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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Agilent 3070 测试仪实现 Altera 
CPLD 的在系统编程
应用笔记
本应用笔记介绍了如何使用 Agilent 3070 测试系统来实现 Altera® MAX® II 和 MAX V

器件的快速编程时间，并分别介绍了使用以及未使用 Agilent Technologies 可编程逻

辑器件 (PLD) 在系统编程 (ISP) 软件的 Agilent 3070 测试仪的开发流程。

ISP 是可编程逻辑器件 (PLD) 的主流功能，PLD 编程与板级测试的集成为系统设计师以

及测试工程师提供了显著的成本效益，其中包括更少的预编程器件库存，更低的成本，

减少了由于处理不当而受损的器件，以及工程变更上更大的灵活性。 

通过同时采用 Agilent 3070 测试系统以及其他 ISP 功能器件，Altera 为 MAX II 和

MAX V 器件编程提供了完整的解决方案。 

1 当使用 Agilent 3070 测试仪同时对 MAX II 和 MAX V 器件以及其他系列的器件编程时，

要保证能够使用 Agilent 3070 测试仪对链中所有的器件编程。

本应用手册包含以下几部分内容：

■ 未使用 PLD ISP 软件的 Agilent 3070 测试仪开发流程

■ 使用 PLD ISP 软件的 Agilent 3070 测试仪开发流程

■ 编程时间

■ 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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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未使用 PLD ISP 软件的 Agilent 3070 测试仪开发流程
未使用 PLD ISP 软件的 Agilent 3070 测试仪开发流程
图 1 显示了在未使用 PLD ISP 软件的情况下，当使用 Agilent 3070 测试仪 ( 使用串行

矢量格式 [.svf] 文件 ) 编程器件时，Agilent 要求采用的步骤。

以下章节对图 1 中所显示的步骤作了一一介绍。

图 1. 通过使用 .svf 文件来实现 ISP 的 Agilent 3070 开发流程 ( 未应用 PLD ISP 软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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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1: 创建 PCB 电路板和测试夹具

当使用 ISP 功能时，第一步是要正确地布板以及创建测试夹具。

创建 PCB 电路板

以下建议重点谈及了 PCB 设计中需要注意到的相关问题：

■ 对待TCK信号走线一定要像对待时钟树一样小心仔细。TCK是用于器件的整个JTAG链

的时钟。这些器件在 TCK 信号上边沿触发；因此，必须保护这一信号免受高频噪声

的干扰，同时确保良好的信号完整性。确保信号要符合相应的器件系列数据表中指

定的脉冲上升时间 (tR) 和脉冲下降时间 (tF) 参数。

■ 在 TCK 信号上添加一个下拉电阻。在不同的码型捕获格式 (.pcf) 文件下载之间使用

下拉电阻来保持 TCK 信号为低电平。保持 TCK 信号为低电平是因为 Agilent 3070

驱动器在测试之间进入 “ 高阻 (high-Z)” 状态，并且当应用下一个 .pcf 文件时

Agilent 3070 驱动器暂时驱动为低电平。当 TCK 信号线 “ 浮起 (floats)” 时 , 编

程数据流出错，无法正确地对器件编程。

f 要了解关于.pcf文件下载的详细信息，请参考“步骤2: 创建.svf文件”。 

■ 为测试夹具的针提供 VCC和GND测试接入点(TAP)。操作期间，必须要有足够的TAP

以实现安静的 PCB 操作。太少的 TAP 会导致嘈杂的系统，从而扰乱 JTAG 扫描。

■ 为了减少系统噪声，需要关闭板上振荡器。在编程过程中，板上振荡器必须能够电

关闭。

■ 在编程过程中，通过添加外部电阻来上拉输出端口到已定义的逻辑电平。

1 编程期间，输出引脚处于三态并且被弱内部电阻拉起。然而，Altera 建议通

过使用外部电阻来对需要预定义电平的信号强行达到相应的电平。

f 要了解关于 ISP 板级设计的详细信息，请参考 AN 100: In-System Programmability 
Guidelines。

创建夹具

要得到成功的 ISP，需要通过在测试夹具中采用短线来提供了一个在测试夹具与目标板

之间的干净接口，从而改善 TCK 连接。较长导线会导致系统中的感应噪声，从而扰乱

编程。要保证连接 TCK 的导线长度不要超过一英寸。通过应用 Agilent Fixture 

Consultant 软件来管理测试夹具的布局与创建 ( 请参考 Agilent Board Test Family 
Manual)。 
Altera 公司 2010 年 12 月 使用 Agilent 3070 测试仪实现 Altera CPLD 的在系统编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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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未使用 PLD ISP 软件的 Agilent 3070 测试仪开发流程
步骤 2: 创建 .svf 文件

