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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使用 Altera® MAX® II、MAX V 或 MAX 10 器件来实现 NAND 闪存接口。 所用的设计方案可
以同时采用 Samsung 和 AMD NAND 闪存。

相关链接

• MAX II 设计实例
提供与这篇应用笔记 (AN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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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 对应的 MAX 10 设计文件

• MAX II 器件设计指南
提供有关 MAX II 器件设计指南的信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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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器件的便携系统中的电源管理的信息

采用 Altera 器件实现的 NAND 闪存接口

系统发出的命令以经过编码的形式送达 NAND 闪存接口的输入位置。 所执行的每项操作各以不
同格式编码，并通过 3 位宽控制总线发出。

启用或禁用操作（对于 ALE、CLE、SE 和 WE）借助于启用/禁用信号输入单独完成。 这些命令由
NAND 闪存接口模块（受支持 Altera 器件的模块）正确解码，并转换成输出启用或禁用信号，从
而确保 NAND 闪存按所需的方式运行。

NAND 闪存执行的实际操作由通过 I/O 总线写入到其命令寄存器的命令加以控制。所读取或写入
的数据的地址以及数据本身也通过同一总线发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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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NAND 闪存器件的接口信号

下图显示了主机接口信号以及 NAND 闪存器件接口信号。 后跟 # 的信号在处于低电平时会被置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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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接口信号

下表列出了接口信号。
信号 大小 说明

READ/WRITE# 1 位 来自微处理器、用于区分写入操作和读取操作的输入。

• READ/WRITE# 0：写入操作。
• READ/WRITE# 1：读取操作

RESET 1 位 来自微处理器、用于将 NAND 闪存器件复位的输入。
CONTROL[2:0

]
3 位 3 位控制总线。微处理器将 3 位信息发送到 NAND 闪存接口（所支

持的 Altera 器件）进行适当解码。 相应的接口信号是否启用取决于
EN/DB# 输入的条件。

EN/DB# 1 位 与用来执行所需操作的控制位结合使用的控制位。

• EN/DB# 1：启用这些控制位选择的接口信号
• EN/DB# 0： 禁用这些控制位选择的接口信号。

I/O[7:0] 8 位 用于将数据/命令/地址发送到它们各自在 NAND 闪存器件中的寄存
器的双向 8 位多路复用总线。 从 NAND 闪存器件读取的数据也可
通过这些线路获得。

RY/BY# 1 位 来自 NAND 闪存器件、用于指示器件状态的输出。

• RY/BY# 0：器件仍在忙于执行操作。
• RY/BY# 1：器件已准备好接受下一命令。

2 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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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号 大小 说明

CLE 1 位 处于有效高电平时启用命令锁存。 用于选择器件的命令寄存器或数
据寄存器。 当处于高电平时，I/O 线路上的命令会被锁存到 WE# 上
升沿的命令寄存器中。

注意: 数据寄存器的选择方式是将 CLE 和 ALE 信号设为低电
平。 I/O 线路上的数据会被锁存到 WE# 上升沿的数据寄
存器中。

ALE 1 位 处于有效高电平时启用地址锁存。 用于选择器件的地址寄存器或数
据寄存器。 当处于高电平时，I/O 线路上的数据会被锁存到 WE# 上
升沿的地址寄存器中。 信号处于低电平时会导致设备复位。 对于
整个地址序列，此信号都必须保持高电平。

注意: 数据寄存器的选择方式是将 CLE 和 ALE 信号设为低电
平。 I/O 线路上的数据会被锁存到 WE# 上升沿的数据寄
存器中。

CE# 1 位 处于有效低电平时启用芯片。 用于在器件的活动模式与待机模式间
进行选择。

• CE# 0：选择活动模式。
• CE# 1：如果当前无操作正在执行，则选择待机模式。

如果某项编程或擦除操作正在进行，则会忽略 CE 信号。
WE# 1 位 处于有效低电平时启用写入。 用于将命令/地址/数据发送到它们各

自在器件中的寄存器。 I/O 线路上的信息会被锁存到 WE# 上升沿的
相应寄存器中。

WP# 1 位 处于有效低电平时保护写入。

• WP# 0：器件受到写保护。
• WP# 1：器件不受写保护。

RE# 1 位 处于有效低电平时启用读取。 用于将数据/状态读入/读出器件。 信
息可通过 RE# 上升沿的 I/O 线路获得。

SE# 1 位 处于有效低电平时启用备用区。 仅在使用 AMD 器件时才需要用
到。 对于 Samsung 器件而言是不需要的。

• SE# 0 : 每页上的 16 字节备用区处于启用状态。
• SE# 1 : 备用区处于禁用状态。

操作

所执行的每项操作各以不同格式编码，并通过 3 位宽控制总线发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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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接口依据不同的控制信号组合执行的操作

控制信号 [2:0] EN/DB# 执行的操作

000 — 不论 EN/DB# 上的条件如何，都会启用命令锁存 (CLE = 1)。
001 — 根据 I/O 线路上发送的命令读取数据/状态/器件。
010 — 根据 I/O 线路上发送的命令写入数据/命令/地址。
011 1

