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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   论 

FPGA/CPLD CAD 技术概述 

FPGA（Field Programmable Gates Array,现场可编程门阵列）与 CPLD（Complex Programmable 

Logic Device,复杂可编程逻辑器件）都是可编程逻辑器件，它们是在 PAL、GAL 等逻辑器件的

基础之上发展起来的。同以往的 PAL、GAL等相比较，FPGA/CPLD 的规模比较大，适合于时序、

组合等逻辑电路应用场合，它可以替代几十甚至上百块通用 IC芯片。这样的 FPGA/CPLD实际上

就是一个子系统部件。这种芯片具有可编程性和实现方案容易改动的特点。由于芯片内部硬件

连接关系的描述可以存放在磁盘、ROM、PROM或 EPROM 中，因而在可编程门阵列芯片及外围电路

保持不动的情况下，换一块 EPROM 芯片，就能实现一种新的功能。FPGA芯片及其开发系统问世

不久，就受到世界范围内电子工程设计人员的广泛关注和普遍欢迎。 

经 过 了 十 几 年 的 发 展 ， 许 多 公 司 都 开 发 出 了 多 种 类 型 的 可 编 程 逻 辑 器 件

（PLDs,Programmable Logic Devices）.比较典型的就是 Xilinx 公司的 FPGA 器件系列和 Altera

公司的 CPLD 器件系列，它们开发较早，占据了较大的 PLD 市场。当然还有其它许多类型器件，

这里不再一一介绍。 

尽管 FPGA、CPLD和其它类型 PLD的结构各有其特点和长处，但概括起来，它们是由三大部

分组成的： 

1、一个二维的逻辑块阵列，构成了 PLD器件的逻辑组成核心。 

2、输入/输出块。 

3、连接逻辑块的互连资源，连线资源由各种长度的连线线段组成，其中也有一些可编程的

连接开关，它们用于逻辑块之间、逻辑块与输入/输出块之间的连接。 

 

ASIC 和 FPGA/CPLD 电路设计的一般流程 

通常可将设计流程归纳为以下 7个步骤。 

第 1步：设计输入。在传统设计中，设计人员是应用传统的原理图输入方法来开始设计的。自

90年代初，VHDL、VHDL、 AHDL等硬件描述语言的输入方法得到了广大工程设计人员的认可。 

第 2步：前仿真。所设计的电路必须在布局布线前验证，目的主要是在仿真时，验证电路功

能是否有效。在 ASIC设计中，这一步骤称为第一次 Sign—off. 

第 3步：设计输入编译。设计输入之后就有一个从高层次系统行为设计向低层次门级逻辑电

路的转化翻译过程，即把设计输入的某种或某几种数据格式（网表）转化为底层软件能够识别

的某种数据格式（网表），以求达到与其工艺无关。 

第 4步：设计输入的优化。对于上述综合生成的网表，根据布尔方程功能等效的原则，用更

小更快的综合结果替代一些复杂的单元，并与指定的库映射生成新的网表，这是硬件描述语言

输入方式中减小电路规模的一条必由之路。 

第 5 步：布局布线。当初步的仿真被验证后，就开始布局布线。这一步可相对规划出 ASIC

和 FPGA/CPLD设计。 

第 6 步：后仿真。设计人员需要利用在布局线中获得的更精确的 RC 参数再次验证电路的功

能和时序。在 ASIC设计中，这一步骤称为第二次 Sign—off。 

第 7 步：流片。在布局布线和后仿真完成之后，当需要大批量生产该芯片时，就可以开始

ASIC芯片的投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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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Ｑuartus II 8.1 的安装  

 

1.1 软件包对计算机系统的配置要求 

如果你想在你的计算机中安装 Quartus II 8.1 软件包，建议的计算机配置为： 

1、PIII 1.3G 以上计算机，原装机或兼容机均可。 

2、内存不少于 512MB。 

3、安装软件包的硬盘分区所剩空间不少于 4GB，安装完剩余空间不小于 600MB。 

4、Microsoft Windows 2000 或 Microsoft Windows xp 操作系统。 

5、8X 倍速以上速率的光驱（或称 DVD-ROM）。 

1.2 软件包的安装步骤 

所选用的操作系统为 Windowsa 2000 或 XP 中文操作系统，Quartus II 8.1 安装步骤 

1、把软件包的 Quartus II CD1 光碟放入光驱。 

2、进入光盘的根目录下，双击 Quartus II8.1 正式版.exe 文件，进入安装界面。 

3、用鼠标点击 install，直到完成安装。 

1.2 软件狗的安装  

为了保护软件的版权，Altera 公司特别为 Quartus II 软件包设计了一个软件狗。如果没有软

件狗，进入 Quartus II 软件包只开放部分简单功能，很多重要功能是不开放的，这给项目的设计

带来诸多不便，尤其是复杂的项目，没有这些功能，设计工作根本没办法展开。在 Quartus II 8.1

的 Tools 菜单下选择 License Setup，然后选择 License file，最后点击 OK。注意：license 文件存

放的路径名称不能包含汉字和空格，空格可以用下划线代替。 

1.3  Quarturs II 8.1 下并口的设置 

为了将您设计好的工程下载到 ALTERA 器件中须在下载前对计算机并口进行相应设置,方

法为:在微机的 BIOS 中确认并口模式为 EPP 或 ECP,之后还要在打开 Quartus II 情况下单击

“Tools”，在下拉菜单中选择：“programmer”。再在弹出的窗口中点击“Hradware Stup”，弹

出’Hardware Stup’对话框点击 Add Hardware…,将 Hardware type 设置为“ByteBlasterMV or 

ByteBlaster II ”，“Port”为“LPT1。 

1.4  USB-Blaster 驱动安装方法 

在安装完 Quartus II 软件后会在 QII 软件安装目录的: \altera\quartus\drivers\usb-blaster 找到

USB 下载线的驱动。 

如果你的 QII 目录没有 USB 下载线驱动请从下面网页下载: 

www.altera.com/support/software/drivers 

驱动安装步骤: 

首先插上 USB 下载线，然后在 QII 安装目录的 altera\quartus\drivers\usb-blaster 目录下找到

usbblst.inf，右键此文件选择安装即可。或者在设备管理器找到 USB 下载线设备，把驱动目录指

定 altera\quartus\drivers\usb-blaster 目录。安装完后重启电脑。 

2．在 QII 中设置 USB 下载线 

按照用户手册上使用设置 byteblaster 的方法设置 USB-blaster，所不同的是在如下图的地方

选择 usb-blaster 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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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在NiosIDE中调试时需要把 JTAG调试电缆设置成USB-Blaster，方法如下：打开NiosIDE，

在菜单 Run->Debug..->点击 Target conection－＞把 JTAG cable 选择为 USB-Blater 即可。 

 

1.5  无法下载及其解决方法 

1、查看电源供电是否正常，电源指示灯是否正常； 

2、如果在下载过程中出现下图。 

 

请将下图红圈选上。 

 

3、如果在下载过程中出现“Error: JTAG Server can't access selected programming hardware 

Error: Operation failed”。则可能是因为您所使用的微机有病毒值入 SRAM中，请更换

微机再试或杀毒重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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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SOPC 技术简介 

 

20 世纪下半页以来，微电子技术迅猛发展，集成电路设计和工艺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单

片集成度已达上亿个晶体管，这从数量上已经大大超过了大多数电子系统的要求。如何利用这

一几乎无限的晶体管集成度，就成了电子工程师的一项重大挑战。在这种背景下，片上系统应

运而生。SOC是将大规模的数字逻辑和嵌入式处理器整合在单个芯片上，集合模拟部件，形成模

数混合、软硬件结合的完整的控制和处理片上系统。 

2.1  SOPC技术的主要特点 

从系统集成的角度看，SOC是以不同模型的电路集成、不同工艺的集成作为支持基础的。所

以，要实验 SOC，首先必须重点研究器件的结构与设计技术、VLSI 设计技术、工艺兼容技术、

信号处理技术、测试与封装技术等，这就需要规模较大的专业设计队伍，相对较长的开发周期

和高昂的开发费用，并且涉及到大量集成电路后端设计和微电子技术的专门知识，因此设计者

在转向 SOC的过程中也面临着巨大的困难。 

SOC 面临上述诸多困难的原因在于 SOC技术基于超大规模专用集成电路，因此，整个设计过

程必须实现完整的定制或半定制集成电路设计流程。美国 Altera 公司在 2000 年提出的 SOPC

（System On Programmable Chip，片上可编程系统）技术则提供了另一种有效的解决方案，即

用大规模可编程器件的 FPGA来实验 SOC的功能。SOPC与 SOC的区别是 FPGA与 ASIC的区别。SOPC

是 SOC 发展的新阶段，代表了当今电子设计的发展方向。其基本特征是设计人员采用自顶向下

的设计方法，对整个系统进行方案设计和功能划分，最后系统的核心电路在可编程器件上实验。 

随着百万门级的 FPGA 芯片、功能复杂的 IP 核、可重构的嵌入式处理器核以及各种功能强

大的开发工具的出现，SOPC 已成为一种一般单位甚至个人都可以承担和实现的设计方法。SOPC

基于 FPGA 芯片，将处理器、存储器、I/O口等系统设计需要的模块集成在一起，完成整个系统

的主要逻辑功能，具有设计灵活、可裁减、可扩充、可升级及软件、硬件在系统可编程的功能。 

近年来，MCU，DSP和 FPGA在现代嵌入式系统中都扮满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它们都具有各自

的特点但又不能兼顾。在简单的控制和人机接口方面，以 51系列单片机和 ARM 微处理器为代表

的 MCU因为具有全面的软件支持而处于领先地位；在海量数据处理方面，DSP优势明显；在高速

复杂逻辑处理方面，FPGA 凭借其超大规模的单芯片容量和硬件电路的高速并行运算能力而显示

出突出的优势。因而，MCU，DSP，FPGA的结合是未来嵌入式系统发展的趋势。而 SOPC技术正是

MCU，DSP和 FPGA有机融合。目前，在大容量 FPGA中可以嵌入 16位或 32位的 MCU，如 Altera

公司的 Nios II处理器；DSP对海量数据快速处理的优异性能主要在于它的流水线计算技术，只

要规律的加减乘除等运算才容量实验流水线的计算方式，这种运算方式也较容量用 FPGA的硬件

门电路来实现。目前，实验各种 DSP 算法的 IP 核已经相当丰富和成熟，例如 FFT，IIR，Codec

等。利用相关设计工具（如 DSP Buider）可以很方便地把现有的数字信号处理 IP核添加到工程

中去；SOPC一般采用大容量 FPGA（如 Altera公司的 Cyclone，Stratix等系列）作为载体，除

了在一片 FPGA中定制 MCU处理器和 DSP功能模块外，可编程器件内还具有小容量高速 RAM资源

和部分可编程模拟电路，还可以设计其他逻辑功能模块。一个大容量的 FPGA 的 SOPC 结构图如

图 1所示。 

SOPC技术具有如此多的优点，已经成为嵌入式系统领域中一个新的研究热点，并代表了未来半

导体产业的一个发展方向。相对于单片机、ARM而言，目前 SOPC技术的应用还不是很广，但从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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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看，只要再经过几年的发展，未来 SOPC技术的应用就会像今天的单片机一样随处可见。 

 
 

图 1  大容量的 FPGA 的 SOPC结构图 

2.2  SOPC技术实现方式 

SOPC技术实现方式一般分为三种。 

（1）基于 FPGA 嵌入 IP（Intellectual Property）硬核的 SOPC系统。目前最常用的嵌入

式系统大多采用了含有 ARM 的 32 位知识产权处理器核的器件。Altera 公司 Excalibur 系列的

FPGA 中就植入了 ARM922T 嵌入式系统处理器；Xilinx 的 Virtex-II Pro 系列中则植入了 IBM 

PowerPC405处理器。这样就能使得 FPGA灵活的的硬件设计和硬件实现与处理器强大的软件功能

结合，高效地实现 SOPC系统。 

（2）基于 FPGA嵌入 IP软核的 SOPC系统。在第一种实现方案中，由于硬核是预先植入的，

其结构不能改变，功能也相对固定，无法裁减硬件资源，而且此类硬核多来自第三方公司，其

知识产权费用导致成本的增加。如果利用软核嵌入式系统处理器就能有效克服这些不利因素。

最具有代表性的嵌入式软核处理器是 Altera公司的 Nios II软核处理器。 

（3）基于 HardCopy 技术的 SOPC 系统。HardCopy就是利用原有的 FPGA开发工具，将成功

实现于 FPGA 器件上的 SOPC 系统通过特定的技术直接向 ASIC 转化，从而克服传统 ASIC 设计中

普遍存在的问题。 

从 SOPC实现方式上不难看出，IP核在 SOPC系统设计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IP核设计及

IP 核的复用成为 SOPC 技术发展的关键所在。半导体产业的 IP 定义为用于 ASIC，ASSP 和 PLD

等当中预先设计好的电路模块。在 SOPC设计中，每一个组件都是一个 IP核。IP 核模块有行为、

结构和物理三级不同程度的设计，对应描述功能行为的不同分为三类，即完成行为描述的软核

（Soft IP Core）、完成结构描述的固核（Firm IP Core）和基于物理描述并经过工艺验证的硬

核（Hard IP Core）。 

IP 软核通常以 HDL 文本形式提交给用户，它已经过 RTL级设计优化和功能验证，但其中不

含有任何具体的物理信息。据此，用户可以综合出正确的门电路级设计网表，并可以进行后续

的结构设计，具有很大的灵活性。借助于 EDA 综合工具可以很容易地与其他部逻辑电路合成一

体，根据各种不同半导体工艺，设计成具有不同性能的器件。软 IP核也称为虚拟组件（Virtual 

Component ,VC）。 

IP 硬核是基于半导体工艺的物理设计，已有固定的拓扑布局和具体工艺，并已通过工艺验

证，具有可保证的性能。其提供给用户的形式是电路物理结构掩模版图和全套工艺文件。 

IP固核的设计程度则是介于软核和硬核之间，除了完成软核所有的设计外，还完成了门级电路

综合和时序仿真等设计环节。一般以门级电路网表的形式提供给用户。 

如何设计出性能良好的 IP核？虽然这个问题没有统一完整的答案，但根据前人开发的经验

以及电子设计的一般规则，仍然可以总结出一般 IP核设计应该遵循的几个准则： 

（1）规范化——严格按照规范设计，这样的系统具有可升级性、可继承性，易于系统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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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简洁化——设计越简洁的系统，就越容易分析、验证，达到时序收敛； 

（3）局部化——时序和验证中的问题局部化，就容易发现和解决问题，减少开发时间，提

高质量。 

只有按照一定的编码规则编写的 IP核代码才具有较好的可读性，易于修改并且具有较强的

可复用性，同时也可获得较高的综合性能和仿真效果。 

2.3  SOPC系统开发流程 

SOPC系统开发流程一般分为硬件和软件两大部分，如图 2所示。硬件（按照习惯说法，将一个

SOPC系统中的 Nios II CPU和外设等统称为硬件，虽然它也是由软件来实现的；而在这个系统上运

行的程序称为软件）开发主要是创建 Nios II系统，作为应用程序运行的平台；软件开发主要是根

据系统应用的需求，利用 C/C++语言和系统所带的 API（Appilcation Programming Interface，应

用程序接口）函数编写实现特定功能的程序。这其中用到的主要工具是 Altera 公司的 Quartus II

和 Nios II IDE。 

 

图 2  SOPC系统开发流程 

2.4  Cyclone 器件 

Cyclone现场可编程门阵列系列基于 1.5V、0.13μ m全铜层 SRAM工艺，其密度增加至 20060

个逻辑元件（LE），RAM增加至 228KB。它具有生成时钟的锁相环以及 DDR SDR和快速 RAM（FCRAM）

存储器所需的专用双数据率（DDR）接口等。Cyclone 器件支持多种 I/O 标准，包括 640Mbps 的

LVDS，以及频率为 33MHz和 66MHz、数据宽度为 32位和 64位的 PCI。 

2.4.1  新型可编程架构 

Cyclone系列器件基于一种全新的低成本架构，从设计之初就充分考虑了成本的节省问题，

因此可以为价格敏感的应用提供全新的可编程的解决方案。 

低成本 FPGA的设计过程要面临许多的挑战，其中最具挑战性的就是如何在性能、特性以及

价格中间找到一个合适的定位。FPGA 设计师必须找到一个平衡点，以确保在可编程片上系统

（SOPC）方案中既可以提供充足的逻辑单元和存储器容易，又不会使价格过高。 

Cyclone器件设计时选择了较小的封装形式，以提供给用户足够的 I/O管脚和良好的功耗特

性。在此基础上，根据封装的物理尺寸定义裸片连接点的最大尺寸，装入尽可能多的逻辑结构

和存储器块，从而保证每种封装都装入最多的逻辑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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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yclone架构如图 3所示，垂直结构的逻辑单元（LE）、嵌入式存储块和锁相环（PLL）周围

环绕着 I/O 单元（IOE），高效的内部连续和低延时的时钟网络保证了每个结构单元之间时钟和

数据信号的连通性。 

器件周围分区工作的 I/O 单元被划分为不同的 I/O 块。这些 I/O 块支持一系列单端和差分

I/O 电平标准，包括 SSTL-2、SSTL-3以及最高 311Mbps 的 LVDS接口标准。每个 I/O单元包含有

3 个寄存器，以实现双倍数据速率（DDR）的应用，另外还包含其他的 I/O特性相关电路，如总

线驱动能力可编程、总线保持以及电平摆率可编程等。 

 

 

 

 

 

 

图 3  CycloneIII 平面图 

I/O块配备了专门的外部存储器接口电路。该接口电路大大简化了与外部存储器（包括 DDR SDRAM

和 FCRAM器件）的数据交换过程，可以达到 266Mbps（133MHz时钟频率）的最大数据交换速率。 

Cyclone器件支持 32B/66MHz PCI接口。每个 I/O 单元提供从管脚到 FPGA内核的多条路径，

以便器件满足相关的建立和保持时间。 

Cyclone器件的容量最小为 2910个逻辑单元及 59904B存储器，最大为 20060个逻辑单元和

294912B存储器。 

所有 Cyclone 器件由最多 8 个全局时钟线组成的全局时钟网络驱动。从器件的任何位置都

可以访问这些时钟线，它们的驱动源可以是输入引脚、锁相环的输出时钟、DDR/PCI 接口的输入

信号以及内部逻辑生成的输出信号，如图 4所示。 

  

 

 

 

 

 

 

 

 

 

 

 

图 4  Cyclone器件时钟网络 

2.4.2  嵌入式存储资源 

Cyclone器件为在 FPGA上实现低成本的数字信号处理（DSP）系统提供了一个理想的平台。

它为设计工程师提供了灵活的硬件解决方案，能够实现设计中所需的多个乘法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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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yclone器件中的 M9K块可用来实现软乘法器，以满足图像处理、音频处理和消费类电子系

统的需要。软乘法器可以根据所需数据位宽、系数位宽来定制，并且根据需要选择精度。 

利用 M9K 块，可采用并行乘法方式或分布式运算方式来实现不同数据宽度的软乘法器。这

两种不同的实现方法提供了等待时间、存储器利用率和乘法器尺寸上的灵活性。图 5 显示了使

用 Cyclone FPGA 的 M9K 块并采用分布式运算方式实现的有限脉冲响应（FIR）滤波器。表 2-6

汇总了在 Cyclone器件的 M4K块中可以实现的乘法器的数量。 

 

    

 

 

 

 

   

 

 

 

 

 

 

 

图 5  用 M9K块嵌入式乘法器采用分布式算法实现 FIR滤波器 

表 2-6  在 M9K块中实现 18×18位乘法器 

器件 M9K 块的数量 用 M9K 块可实现的乘法器的数量 

EP3C5 46 23 

EP3C10 46 23 

EP3C16 56 56 

EP3C25 66 66 

EP3C40 126 126 

EP3C55 260 156 

EP3C80 305 244 

EP3C120 432 288 

2.4.3  专用外部存储接口电路 

DDR SDRAM拥有与 SDR 相同的结构，但是在时钟的上升沿和下降沿都传输数据，从而使数据

交换的带宽加倍。FCRAM 则是一种延迟时间较低、基于 SRAM 功能架构的存储器件。在大容量、

低功耗的应用环境下，FCRAM 提供了更好的性能。与 SDRAM类似，FCRAM支持在时钟的上下两个

沿进行数据交换，适用于流水线存储和预置数所操作，与 SDRAM 架构的存储器相比，所需的访

问时钟周期大大减少。 

Cyclone 器件通过片内内嵌的专用接口电路实现与双数据速率（DDR）SDRAM 和 FCRAM 以及

单数据速率（SDR）SDRAM 器件进行快速可靠的数据交换，最高速率可达到 400Mbps。如果再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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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针对 Cyclone器件优化的即取即用的 IP（Intellectual Property）控制器核，工程师可以在

几分钟之内将一个 SDRAM和 FCRAM的功能合并到一个系统之中。 

如图 6所示，所有 Cyclone器件使用优化的 I/O 引脚实现与 DDR SDRAM、FCRAM 器件的接口

连接。每一个 I/O区包含两套接口信号引脚，每套引脚含 1个数据采样信号（DQS）引脚和 8个

关联数据（DQ）引脚。这些引脚采用 SSTL-2 Class II 电平标准来实现和外部存储器件的高速

数据传输。每个器件最多可支持 48个 DQ引脚和对应 8个 DQS引脚，支持一个 32位宽的具有纠

错能力的双列存储器模块（DIMM）。 

图 7显示了从外部存储器读取一个单一比特数据的读操作。DQS信号位于输入的 DQ信号的

中央，用来驱动器件内的全局时钟网络。DQ信号在时钟的上、下沿被 FGPA的寄存器采样，并使

用第二组上升沿采样的内部寄存器使之与系统时钟同步。 

 

 

 

 

 

 

 

 

图 6  DQS和 DQ信号引脚               图 7  外部存储器读操作 

图 8显示了往外部存储器写入一个比特数据的写操作。输出给外部存储器件的 DQS信号与输出

的数据信号有 90°的相移，输出使能逻辑用来满足前后缓冲的时序要求。 

 

 

 

 

 

 

 

 

 

 

 

图 8  外部存储器件写操作 

通过一套寄存器和输出多路复用器，数据 A和数据 B在时钟的上、下两个沿合成 DQ信号，

输出给外部存储器件，该时钟和内部系统时钟同步。 

2.4.4  支持的接口及协议 

Cyclone器件支持多种串行总线和网络接口，还支持广泛的通信协议，如以太网协议。这些

接口和协议被广泛应用于消费品、工业和通信产品中。Altera 也为这方面的应用提供了一系列

的专门针对 Cyclone FPGA结构优化的 IP核。 

1.PCI：PCI 是一个标准的总线型接口，通常用于集成组件、外设插板，还用于处理器和存

储系统之间的内部连接。Cyclone 器件兼容 3.3V PCI 局部总线规范 2.2 版本，支持高达 33M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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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32位 PCI总线。Cyclone 器件中的 I/O单元经过专门设计，可以匹配严格的 PCI标准所要求

的建立和保持时间。为了提供最大的灵活性，每个输入信号都可以通过两个独立的延时路径输

入到不同的芯片区域，如图 9所示。 

 

 

 

 

 

 

 

 

 

图 9  Cyclone器件的 I/O单元 

2. SDRAM及 FCRAM接口 

Cyclone器件可以通过内建的专用接口号单数据速率和双数据速率 SDRAM连接。 

3. 10/100 及千兆以太网：以太网是局域网（LAN）中使用最广泛的访问方式，其定义的标

准是 IEEE802.3 标准。用 Cyclone 器件实现的以太网媒体存取控制器与物理层器件的接口速率

可以达到 10Mbps、100Mbps 或 1Gbps的最大带宽。如果结合针对 Cyclone器件优化的 IP核，用

户可以很容易地在 Cyclone 芯片中实现以太网的 MAC 功能。 

4.串行总线接口：Cyclone器件支持一系列的串行总线接口，如串行外设接口（SPI）、I2C、

IEEE1394标准和通用串行总线（USB），如表 2-7所示，表中的最大带宽大于等于数据速率。 

表 2-7  Cyclone器件支持的串行总线接口 

协议 SPI I
2
C IEEE1394 USB2.0 

最大带宽（Mbps） 1 3.4 400 480 

通过在 Cyclone器件中实现 SPI和 I2C标准，可以在集成电路、处理器和外设之间提供一个低

速的通信链路。IEEE 1394和 USB也可以在处理器、计算机和其他器件之间建立一条链接。Cyclone

器件可以用来实现与 PHY器件的总线控制和接口功能。 

5.通信协议 

Cyclone器件支持一系列的通信协议，包括 E1、E3、T1、T3和 SONET/SDH（见表 2-8）等。

E1 和 E3是欧洲数字传输标准；T1和 T3是相应的北美数字传输标准；SONET/SDH 是光纤上的数

字传输标准。Cyclone器件还可以实现 POS-PHY和 UTOPIA 通信接口协议，如表 2-9所示。 

表 2-8  Cyclone器件支持的通信协议 

协议 E1 E3 T1 T3 STM-0 STM-1 STM-4 STM-16 

最大带宽/Mbps 2.048 34.368 1.544 44.736 51.48 155.52 622.08 2488 

表 2-9  Cyclone器件支持的通信接口协议 

协议 POS-PHY Lebe12 POS-PHY Lebe13 UTOPLA Lebe12 UTOPLA Lebe13 

最大带宽/Mbps 622 2488 622 2488 

总线宽度 16 8/32 8/16 8/16/32 

VCCIO 

总线保持电路 

VCCIO 

可编程 
上拉电阻 

可选的 PCI 
嵌位二极管 

送往/来自 
可编程逻辑 

每个输入有两个独立的延时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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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PHY和 UTOPIA协议分别为 SONET/SDH和异步传输模式（ATM）提供物理层和链路层的接口，

