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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Intel® HLS Compiler专业版最佳实践指南

Intel® HLS Compiler专业版最佳实践指南 提供可用于提高 HLS组件 FPGA面积利用率和性能的
技术和实践。通常，可在验证组件的功能正确后应用这些最佳实践。

本发布中， <quartus_installdir> 是指 Intel Quartus® Prime Design Suite的安装位
置。

默认的 Intel Quartus Prime Design Suite安装位置取决于您的操作系统：

Windows C:\intelFPGA_pro\20.2

Linux /home/<username>/intelFPGA_pro/20.2

有关 Intel HLS Compiler Pro Edition文档库

Intel HLS Compiler Pro Edition文档分为数个部分发布。使用如下表格找到包含您需要的 Intel
HLS Compiler Pro Edition信息发布：

表 1. Intel High Level Synthesis Compiler专业版文档库

标题和说明

发布笔记
提供有关 Intel HLS Compiler的最新信息。

链接

入门指导
通过了解如何初始化编译器环境和查看 Intel HLS Compiler提供的各种设计实例以及教程，启动并运行 Intel HLS
Compiler。

链接

用户指南
提供针对 Intel FPGA产品设计的综合，验证和仿真知识产权（IP）的说明。通读组件的完整开发流程，从创建组件和测试台
到使用 Intel Quartus Prime软件将组件 IP集成到更大的系统中。

链接

参考手册
提供有关 Intel HLS Compiler支持的功能的参考信息。可在 Intel HLS Compiler命令选项，头文件，编译指令
（pragmas），属性，宏，声明和模板库中找到详细信息。

链接

最佳实践指南
提供用于提高 HLS组件的 FPGA面积利用率和性能的技术与实践。尤其是在验证组件的功能正确性后对这些实践的应用。

链接

快速参考
以单张双面的篇幅量提供 Intel HLS Compiler声明和属性的简明摘要。

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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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编码和编译组件的最佳实践

验证组件功能正确后，可能需要提高组件的性能和 FPGA面积的利用率。了解有关组件编码和编译
的最佳实践，以便确定有助于最好优化组件的最佳实践。

优化组件时，请大致按照列出的顺序在以下方面应用最佳实践技术。另外，查看 Intel High Level
Synthesis (HLS) Compiler提供的设计实例和教程以了解如何实现这些技术。

• 接口最佳实现 (第 6页)

通过使用 Intel High Level Synthesis Compiler，您的组件可以有多种接口：从基本线路到
Avalon Streaming和 Avalon Memory-Mapped Master接口。反复查看接口最佳实践有助
于为组件选择并配置正确的接口。

• 循环的最佳实践 (第 20页)

Intel High Level Synthesis Compiler通过流水线方式进行循环以提高吞吐量。反复查阅这
些循环的最佳实践可了解优化循环的技术从而促进组件性能提高。

• 存储器体系结构最佳实践 (第 30页)

通过使该体系结构适应组件中的存储器访问码型， Intel High Level Synthesis Compiler可
推断出组件中有效的存储器体系结构（如，存储器宽度，bank和端口的数量）。查看存储器体
系结构最佳实践从而了解如何从编译器中获得组件的最佳存储器体系结构。.

• 任务系统的最佳实践

在组件中使用 HLS任务的系统，会使能多种可实现的设计结构，包括并行执行多个循环以及共
享昂贵的计算块。

• 数据类型最佳实践 (第 46页)

组件中的数据类型，及其可能进行的变换或转换会极大影响组件的性能和 FPGA面积的使用。
反复查看数据类型最佳实践获得以最佳方式控制组件中数据类型大小和变换的技巧和指导。

• 替代算法

Intel High Level Synthesis Compiler使您能够快速编译组件，以初步深入了解组件的性能
和面积利用率。利用该速度优势尝试较大的算法更改，以了解这些改变如何影响您组件的性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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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接口最佳实现

通过使用 Intel High Level Synthesis Compiler，您的组件可以有多种接口：从基本线路到
Avalon Streaming和 Avalon Memory-Mapped Master接口。反复查看接口最佳实践有助于为
组件选择并配置正确的接口。

Intel HLS Compiler Pro Edition支持的每种接口类型都有不同用处。但是组件周围的系统可能会
限制您的选择。在确定组件的最佳接口时，请牢记您的要求。

演示接口最佳实践

随 Intel HLS Compiler Pro Edition提供的教程可说明重要的 Intel HLS Compiler概念并演示
良好的编码实践。

反复查看以下教程了解各种接口以及适用于您设计的最佳实践：

教程 说明

可在您 Intel Quartus Prime系统的如下位置找到这些教程：

<quartus_installdir>/hls/examples/tutorials

interfaces/ overview 演示选择不同组件接口，即使组件算法保持相同，也会影响结果质量
（QoR）。

best_practices/ const_global 演示使用符合 const的全局变量改善性能和资源利用率。还演示了
访问全局变量时创建的接口类型。

best_practices/ parameter_aliasing 演示在组件自变量中使用__restrict关键字

best_practices/ lsu_control 演示控制例化用于可变延迟 Avalon® Memory Mapped Master接
口 LSU类型的作用。

interfaces/ explicit_streams_buffer 演示如何使用组件和 testbench中的显式 stream_in和
stream_out接口。

interfaces/ explicit_streams_packets_empty 演示如何使用 usesPackets，usesEmpty，和
firstSymbolInHighOrderBits流模板参数。

interfaces/
explicit_streams_packets_ready_valid

演示如何使用 usesPackets，usesValid和 usesReady流模
板参数。

interfaces/ mm_master_testbench_operators 演示如何在 Avalon Memory Mapped (MM) Master
(mm_master级) 接口各个标记处调用组件。

interfaces/ mm_slaves 演示如何创建 Avalon-MM Slave接口（从寄存器和从存储器）。

interfaces/ mm_slaves_csr_volatile 演示使用 volatile关键字允许在组件运行的同时对从存储器访问
的作用。

interfaces/ mm_slaves_double_buffering 演示使用 hls_readwrite_mode宏控制存储器如何访问从存储器
的作用

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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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程 说明

interfaces/ multiple_stream_call_sites 演示使用多个流调用站点的权衡。

interfaces/ pointer_mm_master 演示如何创建 Avalon-MM Master从接口和控制其参数。

interfaces/ stable_arguments 演示如何使用为更改自变量的 stable属性提高资源利用率。

相关链接

• Avalon存储器映射接口规范

• Avalon Streaming接口规范

3.1. 为组件选择适合的接口

不同的组件接口，即便不改变组件的算法，都会影响组件的结果质量（QoR）。在选择组件与设计
其余部分之间的接口之前，请先考虑不同接口的作用。

组件的最佳接口可能不会立即出现，因此需要尝试对组件使用不同接口以实现最佳 QoR值。利用
Intel HLS Compiler Pro Edition提供的快速组件编译时间和生成的 High Level Design报告来
确定能为您的组件提供最佳 QoR的接口。

本小节使用向量加法实例说明在保持算法相同的情况下，更改组件接口的影响。本实例由两个输入
向量，向量 a和向量 b，并将结果存储到向量 c。该向量的长度为 N （可能非常大）。

核心算法如下：

 #pragma unroll 8 for (int i = 0; i < N; ++i) { c[i] = a[i] + b[i]; }

如果无循环依存关系，则 Intel HLS Compiler Pro Edition通过对循环的流水线处理来提取该算法
的并行度。此外，通过展开循环（8倍），可提取更多的平行度。

理想状态下，生成的组件中延迟为 N/8个周期。在如下小节的实例中，N使用值 1024，因而理想
延迟为 128个周期（1024/8）。

如下小节呈现本实例使用不同接口的各个类型。查看在这些小节了解不同接口对组件 QoR的影响。

通过查看 <quartus_installdir>/hls/examples/tutorials/interfaces/
overview中的教程，以您自己的方式运行该实例的其他类型。

3.1.1. 指针接口

软件开发人员习惯针对 CPU写代码，且首先尝试通过声明向量 a，b和 c作为获得组件传入传出数
据的指针来写码该算法。这样使用指针将导致三个输入变量共享单个 Avalon Memory-Mapped
(MM) Master接口。