Quartus® II 软件生成用于一个或者多个器件编程的 .svf 文件。当在同一 MAX II 和

MAX V 器件系列中针对多个器件编程时，Quartus II 软件自动生成一个 .svf 文件来同

时进行多器件编程。因此，所有器件的编程时间会接近 IEEE Std. 1149.1 JTAG 链中

最大的 CPLD 器件的编程时间。

图 2 显示了 File 菜单上用于生成 .svf 文件的 Create JAM, SVF, or ISC File 对话

框。

在创建 .svf 文件之前，先打开 Quartus II 软件中的 Programmer，在编程器中添加链

中所有器件的编程对象文件 (.pof)。每一个 .pof 文件对应一个目标器件。

在 Create JAM, SVF, or ISC File 对话框中 ,TCK frequency 中的值一定要匹配测试过

程中的 TCK 运行频率。如果输入一个不同于测试中使用的频率，那么可能会导致编程

失败或者编程时间过长。

您可以选择是否执行程序操作还是校验一个操作，并且通过打开 Programming 

options，可以对器件进行选择性地校验或者空白检查。 Altera 建议生成含有验证矢

量的 .svf 文件，这样可以保证对编程失败的识别以及使用有限的额外编程时间。您可

以根据板级的扫描链拓扑结构以及需要编程的 Altera 器件来生成需要的 .svf 文件。

.svf 文件生成后，测试工程师可以将生成的 .svf 文件用于测试开发。 

如果对链中的器件进行单独的编程，需要为链中每一个 Altera 器件生成一个独立的

.svf 文件。生成链中单个器件的 .svf 编程文件时，对该器件指定 .pof 文件，对链中

剩余器件，通过 Programmer 的 Add Device 添加，保持 <none> 状态。这样，这些器件

在编程过程中，会被旁路。重复这一过程，直到所有的目标器件都有一个 .svf 文件。

图 2. Create JAM, SVF, or ISC File 对话框
使用 Agilent 3070 测试仪实现 Altera CPLD 的在系统编程 Altera 公司 2010 年 12 月



未使用 PLD ISP 软件的 Agilent 3070 测试仪开发流程 5
步骤 3: .svf 文件到 .pcf 文件的转换

使用 Altera svf2pcf 转换工具可以将 .svf 文件转换成用于 Agilent 3070 测试仪的

.pcf 文件。svf2pcf 转换工具为一个器件链创建多个 .pcf 文件，并且能够指定每个文

件的矢量数。根据数据大小，生成文件所使用的存储器容量会有所不同。

Agilent 3070 数字编译器能够检测矢量的重复码型，优化目录，并对测试仪控制卡上

的 RAM 进行排序，在重载文件前可以应用最大数量的矢量。 根据目标器件的尺寸和密

度，一个编译的 .pcf 文件中的向量数在十万到一百万以上这个范围。

f 请从 Altera 主页上的 Agilent ISP Support 页面上下载 svf2pcf 转换工具。

步骤 4: 创建文件的可执行测试

创建数字测试以实现采用 Agilent 3070 测试仪的器件链编程。请按照下面章节中所介

绍的步骤完成数字测试的创建：

a. 创建目标器件或者扫描链的库 ( 第 5 页 )

b. 运行 Test Consultant( 第 6 页 )

c. 创建数字测试 ( 第 6 页 ) 

d. 创建测试的连线表信息 ( 第 6 页 )

e. 修改测试计划 ( 第 6 页 )

