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采用 Altera MAX 系列实现 CF+ 接口
2014.09.22

AN-492 订阅 反馈

可以使用 Altera® MAX® II、MAX V 和 MAX 10 器件实现 CompactFlash+ (CF+) 接口。 这些器件具
有低成本、低功耗和易上电的特点，因而是存储器件接口应用的理想可编程逻辑器件。

CompactFlash 卡用于在各种数字系统之间存储和传输多种形式的数字信息（数据、音频、图片）
和软件。 CompactFlash 协会引入了 CF+ 这一概念，旨在推进 CompactFlash 卡与闪存以外的 I/O
器件和磁盘数据存储的结合使用。 CF+ 卡是一种外形小巧的卡，其中包括紧凑型闪存卡、磁盘卡
以及市面上的各种 I/O 卡（例如串行卡、以太网卡和无线网卡）。 CF+ 卡包含一个嵌入式控制
器，用于管理数据的存储、检索和纠错以及进行电源管理和时钟控制。 CF+ 可与 PC 卡类型 II 或
类型 III 插槽中的被动适配器一起使用。

当今，许多消费品（如相机、PDA、打印机和笔记本电脑）都有一个可接受 CompactFlash 和 CF+
存储卡的插槽。 除了存储器件，此插槽还可用于连接采用 CF+ 接口的 I/O 器件。

相关链接

• MAX II 设计实例
提供与这篇应用笔记 (AN 492) 对应的 MAX II 设计文件

• MAX 10 设计实例
提供与这篇应用笔记 (AN 492) 对应的 MAX 10 设计文件

• 采用 Altera 器件在便携式系统中实现电源管理
提供有关采用 Altera 器件在便携式系统中实现电源管理的更多信息

• MAX II 器件设计指南
提供有关 MAX II 器件设计指南的更多信息

将 CF+ 接口与 Altera 器件结合使用

CF+ 卡接口由主机通过将 H_ENABLE 信号置位来启用。 当 CompactFlash 卡插入插槽时，两个引脚
(CD_1 [1:0]) 的电平走低，向该接口指示卡已经正确插入。 为了响应此操作，该接口会生成一个
中断信号 H_INT，具体取决于 CD_1 引脚的状态和芯片使能信号 (H_ENABLE)。

每当满足所需的条件时，H_READY 信号也会被置位。 此信号向处理器指示该接口已准备好从处理
器接受数据。 通往 CF+ 卡的 16 位数据总线直接连接到主机。 当主机接收到中断信号时，它会对
该信号进行响应，即，为该接口生成一个确认信号 H_ACK，以指示它已经接收到该中断并且准备
好执行进一步的功能。 此信号起到驱动作用；该接口、主机或处理器以及 CompactFlash 卡的所有
操作都与此信号进行同步。 该接口还会检查是否有 H_RESET 信号；此信号由主机生成，用于指示
所有初始条件均必须复位。 该接口继而向 CompactFlash 卡生成 RESET 信号，以向该卡指示将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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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控制信号复位到其默认条件。 H_RESET 信号可以是硬件生成的，也可以是软件生成的。 软件复
位由 CF+ 卡内的配置选项寄存器的 MSB 指示。 主机生成一个 4 位控制信号 H_CONTROL，以向 CF+
接口指示所需的 CF+ 卡功能。 该接口将 H_CONTROL 信号解码并发出各种控制信号以读取和写入数
据及配置信息。 每一项卡操作都与 H_ACK 信号同步。 在 H_ACK 的正边沿，所支持的 Altera 器件会
检查是否有复位信号，并相应地发出 HOST_ADDRESS、芯片使能 (CE_1)、输出使能 (OE)、写使能
(WE)、REG_1 和 RESET 信号。 其中每一个信号对于上面提到的所有操作都有一个预定义值。 这些
是由 CompactFlash 协会定义的标准协议。

H_IOM 信号在常用存储器模式中保持在低电平，在 I/O 模式中保持在高电平。 常用存储器模式允
许写入和读取 8 位和 16 位数据。 此外，还会从 CF+ 卡配置选项寄存器中的配置寄存器、卡状态
寄存器和引脚更换寄存器读取数据，以及向这些寄存器写入数据。 由主机发出的 4 位宽
H_CONTROL [3:0] 信号用于区分所有这些操作。 CF+ 接口按照 CF+ 规范将 H_CONTROL 解码并向 CF
+ 卡发出控制信号。 控制信号发出之后，16 位数据总线上即会传输数据。 在 I/O 模式中，会检查
软件复位（通过使 CF+ 卡中配置选项寄存器的 MSB 信号的电平走高来生成）。 该接口会执行字
节和字访问操作，具体执行方式与上文详细介绍的存储器模式下的执行方式类似。

图 1: CF+ 接口和 CF+ 器件的不同接口信号

下图显示了用于实现 CF+ 接口的基本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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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号

