中 , 将未使用的管脚设
置为 As output driving ground。该设置可以通过形成一个更短的返回路径
来降低电感，也可以减少相邻 I/O 的噪声。如果需要在器件下方使用许多过
孔而导致布线困难，则不要使用该方法。

■ 当编译您的设计时，需要仔细检查 Quartus II生成的Pin-Out文件 (.pin)中
的管脚连接。.pin 文件指定应该如何连接器件管脚。指定为 GND 的 I/O 管脚
可以被悬空或连接到地面，以提高器件的抗噪性。不要连接 RESERVED 管脚。

2.  参考电路板设计资源中心

如果您的设计含有高速信号，那么电路板设计会对系统中的信号完整性产生一
个重要的影响。

要了解关于信号完整性和电路板设计的详细信息，请参考 Altera 网站的电路板
设计资源中心。

在 Altera 提供的下列应用笔记中包含了关于高速板级叠层和信号布线层的详细
信息：

■ AN 528:PCB Dielectric Material Selection and Fiber Weave Effect on 
High-Speed Channel Routing

■ AN 529:Via Optimization Techniques for High-Speed Channel Designs

■ AN 530:Optimizing Impedance Discontinuity Caused by Surface Mount 
Pads for High-Speed Channel Designs

您也可以参考 Altera 网站的 I/O 管理、电路板开发支持 ,和信号完整性分析资
源中心，以了解与 Quartus II 相关的板级信号完整性信息。

3.  设计无噪声 VREF 管脚

VREF 管脚上的电压偏差会影响输入的阈值灵敏度。要了解关于 VREF 管脚和 I/O
标准的详细信息，请参考第 15页的 “I/O 功能和管脚连接 ” 。

4.  参考电路板设计指南解决方案中心

SSN 生成的噪声 - 当很多管脚 (彼此临近 )同时改变电压电平时 - 能够降低噪
声容限，并导致错误的开关。例如，考虑这些电路板布局建议：

■ 分解靠近器件的板级层上的大总线信号，以减少串扰。

■ 如果两个信号层彼此相邻并且使用2到3倍的走线宽的间隔，那么会尽可能的
正交布线。

要了解有助于减少噪声的电路板布局建议的更多信息，请参考 Altera 网站上
的电路板设计指南解决方案中心中的 PCB 指南。

要了解关于 I/O 和时钟连接的建议列表的详细信息，请参考第 21页的 “I/O 同
步开关噪声 ” 。
MAX 10 FPGA 设计指南Altera 公司 2014 年 9 月

http://www.altera.com/technology/signal/board-design-guidelines/sgl-bdg-index.html
http://www.altera.com/technology/signal/board-design-guidelines/sgl-bdg-index.html
http://www.altera.com/literature/an/an528.pdf
http://www.altera.com/literature/an/an529.pdf
http://www.altera.com/literature/an/an530.pdf
http://www.altera.com/support/software/io-board/sof-qts-io.html
http://www.altera.com/support/software/io-board/sof-qts-io.html
http://www.altera.com/support/devices/board/brd-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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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验证 I/O 匹配和阻抗匹配

电压参考 I/O 标准既需要 VREF 管脚和匹配电压 (VTT)。接收器件的参考电压跟
踪发送器件的匹配电压。请考虑以下情况 :

■ 每个电压参考I/O标准均需要一个独特的匹配设置。例如，在SSTL-2标准中，
一个正确的电阻信号端接方案是产生一个具有高噪声容限的可靠 DDR 存储器
系统的关键。

■ 尽管单端和非电压参考 I/O 标准并不需要端接，但阻抗匹配是降低反射和改
善信号完整性所必需的。

■ 差分 I/O 标准通常在接收器的两个信号之间需要一个匹配电阻。该匹配电阻
必须匹配信号线的差分负载阻抗。 

MAX10 片上串联匹配提供无外部组件的便利性。也可以使用外部上拉电阻来匹
配电压参考 I/O 标准 ( 例如 SSTL 和 HSTL)。

要了解每个 I/O 标准的片上匹配 (OCT) 支持的完整列表，请参考 MAX10 通用
I/O 用户指南。

6.  使用 IBIS 模型执行全面电路板布线仿真

为了确保 I/O 信号满足电路板设置上的接收器阈值电平，请使用 IBIS 模型利用
第三方板级仿真工具，来执行完整的电路板布线仿真。

要在 Quartus II 中选择 IBIS 输出，在 Assignments 菜单中点击 Settings。跳
转到 EDA Tool Settingscategory 中的 Board- Level 页。在 Board- level 
signal integrity analysis 部分的 Format 选项中选择 IBIS。

要了解更多信息，请参考 Quartus II 手册的通过第三方工具的信号完整性分析
章节。

7.  配置电路板走线模型，进行 Quartus II 高级时序分析。

要实现系统正确操作，信号完整性和电路板布线传播延迟必须被考虑在内。如
果在电路板设计中使用高速接口的 FPGA，那么将板级时序分析作为 I/O 和电路
板规划的一部分。 

顶部左上角的差分 I/O 位于低速区域。要了解关于这些 I/O 管脚的性能的更多
信息，请参考下列文档：

■ 器件管脚列表页面中 MAX10 器件的器件管脚列表

■ MAX10FPGA 器件数据表

要生成更精确的 I/O 延迟和其它报告，从而更深入了解系统级信号行为，那么
需要打开 QuartusII 工程的 Settings 对话框中的 TimeQuest Timing Analyzer
类别中的 Enable Advanced I/O Timing。当该选项开启时，TimeQuest Timing 
Analyzer 将仿真结果用于 I/O 缓冲器、封装和电路板走线模型，以生成 I/O 延
迟。

您可以将这些高级时序报告用作更改 I/O 约束和电路板设计的指南，以改善时
序和信号完整性。

8.  查看您的管脚连接

Altera 根据原理图器件管脚连接指南和其它板级管脚连接资料提供原理图检查
工作表，当您完成原理图时需要参考。

使用 MAX10 Device Schematic Review Worksheet 以帮助您找到原理图的错误
和遵循 Altera 指南：

表 7. 通用 I/O 管脚连接清单列表 (2/2)

编号 v 清单列表项目
MAX 10 FPGA 设计指南 Altera 公司 2014 年 9 月

http://www.altera.com.cn/literature/hb/max-10/ug_m10_gpio_CH.pdf
http://www.altera.com.cn/literature/hb/max-10/ug_m10_gpio_CH.pdf
http://www.altera.com/literature/hb/qts/qts_qii53020.pdf
http://www.altera.com/literature/lit-dp.jsp
http://www.altera.com/literature/hb/max-10/m10_datasheet.pdf
http://www.altera.com/download/board-layout-test/schematic-review-ws/worksheets/Arria_V_Schematic_Review_Worksheet.doc
http://www.altera.com.cn/literature/hb/max-10/m10_datasheet_CH.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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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O 和时钟规划
将这一部分的清单列表作为规划 I/O 和时钟的指南。

早期管脚规划和 I/O 约束分析

在许多设计环境中，FPGA 设计师都想提前规划顶层 FPGA I/O 管脚，以便电路板设计师

能够开始开发 PCB 设计和布局。 

I/O 功能和管脚连接

将这一部分的清单列表用于与 I/O 功能、I/O 信号类型、I/O 标准、I/O bank 存储器接

口、pad 布局和特殊管角连接相关的指南。

表 8. 早期管脚规划和 I/O 约束分析清单列表

编号 v 清单列表项目

1.  尽早在 FPGA 布局与布线软件中验证管脚位置

FPGA I/O 容量和电路板布局指南会影响管脚位置和其它类型的约束。提早开始
FPGA 管脚规划可以增强对早期电路板布局的信心，降低错误机率，并缩短设计
的总体面市时间。