创建目标器件或者扫描链的库

板级的初步程序开发包含一个用于 ISP 边界扫描链接口的 setup-only 节点测试库。该

测试库可以确保 Agilent 3070 测试仪资源保留在测试夹具中以实现目标器件编程。如

果只有一个目标器件上板并且不是分开边界扫描链的一部分，那么就使用引脚库。否

则使用节点库。如果使用引脚库，您必须对每一个器件引脚进行描述。不要在测试库

中包含测试矢量。 

下面的节点实例显示了 setup-only 节点测试库。

!Setup only test for the boundary scan chain 
assign  TCK  to  nodes   "TCK"! Node name for the TCK pin 
assign  TMS  to  nodes   "TMS"! Node name for the TMS pin 
assign  TDI  to  nodes   "TDI"! Node name for the TDI pin 
assign  TDO  to  nodes   "TDO"! Node name for the TDO pin 
inputs  TCK, TMS, TDI 
outputs TDO 
pcf order is TCK, TMS, TDI, TDO! The order is defined by the program 
that 

! generates the PCF files.

1 将Board Consultant中的 TCK和 TMS边界扫描节点标识为 CRITICAL。这一

关键属性可以减少测试夹具中的节点导线长。
Altera 公司 2010 年 12 月 使用 Agilent 3070 测试仪实现 Altera CPLD 的在系统编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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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未使用 PLD ISP 软件的 Agilent 3070 测试仪开发流程
运行 Test Consultant

运行 Test Consultant 来创建用于新板级开发的所有文件。Test Consultant 完成

setup-only 测试库运行后，会生成一个含有正确的夹具布线资源信息的可执行测试 (

不含有矢量 )。 使用这一文件作为模板来创建可执行测试源代码。 

创建数字测试

通过复制可执行模板到需要的程序名，可以创建器件编程所需要的数字测试。例如，

如果 svf2pcf 创建了四个 .pcf 文件，那么复制模板文件到数字目录中的四个可执行测

试 ( 例如 , prog_a, prog_b, prog_c, and prog_d)。 

添加这些测试名到 testorder 文件，使用下面语法将它们标识为 permanent：

test digital "prog_a";  permanent 
test digital "prog_b";  permanent 
test digital "prog_c";  permanent 
test digital "prog_d";  permanent

创建测试的连线表信息

编译可执行测试来创建用于 setup-only 版本测试的对象文件 ( 请参考 “ 修改测试计

划 ”)。运行 Module Pin Assignment 以创建 wirelist 文件中需要的入口。

接下来 , 修改可执行测试以使测试包含目标器件编程所需的矢量。您可以在可执行测

试中使用 include 语句，或者将矢量合并成文件。使用下面的 include 语句的语法

,include 语句必须是可执行测试中的最后语句。

include "pcf1"

.pcf 文件必须位于数字目录中并且必须是一个数字文件。 为保证数字文件位于正确的

目录中，要在 BT- Basic 命令行运行下面命令：

load  digital  "digital/pcf1"  |  re-save

您也可以在命令提示符下使用 chtype命令来验证文件的位置：

chtype  -n6  digital/pcf1

对每一个 .pcf 文件重复这一步骤。

修改测试计划

使用下面语法添加 test 语句到测试计划：

test  "digital/prog_a" ! First program file 
test  "digital/prog_b" ! Second program file 
test  "digital/prog_c" ! Third program file 
test  "digital/prog_d" ! Fourth program file

测试执行顺序要与 .svf 文件分解顺序保持一致。例如，如果 .svf 文件被分解成四个

文件 (pcf1, pcf2, pcf3, 和 pcf4), 那么要按照分解的顺序执行测试 ( 例如 , 

prog_a, prog_b, prog_c, and prog_d)。否则将不能正确地对器件编程。
使用 Agilent 3070 测试仪实现 Altera CPLD 的在系统编程 Altera 公司 2010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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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5: 编译可执行测试

Altera 建议使用 BT-Basic 或者 UNIX shell 的批处理驱动编译。请参考以下 BT-Basic

中的批处理文件代码 ( 假设有四个用于目标器件编程的可执行测试和调试对象代码的

生成）：

compile  "digital/prog_a" ;  debug 
compile  "digital/prog_b" ;  debug 
compile  "digital/prog_c" ;  debug 
compile  "digital/prog_d" ;  debug