可以在 Cyclone 器件中实现。这些通信接口协议一般用于中低端通信设备中，Cyclone 器件可以满

足这些应用在性能上、逻辑密度上和系统特性上的需求。 

2.4.5锁相环的实现 

Cyclone器件内置最多 2个增强型锁相环，可给用户提供高性能的时钟管理能力，如频率合

成、可编程移相、片外时钟输出、可编程占空比、失锁检测以及高速差分时钟信号的输入和输

出等。图 10所示为 Cyclone 器件内锁相环的原理框图。 

Cyclone 的锁相环电路具有时钟合成功能，内部实际运行的时钟可以不同于输入的时钟频

率。每个锁相环可以提供 3 个不同频率的输出。锁相环提供两个比例因子分别为 m 和 n 的除法

计数器，其中的 m，n和后比例计数器（g0，g1和 e）可以设置成从 1~32之间的任意整数。 

Cyclone 的锁相环还可以实现对一个应用进行时分复用的功能，这样对于某些特定的电路就

可以在一个时钟周期内运行多次。通过时分复用，可以用较少的逻辑资源来实现所需要的功能，

因此可以利用这种共享资源的方法来增加芯片内的可用资源。 

 

 

 

 

 

 

 

 

图 10  Cyclone器件锁相环原理框图 

Cyclone中的每个锁相环还可以有一个差分的或单端的片外时钟输出。每个锁相环有一对片

外时钟输出管脚，该输出管脚可以支持表 2-10所示的多种 I/O标准。外部时钟输出可以用做系

统时钟或用来同步整个板上的不同器件，其时钟反馈特性可以用来补偿内部的延时或使输出的

时钟与输入时钟相位对齐。 

表 2-10  Cyclone器件锁相环特性 

特性 锁相环支持 

时钟倍频及分频 m、n 除法计数器和后比例计数器 

相移 分辨率最高到 150ps 递增 

可编程占空比 3 

内部时钟输出数目 2 

片外时钟输出数目 最多 1 对差分或一个单端信号 

输入、输出时钟可支持 I/O 标准 
LVTTL，LVCMOS，2.5/1.8/1.5V，3.3VPCI，SSTL-2ClassI&II，

SSTL-3ClassI&II，LVDS 

表中 m、n 除法计数器和后比例计数器的范围从 1~32；最小的项移为 vc0 周期除以 80，如

果以度为单位增加，Cyclone 器件的输出至少可以以 45°递增，更小的增加度数有可能受到频

率和分频系数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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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yclone的锁相环具有可编程移相的能力。用户可以在一个时间单元内对时钟进行移相，最

高分辨率达到 150ps。可编程移相特性一般用于匹配那些关键时序路径上时钟沿的约束，如建立

时间和保持时间的约束。 

Cyclone PLL的相位锁定信号用来指示输出时钟相对于参考时钟相已经完全稳定地锁定。它

一般用于系统控制和同步整个板子上的其他不同器件。Cyclone的锁相环具有可编程占空比的能

力。可编程占空比使得锁相环可以产生不同占空比的输出时钟。 

2.4.6 I/O 特性 

Cyclone器件可以支持差分的 I/O标准，如 LVDS和去抖动差分信号（RSDS），当然也支持单

端的 I/O标准，如 LVTTL、LVCMOS、SSTL和 PCI。 

Cyclone器件可以支持最多 129个通道的 LVDS 和 RSDS a Cyclone器件内的 LVDS媛冲器，

可以支持最高达 640Mbps 的数据传输速度。与单端的 I/O 标准相比，这些内置于 Cyclone 器件

内部的 LVDS 缓冲器保持了信号的完整性，并具有更低的电磁干扰（EMI）和更低的电源功耗。

图 11所示为 Cyclone器件内部的 LVDS接口。表 2-11列出了 Cyclone器件内部 LVDS和 RSDS数

据通道的数目及数据传输速度。 

 

 

 

 

 

 

图 11  CycloneIII器件内部的 LVDS通道 

表 2-11  每个 Cyclone器件内部 LVDS通道和 RSDS通道的数目及其性能 

器件 封装 
LVDS 通道 RSDS 通道 

通道数 数据传输速率/Mbps 通道数 数据传输速率/Mbps 

EP1C3 144 脚 TQFP 34 640 34 311 

EP1C4 
324 脚 FineLine BGA 103 640 103 311 

400 脚 FineLine BGA 129 640 129 311 

EP1C6 
144 脚 TQFP 29 640 29 311 

240 脚 TQFP 72 640 72 311 

EP1C12 
240 脚 TQFP 66 640 66 311 

324 脚 FineLine BGA 103 640 103 311 

EP1C20 
324 脚 FineLine BGA 95 640 95 311 

400 脚 FineLine BGA 129 640 129 311 

Cyclone器件提供常用的单端 I/O标准的支持，如 LVTTL、LVCMOS、SSTL-2、SSTL-3和 PCI，

用于与板上其他器件的接口。单端 I/O 可以提供比差分 I/O 更强的电流驱动能力，主要应用在

与高性能存储器的接口中，如双数据速率（DDR）的 SDRAM 和 FCRAM器件。表 2-12列出了 Cyclone

器件可以支持的单端 I/O信号标准。 

表 2-12  Cyclone器件支持的单端 I/O信号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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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O 标准 传输频率/MHz 典 型 应 用 

3.3/2.5/1.8V LVTTL 250 一般用途 

3.3/2.5/1.8/1.5V LVCMOS 250 一般用途 

SSTL-3 Class&II 166 SDR SDRAM 

SSTL-2 Class&II 133 DDR SDRAM 及 PCRAM 

3.3V PCI 66 PC 及嵌入式应用 

2.4.7 Nios II 嵌入式处理器 

Cyclone器件可以实现 Nios II嵌入式处理器，而且只占用不到 600 个逻辑单元（LE），因

此在含多达 20260个 LE的最大 Cyclone器件中，可以将多个 Nios II处理器集成到一个 Cyclone

器件中。Nios II 系列嵌入式处理器以第一代 Nios 处理器为基础，提供三种内核来满足嵌入式

处理器的应用。设计者可以从高性能内核（超过 200 DMIPS）、低成本内核（低于 50美分的逻辑

资源消耗）和性价比平衡的标准内核中进行选择。 

开发人员通过向 Nios II 处理器指令集中增加定制指令，可以加速软件算法。定制指令可

以在一个时钟周期的时间内完成复杂的处理任务，为系统优化提供了一种高性价比的解决方案。

用户添加的定制指令可以该问存储器和 Nios II 系统外部的逻辑，提供了高效、灵活的访问数

据和逻辑资源的能力。定制指令允许设计者灵活、轻便地设计高端软件，同时保留了并行硬件

操作在可编程逻辑器件（PLD）中的性能优势。 

2.4.8配置方案 

串行配置器件为 EPCS 系列，提供 1MB到 128MB的存储容量。该配置器件在保证低成本的同

时还具备在系统编程（ISP）能力和多次编程能力，且具有包括 ISP和 Flash存储器访问接口等

特性，8引脚小外形封装，增加了在低价格、小面积应用领域的使用机会。串行配置器件最高达

64MB的存储容量使得它为 Stratix II系列器件提供了一种价格敏感、小型化的配置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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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Quartus II 软件应用 

Altera公司的 Quartus II设计软件提供了完整的多平台设计环境，能够直接满足特定设计

需要，为可编程芯片系统（SOPC）提供全面的设计环境。Quartus II软件含有 FPGA和 CPLD设

计所有阶段的解决方案，如图 1所示。 

 

 

 

 

 

 

 

 

 

 

 

图 1  Quartus II 设计流程 

Quartus II 设计工具支持基于 VHDL、VHDL HDL 的设计，其内部嵌有 VHDL、VHDL HDL 逻辑

综合器。Quartus II可以利用第三方的综合工具如 Synplify进行逻辑综合，也可以利用第三方

的仿真工具如 Modelsim进行仿真。此外 Quartus II与 MATLAB和 DSP Builder结合，可以进行

基于 FPGA的 DSP系统开发。使用 Quartus II内嵌的 SOPC Builder，配合 Nios II IDE 集成开

发环境，可以开发 Nios II 嵌入式软核处理器。 

3.1  图形用户界面设计流程 

Quartus II软件为设计流程的每个阶段提供 Quartus II 图形用户界面及命令行界面，可以

在整个流程中只使用这些界面中的一个，也可以在设计流程的不同阶段使用不同的界面。 

图 2 所示为 Quartus II 图形用户界面的功能。以下步骤描述了使用 Quartus II 图形用户

界面的基本设计流程。 

（1）使用 New Project Wizard（“File”菜单）建立新工程并指定目标器件或器件系列。 

（2）使用 Text Editor建立 VHDL HDL、VHDL或 Altera硬件描述语言（AHDL）设计。根据

需要，使用 Block Editor建立表示其他设计文件的符号框图，也可以建立原理图。还可以使用

Mega Wizar Plug-In Manager（Tools菜单）生成宏功能模块和 IP 功能的自定义变量，在设计

中将它们例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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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Quartus II图形用户界面功能 

（3）可选项：使用 Assignment Editor、Pin Planner、Settings 对话框（Assignment 菜

单）、Floorplan Editor、Design Partitions窗口、LogicLock功能指定初始设计约束。 

（4）可选项：进行 Early Timing Estimate，在完成 Fitter之前生成时序结果的早期估算。 

（5）可选项：使用 SOPC Builder或 DSP Builder建立系统级设计。 

（6）可选项：使用 Software Builder为 Excalibur器件处理器或 Nios嵌入式处理器建立

软件和编程文件。 

（7）使用 Analysis & Synthesis 对设计进行综合。 

（8）可选项：如果设计含有分区，而没有进行完整编译，则需要采用 Partition Merge合

并分区。 

（9）可选项：通过使用 Simulator 和 Generate Functional Simulation Netlist 命令在

设计中执行功能仿真。 

（10）使用 Fitter对设计进行布局布线。 

时序逼近 
·平面布局图编辑器(Floorplan Editor) 
·LogicLock 窗口 
·时序优化顾问(Timing Optimization 
Adviscr) 
·设计空间管理器(Design Space Explorer) 
·渐进式编译(Incremental Compilation) 

调试 
·SignalTap II 
·SignalProbe 
·在系统存储内容编辑器 
(In-System Memory Content Editor) 

·RTL 查看器(RTL Viewer) 
·技术映射查看器(Technology Map Viewer) 
·芯片编辑器(Chip Editor) 

工程更改管理 
·芯片编辑器(Chip Editor) 
·资源属性编辑器(Resource Property Editor) 
·更改管理器(Chenge Manager) 

布局布线 
·适配器（Fitter） 
·分配编辑器(Assignment Editor) 
·平面布局图编辑器(Flcorplan Editor) 
·渐进式编辑（Incremental Compilation） 
·报告窗口(Report Window) 
·资源优化顾问(Resource Optimization 
Advisor) 
·设计空间管理器(Design Space Explorer) 
·芯片编辑器(Chip Editor) 

时序分析 
·时序分析仪（Timing Analyzer） 
·报告窗口(Report Window) 
·技术映射查看器(Technology Map Viewer) 

仿真 
·仿真器（Simulator） 
·波形编辑器(Waveform Editor) 

编程 
·汇编程序（Assembler） 
·编程器(Programmer) 
·转换程序文件(Convert Programming Files) 

系统级设计 
·SOPC Builder 
·DSP Builder 

设计输入 
·文本编辑器（Text Editor） 
·模块和符号编辑部（Block & Syinbol Editor） 

软件开发 
·Software Builder 

基于模块的设计 
·LogicLock 窗口 
·平面布局图编辑器（Floorplan Editor） 
·VQM Writer 

EDA 界面 
·EDA Netlist Writer 

功耗分析 
·PowerPlay Power Analyxer 工具 
·PowerPlay Early Power Estimator 

约束输入 
·分配编辑器（Assignment Editor） 
·引脚规划器（Pin Planner） 
·Settings 对话框 
·平面布局图编辑器（Floorplan Editcr） 
·设计分区窗口 

综合 
·分析和综合（Analysis & Synthesis） 
·VHDL，Verilong HDL & AHDL 
·设计助手 
·RTL 查看器（RTL Viewer） 
·技术映射查看器(Technology Map Viewer) 
·渐进式综合(Incremental Synthesis) 



FPGA 实验指导书 

 18 

（11）可选项：使用 PowerPlay Power Analyzer进行功耗估算和分析。 

（12）可选项：使用 Timing Analyzer对设计进行时序分析。 

（13）可选项：使用 Simulator对设计进行时序仿真。 

（14）可选项：使用物理综合、Timing Closure 平面布局图、LogicLock 功能、Settings

对话框和 Assignment Editor 改进时序，达到时序逼近。 

（15）使用 Assembler 为设计建立编程文件。 

（16）使用编程文件、Programmer和 Altera硬件对器件进行编程；或将编程文件转换为其

他文件格式以供嵌入式处理器等其他系统使用。 

（17）可选项：使用 SignalTap II Logic Analyzer、SignalProbe功能或 Chip Editor对

设计进行调试。 

（18）可选项：使用 Chip Editor、Resource Property Editor和 Change Manager管理工

程更改。 

3.2  命令行设计流程 

Quartus II 软件提供全面的命令行界面解决方案。软件包括用于设计流程每个阶段不同的

可执行文件。每个可执行文件只在开始运行时才占用内存。这些可执行文件能够与标准命令行

命令和脚本、Tcl脚本以及 Makefile脚本一起使用。相关命令行可执行文件的列表如表 1所示。

使用命令行流程可以降低内存要求，并可使用脚本或标准的命令行选项和命令（包括 Tcl命令）

控制 Quartus II软件，建立 Makefile，如图 3所示。 

表 1  命令行可执行文件 

可执行文件 应用场合 功      能 

quartus_map Analysis&Synthesis 建立工程，然后建立工程数据库、综合设计并对工程设计文件进行技术映射 

quartus_fit Fitter 对设计进行布局布线。在运行 Fitter 之前必须成功运行 Analysis & Synthesis 

quartus_drc Design Assistant 

根据一组设计规则检查设计的可靠性。在为 HardCopy 器件件换设计之前，Design 

Assistant 非常有助于检查可靠性。在运行 Design Assistant 之前必须成功运行

Analysis & Synthesis 或 Fitter 

quartus_tan Timing Analyzer 分析已实现电路的速度性能.在运行 Timing Analyzer 之前必须成功运行 Fitter 

quartus_asm Assembler 
为目标器件编程或配置建立一个或多个编程文件。运行 Assembler 前须成功运行

Fitter 

quartus_eda EDA Netlist Writer 

生成与其他 EDA 工具配合使用的网表文件和其他输出文件。根据使用的选项，在

运行 EDA Netlist Writer 之前，必须成功运行 Analysis & Synthesis、Fitter

或者 Timing Analyzer 

quartus_cdb 

Compiler 

DatabaseInterface 

(包括 VQM Writer) 

生成内部网表文件，包括用于 Quartus II Compiler 数据库的 VQM 文件，使它们

可以用于反标和 LogicLock 功能，反标器件和资源分配以保持适配不变，方便今

后的编译还可以导入、导出版本兼容的数据库，并合并分区。在运行 Compiler 

Database Interface 之前必须成功运行 Fitter或 Analysis & Synthesis 

quartus_sim Simulator 
对设计进行功能或时序仿真。在进行功能仿真之前必须运行 Analysis & 

Synthesis。在进行时序仿真之前，必须运行 Timing Analyzer 

quartus_pow Power Analyzer 
分析并估算设计的全部动态和静态功耗。计算输出信号的触发速率和静态概率。

在运行 PowerPlay PowerAnalyzer 之前，必须成功运行 Fit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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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artus_pgm Programmer 对 Altera 器件编程 

quartus_cpf 
Convert Programming 

Files 
将编程文件转换为辅助编程文件格式 

quartus_stp 
SignalTap II Logic 

Analyzer 

建立 SignalTap II 文件(*.stp)。在 Assembler 之后运行时，器件全速运行的情

况下，SignalTap II Logic Analyzer 捕获内部器件节点信号 

quartus_swb Software Builder 为 Excalibur 嵌入式处理器进行设计 

quartus_sh Tcl Shell 为 Quartus II 软件提供 Tcl 脚本 shell 

 

 

 

 

 

 

 

 

 

 

 

 

 

 

 

 

 

图 3  Quartus II命令行设计流程 

3.3  交通灯设计实例 

本节通过一个 LED流水灯的设计实例，详细介绍 Quartus II的主要功能、使用方法和设计

流程。本书中所有实例都是在 Quartus II 8.1 下编译通过，相应界面也是 Quartus II 8.1 下

的界面。 

3.3.1  设计原理 

在这个实例中，我们设计一个简单的 LED流水指示灯，8个彩灯共阴接地，阳极分别为 EP3C16

的 8个 I/O相连，I/O输出变化的电平，来控制彩灯的点亮，流水灯分不同的时段，指示灯有不

同的显示模式，开始时刻 LED 流水灯从右到左依次点亮，第二时间段 LED 流水灯从左到右依次

熄灭，第三时间段 LED 流水从中间向两边点依次点亮，第四时间段 LED 流水灯从中间向两边点

依次熄灭，第五时间段 LED 流水灯奇偶位循环点亮，最后完成一次循环又回到开始时刻，进人

第二轮循环，来实现 LED流水灯的控制实验。 

从 LED流水灯的工作原理来看，无论是第一时间段还是其他的时间段，LED流水灯点亮还是

熄灭，都是一个频率来控制 LED流水灯点亮和熄灭的快慢。只不过这个频率可以在程序中控制，

Quartus II She ll 
quartus_sh Quartus II She ll 可用做 Quartus II 

可执行文件的 Tcl 解释器 

仿真 
quartus_sim 

时序分析 
quartus_tan 

EDA 网表输出 
quartus_eda 

汇编 
quartus_asm 

编程 
quartus_pgm 

转换编程文件 
quartus_cpf 

SignalTap II 
逻辑分析仪 
quartus_stp 

Software Builder 
quartus_swb 

PowerPlay 
功耗分析 

quartus_pow 

适配 
quartus_fit 

设计助手 
quartus_drc 

编译数据库 
quartus_cdb 

分析与综合 
quartus_map 

源设计文件。包括 Verllog Design 文件(.V).VHDL 
Deslgn 文件(vhd).Verllog Quartus Mapptng 文件
(.vqm)、Text Design 文件(.tdf)、Block Design 文件
(.bdt)以及 EDIF 网表文件(.edf) 

EDA工具输出文件，包括Verllog Output
文 件 (.VO).VHDL Output 文 件
(.vho).VQM 文件和 Standand Delay 
Fomtat Output 文件(s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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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以在定义输入引脚时把频率选择不同的频率段。 

 [例 1-1]LED流水灯设计（light.V）。 

module light(clk_in,light); 

input clk_in;  //20MHz 

output [7:0] light; 

reg clk2;   //clk 二分频 

reg [22:0] counter; 

reg clk1; 

wire clk; 

reg [7:0] light; 

reg [2:0] flag;  //灯方式的选择 

reg  t_switch;    //节拍的选择 

parameter len = 7; 

always @(posedge clk_in) 

begin 

     counter<=counter + 1'b1;//101 1111 0101 1110 0001 0000 

 if (counter==6250000) 

  begin 

    clk1=~clk1; 

    counter<=23'b0; 

  end 

 end 

 

always @(posedge clk1) 

 clk2 <=  ~clk2; 

assign clk = (t_switch) ? clk1 : clk2; 

always @ (posedge clk) 

 begin 

 //顺序循环移位 

 //依次点亮 

  if (flag == 3'b000) 

   begin 

   light <= {1'b1,light[len : 1]}; 

   if(light[1] == 1'b1) 

    flag <= 3'b001; 

   end 

 //依次熄灭   

  else if (flag == 3'b001) 

   begin 

   light <= {light[len-1 : 0],1'b0}; 

   if(light[6] == 1'b0) 

    flag <= 3'b010; 

   end 

 //从中间向两边点 

  else if (flag == 3'b010) 

   begin 

   light[len : 4] <= {light[len-1 : 4],1'b1}; 

   light[len-4 : 0] <= {1'b1,light[len-4 : 1]}; 

   if(light[1] == 1'b1) 

    flag <= 3'b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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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nd  

 //从两边向中间熄 

  else if (flag == 3'b011) 

   begin 

   light[len : 4] <= {1'b0,light[len : 5]}; 

   light[len-4 : 0] <= {light[len-5 : 0],1'b0}; 

    if(light[2] == 1'b0) 

     flag <= 3'b100; 

   end 

 //奇偶位循环点亮 

  else if (flag == 3'b100) 

   begin 

   light[len : 4] <= {1'b1,light[len : 5]}; 

   light[len-4 : 0] <= {1'b1,light[len-4 : 1]}; 

   if(light[1] == 1'b1) 

    flag <= 3'b101; 

   end 

 // 从新开始 

  else if (flag == 3'b101) 

   begin 

   light <= 8'h00; 

   flag <= 3'b110; 

   end 

 //t_switch信号转换，实现第二种节拍 

  else if (flag == 3'b110) 

   begin 

   t_switch <= ~ t_switch; 

   flag <= 3'b000; 

   end 

 end 

endmodule 

  在上面的 VHDL 程序中，clk1 用于控制 LED 流水灯的点亮和熄灭的频率，clk1 在程序

内部进行二分频，分频后的值来作 light的敏感信号，light用于控制 8位 LED流水灯的亮与灭， 

3.3.2  设计输入 

任何一项设计都是一项工程（Project），必须为此工程建立一个放置此工程相关文件的文

件夹，此文件夹将被 EDA软件默认为工作库（Work Library）。 

针对 LED流水灯的设计实例，我们在 D盘根目录下建立一个文件夹，取名为 light，路径为

D:\light。需注意的是：文件夹不能用中文字符命名，也不要有空格，建议用英文字母和数字

命名，长度最好 8个字符之内。 

打开 Quartus II，选择“File”菜单下的“New”命令。在“New”窗口中的“Device Desing 

Files”选项中选择“VHDL File”（如图 4所示）。然后在 VHDL文本编辑窗中输入例 1-1的 VHDL

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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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打开 VHDL文本编辑窗 

选择“File”菜单下的“Save As”命令，存放到 D 盘根目录下的 light 文件夹，保存类型选

择 VHDL File(*.v *.vlg *.vh *.VHDL)，存盘文件名应与实体名一致，即为 light.vhd。此时会出

现如图 5 所示的对话框“Do you want to create a new project with this file？”。如果单击

“是”按钮，则直接创建工程流程。在此，为了下一节熟悉利用“New Project Wizard”工具创建

设计文档，我们单击“否”按钮。 

 

图 5  编辑输入设计文档并存盘 

3.3.3  创建工程 

（1）选择“File”菜单下的“New Project Wizard”，打开新建项目指南（图 6），将出现

如图 7所示的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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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打开新建项目向导 

 

 

图 7  创建工程 light 

图 7 中最上面一栏指示工作目录，可单击最上面一栏右侧的“„”按钮，找到相应的目录

下的文件（一般为顶层设计文件），在我们的例子中就是 light.v，将其打开。图中的第二栏为

项目名称，可以为任何名字，推荐为顶层设计的文件名。第三栏为顶层设计的实体名。设置完

后，单击“Next”按钮。 

（2）将设计文件加入工程。在图 8 中，最上面一栏“File name”用于加入设计文件，可

单击右侧的“„”按钮，找到相应的目录下的文件并加入。加入的文件可以有 Graphic

（.BDF、 .GDF）、AHDL、VHDL、VHDL HDL以及 EDIF 文件。单击“Add All”按钮，将设定目录

下的所有 VHDL 文件加入到此工程。如果单击下面的“User Libraries„”按钮，将打开如图 9

所示的对话框，可以加入用户自己定义的库函数的路径名和文件名。在我们的交通灯的例子中，

设计文件 light.v已经加入，所以就不需要加入其他文件了，也不需要加入自定义的库函数了。

设置完成后，单击“Next”按钮，进行下一步，出现如图 10所示的对话框。 

（3）选择目标芯片。首先在“Family”栏中选择 Cyclone III系列；然后在“Target device”