默认设置下组件中的指针作为 Avalon Memory Mapped（ Avalon -MM）主接口实现。有关指针
参数接口的更多详细信息，请参阅 Intel High Level Synthesis Compiler专业版参考手册中的
Intel HLS Compiler 默认接口。

使用指针接口的向量加法组件实例，写码如下：

component void vector_add(int* a, int* b, int* c, int N) {
                  #pragma unroll 8 for (int i = 0; i < N; ++i) { c[i] = a[i] + 
b[i];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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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图显示编译该实例时 Graph Viewer中生成的 Function View。由于循环 8倍展开，因此该图显
示 vector_add.B2有 8个负载用于向量 a，8个负载用于向量 b，8个存储用于向量 c。此外，
因为所有负载和存储都在同一存储器上进行，会导致存储器访问率低下。

图 1. 使用 Pointer接口的 vector_add组件的 Graph Viewer Function View

如下 Loop Analysis报告显示该组件的循环启动间隔（II）高于预期。II高是因为向量 a，b和 c
均通过同一 Avalon-MM Master接口访问。而 Intel HLS Compiler Pro Edition使用可停转仲裁
逻辑来安排这些访问的时间，从而导致低性能和 FPGA面积占用率高。

此外，编译器无法假设循环迭代之间不存在数据依存关系，因为可能存在指针别名。编译器无法确
定向量 a，b和 c不重叠。如果存在数据依存关系，则 Intel HLS Compiler无法有效通过流水线
运行循环迭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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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 Intel Quartus Prime编译流程编译 Intel Arria® 10器件组件得到如下 QoR指标，包括高
ALM使用率，高延迟，高 II和低 fMAX。所有这些都是不希望出现的组件属性。

表 2. 组件使用指针接口的QoR Metrics1

QoR Metric Value

ALMs 15593.5

DSPs 0

RAMs 30

fMAX (MHz)2 298.6

Latency（周期） 24071

Initiation Interval (II) （周期） ~508

1用于计算 QoR指标的编译流程采用 Intel Quartus Prime Pro Edition 17.1。

2 fMAX的大小由计算单个 seed得出。

3.1.2.  Avalon 存储器映射主接口

默认情况下，组件中的指针通过默认设置实现为 Avalon Memory Mapped ( Avalon MM)主接
口。可配置 Avalon MM主接口减轻默认设置下的低性能。

可配置 ihc::mm_master类向量加法组件实现的 Avalon MM主接口，如下：

component void vector_add(
  ihc::mm_master<int, ihc::aspace<1>, ihc::dwidth<8*8*sizeof(int)>, 
                 ihc::align<8*sizeof(int)> >& a,
  ihc::mm_master<int, ihc::aspace<2>, ihc::dwidth<8*8*sizeof(int)>, 
                 ihc::align<8*sizeof(int)> >& b,
  ihc::mm_master<int, ihc::aspace<3>, ihc::dwidth<8*8*sizeof(int)>, 
                 ihc::align<8*sizeof(int)> >& c,
  int N) {
  #pragma unroll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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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r (int i = 0; i < N; ++i) {
      c[i] = a[i] + b[i];
  }
}

用于向量 a，向量 b和向量 c的存储器接口的特定属性如下：

• 每个向量按照 ihc::aspace属性被分配到各个地址空间，且每个向量接收到一个单独的
Avalon MM主接口。

随着向量被分配到不同物理接口，可并行访问各个向量，且不会相互干扰，从而不需要存储器
仲裁。

• 向量的接口宽度可通过 ihc::dwidth属性进行调整。

• 向量的接口对齐方式可通过 ihc::align属性进行调整。

下图显示配置该设计时 Graph Viewer中生成的 Function 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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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使用 Avalon MM主接口的 vector_add组件的 Graph Viewer Function View

该图显示 vector_add.B2有两个负载和一个存储。指针接口 (第 7页)中代码实例默认 Avalon
MM Master设置使用的是 16个负载和 8个存储。

扩展向量接口的宽度和对齐方式后，原始指针接口加载和存储合并为用于每个向量 a和向量 b，以
及向量 c的宽存储。

而且，存储器无关停，因为本实例中的加载和存储访问单独的存储器。

通过 Intel Quartus Prime编译流程编译 Intel Arria 10器件组件得到如下 QoR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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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Avalon MM主接口的QoR指标比较 1

QoR指标 指针 Avalon MM Master

ALMs 15593.5 643

DSPs 0 0

RAMs 30 0

fMAX (MHz)2 298.6 472.37

Latency (周期) 24071 142

Initiation Interval (II) (周期) ~508 1

1用于计算 QoR指标的编译流程采用 Intel Quartus Prime Pro Edition 17.1。

2 fMAX的大小由计算单个 seed得出。

将组件接口从指针接口改为指定的 Avalon MM Master接口提高了 QoR指标。从而延迟接近于理
想延迟值 128，并且循环启动间隔（II）为 1。

重要: 从指针接口改为指定 Avalon MM Master接口需要系统具有预期宽度的三个独立存储器。初始指针
实现仅需要一个 64-bit宽数据总线的系统存储器。如果系统无法提供所需的存储器，则不能使用此
优化。

3.1.3.  Avalon 存储器映射从接口

根据您的组件， 有时可使用 Avalon Memory Mapped ( Avalon MM)从接口优化组件的存储器结
构。

分配从存储器时，必须定义其大小。定义大小会限制组件可处理的 N值大小。本实例中，RAM为
1024个字。RAM的大小代表 N最多有 1024个字。

可使用 Avalon MM MM从接口写码向量加法组件实例，如下：

component void vector_add(
     hls_avalon_slave_memory_argument(1024*sizeof(int)) int* a,
     hls_avalon_slave_memory_argument(1024*sizeof(int)) int* b,
     hls_avalon_slave_memory_argument(1024*sizeof(int)) int* c,
     int N) {
  #pragma unroll 8
  for (int i = 0; i < N; ++i) {
    c[i] = a[i] + b[i];
  }
}

以下图示显示编译该实例时 Graph Viewer中生成的 Function View。

3. 接口最佳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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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使用 Avalon MM从接口的 vector_add组件的 Graph Viewer Function View

通过 Intel Quartus Prime编译流程编译 Intel Arria 10器件组件得到如下 QoR指标：

表 4. Avalon MM Slave从接口的QoR指标比较 1

QoR指标 指针 Avalon MM主接口 Avalon MM从接口

ALMs 15593.5 643 490.5

DSPs 0 0 0

RAMs 30 0 48

fMAX (MHz)2 298.6 472.37 498.26

Latency (周期) 24071 142 139

Initiation Interval (II) (周期) ~508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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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用于计算 QoR指标的编译流程采用 Intel Quartus Prime Pro Edition 17.1。

2 fMAX的大小由计算单个 seed得出。

QoR指标显示，经过将存储器所有权从系统改为组件后，组件使用的 ALM数量减少，延迟缩短。
组件的 fMAX也已增加。 组件使用的 RAM块数量更多，因为使用的不是系统而是组件中的存储器。
系统中 RAM的总使用量（未显示） 应该并未增加，由于 RAM的使用从系统换成 FPGA RAM块。

3.1.4.  Avalon 流接口

Avalon Streaming ( Avalon ST) 接口支持数据单向流动，且一般用于驱动高带宽和低延迟的组
件。

可使用 Avalon ST接口写码向量加法实例，如下：

struct int_v8 {
  int data[8];
};
component void vector_add(
    ihc::stream_in<int_v8>&  a,
    ihc::stream_in<int_v8>&  b,
    ihc::stream_out<int_v8>& c,
    int N) {
  for (int j = 0; j < (N/8); ++j) {
    int_v8 av = a.read(); 
    int_v8 bv = b.read(); 
    int_v8 cv; 
    #pragma unroll 8
    for (int i = 0; i < 8; ++i) {
      cv.data[i] = av.data[i] + bv.data[i];
    }
    c.write(cv);
  }
}

Avalon STST接口有一个数据总线，以及用于握手的就绪和忙碌信号。struct旨在打包 8个整
数，以便每次 8个操作符并行出现，从而与其他接口的实例进行比较。同样，循环计数是 8的倍
数。

以下图示显示编译该实例时 Graph Viewer中生成的 Function View。

3. 接口最佳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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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使用 Avalon ST接口的 vector_add组件的 Graph Viewer Function View