2.  使用 Quartus II Pin Planner 进行 I/O 管脚规划、约束和验证

在设计过程的早期，系统结构通常含有标准 I/O 接口 (例如：存储器和总线接
口 )、 设计中使用的 IP 内核以及其它系统要求定义的 I/O 相关分配等信息。

您可以使用 Quartus II Pin Planner 来实现 I/O 管脚分配规划、分配和验证：

■ Quartus II的Start I/O Assignment Analysis命令用于检查目标FPGA体系结
构中是否支持管脚位置和分配。检查的内容包括参考电压管脚使用、管脚位
置约束和 I/O 标准混用。 

■ 您可以使用 I/O Assignment Analysis，来对在整个设计过程中制定或者修改
的 I/O 相关分配进行验证。

■ Pin Planner 的 Create/Import IP core 功能与参数编辑器相连接，并且使您
能够创建或导入使用 I/O 接口的自定义 IP 内核。 

■ 输入PLL和LVDS模块。然后，使用Create Top-Level Design File命令来生成
顶层设计网表文件。

■ 你可以利用 I/O 分析结果来更改管脚约束或者 IP参数，并重复检查程序，直
到 I/O 接口满足您的设计要求并通过 Quartus II 的管脚检查。

规划完成后，您可以将初步管脚位置信息传递到 PCB 设师。

设计完成后，使用 Quartus II Fitter 生成的报告和消息，进行管脚约束的
终签核。

要了解关于 I/O 约束和分析的更多信息，请参考 Quartus II 手册的管理器件
I/O 管脚章节。

要了解关于 I/O 限制指南的更多信息，请参考 MAX10 通用 I/O 用户指南。

3.  检查与 ADC 使用相关的 I/O 限制

如果您使用 ADC 输入管脚，那么请参考 MAX10 通用 I/O 用户指南中的 ADC I/O
限制指南。 
MAX 10 FPGA 设计指南Altera 公司 2014 年 9 月

http://www.altera.com/literature/hb/qts/qts_qii52013.pdf
http://www.altera.com/literature/hb/qts/qts_qii52013.pdf
http://www.altera.com/literature/hb/max-10/ug_m10_gpio.pdf
http://www.altera.com/literature/hb/max-10/ug_m10_gpio.pdf
http://www.altera.com.cn/literature/hb/max-10/ug_m10_gpio_CH.pdf
http://www.altera.com.cn/literature/hb/max-10/ug_m10_gpio_CH.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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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要了解关于I/O管脚位置和连接指南列表的详细信息，请参考MAX10 FPGA器件系列管脚
连接指南 。

f 要获得MAX10器件的管脚列表，请参考Altera网站 (www.altera.com)的 Literature部
分的器件管脚列表页面。

表 9. I/O 功能和管脚连接清单列表 (1/4)

编号 v 清单列表项目

1.  确定系统是否需要单端 I/O 信号

■ 单端 I/O 信号提供一个简单的轨到轨 (rail-to-rail) 接口。

■ 速度受大电压摆幅和噪声的限制。

■ 单端 I/O 不需要匹配电阻，除非系统中的反射导致不良影响。

要了解关于 I/O 限制指南的详细信息，请参考 MAX10 通用 I/O 用户指南中的设
计考量章节。

2.  确定系统是否需要电压参考信号

■ 电压参考信号可以减少由多个管脚同时改变电压电平导致的同步切换输出
(SSO) 影响
( 例如：外部存储器接口数据和地址总线 )。

■ 电压参考信号通过更低的电压摆幅提高了逻辑跳变率，并且通过端接要求
小化反射导致的噪声。

■ 参考电压源 (VTT) 需要额外的端接组件。

要了解关于 VREF 限制指南的更多信息，请参考 MAX10通用 I/O 用户指南中的设
计考量章节。

3.  确定系统是否需要差分信号

■ 由于使用额外的反向且耦合的数据信号对，差分信号具有超高的传输速率，
从而消除了单端和电压参考信号的接口性能障碍。

■ 差分信号还消除了对干净参考电压的要求。这是可以实现的，因为共模噪声
抑制能力带来的更低摆幅电压和抗噪性。

■ 这一实现需要考虑的因素包括：专用 PLL 生成一个采样时钟的要求，以及消
除反相对与非反相对之间相位差的匹配导线长度。

■ 允许软件对差分管脚对的负管脚进行位置约束。您仅需要分配正极管脚。

要了解关于差分 I/O 限制指南的更多信息，请参考 MAX10 通用 I/O 用户指南中
设计考量章节。

4.  给每一个 I/O 管脚选择一个合适的信号类型和 I/O 标准

确保目标 I/O bank 支持相应的 I/O 标准。

要了解更多信息，请参考以下文档：

■ MAX10 通用 I/O 用户指南

■ MAX10 高速 LVDS SERDES 用户指南

5.  对在相同 I/O bank 中共享电压电平的 I/O 管脚进行布局

■ 某些 I/O bank 可支持不同的 I/O 标准和电压电平。

■ 您可以在 Pin Planner 中分配 I/O 标准和进行其它 I/O 相关设置。

■ 为信号选择正确的专用管脚输入，例如：时钟和全局控制信号。
MAX 10 FPGA 设计指南 Altera 公司 2014 年 9 月

http://www.altera.com/literature/dp/max-10/PCG-01018.pdf
http://www.altera.com/literature/dp/max-10/PCG-01018.pdf
www.altera.com
www.altera.com
http://www.altera.com/literature/lit-dp.jsp
http://www.altera.com/literature/dp/arria-v/PCG-01013.pdf
http://www.altera.com/literature/hb/max-10/ug_m10_gpio.pdf
http://www.altera.com/literature/hb/max-10/ug_m10_gpio.pdf
http://www.altera.com/literature/hb/max-10/ug_m10_gpio.pdf
http://www.altera.com/literature/hb/max-10/ug_m10_gpio.pdf
http://www.altera.com/literature/hb/max-10/ug_m10_lvds.pdf
http://www.altera.com.cn/literature/hb/max-10/ug_m10_gpio_CH.pdf
http://www.altera.com.cn/literature/hb/max-10/ug_m10_gpio_CH.pdf
http://www.altera.com.cn/literature/hb/max-10/ug_m10_gpio_CH.pdf
http://www.altera.com.cn/literature/hb/max-10/ug_m10_gpio_CH.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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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验证每个 I/O bank 的所有输出信号是否会以 bank 的 VCCIO 电压电平输出

■ 电路板必须为每个bank提供一个VCCIO电压电平，用于bank中的每一个VCCIO
引脚。

■ 每个I/O bank均由特定bank的VCCIO管脚供电，并且与其它I/O bank的VCCIO无
关。

■ 单一 I/O bank 支持以 VCCIO 相同电压驱动的输出信号。

■ 一个 I/O bank 可同时支持任何数目不同的 I/O 标准的输入信号。

要了解更多信息，请参考 MAX10通用 I/O 用户指南中的 I/O 标准支持部分。

7.  验证每个 I/O bank 的所有电压参考信号是否会使用 bank 的 VREF 电压 ( 对于
支持 VREF 管脚的器件 )。

■ 为了适应电压参考I/O标准，每个I/O bank都要支持多个为公共VREF总线供电
的 VREF 引脚。在 bank 中，将 VREF 引脚设置为正确的 I/O 标准电压。

■ 每一个I/O bank在给定时间只能有一个单一VCCIO电压电平和一个单一VREF
电压电平。如果 VREF 管脚不用作电压参考，那么它们不能用作通用 I/O 管
脚，并且必须与相同 bank 或 GND 的 VCCIO 连接。