选项框中选择“Specific device selected in ‘Available devices’ list”，即选择一个确

定的目标芯片。在这里，我们选择此系列的具体芯片 EP3C16Q240。EP3C表示 Cyclone III系列

及此器件的规模：Q240表示 PQFP 240-pin封装；C8表示速度级别。可以通过图 10所示窗口右

边的“Filters”窗格“过滤”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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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在工程中加入所有相关文件 

 

图 9  加入用户自定义的库函数 

 

图 10  选择目标芯片 

（4）选定目标芯片后，单击“Next”按钮，将出现图 11 所示的对话框，用于选择仿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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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综合器类型。如果我们不选的话，将使用 Quartus II自带的仿真器和综合器。在此例子中，

我们使用 Quartus II自带的仿真器和综合器。 

 

图 11  选择仿真器和综合器 

（5）再次单击“Next”按钮后，工程设置统计列出了此项工程的相关设置情况。最后单击

“Finish”按钮，结束该工程的设置，已经成功建立了工程。在 Project  Navigator 栏中

可以查看该工程的各项文件以及层次结构。 

工程建立后，可以打开“Assignments”菜单下的“Settings”对话框，更改并重新设置一

些选项。利用“General”页面可以重新指定顶层实体，在“Files”页面中可以添加和删除文

件。在“User Libraries”中页面可以加入用户自定义的库函数。 

另外，如果想在 Quartus II 中使用原有的 Max+PLUS II 下的工程，则可以使用“File”菜单

下的“Convert Max+PLUS II Project„”命令，将 Max+PLUS II相关文件转换成 Quartus II工程。 

3.3.4  编译前设置 

在对工程进行编译前，我们需要做好以下设置。具体步骤如下。 

（1）选择目标芯片，在我们的例子中，我们在建立工程时已经选择好了目标芯片，所以就

不需要这一步过程了。如果我们想重新选择，可以单击“Assignments”菜单下的“Device„”，

打开始图 14所示的对话框，重新选择目标芯片。 

 
图 14  器件选择 

（2）选择配置器件的工作方式。单击图 14 中的“Device & Pin Options„”按钮，进入

如图 15 所示的选择窗口。首先选择“General”项，在“Options”栏中选中“Auto-rest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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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figuration after error”，使对 FPGA配置失败后能自动重新配置，并加入 JTAG用户编码。

当鼠标选中相应的项目时，下面的“Description”栏将有相应的说明。 

 

图 15  选择器件工作方式 

（3）选择配置器件和编程方式。这里选用 EPCS16 存储配置数据。在“Configuration scheme”

选项，可选择“Active Serial”。这种方式只对专用的 Flash配置器件（EPCS1，EPCS4和 EPCS16

等）进行编程。PC机对 FPGA的在系统编程通常采用 JTAG下载方式。如果应用系统需要脱离 PC

机工作时，则需要将配置数据存放在 FLASH中，通过主动串行模式（AS Mode）和被动串行模式

（PS Mode）进行配置。使用 EPCS16存储配置数据，可用 AS Mode将程序加载至 FPGA中。 

（4）选择输出设置。单击图 16中的“Programming Files”栏，打开“Programming Files”

页，选中“Hexadecimal(Intel-Format)output File”，此时在生成下载文件的同时，产生二进

制配置文件 light.hexout。此文件用于单片机与 EPROM 构成的 FPGA配置电路系统。 

 
图 16  选择配置器件及编程方式 

（5）选择目标芯片的闲置引脚的状态。单击图 16 中的“Unused Pins”栏，出现如图 17

所示的窗口。对设计中未用到的器件引脚，有三种处理方式：输入引脚（呈高阻态）、输出引脚

（呈低电平）或输出引脚（输出不定状态）。通常情况下我们选择第一项，避免未用到的引脚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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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系统产生影响。 

 

图 17  未使用引脚的处理 

3.3.5  编译 

Quartus II的编译器由一系列处理模块构成，这些模块完成对设计项目的检错、逻辑综合、

结构综合、输出结果的编译配置、时序分析等功能。在这个过程中将设计项目适配到 FPGA/CPLD

目标器中，同时产生各种输出文件编译报告，包括器件使用统计、编译设置、RTL级电路显示、

器件资源利用率、状态机的实现、方程式、延时分析结构、CPU使用资源等。编译器首先从工程

设计文件间的层次结构描述中提取信息，包括每个低层文件中的错误信息，供设计者排除。然

后将这些层次构建产生一个结构化的以网表文件表达的电路原理图文件，并把各层次中所有的

文件结合成一个数据包，以便更有效地处理。 

在编译前，设计者可以通过各种不同的设置，指导编译器使用各种不同的综合和适配技术，

以便提高设计项目的工作速度，优化器件的资源利用率。在编译过程中及编译完成后，可以从

编译报告窗口中获得所有相关的详细编译结果，以利于设计者及时调整设计方案。 

这里我们启动全程编译，可以选择“Processing”菜单下的“Start Compilation”项，也

可以单击工具栏上的快捷方式按钮（图 18所示）。 

 

 

图 18  通过工具栏快捷方式进行编译 

这里说的全程编译，包括以上提到的 Quartus II对设计输入的多项处理操作，如检错、数

据网表文件提取、逻辑综合、适配、装配文件（仿真文件与编程配置文件）生成，以及基于目

标器件的工程时序分析等。下面的“Processing”窗口会显示编译过程中的相关信息，如果发

现警告和错误，会以深色标记条显示。警告不影响编译通过，但是错误编译不能通过，必须进

行修改。双击“Processing”栏中的错误显示条文，会在弹出的对应的 VHDL文件中，光标指示

到错误处。在对错误进行修改后，再次进行编译，直至排除所有错误。 

如果程序输入没有错误，将会出现编译结果报告。在此界面中，左上角的“Pro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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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vigator”窗口，显示了工程的结构和其中结构模块耗用的逻辑宏单元数（共 31LCs）。下面的

“Status”窗口显示了编译处理流程，包括数据网表建立、逻辑综合、适配、配置文件装配和

时序分析。“Compilation Report”栏是编译报告项目选择菜单，单击其中各项，可以详细了解

编译与分析结构。例如单击“Flow Summary”项，将在右栏显示硬件耗用统计报告，反映了当

前所耗用硬件的相关信息。当前的工程共耗用了 58个逻辑宏单元，小于总数的 1%，共使用了

185 个引脚中的 24个。如果单击“Timing Analyzer”项中的“+”号，可以打开各个子项目，

查看当前工程所有相关时序特性报告。如果单击“Fitter”项中的“+”号，可以打开各个子项

目查看当前工程的所有相关硬件特性适配报告。例如其中的“Pin-Out File”，可以查看芯片各

个引脚的使用情况。 

图 19 下方的编译报告中列出了一条警告：“Warning:Found pins functioning as undefined 

clocks and/or memory enables”，这条警告可以忽略。需注意的是，对于警告信息，我们应引起

足够重视。有的警告实际指示了我们设计中的某些错误，因此不能忽略这些警告。相反，通过这些

警告，我们可以发现程序中的问题并加以解决。 

3.3.6  仿真 

对工程编译通过之后，必须对其功能和时序进行仿真测试，以了解设计结果是否满足原设

计要求。 

（1）打开波形编辑器。选择“File”菜单中的“New”项，在“New”窗口中选择“Other Files”

中的“Vector Waveform File”项，打开空白的波形编辑器，如图 20所示。 

 
图 20  打开波形编辑器 

（2）设置仿真时间区域。将仿真时间设置在一个比较合理的时间区域。选择“Edit”菜单

中的“End Time„”项，在弹出的窗口中的“Time”栏处输入“100”，单位选择“ms”，将整个

仿真区域的时间设为 10ms，单击“OK”按钮，结束设置。 

（3）在波形编辑器中引入信号节点。首先选择“View”|“Utility Windows”|“Nodes Found”

命令。弹出的对话框如图 2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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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  准备输入信号节点 

在“Filter”框中选择“Pins:all”，然后单击“List”按钮，于是在下面的“Nodes Found”

窗口中出现了工程 light 中的所有端口引脚名，如果此时没有出现端口引脚名，则可以重新编

译一下。用鼠标将我们需要仿真观察的信号拖到波形编辑窗口。在这里，把所有的端口引脚名

“ckl”、和“light”全部拖入。 

（4）编辑输入波形。单击选中波形编辑窗口的时钟信号名“clk1”，使之变成蓝色条，再

单击左列的时钟设置键 ，打开如图 22所示的窗口，将“clk”的周期设定为 0.5ms，“Phase”

相位设为默认为零，“Duty cycle”占空比设为默认值 50%。 

设定好时钟信号后，在波形窗口中单击鼠标右键，选择“Zoom”菜单下的“Fit in Window”

选项，也可以通过左侧工具栏上的 按钮，调整适当的观察比例。 

（5）设定数据模式。单击信号“light”旁边的“+”号，可以打开该信号的各个分量，查看

信号的每一位。如果双击“+”号左边的信号标记，可以打开信号格式设置的对话框，如图 23所示。 

       

图 22  时钟设置窗口                  图 23  信号设置窗口 

通过“Radix”窗口可以设置信号的格式。我们将信号“light”、设定为二进制“binary”。 

（6）波形文件存盘。选择“File”菜单下的“Save”命令，或直接单击工具栏上的 按

钮，将会以默认名为 light.vwf的波形文件存入文件夹 D:\light（默认路径）中。 

（7）仿真器参数设计。选择“Assignment”菜单下的“Settings„”项，在“Settings”

窗口中左侧“Category”栏中选择“Simulator”项，打开如图 24所示的窗口。在“Simulation 

mode”项目下选择“Timing”即时序仿真，在“Simulation input”栏中，单击 按钮，找到

并选择仿真激励文件“light.vwf”。在“Simulation period”栏中选择“Run simulation unt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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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l vector stimuli are use”即全程仿真；确认选中“Simulation coverage reporting”；

毛刺检测“Glitch detection”为 1μ s；功耗估计，选中“Generate Signal Activity File”。 

（8）启动仿真器。选中“Processsing”菜单下的“Start Siulation”，或者直接单击工具栏

上的快捷方式 ，直到出现“Simulation was successful”对话框。 

（9）观察仿真结果，如图 25 所示。仿真波形文件“Simulation Report”通常会自动弹出。

注意，Quartus II 的波形编辑文件（*。vwf）与波形仿真报告文件（Simulation Report）是分

开的，而 Max plus II 的激励波形编辑与仿真报告波形文件是合二为一的。如果没有弹出仿真

完成后的波形文件，可以通过“Processing”菜单下的“Simulation Report”命令，打开波形

报告。如果无法在窗口展开显示时间轴上的所有波形图，可以在仿真报告窗口中单击鼠标右键，

选择“Zoom”项下的“Fit in Window”选项，并通过 按钮，调节波形的比例。通过观察我

们的仿真结构，达到了我们预定的要求。 

 

图 24  仿真器参数设定 

 
图 25  仿真结构报告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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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7  应用 RTL电路图观察器 

Quartus II可实现硬件描述语言或网表文件（VHDL、VHDL、BDF、TDF、EDIF、VQM）对应的

RTL 电路图的生成。选择“Tools/Netlists Viewers”菜单下的“RTL Viewer”项，可以打开工

程 light各层次的电路结构，如图 26所示。 

双击图形中的有关模块，或者选择左侧各项，可逐层了解各层次的电路结构。对于较复杂

的 RTL电路，可以利用模块功能过滤器 Filter简化电路。用鼠标右键单击目标模块，在弹出的

下拉菜单中选择“Filter”|“Sources”或“Destinations”，由此产生相应的简化电路。 

 

图 26  综合后的 RTL电路图 

3.4  引脚锁定和下载验证 

工程编译仿真都通过后，就可以将配置数据下载到应用系统进行验证。下载之前首先要进

行引脚锁定，保证锁定的引脚与实际的应用系统相吻合。 

3.4.1  引脚锁定 

我们使用实验仪进行验证。用 LED1到 LED8指示八个 LED的流水灯，引脚分别为 PIN_237，

PIN_238，PIN_239，PIN_240，PIN_4，PIN_5，PIN_6，PIN_9连接 8位输出 light[7..0] 

使用 PIN_CLK0为基本的扫描频率 50MHz，程序使用分到 1Hz, 引脚为 clk_in。 

下面我们就开始进行引脚的锁定操作。 

（1）确认已经打开了工程 light。 

（2）打开“Assignments”菜单下的“Pins”命令，打开引脚锁定窗口，如图 27所示。 

（3）用鼠标双击“To”栏中的“<<new>>”，在出现的下拉栏中选择本工程要锁定的端口信

号名（例如 clk），然后双击对应的“Location”栏中的“<<new>>”，在出现的下拉栏中选择对

应端口信号名的器件引脚号（例如对应 clk，应该选择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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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7  锁定引脚 

在如图 27 所示的窗口中，还能对引脚作进一步的设定，如在 I/O Standard 栏，配合芯片

的不同的 I/O bank 上，加载的 VCCIO 电压，选择每一个信号的 I/O 电压；在 Rrserved 栏，可

对某些空闲的 I/O引脚的电气特性进行设置。 

（4）按前面提到的引脚信息添加锁定引脚，全部输入后单击工具栏上的保存按钮，保存引

脚设置。当某个引脚锁定后，我们在“To”栏下看到该引脚将是斜体显示的，其他未锁定引脚

则是正体显示。保存完毕，必须再编译适配一次，才能将引脚锁定信息应用到最终的下载文件

中，此后就可以将编译好的 SOF文件下载到实验系统的 FPGA中去了。 

除了上面提到的锁定引脚方法，还可以直接编辑.qsf 文件进行引脚锁定。引脚的锁定信息

保存在工程文件夹中与工程同名的*.qsf文件中，可以通过编写*.qsf文件来改变或设定引脚。

在我们的例子中，关于引脚的锁定信息就存在 D:\light（工程 light目录）下的 light.qsf 文

件中。我们可以用记事本或其他文本编辑工具打开 light.qsf，输入以下信息并保存。 

set_location_assignment PIN_CLK0 -to clk_in 

set_location_assignment PIN_237 -to light[0] 

set_location_assignment PIN_238 -to light[1] 

set_location_assignment PIN_239 -to light[2] 

set_location_assignment PIN_240 -to light[3] 

set_location_assignment PIN_4 -to light[4] 

set_location_assignment PIN_5 -to light[5] 

set_location_assignment PIN_6 -to light[6] 

set_location_assignment PIN_9 -to light[7] 

引脚锁定还可以通过输入 TCL脚本语言文件进行。有关 TCL文件请参见后续例子及相关文档。 

3.4.2  下载验证 

将编译产生的 SOF格式下载文件配置到 FPGA中，进行硬件测试的步骤如下。 

（1）按要求安装好 Quartus 8.1 软件，连接好下载电缆，将 EP3C16适配板左下角的 JTAG

用十芯排线和下载器连接，打开实验箱电源。 

（2）在菜单“Tool”中选择“Programmer”，或直接单击工具栏上的快捷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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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设置编程模式。若是初次安装的Quartus II，在下载编程前需要选择下载接口方式。在

图28所示窗口中单击“Hardware Setup”，可打开如图29所示的窗口。按照用户手册上使用设置

byteblaster的方法设置USB-blaster，所不同的是在如下图的地方选择usb-blaster即可。 

 
图 29  选择下载接口方式 

（4）在“Programmer”中“Mode”栏中有 4种编程模式可以选择：JTAG, Passive Serial, 

Active Serial 和 In-Socket。为了直接对 FPGA 进行配置，在编程窗的编程模式“Mode”中选

择“JTAG”。并选中下载文件右侧的第一小方框 Program/Configure。核对下载路径与文件名，

如果此文件没有出现或者有错，单击左侧的“Add File”按钮，找到要下载的文件 light.sof。 

（5）单击“Start”按钮，即进入对目标器件 FPGA的配置下载操作。当“Progress”显示

为 100%时，编程成功，可以观察实验面板，进行硬件测试验证。 

3.4.3  对配置器件编程 

为了使应用系统能在脱离计算机的情况下工作，就必须将配置数据存放在非易失的器件中，

通常我们将本置数据存放在专用的配置器件中，如 EPCS1，EPCS16 等。EPCS1 和 EPCS16 等是

Cyclone系列器件的专用配置器件，Flash存储结构，重复编程可达 10万次。 

（1）选择编程模式和编程目标文件。在“Programmer”，所示中“Mode”栏中，选择“Active  

Serial Programming”编程模式。添加编程文件 light.pof，并选中 Program/Configure。 

（2）将下载电缆连至 AS模式端口并加电。 

（3）单击“Start”按钮，当“Progress”显示为 100%时，编程成功。此后每次实验装置

加电后，配置数据将自动从 EPCS16加载，之后 FPGA 开始工作，而不需要重新下载配置数据。 

（4）保存编程信息。编程完毕后，如果希望将此次设置的所有结果保存起来，以便能够很

快调出进行编程，可以选择保存。所有的信息都存在 Chain Description File (.cdf)文件

light.cdf中。以后编程只需打开此文件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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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EP3C16Q240C8 实验部分 

（使用软件：Quartus Ⅱ 8.1） 

实验操作注意事项 

FPGA 实验开发系统以简单实用、良好的扩展性为设计原则，设计了丰富的外围存储器和经

典外围电路，是面向电类本科生的数字电子技术、可编程逻辑器件、EDA 技术、SOPC 系统设计

等课程实验。因采用主板和扩展版的设计模式，本开发系统还是电子设计竞赛、课程设计和毕

业设计的理想创新平台。 

本开发系统还提供了一个 SOPC（System On Programming Chip）平台，可以实现嵌入式的

软核 CPU，如 NiosII，8051，Open RISC等，为嵌入式电子产品设计提供了又一种选择。 

本开发系统主要包括两块电路板：[DE3C16]FPGA 核心板和基础实验板。其主要特点和提供

的外设功能如下所示。  

主要特点 

(1) 采用高档双层 PCB板，沉金工艺，布局布线合理，经过专业飞针测试； 

(2) 贴片元件采用贴片机、回流焊焊接，插件采用波峰焊焊接，质量可靠、性能稳定； 

(3) 电源部分具有防反接功能，并能有效滤除引入电源的尖峰脉冲； 

(4) 常用外围存储器齐全（SDRAM /FLASH），外设电路丰富； 

(5) I/O及存储器数据/地址/控制总线通过排针引出，方便用户进行系统扩展； 

(6) 实验板功能部件全采用跳线模式，可单独使用或禁止，最大程度的方便开发学习。 

一、 实验箱面板说明 

 

 
 

AS 下载口 

JTAG下载

口 

电源及 

开关 

核心板 

图 1、FPGA 试验箱面板资源分布图 

EPCS16 EP3C16Q240 SD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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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板配置： 

FPGA芯片：EP3C16Q240C8   约 16000个逻辑单元，可满足技术指标的要求。 

配置芯片：EPCS16     4M bit 

SDRAM：  HY57V641620    128M bit 

有源晶振：50 MHz、20MHz 

电源芯片：3.3V、2.5V、1.2V 

下载调试接口：AS、JTAG调试接口 

引出 IO：92个独立 IO、8路 LED、5路按键 

输入电压：5V直流，使用 TVS进行保护 

其他：4个独立按钮、1个系统复位按钮、8个 LED。 

 

基础实验板提供的功能部件： 

(1) 8位七段数码管； 

(2) 蜂鸣器、8欧 0.5 瓦喇叭； 

(3) VGA接口； 

(4) PS/2接口； 

(5) 两路三线制 RS232 串行口； 

(6) LCD 12864液晶接口； 

(7) 实时时钟 DS1302； 

(8) 单线制温度传感器 DS18B20； 

(9) 2通道 8位 A/D（板载基准源电路）； 

(10) 单通道 8位 D/A（板载基准源电路）； 

(11) SD/MMC卡接口； 

(12) 8位 LED； 

(13) 4*4扫描按钮； 

(14) 10位拨码开关； 

(15) 4X4矩阵键盘； 

(16)直流电机测速控制； 

(17)步进电机控制。 

 

三、操作说明 

1、试验箱上电 

   在试验箱后面有 220V的市电插座和电源开关，打开开关后，在试验箱上有输出+12V，-12V，

+5V，+3.3V的电源指示灯发光，表示有电源接入。实验结束后，拔掉电源线。 

   

 

   接入电压 220V，输出+12V，-12V，+5V，+3.3V，+2.5V，+1.2V。 

2、程序下载 

图 2、FPGA 试验箱电源接入及电压指示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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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PGA有多种下载模式，最常用的有 JTAG调试模式和 AS（Active Serial Programming）两

种模式。前者是直接下载到 FPGA芯片，直接对设计进行测试验证，但掉电后配置数据失效；后

者则是将程序下载到 EPCS配置芯片中，上电自动配置到 FPGA中，使得程序脱机运行。 

  2.1  JTAG口下载 

    在实验设计过程中需验证是否满足设计要求，需将程序直接下载到 FPGA中进行验证。 

步骤：1、现将 USB_Blaster 下载线接入 JTAG下载口，再与电脑相连； 

          2、实验箱上电； 

          3、下载程序； 

          4、测试结束后，先关闭电源，在拔下 USB_Blaster下载线，以免损坏下载线。 

 

 

 

 

 

 

 

 

 

2.2  AS口下载 

在实验设计过程中需验证满足设计要求，需将程序进行固化，则需下载程序到 FPGA的配置

芯片 EPCS16中存储。 

步骤：1、现将 USB_Blaster 下载线接入 AS下载口，再与电脑相连； 

          2、试验箱上电； 

          3、下载程序； 

          4、测试结束后，先关闭电源，在拔下 USB_Blaster下载线，以免损坏下载线。 

 

 

 

 

 

 

 

 

 

3、功能电路说明 

    试验箱的各功能电路在扩展板上分区域布板，各功能电路均标注了功能说明。各接口、开

关、跳线均有标注说明。 

（1） 各拨码开关标注有“开”、“关”或“高”、“低”指示 

 

 

 

 

 

 

（2） AD的两路输入端可选不同的输入方式 

图 3、JTag 下载接线与下载界面 

图 4、AS 下载接线与下载界面 

图 5 拨码开关及其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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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P2 口的调帽控制：1，3，5 端控制 CH0 路输入：1、3 短接由滑动变阻器 VR1 的分压作

为输入，3、5短接有 PCH0口接入外部信号输入。2，4，6端控制 CH1路输入：2、4短接由滑动

变阻器 VR2的分压作为输入，4、6短接有 PCH1口接入外部信号输入。PCH有两种接入方法：排

针和插孔，二者是联通的。 

 

 

 

 

 

 

 

 

 

 

 

 

 

 

 

 

 

（3） DA电路、扫描键盘与复用接口 

      DA、4×4扫描键盘的接口复用，均是用图中的排线连接。复用端口的引脚、DA的数据输

入口、扫描键盘的行列均有标注，便于引脚的映射。 

 

 

 

 

 

 

 

 

 

 

 

 

 

 

 

 

 

 

  

图 6  AD的输入端及 DA的接口 

图 7  复用端口、DA的接口与扫描键盘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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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一  彩灯实验 

一、实验目的：1、通过实验初步了解 EDA的基本概念。 

2、能理解用 Verilog语言实现硬件设计的思路。 

3、能熟练掌握 EDA开发软件的使用。 

二、实验原理：在本实验中 8个彩灯共阴接地，阳极分别为 EP3C16的 8个 I/O 相连，I/O输出

变化的电平，来控制彩灯的点亮。 

三、实验连线： 

1. 将 EP3C16适配板左下角的 JTAG用十芯排线和 USB下载器的接口连接起来。 

四、实验内容与步骤：（程序：EP3C16\light\light.sof） 

1、打开 Quartus II 8.1软件，点击“File→OpenProject”出现如下的对话框(图 14.1)，

选中 light,点打开即可； 

  

图 1.1 

2、击“Tools-Programmer”后出现如下的对话窗口，  

 
3、在点”Edit→Add File„„„”出现如下对话框(图 14.2)，在图 14.3 对话框中，选中

EP3C16/light/light.sof 项目后点击打开回到 Programmer 对话框, 在下载对话窗口中“选中

Program/ Configure”,点击“Start”即进行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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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图 1.3 