与其他版本组件实例的主要不同在于其没有存储器。

可从上有源和下游输出关停流接口。由于该接口可关停，则循环启动间隔（II）大约为 1（并非精确
的 1）。如果组件未接收到任何来自上游的气泡（数据流中的间隙）或来自下游的关停信号，则组件
达到所需 II的值 1。

如果您知道流接口永不关停，则可利用 usesReady和 usesValid流参数进一步优化该组件。

通过 Intel Quartus Prime编译流程编译 Intel Arria 10器件组件得到如下 QoR指标：

3. 接口最佳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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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Avalon ST接口的QoR指标比较 1

QoR指标 指针 Avalon MM主接口 Avalon MM从接口 Avalon ST

ALMs 15593.5 643 490.5 314.5

DSPs 0 0 0 0

RAMs 30 0 48 0

fMAX (MHz)2 298.6 472.37 498.26 389.71

Latency (周期) 24071 142 139 134

Initiation Interval (II) (周期) ~508 1 1 1

1用于计算 QoR指标的编译流程采用 Intel Quartus Prime Pro Edition 17.1。

2 fMAX的大小由计算单个 seed得出。

将 vector_add组件移动到 Avalon ST接口，进一步提高 ALM使用率，RAM使用率和组件延
迟。如果接口中无关停，则为最佳组件 II。

3.1.5. Pass-by-Value接口

对习惯于针对 CPU编写代码的软件开发人员而言，按值传递数组中的每个元素可能并不直观，因为
这样通常会导致许多函数调用或大型参数。然而，对于以 FPGA为目标的代码，按值传递数组元素
可使 FPGA上的硬件更小，更简单。

可对向量加法实例编写代码以按值传递向量数组元素，如下所示。使用 struct来按值传递整个数
组（包含 8个数据元素）。

struct int_v8 {
  int data[8];
};
component int_v8 vector_add(
    int_v8 a,
    int_v8 b) {
  int_v8 c; 
  #pragma unroll 8
  for (int i = 0; i < 8; ++i) {
    c.data[i] =   a.data[i]  
                + b.data[i];
  }
  return c;
}

该组件仅采用和处理向量 a和向量 b的 8个元素，并返回向量 c的 8个元素。要计算实例的 1024
元素，则需要调用该组件 128次（1024/8）。在此前的实例中，组件包含流水线化的循环，再此
该组件被多次调用，且每次调用都被流水线化。

以下图示显示编译该实例时 Graph Viewer中生成的 Function View。.

3. 接口最佳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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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使用 Pass-By-Value接口的 vector_add组件的 Graph Viewer Function View

该组件的延迟为 1，且其具有的循环启动间隔(II)为 1。

通过 Intel Quartus Prime编译流程编译 Intel Arria 10器件得到如下 QoR指标：

表 6. Pass-by-Value接口的QoR指标 1

QoR指标 指针 Avalon MM主接口 Avalon MM从接口 Avalon ST Pass-by-Value

ALMs 15593.5 643 490.5 314.5 130

DSPs 0 0 0 0 0

RAMs 30 0 48 0 0

fMAX (MHz)2 298.6 472.37 498.26 389.71 581.06

Latency (cycles) 24071 142 139 134 128

Initiation Interval (II) (cycles) ~508 1 1 1 1

1用于计算 QoR指标的编译流程采用 Intel Quartus Prime Pro Edition 17.1。

2 fMAX的大小由计算单个 seed得出。

3. 接口最佳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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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pass-by-value接口的 vector_add组件的 QoR指标显示使用较少 ALM， 更高组件
fMAX，与延迟和 II的优化值。该情况下，II与组件调用间隔相同。可每个时钟周期启动一次新的组
件调用。启动间隔为 1时，在 128个周期中处理 128次组件调用，因此总延迟为 128。

3.2. 可变延迟MM主接口的 LSU控制

控制 Intel HLS Compiler Pro Edition使用的 load-store units（LSU）类型，以与可变延迟
Memory Mapped (MM) Master接口互动，有助于节省设计中的面积。您还可能遇到禁用加载/存
储与其他加载/存储操作静态合并的情况，以有益于设计性能。

查看以下教程，了解有关控制 LSU的信息： <quartus_installdir>/hls/examples/
tutorials/best_practices/lsu_control.

要想知道是否需要 LSU控制，可查看组件的 High-Level Design Reports，尤其是 Function
Memory Viewer，以查看 Intel HLS Compiler Pro Edition推断的存储器访问码型（及其相关
LSU）是否符合预期的存储器访问码型。如果不符合，则请考虑控制 LSU类型，LSU合并，或两者
兼顾。

控制创建的 LSU类型

Intel HLS Compiler Pro Edition创建突发合并型 LSU或流水线型 LSU。

通常， 当希望 LSU处理连续存储器字的多个加载/存储请求时，请用突发合并 LSU。突发合并 LSU
会尝试将请求“动态合并”为较大突发，以便更加有效地利用存储器带宽。

流水线化 LSU显著减少占用 FPGA面积，且无需合并即可单独处理加载/存储请求。当您的设计空
间有限或对无需连续访问可变延迟MM Master接口时，该处理很有用。

如下代码实例显示针对可变延迟MM Master接口实现的两种 LSU：

component void
                  dut(mm_master<int, dwidth<128>, awidth<32>, aspace<4>,
                  latency<0>> &Buff1, mm_master<int, dwidth<32>,
                  awidth<32>, aspace<5>, latency<0>> &Buff2) { int
                  Temp[SIZE]; using pipelined = lsu<style<PIPELINED>>; using
                  burst_coalesced = lsu<style<BURST_COALESCED>>; for (int i = 0;
                  i<SIZE; i++) { Temp[i] = burst_coalesced::load(&Buff1[i]); //
                  Burst-Coalesced LSU } 
 for (int i = 0; i<SIZE; i++) {
                    pipelined::store(&Buff2[i], 2*Temp[i]); // Pipelined LSU } }

禁用静态合并

静态合并通常都可获益，因为通过将多个加载/存储操作静态合并为更宽的加载/存储操作可减少设
计中 LSU的总数

但也存在静态合并导致的访问未对齐，而您可能并不希望出现这种情况。此外还会出现您打算一次
仅运行其中一部分，但多个加载/存储被合并的情形。该情况下，请考虑禁用您不希望合并的加载/
存储操作的静态合并。

如下代码实例中， Intel HLS Compiler不会将两个加载操作静态合并为一个宽加载操作：

component int
                  dut(mm_master<int, dwidth<256>, awidth<32>, aspace<1>,
                  latency<0>> &Buff1, int i, bool Cond1, bool Cond2) { using
                  no_coalescing = lsu<style<PIPELINED>, 
static_coalescing<false>>;

3. 接口最佳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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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t Val = 0; if (Cond1) { Val = 
no_coalescing::load(&Buff1[i]); } if (Cond2) {
                  Val = no_coalescing::load(&Buff1[i + 1]); } return Val; } 

如果合并这两个加载操作，则会创建一个不对齐的 LSU，从而损害组件的吞吐量。

相关链接

Avalon Memory-Mapped Master接口和加载-存储-单元（Load-Store Units）

3.3. 避免指针混淆

尽可能在指针类型上添加一个 restrict类型限定符。使用具有 restrict类型限定的指针，可防止
Intel HLS Compiler Pro Edition 在非冲突读写操作之间创建不必要的存储器依存关系。

restrict类型限定符为__restrict.

