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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设计实例说明如何为 Altera® MAX® II、MAX V 和 MAX 10 器件实现系统管理总线 (SMBus) 控
制器。

SMBus 作为 I2C 的一种衍生形式，是一种双线式接口；借助这种接口，各个系统组件可以相互通
信。 在任何时刻，都只能有一个器件以这种总线的主器件身份与一个或多个从器件执行事务。

借助 SMBus，可以：

• 使用 SMBus 作为控制总线来执行与系统和电源管理相关的任务
• 去除各条控制线路，因为使用 SMBus 即可与多个设备进行通信

采用这种设置时，可以减少引脚数量，确保设计在未来能够扩展。

相关链接

• MAX II 设计实例
提供与这篇应用笔记 (AN 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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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2) 对应的 MAX 10 设计文件。

• 采用 MAX II CPLD 在便携式系统中实现电源管理
• MAX II CPLD 设计指南

使用 MAX II 器件作为 SMBus 控制器

对具体实现的详细说明基于的是 MAX II 器件。 也可以在 MAX V 和 MAX 10 器件中实现此应用。

可以使用 EPM1270 来实现这种设计。 设计源代码经过编译后会被编程到 MAX II 器件中。 主机接
口端口和 SMBus 线路会被映射到方便的 I/O 引脚。

MAX II 器件是一款低成本、低功耗器件。 SMBus 规范定义了两类电气特性： 低功耗与高功耗。
在 MAX II 器件中实现可确保 SMBus 以低功率运行的 SMBus 控制器在任何低功耗应用领域都是理
想的解决方案。

MAX II 器件在主机（例如，微控制器或微处理器）与 SMBus 之间起到桥接作用。 控制器纳入了
一个主机接口和一个 SMBus 接口，控制信号从前者传送到后者。 所设计的控制器既可用作主器
件，也可用作从器件。

SMBus 控制器位于通用微控制器总线（包含地址、数据和控制信号）与 SMBus 之间。 它将自己
以外设的形式呈现给微控制器，在 SMBus 上则呈现为 SMBus 器件（主器件或从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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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SMBus 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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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Bus 上的数据传输
这种总线上主器件与从器件间的通信包含 START 阶段、从地址阶段、数据传输阶段和 STOP 阶
段。

下面是各个通信阶段的具体流程：

1. 在 START 阶段后，发送从地址。
2. 只有地址与主器件所发送的地址相匹配的从器件才会通过发回确认位加以响应。
3. 完成从器件寻址后，数据传输将逐字节进行。
4. 主器件可以通过生成 STOP 信号来释放总线，从而终止通信。

总线接口逻辑执行以下功能：

• 在主模式与从模式之间切换

• 生成 START/STOP 信号
• 生成数据包错误代码 (PEC)
• 读/写模式
• 错误通知

在本设计实例中纳入了以下特性：

• 通用且简单的微控制器接口

• 主和从操作模式

• 可自动从主模式切换到从模式的仲裁丢失中断机制

• 主模式下的 PEC 生成和验证
• 98.215 KHz 操作
• 主模式和从模式下的时钟低电平扩展

2 SMBus 上的数据传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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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SMBus 数据传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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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Bus 控制器的主机接口使用接口信号和寄存器作为通用接口来与主机通信。

接口信号
SMBus 控制器采用由下表中所示信号组成的异步接口。

表 1: SMBus 控制器的异步接口信号

除了处于有效低电平的 CS 以外，所有信号都处于有效高电平。 当 CS 处于高电平时，除中断请求
(IRQ) 外，所有其他线路都会变为三态。

信号 连接 说明

ADDRESS BUS [8] 输入 用于选择所需寄存器的 μC 地址总线。

DATA BUS [8] 双向 μC 数据总线。

IRQ 输出 中断请求。

BUSY 输出 指示总线是处于空闲状态还是处于忙状态。

CS 输入 芯片选择。

RD 输入 将所选寄存器的数据放入数据总线。

WR 输入 将数据总线上存在的数据写入到所选的寄存器。

RESET 输入 将控制器复位。

寄存器
主机接口包含地址寄存器、数据寄存器和状态寄存器。 每个寄存器都有各自的对应地址。

表 2: 地址寄存器、数据寄存器和状态寄存器

A1 和 A0 是 8 位宽地址总线的最后两位，其中 A0 为最低有效位 (LSB)。 该总线的其他六个位全为
零（如有必要，可加以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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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 A0 所选的寄存器