现将 light.v原程序作如下说明： 

module light(clk_in,light); 

input clk_in;  //20MHz 

output [7:0] light; 

reg clk2;   //clk 二分频 

reg [22:0] counter; 

reg clk1; 

wire clk; 

reg [7:0] light; 

reg [2:0] flag;  //灯方式的选择 

reg  t_switch;    //节拍的选择 

parameter len = 7; 

always @(posedge clk_in) 

begin 

     counter<=counter + 1'b1;//101 1111 0101 1110 0001 0000 

 if (counter==6250000) 

  begin 

    clk1=~clk1; 

    counter<=23'b0; 

  end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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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ways @(posedge clk) 

 clk2 <=  ~clk2; 

//对 5859时钟的 17分频  

assign clk = (t_switch) ? clk : clk2; 

always @ (posedge clk) 

 begin 

 //顺序循环移位 

 //依次点亮 

  if (flag == 3'b000) 

   begin 

   light <= {1'b1,light[len : 1]}; 

   if(light[1] == 1'b1) 

    flag <= 3'b001; 

   end 

 //依次熄灭   

  else if (flag == 3'b001) 

   begin 

   light <= {light[len-1 : 0],1'b0}; 

   if(light[6] == 1'b0) 

    flag <= 3'b010; 

   end 

 //从中间向两边点 

  else if (flag == 3'b010) 

   begin 

   light[len : 4] <= {light[len-1 : 4],1'b1}; 

   light[len-4 : 0] <= {1'b1,light[len-4 : 1]}; 

   if(light[1] == 1'b1) 

    flag <= 3'b011; 

   end  

 //从两边向中间熄 

  else if (flag == 3'b011) 

   begin 

   light[len : 4] <= {1'b0,light[len : 5]}; 

   light[len-4 : 0] <= {light[len-5 : 0],1'b0}; 

    if(light[2] == 1'b0) 

     flag <= 3'b100; 

   end 

 //奇偶位循环点亮 

  else if (flag == 3'b100) 

   begin 

   light[len : 4] <= {1'b1,light[len : 5]}; 

   light[len-4 : 0] <= {1'b1,light[len-4 : 1]}; 

   if(light[1] == 1'b1) 

    flag <= 3'b101; 

   end 

 // 从新开始 

  else if (flag == 3'b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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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gin 

   light <= 8'h00; 

   flag <= 3'b110; 

   end 

 //t_switch信号转换，实现第二种节拍 

  else if (flag == 3'b110) 

   begin 

   t_switch <= ~ t_switch; 

   flag <= 3'b000; 

   end 

 end 

endmodule 

五、实验现象：核心板上八个彩灯采用不同的模式被点亮。 

 

实验二 交通灯模拟控制实验 

一、实验目的：1、通过实验初步了解 EDA的基本概念。 

2、能理解用 Verilog语言实现硬件设计的思路。 

3、能熟练掌握 EDA开发软件的使用。 

二、实验原理：在本实验中 12个彩灯共阴接地，阳极分别为 EP3C16的 12个 I/O 相连，I/O输

出变化的电平，来实现交通灯的模拟控制。 

三、实验连线： 

2. 将 EP3C16适配板左下角的 JTAG用十芯排线和 USB下载器的接口连接起来。 

四、实验内容与步骤：（程序：EP3C16\traffic\traffic.sof） 

1、打开 Quartus II 8.1软件，点击“File→OpenProject”出现如下的对话框(图 14.1)，

选中 light,点打开即可； 

  
图 2.1 

2、击“Tools-Programmer”后出现如下的对话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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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在点”Edit→Add File„„„”出现如下对话框(图 14.2)，在图 14.3 对话框中，选中

EP3C16/light/light.sof 项目后点击打开回到 Programmer 对话框, 在下载对话窗口中“选中

Program/ Configure”,点击“Start”即进行下载。 

 

图 2.2 

 

图 2.3 

现将 traffic.v原程序作如下说明： 

module traffic(inclk,light); 

input inclk; 

output [11:0] light; 

reg clk2; 

reg clk; 

reg [3:0] count=4'b0000; 

reg [22:0] cou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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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re [2:0] ryb; 

reg div_clk=1'b0; 

reg r=1'b0; 

reg y=1'b0; 

reg b=1'b0;       

reg d=1'b1;   

always @ (posedge inclk) 

 clk2= ~clk2; 

   always @ (posedge clk2) 

begin 

  counter<=counter+1'b1; 

  if(counter== 900000) 

     begin 

      clk<=~clk; 

      counter<=23'b0; 

      end 

end 

 always @(posedge clk) 

begin  

 count<=count+1'b1; 

 if(count<11) 

  begin 

  div_clk<=0; 

  d<=~d; 

  end 

 else 

  begin 

  div_clk<=1; 

  r<=d; 

  b<=~r; 

  end 

end 

always @(posedge clk) 

begin 

 if((clk==1)&&(div_clk==1)) 

  y<=count[0]; 

 else 

  y<=1'b0; 

end 

assign ryb={r,y,b}; 

assign light={ryb,ryb,ryb,ryb}; 

endmodule  

 五、实验现象：实验板可看到模拟交通灯的控制过程。 

 

实验三 4x4 键盘接口实验 

一、实验目的：1、通过实验初步了解 EDA的基本概念。 

2、能理解用 Verilog语言实现硬件设计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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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能熟练掌握 EDA开发软件的使用。 

二、实验原理：在本实验中使用八根控制线,行 4 根,列 4 根,组成 4X4 矩阵键盘,矩阵键盘行上

拉 4.7K，八根控制线与 EP3C16的 8个 I/O相连，来实现 FPGA控制矩阵键盘扫描并现显示键码。 

三、实验连线： 

1.将 EP3C16适配板左下角的 JTAG用十芯排线和 USB下载器的接口连接起来。 

2.将核心板下方的 EXT接口用八芯排线和矩阵键盘右边的 JP1连接起来。 

四、实验内容与步骤：（程序：EP3C16\ key4x4\ key4x4.sof） 

1、打开 Quartus II 8.1软件，点击“File→OpenProject”出现如下的对话框(图 14.1)，

选中 light,点打开即可； 

  

图 3.1 

2、击“Tools-Programmer”后出现如下的对话窗口，  

 
3、在点”Edit→Add File„„„”出现如下对话框(图 14.2)，在图 14.3 对话框中，选中

EP3C16/light/light.sof 项目后点击打开回到 Programmer 对话框, 在下载对话窗口中“选中

Program/ Configure”,点击“Start”即进行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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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 

 

图 3.3 

现将 key.v原程序作如下说明： 

module key 

( 

 clk,  //50MHZ 

 reset, 

 row,   //行 

 col,   //列 

 key_value  //键值 

); 

input clk,reset;  

 input [3:0] row; 

 output [3:0] col; 

 output [3:0] key_value; 

  

 reg [3:0] key_value_r; 

 reg [3:0] col; 

 reg [3:0] key_value; 

 reg [5:0] count;//delay_20ms 

 reg [2:0] state;  //状态标志 

 reg key_flag;   //按键标志位 

 reg clk_500khz;  //500KHZ 时钟信号 

 reg [3:0] col_reg;  //寄存扫描列值 

 reg [3:0] row_reg;  //寄存扫描行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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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eset) 

   if(!reset) begin clk_500khz<=0; count<=0; end 

   else 

    begin 

      if(count>=50) begin clk_500khz<=~clk_500khz;count<=0;end 

      else count<=count+1; 

    end 

    

 always @(posedge clk_500khz or negedge reset) 

   if(!reset) begin col<=4'b0000;state<=0;end 

   else  

    begin  

     case (state) 

      0:  

         begin 

         col[3:0]<=4'b0000; 

         key_flag<=1'b0; 

         if(row[3:0]!=4'b1111) begin state<=1;col[3:0]<=4'b1110;end //有键按下，扫

描第一行 

         else state<=0; 

         end  

      1:   

         begin 

          if(row[3:0]!=4'b1111) begin state<=5;end   //判断是否是第一行 

          else  begin state<=2;col[3:0]<=4'b1101;end  //扫描第二行 

         end  

      2: 

         begin     

         if(row[3:0]!=4'b1111) begin state<=5;end    //判断是否是第二行 

         else  begin state<=3;col[3:0]<=4'b1011;end  //扫描第三行 

         end 

      3: 

         begin     

         if(row[3:0]!=4'b1111) begin state<=5;end   //判断是否是第三一行 

         else  begin state<=4;col[3:0]<=4'b0111;end  //扫描第四行 

         end 

      4: 

         begin     

         if(row[3:0]!=4'b1111) begin state<=5;end  //判断是否是第一行 

         else  state<=0; 

         end 

      5: 

         begin   

          if(row[3:0]!=4'b1111)  

begin 

 col_reg<=col;  //保存扫描列值 

row_reg<=row;  //保存扫描行值 

state<=5; 

key_flag<=1'b1;  //有键按下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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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lse 

            begin state<=0;end 

         end     

     endcase  

    end     

   

 always @(clk_500khz or col_reg or row_reg) 

     begin 

        if(key_flag==1'b1)  

    begin 

   case ({col_reg,row_reg}) 

    

    8'b1110_1110:key_value_r<=0; 

    8'b1101_1110:key_value_r<=1; 

    8'b1011_1110:key_value_r<=2; 

    8'b0111_1110:key_value_r<=3; 

     

    8'b1110_1011:key_value_r<=4;// 

    8'b1101_1011:key_value_r<=5; 

    8'b1011_1011:key_value_r<=6; 

    8'b0111_1011:key_value_r<=7; 

 

    8'b1110_0111:key_value_r<=8; 

    8'b1101_0111:key_value_r<=9; 

    8'b1011_0111:key_value_r<=10; 

    8'b0111_0111:key_value_r<=11; 

 

    8'b1110_1101:key_value_r<=12; 

    8'b1101_1101:key_value_r<=13; 

    8'b1011_1101:key_value_r<=14; 

    8'b0111_1101:key_value_r<=15; 

 

    default :key_value_r<=0; 

   endcase 

   end 

  else 

   key_value<=key_value_r; 

   end        

 endmodule 

  五、实验现象：当按键按下时数码管显示对应的键码。 

 

实验四  D/A（DAC0831） 转换实验 

一、实验目的：了解 EDA在数模变换中的应用，学会用 EDA控制 DAC0831. 

二、实验原理：DAC0831有三种连接方式：直通方式、单缓冲方式和双缓冲方式。在本实验中，

DAC0831工作在直通方式下。如附录一 NO6 A/D、D/A 连接图所示：当 SW1,SW2 上拨时，Cyclone 

EP3C16将与 DAC0831的 CS,WR1相连的 I/O口置成低电平，即启动 DAC0831工作；数据产生模块

不停地将 8bit的变化数据输入到 DAC0831的 8位数字量输入线上，DAC0831输出相应的变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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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拟量；数据产生模块不停地将 8bit的变化数据输入到 LED显示模块，由于数据变化太快将看

到 LED上显示 88。其系统原理框图如图 16.1所示： 

                      显示数据            输出数据               输出模拟量 

显示模块 

工作时钟                               D/A 控制信号 

                     

系统控制信号 

                    

        数据产生模块的工作时钟 

图 4.1  系统原理框图 

三、实验连线： 

1. 将 EP3C16适配板左下角的 JTAG用十芯排线和 USB下载器的接口连接起来。 

2. 核心板左下角的 EXT接口用八芯排线和 DA 模块的 JP2连接起来 

四、实验内容与步骤：（程序：EP3C16\DAC0831\DAC0831.sof） 

1、打开 Quartus II 8.1软件，点击“File→OpenProject”出现如下的对话框(图 16.2)，

选中 DAC0831,点打开即可； 

 

图 4.2 

2、击“Tools-Programmer”后出现如下的对话窗口，  

 
3、在点”Edit→Add File„„„”出现如下对话框(图 16.3)，在图 16.4 对话框中，选中

EP3C16/DAC0831/DAC0831.sof项目后点击打开回到 Programmer对话框, 在下载对话窗口中“选
中 Program/ Configure”,点击“Start”即进行下载。 

LED 

显示 

模块 

 

数据 

产生 

模块 

DAC 

0831

（直通   

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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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3 

 

图 16.4现将原程序如下说明： 
---打开 DAC0831.v 

module dac_0831(clk_i,rst_n,da0831,outa,sel); 
input clk_i; 
input rst_n; 
output [7:0] da0831; 
output [7:0] outa; 
output [1:0] sel; 
 
reg [7:0] da0831; 
reg [7:0] outa; 
wire   [3:0] dec; 
reg    clk_250k; 
reg    clk_led; 
reg    [24:0] cnt1; //250khz clk output 
reg    [19:0] cnt3; 
reg    [5:0] addr; 
 
//generate the 250kHz clock 
always @ (posedge clk_i or negedge rst_n) 
 if(!rst_n) 
  begin 
  cnt1 <= 25'b0; 
  clk_250k = 0;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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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lse if(cnt1 == 100) 
  begin 
  cnt1 <= 25'b0; 
  clk_250k = ~ clk_250k; 
  end 
 else 
  begin 
  cnt1 <= cnt1 + 1'b1; 
  end 
//generate the 50Hz clock ---led clock 
always @ (posedge clk_i or negedge rst_n) 
 if(~rst_n) 
  begin 
  cnt3 <= 0; 
  clk_led <= 1'b0; 
  end  
 else if(cnt3 >= 1000000) 
  begin 
  cnt3 <= 0; 
  clk_led <= ~ clk_led; 
  end 
 else 
  begin 
  cnt3 <= cnt3 + 1'b1; 
  clk_led <= clk_led; 
  end 
assign test1=clk_led;  
always @ (posedge clk_250k or negedge rst_n) 
 if(!rst_n) 
  addr <= 6'h00; 
 else 
  addr <= addr + 1; 
   
//generate the data which send to DAC0831   
always @ (addr) 
 case(addr) 
 6'h00: da0831 = 8'd255; 6'h01: da0831 = 8'd254; 6'h02: da0831 = 8'd252; 6'h03: 
da0831 = 8'd249; 
 6'h04: da0831 = 8'd245; 6'h05: da0831 = 8'd239; 6'h06: da0831 = 8'd233; 6'h07: 
da0831 = 8'd225; 
 6'h08: da0831 = 8'd217; 6'h09: da0831 = 8'd207; 6'h0a: da0831 = 8'd197; 6'h0b: 
da0831 = 8'd186; 
 6'h0c: da0831 = 8'd174; 6'h0d: da0831 = 8'd162; 6'h0e: da0831 = 8'd150; 6'h0f: 
da0831 = 8'd137; 
 6'h10: da0831 = 8'd124; 6'h11: da0831 = 8'd112; 6'h12: da0831 = 8'd99 ; 6'h13: 
da0831 = 8'd87 ; 
 6'h14: da0831 = 8'd75 ; 6'h15: da0831 = 8'd64 ; 6'h16: da0831 = 8'd53 ; 6'h17: 
da0831 = 8'd43 ; 
 6'h18: da0831 = 8'd34 ; 6'h19: da0831 = 8'd26 ; 6'h1a: da0831 = 8'd19 ; 6'h1b: 
da0831 = 8'd13 ; 
 6'h1c: da0831 = 8'd8  ; 6'h1d: da0831 = 8'd4  ; 6'h1e: da0831 = 8'd1  ; 6'h1f: 
da0831 = 8'd0  ; 
 6'h20: da0831 = 8'd0  ; 6'h21: da0831 = 8'd1  ; 6'h22: da0831 = 8'd4  ; 6'h23: 
da0831 = 8'd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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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h24: da0831 = 8'd13 ; 6'h25: da0831 = 8'd19 ; 6'h26: da0831 = 8'd26 ; 6'h27: 
da0831 = 8'd34 ; 
 6'h28: da0831 = 8'd43 ; 6'h29: da0831 = 8'd53 ; 6'h2a: da0831 = 8'd64 ; 6'h2b: 
da0831 = 8'd75 ; 
 6'h2c: da0831 = 8'd87 ; 6'h2d: da0831 = 8'd99 ; 6'h2e: da0831 = 8'd112; 6'h2f: 
da0831 = 8'd124; 
 6'h30: da0831 = 8'd137; 6'h31: da0831 = 8'd150; 6'h32: da0831 = 8'd162; 6'h33: 
da0831 = 8'd174; 
 6'h34: da0831 = 8'd186; 6'h35: da0831 = 8'd197; 6'h36: da0831 = 8'd207; 6'h37: 
da0831 = 8'd217; 
 6'h38: da0831 = 8'd225; 6'h39: da0831 = 8'd233; 6'h3a: da0831 = 8'd239; 6'h3b: 
da0831 = 8'd245; 
 6'h3c: da0831 = 8'd249; 6'h3d: da0831 = 8'd252; 6'h3e: da0831 = 8'd254; 6'h3f: 
da0831 = 8'd255; 
 default :  da0831 = 8'd128; 
 endcase   
 //led display 
 assign sel = (clk_led) ? 2'b10 : 2'b01; 

 assign dec = (sel == 2'b10) ? da0831[3:0] : da0831[7:4]; 

always @ (dec) 

 case (dec) 

   4'b0000 :     outa = 8'b00111111;  //--"0" 

      4'b0001 :     outa = 8'b00000110;  //--"1" 

      4'b0010 :     outa = 8'b01011011;  // --"2" 

      4'b0011 :     outa = 8'b01001111;  // --"3" 

      4'b0100 :     outa = 8'b01100110;  // --"4" 

      4'b0101 :     outa = 8'b01101101;  // --"5" 

      4'b0110 :     outa = 8'b01111101;  // --"6" 

      4'b0111 :     outa = 8'b00000111;  //--"7" 

      4'b1000 :     outa = 8'b01111111;  //--"8" 

      4'b1001 :     outa = 8'b01101111;  //--"9" 

      4'b1010 :     outa = 8'b01110111;  //--"a" 

      4'b1011 :     outa = 8'b01111100;  //--"b" 

      4'b1100 :     outa = 8'b00111001;  //--"c" 

      4'b1101 :     outa = 8'b01011110;  //--"d" 

      4'b1110 :     outa = 8'b01111001;  //--"e" 

      4'b1111 :     outa = 8'b01110001;  //--"f" 

 endcase  

endmodule   

五、实验现象：1、数码两个显示 88，其余显示零。 

2、用示波器测试 DA模块的 OUT信号，可在示波器上看到正弦波信号。 

实验五  A/D（ADC0832）转换实验 

一、实验目的：了解 EDA在数模变换中的应用，学会用 EDA控制 ADC0832. 

二、实验原理： 正常情况下 ADC0832 与 EDA 的接口应为 4 条数据线，分别是 CS、CLK、DO、

DI。但由于 DO 端与 DI 端在通信时并未同时有效并与 EDA 的接口是双向的，所以电路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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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可以将 DO和 DI 并联在一根数据线上使用。当 ADC0832未工作时其 CS输入端应为高电平，

此时芯片禁用，CLK 和 DO/DI 的电平可任意。当要进行 A/D 转换时，须先将 CS 使能端置于

低电平并且保持低电平直到转换完全结束。此时芯片开始转换工作，同时由处理器向芯片

时钟输入端 CLK 输入时钟脉冲，DO/DI 端则使用 DI 端输入通道功能选择的数据信号。在第

1 个时钟脉冲的下沉之前 DI 端必须是高电平，表示启始信号。在第 2、3 个脉冲下沉之前

DI 端应输入 2 位数据用于选择通道功能，其功能项见官方资料。  

  当此 2 位数据为“1”、“0”时，只对 CH0 进行单通道转换。当 2 位数据为“1”、

“1”时，只对 CH1 进行单通道转换。当 2 位数据为“0”、“0”时，将 CH0 作为正输入端

IN+，CH1 作为负输入端 IN-进行输入。当 2 位数据为“0”、“1”时，将 CH0 作为负输入

端 IN-，CH1 作为正输入端 IN+进行  

  输入。到第 3 个脉冲的下沉之后 DI 端的输入电平就失去输入作用，此后 DO/DI 端则开

始利用数据输出 DO 进行转换数据的读取。从第 4 个脉冲下沉开始由 DO 端输出转换数据最

高位 DATA7，随后每一个脉冲下沉 DO 端输出下一位数据。直到第 11 个脉冲时发出最低位数

据 DATA0，一个字节的数据输出  

 

ADC0832 封装以及各端子(1 张) 

完成。也正是从此位开始输出下一个相反字节的数据，即从第 11 个字节的下沉输出 DATA0。

随后输出 8 位数据，到第 19 个脉冲时数据输出完成，也标志着一次 A/D 转换的结束。最后

将 CS 置高电平禁用芯片，直接将转换后的数据进行处理就可以了。  

  作为单通道模拟信号输入时 ADC0832 的输入电压是 0~5V 且 8 位分辨率时的电压精度为

19.53mV。如果作为由 IN+与 IN-输入的输入时，可是将电压值设定在某一个较大范围之内，

从而提高转换的宽度。但值得注意的是，在进行 IN+与 IN-的输入时，如果 IN-的电压大于

IN+的电压则转换后的数据结果始终为 00H。 

三、实验连线： 

1. 将 EP3C16适配板左下角的 JTAG用十芯排线和 USB下载器的接口连接起来。 

2. 核心板左下角的 EXT接口用八芯排线和 DA 模块的 JP2连接起来。 

3. 跳线 P2用跳冒按 P2说明，将 VAR1与 CH0，VAR与 CH1短接起（出厂前以按装好）。 

四、实验内容与步骤：（程序：EP3C16\ adc_0\ adc_0.sof） 

1、打开 Quartus II 8.1软件，点击“File→OpenProject”出现如下的对话框(图 16.2)，

选中 DAC0831,点打开即可； 

http://baike.baidu.com/view/153929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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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 

2、击“Tools-Programmer”后出现如下的对话窗口，  

 
 
3、在点”Edit→Add File„„„”出现如下对话框(图 16.3)，在图 16.4 对话框中，选中

EP3C16/ adc_0/ adc_0.sof 项目后点击打开回到 Programmer 对话框, 在下载对话窗口中“选中
Program/ Configure”,点击“Start”即进行下载。 

 

图 5.2 



FPGA 实验指导书 

 54 

 
 

图 16.4现将原程序如下说明： 
---打开 adc_0.v 

module adc_0(clock,reset,adc_di,adc_do,adc_clk,adc_cs,data_out,data_out1);   
//I/O口声明 
input  clock;           //系统时钟 200Khz 
input   reset;           //复位，高电平有效 
input   adc_di;   //dac0832串行数据 
output  adc_do; 
output   adc_clk;   //dac0832 I/O时钟 
output   adc_cs;    //dac0832 片选控制 
output[7:0] data_out;   //AD转换数据输出 
output[7:0] data_out1; 
//I/O寄存器 
wire        reset; 
reg   adc_clk_r; 
reg   adc_cs_r; 
reg[7:0] data_out_r;   //AD转换数据输出 
reg[7:0] data_out_r1;   //AD转换数据输出 
reg   adc_di_r;   //数据输出锁存 
reg   adc_do_r; 
//内部寄存器 
reg[4:0] adc_count; 
reg[7:0] q;      //移位寄存器，用于接收或发送数据 
reg[7:0] q_adc; 
//********************************************************** 
//I/O寄存器输出 
assign adc_clk = adc_clk_r; 
assign adc_cs = adc_cs_r; 
assign data_out = data_out_r; 
assign data_out1 = data_out_r1; 
assign adc_do =adc_do_r; 
//assign  data_out_r=(q==q_adc)?q:8'b0; 
//assign  data_out_r=q; 
 
 
//同步输入数据信号 
always @(posedge clock) 
begin 
    adc_di_r <= adc_di;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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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ways @ (posedge clock) 
begin 
 adc_clk_r<=~adc_clk_r; 
end 
always @ (posedge adc_clk_r) 
 begin 
 if(adc_count==24) 
  adc_count<=5'b0; 
 else 
  adc_count<=adc_count+1'b1; 
end 
always @ (posedge adc_clk_r) 
begin 
  if(adc_count<21) 
  adc_cs_r<=1'b0; 
 else 
  adc_cs_r<=1'b1; 
   
 adc_do_r<=1'b1; 
    if(adc_count==3) 
  adc_do_r<=1'b0; 
 if((adc_count>=5)&&(adc_count<=12)) 
    q <= {q[6:0],adc_di_r}; 
 if((adc_count>=11)&&(adc_count<=19)) 
    q_adc<={adc_di_r,q_adc[7:1],}; 
 if(adc_count==21) 
    data_out_r<=q; 
 if(adc_count==22) 
    data_out_r1<=q_adc; 
 end 
endmodule 

五、实验现象：改变 VAR1的输入电压，可在数码上显示对应转换结果，前 3位为十进制，后

面为十六进制（重新下载 adc_ch1,改变 VAR2的输入电压，可看到与 adc_ch0同样现象）。 

。 

实验六  UART0 串行通信接口实验 

一、实验目的：用 Verilog 语言描述串行口信号接收功能，以实现与 PC机通信。 

二、实验原理：PC 机将按下键的 ASCII 值通过串口发送给 Cyclone EP3C16，Cyclone EP3C16

通过串行数据变并行数据模块,将接受到的串行数据变成并行数据，并送到 LED显示模块，在 LED

上显示。其系统原理框图如图 21.1所示： 

     