假设一个循环，其中每次迭代都从一个数组读取数据，然后将数据写入同一物理存储器的另一数
组。在不对这些指针自变量添加 restrict类型限定符的情况下，编译器一定假定这两个数组重叠。
因此，编译器必须保持对两个数组的存储器访问原始顺序，进而导致较差的循环优化，甚至无法对
包含存储器访问的循环进行流水线处理。

还可将 restrict类型限定符和 Avalon 存储器映射（MM）主接口一起使用

更多详细信息，请在以下位置查看参数别名教程：

<quartus_installdir>/hls/examples/tutorials/best_practices/parameter_aliasing

3. 接口最佳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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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循环的最佳实践

Intel High Level Synthesis Compiler通过流水线方式进行循环以提高吞吐量。反复查阅这些循
环的最佳实践可了解优化循环的技术从而促进组件性能提高。

Intel HLS Compiler Pro Edition会让您了解是否存在依存关系（dependencies）阻止其优化循
环。尝试消除代码中的这些依存关系以优化组件性能。使用可用的循环编译指令为编译器提供其他
指导。

首先，请尝试以下方法：

• 可并行执行这些相邻循环体中的指令时，请手动熔断这些相邻循环体。这些熔断的循环可以流
水线方式而非顺序执行。流水线可降低组件延迟并减少组件使用的 FPGA面积。

• 使用#pragma loop_coalesce指令让编译器尝试折叠嵌套循环。结合循环可减少组件中
的延迟以及减少嵌套循环所需的 FPGA面积开销。

• 如果您有可并行的两个循环，就可考虑使用任务系统。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任务系统 (第
42页)。

演示循环最佳实践的教程

随 Intel HLS Compiler Pro Edition提供的教程可说明重要的 Intel HLS Compiler概念并演示
良好的编码实践。

查看以下教程了解可能适用于您设计的最佳循环实践：

教程 说明

可在您 Intel Quartus Prime系统中的如下位置找到这些教程：

<quartus_installdir>/hls/examples/tutorials

best_practices/
divergent_loops

演示有关使用发散式循环的设计的源极优化

best_practices/ loop_coalesce 演示在嵌套循环上使用 loop_coalesce编译指令后的性能和资源利用率提高。

best_practices/ loop_fusion 演示循环熔断后的延迟性和资源利用率提高。

best_practices/
loop_memory_dependency

演示使用 ivdep编译指令切断循环附带的依存关系。

loop_controls/ max_interleavin 演示在符合如下条件的循环中降低面积使用率：

• 循环中有一个 II > 1
• 该循环包含于流水线式循环中

• 该循环串行运行于流水线式循环的调用中。

best_practices/
optimize_ii_using_hls_registe
r

演示如何使用 hls_register属性减少循环 II，以及如何使用
hls_max_concurrency提高组件吞吐量

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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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程 说明

best_practices/
parallelize_array_operation

演示如何通过更正循环中数组上执行操作时出现的瓶颈来提高 fMAX。

best_practices/
relax_reduction_dependency

演示减少包含浮点计算器的循环中的 II，或减少其他无法在单个时钟周期中以高速进行计算的
操作。

best_practices/
remove_loop_carried_dependenc
y

演示如何通过删除对嵌套循环中同一变量的访问来提高循环的性能。

best_practices/
resource_sharing_filter

演示 32抽头有限脉冲响应（FIR）滤波器设计的版本如下：
• 针对吞吐量优化的实例

• 针对面积优化的实例

best_practices/
triangular_loop

演示对带有依存关系的三角循环码型进行说明的方法。

4.1. 在循环中调用硬件以重复使用

循环是重复使用硬件的有用方法。如果您的组件函数调用另一函数，则被调用的函数将作为顶层组
件。多次调用某函数会导致硬件重复。

例如，以下代码实例会导致组件 myComponent中的函数 foo有多个硬件副本，因为函数 foo为
内联函数：

int foo(int a) { return 4 + sqrt(a) / } component void myComponent()
                { ... int x = x += foo(0); x += foo(1); x += foo(2); ... }

如果将函数 foo至于循环中，则用于 foo的硬件在每次函数调用时被重复使用。函数仍为内联，
但仅内联一次。

component void
                myComponent() { ... int x = 0; #pragma unroll 1 for (int i = 0; 
i < 3; i++) { x
                += foo(i); } ... }

如果您需要向可重复使用函数传递与循环归纳变量 i无关的其他值，则还可使用 switch/case
块：

component void myComponent() { ... int x = 0; #pragma unroll 1 for (int i = 0; 
i < 3; i++) { int val = 0; switch(i) { case 0: val = 3; break; case 1: val = 6; 
break; case 2: val = 1; break; } x += foo(val); } ... } H

可参阅 <quartus_installdir>/hls/examples/tutorials/best_practices/
resource_sharing_filter中的资源共享教程了解有关重复使用硬件以及最小化内联的更多
信息。

4.2. 并行化循环

使用 FPGA替代微处理器的其中一个主要好处是 FPGA使用的是立体计算结构。因而设计可使用其
他硬件资源换取较低延迟。

可利用空间计算结构，通过同时执行循环的多次迭代加速循环。要同时执行一个循环的多个迭代，
请尽可能展开循环并构建您自己的循环，以最小化循环迭代之间的依存关系，并可在一个时钟周期
内解决。

4. 循环的最佳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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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实践说明如何将同一循环中的不同迭代并行化。如果要并行化两个不循环，请考虑使用任务系
统。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任务系统 (第 42页)。

4.2.1. 流水线循环

流水线是一种并行形式，其中循环的多个迭代如同组装线一样并发执行。

以如下具有 3个阶段 3次迭代的基础循环为例。其中一个循环阶段被定义为一个时钟周期内循环中
发生的操作。

图 6. 具有 3个阶段和 3次迭代的基础循环

如果该循环的每个阶段需要一个时钟周期来执行，则该循环的延迟为 9个周期。

下图显示图 6 (第 22页)中循环的流水线。

图 7. 具有 3个阶段和 4次迭代的流水线式循环

流水线式循环中因 3次迭代而有 5个时钟周期的延迟（4次迭代为 6个时钟周期），但无面积均
衡。第 2个时钟周期期间，流水线式循环的 Stage 1正在处理迭代 2，Stage 2正在处理迭代 1，
且 Stage 3为无效。

该循环的流水线循环初始化间隔为 1。II等于 1说明 开始每个连续的循环迭代之间存在一个时钟周
期的延迟。

Intel HLS Compiler Pro Edition尝试以默认方式进行流水线循环，且循环流水线与循环展开由不
同常量迭代计数约束。

并非所有循环都可以如图 7 (第 22页)中的循环一样流水线化，尤其是循环中的迭代依赖之前迭代
中算得的值。

4. 循环的最佳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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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考虑是否循环的 Stage 1依赖于之前循环迭代的 Stage 3期间计算得到的值。该情况下，第
二次（橙色）迭代要等到第一次（蓝色）迭代达到 Stage 3才能开始执行。这种依赖关系称为
loop-carried dependency（循环携带依赖）。

本实例中，循环将以 II=3流水线化。但由于 II与循环迭代中延迟相同，因此实际上该循环根本不
会对循环进行流水线处理。可使用如下公式估算循环的总体延迟：

latencyloop = iterations − 1 * II + latencybody

其中latencyloop是循环执行的周期数，而latencybody是单循环迭代执行的周期数。

Intel HLS Compiler Pro Edition支持无需展开内部循环的嵌套循流水线化。在计算嵌套循环的延
迟时，请递归应用该公式。此递归意味着在 II>1时，对内部循环造成的问题比对外部循环更加严
重。因此，即使算法的外部循环中 II>1，算法仍能在内部循环中 II=1的情况下很好地执行大部分
工作。

4.2.2. Unroll Loop（展开循环）

展开循环后，循环的每个迭代都会在硬件中被复制，并且如果是独立迭代，则将同时执行。展开循
环以增加 FPGA中的使用面积来减少组件中的延迟。

以如下具有 3个阶段 3次迭代的基础循环为例。每个阶段代表一个时钟周期内循环中发生的操作。

图 8. 具有 3个阶段和 3次迭代的基础循环

如果该循环的每个阶段需要一个时钟周期来执行，则该循环的延迟为 9个周期。

下图显示图 8 (第 23页)中展开三次的循环。

图 9. 具有 3个阶段和 3此迭代的展开循环

现在仅需 3个时钟周期即可完成循环的 3次迭代，但却需要三倍的硬件资源。

可使用#pragma unroll指令控制编译器如何展开循环，仅当编译器事先知道循环的跳变数或指
定了展开因子时，此命令才有效。除了复制硬件之外，编译器还会重新安排电路时间，以使每个操
作在准备好输入后立即运行。

4. 循环的最佳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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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使用#pragma unroll指令的实例，请参阅 best_practices/
resource_sharing_filter教程。

4.2.3. 实例：循环流水线和展开

以一种设计为例，其中需要将矩阵的每一列与矩阵中其他列进行点积运算，并将 6个结果存储在不
同的上层三角矩阵中。矩阵中其余单元设置为 0。

 

i=1 i=2 i=3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Input 
Matrix

Result 
Matrix

Dot product Dot product Dot product

 