■ 只要所有电压参考标准均使用相同的 VREF 设置，一个包含单端或者差分标准
的 I/Obank 就能够支持电压参考标准。

■ 出于性能上的考虑，电压参考输入标准使用它们自身的 VCCPD 电平作为电源。
您可以将电压参考输入信号布局在 2.5V 或更低的 VCCIO 的 bank 中。

■ 电压参考双向和输出信号必须以 I/O bank 的 VCCIO 电压电平输出。

8.  检查 LVDS 功能的 I/O bank 支持

不同的 I/O bank 包含 LVDS 信号的不同支持。一些 bank 具有较低速度性能。根
据数据速率要求分配管脚。

要了解更多信息，请参考 MAX10高速 LVDS SERDES 用户指南。

9.  验证用作普通 I/O 的 VREF 管脚使用情况

VREF 管脚具有较高的管脚电容，会导致一个不同的 I/O 时序：

■ 不要接口组，例如总线中使用这些管脚。

■ 不要将这些管脚用于高电平边沿速率信号，例如时钟。

10.  使用边界扫描测试对管脚连接进行测试

当器件正常运行时，边界扫描测试使您能够测试板级的管脚连接，而无需使用
物理测试探针。要执行边界扫描测试，您必须要有器件的边界扫描描述语言
(BSDL) 文件。

使用 Altera 网站上的 BSDL 文件来对预配置的 MAX10 器件执行边界扫描测试。
对于后配置的器件，您必须根据设计修改 BSDL 文件。 

要在配置后执行边界扫描测试，BSDL 生成工具和指南，请参考 Altera BSDL 支
持网站。

表 9. I/O 功能和管脚连接清单列表 (2/4)

编号 v 清单列表项目
MAX 10 FPGA 设计指南Altera 公司 2014 年 9 月

http://www.altera.com/literature/hb/max-10/ug_m10_gpio.pdf
http://www.altera.com/literature/hb/max-10/ug_m10_lvds.pdf
http://www.altera.com/download/board-layout-test/bsdl/bsdl.html?GSA_pos=1&WT.oss_r=1&WT.oss=bsdl%20support
http://www.altera.com/download/board-layout-test/bsdl/bsdl.html?GSA_pos=1&WT.oss_r=1&WT.oss=bsdl%20support
http://www.altera.com.cn/literature/hb/max-10/ug_m10_gpio_CH.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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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将 MAX10 EMIF IP 内核用于每个存储器接口，并且遵循连接指南

自我校准 MAX10 EMIF IP 内核针对利用 MAX10 结构而进行了优化。MAX10 EMIF 
IP 内核使您能够设置外部存储器接口特性，并能够帮助设置 适合您系统的物
理接口 (PHY)。当使用 Altera 存储控制器 IP 内核功能时，MAX10 EMIF IP 内核
会被自动例化。

如果使用 Altera IP 将多个存储器接口设计到器件中，则需要对每一个实例生
成一个唯一的接口，以此来保证获得良好的结果，而不是设计一次再例化多
次。

要了解更多信息，请参考外部存储器接口手册中的规划管脚和 FPGA 资源章节。

12.  将专用 DQ/DQS 管脚和 DQ 组用于存储器接口。

数据选通 DQS 和数据 DQ 管脚位置被固定在 MAX10 器件中。在设计器件管脚之
前，请参考存储器接口指南，以了解这些及其它存储器相关信号连接的详细信
息和重要规定。

要了解关于指定的外部存储器接口的详细信息，请参考下列文档：

■ MAX10 外部存储器接口用户指南

■ 第 2卷：外部存储器接口手册中的设计指南

■ Altera 网站外部存储器接口 Spec 评估器

■ Altera 网站的外部存储器解决方案中心

13.  将这些管脚用作普通 I/O 时，进行双用管脚设置并且检查是否存在一些限制。

器件配置完成后，您可以将双用配置管脚用作一般 I/O。在 Device and Pin 
Options 对话框的 Dual-Purpose Pins 选项卡中，给每个两用引脚选择所需的
设置。根据配置方案，这些管脚可保留为普通 I/O 管脚、三状态输入、接地驱
动输出、或者驱动一个未指定信号的输出。

对于被用作通用 I/O 的配置管脚，当在用户模式中操作时，请注意管脚的限
制。要了解更多信息，请参考以下文档：

■ MAX10 通用 I/O 用户指南

■ MAX10FPGA 配置用户指南

如果用于驱动 GCLK 网络的专用时钟输入没有作为时钟管脚来使用，那么您可以
将其用作通用输入管脚。如果将时钟输入用作通用输入，那么 I/O 寄存器将使
用基于算法逻辑模块 (ALM) 的寄存器，因为时钟输入管脚不包括专用 I/O 寄存
器。

如果器件全复位和清空引脚未使能，则可用作设计 I/O。要了解更多信息，请
参考第 12页的 “ 决定您是否需要打开器件全输出使能 ” 和第 23 页的 “ 如
果需要，使能芯片全复位来对所有寄存器清零。” 。

表 9. I/O 功能和管脚连接清单列表 (3/4)

编号 v 清单列表项目
MAX 10 FPGA 设计指南 Altera 公司 2014 年 9 月

http://www.altera.com/literature/hb/external-memory/emi_plan_pin_resources.pdf
http://www.altera.com/literature/hb/max-10/ug_m10_emi.pdf
http://www.altera.com/literature/hb/external-memory/emi_plan.pdf
http://www.altera.com/technology/memory/estimator/mem-emif-index.html
http://www.altera.com/technology/memory/mem-index.jsp
http://www.altera.com/literature/hb/max-10/ug_m10_gpio.pdf
http://www.altera.com/literature/hb/max-10/ug_m10_config.pdf
http://www.altera.com.cn/literature/hb/max-10/ug_m10_gpio_CH.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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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钟规划

规划时钟方案的第一阶段是确定系统时钟要求 :

■ 了解器件的可用时钟资源，并相应地规划设计时钟方案。需要考虑时序性能要求，

以及一个特定时钟驱动多少逻辑。

■ 根据您的系统要求,定义FPGA设计定义要求的时钟频率，以及FPGA可用的输入频率。

使用这些规范来确定 PLL 方案。

14.  查看有助于 I/O 接口的可用器件 I/O 功能

检查可用 I/O 功能，并考虑以下指南：

■ 可编程的电流强度—确保输出缓冲电流强度足够高,并且不会导致超出I/O标
准电压阈值参数的过多的过冲或者下冲。Altera 建议执行 IBIS 或者 SPICE
仿真，来确定对指定的应用设置了正确的电流强度。

■ 可编程摆率 — 如果使用较慢摆率，那么要确认接口满足其性能要求。Altera
建议执行 IBIS 或者 SPICE 仿真来确定指定的应用的正确摆率。

■ 可编程输入 / 输出单元（IOE）延迟 - 通过 小化总线信号之间的不确定性，
有助于读取和提供时间裕量。要了解关于延迟规范的详细信息，请参考相关
的器件数据表。

■ 开漏输出 — 如果被配置为开漏，那么输出的逻辑值为 high-z 或者 0。系统中
多个器件置位的系统级控制信号使用该功能。通常需要一个外部上拉电阻来
提供逻辑高电平。

■ 总线保持 — 如果总线保持功能被使能，那么不可以使用可编程的上拉选项。
如果 I/O 管脚配置为差分信号，那么禁用总线保持功能。要了解通过该电阻
驱动的特定持续电流，以及用于验证每个 VCCIO 电压的下一个驱动输入电平
的过驱动电流，请参考相关器件数据表。

■ 可编程上拉电阻—在用户模式中弱保持 I/O至 VCCIO 电平。该功能可用于开漏
输出，而无需外部上拉电阻。如果可编程上拉选项开启，则不能使用总线保
持特性。