       

PC 机串口输出 

 

 

 

 

      系统工作时钟 

 

图 6.1   系统原理框图 

串 行

变 并

行 模

块 

LED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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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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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实验连线： 

1、将 EP3C16适配板左下角的 JTAG用十芯排线和 USB下载器的接口连接起来。 

2、把串口线的一端接在计算机的 COM1上，另一端接在实验板串行通信口 UART上的 COM1。 

四、实验项目添加：（程序：EP2C35\uart0\ uart0.sof） 

1、打开 Quartus II 8.1软件，点击“File→OpenProject”出现如下的对话框(图 21.2)，

选中 uart0.qdf,点打开即可； 

      

图 6.2 

2、击“Tools-Programmer”后出现如下的对话窗口。 

 

      
 

3、在点”Edit→Add File„„„”出现如下对话框(图 21.3)，在图 21.4对话框中，选中

EP3C16/uart0/ uart0.SOF 项目后点击打开回到 Programmer 对话框, 在下载对话窗口中“选中

Program/ Configure”,点击“Start”即进行下载。 

 

图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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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4 

 

源文件 rec.v 说明： 

module rec(clk,clkout,Dataout,RXD,RI); 

input clk,RXD; 

output clkout,RI; 

output [7:0] Dataout;    //并行数据输出 

reg StartF,RI; 

reg [9:0] UartBuff;      //接收缓存区 

reg [3:0]count,count_bit; 

reg [15:0] cnt; 

reg [2:0]bit_collect;   //采集数据缓存区 

wire clk_equ,bit1,bit2,bit3,bit; 

parameter cout = 312;   //时钟是 48M 所以 16*9600的分频数为 312.5,这里取整数 

/*************波特率发生进程****************************/ 

always@(posedge clk) 

begin 

 if(clk_equ) 

  cnt = 16'd0; 

 else  

  cnt=cnt+1'b1; 

end 

assign clk_equ = (cnt == cout); 

assign clkout = clk_equ; 

assign   bit1 = bit_collect[0]&bit_collect[1]; 

assign   bit2 = bit_collect[1]&bit_collect[2]; 

assign   bit3 = bit_collect[0]&bit_collect[2]; 

assign   bit = bit1|bit2|bit3; 

always@(posedge clk) 

begin 

 if(clk_equ) 

 begin 

  if(!StartF)      //是否处于接收状态 

  begin 

   if(!RXD) 

   begin  

    count = 4'b0;   //复位计数器 

    count_bit = 4'b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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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I = 1'b0;  

    StartF = 1'b1;  

   end 

   else  RI = 1'b1; 

  end 

  else  

  begin 

   count = count+1'b1;   //位接收状态加 1 

   if(count==4'd6) 

    bit_collect[0] = RXD; //数据采集 

   if(count==4'd7) 

    bit_collect[1] = RXD; //数据采集  

   if(count==4'd8) 

   begin 

    bit_collect[2] = RXD; //数据采集 

    UartBuff[count_bit] = bit; 

    count_bit = count_bit+1'b1;//位计数器加 1 

    if((count_bit==4'd1)&&(UartBuff[0]==1'b1))//判断开始位是否为 0 

    begin 

     StartF = 1'b0;   //标志开始接收 

    end 

    RI = 1'b0;       //中断标志位低 

   end  

   if(count_bit>4'd9)      //检测是否接收结束 

   begin  

    RI = 1'b1;       //中断标志为高标志转换结束 

    StartF = 1'b0; 

   end 

  end 

 end 

end 

assign  Dataout = UartBuff[8:1]; //取出数据位  

endmodule 

五、实验现象： 

1.打开串口调试助手，设置为十六进制显示和发送，其它都默认（波特率 9600，数据位 8位，

停止位 1位）。 

2.每按一次核心板上 S2一次，下位机发送数据第一位加一，每按一资核心板上 S3一次下位机

发送数据第二位加一，并在数码管上显示发送数据， 

3.按下 S4一次，FPGA就上 PC机发送一次数据，PC机通过串口调试助手显示接收数据。 

4．串口调试助手输入要发送的数据，点击发送则可看到 FPGA接收到 PC对应数据，并将对

应数据以十六进制在数码管上显示。 

5，重新下载 UART1，改变实验板串行通信口 UART上的 COM2，可得同样实验结果。 

 

实验七  VGA 显示接口实验 

一、实验目的：了解 EDA的高频特性，学会 EDA在图象处理方面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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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实验原理：VGA 彩色显示器（640x480/60HZ，CRT）在显示过程中所必需的信号，除了 R、G、B

三基色信号外，行同步（HS）和场同步（VS）也是非常重要的两个信号。在显示器显示过程中，HS

和 VS的极性可正可负，显示器内可自动转换为正极性逻辑。 

颜色 黑   蓝 红 品 绿  青 黄 白 

R 0 0 0 0 1 1 1 1 

G 0 0 1 1 0 0 1 1 

B 0 1 0 1 0 1 0 1 

1、横彩条：1）白黄青绿品红蓝黑；2）黑蓝红品绿青黄白 

2、竖彩条：1）白黄青绿品红蓝黑；2）黑蓝红品绿青黄白 

3、棋盘格：1）棋盘格显示模式 1；2）棋盘格显示模式 2 

现以正极性为例，说明 CRT的工作过程：R、G、B为正极性信号，即高电平有效。当 VS=0、

HS=0时，CRT显示的内容为亮的过程，即正向扫描过程约为 26us，当一行扫描完毕，行同步 HS=1，

约需 6us；其间，CRT 扫描产生消隐，电子束回到 CRT 的左边下一行的起始位置(X=0,Y+1)；当

扫描完 480行后，CRT的场同步 VS=1，产生场同步使扫描线回到 CRT的第一行第一列。HS和 VS

的时序图如下： 

其中，T1为行同步消隐（约为 6us）；T2为行显示时间（约为 26us）；T3为场同步消隐（两

行周期）；T4为场显示时间（480行时间）。 

      HS     T1      T2 

 

 

      VS      T3         T4   

三、实验路线： 

1. 将 EP3C16适配板左下角的 JTAG用十芯排线和 USB下载器的接口连接起来。 

2. 将微机的显示器的 VGA 接口和实验箱上的 VGA 实验区的 VGA 接口相连（注意：此实验

和显示器的参数有一定的关系）。 

四、实验项目添加（方式同实验五）：（程序：EP3C16\vga\vga.sof） 

1、打开 Quartus II 8.1软件，点击“File→OpenProject”出现如下的对话框(图 22.1)，

选中 VAG,点打开即可； 

 

图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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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击“Tools-Programmer”后出现如下的对话窗口，  

 
 

3、在点”Edit→Add File„„„”出现如下对话框(图 22.2)，在图 22.3 对话框中，选中

EP3C16/vga/vga.sof 项目后点击打开回到 Programmer 对话框, 在下载对话窗口中“选中

Program/ Configure”,点击“Start”即进行下载。 

 

图 7.2 

 

图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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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参考 Verilog 语言程序： 

module vga( 

                  clk, 

                  rst_n,  

                  vga_hs,  

                  vga_vs,  

                  vga_r,   

                  vga_g,  

                  vga_b  

                  ); 

input  clk; 

input   rst_n ;// synthesis attribute clock_buffer of rst_n is ibufg; 

output  vga_hs; 

output  vga_vs; // sync signals for monitor 

output  vga_r, vga_g, vga_b; 

wire            hsync; 

wire            vsync; 

wire            valid;         

wire    [9:0]   x_cnt; 

wire    [9:0]   y_cnt; 

wire    [9:0]   char_sel; 

wire    [15:0]  char; 

//设定屏幕分辨率：800x600       

wire    [9:0]   xpos;//[0...799] 

wire    [9:0]   ypos;//[0...599] 

reg     color; 

assign  xpos = x_cnt - 10'd180;  //确定 X轴像素位置 

assign  ypos = y_cnt - 10'd35;   //确定 Y轴像素位置    

sync_gen_50m sync_gen_50m_int ( 

    .clk     ( clk   ), 

    .rst_n   ( rst_n ), 

    .hsync   ( hsync ), 

    .vsync   ( vsync ), 

    .valid   ( valid ), 

    .x_cnt   ( x_cnt ), 

    .y_cnt   ( y_cnt ) 

    );         

wire    table0 = (( ypos > 10'd140 && ypos < 10'd460 )&&( xpos > 10'd160 && xpos < 

10'd640 )); 

wire    line0 = (( ypos == 10'd140 || ypos == 10'd460 ) && ( xpos > 10'd160 && xpos 

< 10'd640 )||( xpos == 10'd160 || xpos == 10'd640 ) && ( ypos > 10'd140 && ypos < 

10'd460 )); 

wire    word0 = ((xpos > 10'd204) && (xpos < 10'd588) && (ypos > 10'd96) && (ypo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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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d128)); 

wire    word = word0 && color; 

assign vga_r = valid ? (word ? 1'b1 : (line0 ? 1'b1 : (table0? 1'b0 : 1'b0 ))) : 1'b0; 

assign vga_g = valid ? (word ? 1'b0 : (line0 ? 1'b1 : (table0? 1'b0 : 1'b0 ))) : 1'b0; 

assign vga_b = valid ? (word ? 1'b0 : (line0 ? 1'b1 : (table0? 1'b0 : 1'b1 ))) : 1'b0; 

assign  vga_hs = hsync; 

assign  vga_vs = vsync; 

assign  char_sel = xpos -10'd204; 

  char_rom char_rom_inst( 

    .addr   ({char_sel[9:5],ypos[4:1]}),  //字符的 Y轴由 16 pixel变为 32 pixel 

    .data   (char)             

    ); 

    always @(char_sel[4:1] or char) 

    begin    

     case (char_sel[4:1]) 

       4'h0 : color = char[15];   //将 X轴对应点赋给 color 

       4'h1 : color = char[14]; 

       4'h2 : color = char[13]; 

       4'h3 : color = char[12]; 

       4'h4 : color = char[11]; 

       4'h5 : color = char[10]; 

       4'h6 : color = char[9]; 

       4'h7 : color = char[8];                   

       4'h8 : color = char[7]; 

       4'h9 : color = char[6]; 

       4'hA : color = char[5]; 

       4'hB : color = char[4]; 

       4'hC : color = char[3]; 

       4'hD : color = char[2]; 

       4'hE : color = char[1]; 

       4'hF : color = char[0];                   

     endcase 

    end   

endmodule 

五、实验现象：1、在显示器上显示出对应的图案。 

实验八  步进电机实验 

 

一 、实验目的：1、 熟悉步进电机的工作原理；       2 、了解步进电机的控制方法。 

二 、实验原理：1. 步进电机：步进电机是一种将电脉冲转化为角位移的执行机构。通俗一点讲：

当步进驱动器接收到一个脉冲信号，它就驱动步进电机按设定的方向转动一个固定的角度（及

步进角）。可用来控制机器人手臂以及车轮等部件,工作可靠，控制容易。可以通过控制脉冲个数

来控制角位移量，从而达到准确定位的目的；同时您可以通过控制脉冲频率来控制电机转动的

速度和加速度，从而达调速的目的。因此在需要准确定位或调速控制时均可考虑使用步进电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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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步进电机种类及区别:  

步进电机分三种：永磁式（ＰＭ），反应式（ＶＲ）和混合式（ＨＢ） 永磁式步进一般为

两相，转矩和体积较小，步进角一般为 7.5 度或 15 度；反应式步进一般为三相，可实现大转矩

输出，步进角一般为 1.5 度，但噪声和振动都很大。在欧美等发达国家８０年代已被淘汰。混合

式步进是指混合了永磁式和反应式的优点。它又分为两相四相和五相：两相步进角一般为 1.8

度而五相步进角一般为 0.72 度。这种步进电机的应用最为广泛。 

三 、实验连线： 

1. 将 EP3C16适配板左下角的 JTAG用十芯排线和 USB下载器的接口连接起来。 

四 实验步骤：（程序：EP3C16\s_step\Step.qpf） 

1、打开 Quartus II 8.1 软件，点击“File→OpenProject”出现如下的对话框(图 24.1)，选中

motor.qdf,点打开即可； 

 
图 8.1 

 

2、击“Tools-Programmer”后出现如下的对话窗口，  

 
3、在点”Edit→Add File„„„”出现如下对话框(图 24.2)，在图 24.3 对话框中，选中

EP3C16/s_motor/motor.sof 项目后点击打开回到 Programmer对话框, 在下载对话窗口中“选中

Program/ Configure”,点击“Start”即进行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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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2 

  

图 8.3 
参考代码：  

module motor( 
      clk_in, 
      out, 
      dir, 
      en, 
      speed 
      );  
input clk_in,dir,en; 
input speed;   
output [3:0]out;  
reg [3:0]outreg;  
reg clk,clk1,clk2;  
reg [23:0] counter; 
 
 
always @ (posedge clk_in) 
begin 
 counter<=counter+1'b1; 
 if(counter==625000) 
   begin 
 counter<=24'b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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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lk<=~clk; 

 end 

end 

 

assign out = en ? outreg : 0 ; 

   

 

always @(posedge clk)  

 begin 

  clk1=~clk1; 

 end 

always @(clk or clk1) 

 begin 

 if(speed) 

  clk2=clk; 

 else  

  clk2=clk1; 

 end 

always @(posedge clk2)      

    begin 

     if(dir)  

     case(outreg)  

       4'b0101:outreg<=4'b0100;  

       4'b0100:outreg<=4'b0110;  

       4'b0110:outreg<=4'b0010;  

       4'b0010:outreg<=4'b1010;  

       4'b1010:outreg<=4'b1000;  

       4'b1000:outreg<=4'b1001;  

       4'b1001:outreg<=4'b0001;  

       4'b0001:outreg<=4'b0101;  

       default:outreg<=4'b0101;  

      endcase  

     else  

      case(outreg)  

       4'b0101 : outreg = 4'b0001; 

       4'b0001 : outreg = 4'b1001; 

       4'b1001 : outreg = 4'b1000; 

       4'b1000 : outreg = 4'b1010; 

       4'b1010 : outreg = 4'b0010; 

       4'b0010 : outreg = 4'b0110; 

       4'b0110 : outreg = 4'b0100; 

       4'b0100 : outreg = 4'b0101; 

       default : outreg = 4'b0101; 

      endcase  

    end  

 

endmodu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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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实验现象：SW1 控制步进电机的起停,SW2 控制步进电机的正转. 

实验九  直流电机实验 

 

一、实验目的：1、 熟悉直流电机的工作原理；         2 、了解直流电机的控制方法。 

二、实验原理：所谓 H 桥驱动电路是为了直流电机而设计的一种常见电路，它主要实现直流电

机的正反向驱动，其典型电路形式如下： 

 

从图中可以看出，其形状类似于字母“H”，而作为负载的直流电机是像“桥”一样架在上面的，

所以称之为“ H 桥驱动”。4个开关所在位置就称为“桥臂”。 

       从电路中不难看出，假设开关 A、D接通，电机为正向转动，则开关 B、C接通时，直流

电机将反向转动。从而实现了电机的正反向驱动。 

       借助这 4 个开关还可以产生另外 2 个电机的工作状态： 

        A） 刹车 —— 将 B 、D开关（或 A、C）接通，则电机惯性转动产生的电势将被短路，

形成阻碍运动的反电势，形成“刹车”作用。 

        B） 惰行 —— 4个开关全部断开，则电机惯性所产生的电势将无法形成电路，从而也

就不会产生阻碍运动的反电势，电机将惯性转动较长时间。 

        以上只是从原理上描述了 H 桥驱动，而实际应用中很少用开关构成桥臂，通常使用晶

体管，因为控制更为方便，速度寿命都长于有接点的开关（继电器）。 

       细分下来，晶体管有双极性和 MOS管之分，而集成电路只是将它们集成而已，其实质还

是这两种晶体管，只是为了设计、使用方便、可靠而做成了一块电路。 

双极性晶体管构成的 H 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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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实验连线： 

1、将 EP3C16适配板左下角的 JTAG用十芯排线和 USB下载器的接口连接起来。 

2、将 P7跳线插上，MOTOR_N MOTOR_P开关拨左边。 

四 实验步骤：（程序：EP3C16\motor\motor.sof） 

1、打开 Quartus II 8.1软件，点击“File→OpenProject”出现如下的对话框(图 25.1)，

选择 motor.qdf点击打开即可； 

 

图 9.1 

2、击“Tools-Programmer”后出现如下的对话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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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在点”Edit→Add File„„„”出现如下对话框(图 25.2)，在图 25.3 对话框中，选中

EP3C16/motor/ motor.sof 项目后点击打开回到 Programmer 对话框, 在下载对话窗口中“选中

Program/ Configure”,点击“Start”即进行下载。 

 

图 9.2 

  

图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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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代码： 

module motor_ctl(rst,inclk,posit,negt); 

input rst;//key0,high level reset 

input inclk; 

output posit; 

output negt; 

 

 

reg posit_r; 

reg negt_r; 

wire rst; 

reg [24:0] counter; 

reg [7:0] counter_p; 

reg [7:0] counter_n; 

 

assign posit=posit_r; 

assign negt=negt_r; 

 

 

always @ (posedge inclk ) 

begin  

 if (!rst) 

  counter<=25'b0; 

 else if(counter==5000000) 

  begin 

  counter<=25'b0; 

  counter_p<=counter_p+1'b1; 

  counter_n<=counter_n+1'b1; 

  end 

 else 

  counter <=counter+1'b1; 

end   

  

  

always @ (posedge inclk) 

begin 

 if(counter_p<127) 

 posit_r<=1'b0; 

 else 

 posit_r<=1'b1; 

  

 if(counter_n>127) 

 negt_r<=1'b0; 

 else 

 negt_r<=1'b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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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  

endmodule 

五、 实验现象：直流电机的开始正转，5秒后开始反转，并在数码管上显示圈数。 

 

实验十  DS1302 时钟实验 

一、实验目的：1、 熟悉 DS1302工作原理；         2 、了解 DS1302时钟的控制方法。 

二、实验原理：DS1302 是美国 DALLAS 公司推出的一种高性能、低功耗、带 RAM 的实时时钟

电路，它可以对年、月、日、周日、时、分、秒进行计时，具有闰年补偿功能，工作电压

为 2.5V～5.5V。采用三线接口与 CPU 进行同步通信，并可采用突发方式一次传送多个字节

的时钟信号或 RAM 数据。DS1302 内部有一个 31×8 的用于临时性存放数据的 RAM 寄存器。

DS1302 是 DS1202 的升级产品，与 DS1202 兼容，但增加了主电源/后备电源双电源引脚，同

时提供了对后备电源进行涓细电流充电的能力。  

2.1 引脚功能及结构 

  DS1302 的引脚排列,其中 Vcc1 为后备电源，VCC2 为主电源。在主电源关闭的情况下，

也能保持时钟的连续运行。DS1302 由 Vcc1 或 Vcc2 两者中的较大者供电。当 Vcc2 大于

Vcc1+0.2V 时，Vcc2 给 DS1302 供电。当 Vcc2 小于 Vcc1 时，DS1302 由 Vcc1 供电。X1 和 X2

是振荡源，外接 32.768kHz 晶振。RST 是复位/片选线，通过把 RST 输入驱动置高电平来启

动所有的数据传送。RST 输入有两种功能：首先，RST 接通控制逻辑，允许地址/命令序列

送入移位寄存器；其次，RST 提供终止单字节或多字节数据的传送手段。当 RST 为高电平时，

所有的数据传送被初始化，允许对 DS1302 进行操作。如果在传送过程中 RST 置为低电平，

则会终止此次数据传送，I/O 引脚变为高阻态。上电运行时，在 Vcc>2.0V 之前，RST 必须

保持低电平。只有在 SCLK 为低电平时，才能将 RST 置为高电平。I/O 为串行数据输入输出

端(双向)，后面有详细说明。SCLK 为时钟输入端。 下图为 DS1302 的引脚功能图：  

    

    

DS1302 封装图  

2.2 DS1302 的控制字节 

  DS1302 的控制字如图 2 所示。控制字节的最高有效位(位 7)必须是逻辑 1，如果它为 0，

则不能把数据写入 DS1302 中，位 6 如果为 0，则表示存取日历时钟数据，为 1 表示存取 RAM

数据;位 5 至位 1 指示操作单元的地址;最低有效位(位 0)如为 0 表示要进行写操作，为 1 表

示进行读操作，控制字节总是从最低位开始输出。  

    

    

http://baike.baidu.com/view/188811.htm
http://baike.baidu.com/albums/1478145/1478145.html#0$034965f4019666c7f2d385c2
http://baike.baidu.com/albums/1478145/1478145.html#0$034965f4019666c7f2d385c2
http://baike.baidu.com/albums/1478145/1478145.html#0$b87985501b71c94a84352478
http://baike.baidu.com/albums/1478145/1478145.html#0$b87985501b71c94a843524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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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数据输入输出(I/O) 

  在控制指令字输入后的下一个 SCLK 时钟的上升沿时，数据被写入 DS1302，数据输入从

低位即位 0开始。同样，在紧跟 8位的控制指令字后的下一个 SCLK脉冲的下降沿读出 DS1302

的数据，读出数据时从低位 0 位到高位 7。  

2.4 DS1302 的寄存器 

  DS1302 有 12 个寄存器，其中有 7 个寄存器与日历、时钟相关，存放的数据位为 BCD 码

形式,其日历、时间寄存器及其控制字见表 1。  

  此外，DS1302 还有年份寄存器、控制寄存器、充电寄存器、时钟突发寄存器及与 RAM

相关的寄存器等。时钟突发寄存器可一次性顺序读写除充电寄存器外的所有寄存器内容。 

DS1302 与 RAM 相关的寄存器分为两类：一类是单个 RAM 单元，共 31 个，每个单元组态为一

个 8 位的字节，其命令控制字为 C0H～FDH，其中奇数为读操作，偶数为写操作；另一类为

突发方式下的 RAM 寄存器，此方式下可一次性读写所有的 RAM 的 31 个字节，命令控制字为

FEH(写)、FFH(读)。 

三、实验连线： 

1、将 EP3C16适配板左下角的 JTAG用十芯排线和 USB下载器的接口连接起来。 

四 实验步骤：（程序：EP3C16\ds1302\rtc.sof） 

1、打开 Quartus II 8.1软件，点击“File→OpenProject”出现如下的对话框(图 25.1)，

选择 rtc.qdf点击打开即可； 

 

图 10.1 

2、击“Tools-Programmer”后出现如下的对话窗口，  

 
3、在点”Edit→Add File„„„”出现如下对话框(图 25.2)，在图 25.3 对话框中，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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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3C16/ds1302/ rtc.sof 项目后点击打开回到 Programmer 对话框, 在下载对话窗口中“选中

Program/ Configure”,点击“Start”即进行下载。 

 

图 10.2 

  

图 10.3 

参考代码： 

`define UD #1 

 

//Set the start time is 2010-12-1 12:34:56 Wednesday. 

`define SET_YEAR     8'hA //2010, only set 10 

`define SET_MONTH    8'hB  

`define SET_DATE     8'h1 

`define SET_DAY      8'h4 

`define SET_HOUR     8'h12 

`define SET_MIN      8'h34 

`define SET_SEC      8'h56 

 

module rtc 

 ( 

 //Global input ports. 

 SYSCL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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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ST_B, 

 

 //RTC ports. 

 RTC_CLK, 

 RTC_RST, 

 RTC_IO, 

 

 //Output ports. 

 LED_DATA, 

 LED_SEL 

 ); 

 

//=========================================================================== 

//Input and output declaration. 

//=========================================================================== 

 

input  SYSCLK; 

input  RST_B; 

output  RTC_CLK; 

output  RTC_RST; 

inout  RTC_IO; 

output [7:0] LED_DATA; 

output [2:0] LED_SEL; 

//=========================================================================== 

//Wire and reg declaration. 

//=========================================================================== 

wire  SYSCLK; 

wire  RST_B; 

wire  RTC_CLK; 

wire  RTC_RST; 

wire  RTC_IO; 

wire [7:0] LED_DATA; 

wire [2:0] LED_SEL; 

//=========================================================================== 

//Wire and reg in the module. 