代码可能类似于如下代码实例：

1. #define ROWS 4 2.
                #define COLS 4 3. 4. component void dut(...) { 5. float 
a_matrix[COLS][ROWS]; //
                store in column-major format 6. float r_matrix[ROWS][COLS]; // 
store in row-major
                format 7. 8. // setup... 9. 10. for (int i = 0; i < COLS; i++) 
{ 11. for (int j =
                i + 1; j < COLS; j++) { 12. 13. float dotProduct = 0; 14. for 
(int mRow = 0; mRow
                < ROWS; mRow++) { 15. dotProduct += a_matrix[i][mRow] * 
a_matrix[j][mRow]; 16. }
                17. r_matrix[i][j] = dotProduct; 18. } 19. } 20. 21. // 
continue... 22. 23.
              }

可将在特定栏条目中迭代的循环展开，以此提高组件性能。如果该循环独立操作，则编译器将并行
执行这些循环。

浮点操作通常必须按照源代码中显示的顺序执行，以保持数值精确度。但是也可使用-ffp-
contract=fast编译器标记放宽浮点操作的顺序。随着浮点操作顺序的放宽，该循环中的所有
乘法都可以并行进行。了解更多信息，请参阅教程： <quartus_installdir>/hls/
examples/ tutorials/best_practices/floating_point_ops

当编译器认为展开循环可提供性能时，会尝试自行展开循环。例如，第 14行的循环会自动展开，是
因为循环中有常量迭代，且并不消耗太多硬件（ROWS是编译时定义的常量，可确保该循环具有固
定的迭代次数）。

4. 循环的最佳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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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展开第 11行的 j-循环，来提高吞吐量，但要允许编译器展开循环就必须确保其具有 constant
bound。可从 j = 0替代 j = i + 1来启动 j-loop来确保 constant bound。还必须添加一
个精确的声明以防止 r_matrix在 j-loop的迭代 0,1,2,…i期间分配到无效数据。

01: #define ROWS 4
                02: #define COLS 4 03: 04: component void dut(...) { 05: float 
a_matrix[COLS][ROWS];
                // store in column-major format 06: float r_matrix[ROWS]
[COLS]; // store in
                row-major format 07: 08: // setup... 09: 10: for (int i = 0; i 
< COLS; i++) { 11:
                  12: #pragma unroll 13: for
                  (int j = 0; j < COLS; j++) { 14: float dotProduct = 0; 15: 
16: #pragma unroll  17:
                for (int mRow = 0; mRow < ROWS; mRow++) { 18: dotProduct += 
a_matrix[i][mRow] *
                a_matrix[j][mRow]; 19: } 20: 21: r_matrix[i][j] = (j > i) ? 
dotProduct : 0; // predication 22: } 23: }
                24: } 25: 26: // continue... 27: 28: }

此时 j-loop已完全展开。由于 4个迭代之间无依存关系，所以可同时运行。

请从 <quartus_installdir>/hls/examples/tutorials/best_practices/
resource_sharing_filter处参阅 resource_sharing_filter教程了解更多详细信
息。

可继续在第 10行展开循环，但展开此处的循环可能导致使用面积又再增加。允许编译器流水线处理
此循环以代替将其展开，就可避免面积增加且可能 i-loop仅有的 II为 1则仅多花 4个时钟周期。
如果 II不为 1，可在高级设计报告（report.html）中 Loops Analysis页面的 Details窗格找
到改进建议。

以下为影响循环 II的常见因素：

• 循环携带依存关系

可在 <quartus_installdir>/hls/examples/tutorials/
best_practices/loop_memory_dependency处参阅教程

• 关键且长的循环径

• 循环 II > 1的内部循环

4.3. 构造格式正确的循环

格式正确的循环的退出条件是与 integer bound对比，且每次迭代的单工归纳增量为 1。 Intel
HLS Compiler Pro Edition可有效分析正确格式的循环，有助于提高组件性能。

格式正确的循环实例，如下：

for(int i=0; i <
                N; i++) { //statements }

格式正确的嵌套循环还有助于最大化组件性能。

格式正确的嵌套循环结构实例，如下：

for(int i=0; i < N; i++) { //statements for(int j=0; j < M; j++) {
                //statements } }

4. 循环的最佳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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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最小化循环携带的依存性

当循环迭代中的代码依赖于之前循环迭代的输出时，就产生携带依存性的循环。您组件中携带依存
性的循环会增加循环启动间隔（II），从而降低组件性能。

因为每个循环迭代读取之前迭代写入的数据，以下循环结构有循环携带依存性。这样，直到前一次
迭代的写操作完成后，才能继续执行每个读操作。存在循环携带的依存性会减少 Intel HLS
Compiler Pro Edition可达到的流水线化并行度，从而降低组件性能。

for(int i = 1; i < N; i++) { A[i] = A[i - 1] + i; }

Intel HLS Compiler Pro Edition对循环执行静态存储器依存性分析以确定其当前可达到的流水线
并行度。如果 Intel HLS Compiler Pro Edition无法确定是否存在循环携带依存性，则假定存在循
环依存性。编译时的未知变量或代码中设计复杂寻址的数组访问都会阻碍编译器检测循环携带依存
性的能力。

为了避免不必要的循环携带依存关系，并帮助编译器更好的分析循环，请遵照以下指导：

避免指针运算

当组件通过解除引用算术运算获得的指针值来访问数组时，编译器输出将仅为次优。例如，避免如
以下方式访问数组：

for(int i = 0; i < N; i++) { int t = *(A++); *A = t; }

引入简单数组索引

复杂数组索引的某些类型无法被有效分析，进而可能导致不太好的编译器输出。尽可能避免如下构
造：

• 数组索引中的非常量。

例如，A[K + i]，其中 i是循环索引变量，以及 K是未知变量。

• 相同下标位置中的多索引变量。

例如，A[i + 2 × j]，其中 i和 j是双嵌套循环的循环索引变量。

可有效分析数组索引 A[i][j]是因为索引变量位于不同下标位置。

• 非线性索引。

例如，A[i & C]，其中 i是循环索引变量，而 C是非常量。

尽可能使用带 Constant Bound的循环

当循环中有 constant bound时编译器可有效执行范围分析。

可在循环中放置一个 if-statement以控制迭代循环主体在哪个迭代中执行。

忽略循环携带的依存性

如果循环迭代中无隐含的存储器依存关系，就可使用 ivdep pragma指令告诉 Intel HLS
Compiler Pro Edition忽略可能存在的存储器依存关系。

有关如何使用 ivdep pragma指令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Intel High Level Synthesis Compiler
Pro版参考手册中的循环携带的依存性（ivdep Pragma）部分。

4. 循环的最佳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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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避免复杂循环退出条件

如果组件中的循环具有复杂的退出条件，则可能需要存储器访问或复杂操作才能评估该条件。评估
完成前，循环的后续迭代无法在循环管道中启动，因此会降低循环的整体性能。

使用 speculated_iterations pragma指令指定循环退出条件可计算多少个周期。

相关链接

循环迭代推测（ speculated_iterations Pragma）

4.6. 将嵌套循环转换为单循环

为了最大限度提高性能，请尽可能将嵌套循环组合成单循环。循环的控制流程会增加所需逻辑和
FPGA硬件空间布局的开销。将嵌套循环组合成单循环可减少这些方面，并提高组件性能。

以下代码实例显示嵌套循环到单循环的转换：

嵌套循环 转换成单循环

for (i = 0; i < N; i++) { //statements for (j = 0; j < M; j++) {
                        //statements } //statements } 

for (i = 0; i < N*M; i++) { //statements }

还可指定 loop_coalesce pragma指令将嵌套循环结合成单循环且不影响循环的功能性。以下
简单实例显示，在您指定 loop_coalesce pragma指令后，编译器如何将两个循环结合成单个
循环。

假设简单嵌套循环写入如下：

#pragma
                loop_coalesce for (int i = 0; i < N; i++) for (int j = 0; j < 
M; j++)
                sum[i][j] += i+j;

编译器将两个循环组合起来，因此他们如单循环写入如下：

int i = 0; int j = 0; while(i < N){ sum[i][j]
                += i+j; j++; if (j == M){ j = 0; i++; } }