■ 可编程的预加重 — 增加输出信号高频部分振幅，从而有助于对传输线路上的
频率依赖衰减进行补偿。 

要了解更多信息，请参考 MAX10通用 I/O 用户指南 。

15.  考虑 OCT 特性，以节省电路板空间

驱动器阻抗匹配对 I/O 驱动器提供受控输出阻抗，其高度匹配传输线路阻抗，
从而极大地减少反射。OCT 维持信号质量，节省电路板空间，并降低外部组件
成本。

■ 如果OCT RS使用相同的VCCIO电源电压，那么不同I/O标准的相同I/O bank支持
OCT RS。

■ 您可以单独配置 I/O bank 中的每个 I/O，以支持 OCT RS 或可编程电流强度。

■ 您不能配置相同 I/O 缓冲的 OCT RS 以及可编程电流强度或者摆率控制。

要了解该功能的支持和实现的详细信息，请参考下列文档：

■ MAX10 通用 I/O 用户指南

■ MAX10 高速 LVDS SERDES 用户指南

16.  验证所有的管脚位置是否都支持要求的端接方案。

表 9. I/O 功能和管脚连接清单列表 (4/4)

编号 v 清单列表项目
MAX 10 FPGA 设计指南Altera 公司 2014 年 9 月

http://www.altera.com.cn/literature/hb/max-10/ug_m10_gpio_CH.pdf
http://www.altera.com/literature/hb/max-10/ug_m10_gpio.pdf
http://www.altera.com/literature/hb/max-10/ug_m10_lvds.pdf
http://www.altera.com.cn/literature/hb/max-10/ug_m10_gpio_CH.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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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 Quartus II 参数编辑器来在 ALTPLL IP 内核中输入您的设置，并检查结果以验

证这些特性和输入 / 输出频率是否在某个特定 PLL 中得以实现。

表 10. 时钟规划清单列表

编号 v 清单列表项目

1.  将器件 PLL 用于时钟管理

将时钟输入连接到指定 PLL 来驱动指定的低偏移布线网络。分析每个 PLL 的全
局资源可用性和每个时钟输入管脚的 PLL 可用性。在设计中，将以下说明用于
时钟信号：

■ GCLK 网络能在整个器件中驱动，用作器件逻辑的低偏移时钟源。

■ IOE和内部逻辑还可驱动GCLK来内部创建生成的GCLK以及其它高扇出控制信
号；例如：同步或异步清除和时钟使能。

■ PLL不能由内部生成的GCLK来驱动。PLL的输入时钟必须来自专用时钟输入管
脚或者另一个管脚 /PLL-fed GCLK。

2.  确保选择正确的 PLL 反馈补偿模式。

MAX10PLL 支持 4 种不同的时钟反馈模式。要了解更多信息，请参考 MAX10 时钟
和 PLL 用户指南中的 “ 时钟反馈模式 ” 部分：

3.  检查 PLL 是否提供了要求的时钟输出数以及是否使用了专用时钟输出管脚。

您可以将时钟输出连接到专用时钟输出管脚或者时钟网络。

MAX10PLL 仅在每个 PLL 模块中支持一个时钟输出。如果您的器件具有 4 个
PLL，那么有 4个时钟输出来自 PLL。

4.  将时钟控制模块用于时钟选择和断电。

每一个 GCLK 网络都有其各自的时钟控制模块。控制模块具有以下功能，您可以
使用它们选择不同的时钟输入信号或者断电时钟网络，以降低功耗，而无需在
您的设计中使用任何的组合逻辑。

■ 时钟源选择 ( 动态选择 )

■ GCLK 复用

■ 时钟断电 ( 静态或者动态时钟使能或禁用 )

在 MAX10 器件中，时钟网络级而不是 PLL 输出计数器级支持 clkena 信号。这样
即使在没有使用 PLL 时也能够关断时钟。您也可以使用 clkena 信号对来自 PLL
的专用外部时钟进行控制。

要了解更多信息，请参考 MAX10 时钟和 PLL 用户指南。

5.  例化具有 ADC 的 PLL

您只能使用 PLL C0 计数器来连接到 ADC 参考时钟管脚。
MAX 10 FPGA 设计指南 Altera 公司 2014 年 9 月

http://www.altera.com/literature/hb/max-10/ug_m10_clkpll.pdf
http://www.altera.com/literature/hb/max-10/ug_m10_clkpll.pdf
http://www.altera.com/literature/hb/max-10/ug_m10_clkpll.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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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O 同步开关噪声

当过多 I/O 管脚 ( 彼此靠近 ) 同时改变电压电平时，SSN 便成为一个问题。使用这一部

分的清单列表作为规划 I/O 和时钟连接建议。

设计入口
开发复杂的 FPGA 设计时，设计方法、编码风格和 IP 内核使用对器件的时序性能、逻

辑使用和系统可靠性会产生巨大的影响。另外，规划和创建设计的同时，规划层次或

团队设计可提高设计的生产效率。

表 11. I/O 同步开关噪声清单列表

编号 v 清单列表项目

1.  要缓解 I/O 同步开关噪声 , 请考虑以下建议：

■ 对设计进行分析，检查是否可能存在 SSN 问题。

■ 尽可能减少在同一时间开关电压的管脚数。

■ 将差分 I/O 标准和低电压标准用于高翻转 I/O。

■ 将较低的驱动强度用于高翻转 I/O。驱动强度的默认设置有可能高于设计所
要求的。

■ 减少每个 bank 内同步开关输出管脚数。如果可能，将输出管脚分布在多个
bank 中。

■ 如果bank使用率实际低于100%，那么均匀切换bank中的I/O以减少给定区域
中干扰源的数量，从而减低 SSN。

■ 将同步切换管脚与易受 SSN 影响的输入管脚分隔开。

■ 将重要的时钟管脚和异步控制信号放置在距离 GND 信号较近的地方，远离那
些高翻转强输出的总线。

■ 将高翻转或者强输出的总线放置在距离 PLL 电源管脚一个或两个管脚以外的
地方

■ 使用交错输出延迟通过时间来转移输出信号，或者也可以使用可调节摆率设
置。

要了解关于使用可用 I/O 功能的信息和指南，请参考第 15页的 “I/O 功能和管
脚连接 ” 。

要了解关于缓解 SSN 的信号完整性设计技术的更多信息，请查看 Altera 网站的
Signal & Power Integrity Design Techniques for SSN 网播。

2.  检查 ADC 管脚的管脚连接指南

要了解关于 ADC 电源管脚的过滤器类型的要求的详细信息，请参考 MAX10 FPGA
器件系列管脚连接指南。

表 12. 设计入口清单列表 (1/5)

编号 v 清单列表项目

1.  使用同步设计方法。

在同步设计中，时钟信号触发所有事件。当所有的寄存器时序要求都得到满足
时，所有工艺、电压和温度 (PVT) 条件下，同步设计均以一种可预测和可靠的
方式工作。您可以轻松地让同步设计面向不同的器件系列或者速度等级。
MAX 10 FPGA 设计指南Altera 公司 2014 年 9 月

http://www.altera.com/education/webcasts/all/popups/wc-2007-ssn-sigint-popup.html
http://www.altera.com/education/webcasts/all/popups/wc-2007-ssn-sigint-popup.html
http://www.altera.com/literature/dp/max-10/PCG-01018.pdf
http://www.altera.com/literature/dp/max-10/PCG-01018.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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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要避免时钟信号的问题，请考虑以下建议：

■ 将专用时钟管脚和时钟布线用于 佳结果 — 专用时钟管脚直接驱动时钟网
络，从而保证比其它 I/O 管脚更低的偏移。使用专用布线网络来获得带有高
扇出信号的较低偏移的可预测延迟。您也可以使用时钟引脚和时钟网络来驱
动像异步复位等控制信号。