//=========================================================================== 

parameter IDLE        = 5'h0; 

parameter INIT_READ_SEC = 5'h1; 

parameter INIT_SET_YEAR = 5'h2; 

parameter INIT_SET_MONTH= 5'h3; 

parameter INIT_SET_DATE = 5'h4; 

parameter INIT_SET_DAY  = 5'h5; 

parameter INIT_SET_HOUR = 5'h6; 

parameter INIT_SET_MIN  = 5'h7; 

parameter INIT_SET_SEC  = 5'h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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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ameter READ_SEC      = 5'h9; 

parameter READ_MIN      = 5'hA; 

parameter READ_HOUR     = 5'hB; 

parameter READ_DAY      = 5'hC; 

parameter READ_DATE     = 5'hD; 

parameter READ_MONTH    = 5'hE; 

parameter READ_YEAR     = 5'hF; 

reg [4:0] RTC_CS; 

reg [4:0] RTC_NS; 

reg [7:0] TIME_CNT; 

reg [7:0] TIME_CNT_N; 

reg  RTC_OP; 

reg [5:0] RTC_ADDR; 

reg [7:0] RTC_DI; 

reg  RTC_WR; 

wire [7:0] RTC_DO; 

wire  RTC_OP_FINISH; 

reg [7:0] RTC_YEAR; 

reg [7:0] RTC_MONTH; 

reg [7:0] RTC_DATE; 

reg [7:0] RTC_DAY; 

reg [7:0] RTC_HOUR; 

reg [7:0] RTC_MIN; 

reg [7:0] RTC_SEC; 

reg [7:0] RTC_YEAR_N; 

reg [7:0] RTC_MONTH_N; 

reg [7:0] RTC_DATE_N; 

reg [7:0] RTC_DAY_N; 

reg [7:0] RTC_HOUR_N; 

reg [7:0] RTC_MIN_N; 

reg [7:0] RTC_SEC_N; 

reg  RTC_OP_N; 

reg [5:0] RTC_ADDR_N; 

reg [7:0] RTC_DI_N; 

reg  RTC_WR_N; 

//=========================================================================== 

//Instance. 

//=========================================================================== 

//Instance DS1302z RTC R/W controller. 

RTC_WR_CTL I_RTC_WR_CTL 

 ( 

 .SYSCLK  (SYSCLK), 

 .RST_B  (RST_B), 

 .RTC_OP  (RTC_OP), 

 .RTC_ADDR (RTC_ADD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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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TC_DI  (RTC_DI), 

 .RTC_WR  (RTC_WR), 

 .RTC_DO  (RTC_DO), 

 .RTC_OP_FINISH (RTC_OP_FINISH), 

 .RTC_RST  (RTC_RST), 

 .RTC_CLK  (RTC_CLK), 

 .RTC_IO  (RTC_IO) 

 ); 

//Instance numerical code tube controller. 

LED_CTL LED_NUMBER 

 ( 

 .SYSCLK  (SYSCLK), 

 .RST_B  (RST_B), 

 .SCAN_COEF (24'h1F090), 

 .DATA_0  ({1'h1,1'h0,RTC_HOUR[6:4]}), 

 .DATA_1  ({1'h1,RTC_HOUR[3:0]}), 

 .DATA_2  ({1'h1,4'hA}), 

 .DATA_3  ({1'h1,1'h0,RTC_MIN[6:4]}), 

 .DATA_4  ({1'h1,RTC_MIN[3:0]}), 

 .DATA_5  ({1'h1,4'hA}), 

 .DATA_6  ({1'h1,1'h0,RTC_SEC[6:4]}), 

 .DATA_7  ({1'h1,RTC_SEC[3:0]}), 

 .LED_DATA (LED_DATA), 

 .LED_SEL (LED_SEL) 

 ); 

 

//=========================================================================== 

//Logic 

//=========================================================================== 

 

//--------------------------------------------------------------------------- 

//Some control single. 

//--------------------------------------------------------------------------- 

 

//TIME_CNT, count the time for FSM. 

//Every State stay at that state 8 clock at least. 

always @ (posedge SYSCLK or negedge RST_B) 

begin 

  if(!RST_B) 

    TIME_CNT <= `UD  8'h0; 

  else 

    TIME_CNT <= `UD  TIME_CNT_N; 

end 

 

always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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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gin 

  if(RTC_CS != RTC_NS) 

    TIME_CNT_N  = 8'h0; 

  else if(TIME_CNT == 8'h8) 

    TIME_CNT_N  = TIME_CNT; 

  else 

    TIME_CNT_N  = TIME_CNT + 8'h1; 

end 

 

//RTC_OP, operation the 1302, active at every state start. 

always @ (posedge SYSCLK or negedge RST_B) 

begin 

  if(!RST_B) 

    RTC_OP <= `UD  1'h0; 

  else 

    RTC_OP <= `UD  RTC_OP_N; 

end 

 

always @ (*) 

begin 

  if(TIME_CNT == 8'h1) 

    RTC_OP_N  = 1'h1; 

  else if(TIME_CNT == 8'h8) 

    RTC_OP_N  = 1'h0; 

  else 

    RTC_OP_N  = RTC_OP; 

end 

 

//RTC_WR, tell the control this command write or read. 

always @ (posedge SYSCLK or negedge RST_B) 

begin 

  if(!RST_B) 

    RTC_WR <= `UD  1'h1; 

  else 

    RTC_WR <= `UD  RTC_WR_N; 

end 

 

always @ (*) 

begin 

  if(RTC_CS == INIT_SET_YEAR) 

    RTC_WR_N  = 1'h0; 

  else if(RTC_CS == READ_SEC) 

    RTC_WR_N  = 1'h1; 

  else 

    RTC_WR_N  = RTC_W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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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 

 

//RTC_DI, the data send to rtc 1302. 

always @ (posedge SYSCLK or negedge RST_B) 

begin 

  if(!RST_B) 

    RTC_DI <= `UD  8'h0; 

  else 

    RTC_DI <= `UD  RTC_DI_N; 

end 

 

always @ (*) 

begin 

  case(RTC_CS) 

    INIT_SET_YEAR  : RTC_DI_N = `SET_YEAR; 

    INIT_SET_MONTH : RTC_DI_N = `SET_MONTH; 

    INIT_SET_DATE  : RTC_DI_N = `SET_DATE; 

    INIT_SET_DAY   : RTC_DI_N = `SET_DAY; 

    INIT_SET_HOUR  : RTC_DI_N = `SET_HOUR; 

    INIT_SET_MIN   : RTC_DI_N = `SET_MIN; 

    INIT_SET_SEC   : RTC_DI_N = `SET_SEC; 

    default    : RTC_DI_N = 8'h0; 

  endcase 

end 

 

//RTC_ADDR, the address of operaion of register in 1302. 

always @ (posedge SYSCLK or negedge RST_B) 

begin 

  if(!RST_B) 

    RTC_ADDR <= `UD  6'h0; 

  else 

    RTC_ADDR <= `UD  RTC_ADDR_N; 

end 

 

always @ (*) 

begin 

  case(RTC_CS) 

    INIT_SET_YEAR  , 

    READ_YEAR    : RTC_ADDR_N = 6'h6; 

    INIT_SET_MONTH , 

    READ_MONTH    : RTC_ADDR_N = 6'h4; 

    INIT_SET_DATE  , 

    READ_DATE    : RTC_ADDR_N = 6'h3; 

    INIT_SET_DAY   , 

    READ_DAY    : RTC_ADDR_N = 6'h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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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IT_SET_HOUR  , 

    READ_HOUR    : RTC_ADDR_N = 6'h2; 

    INIT_SET_MIN   , 

    READ_MIN    : RTC_ADDR_N = 6'h1; 

    INIT_SET_SEC   , 

    INIT_READ_SEC  , 

    READ_SEC    : RTC_ADDR_N = 6'h0; 

    default    : RTC_ADDR_N = 6'h0; 

  endcase 

end 

 

//--------------------------------------------------------------------------- 

//State machine. 

//--------------------------------------------------------------------------- 

 

//State machine control. 

always @ (posedge SYSCLK or negedge RST_B) 

begin 

  if(!RST_B) 

    RTC_CS <= `UD IDLE; 

  else 

    RTC_CS <= `UD RTC_NS; 

end 

always @ (*) 

begin 

  case(RTC_CS) 

    IDLE   : RTC_NS = INIT_READ_SEC; 

    INIT_READ_SEC : if((TIME_CNT == 8'h8) && (RTC_OP_FINISH) && (RTC_DO && 8'h80)) 

            RTC_NS = INIT_SET_YEAR; 

             else if((TIME_CNT == 8'h8) && (RTC_OP_FINISH) && (!(RTC_DO && 8'h80))) 

        RTC_NS = READ_SEC; 

             else 

        RTC_NS = RTC_CS; 

    INIT_SET_YEAR : if((TIME_CNT == 8'h8) && (RTC_OP_FINISH)) 

            RTC_NS = INIT_SET_MONTH; 

             else 

        RTC_NS = RTC_CS; 

    INIT_SET_MONTH: if((TIME_CNT == 8'h8) && (RTC_OP_FINISH)) 

            RTC_NS = INIT_SET_DATE; 

             else 

        RTC_NS = RTC_CS; 

    INIT_SET_DATE : if((TIME_CNT == 8'h8) && (RTC_OP_FINISH)) 

            RTC_NS = INIT_SET_DAY; 

             else 

        RTC_NS = RTC_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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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IT_SET_DAY  : if((TIME_CNT == 8'h8) && (RTC_OP_FINISH)) 

            RTC_NS = INIT_SET_HOUR; 

             else 

        RTC_NS = RTC_CS; 

    INIT_SET_HOUR : if((TIME_CNT == 8'h8) && (RTC_OP_FINISH)) 

            RTC_NS = INIT_SET_MIN; 

             else 

        RTC_NS = RTC_CS; 

    INIT_SET_MIN  : if((TIME_CNT == 8'h8) && (RTC_OP_FINISH)) 

            RTC_NS = INIT_SET_SEC; 

             else 

        RTC_NS = RTC_CS; 

    INIT_SET_SEC  : if((TIME_CNT == 8'h8) && (RTC_OP_FINISH)) 

            RTC_NS = READ_SEC; 

             else 

        RTC_NS = RTC_CS; 

    READ_SEC      : if((TIME_CNT == 8'h8) && (RTC_OP_FINISH)) 

            RTC_NS = READ_MIN; 

             else 

        RTC_NS = RTC_CS; 

    READ_MIN      : if((TIME_CNT == 8'h8) && (RTC_OP_FINISH)) 

            RTC_NS = READ_HOUR; 

             else 

        RTC_NS = RTC_CS; 

    READ_HOUR     : if((TIME_CNT == 8'h8) && (RTC_OP_FINISH)) 

            RTC_NS = READ_DAY; 

             else 

        RTC_NS = RTC_CS; 

    READ_DAY      : if((TIME_CNT == 8'h8) && (RTC_OP_FINISH)) 

            RTC_NS = READ_DATE; 

             else 

        RTC_NS = RTC_CS; 

    READ_DATE     : if((TIME_CNT == 8'h8) && (RTC_OP_FINISH)) 

            RTC_NS = READ_MONTH; 

             else 

        RTC_NS = RTC_CS; 

    READ_MONTH    : if((TIME_CNT == 8'h8) && (RTC_OP_FINISH)) 

            RTC_NS = READ_YEAR; 

             else 

        RTC_NS = RTC_CS; 

    READ_YEAR     : if((TIME_CNT == 8'h8) && (RTC_OP_FINISH)) 

            RTC_NS = READ_SEC; 

             else 

        RTC_NS = RTC_CS; 

    default   : RTC_NS = ID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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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ndcase 

end 

//=========================================================================== 

//Output control. 

//=========================================================================== 

//RTC_YEAR, output the year of RTC. 

always @ (posedge SYSCLK or negedge RST_B) 

begin 

  if(!RST_B) 

    RTC_YEAR <= `UD 8'h0; 

  else 

    RTC_YEAR <= `UD RTC_YEAR_N; 

end 

always @ (*) 

begin 

  if((RTC_CS == READ_YEAR) && (TIME_CNT == 8'h8) && (RTC_OP_FINISH)) 

    RTC_YEAR_N  = RTC_DO; 

  else 

    RTC_YEAR_N   = RTC_YEAR; 

end 

//RTC_MONTH, output the month of RTC. 

always @ (posedge SYSCLK or negedge RST_B) 

begin 

  if(!RST_B) 

    RTC_MONTH <= `UD 8'h0; 

  else 

    RTC_MONTH <= `UD RTC_MONTH_N; 

end 

always @ (*) 

begin 

  if((RTC_CS == READ_MONTH) && (TIME_CNT == 8'h8) && (RTC_OP_FINISH)) 

    RTC_MONTH_N  = RTC_DO; 

  else 

    RTC_MONTH_N   = RTC_MONTH; 

end 

//RTC_DATE, output the date of RTC. 

always @ (posedge SYSCLK or negedge RST_B) 

begin 

  if(!RST_B) 

    RTC_DATE <= `UD 8'h0; 

  else 

    RTC_DATE <= `UD RTC_DATE_N; 

end 

always @ (*) 

beg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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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f((RTC_CS == READ_MONTH) && (TIME_CNT == 8'h8) && (RTC_OP_FINISH)) 

    RTC_DATE_N  = RTC_DO; 

  else 

    RTC_DATE_N   = RTC_DATE; 

end 

//RTC_DAY, output the day of RTC. 

always @ (posedge SYSCLK or negedge RST_B) 

begin 

  if(!RST_B) 

    RTC_DAY <= `UD 8'h0; 

  else 

    RTC_DAY <= `UD RTC_DAY_N; 

end 

always @ (*) 

begin 

  if((RTC_CS == READ_DAY) && (TIME_CNT == 8'h8) && (RTC_OP_FINISH)) 

    RTC_DAY_N  = RTC_DO; 

  else 

    RTC_DAY_N    = RTC_DAY; 

end 

 

//RTC_HOUR, output the hour of RTC. 

always @ (posedge SYSCLK or negedge RST_B) 

begin 

  if(!RST_B) 

    RTC_HOUR <= `UD 8'h0; 

  else 

    RTC_HOUR <= `UD RTC_HOUR_N; 

end 

always @ (*) 

begin 

  if((RTC_CS == READ_HOUR) && (TIME_CNT == 8'h8) && (RTC_OP_FINISH)) 

    RTC_HOUR_N  = RTC_DO; 

  else 

    RTC_HOUR_N   = RTC_HOUR; 

end 

//RTC_MIN, output the miniter of RTC. 

always @ (posedge SYSCLK or negedge RST_B) 

begin 

  if(!RST_B) 

    RTC_MIN <= `UD 8'h0; 

  else 

    RTC_MIN <= `UD RTC_MIN_N; 

end 

always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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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gin 

  if((RTC_CS == READ_MIN) && (TIME_CNT == 8'h8) && (RTC_OP_FINISH)) 

    RTC_MIN_N  = RTC_DO; 

  else 

    RTC_MIN_N    = RTC_MIN; 

end 

//RTC_SEC, output the second of RTC. 

always @ (posedge SYSCLK or negedge RST_B) 

begin 

  if(!RST_B) 

    RTC_SEC <= `UD 8'h0; 

  else 

    RTC_SEC <= `UD RTC_SEC_N; 

end 

always @ (*) 

begin 

  if((RTC_CS == READ_SEC) && (TIME_CNT == 8'h8) && (RTC_OP_FINISH)) 

    RTC_SEC_N  = RTC_DO; 

  else 

    RTC_SEC_N   = RTC_SEC; 

end 

endmodule 

五、 实验现象：数码管上显示对应时间。 

 

实验十一 DS18b20 温度实验 

一、实验目的：1、 熟悉 DS18b20工作原理；         2 、了解 DS18b20时钟的控制方法。 

二、实验原理：(3)VDD 为外接供电电源输入端（在寄生电源接线方式时接地）。  

    

    

  图 2： DS18B20 内部结构图  

  3、DS18B20 工作原理  

http://baike.baidu.com/albums/1341776/1341776.html#0$4bd1e803abbab04d3912bbd7
http://baike.baidu.com/albums/1341776/1341776.html#0$4bd1e803abbab04d3912bbd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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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S18B20 的读写时序和测温原理与 DS1820 相同，只是得到的温度值的位数因分辨率不

同而不同，且温度转换时的延时时间由 2s 减为 750ms。 DS18B20 测温原理如图 3 所示。图

中低温度系数晶振的振荡频率受温度影响很小，用于产生固定频率的脉冲信号送给计数器

1。高温度系数晶振 随温度变化其振荡率明显改变，所产生的信号作为计数器 2 的脉冲输

入。计数器 1 和温度寄存器被预置在－55℃所对应的一个基数值。计数器 1 对 低温度系数

晶振产生的脉冲信号进行减法计数，当计数器 1 的预置值减到 0 时，温度寄存器的值将加 1，

计数器 1 的预置将重新被装入，计数器 1 重 新开始对低温度系数晶振产生的脉冲信号进行

计数，如此循环直到计数器 2 计数到 0 时，停止温度寄存器值的累加，此时温度寄存器中

的数值即 为所测温度。图 3 中的斜率累加器用于补偿和修正测温过程中的非线性，其输出

用于修正计数器 1 的预置值。  

  图 3： DS18B20 测温原理框图  

    

DS18B20 有 4 个主要的数据部件： （1）光刻 ROM 中的 64 位序列号是出厂前被光刻好的，

它可以看作是该 DS18B20 的地址序列码。64 位光刻 ROM 的排列是：开始 8 位 （28H）是产

品类型标号，接着的 48 位是该 DS18B20 自身的序列号，最后 8 位是前面 56 位的循环冗余

校验码（CRC=X8+X5+X4+1）。光刻 ROM 的作用 是使每一个 DS18B20 都各不相同，这样就可

以实现一根总线上挂接多个 DS18B20 的目的。 （2）DS18B20 中的温度传感器可完成对温度

的测量，以 12 位转化为例：用 16 位符号扩展的二进制补码读数形式提供，以 0.0625℃/LSB

形式表达，其中 S 为符号位。  

    

    

表 1: DS18B20 温度值格式表  

  这是 12 位转化后得到的 12 位数据，存储在 18B20 的两个 8 比特的 RAM 中，二进制中

的前面 5 位是符号位，如果测得的温度大于 0， 这 5 位为 0，只要将测到的数值乘于 0.0625

即可得到实际温度；如果温度小于 0，这 5 位为 1，测到的数值需要取反加 1 再乘于 0.0625

即可得到实际 温度。 例如+125℃的数字输出为 07D0H，+25.0625℃的数字输出为 0191H，

-25.0625℃的数字输出为 FE6FH，-55℃的数字输出为 FC90H 。  

  表 2: DS18B20 温度数据表  

    

http://baike.baidu.com/albums/1341776/1341776.html#0$3853ad1b6c6ae1238618bfd3
http://baike.baidu.com/albums/1341776/1341776.html#0$d019d2bf10c1993019d81f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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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S18B20温度传感器的存储器 DS18B20温度传感器的内部存储器包括一个高速暂存 RAM

和一个非易失性的可电擦除的 EEPRAM,后者存放高温度和低温度触发器 TH、TL 和结构寄存

器。 （4）配置寄存器 该字节各位的意义如下：  

  表 3： 配置寄存器结构  

    

TM R1 R0 1 1 1 1 1 

  低五位一直都是"1"，TM 是测试模式位，用于设置 DS18B20 在工作模式还是在测试模式。

在 DS18B20 出厂时该位被设置为 0，用 户不要去改动。R1 和 R0 用来设置分辨率，如下表

所示：（DS18B20 出厂时被设置为 12 位）  

  表 4： 温度分辨率设置表  

    

R1 R0 分辨率 温度最大转换时间 

0 0 9 位 
 

93.75ms  

0 1 10 位 
 

187.5ms  

1 0 11 位 
 

375ms  

1 1 12 位 
 

750ms  

4、高速暂存存储器 高速暂存存储器由 9 个字节组成，其分配如表 5 所示。当温度转换命

令发布后，经转换所得的温度值以二字节补码形式存放在 高速暂存存储器的第 0 和第 1 个

字节。单片机可通过单线接口读到该数据，读取时低位在前，高位在后，数据格式如表 1

所示。对应的温度计算： 当符号位 S=0 时，直接将二进制位转换为十进制；当 S=1 时，先

将补码变为原码，再计算十进制值。表 2 是对应的一部分温度值。第九个字节是 冗余检验

字节。  

  表 5： DS18B20 暂存寄存器分布  

    

http://baike.baidu.com/albums/1341776/1341776.html#0$8759287a3af653d72e73b3da
http://baike.baidu.com/albums/1341776/1341776.html#0$8759287a3af653d72e73b3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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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存器内容  
字节地址 

温度值低位 （LS Byte） 0 

温度值高位 （MS Byte） 1 

高温限值（TH） 2 

低温限值（TL） 3 

配置寄存器 4 

保留 5 

保留 6 

保留 7 

CRC 校验值 8 

  根据 DS18B20 的通讯协议，主机（单片机）控制 DS18B20 完成温度转换必须经过三个

步骤：每一次读写之前都要对 DS18B20 进行 复位操作，复位成功后发送一条 ROM 指令，最

后发送 RAM 指令，这样才能对 DS18B20 进行预定的操作。复位要求主 CPU 将数据线下拉 500

微秒，然后 释放，当 DS18B20 收到信号后等待 16～60 微秒左右，后发出 60～240 微秒的

存在低脉冲，主 CPU 收到此信号表示复位成功。  

  表 6： ROM 指令表  

    

指 令  
约 定

代码 
功 能 

读 ROM 33H 读 DS1820 温度传感器 ROM 中的编码（即 64 位地址）  

 

符合 ROM

  

55H 
发出此命令之后，接着发出 64 位 ROM 编码，访问单总线上与该编码相对应的 DS1820 

使之作出响应，为下一步对该 DS1820 的读写作准备。  

 

搜索 ROM

  

0FOH 
用于确定挂接在同一总线上 DS1820 的个数和识别 64 位 ROM 地址。为操作各器件作好

准备。  

 

跳过 ROM

  

0CCH 
 

忽略 64 位 ROM 地址，直接向 DS1820 发温度变换命令。适用于单片工作。  

 

告警搜索

命令  

0ECH 
 

执行后只有温度超过设定值上限或下限的片子才做出响应。  

表 6： RAM 指令表  

    

指 令  约定代 功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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码 

温度变换 44H 
启动 DS1820 进行温度转换，12位转换时最长为 750ms（9 位为 93.75ms）。结果存入内

部 9 字节 RAM 中。  

 

读暂存器  

 

0BEH  
读内部 RAM 中 9 字节的内容  

 

写暂存器  

 

4EH  

发出向内部 RAM 的 3、4 字节写上、下限温度数据命令，紧跟该命令之后，是传送两字

节的数据。  

 

复 制 暂 存

器  

 

48H  

 

将 RAM 中第 3 、4 字节的内容复制到 EEPROM 中。  

 

重调 EEPR

OM  

 

0B8H  

 

将 EEPROM 中内容恢复到 RAM 中的第 3 、4 字节。  

读 供 电 方

式  
0B4H  

 

读 DS1820 的供电模式。寄生供电时 DS1820 发送“ 0 ”，外接电源供电 DS1820 发送

“ 1 ”。  

 

三、实验连线： 

1、将 EP3C16适配板左下角的 JTAG用十芯排线和 USB下载器的接口连接起来。 

四 实验步骤：（程序：EP3C16\DS18B20\DS18B20_CTL.sof） 

1、打开 Quartus II 8.1软件，点击“File→OpenProject”出现如下的对话框(图 25.1)，

选择 DS18B20_CTL.qdf点击打开即可； 

 

图 11.1 

2、击“Tools-Programmer”后出现如下的对话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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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在点”Edit→Add File„„„”出现如下对话框(图 25.2)，在图 25.3 对话框中，选中

EP3C16/ DS18B20 /DS18B20_CTL.sof项目后点击打开回到 Programmer对话框, 在下载对话窗口

中“选中 Program/ Configure”,点击“Start”即进行下载。 

 

图 11.2 

  

图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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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代码： 

`define UD #1 

 

module TEMP 

 ( 

 //Input ports. 

 clk, 

 reset_n, 

 

 //Output ports. 

 ds18b20, 

 seg, 

 seg_dig 

 ); 

 

//=========================================================================== 

//Input and output declaration 

//=========================================================================== 

 

input  clk; 

input  reset_n; 

 

inout  ds18b20; 

 

output [7:0] seg; 

output [2:0] seg_dig; 

 

//=========================================================================== 

//Wire and reg declaration. 

//=========================================================================== 

 

wire  clk; 

wire  reset_n; 

wire  ds18b20; 

 

wire [7:0] seg; 

wire [2:0] seg_dig; 

 

 

//=========================================================================== 

//Wire and reg in the module. 

//=========================================================================== 

 

 

reg [3:0] TEMP_DATA_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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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re [3:0] TEMP_DATA_2; 

wire [3:0] TEMP_DATA_3; 

 

wire [15:0] TEMP_DATA_HEX; 

 

wire [5:0] DATAH_ADD_0; 

wire [5:0] DATAH_ADD_1; 

wire [5:0] DATAH_ADD_2; 

wire [5:0] DATAH_ADD_3; 

wire [5:0] DATAH_SAVE; 

 

wire [5:0] DATAL_ADD_0; 

wire [5:0] DATAL_ADD_1; 

wire [5:0] DATAL_ADD_2; 

wire [5:0] DATAL_SAVE; 

wire [5:0] DATAL_10; 

wire [5:0] DATAL_20; 

 

//=========================================================================== 

//Instance. 