在板级目录中保存该文件，以便用于将来的工程变更。请参考相应外壳脚本 (“–D”

选项生成调试信息 )：

dcomp  -D  digital/prog_a 
dcomp  -D  digital/prog_b 
dcomp  -D  digital/prog_c 
dcomp  -D  digital/prog_d

1 编译过程可能会很耗时，这取决于源文件包含的 .pcf 文件矢量数，控制器类型，以及

控制器加载。Altera 建议使用批处理文件来自动编译 ISP 测试。

如果使用包含已定义 Altera 器件的边界扫描链，那么 .pcf 文件矢量应用到 JTAG 接口

后，仅对已定义的 Altera 器件编程。

步骤 6:调试测试

创建可执行测试后，可以对测试系统进行调试。矢量集的应用确保了通过验证器件内

容来对器件正确地编程。编程算法使用 TDO管脚检查器件的比特流。如果有任何的矢

量不匹配期望值，那么测试失败，导致下面其中一种情况的发生：

■ 与所期望的器件 ID 不匹配。如果在第一个测试的开始出现失败，那么这种情况必然

出现。

■ 器件编程失败。

没有必要通过筛选每一个矢量来确定失败的原因。如果器件编程失败，请参照使用下

面的解决方案：

■ 检查测试夹具中的下拉电阻。板级上可能会有用于 TCK 管脚的下拉电阻。如果下拉

电阻过大，TCK 管脚可能会超过器件逻辑低电平的阈值，那么需要相应地调整阻

值。关于输入逻辑电平的规范，请参考相关的器件系列数据手册。

■ 如果TCK管脚上出现一个overpower 错误，需要检查阻值，因为阻值过低会导致系统

测试在较长的时间里不能够回驱动。

■ 确保正确的测试执行顺序。如果不按照顺序执行测试，编程信息将出错。另外，如

果连续两次执行同一个测试，目标器件可能会失序，这样可能会接收不到正确的编

程信息。 
Altera 公司 2010 年 12 月 使用 Agilent 3070 测试仪实现 Altera CPLD 的在系统编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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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保实际矢量要与输入管脚 (TCK,TMS, 和 TDI) 的期望值相匹配。如果不匹配，要

重新编译测试。 

■ 确保测试中的.pcf文件顺序语句要匹配步骤2: 创建.svf文件中生成的.pcf文件代

码的顺序。如果不匹配，改变顺序并重新编译测试。

■ 如果可能的话，通过 Quartus II 软件，ByteBlasterTM II 下载电缆以及用来生成

.svf 文件的 .pof 来验证是否对器件进行了正确地编程。这一操作不适合量产情

况，但在测试开发和调试过程中非常有用。

■ 如果需要分开一个单独的器件，那么要为链中每一个目标 Altera 器件生成单独的

.svf 文件 ( 请参考步骤 2: 创建 .svf 文件 )。当出现验证错误，以及对链中多个

Altera 器件已经编程时，可以采用这一过程。

■ 如果器件编程失败，需要查看边界扫描链定义。确保正确地指定链中每一个器件指

令寄存器的比特数。如果为链中任一器件定义了一个错误的比特数，编程测试将会

失败。

测试正确地运行后，可以用板级批量编程。Altera 建议保存 .pcf 文件和对象代码用于

备份。使用压缩程序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小存储二进制文件的尺寸。 
使用 Agilent 3070 测试仪实现 Altera CPLD 的在系统编程 Altera 公司 2010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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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PLD ISP 软件的 Agilent 3070 测试仪开发流程
使用 Agilent 3070 测试仪和 PLD ISP 软件来对器件编程不同于第 2 页图 1 中所示的步

骤。

图 3 显示了使用 Agilent 3070 测试仪与 Agilent 可选的 PLD ISP 软件的开发流程。

接下来的部分对图 3 中的每一个步骤作了介绍。

图 3. 使用 Agilent PLD ISP 软件的 Agilent 3070 开发流程 ISP

编程成功?