表 1: CF+ 接口信号

下表列出了 CF+ 卡接口信号。
信号 方向 说明

HOST_ADDRESS [10:0] 输出 这些地址线用于选择以下寄存器： I/O 端口地址
寄存器、存储器映射端口地址寄存器、其配置控
制和状态寄存器。

CE_1 [1:0] 输出 这是一个 2 位有效低电平卡选择信号。

IORD 输出 这是一个由主机接口生成的 I/O 读选通信号，用
于对 CF+ 卡中总线上的 I/O 数据进行门控。

IOWR 输出 这是一个 I/O 写脉冲选通信号，用于为 CF+ 卡中
卡数据总线上的 I/O 数据提供源时钟。

OE 输出 有效低电平输出使能选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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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号 方向 说明

READY 输入 在存储器模式中，当 CF+ 卡准备好接受新的数据
传输操作时，此信号保持在高电平；当 CF+ 卡繁
忙时，此信号保持在低电平。

IREQ 输入 在 I/O 模式操作中，此信号用作中断请求。 它被
选通为低电平。

REG_1 输出 此信号用于区分常用存储器和属性存储器访问。
对于常用存储器，此信号为高电平；对于属性存
储器，此信号为低电平。 在 I/O 模式中，当 I/O
地址在总线上时，此信号应为有效低电平。

WE 输出 用于写入卡配置寄存器的有效低电平信号。

RESET 输出 此信号将 CF+ 卡中的所有寄存器复位或对它们进
行初始化。

CD_1 [1:0] 输入 这是一个 2 位有效低电平卡检测信号。

表 2: 主机接口信号

下表列出了形成主机接口的信号。
信号 方向 说明

H_INT 输出 从接口发往主机、用于指示卡插入的有效低电平
中断信号。

H_READY 输出 从接口发往主机、用于指示 CF+ 已准备好接受新
数据的就绪信号。

H_ENABLE 输入 芯片使能

H_ACK 输入 对该接口发出的中断请求的确认。

H_CONTROL [3:0] 输入 一个用于在 I/O 和存储器读/写操作之间进行选择
的 4 位信号。

H_RESET [1:0] 输入 一个用于硬件和软件复位的 2 位信号。

H_IOM 输入 用于区分存储器模式和 I/O 模式。

实现

可使用 MAX II、MAX V 和 MAX 10 器件实现这些设计。 所提供的设计源代码分别针对 MAX II
(EPM240) 和 MAX 10 (10M08)。 这些设计源代码已进行编译，可以直接编程到 MAX 器件。

对于 MAX II 设计实例，请将主机和 CF+ 接口映射到恰当的 GPIO。 此设计使用了 EPM240 器件
中大约 54% 的 LE，并且使用了 45 个 I/O 引脚。

AN-492
2014.09.22 实现 3

采用 Altera MAX 系列实现 CF+ 接口 Altera 公司

反馈

mailto:FPGAtechdocfeedbackCN@intel.com?subject=%E9%87%87%E7%94%A8%20Altera%20MAX%20%E7%B3%BB%E5%88%97%E5%AE%9E%E7%8E%B0%20CF+%20%E6%8E%A5%E5%8F%A3%20(AN-492%202014.09.22)%20%E7%9A%84%E5%8F%8D%E9%A6%88&body=%E9%9D%9E%E5%B8%B8%E6%84%9F%E8%B0%A2%E6%82%A8%E7%9A%84%E5%8F%8D%E9%A6%88%E3%80%82%E8%AF%B7%E5%9C%A8%E8%AF%84%E8%AE%BA%E4%B8%AD%E6%8C%87%E6%98%8E%E7%9B%B8%E5%85%B3%E7%9A%84%E9%A1%B5%E7%A0%81%E5%92%8C%E6%AE%B5%E8%90%BD%EF%BC%8C%E8%B0%A2%E8%B0%A2%E3%80%82


MAX II 设计实例使用了一个 CF+ 器件，该器件以两种模式工作： 采用 I/O 模式的 PC 卡 ATA 和
采用存储器模式的 PC 卡 ATA。 未考虑第三种可选模式，即真正 IDE 模式。 MAX II 器件作为主
机控制器运行并且充当连接主机和 CF+ 卡的桥梁。

源代码

这些设计实例采用了 Verilog 来实现。

版权声明

适合于 Altera MAX 10 FPGA 的设计实例的提供者为：

Orchid Technologies Engineering and Consulting, Inc.

Maynard, Massachusetts 01754

电话： 978-461-2000

网站： www.orchid-tech.com

电子邮件： info@orchid-tech.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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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文档修订历史

日期 版本 更改内容

2014 年 9 月 2014.09.22 增加了 MAX 10 信息。

2007 年 12 月，V1.0 1.0 初始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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