//=========================================================================== 

 

//Instance DS18B20 controller. 

DS18B20_CTL I_DS18B20_CTL 

 ( 

 .SYSCLK  (clk ), 

 .RST_B  (reset_n), 

 .TEMP_IO (ds18b20), 

 .TEMP_D1 (TEMP_DATA_HEX[7:0]), 

 .TEMP_D2 (TEMP_DATA_HEX[15:8]), 

 .TEMP_D3 ( ), 

 .TEMP_D4 ( ), 

 .TEMP_D5 ( ), 

 .TEMP_D6 ( ), 

 .TEMP_D7 ( ), 

 .TEMP_D8 ( ), 

 .TEMP_D9 ( ) 

 ); 

 

//Instance numerical code tube controller. 

LED_CTL LED_NUMBER 

 ( 

 .SYSCLK  (clk ), 

 .RST_B  (reset_n), 

 .SCAN_COEF (24'h1F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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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TA_0  ({1'h1,4'hF}), 

 .DATA_1  ({1'h1,4'hF}), 

 .DATA_2  ({1'h1,4'hF}), 

 .DATA_3  ({1'h1,4'hF}), 

 .DATA_4  ({1'h1,4'hF}), 

 .DATA_5  ({1'h1,TEMP_DATA_3}), 

 .DATA_6  ({1'h0,TEMP_DATA_2}), 

 .DATA_7  ({1'h1,TEMP_DATA_1}), 

 .LED_DATA (seg), 

 .LED_SEL (seg_dig) 

 ); 

  

//=========================================================================== 

//Logic. 

//=========================================================================== 

 

//Account the higest number of temp, HEX code to BCD code. 

assign DATAH_ADD_0 = TEMP_DATA_HEX[8]  ? 6'h1 : 6'h0; 

assign DATAH_ADD_1 = TEMP_DATA_HEX[9]  ? 6'h3 : 6'h0; 

assign DATAH_ADD_2 = TEMP_DATA_HEX[10] ? 6'h6 : 6'h0; 

assign DATAH_ADD_3 = (DATAL_20[5] ? (DATAL_10[5] ? 6'h0 : 6'h1) : 6'h2); 

assign DATAH_SAVE  = DATAH_ADD_0 + DATAH_ADD_1 + DATAH_ADD_2 + DATAH_ADD_3; 

assign TEMP_DATA_3 = DATAH_SAVE[3:0]; 

 

 

//Account the mid number of temp, HEX code to BCD code. 

assign DATAL_ADD_0 = TEMP_DATA_HEX[8]  ? 6'h6 : 6'h0; 

assign DATAL_ADD_1 = TEMP_DATA_HEX[9]  ? 6'h2 : 6'h0; 

assign DATAL_ADD_2 = TEMP_DATA_HEX[10] ? 6'h4 : 6'h0; 

assign DATAL_SAVE  = TEMP_DATA_HEX[7:4] + DATAL_ADD_0 + DATAL_ADD_1 + DATAL_ADD_2; 

assign DATAL_10    = DATAL_SAVE - 6'hA; 

assign DATAL_20    = DATAL_SAVE - 6'h14; 

assign TEMP_DATA_2 = (DATAL_20[5] ? (DATAL_10[5] ? DATAL_SAVE[3:0] : DATAL_10[3:0]) : 

DATAL_20[3:0]); 

//Account the low bumber of temp, HEX code to BCD code. 

always @ (*) 

begin 

  case(TEMP_DATA_HEX[3:0]) 

    4'h0  : TEMP_DATA_1 = 4'h0; 

    4'h1  : TEMP_DATA_1 = 4'h1; 

    4'h2  : TEMP_DATA_1 = 4'h1; 

    4'h3  : TEMP_DATA_1 = 4'h2; 

    4'h4  : TEMP_DATA_1 = 4'h3; 

    4'h5  : TEMP_DATA_1 = 4'h3; 

    4'h6  : TEMP_DATA_1 = 4'h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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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h7  : TEMP_DATA_1 = 4'h5; 

    4'h8  : TEMP_DATA_1 = 4'h5; 

    4'h9  : TEMP_DATA_1 = 4'h6; 

    4'hA  : TEMP_DATA_1 = 4'h6; 

    4'hB  : TEMP_DATA_1 = 4'h7; 

    4'hC  : TEMP_DATA_1 = 4'h8; 

    4'hD  : TEMP_DATA_1 = 4'h8; 

    4'hE  : TEMP_DATA_1 = 4'h9; 

    4'hF  : TEMP_DATA_1 = 4'h9; 

    default : TEMP_DATA_1 = 4'h0; 

  endcase 

end 

 endmodule 

五、 实验现象：数码管上显示对应当前时实温度。 

 

实验十二  PS/2 键盘接口逻辑设计 

 

一、实验目的：：1、了解键盘的工作原理。   2、学习利用 FPGA/CPLD接收、处理键盘数据。 

二、实验原理：设计 PS/2键盘接口电路，实现键盘译码、控制数码管显示。实验箱下载模块，

配置模块，PS/2键盘接口模块，时钟源模块，数码管显示模块，PS/2接口标准键盘。PS/2键盘

接口通常使用专用芯片来实现。由于 PS/2键盘或鼠标串行输出信号的速度较高，普通单片机无

法接收，本实验利用 VHDL 语言在 FPGA/CPLD 器件上实现一个键码接收功能。将 PS/2 接口的键

盘接到实验板上，每按下一个键，该键的扫描码即以十六进制形式显示在数码管上。PS/2 键盘

接口的管脚定义如下图 27.1所示： 

 
图 27.1  PS/2键盘接口管脚分布 

（1）DATA（PIN1）：键盘数据； 

（2）CLK（PIN5）：键盘时钟 

（3）VCC（PIN4）、GND（PIN3）：电源、地； 

（4）NC（PIN2、PIN6）：悬空； 

当按下一个键时，在键盘发送时钟 KBCLK的作用下，将该键所对应的键值数据 KBDATA发送

出去，该数据一共有 11位，其中第一位为起始位（低电平）；8位数据位（D0~D7，低位在前）；

一个奇偶校验位；一个停止位（高电平）。图 27.2为键盘接口设计的外部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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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7.2  PS/2键盘接口设计的外部接口 

 

三、实验连线： 

1、将 EP3C16适配板左下角的 JTAG用十芯排线和 USB下载器的接口连接起来。 

2、将 PS/2键盘插入 PS/2实验区的接口上。 

3、把串口线的一端接在计算机的 COM1上，另一端接在实验板串行通信口 UART上的 COM1。 

四 实验步骤：（程序：EP3C16\ps2\ps2_keyboard.sof） 

1、打开 Quartus II 8.1软件，点击“File→OpenProject”出现如下的对话框(图 25.1)，

选择 ps2_keyboard.qdf点击打开即可； 

 
图 12.1 

 

2、击“Tools-Programmer”后出现如下的对话窗口，  

 
 

3、在点”Edit→Add File„„„”出现如下对话框(图 25.2)，在图 25.3 对话框中，选中

EP3C16/ps2/ps2_keyboard.sof 项目后点击打开回到 Programmer 对话框, 在下载对话窗口中

“选中 Program/ Configure”,点击“Start”即进行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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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2 

  

图 12.3 

参考代码： 

 

`timescale 1ns/1ns 

 

module ps2_keyboard_top( 

                   clk, 

                   reset_n, 

                   ps2_clk, 

                    ps2_data,  

                    rxd1, 

                    txd1 

                    ); 

input     clk; 

input     reset_n; 

inout     ps2_clk; 

inout     ps2_data; 

input     rxd1;   

output    tx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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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re [4:0] ps2_status; 

wire [2:0] rs232_rx_error; 

wire ps2_key_data_ready; 

wire ps2_key_released; 

wire ps2_key_pressed = ~ps2_key_released; 

wire rx232_tx_load_request; 

wire rs232_rx_data_ready; 

wire [7:0] ps2_ascii; 

wire [7:0] rs232_rx_character; 

  

 //-----------------------------------------------------------     

ps2_keyboard           #(3000, // number of clks for 60usec. 

                         12,   // number of bits needed for 60usec. timer 

                         186,  // number of clks for debounce 

                         8,    // number of bits needed for debounce timer 

                         1     // Trap the shift keys, no event generated 

                         )                        

  keyboard1_block (            // Instance name 

  .clk(clk), 

  .reset(!reset_n), 

  .ps2_clk(ps2_clk), 

  .ps2_data(ps2_data), 

  .rx_extended(ps2_status[1]), 

  .rx_released(ps2_key_released), 

  .rx_shift_key_on(ps2_status[3]), 

  .rx_scan_code(), 

  .rx_ascii(ps2_ascii), 

  .rx_data_ready(ps2_key_data_ready), 

  .rx_read(ps2_key_data_ready), 

  .tx_data({rs232_rx_character[5],        // Make upper nibble E, F or 0 

            rs232_rx_character[5], 

            rs232_rx_character[5], 

            rs232_rx_character[4], 

            rs232_rx_character[3:0]}), 

  .tx_write(rs232_rx_data_ready), 

  .tx_write_ack_o(ps2_tx_write_ack_o), 

  .tx_error_no_keyboard_ack(ps2_status[4]) 

  ); 

assign ps2_status[2] = ps2_key_released; 

assign ps2_status[0] = rs232_rx_data_ready; 

 

 

// These defines are for the rs232 interface 

`define START_BITS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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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fine DATA_BITS 8 

`define STOP_BITS 1 

`define CLOCK_FACTOR 16 

 

// This unit generates the correct 16x transmit clock (enable) frequency 

// which is used for the serial transmit operation. 

clock_gen_select clock_unit 

  ( 

   .clk(clk), 

   .reset(!reset_n), 

   .rate_select(3'b000),         // 9600 baud 

   .clk_out(serial_clk_16x) 

  ); 

 

// A transmitter, which asserts load_request at the end of the currently 

// transmitted word.  The tx_clk must be a "clock enable" (narrow positive 

// pulse) which occurs at 16x the desired transmit rate.  If load_request 

// is connected directly to load, the unit will transmit continuously. 

rs232tx #( 

          `START_BITS,   // start_bits 

          `DATA_BITS,    // data_bits 

          `STOP_BITS,    // stop_bits (add intercharacter delay...) 

          `CLOCK_FACTOR  // clock_factor 

         ) 

         rs232_tx_block // instance name 

         (  

          .clk(clk), 

          .tx_clk(serial_clk_16x), 

          .reset(!reset_n), 

          .load(   ps2_key_data_ready 

                && ps2_key_pressed 

                && rs232_tx_load_request), 

          .data(ps2_ascii),                 // Connected from keyboard 

          .load_request(rs232_tx_load_request), 

          .txd(txd1) 

         ); 

 

// A receiver, which asserts "word_ready" to indicate a received word. 

// Asserting "read_word" will cause "word_ready" to go low again if it was high. 

// The character is held in the output register, during the time the next 

//   character is coming in. 

rs232rx #( 

          `START_BITS,  // start_bits 

          `DATA_BITS,   // data_bits 

          `STOP_BITS,   // stop_b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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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LOCK_FACTOR // clock_factor 

         ) 

         rs232_rx_block // instance name 

         (  

          .clk(clk), 

          .rx_clk(serial_clk_16x), 

          .reset((!reset_n) || (| rs232_rx_error) ), 

          .rxd(rxd1), 

          .read(ps2_tx_write_ack_o), 

          .data(rs232_rx_character), 

          .data_ready(rs232_rx_data_ready), 

          .error_over_run(rs232_rx_error[0]), 

          .error_under_run(rs232_rx_error[1]), 

          .error_all_low(rs232_rx_error[2]) 

         ); 

 

//`undef START_BITS  

//`undef DATA_BITS  

//`undef STOP_BITS  

//`undef CLOCK_FACTOR 

       

Endmodule 

五、 实验现象： 

1.打开串口调试助手，全都默认设置。 

2.当键盘有键按下时 ，FPGA将键码发送到 PC机，PC机通过串口调试助手显示键盘。 

 

实验十三  LCD 中文液晶控制实验 

一、实验目的：了解状态机的编程方法，掌握利用状态机编程实现对 LCD控制、显示的基本过程。 

二、实验原理 128*64图形液晶显示器的内部结果图如图 22.1所示，其引脚功能如表 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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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1 

引脚符号 状态 引脚名称 功能 

CS1 CS2 输入 芯片片选端 CS1 和CS2 高电平选通 

E 输入 读写使能信号 
在E降沿数据被锁存写入及其兼容控制驱动器在E 高电平

期间数据被读出 

R/W 输入 读写选择信号 R/W=1 为读选通R/W=0 为写选通 

D/I 输入 数据指令选择信号 D/I=1 为数据操作D/I=0 为写指令或读状态 

DB0-DB7 三态 数据总线  

RST 输入 复位信号 
复位信号有效时关闭液晶显示使显示起始行为0 RST 可跟

MPU 相连由MPU 控制也可直接接VCC 使之不起作用 

表 22.1 

常用的基本指令介绍如下： 

1．显示开/关指令 

 

当DB0=1 时LCD 显示RAM 中的内容；DB0=0 时关闭显示 

2．起始行ROW 设置指令 

 

3．页PAGE 设置指令 

 

4．列地址Y ADDRESS 设置指令 

 

设置了页地址和列地址就唯一确定了显示RAM 中的一个单元这样MPU 就可以用读写指令读

出该单元中的内容或向该单元写进一个字节数据。 

5．写数据指令 

 

6. 读状态指令 

 

7. 读数据指令 

 

读写数据指令每执行完一次读写操作列地址就自动增一必须注意的是进行读操作之前必须

有一次空读操作紧接着再读才会读出所要读的单元中的数据。 

在本实验中利用FPGA生成一个LCD显示控制器模块（模块名为LCD），并将需要显示的数据

存放在两个ROM中（模块名为LCD_ROM,ROM_LCD），利用状态机产生上述的控制指令操作，并从

ROM中取出待显示的数据送到128*64的图形点阵液晶中，从而在液晶中观察到显示的字符，其系

统原理框图如图22.2所示： 



FPGA 实验指导书 

 98 

 

                           图 22.2   系统原理框图 

三、实验连线： 

1、将 EP3C16适配板左下角的 JTAG用十芯排线和 USB下载器的接口连接起来。 

四 实验步骤：（程序：EP3C16\ LCD12864\lcd.sof） 

1、打开 Quartus II 8.1软件，点击“File→OpenProject”出现如下的对话框(图 25.1)，

选择 lcd.qdf点击打开即可； 

 
图 13.1 

2、击“Tools-Programmer”后出现如下的对话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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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在点”Edit→Add File„„„”出现如下对话框(图 25.2)，在图 25.3 对话框中，选中

EP3C16/ LCD12864/ lcd.sof 项目后点击打开回到 Programmer对话框, 在下载对话窗口中“选

中 Program/ Configure”,点击“Start”即进行下载。 

 

图 13.2 

  

图 13.3 

参考代码： 

module lcd(clk,rst,lcddata,lcddata1,outaddr,outaddr1,db); 

input clk; //系统时钟 

input rst; //复位信号 

//LCD显示的数据 

input [7:0] lcddata; 

input [7:0] lcddata1; 

//ROM的地址 

output [8:0] outaddr; 

output [8:0] outaddr1; 

//lcd控制信号和数据信号 

output [13:0] db; 

reg [13:0] db; 

reg [2:0] line1,line2; 

reg [8:0] outaddr,outaddr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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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 lcd的状态机 

reg[13:0] state; 

//---------初始化,以及初始化 row状态 

parameter idle    = 14'b00_0000_0000_0000, 

     prow_wr  = 14'b00_0000_0000_0001, 

     row_wr  = 14'b00_0000_0000_0010, 

//----------写 rom控制状态 

     pline_wr = 14'b00_0000_0000_0100, 

     line_wr  = 14'b00_0000_0000_1000, 

     pdata_wr = 14'b00_0000_0001_0000, 

     data_wr  = 14'b00_0000_0010_0000, 

     pidle   = 14'b00_0000_0100_0000, 

//-----------写 rom1控制状态 

     pline_wr1 = 14'b00_0000_1000_0000, 

     line_wr1 = 14'b00_0001_0000_0000, 

     pdata_wr1 = 14'b00_0010_0000_0000, 

     data_wr1 = 14'b00_0100_0000_0000, 

     pidle1  = 14'b00_1000_0000_0000, 

//------------显示控制状态 

     pdisplay = 14'b01_0000_0000_0000, 

     display  = 14'b10_0000_0000_0000; 

     //控制 LCD显示的复杂状态机 

always @ (posedge clk or posedge rst) 

 begin 

 //复位初始化 

 if (rst) 

  begin 

  state <= idle; 

  db <= 14'h0000; 

  line1 <= 3'b000; 

  line2 <= 3'b000; 

  outaddr <= 9'h000; 

  outaddr1 <= 9'h000; 

  end 

 else 

  case(state) 

  idle:state <= prow_wr; 

  prow_wr:                          //初始化 LCD的行位置 

    begin 

     state <= row_wr; 

     db <= 14'b11110001000000; 

    end 

  row_wr: 

    begin 

     state <= pline_w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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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b <= 14'b10110001000000; 

    end 

  pline_wr:                       //将 rom中的 512B数据写入 LCD(128*64) 

    begin 

     state <= line_wr;         //line1为行标识,rom写 8行数据 

     db <= {11'b11010010111 , line1}; 

    end 

  line_wr: 

    begin 

     state <= pdata_wr; 

     db <= {11'b10010010111 , line1}; 

    end 

  pdata_wr: 

    begin 

     state <= data_wr;       //写数据到 LCD  

     db <= {6'b110101,lcddata}; 

    end 

  data_wr: 

    begin 

     state <= pidle; 

     db <= {6'b100101,lcddata}; 

     outaddr <= outaddr + 1'b1; 

    end 

  pidle:                      //写完一个数据,等待一个 clk 

    begin 

     line1 <= outaddr[8:6]; 

     if (outaddr == 9'h000) //8 行*64点的数据都写完了 

      state <= pline_wr1;  //跳到写 rom2的数据 

     else                    

      state <= pline_wr;   //继续写 rom的数据 

    end 

 //------------------------------------------------------------------ 

  pline_wr1: 

    begin 

     state <= line_wr1;    //将 rom1中的 512B数据写入 LCD(128*64) 

     db <= {11'b11100010111,line2}; 

    end 

  line_wr1: 

    begin 

     state <= pdata_wr1;   //line2 为行标识,rom1写 8行数据 

     db <= {11'b10100010111,line2}; 

    end 

  pdata_wr1:                 ///写数据到 LCD  

    begin 

     state <= data_wr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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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b <= {6'b111001,lcddata1}; 

    end 

  data_wr1: 

    begin 

     state <= pidle1; 

     db <= {6'b101001,lcddata1}; 

     outaddr1 <= outaddr1 + 1'b1; 

    end 

  pidle1:                 //写完一个数据,等待一个 clk 

    begin                      

     line2 <= outaddr1[8:6];    

     if (outaddr1[8:0] == 9'h000) //8行*64点的数据都写完了 

      state <= pdisplay;         //开始显示 LCD的数据 

     else 

      state <= pline_wr1;       //继续写 rom的数据 

    end 

//------------------------------------------ 

  pdisplay: 

    begin 

     state <= display;           //显示 LCD的内容 

     db <= 14'b11110000111111; 

    end 

  display: 

    begin 

    state <= display;        //不停显示"武汉恒科电教 EDA-VI型设备" 

    db <= 14'b10110000111111; 

    end 

  default: 

    begin 

    state <= idle; 

    end 

  endcase   

 end 

endmodule 

五、 实验现象：LCD上显示汉字图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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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IS II 部分实验 

实验一   SDRAM 接口逻辑设计 

一、实验目的: 1、用 sopc 的 c语言描述 LED循环点亮过程，并将代码下载到 SDRAM内部运行。 

2、熟练运用 quartus II和 nios II进行硬件和软件设计。 

二、实验原理: 在这个实例中，我们设计一个简单的 LED流水指示灯，8个彩灯共阴接地，阳极

分别为 EP3C16的 8个 I/O相连，I/O输出变化的电平，来控制彩灯的点亮 

三、实验连线： 

1. 将 EP2C35适配板左下角的 JTAG用十芯排线和 USB下载器的接口连接起来。 

四、实验步骤: 

  1、打开 Quartus Ⅱ软件，依次点击菜单栏中“File →Open Project”出现如下对话框，

如图 29.2，在 led_sdram工程文件夹下，选中工程文件 led_sdram.qpf，再点击“打开”即可； 

 

图 1.1 

2、在主菜单栏中选择“File→Open”出现如下对话框，在此对话框中的文件类型中选择

“Device Design Files(*.tdf；*.vhd；*.vhdl；*.v；*.vlg；*.vh；*.vqm；*.verilog；*.edf；

*.edif；*.edn；*.gdf；*.bdf；*.ptf；*.cmp)”如图 29.3,选中对应的 led_sdram.bdf文件，

点击“打开”，显示如图 29.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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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图 1.3 

3、双击图 29.3中的 Nios框，打开 SOPC builder对话框，选中 system generation标签页，如

图 29.4所示，点击“Run Nios II IDE”，如果没有出现即打开了如图 29.5所示的 nios II Workspace 

Launcher的界面，（如果没有出现此界面，在图 29.6中选择“File->Switch Workspace”）选择演示

文件的文件夹（这个文件夹与你拷贝光盘文件的路径有关），点击 OK，即打开了如图 29.7所示的 nios 

II的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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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 

 

图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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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 

 

图 1.7 

6、在图 29.12界面下，选择 hello_led_1,在右键菜单里选择“Run as→Nios II Hardware”

开始下载到开发板上，即可在开发板上运行程序了。 

四、实验现象： 

核心板上 8个 LED 循环点。 

五、注意：复位按键必须保证信号为高电平，否则 NIOS不能工作，LED就没有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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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二  SD 卡接口逻辑设计实验 
 

一、实验目的: 

1、用 sopc的 c语言描述 SD存储卡的读写功能，以实现对 SD存储卡的读写数据。 

2、熟练运用 quartus II 和 nios II进行硬件和软件设计。 

二、实验原理: 

1.1 SD/MMC 卡的外部物理接口 

 SD 和 MMC 卡的外形和接口触点如下图 所示。其中 SD 卡的外形尺寸为：24mm×32mm 2.1mm 

（普通）或 24mm×32mm ×1.4mm （薄 SD 存储卡），MMC 卡的外形尺寸为 24mm×32mm×1.4mm 。 

 

表 1 为 SD/MMC 卡各触点的名称及作用，其中 MMC 卡只使用了 1～7 触点。 

表 1 SD/MMC 卡的焊盘分配 

引  SD 模式  SPI 模式 

脚 名称 1  类型 描述 名称 类型 描述 

1  
CD/DAT32  I/O/PP3  卡的检测 /数据线

[Bit 3]  
CS  I  片选（低电平有效） 

2  CMD  PP4  命令／响应 DI  I5  数据输入 

3  VSS1  S  电源地 VSS  S  电源地 

4  VDD  S  电源 VDD  S  电源 

5  CLK  I  时钟 SCLK  I  时钟 

6  VSS2  S  电源地 VSS2  S  电源地 

7  DAT0  I/O/PP  数据线[Bit 0]  DO  O/PP  数据输出 

8  DAT1  I/O/PP  数据线[Bit 1]  RSV    

9  DAT2  I/O/PP  数据线[Bit 2]  RSV    

1. S：电源；I：输入；O：推挽输出；PP：推挽 I/O。 

2. 扩展的 DAT 线（DAT1 ~ DAT3 ）在上电后处于输入状态。它们在执行 SET_BUS_WIDTH 命

令后作为 DAT 线操作。当不使用 DAT1 ~ DAT3 线时，主机应使自己的 DAT1~DAT3 线处于输入模

式。 

这样定义是为了与 MMC 卡保持兼容。 

3. 上电后，这条线为带 50KΩ 上拉电阻的输入线（可以用于检测卡是否存在或选择 SPI 模

式）。用户可以在正常的数据传输中用 SET_CLR_CARD_DETECT（ACMD42 ）命令断开上拉电阻的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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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MMC 卡的该引脚在 SD 模式下为保留引脚，在 SD 模式下无任何作用。 