更多有关 loop_coalesce pragma指令的信息，请参阅 Intel High Level Synthesis
Compiler专业版参考手册中的“循环合并（loop_coalesce Pragma）”。

可参阅以下教程： <quartus_installdir>/hls/examples/tutorials/
best_practices/loop_coalesce

4.7. 声明变量在尽可能深的范围

为减少实现变量所需的 FPGA硬件资源，请在循环中使用该变量之前声明该变量。在尽可能深的范
围声明变量可最小化数据依存性和 FPGA硬件的使用，因为 Intel HLS Compiler Pro Edition不
需要为不使用变量的循环保留变量数据。

请考虑以下实例：

int a[N]; for (int i = 0; i < m; ++i) { int b[N]; for (int j = 0; j < n;
              ++j) { // statements } }

4. 循环的最佳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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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数组 a比数组 b需要更多资源。为减少硬件的使用，请在内部循环以外声明数组 a，除非需要
通过外循环的迭代维护数据。

提示: 在尽可能深的范围内覆盖变量的所有值也会减少该变量需要的资源。

4.8. 提升 Loop II以增加 fMAX

如果有一个不影响组件吞吐量的循环，就可以使用 ii pragma指令提升循环的启动间隔（II）来尝
试增加设计中的 fMAX。

实例

假设组件有 2个不同顺序的可流水线循环的情况：低 trip count的循环和高 trip count且无循环携
带的存储器依存关系的处理循环。该情况下，编译器并不知道初始化循环对设计的整体吞吐量的影
响要小得多。如果可能，编译器会尝试将两个 II为 1的循环进行流水线处理。

由于初始化循环带有循环携带的依存关系，因此其将有一个反馈路径位于生成的硬件中。为获得具
有这种反馈路径的 II，可能会牺牲一些时钟频率。根据主循环中的反馈路径，设计中的其余部分可
能会以更高的工作频率运行。

如果在初始化循环中指定#pragma ii 2，相当于告知编译器优化该循环的 II时无需太积极。较
低积极度的优化使编译器可对限制 fmax的路径进行流水线化，并使整体组件设计达到更高 fmax。

初始化循环需要更长时间才能使用新的 II。但循环的长久运行时间反而减少了，因为较高 fmax补偿
了初始化循环中增加的运行时间。

4. 循环的最佳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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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fMAX瓶颈最佳实践

组件的 fMAX会受限于各种原因。请查看这些最佳实践了解一些常见的 fMAX瓶颈以及如何缓解。

教程演示 fMAX瓶颈最佳实践

随 Intel HLS Compiler Pro Edition提供的教程可说明重要的 Intel HLS Compiler概念并演示
良好的编码实践。

查看以下教程了解有关适用于您设计的 fMAX瓶颈最佳实践：

教程 说明

可在 Intel Quartus Prime系统的如下位置找到这些教程：

<quartus_installdir>/hls/examples/tutorials

best_practices/ fpga_reg 演示手动添加的流水线寄存器如何提高 fMAX

best_practices/ overview 演示 fMAX如何依赖于组件中使用的接口。

best_practices/
parallelize_array_operation

演示如何通过纠正循环中数组上运行时出现的瓶颈来提高 fMAX。

Best_practices/
reduce_exit_fifo_width

演示通过减小无停机集群退出节点的 FIFO宽度来提高 fMAX

best_practices/
relax_reduction_dependency

演示 fMAX如何依赖于循环携带的反馈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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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存储器体系结构最佳实践

通过使该体系结构适应组件中的存储器访问码型， Intel High Level Synthesis Compiler可推断
出组件中有效的存储器体系结构（如，存储器宽度，bank和端口的数量）。查看存储器体系结构最
佳实践从而了解如何从编译器中获得组件的最佳存储器体系结构。.

大多数情况下，可通过修改访问码型来优化存储器体系结构。但同时， Intel HLS Compiler Pro
Edition也提供一些对存储器体系结构的控制。

演示存储器体系结构最佳实践的教程

随 Intel HLS Compiler Pro Edition提供的教程可说明重要的 Intel HLS Compiler概念并演示
良好的编码实践。

查阅这些教程了解适用于您设计的存储器体系结构最佳实践：

表 7. Intel HLS Compiler Pro Edition提供的教程

教程 说明

可在您 Intel Quartus Prime系统的如下位置找到这些教程：

<quartus_installdir>/hls/examples/tutorials/component_memories

attributes_on_mm_slave_arg 演示如何将存储器属性应用于 Avalon Memory Mapped (MM) 从自变量。

exceptions 演示如何在常量和 struct members上使用存储器属性。

memory_bank_configuration 演示如何控制每个存储器 bank的加载和储存端口的数量，并通过使用如下存储器的一个或多
个属性优化组件面积使用，吞吐量，或两者同时优化：

• hls_max_replicates

• hls_singlepump

• hls_doublepump

• hls_simple_dual_port_memory

memory_geometry 演示如何控制每个存储器 bank的加载和储存端口的数量，并通过使用如下存储器的一个或多
个属性优化组件面积使用，吞吐量，或两者同时优化：

• hls_bankwidth

• hls_numbanks

• hls_bankbits

memory_implementation 演示如何使用以下存储器属性实现寄存器，MLAB或 RAM中的变量和数组：
• hls_register

• hls_memory

• hls_memory_impl

memory_merging 演示如何通过 hls_merge存储器属性将两个逻辑存储器从深度和广度上合并成单个物理存
储器，从而提高资源利用率。

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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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程 说明

non_trivial_initialization 演示如何使用 C++关键字 constexpr实现只读变量的有效初始化。

non_power_of_two_memory 演示如何使用 force_pow2_depth存储器属性控制非二次幂深度的存储器填充，以及其如
何影响 FPGA存储器资源的使用。

static_var_init 演示如何控制使用 hls_init_on_reset或 hls_init_on_powerup存储器属性的组
件中静态变量的初始化行为。

6.1. 实例：覆盖组合式存储器体系结构

将存储器体系结构以各种组合方式用于代码中，可支持覆盖 Intel HLS Compiler Pro Edition针对
组件推断的存储器体系结构。

以下代码实例演示如何使用存储器体系结构覆盖组合存储器，以节省 FPGA上的存储器块：

• hls_bankwidth(N)

• hls_numbanks(N)

• hls_singlepump

• hls_max_replicates(N)

原始代码组合两个存储器访问，形成一个存储器系统，其为 256个位置深乘以 64位宽（256x64
位）（两个片上存储器块）：

component unsigned int mem_coalesce_default(unsigned int raddr, unsigned int
              waddr, unsigned int wdata){ unsigned int data[512]; data[2*waddr] 
= wdata;
              data[2*waddr + 1] = wdata + 1; unsigned int rdata = data[2*raddr] 
+ data[2*raddr + 1];
              return rdata; }

下图显示代码实例的 256x64位存储器结构，以及高级设计报告（report.html）中显示的组件
存储器结构

图 10. 针对 mem_coalesce_default生成的存储器结构

6. 存储器体系结构最佳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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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d
0

1

2

…

255

…

511

Bank 0 Bank 1

Empty

LSU LSU

256

Empty

32 bits 32 bits

已修改的代码会实现单个片上存储器块，该存储快为 512字深乘以 32位宽且可停机仲裁：

component unsigned int mem_coalesce_override(unsigned int raddr, unsigned int
              waddr, unsigned int wdata){ //Attributes that stop memory 
coalescing hls_bankwidth(4)
                hls_numbanks(1) //Attributes that specify a single-pumped 
single-replicate
              memory hls_singlepump
                hls_max_replicates(1) unsigned int data[512]; data[2*waddr] = 
wdata;
              data[2*waddr + 1] = wdata + 1; unsigned int rdata = data[2*raddr] 
+ data[2*raddr + 1];
              return rdata; } 

下图显示代码实例 512x32位可停机仲裁的存储器结构，以及高级设计报告（report.html）中
显示的组件存储器结构。

图 11. 针对 mem_coalesce_override生成的存储器结构

6. 存储器体系结构最佳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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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d
0

1

2

…

256

…

511

Bank 0

LSU LSU

255

32 bits 32 bits

32 bits

虽然看起来可通过减少组件所需要的 RAM块数量来节省硬件面积，但引入可停机仲裁会增加实现组
件所需要的硬件数量。以下表格中，可比较组件所需的 ALM和 FF数量。

 

 