开始

完成

创建一个 
.svf, .jam, 或者 .jbc文件

创建文件的可执行测试

编译可执行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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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编程时间
与 svf2pcf 流程相比较，使用 Agilent PLD ISP 软件进行器件编程的优势在于： 

■ 测试仪对使用.svf文件, Jam™ Standard Test and Programming Language (STAPL) 

Format (.jam) 文件 , 或者直接使用 Jam Byte Code (.jbc) 文件 ( 也就是，不需要

转换成 .pcf 或者 VCL 文件 ) 进行器件编程提供了支持。

■ 用于器件编程的 Agilent 3070 数字测试只是一个文件。

■ 因为器件编程是作为一个测试来执行，所以在TCK和TMS信号线上不需要上拉电阻以

及下拉电阻。

■ 数字测试源文件和编译的目标文件尺寸要比 svf2pcf 解决方案小很多。

■ 由于只执行一个单一数字测试文件，因此对于大的 CPLD 和配置器件来说，执行时间

要更快。

Jam Byte-Code Player

通过使用 Agilent PLD ISP 软件，在测试仪的 Control XTP 卡中实现 Jam Byte-Code 

Player，从而可以使用 Quartus II 软件生成的 .jbc 文件进行器件编程。通过使用 JBC

编译器来编译用于编程的这些文件，测试仪对 .jam 和 .svf 文件也提供了支持。通过

Control XTP 卡上的微控制器执行 Jam Byte-Code Player，实现从算法上应用矢量而

不是执行一系列矢量。 Jam Byte-Code Player 读取器件的编程和擦除器件脉冲宽度寄

存器，并在编程和擦除算法上使用这些值。

编程时间
在 Agilent 3070 测试仪上的编程时间非常一致。唯一的变量是 TCK 频率，它会影响编

程时间，因为编程时间会随着 TCK 时钟速率的变化而变化。时钟速率越快，移位数据

到器件所需要的时间就越少。MAX II 和 MAX V 器件支持高达 18 MHz 的 TCK 时钟速率。

指南
当使用 Agilent 3070 测试仪进行编程时， 请参照下面的指南：

■ 如果使用引脚库描述独立边界扫描链中的目标文件，要特别注意，Altera 不建议将

所有的 ISP 器件 I/O 引脚描述成双向。这种做法使用大量的混合卡通道，当开发测

试时可能会导致夹具溢出错误。

■ 不要在测试库中包含.pcf 文件矢量，请使用一个setup-only 节点库。通过建立一个

含有 .pcf 文件矢量的测试库，来创建一个大的库对象文件，但是会导致缓慢的测

试开发时间。出现这个延迟是因为集成程序生成器根据库对象的整个矢量集来确定

是否由于冲突而注释掉矢量。库对象编译不同于可执行编译。另外，由于大的库对

象文件，集成程序生成器可能会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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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节省时间和磁盘空间，需要生成在编程操作中包含验证的 .svf 文件。这一过程

将验证矢量整合成为一步，最大限度地减少在测试开发过程中的工作量。这种集成

验证可以准确地发现所有的编程错误；因此，在测试序列中添加额外的独立验证是

没有必要的。 

■ 虽然本文档介绍了如何生成一个将矢量应用到器件编程的测试，您也需要边界扫描

描述语言 （BSDL）文件对器件进行功能性测试。要进行边界扫描测试或者功能测

试，需要生成一个 BSDL 文件，用于包含引脚配置信息的目标器件的编程状态 ( 例

如，哪些是输入，输出，或者双向引脚 )。使用 Agilent 3070 边界扫描软件来生成

测试。

f 要了解关于边界测试支持的详细信息，请参考 MAX II 器件手册的 IEEE 1149.1 (JTAG) 
Boundary-Scan Testing for MAX II Devices 章节或者 MAX V 器件手册的 JTAG 
Boundary-Scan Testing for MAX V Devices 章节。

文档修订历史
表 1 列出了本应用笔记的修订历史。

表 1. 文档修订历史

日期 版本 修订内容

2010 年 12 月 1.0 首次发布。
Altera 公司 2010 年 12 月 使用 Agilent 3070 测试仪实现 Altera CPLD 的在系统编程

http://www.altera.com/literature/hb/max2/max2_mii51014.pdf
http://www.altera.com/literature/hb/max2/max2_mii51014.pdf
http://www.altera.com/literature/hb/max-v/mv51008.pdf
http://www.altera.com/literature/hb/max-v/mv51008.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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