4. MMC 卡在 SD 模式下为：I/O/PP/OD。 

5. MMC 卡在 SPI 模式下为：I/PP。 

由表 1 可见，SD 卡和 MMC 卡在不同的通信模式下，各引脚的功能也不相同。这里的通信

模式是指微控制器（主机）访问卡时使用的通信协议，分为两种：SD 模式及 SPI 模式。 

在具体通信过程中，主机只能选择其中一种通信模式。通信模式的选择对于主机来说是透

明的。卡将会自动检测复位命令的模式（即自动检测复位命令使用的协议），而且要求以后双方

的通信都按相同的通信模式进行。所以，在只使用一种通信模式的时候，无需明白另一种模式。

下面先简单介绍这两种模式。 

1.1.1 SD 模式 

在 SD 模式下，主机使用 SD 总线访问 SD 卡，其拓朴结构如下图 所示。由图可见，SD 总

线上不仅可以挂接 SD 卡，还可以挂接 MMC 卡。 

主机 

 

上图 SD 存储卡系统（SD 模式）的总线拓扑结构 

SD 总线上的信号线的详细功能描述如表 2 所示。 

表 2 SD 总线信号线功能描述 

信号线 功能描述 

CLK  主机向卡发送的用于同步双方通信的时钟信号 

CMD  双向的命令／响应信号 

DAT0 ~ DAT3  4 个双向的数据信号（MMC 卡只有 DAT0 信号线） 

VDD 电源正极，一般电压范围为 2.7 ~ 3.6V 

VSS1、VSS2 电源地 

SD 存储卡系统（SD 模式）的总线拓扑结构为: 一个主机（如微控制器）、多个从机（卡）

和同步的星形拓扑结构（参考图 2）。所有卡共用时钟 CLK、电源和地信号。而命令线（CMD）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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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线（DAT0 ~ DAT3 ）则是卡的专用线，即每张卡都独立拥有这些信号线。请注意，MMC 卡

只能使用 1 条数据线 DAT0 。 

1.1.2 SPI 模式 

在 SPI 模式下，主机使用 SPI 总线访问卡，当今大部分微控制器本身都带有硬件 SPI 接口，

所以使用微控制器的 SPI 接口访问卡是很方便的。微控制器在卡上电后的第 1 个复位命令就可

以选择卡进入 SPI 模式或 SD 模式，但在卡上电期间，它们之间的通信模式不能更改为 SD 模式。 

卡的 SPI 接口与大多数微控制器的 SPI 接口兼容。卡的 SPI 总线的信号线如表 3 所示。 

表 3 SD 卡与 MMC 卡的 SPI 接口描述 

信号线 功能描述 

CS  主机向卡发送的片选信号 

CLK  主机向卡发送的时钟信号 

DataIn  主机向卡发送的单向数据信号 

DataOut:  卡向主机发送的单向数据信号 

SPI 总线以字节为单位进行数据传输，所有数据令牌都是字节（8 位）的倍数，而且字节

通常与 CS 信号对齐。SD 卡存储卡系统如下图所示。 

主机 

 

              上图为 SD 存储卡系统（SPI 模式）的总线拓扑结构 

 当主机外部连接有多张 SD 卡或 MMC 卡时，主机利用 CS 信号线对卡进行寻址。例如：在

图 3 中，当主机需要向 SD 存储卡（A）传输数据或需要从该卡接收数据时，必须将 CS(A) 置为

低电平（同时其它卡的 CS 信号线必须置为高电平）。 

CS 信号在 SPI 处理（命令、响应和数据）期间必须续持有效（低电平）。唯一例外的情况

是在对卡编程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主机可以使 CS 信号为高电平，但不影响卡的编程。 

由图 3 还可见，当 SPI 总线上挂接 N 张卡时，需要 N 条 CS 片选线。 

1.2 SD 软件包的文件结构及整体构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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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小节介绍本软件包的组成文件以及它们之间的联系。 

1.2.1 SD 软件包的文件组成 

SD 软件包包括的文件如表 5 所示。 

表 5 SD/MMC 卡读写软件包包含的文件 

文件 作用 

sdconfig.h  软件包硬件配置头文件 

sdhal.c  
软件包硬件抽象层，实现 SPI 接口初始化，SPI 字节的收、发等与 SPI 硬

件相关的函数 

sdhal.h  sdhal.c 头文件 

sdcmd.c  软件包命令层，实现卡的各种命令以及主机与卡之间的数据流控制 

sdcmd.h  sdcmd.c 头文件 

sddriver.c  
软件包应用层，实现卡的读、写、擦 API 函数，该文件还包含一些卡操作函

数 

sddriver.h  sddriver.c 头文件，包括函数执行错误代码 

sdcrc.c  卡相关的 CRC 运算函数。 

sdcrc.h  sdcrc.h 头文件 

 

以上这些文件构成了本软件包，下面说明由这些文件构成的整体框架。 

1.2.2 SD 软件包整体框架 

考虑到该软件包的可移植性及易用性，将软件包分为 3 个层，如下图所示。图中的实时操

作系统并不是必须的，也就是说，本软件包既可以应用于前后台系统（无实时操作系统）， 也

可以应用于实时操作系统中，本软件包提供在前后台系统和实时操作系统 µCOS-II 中接口统一

的 API 函数。 

是否使用实时操作系统由本软件包sdconfig.h 文件中的宏定义SD_UCOSII_EN 来使能或禁

止。 

 

             SD/MMC 卡读写软件包结构图 

各层的特点如下： 

（1）硬件抽象层：读写 SD/MMC 卡的硬件条件配置，与硬件相关的函数； 

（2）命令层：SD/MMC 卡的相关命令以及卡与主机之间数据流的控制，这一层与实时操作系统

相关，与硬件无关； 

（3）应用层：向用户应用程序或文件系统提供操作卡的 API 函数，这一层由实时操作系统控制。 

1.3 SD 软件包的硬件配置 

SD 软件包的配置只与 sdconfig.h 文件相关，配置头文件 sdconfig.h 使用户能方便地配

置本软件包的相关功能及裁剪某些对用户来说无需用到的函数。该小节提到的所有程序清单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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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该文件上。下面阐述该头文件的配置方法。 

1． 软件包参数配置 

软件包的参数配置如程序清单 1 所示，配置选项如下： 

（1）是否运行于 µCOS-II 中。本软件包既可以运行于前后台系统中，又可以运行于实时操

作系统 µCOS-II 中。当运行于 µCOS-II 中时，宏定义 SD_UCOSII_EN 的值应置为 1， 否则应置

为 0。 

（2）CRC 校验。由于 SD/MMC 卡在 SPI 通信模式下可以不需要进行数据传输的 CRC 校验，

该宏用于使能或禁止本 ZLG/SD 软件包的数据传输 CRC 校验功能。使能 CRC 校验则通信可靠性

更高，但 CRC 运算也带来传输速度的一些损失，由于本软件包采用查表的方法计算 CRC16，所

以速度只是略有损失。 

（3）SPI 时钟频率。定义 SPI 总线的 CLK 线的频率，该频率值用于计算读、写、擦操作

中的超时时间对应的 CLK 个数，这样就将超时时间转换为超时计数。该频率值的单位为：Hz，

该值需要用户定义，定义的方法见下面介绍（4．设置 SPI 接口的时钟频率小于 400kHz）。 

（4）SD/MMC 卡块的长度。定义 SD/MMC 卡块的最大长度，当今流行的 SD/MMC 卡块的最大

长度大部分都支持 512 字节。宏定义 SD_BLOCKSIZE_NBITS 值为 9，对应于 2
9

 = 512 字节（对

应于宏定义 SD_BLOCKSIZE 的值）， SD_BLOCKSIZE_NBITS 与 SD_BLOCKSIZE 一定要有这样的对

应关系。SD_BLOCKSIZE_NBITS 参数用于固件程序数据计算的方便。用户一般无须改动这两个宏

定义的值。 

/* 下面函数不常用,如果用户不需要,可置为 0 裁剪指定函数 */  

#define  SD_ReadMultiBlock_EN  0  /* 是否使能读多块函数 */  

#define  SD_WriteMultiBlock_EN     0  /* 是否使能写多块函数 */  

#define  SD_EraseBlock_EN  0  /* 是否使能擦卡函数 */  

#define  SD_ProgramCSD_EN  0  /* 是否使能写 CSD 寄存器函数 */  

#define  SD_ReadCID_EN  0  /* 是否使能读 CID 寄存器函数 */  

#define  SD_ReadSD_Status_EN  0  /* 是否使能读 SD Status 寄存器函数 */  

#define  SD_ReadSCR_EN  0  /* 是否使能读 SCR 寄存器函数 */  

2.设置 SPI 接口的时钟频率小于 400kHz  

该函数主要是在 SD/MMC 卡初始化阶段，用于设置 SPI 接口的时钟频率小于 400kHz， 因为

MMC 卡在初始化期间 SPI 总线的时钟频率不能高于 400kHz ，这样本软件包才能达到兼容 MMC 

卡的目的。在 sdconfig.h中定义#define SPI_CLOCK         400000   //400KHZ 

如果使用 SD卡不使用 MMC卡可以定义到更高,由于 altera提供的 SPI核不能通过软件修改

时钟频率，所以如果要定义得更高需要到 SOPC BUILDER中重新定义时钟。 

需要注意，当今流行的 SD/MMC 卡的 SPI 接口的时钟频率一般不允许超过 25MHz ，所以在

定义 MCU 访问 SD/MMC 卡的时钟频率时，必须注意这一点。 

1.4 SD 软件包提供的 API 函数 

用户可以利用本软件包提供的 API 函数对 SD/MMC 卡进行访问，见表 6 至表 11。 

表 6 SD_Initialize()  

函数名称 SD_Initialize  

函数原型 INT8U SD_Initialize(void)  

功能描述 初始化 SD/MMC 卡、设置块大小为 512 字节，获取卡的相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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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数参数 无 

函数返回值  SD_NO_ERR：初始化成功；    > 0: 初始化失败（错误码，见表 12）  

特殊说明和

注意点 
该函数设置了卡的读/写块长度为 512 字节 

表 7 SD_ReadBlock ()  

函数名称 SD_ReadBlock  

函数原型 INT8U SD_ReadBlock(INT32U blockaddr, INT8U *recbuf)  

功能描述 读 SD/MMC 卡的一个块 

函数参数 
blockaddr：以块为单位的块地址。例如，卡开始的 0～511 字节为块地址 0，

512～ 1023 字节的块地址为１recbuf： 接收缓冲区，长度固定为 512 字节 

函数返回值  SD_NO_ERR：读成功；    > 0: 读失败（错误码，见表 12）  

特殊说明和

注意点 
recbuf 的长度必须是 512 字节 

表 8 SD_WriteBlock()  

函数名称 SD_WriteBlock  

函数原型 INT8U SD_WriteBlock(INT32U blockaddr, INT8U *sendbuf)  

功能描述 写 SD/MMC 卡的一个块 

函数参数 

blockaddr：以块为单位的块地址。例如，卡开始的 0～511 字节为块地址

0，512 ～ 1023 字节的块地址为１sendbuf： 发送缓冲区，长度固定为

512 字节 

函数返回值  SD_NO_ERR：写成功；    > 0: 写失败（错误码，见表 12）  

特殊说明和

注意点 
sendbuf 的长度必须是 512 字节 

 

表 9 SD_ReadMultiBlock()  

函数名称 SD_ReadMultiBlock  

函数原型 
INT8U SD_ReadMultiBlock(INT32U blockaddr, INT32U blocknum, INT8U 

*recbuf)  

功能描述 读 SD/MMC 卡的多个块 

函数参数 
blockaddr： 以块为单位的块地址 blocknum： 块数 recbuf： 接收缓冲区，

长度为 512 * blocknum 字节 

函数返回值  SD_NO_ERR：读成功；    > 0: 读失败（错误码，见表 12）  

特殊说明和

注意点 
使用时必须将 sdconfig.h 中的宏定义值 SD_ReadMultiBlock_EN 置为１ 

表 10 SD_WriteMultiBlock ()  

函数名称 SD_WriteMultiBlock  

函数原型 
INT8U SD_WriteMultiBlock(INT32U blockaddr, INT32U blocknum, INT8U 

*sendbuf)  

功能描述 读 SD/MMC 卡的多个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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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数参数 
blockaddr：以块为单位的块地址 blocknum：块数 sendbuf： 发送缓冲区，

长度为 512 * blocknum 字节 

函数返回值  SD_NO_ERR：写成功；    > 0: 写失败（错误码，见表 12）  

特殊说明和

注意点 
使用时必须将 sdconfig.h 中的宏定义值 SD_WriteMultiBlock_EN 置为１ 

表 11 SD_EraseBlock()  

函数名称 SD_EraseBlock  

函数原型 INT8U SD_EraseBlock(INT32U startaddr, INT32U blocknum)  

功能描述 擦除 SD/MMC 卡的多个块 

函数参数 
startaddr： 以块为单位的块擦除起始地址 blocknum：块数（取值范围 1 ~ 

sds.block_num）  

函数返回值  SD_NO_ERR：擦除成功；    > 0: 擦除失败（错误码，见表 12）  

特殊说明和

注意点 

使用时必须将 sdconfig.h 中的宏定义值 SD_EraseBlock_EN 置为１。

Startaddr 和 blocknum 建议为 sds.erase_unit 的整数倍, 因为有的卡

只能以 sds.erase_unit 为单位进行擦除 

其它函数不常用，这里就不一一列出了。需要用到其它函数的读者可以阅读源码中的函数说明。

表 6 至表 11 函数返回值所代表的含义如表 12 所示。 

表 12 错误代码列表 

错误码宏定义 宏定义值 含义 

SD_NO_ERR  0x00  函数执行成功 

SD_ERR_NO_CARD  0x01  卡没有完全插入到卡座中 

SD_ERR_USER_PARAM  0x02  用户使用 API 函数时，入口参数有错误 

SD_ERR_CARD_PARAM  0x03  卡中参数有错误（与本软件包不兼容） 

SD_ERR_VOL_NOTSUSP  0x04  卡不支持 3.3V 供电 

SD_ERR_OVER_CARDRANGE  0x05  操作超出卡存储器范围 

SD_ERR_UNKNOWN_CARD  0x06  无法识别卡型 

SD_ERR_CMD_RESPTYPE  0x10  命令类型错误 

SD_ERR_CMD_TIMEOUT  0x11  命令响应超时 

SD_ERR_CMD_RESP  0x12  命令响应错误 

SD_ERR_DATA_CRC16  0x20  数据流 CRC16 校验不通过 

SD_ERR_DATA_START_TOK  0x21  读单块或多块时，数据开始令牌不正确 

SD_ERR_DATA_RESP  0x22  写单块或多块时，卡数据响应令牌不正确 

SD_ERR_TIMEOUT_WAIT  0x30  写或擦操作时，发生超时错误 

SD_ERR_TIMEOUT_READ  0x31  读操作超时错误 

SD_ERR_TIMEOUT_WRITE  0x32  写操作超时错误 

SD_ERR_TIMEOUT_ERASE  0x33  擦除操作超时错误 

SD_ERR_TIMEOUT_WAITIDLE  0x34  初始化卡时，等待卡退出空闲状态超时错误 

SD_ERR_WRITE_BLK  0x40  写块数据错误 

SD_ERR_WRITE_BLKNUMS  0x41  
写多块时，想要写入的块与正确写入的块数不

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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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D_ERR_WRITE_PROTECT  0x42  卡外壳的写保护开关打在写保护位置 

SD_ERR_CREATE_SEMSD  0xA0  创建访问卡的信号量失败 

 

三、实验连线： 

将 EP2C35适配板左下角的 JTAG用十芯排线和 USB下载器的接口连接起来。 

四、实验步骤: 

  1、打开 Quartus Ⅱ软件，依次点击菜单栏中“File →Open Project”出现如下对话框，

如图 32.1，在 SD工程文件夹下，选中工程文件 C20_BGA_SD.qpf，再点击“打开”即可； 

 

图 2.1 

2、在主菜单栏中选择“File→Open”出现如下对话框，在此对话框中的文件类型中选择

“Device Design Files(*.tdf；*.vhd；*.vhdl；*.v；*.vlg；*.vh；*.vqm；*.verilog；*.edf；

*.edif；*.edn；*.gdf；*.bdf；*.ptf；*.cmp)”如图 32.2,选中对应的 C20_BGA_SD.bdf文件，

点击“打开”，显示如图 32.3所示。 

 

图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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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 

3、双击图 32.3中的 Nios框，打开 SOPC builder对话框，选中 system generation标签页，如

图 32.4 所示，点击“Run Nios II IDE”，即打开了如图 32.5 所示的 nios II Workspace Launcher

的界面，（如果没有出现此界面，在图 32.5 中选择“File->Switch Workspace”）选择演示文件的文

件夹（这个文件夹与你拷贝光盘文件的路径有关），点击 OK，即打开了如图 32.6所示的 nios II的界

面。 

 

图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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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5 

 

图 2.6 

4、右键选择 32.6图中左边框里的 ALL_TEST，选择右键菜单里 System Library Properties

命令打开工程文件库属性，将“stdout”“stderr”“stdin”设置为“jtag_uart_0”,库属性的

设置如图 32.7所示。 

 
图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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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中 ALL_TEST,并选择右键菜单里里的 build project 命令编译工程文件，编译成功后如图

32.8所示。 

 

图 2.8 

5、在图 32.8界面下，选择 ALL_TEST,在右键菜单里选择“Run as→Nios II Hardware”

开始下载到开发板上，即可在开发板上运行程序了。 

四、实验现象： 

在 NIOS II控制台可看到对当前 SD卡的数据读写。 

五、注意： 

复位按键必须保证信号为高电平，否则 NIOS不能工作，LED就没有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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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箱原理图 

1、 数码管部分原理图与引脚分配 

 
set_location_assignment PIN_103 -to reset 

set_location_assignment PIN_171 -to seg[0] 

set_location_assignment PIN_174 -to seg[1] 

set_location_assignment PIN_176 -to seg[2] 

set_location_assignment PIN_181 -to seg[3] 

set_location_assignment PIN_183 -to seg[4] 

set_location_assignment PIN_185 -to seg[5] 

set_location_assignment PIN_187 -to seg[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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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t_location_assignment PIN_189 -to seg[7] 

set_location_assignment PIN_195 -to seg_dig[0] 

set_location_assignment PIN_197 -to seg_dig[1] 

set_location_assignment PIN_199 -to seg_dig[2] 

 

2、 键盘部分原理图与引脚分配 

 
set_location_assignment PIN_45 -to col[0] 

set_location_assignment PIN_49 -to col[1] 

set_location_assignment PIN_51 -to col[2] 

set_location_assignment PIN_55 -to col[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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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t_location_assignment PIN_57 -to row[0] 

set_location_assignment PIN_64 -to row[2] 

set_location_assignment PIN_68 -to row[3] 

set_location_assignment PIN_70 -to row[1] 

 

3、 实验板复位部分原理图与引脚分配 

 

set_location_assignment PIN_103 -to reset 

4、 蜂鸣器和喇叭部分原理图与引脚分配 

 

set_location_assignment PIN_102 -to beep 

 

5、 交通灯部分原理图与引脚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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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t_location_assignment PIN_173 -to light[0] 

set_location_assignment PIN_175 -to light[1] 

set_location_assignment PIN_177 -to light[2] 

set_location_assignment PIN_182 -to light[3] 

set_location_assignment PIN_184 -to light[4] 

set_location_assignment PIN_186 -to light[5] 

set_location_assignment PIN_188 -to light[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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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t_location_assignment PIN_194 -to light[7] 

set_location_assignment PIN_196 -to light[8] 

set_location_assignment PIN_201 -to light[9] 

set_location_assignment PIN_203 -to light[10] 

set_location_assignment PIN_214 -to light[11] 

 

6、 逻辑电平开关部分原理图与引脚分配 

 

set_location_assignment PIN_72 -to sw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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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t_location_assignment PIN_76 -to sw2 

set_location_assignment PIN_80 -to sw3 

set_location_assignment PIN_82 -to sw4 

set_location_assignment PIN_84 -to sw5 

set_location_assignment PIN_86 -to sw6 

set_location_assignment PIN_88 -to sw7 

set_location_assignment PIN_94 -to sw8 

set_location_assignment PIN_96 -to sw9 

set_location_assignment PIN_100 -to sw10 

 

7、 串口部分原理图与引脚分配 

 

set_location_assignment PIN_87 -to rxd0 



FPGA 实验指导书 

 124 

set_location_assignment PIN_85 -to txd0 

set_location_assignment PIN_95 -to rxd1 

set_location_assignment PIN_93 -to txd1 

 

8、 128x64LCD 部分原理图与引脚分配 

 

set_location_assignment PIN_207 -to db[0] 

set_location_assignment PIN_216 -to db[1] 

set_location_assignment PIN_218 -to db[2] 

set_location_assignment PIN_220 -to db[3] 

set_location_assignment PIN_222 -to db[4] 

set_location_assignment PIN_224 -to db[5] 

set_location_assignment PIN_230 -to db[6] 

set_location_assignment PIN_232 -to db[7] 

set_location_assignment PIN_198 -to db[8] 

set_location_assignment PIN_200 -to db[9] 

set_location_assignment PIN_234 -to db[10] 

set_location_assignment PIN_236 -to db[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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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t_location_assignment PIN_202 -to db[12] 

 

9、 vga 部分原理图与引脚分配 

 

set_location_assignment PIN_78 -to vga_b 

set_location_assignment PIN_73 -to vga_g 

set_location_assignment PIN_83 -to vga_hs 

set_location_assignment PIN_71 -to vga_r 

set_location_assignment PIN_81 -to vga_vs 

 

10、 ps/2 部分原理图与引脚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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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t_location_assignment PIN_99 -to ps2_clk 

set_location_assignment PIN_101 -to ps2_data 

 

11、 sd卡部分原理图与引脚分配 

 

set_location_assignment PIN_69 -to SD_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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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t_location_assignment PIN_63 -to SD_CLK 

set_location_assignment PIN_87 -to rxd_usb 

set_location_assignment PIN_85 -to txd_usb 

set_location_assignment PIN_56 -to SD_MISO 

set_location_assignment PIN_65 -to SD_MOSI 

 

12、 AD转换部分原理图与引脚分配 

 

set_location_assignment PIN_46 -to adc_clk 

set_location_assignment PIN_233 -to test1 

set_location_assignment PIN_43 -to adc_di 

set_location_assignment PIN_39 -to adc_do 

set_location_assignment PIN_37 -to adc_cs 

 

13、 DA转换部分原理图与引脚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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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t_location_assignment PIN_45 -to da0831[0] 

set_location_assignment PIN_49 -to da0831[1] 

set_location_assignment PIN_51 -to da0831[2] 

set_location_assignment PIN_55 -to da0831[3] 

set_location_assignment PIN_57 -to da0831[4] 

set_location_assignment PIN_68 -to da0831[6] 

set_location_assignment PIN_70 -to da0831[7] 

set_location_assignment PIN_64 -to da0831[5] 

 

14、 DS1302 与 DS18B20 部分原理图与引脚分配 

 

set_location_assignment PIN_219 -to ds18b20 

set_location_assignment PIN_103 -to RST_B 

set_location_assignment PIN_44 -to RTC_CL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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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t_location_assignment PIN_41 -to RTC_IO 

set_location_assignment PIN_38 -to RTC_RST 

 

15、 直流电机部分原理图与引脚分配 

 

set_location_assignment PIN_217 -to mc_cou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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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t_location_assignment PIN_233 -to posit 

set_location_assignment PIN_235 -to negt 

 

16、 直流电机转数测量部分原理图与引脚分配 

 

set_location_assignment PIN_217 -to mc_count 

 

17、 步进电机部分原理图与引脚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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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t_location_assignment PIN_221 -to out[0] 

set_location_assignment PIN_223 -to out[1] 

set_location_assignment PIN_226 -to out[2] 

set_location_assignment PIN_231 -to out[3] 

 

18、 核心板 LED 灯、按键、复位键、时钟部分原理图与引脚分配 

 

set_location_assignment PIN_237 -to light[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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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t_location_assignment PIN_238 -to light[1] 

set_location_assignment PIN_239 -to light[2] 

set_location_assignment PIN_240 -to light[3] 

set_location_assignment PIN_4 -to light[4] 

set_location_assignment PIN_5 -to light[5] 

set_location_assignment PIN_6 -to light[6] 

set_location_assignment PIN_9 -to light[7] 

set_location_assignment PIN_9 -to light[7] 

set_location_assignment PIN_CLK3 -to s2 

set_location_assignment PIN_CLK13 -to s3 

set_location_assignment PIN_CLK14 -to s4 

set_location_assignment PIN_CLK15 -to s5 

set_location_assignment PIN_CLK12 -to reset1 

set_location_assignment PIN_CLK9 -to 20M 

set_location_assignment PIN_CLK11 -to 20M 

set_location_assignment PIN_CLK0 -to 50M 

set_location_assignment PIN_CLK2 -to 5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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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P1与 P2 对应接口部分原理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