■ 对于时钟反转、倍频和分频，要使用 PLL 器件。

■ 对于时钟多路传输和选通，要使用专用时钟控制模块或者 PLL时钟切换特性，
而不是组合逻辑。

■ 如果必须使用内部生成的时钟信号，那么需要寄存所有用作时钟信号的组合
逻辑的输出，以减少毛刺。例如，如果使用组合逻辑分频一个时钟，则需要
通过用于同步分频电路的时钟信号对 后阶段提供时钟。

■ 多时钟设计时，确保跨越时钟域的信号使用同步器、握手机制，或 FIFO 被正
确同步。

要了解关于时钟网络的更多信息，请参考 MAX10 时钟和 PLL 用户指南。

3.  通过参数编辑器使用 IP 内核

要节省您的设计时间，不需要编码自己的逻辑，而使用 Altera IP 内核 — 一个
参数化的模块库和器件指定的 IP 内核。IP 内核针对 Altera 器件体系结构而优
化，并且可以提供更有效的逻辑综合和器件实现。

为确保您正确设置所有端口和参数，需要使用 QuartusII 参数编辑器来构建或
更改 IP 内核参数。

要了解关于指定的 IP 内核的详细信息，请参考各自的 MAX10 用户指南。

4.  查看动态重配置功能的信息

MAX10 器件支持动态重配置 — 动态地更改通道的 PMA 设置或协议，从而影响相
邻通道上的数据传输。

5.  考虑 Altera 推荐的编码风格以实现 佳综合结果。

HDL 编码风格对可编程逻辑设计的结果的质量有着显著的影响。例如，当设计
存储器和数字系统处理 (DSP) 运行时，理解器件体系结构有助于您利用专用逻
辑模块容量和配置。

■ 要了解关于具体的 HDL 编码实例和建议的详细信息，请参考 Quartus II 手册
的建议的 HDL 编码风格章节。

■ 您可以使用 Quartus II 软件中提供的 HDL 模板作为参考实例。要访问模板，
请右击 Quartus II 文本编辑器中的编辑区域，然后点击 Insert Template。

■ 要了解关于其它特定工具的指南，请参考您的综合工具的文档。

表 12. 设计入口清单列表 (2/5)

编号 v 清单列表项目
MAX 10 FPGA 设计指南 Altera 公司 2014 年 9 月

http://www.altera.com/literature/hb/max-10/ug_m10_clkpll.pdf
http://www.altera.com/literature/hb/qts/qts_qii51007.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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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如果需要，使能芯片全复位来对所有寄存器清零。

MAX10 器件支持可选芯片全复位，使您能够重写所有器件寄存器上的所有清除
信号，包括存储器模块的寄存器 ( 但不是存储器内容本身 )。

■ DEV_CLRn 管脚被驱动为低电平 — 所有寄存器均被清零或被复位到 0。由于寄
存器控制信号，当综合执行一种被称为 NOT-gate-push back 的优化时，受
影响的寄存器表现为它们被预置为高电平值。

■ DEV_CLRn 管脚被驱动为高电平时 — 所有寄存器均表现为已编程。

要使能芯片全复位，编译您的设计之前，在 Quartus II 软件的 Device and 
Pin Options 对话框中的 General 类别的 Options 列表中，打开 Enable 
device- wide reset (DEV_CLRn)。

7.  使用器件体系结构指定的寄存器控制信号

每个 MAX10 逻辑阵列模块 (LAB) 包含专用逻辑，用于驱动寄存器控制信号到其
ALM。在器件体系结构中，使用专用控制信号是非常重要的。在一些情况下，您
需要限制设计中不同的控制信号数。

要了解关于 LAB 和 ALM 体系结构的更多信息，请参考 MAX10 FPGA 器件体系结
构。

8.  查看推建的复位体系结构

■ 如果复位被置位时时钟信号不可用，则通常会使用一个异步复位来对逻辑进
行复位。

■ 推荐的复位体系结构支持复位信号被异步置位和同步撤销置位。

■ 复位信号的源连接到寄存器的异步端口，其可直接连接到全局布线资源。

■ 同步撤销置位支持同时启用所有的状态机和寄存器。

■ 如果异步复位信号靠近或者在触发器有效时钟沿被释放，那么触发器输出会
转到一种亚稳未知状态，同步撤销置位能避免这种情况的出现。

要了解关于良好复位设计的更多信息，请参考行业文献，例如 www.sunburst-
design.com/papers 的复位体系结构分析。

表 12. 设计入口清单列表 (3/5)

编号 v 清单列表项目
MAX 10 FPGA 设计指南Altera 公司 2014 年 9 月

http://www.altera.com.cn/literature/hb/max-10/m10_architecture_CH.pdf
http://www.altera.com.cn/literature/hb/max-10/m10_architecture_CH.pdf
http://www.sunburst-design.com/papers/
http://www.sunburst-design.com/pap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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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查看综合工具中可用的综合选项

如果要对设计强制一种特定的上电状态，那么使用综合工具中可用的一些综合
选项：

■ 默认情况下，Quartus II 软件集成综合打开 Power-Up Don’t Care 逻辑选
项，这会假设您的设计不取决于器件体系结构的上电状态。其它综合工具可
能使用类似的假设。

■ 设计人员一般为设计使用一种明确的复位信号，在复位后 (不一定是在上电
时 )强制设置所有寄存器为其相应值。您可以使用异步复位创建您的设计，
这使您可以在复位激活的情况下安全地对设计上电，而无需考虑器件的上电
状态。

■ 一些综合工具也能够读取源代码中的寄存信号的默认或初始值，并在器件中
实现这种行为。例如，Quartus II 集成综合将寄存信号的 HDL 默认和初始值
转换成 Power-Up Level 设置。综合行为在功能仿真期间与 HDL 代码的上电
状态匹配。

■ 在物理器件体系结构中，器件内核中的寄存器总是上电至低 (0) 逻辑电平。
如果指定一个高上电电平或者一个非零复位值 (预置信号 )，那么综合工具
通常使用寄存器中可用的清零信号，然后执行 NOT-gate push back 优化技
术。如果对低复位的寄存器分配一个高上电电平，或者对一个预置为高的寄
存器分配一个低上电值，那么综合工具不能使用 NOT-gate push back 优化
技术，并且可能忽略上电状态。

要了解关于设置上电状态的 Power- Up Level 设置和altera_attribute 约束的更
多信息，请参考 Quartus II 手册的 Quartus II 集成综合章节。

10.  考虑用于寄存器上电和控制信号的资源

要在同一寄存器上实现复位和预置信号，综合工具采用逻辑和锁存器来仿真控
制，但由于寄存器不同路径之间的不同延迟，这些逻辑和锁存器往往会失败。
另外，这些寄存器的上电值为未定义状态。

要了解关于复位逻辑和上电状态的更多信息，请参考Quartus II手册的建议的 
HDL 编码风格章节。

11.  考虑 Altera 创建设计分区的建议

对设计进行 FPGA 分区时，要求进行规划以确保集成分区时获得 佳结果，并保
证每个分区均相对器件中其它分区获得较好的布局。

遵循 Altera 对创建设计分区的建议，以提高结果的整体质量。例如，寄存分区
I/O 边界可保存某个可单独优化分区中的一些关键时序路径。对您的源代码进
行规划，以使每个设计模块均在单独的文件中得到定义。软件能够自动地分别
检测对每个模块进行的修改。

进行分区时，在您的设计中使用层次来实现更高的灵活性。将您的设计逻辑放
在层次结构树的枝叶位置；也就是说，层次结构的顶层应该只有极少的逻辑，
而低层设计模块包含逻辑。

要了解关于帮助您创建设计分区的指南，请参考 QuartusII 手册的 Best 
Practices for Incremental Compilation Partitions and Floorplan 
Assignments 章节。