6.2. 实例：覆盖 Banked存储器体系结构

将存储器体系结构以各种组合方式用于代码中，可支持覆盖 Intel HLS Compiler Pro Edition针对
组件推断的存储器体系结构。

以下代码实例演示如何使用存储器体系结构覆盖 banked存储器，以节省 FPGA上的存储器
block：

• hls_bankwidth(N)

• hls_numbanks(N)

• hls_singlepump

• hls_doublepump

原始代码创建的两个 bank的 single-pumped片上存储器块为 16位宽：

component unsigned short mem_banked(unsigned short raddr, unsigned short waddr,
              unsigned short wdata){ unsigned short data[1024]; data[2*waddr] = 
wdata; data[2*waddr
              + 9] = wdata +1; unsigned short rdata = data[2*raddr] + 
data[2*raddr + 9]; return
              rdat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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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节省 banked存储器，可通过先添加以下属性然后声明 data[1024]来实现一个 bank的
double-pumped 32-bit宽片上存储器块。这些属性将两个已使用一半的存储 bank折叠成一个
double-pumped的完全使用的存储 bank，以便可以像访问两个已使用一半的存储 bank一样迅
速。

hls_bankwidth(2)
                hls_numbanks(1)hls_doublepump unsigned short
              data[1024];

或者，可在声明 data[1024]前先添加以下属性来实现一个 bank的 single-pumped片上存储块
从而避免 double-pumped存储器的双时钟要求。但是，在该实例中，这些属性会将可停机仲裁添
加到组件存储器中，这样会损害组件属性。

hls_bankwidth(2)
                hls_numbanks(1)hls_singlepump unsigned short
              data[1024];

6.3. 合并存储器减少面积

某些情况下，可合并组件存储器来节省 FPGA存储块，以使其消耗更少的存储块，从而减少组件中
使用的 FPGA面积。请使用 hls_merge属性强制 Intel HLS Compiler Pro Edition在同一存储
系统中实现不同变量。

合并存储器时，多个组件变量共享同一存储块。可以宽度（按宽度合并）或以深度（按深度合并)合
并。即使存储器中的数据类型不同也可进行合并。

图 12. 宽度合并和深度合并概述

下图显示如何在深度和宽度方向合并 4个存储器。

int a[64] hls_merge(”mem_name”,“depth”);
int b[64] hls_merge(”mem_name”,“depth”);
int c[64] hls_merge(”mem_name”,“depth”);
int d[64] hls_merge(”mem_name”,“depth”);

short a[128] hls_merge(”mem_name”,“width”);
short b[128] hls_merge(”mem_name”,“width”);
short c[128] hls_merge(”mem_name”,“width”);
short d[128] hls_merge(”mem_name”,“width”);

a

d

c

b

a

d

c

b

64 words

64 words

64 words

64 words

32b
32b

256 words

16b

128 words

16b16b16b

a b c d

a b c d128 words

64b

Depth-Wise Merge Width-Wise Merge

6.3.1. 实例：从深度方向合并存储器

使用 hls_merge("<mem_name>","depth") 属性强制 Intel HLS Compiler Pro Edition
在同一存储系统中实现变量，从深度合并存储器。

将 hls_merge属性都设置了<mem_name>标签的所有变量进行合并。

6. 存储器体系结构最佳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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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如下组件代码：

component int depth_manual(bool use_a, int raddr, int waddr, int wdata) { int
              a[128]; int b[128]; int rdata; // mutually exclusive write if 
(use_a) { a[waddr] =
              wdata; } else { b[waddr] = wdata; } // mutually exclusive read if 
(use_a) { rdata =
              a[raddr]; } else { rdata = b[raddr]; } return rdata; }

代码指示 Intel HLS Compiler Pro Edition将局部存储器 a和 b 实现为两个片上存储块，每个块
都有自己的加载和存储指令。

图 13. 实现组件 depth_manual的局部存储器

St

St

Ld

Ld

32b

32b

128 words

128 words

a

b

2 Store Units 2 Load Units 2 M20k

由于本地存储器 a和 b的加载和存储指令互斥，因而可以合并访问，如以下实例代码所示。合并存
储器访问可将加载和存储指令的数量，和片上存储器块的数量减少一半。

component int depth_manual(bool use_a, int raddr, int waddr, int wdata) { int
              a[128] hls_merge("mem","depth"); int b[128] 
hls_merge("mem","depth"); int rdata; // mutually exclusive
              write if (use_a) { a[waddr] = wdata; } else { b[waddr] = 
wdata; } // mutually
              exclusive read if (use_a) { rdata = a[raddr]; } else { rdata = 
b[raddr]; } return
              rdata; }

图 14. 从深度方向合并组件 depth_manual的局部存储器

32b

256 words

a

b

St

Ld

1 Store Unit 1 Load Unit 1 M20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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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些情况下，就深度合并局部存储器可能会降低存储器访问效率。在决定是否就深度合并局部存储
器之前，请参阅 HLD报告（ <result>.prj/reports/report.html）确保生成具有预期
数量加载和存储指令的预期存储配置。以下实例中， Intel HLS Compiler Pro Edition不应将访问
合并为局部存储器 a和 b，因为每个存储器的加载和存储指令并不互斥。

component int depth_manual(bool use_a, int raddr, int waddr, int wdata) { int
              a[128] hls_merge("mem","depth"); int b[128] 
hls_merge("mem","depth"); int rdata; // NOT mutually exclusive write  a[waddr] 
= wdata;
              b[waddr] = wdata; // NOT mutually
                exclusive read  rdata = a[raddr]; rdata += b[raddr]; return 
rdata; }

该情况下， Intel HLS Compiler Pro Edition可能会 double pump存储系统为所有访问提供足
够端口。否则，访问必须共享端口，从而阻止无停机访问。

图 15. 用于组件 depth_manual的非互斥访问的局部存储器

32b

256 words

a

b

St

Ld

Ld

St

2x clk
2 Store Units 2 Load Units 1 M20k

6.3.2. 实例：从宽度方向合并存储器

使用 hls_merge("<mem_name>","width") 属性强制 Intel HLS Compiler Pro Edition
在同一存储系统中实现变量，从宽度方向合并存储器。

将 hls_merge属性都设置了<mem_name>标签的所有变量进行合并。

考虑以下组件代码：

component short width_manual (int raddr, int waddr, short wdata) { short a[256];
              short b[256]; short rdata = 0; // Lock step write a[waddr] = 
wdata; b[waddr] = wdata;
              // Lock step read rdata += a[raddr]; rdata += b[raddr]; return 
rdata; }

6. 存储器体系结构最佳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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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 实现组件 width_manual的局部存储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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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情况下， Intel HLS Compiler Pro Edition可将加载和存储指令结合到存储器 a和 b，因为他
们的访问的地址相同，如下所示。

component short width_manual (int raddr, int waddr, short wdata) { short a[256]
                hls_merge("mem","width");
              short b[256] hls_merge("mem","width"); short rdata = 0; // Lock 
step write a[waddr] = wdata;
              b[waddr] = wdata; // Lock step read rdata += a[raddr]; rdata += 
b[raddr]; return
              rdata; }

图 17. 从宽度方向合并组件 depth_manual的局部存储器

St

Ld

32b

256 wordsa b

1 Store Unit 1 Load Unit 1 M20k

6.4. 实例：指定局部存储器地址的 Bank选择位

有选项可告知 Intel HLS Compiler Pro Edition从局部存储器中哪些位选择存储 bank或从哪些位
可选择 bank中的字。可通过 hls_bankbits(b 0, b 1, ..., b n) 属性指定“bank选
择”位。

(b 0 , b 1 , ... ,b n )自变量指的是局部存储器地址位的位置， Intel HLS Compiler Pro Edition
将他们用作“bank选择”位。指定 hls_bankbits(b 0, b 1 , ..., b n) 属性表示
bank数目等于 2 bank位号 。

6. 存储器体系结构最佳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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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局部存储器地址实例显示字和“Bank选择”位

本局部存储器地址表显示局部存储器可能会如何选址的实例。存储器属性设置为 hls_bankbits(3,4)。存储器 bank选择
位（bits 3, 4）在表格中为粗体字，而字选择位（bits 0-2）为斜体字。