1 1 地址寄存器

0 0 数据寄存器

1 0 状态寄存器

地址寄存器
地址寄存器是一种 8 位寄存器，用于存储控制器从模块的地址。

表 3: 地址寄存器

可以使用 LSB 来启用或禁用控制器以及作为控制器地址的其余 7 个位。 如果设置了 LSB，则控制
器将处于启用状态。 如果将其清零，则会强制控制器在检测到总线上当前正在发送其地址时不予
响应。

位 名称 说明

7..1 从地址 控制器的地址（在从模式下）

0 启用/禁用 如果设置此位，则启用控制器

数据寄存器
数据寄存器包含要写入到 SMBDAT 线路或要从该线路读取的数据。 该寄存器用于在 SMBDAT 线
路与主机之间传送数据。

表 4: 数据寄存器

位 名称 说明

7..0 数据寄存器 SMBus 数据

状态寄存器
状态寄存器包含正在执行的进程的状态信息。

表 5: 状态寄存器的位

如果控制器生成 STOP 信号，则会将状态寄存器清零。 状态寄存器中只有位 4 至 0 是由主机写入
的。 其余位的值不应由主机更改。 所有寄存器都可供读取和/或写入。

位 名称
说明

设置 清零

7 AM 在从模式下地址匹配时，由 SMBus 控
制器设置

完成要在从模式下执行的操作后，
由 SMBus 控制器清零

6 DTE 如果仅在从模式下数据无法传送，则由
SMBus 控制器设置

在下一项主/从操作前由主机清零

4 地址寄存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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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 名称
说明

设置 清零

5 AL 仲裁丢失 正常操作

4 M/S SMBus 控制器正在以主器件身份工作 SMBus 控制器正在以从器件身份工
作

3 R/W 强制 SMBus 控制器从 SMBDAT 读取数
据

“强制 SMBus 控制器将数据写入到
SMBDAT”

2 PEC “仅在从器件启用了 PEC 时才处于主
模式”

由微控制器清零

1 STOP 生成停止条件 正常操作

0 START 生成开始条件 正常操作

与 SMBus 控制器进行通信
每当主机需要与控制器进行通信时，它都应先读取状态寄存器来确定控制器的当前状态，并在必
要时向该寄存器中执行写入，然后再向其他寄存器中执行写入。

写周期

图 3: 写周期的时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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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文对写周期进行了说明：

1. 将 CS 置低。
2. 将所需寄存器的地址置于地址总线上。
3. 将数据置于数据总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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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周期

图 4: 读周期的时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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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文对读周期进行了说明：

1. 将 CS 置低。
2. 将所需寄存器的地址置于地址总线上。
3. 将 RD 置位以便从数据总线读取数据。

注意: 读/写操作始终会读取/写入整个寄存器。 无法对单个位执行操作。

使用状态寄存器

如果主机希望将控制器配置为主模式，以便在启用了 CRC 校验的情况下执行读取操作，则：

1. 主机会设置状态寄存器的 START、PEC、R/W 和 M/S 位。 将总线上传送的第一个数据字节
（要传送的从器件地址）写入到数据寄存器。

2. 控制器随后会以串行方式输出 SMBDAT 线路上的数据。
3. 控制器收到确认后，控制器会读取一个数据字节并中断主机，主机此时则应从数据寄存器读取
数据。

4. 如果主机当前未从数据寄存器读取数据，控制器将等待大约 32 毫秒，然后设置 IRQ 和
busy_bus 信号。

5. 如果主机希望控制器在读取一个数据字节后生成停止条件，主机会设置状态寄存器中的 STOP
位。 如果设置了 PEC 位，则会在读取两个字节后生成 STOP 位。 如果未设置 PEC 位，则仅读
取一个数据字节后就会生成 STOP 位。