表 12. 设计入口清单列表 (4/5)

编号 v 清单列表项目
MAX 10 FPGA 设计指南 Altera 公司 2014 年 9 月

http://www.altera.com/literature/hb/qts/qts_qii51008.pdf
http://www.altera.com/literature/hb/qts/qts_qii51007.pdf
http://www.altera.com/literature/hb/qts/qts_qii51007.pdf
http://www.altera.com/literature/hb/qts/qts_qii51017.pdf
http://www.altera.com/literature/hb/qts/qts_qii51017.pdf
http://www.altera.com/literature/hb/qts/qts_qii51017.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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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执行分区之间的时序预算和资源平衡

如果在多个工程中创建您的设计，那么系统架构师需向低层模块设计人员提供
指导以确保每个分区均使用正确的器件资源，这一点很重要。

■ 因为设计被独立地开发，每个低层设计人员对总体设计或他们的分区如何连
接其它分区都不是很了解，这会导致在系统集成期间出现问题。

■ 顶层工程信息，包括引脚位置、物理限制和时序要求，应该在低层分区设计
人员开始其设计以前就让他们了解。

■ 系统架构师可在顶层规划设计分区，然后使用 Quartus II 软件的 Project 菜
单的 Generate Bottom-Up Design Partition Scripts 选项，以自动化向低
层模块传输顶层工程信息的过程。

13.  对渐进式编译分区创建设计平面规划

■ 设计平面规划避免了设计分区之间的冲突，并确保每个分区相对于其它的分
区都良好布局。当您对每个分区创建不同的位置约束时，不会出现约束冲
突。

■ 设计平面规划还有助于避免出现如下情况：要求 Fitter 将设计的某个部分放
置或替换器件的某个区域，而该区域的大多数资源已经被占用。

■ 在一些自上而下的设计流程中，建议为时序关键分区使用平面规划分配。您
可以采用 Quartus II Chip Planner，通过使用 LogicLock 区域分配为每个
设计分区都创建一个设计平面规划。

■ 利用一种顶层设计的基本设计框架，平面规划编辑器使您能够查看各区域之
间的连接，评估片上物理时序延迟，并在器件平面规划周围移动区域。

■ 当对完整设计进行编译后，还可以检查逻辑布局，找出布线拥塞的区域，从
而改善平面规划约束。

要了解创建设计平面规划和平面规划中布局约束的指南的更多信息，请参考
Quartus II 手册的以下章节：

■ Best Practices for Incremental Compilation Partitions and Floorplan 
Assignments

■ Analyzing and Optimizing the Design Floorplan with the Chip Planner

表 12. 设计入口清单列表 (5/5)

编号 v 清单列表项目
MAX 10 FPGA 设计指南Altera 公司 2014 年 9 月

http://www.altera.com/literature/hb/qts/qts_qii51017.pdf
http://www.altera.com/literature/hb/qts/qts_qii52006.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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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实现
实现设计时，使用这一部分中的清单列表作为指南。

综合和编译

表 13. 综合和编译清单列表 (1/2)

编号 v 清单列表项目

1.  指定您的综合工具并使用正确的支持版本。

Quartus II 软件包括集成综合，它可以完全支持 Verilog HDL、VHDL、Altera
硬件描述语言 (AHDL) 和原理图设计入口。您也可以使用一些业界领先的第三方
EDA 综合工具来综合您的 Verilog HDL 或者 VHDL 设计，然后在 Quartus II 软
件中编译生成的输出网表文件。

■ 在New Project Wizard或者Settings对话框的EDA Tools Settings页面指定
第三方综合工具，以对综合网表采用正确的库映射文件 (.lmf)。

■ Altera 建议使用 新版本的第三方综合工具，因为供应商会不断添加新特
性，修复问题，并针对 Altera 器件提高性能。

■ 不同的综合工具会给出不同的结果。如要为您的应用选择 佳工具，可以通
过综合您的应用和编码风格的一些典型设计，然后对比得到的结果来进行尝
试。

■ 在 Quartus II 软件中执行布局和布线，以得到准确的时序分析和逻辑使用结
果。

■ 您的综合工具可能具有创建 Quartus II 工程并传递约束 (例如：在综合工程
中指定的 EDA 工具设置、器件选择和时序要求 )的功能。在对您的 Quartus 
II 工程进行布局布线设置时，可以利用这一功能来节省时间。 

要了解关于支持的综合工具的更多信息，请参考 Quartus II 手册的以下章节：

■ QuartusII 集成综合

■ Synopsys Synplify 支持

■ Mentor Graphics Precision Synthesis 支持

■ Mentor Graphics LeonardoSpectrum 支持

要了解 Quartus II 中每个官方支持版本的综合工具的更多信息，请参考
Altera 网站的 Release Notes 页的相关的 QuartusII software release 
notes 。
MAX 10 FPGA 设计指南 Altera 公司 2014 年 9 月

http://www.altera.com/literature/hb/qts/qts_qii51008.pdf
http://www.altera.com/literature/hb/qts/qts_qii51009.pdf
http://www.altera.com/literature/hb/qts/qts_qii51011.pdf
http://www.altera.com/literature/hb/qts/qts_qii51010.pdf
http://www.altera.com/literature/lit-rn.j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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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编译后，查看资源利用报告

在 Quartus II 软件编译后，查看器件资源利用率信息：

■ 使用这些信息来决定将来添加的额外逻辑或其它设计修改是否会导致布局布
线困难。

■ 如果您的编译导致 no-fit 错误，那么使用这些信息来分析布局布线问题。

■ 要确定资源使用情况，请参考Compilation Report中的Flow Summary部分获
得代表总逻辑利用率的百分比，包括由于现有连接或逻辑使用而未能使用的
一些资源的评估。

■ 要了解详细的资源信息，请查看 Compilation Report 的 Fitter 部分的
Resource Section 中的报告。Fitter Resource Usage Summary 报告分解逻
辑使用信息，并表明完全和部分使用 ALM 的数量，同时提供包括每一类存储
器模块中比特数在内的其它资源信息。

还有一些报告描述编译期间执行的一些优化。例如，如果使用 Quartus II 集成
综合，那么 Analysis & Synthesis 部分中 Optimization Results 文件夹的报
告，会显示包括综合期间移除的寄存器的信息。使用此报告对某部分设计的器
件资源利用情况进行评估，以确保寄存器不会因为丢失同设计其它部分的连接
而被移除。

低逻辑利用不意味着 低的 ALM 利用。报告接近 100% 完全利用的设计可能仍然
有增加逻辑的空间。Fitter 在不同的 ALM 中均使用 ALUT，即使逻辑可以布局在
一个 ALM 内也是如此，这样 Fitter 便可以获得 佳的时序和布线结果。当获得
这些结果时，逻辑可能遍布整个器件。填满器件时，Fitter 便自动搜索可布局
某个 ALM 的逻辑。

3.  查看所有 Quartus II 消息，特别是警告或错误消息。

编译流程的每个阶段都会生成消息，包括信息提示、警告和严重警告。理解所
有警告信息的重要性，并按要求修改设计或设置。

在 Quartus II 用户接口中，使用 Message 窗口标签查看某些类型的消息。如果
您确定是不相关的信息，那么可以抑制这些消息。

要了解关于消息和消息抑制的更多信息，请参考 QuartusII 手册中的管理 
Quartus II 工程章节。

4.  请考虑使用增量式编译

利用增量式编译特性，维持设计未修改部分的逻辑，保持时序性能，更有效地
达到时序收敛。利用增量式编译特性修改设计，您可以平均缩短 60% 的设计迭
代时间。

5.  确保并行编译使能

当有多个处理器用于编译设计时，Quartus II 软件能够以并行方式运行一些算
法来利用多处理器并减少编译时间。在 Settings 对话框的 Compilation 
Process Settings 页面上，设置 Parallel compilation 选项，或者在 Tools
菜单中 Processing 页面的 Options 对话框中来修改默认设置。