0
ALE 被置位（高电平）。

ALE 处于禁用状态（低电平）。

100 1

0
SE# 被置位（低电平）。

SE# 处于禁用状态（高电平）。

注意: 此操作仅适用于 AMD 闪存器件。 此命令根据 EN/DB# 线
路的条件启用/禁用每页上的 16 字节备用区。

101 1

0
WP# 被置位（低电平）。

WP# 处于禁用状态（高电平）。

110 1

0
CE# 被置位（低电平）。

CE# 处于禁用状态（高电平）。

111 1

0
闪存器件的状态通过 RY/BY# 线路发送。

RY/BY# 线路不反映闪存器件的状态。

AMD 和 Samsung NAND 闪存器件的命令

表 3: AMD NAND 闪存器件 (Am30LV0064D) 的命令

下表列出了 AMD NAND 闪存器件 (Am30LV0064D) 支持的各种命令。
操作 周期 1 周期 2 忙时有效 备注

读取数据 00h/01h — 否 —

无间隙读取 02h — 否 以专用高性能模式读出数据，以便允许从多
页读取，同时使第一页的传输仅有 7 μs 的
延迟。

超集命令仅受 AMD NAND 闪存器件支持。

读取备用区 50h — 否 —

读取 ID 90h — 否 —

读取状态 70h — 是 —

4 AMD 和 Samsung NAND 闪存器件的命令
AN-500

2014.09.22

Altera 公司 采用 Altera MAX 系列实现的 NAND 闪存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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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7%9A%84%20NAND%20%E9%97%AA%E5%AD%98%E6%8E%A5%E5%8F%A3%20(AN-5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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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操作 周期 1 周期 2 忙时有效 备注

输入数据 80h — 否 将数据编程到闪存阵列中是一个两步过程，
需要执行两个单独的命令序列。 要编程的数
据必须使用输入数据命令序列加载到数据寄
存器中。 数据加载后，将执行页面编程命令
来将信息从数据寄存器传送到闪存阵列。

页面编程 10h — 否 将数据编程到闪存阵列中是一个两步过程，
需要执行两个单独的命令序列。 要编程的数
据必须使用输入数据命令序列加载到数据寄
存器中。 数据加载后，将执行页面编程命令
来将信息从数据寄存器传送到闪存阵列。

数据块擦除 60h D0h 否 一个包含两个命令的过程。 在第一个命令周
期中，会向器件发出要擦除的数据块的地
址。 在第二个命令周期中，闪存器件在遇到
WE# 信号的上升沿时开始执行擦除操作。

暂停擦除 B0h — 是 允许执行时间紧急任务。 这些任务只能在当
前未在擦除的数据块上执行。

超集命令仅受 AMD NAND 闪存器件支持。

继续擦除 D0h — 否 允许执行时间紧急任务。 这些任务只能在当
前未在擦除的数据块上执行。

超集命令仅受 AMD NAND 闪存器件支持。

复位 FFh — 是 —

闪存器件的编程按页（512 个字节 + 16 字节的备用区）进行，而擦除操作则按数据块（8 K 字节 +
256 个字节）进行。

表 4: Samsung NAND 闪存器件 (K9F4008W0A) 的命令

下表列出了 Samsung NAND 闪存器件 (K9F4008W0A) 支持的各种命令。
操作 周期 1 周期 2 忙时有效 备注

读取数据 00h — 否 —

读取 ID 90h — 否 —

读取状态 70h — 是 —

帧编程 80h 10h 否 帧编程是一个包含两个命令的过程： 加载需
要编程的数据时从帧编程设置命令 (80h) 开
始。 由帧编程确认命令 (10h) 启动编程过
程。

数据块擦除 60h D0h 否 数据块擦除也是一个包含两个命令的过程：
要擦除的数据块的地址使用擦除设置命令
(60h) 进行加载。 当加载擦除确认命令 (D0h)
时，闪存器件会启动内部擦除过程。

AN-500
2014.09.22 AMD 和 Samsung NAND 闪存器件的命令 5

采用 Altera MAX 系列实现的 NAND 闪存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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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7%9A%84%20NAND%20%E9%97%AA%E5%AD%98%E6%8E%A5%E5%8F%A3%20(AN-5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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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操作 周期 1 周期 2 忙时有效 备注

复位 FFh — 是 —

闪存器件的编程按帧（32 个字节）进行，而擦除则按数据块（4 K 字节）进行。 这款器件还支持
部分帧编程。

相关链接

• Spansion NAND 闪存页
提供有关 Spansion NAND 闪存的信息

• Samsung NAND 闪存器件信息
提供有关 Samsung NAND 闪存器件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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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5: NAND 闪存接口设计支持的闪存器件

下表列出了 NAND 闪存接口设计支持的闪存器件。
名称 说明

AMD NAND 闪存器件
(Am30LV0064D)

• 一款 64 Mb 大规模存储器件，适合数据为顺序型且需要快速
写入性能的高密度应用领域。

• 初始页的读取访问用时为 7 μs，后续字节的访问用时不到
50 ns。

Samsung NAND 闪存器件
(K9F4008W0A)

• 一款 512 K × 8 位存储器件，适合不需要高性能水平或较高密
度闪存容量的应用领域。

• 支持 32 字节帧读取操作，执行这种读取操作时随机访问用
时为 15 μs，顺序访问用时为 120 ns。

源代码

这些设计实例是使用 Verilog HDL 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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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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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 978-461-2000

网站： www.orchid-tech.com

电子邮件： info@orchid-tech.com

文档修订历史

表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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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器件信息。

2007 年 12 月 V1.0 初始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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