IRQ 信号
如果 IRQ 信号走高，则意味着存在中断请求。 如果出现以下情况，IRQ 会在主写、主读和从模式
下变为高电平。

6 使用状态寄存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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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主写模式下：

• 如果写入到数据寄存器中的数据字节成功发送，则会向主机发出将下一字节写入到数据寄存器
的指示。

• 如果未收到从器件对所发送数据的确认。

• 如果仲裁丢失。

• 在 PEC 设置模式下，如果在设置 STOP 位后 IRQ 依然走高，则会指示接收自从器件的 PEC 与
控制器生成的 PEC 不匹配。

在主读模式下：

1. 如果未收到任何从器件对 SMBDAT 线路上传送的地址的确认。
2. 如果收到从器件发来的一个数据字节，从而向主机发出读取该字节的指示。
3. 如果仲裁丢失。

在从模式下（此控制器不支持在从模式下延长时钟低电平）：

• 如果从主器件接收到的地址与地址寄存器中的数据相匹配。

• 如果完成了在 SMBDAT 线路上读/写一个数据字节的操作，从而向主机发出指示。

BUSY 信号

BUSY 信号指示的情况如下：

• 如果已置位，则 BUSY 信号指示数据正在 SMBDAT 线路上传送。
• 如果 IRQ 已置位且 BUSY 信号处于低电平，则指示当前模式在执行过程中未出现任何错误。
• 如果 BUSY 信号处于低电平时未在执行任何操作，则指示 SMBus 总线上无活动（即 SMBus 处
于空闲状态）。

• 如果 IRQ 与 BUSY 信号一起置位，则指示当前操作失败。

如果出现以下情况，则 BUSY 信号会在主模式和从模式下变为高电平。

在主模式下：

• 尚未收到来自从器件的确认。

• 仲裁丢失。

• 在 IRQ 置位后主机的响应耗时超过 32 微秒（近似值）。
• 在主读模式下收到的 PEC 与控制器计算的 PEC 不相同。

在从模式下：

• 在从写模式下尚未收到确认。

• IRQ 置位后，主机无法在 SMBCLK 线路上的时钟处于低电平期间做出响应。
• 在 SMBus 上检测到 STOP 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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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502
2014.09.22 BUSY 信号 7

在 Altera MAX 系列中实现 SMBus 控制器 Altera 公司

反馈

mailto:FPGAtechdocfeedbackCN@intel.com?subject=%E5%9C%A8%20Altera%20MAX%20%E7%B3%BB%E5%88%97%E4%B8%AD%E5%AE%9E%E7%8E%B0%20SMBus%20%E6%8E%A7%E5%88%B6%E5%99%A8%20(AN-5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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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ynard, Massachusetts 017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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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 版本 更改内容

2014 年 9 月 2014.09.22 • 增加了器件

• 更新了模板

• 重新设计了文档结构

2007 年 12 月 1.0 初始版本

8 文档修订历史
AN-502

2014.09.22

Altera 公司 在 Altera MAX 系列中实现 SMBus 控制器

反馈

http://www.orchid-tech.com/
mailto:%20info@orchid-tech.com
mailto:FPGAtechdocfeedbackCN@intel.com?subject=%E5%9C%A8%20Altera%20MAX%20%E7%B3%BB%E5%88%97%E4%B8%AD%E5%AE%9E%E7%8E%B0%20SMBus%20%E6%8E%A7%E5%88%B6%E5%99%A8%20(AN-5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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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Altera MAX 系列中实现 SMBus 控制器
	使用 MAX II 器件作为 SMBus 控制器
	SMBus 上的数据传输
	主机接口
	接口信号
	寄存器
	地址寄存器
	数据寄存器
	状态寄存器

	与 SMBus 控制器进行通信
	使用状态寄存器
	IRQ 信号
	BUSY 信号


	版权声明
	文档修订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