6.  使用 Compilation Time Advisor

Compilation Time Advisor 指导您如何进行设置来减少设计编译时间。在
Tools 菜单中，指向 Advisors 并点击 Compilation Time Advisor。通过使用其
中的一些减少编译时间的方法，可以减低总体结果的质量。

要了解更多建议，请参考 Quartus II 手册的面积和时序优化章节。

表 13. 综合和编译清单列表 (2/2)

编号 v 清单列表项目
MAX 10 FPGA 设计指南Altera 公司 2014 年 9 月

http://www.altera.com/literature/hb/qts/qts_qii52012.pdf
http://www.altera.com/literature/hb/qts/qts_qii52012.pdf
http://www.altera.com/literature/hb/qts/qts_qii52005.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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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序优化和分析

将下列清单列表中的指南用于分析您的设计时序和优化时序性能。

表 14. 时序优化和分析清单列表 (1/2)

编号 v 清单列表项目

1.  确保时序约束完整并准确

在 FPGA 设计流程中，精确的时序约束使时序驱动合成软件和布局布线软件能够
获得 佳结果。时序约束对保证设计满足其时序要求至关重要，代表了器件正
常运行必须满足的一些实际设计要求。

Quartus II 软件对每种器件速度级别使用不同的时序模型，来对您的设计进行
优化和分析，因此您必须执行正确速度级别的时序分析。如果时序路径没有得
到完全约束、分析和验证来满足要求，则 终编程器件可能不会按预期运行。

要了解更多信息，请参考 Quartus II 手册中的时序分析概述章节。

2.  在编译后查看 TimeQuest Timing Analyzer

Quartus II 软件包括 Quartus II TimeQuest Timing Analyzer, 它是一种强大
的 ASIC 类型的时序分析工具，对设计的所有逻辑的时序性能进行验证。此工具
支持行业标准 Synopsys Design Constraints(SDC) 格式时序约束，并具有一种
基于时序报告的简单易用的图形用户界面。Quartus II TimeQuest Timing 
Analyzer 是约束高速源同步接口和时钟复用设计结构的理想选择。

该软件还支持行业标准 Synopsys Primetime 软件中的静态时序分析。要生成所
需时序网表，在 New Project Wizard 或者 Settings 对话框的 EDA Tools 
Settings 页，指定工具。

3.  确保提供数据到 FPGA 时没有违反输入 I/O 时序

一个全面的静态时序分析，包括对寄存器到寄存器、I/O 和异步复位路径的分
析。对设计中的所有时钟均指定频率和关系是很重要的。

使用输入和输出延迟约束来指定外部器件或者电路板时序参数。对外部链接组
件指定精确的时序要求，以反映确切的系统目的。

TimeQuest Timing Analyzer 通过使用数据要求时间、数据到达时间和时钟到
达时间来执行整个系统的静态时序分析，从而验证电路性能并检测可能的时序
违规。它确定了设计正常运行必须满足的时序关系。使用 report_datasheet 命
令来生成一个数据表报告，该报告概括了整个设计的 I/O 时序特征。

4.  运行完整编译之前执行早期时序评估

如果时序分析报告您的设计要求没有得到满足，那么您必须对设计或者设置进
行修改，并重新编译设计来达到时序收敛。如果您的编译产出 no-fit 消息，那
么您必须进行修改，以实现成功的布局和布线。

在软件执行全部布局和布线之前，您可以使用 Quartus II 中的 Early Timing 
Estimation 功能来评估您设计的时序结果。运行分析和综合后，在 Processing
菜单上，指向 Start 并点击 Start Early Timing Estimate 来生成初始编译结
果。
MAX 10 FPGA 设计指南 Altera 公司 2014 年 9 月

http://www.altera.com/literature/hb/qts/qts_qii53030.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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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对于时序优化和分析约束考虑以下建议：

■ 在 Settings 对话框中的 Fitter Settings 页面上，打开 Optimize multi-
corner timing。

■ 使用create_clock和create_generated_clock命令来对您设计中所有时钟指
定频率和关系。

■ 使用set_input_delay和set_output_delay指定外部器件或电路板时序参数。

■ 根据PLL IP内核中的设置，使用derive_pll_clocks来对所有PLL输出创建生
成的时钟。对 LVDS 发射器或接收器解串因子指定多周期关系。

■ 使用 derive_clock_uncertainty 命令来自动应用跨时钟、时钟内和 I/O 接口
不确定性。

■ 使用 check_timing 命令来生成设计或者应用约束问题报告，包括丢失的约
束。

■ 使用 Quartus II 优化特性来实现时序收敛或者改善资源利用。

■ 使用 Timing and Area Optimization Advisors 建议优化设置。

要了解关于时序约束的指南的详细信息，请参考 QuartusII 手册中的 The 
Quartus II TimeQuest Timing Analyzer 章节。

表 14. 时序优化和分析清单列表 (2/2)

编号 v 清单列表项目
MAX 10 FPGA 设计指南Altera 公司 2014 年 9 月

http://www.altera.com/literature/hb/qts/qts_qii53018.pdf
http://www.altera.com/literature/hb/qts/qts_qii53018.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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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和时序仿真

使用以下清单列表来作为功能和时序仿真的指南。

表 15. 功能和时序仿真清单列表

编号 v 清单列表项目

1.  在设计流程开始时执行功能仿真

执行仿真，以检查每个设计模块的设计功能性或逻辑行为。您不必完全编译您
的设计；您可以生成一个未包含时序信息的功能仿真网表。

2.  执行时序仿真，以确保您的设计工作在目标器件

时序仿真使用 TimeQuest Timing Analyzer 生成的时序网表，包括不同器件模
块的延迟和布局布线信息。您可以在设计流程结束时执行顶层设计的时序仿
真，以保证您的设计工作在目标器件。

3.  指定您的仿真工具并使用正确的支持版本

■ Altera 提供了 ModelSim®-Altera 仿真器初级版本以及高性能 ModelSim-
Altera 版本，让您能够使用高级测试台功能和其它特性。

■ 此外，Quartus II EDA Netlist Writer 可以生成时序网表文件，以支持其它
第三方仿真工具，例如 Synopsys VCS、Cadence NC-Sim 和 Aldec Active-
HDL。

■ 如果使用第三方仿真工具，那么需要使用 Quartus II 支持的版本。

■ 在 Settings 对话框的 EDA Tools Settings 页面，指定您的仿真工具，以生成
相应的输出仿真网表。软件还可以生成脚本来帮助您通过 NativeLink 集成
设置工具中的库。

■ 请仅使用 Quartus II 软件提供的模型库。库在版本之间会有更改，并且这可
能导致与仿真网表的不匹配。

■ 要在 Quartus II 中创建一个测试台，在 Processing 菜单中指向 Start，然后
点击 Start Testbench Template Writer。

要了解关于 Quartus II 软件中官方支持的每个仿真工具的详细信息，请参考
Altera 网站的 Release Notes 页的相关的 Quartus II release notes。

要了解更多信息，请参考 Quartus II 手册中的以下文档：

■ 仿真 Altera 设计

■ Mentor Graphics ModelSim 和 QuestaSim 支持

■ Synopsys VCS 和 VCS MX 支持

■ Cadence Incisive Enterprise 仿真器支持

■ Aldec Active-HDL 和 Rivera-PRO 支持
MAX 10 FPGA 设计指南 Altera 公司 2014 年 9 月

http://www.altera.com/literature/lit-rn.jsp
http://www.altera.com/literature/hb/qts/qts_qii53025.pdf
http://www.altera.com/literature/hb/qts/qts_qii53001.pdf
http://www.altera.com/literature/hb/qts/qts_qii53002.pdf
http://www.altera.com/literature/hb/qts/qts_qii53003.pdf
http://www.altera.com/literature/hb/qts/qts_qii53023.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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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验证

如果您的设计需要形式验证，那么使用以下指南。

功耗分析和优化

编译您的设计后，使用 Quartus II PowerPlay Power Analyzer 对功耗和散热进行分

析，以计算动态、静态和 I/O 散热功耗，并且确保设计没有超出功耗和散热预算。

Quartus II 软件中的功耗优化取决于精确的功耗分析结果。使用以下的指南，针对设

计的运行表现和运行条件，以确保软件正确地优化功耗利用。

表 16. 形式验证清单列表

编号 v 清单列表项目

1.  确定您的设计是否需要形式验证

如果您的设计需要形式验证，那么与在设计流程后期进行修改相比，在流程早
期规划限制和规定要更容易一些。

2.  检查形式验证的支持和设计限制

Quartus II 软件支持某些形式验证流程。形式验证流程的使用能够对性能结构
产生影响，因为它要求关闭某些逻辑优化，例如：寄存器时序重构，并强制维
持层次模块，从而限制了优化。

要了解更多信息，请参考 Quartus II 手册中的 Cadence Encounter Conformal 
Support 章节。

3.  指定您的形式验证工具，并使用正确的支持版本。

在 Settings 对话框的 EDA Tools Settings 页中指定您的形式验证工具来生成
相应的输出网表。

要了解关于 Quartus II 软件中官方支持的每个形式验证工具的详细信息，请参
考 Altera 网站的 Release Notes 页的相关的 Quartus II software release 
notes。

表 17. 功耗分析和优化清单列表 (1/3)

编号 v 清单列表项目

1.  提供准确的典型信号活动来获得精确的功耗分析结果

您需要对 PowerPlay Power Analyzer 提供精确的典型信号活动：

■ 编译设计，以获得关于设计资源，布局和布线，以及 I/O 标准的信息。

■ 从仿真结果或者用户定义默认翻转率和矢量估计，获得信号活动数据 ( 翻转
率和静态概率 )。用于分析的信号活动必须代表实际的运行表现。

要获得 准确的功耗评估，需使用第三方仿真工具生成的 Value Change Dump 
File(.vcd) 输出文件的门级仿真结果。这种仿真活动应该包括一定现实时间段
的典型输入矢量，而非功能验证期间常用的个别情况。使用推荐的仿真器设置
( 例如：干扰滤波 )，以确保获得良好结果。
MAX 10 FPGA 设计指南Altera 公司 2014 年 9 月

http://www.altera.com/literature/hb/qts/qts_qii53011.pdf
http://www.altera.com/literature/hb/qts/qts_qii53011.pdf
http://www.altera.com/literature/lit-rn.j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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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对功耗分析指定正确的运行条件

指定一些运行条件，包括内核电压、器件电源特性、环境及结点温度、冷却解
决方案和电路板散热模型。

在 QuartusII 的 Settings 对话框的 Operating Settings and Conditions页面
选择相应的设置。

3.  在 PowerPlay Power Analyzer 中分析功耗和散热

在 Quartus II 中的 Processing 菜单上，点击 PowerPlay Power Analyzer 
Tool。该工具还总结了分析所用的信号活动，并提供了一个置信度量，反映信
号活动数据源的整体质量状况。

要了解关于功耗分析，以及创建信号活动信息的仿真设置的建议的更多信息，
请参考 Quartus II 手册的 PowerPlay Power Analysis 章节。

PowerPlay Power Analyzer 报告是一个功耗评估，而不是一个功耗规范。请随
时参考器件数据表以了解功耗规范。

4.  查看推建的设计方法和 Quartus II 选项来优化功耗

要了解关于优化功耗的设计方法的更多信息，请参考 Quartus II 手册的功耗优
化章节。

5.  使用 Power Optimization Advisor 来建议优化设置。

Power Optimization Advisor，根据当前设计工程设置和约束提供具体的功耗
优化意见和建议。

要了解更多信息，请参考 Quartus II 手册中的功耗优化章节。

6.  请考虑使用更快速度等级器件

如果您的设计包含很多要求高性能模式的关键时序通路，那么您可能需要通过
采用更快速度等级器件 (如果可用 )来减低功耗。通过采用高速器件使软件有
可能会将更多的器件块设置成使用低功耗模式。

7.  优化时钟功耗管理

由于时钟的高开关活动和长路径的特性，时钟代表动态功耗的十分重要的部
分。通过只启用那些要求给下游寄存器供电的时钟网络部分，Quartus II 软件
自动优化时钟布线电源。

您也可以使用时钟控制模块来动态地启用或者关闭时钟网络。当某个时钟网络
断电时，所有由该时钟网络供电的逻辑均处于一种关闭状态，从而降低器件的
总功耗。

要了解关于使用时钟控制模块的更多信息，请参考 MAX10 时钟和 PLL 用户指
南。

在不禁用整个时钟树的情况下，要降低 LAB 总时钟功耗，需要使用 LAB 全时钟
使能信号来控制 LAB 全时钟。Quartus II 软件自动将寄存器级时钟启用信号提
升至 LAB 级。

8.  减少储器时钟事件的数量

降低存储器功耗的关键是减少存储器时钟事件的数量。您可以使用时钟选通或
者存储器端口的时钟使能信号。

表 17. 功耗分析和优化清单列表 (2/3)

编号 v 清单列表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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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8 列出了该文档的修订历史。

9.  考虑下面的 I/O 功耗指南：

■ I/O缓冲器中消耗的动态功耗与总负载电容成正比—电容越低，功耗就越低。

■ 动态功耗与电压的平方成正比。使用较低电压 I/O 标准来降低动态功耗。非
端接 I/O 标准 ( 例如：LVTTL 和 LVCMOS) 具有一个与 VCCIO 电源电压相等的轨
至轨输出摆动，并且消耗极少的静态功耗。

■ 动态功耗与输出转变频率成正比。将电阻端接I/O标准(如 SSTL)用于高频应
用。输出负载电压以小于 VCCIO 值在偏置点附近摆动。因此类似条件下动态
功耗低于非端接 I/O。

■ 由于电流不断地进入端接网络，因此电阻端接 I/O标准消耗巨大的静态功耗。
使用符合速度和波形要求的 低驱动强度，以 小化使用电阻端接 I/O 标准
时的静态功耗。

■ 外部器件所使用的电源不包括在 PowerPlay Power Analyzer 计算中。请确保
将其单独地包括在系统功耗计算中。

10.  通过流水线和时序重排减少设计的毛刺

有很多毛刺的设计因为更快的切换活动会消耗更多的功耗。通过在较长的通路
中插入触发电路的流水线能够减少设计毛刺。 

然而，如果您的设计中没有很多的毛刺，那么流水线可能会由于不必要的寄存
器的相加而增加功耗。

11.  查看功耗驱动的编译和 Power Optimization Advisor 的信息

要了解更多信息，请参考 Quartus II 手册中的功耗优化章节。

12.  通过体系结构优化降低功耗

使用指定的器件体系结构特性来降低功耗。 

例如，使用 MAX10 器件中专用的 DSP 模块替代 LE 来执行算术有关的功能；从基
于 RAM 的 FIFO 缓存构建大型移位寄存器，而不是从 LE 寄存器构建移位寄存
器。

表 17. 功耗分析和优化清单列表 (3/3)

编号 v 清单列表项目

表 18. 文档修订历史

日期 版本 修订内容

2014 年 9 月 2014.09.22 首次发布。
MAX 10 FPGA 设计指南Altera 公司 2014 年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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