Bank 0 Bank 1 Bank 2 Bank 3

Word 0 00 000 01 000 10 000 11 000

Word 1 00 001 01 001 10 001 11 001

Word 2 00 010 01 010 10 010 11 010

Word 3 00 011 01 011 10 011 11 011

Word 4 00 100 01 100 10 100 11 100

Word 5 00 101 01 101 10 101 11 101

Word 6 00 110 01 110 10 110 11 110

Word 7 00 111 01 111 10 111 11 111

限制: 目前，hls_bankbits(b 0，b 1, ..., b n)属性仅支持连续 bank位。

实现 hls_bankbits属性的实例

考虑以下实例组件代码：
(1)

component int bank_arbitration (int
                      raddr, int waddr, int wdata) { #define DIM_SIZE 4 // 
Adjust memory geometry by
                      preventing coalescing hls_numbanks(1) 
hls_bankwidth(sizeof(int)*DIM_SIZE) //
                      Force each memory bank to have 2 ports for read/write 
hls_singlepump
                      hls_max_replicates(1) int a[DIM_SIZE][DIM_SIZE]
[DIM_SIZE]; // initialize array
                      a… int result = 0; #pragma unroll for (int dim1 = 0; 
dim1 < DIM_SIZE;
                      dim1++) #pragma unroll for (int dim3 = 0; dim3 < 
DIM_SIZE; dim3++)
                      a[dim1][waddr&(DIM_SIZE-1)][dim3] = wdata; #pragma unroll 
for (int dim1 =
                      0; dim1 < DIM_SIZE; dim1++) #pragma unroll for (int dim3 
= 0; dim3 <
                      DIM_SIZE; dim3++) result += a[dim1][raddr&(DIM_SIZE-1)]
[dim3]; return
                      result; } 

如下图所示，该代码实例生成多个加载和存储指令，因此硬件中有多个加载/存储单元（LSU）。如
果存储系统未拆分成多个 bank，则端口少于存储器访问指令，并导致仲裁性访问。该仲裁结果为高
循环启动间隔（II）值。尽可能避免仲裁，因为会增加组件中的 FPGA面积使用率且损害组件性
能。

(1) 对于该实例，初始组件由设置为 1 (hls_numbanks(1))的 hls_numbanks属性生成的初始组件来防止
编译器自动将存储器差分成 b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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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8. 访问组件 bank_arbitration的局部存储器

默认情况下， Intel HLS Compiler Pro Edition将存储器拆分成 bank，如果其确定此拆分有利于
组件的性能。编译器检查访问之间是否有任何位保持不变，且自动推断 bank选择位。

现在，考虑如下组件代码：

component
                    int bank_no_arbitration (int raddr, int waddr, int wdata) 
{ #define DIM_SIZE 4
                    // Adjust memory geometry by preventing coalescing and 
splitting memory
                    hls_bankbits(4, 5) hls_bankwidth(sizeof(int)*DIM_SIZE) // 
Force each memory bank
                    to have 2 ports for read/write hls_singlepu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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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ls_max_replicates(1) int
                    a[DIM_SIZE][DIM_SIZE][DIM_SIZE]; // initialize array a… 
int result = 0; #pragma
                    unroll for (int dim1 = 0; dim1 < DIM_SIZE; dim1++) #pragma 
unroll for (int
                    dim3 = 0; dim3 < DIM_SIZE; dim3++) a[dim1]
[waddr&(DIM_SIZE-1)][dim3] =
                    wdata; #pragma unroll for (int dim1 = 0; dim1 < DIM_SIZE; 
dim1++) #pragma
                    unroll for (int dim3 = 0; dim3 < DIM_SIZE; dim3++) result +=
                    a[dim1][raddr&(DIM_SIZE-1)][dim3]; return result; }

下图显示该实例代码创建了具有 4个 bank的存储器配置。使用位 4和 5作为 bank选择位可确保
每个加载/存储访问直接到达其存储 bank。

图 19. 访问组件 bank_no_arbitration的局部存储器

该代码实例中，设置 hls_numbanks(4)代替 hls_bankbits(4,5)可带来相同的存储器配
置，因为 Intel HLS Compiler Pro Edition自动推断最佳 bank选择位。

Function Memory Viewer（inf the High-Level Design Reports）中，Address bit
information显示 bank选择位为 b6和 b7，而非 b4和 b5：

 

6. 存储器体系结构最佳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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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出现该差异，是因为 Function Memory Viewer中报告的地址位都基于字节地址而非元素
地址。由于数组 a中的每个元素都是 4个字节，元素地址位中的位 b4和 b5对应字节寻址中的位
b6和 b7。

6. 存储器体系结构最佳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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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任务系统

在组件中使用 HLS任务系统可实现多种设计结构。

任务系统的常见用法包括以下几种情况：

• 并行执行多个循环

• 共享昂贵计算块

• 分层次设计 HLS系统并在 Intel HLS Compiler Pro Edition仿真环境中对其测试。

7.1. 并行执行多个循环

使用 HLS任务，就可在循环嵌套语境下以流水线方式运行顺序循环。

例如，在以下代码实例中，如果 Intel HLS Compiler Pro Edition可将调用流水线化，则第一和第
二循环可执行组件 foo()的不同调用：

component void foo() { // first loop for (int i
                = 0; i < n; i++) { // Do something } // second loop for (int i 
= 0; i < m;
                i++) { // Do something else } }

然而，组件 foo()的同一调用无法并行执行两个循环。然而任务系统提供将循环移入异步任务的方
法来实现该操作。在第一循环位于异步任务的情况下，第二循环可与第一循环同时运行。

void first_loop() { for (int i = 0; i < n;
                i++) { // Do something } } void second_loop() { for (int i = 0; 
i < m; i++) { //
                Do something else } } 
component void foo() {
                  ihc::launch<first_loop>(); ihc::launch<second_loop>();
                  ihc::collect<first_loop>(); ihc::collect<second_loop>();
              }

查看教程 <quartus_installdir>/hls/examples/tutorials/
system_of_tasks/parallel_loop了解更多有关如何并行运行多个循环。

7.2. 共享昂贵计算块

使用任务系统，可共享功能级硬件资源。组件或其他 HLS任务可多次调用 HLS任务。

为了允许从多个位置调用任务， Intel HLS Compiler Pro Edition为被调用的任务函数生成仲裁逻
辑。该仲裁逻辑会增加组件的面积使用率。但如果共享逻辑很大，则权衡（trade-off）有助于节省
FPGA资源。当组件中有一个不常运行的较大计算块时，该资源节省量尤其显著。

查看教程 <quartus_installdir>/hls/examples/tutorials/
system_of_tasks/resource_sharing从一个简单实例了解如何共享组件中的计算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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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实现层次设计

使用任务系统时，可分层实现设计，从而允许自底向上设计。

如果不使用任务系统，则 HLS组件中的函数调用不仅内联且皆由调用代码一同优化，在某些情况下
这样可能是有害的。使用任务系统可防止设计中较小的块被系统的其余部分影响。

使用任务系统实现的分层设计模式可带来如下好处：

• 类似于硬件描述语言（HDL）提供的模块化

• 可隔离不能流水线化或不良流水线化的循环，使其不影响整个循环嵌套。

7.4. 平衡任务系统中的容量

如果组件中并行任务路径的延迟各不相同，则可能导致性能下降，并在某些情况下出现死锁。

通常，性能问题是由使用 ihc::launch and ihc::collect调用的函数调用任务功能中数据
路径容量不足所引起。可向显式流中添加缓冲区作为任务函数的延迟来提高该情况下的系统吞吐
量。

查看以下教程，更好地了解在使用任务系统时避免组件中出现潜在性能问题的信息：

• <quartus_installdir>/hls/examples/tutorials/system_of_tasks/
balancing_pipeline_latency

• <quartus_installdir>/hls/examples/tutorials/system_of_tasks/
balancing_loop_delay

Intel HLS Compiler Pro Edition模拟器对附加到流的缓冲区大小进行建模。但模拟器不会充分考
虑硬件延迟，这样其可能会在模拟和仿真之间表现出不同的行为。

除了教程中的技术概述以外，请遵循以下实践尝试最大化设计中的数据吞吐量。

7.4.1. 使能 Intel HLS Compiler推断数据路径缓冲区容量要求

许多情况下， Intel HLS Compiler可自动将缓冲区容量添加到任务系统设计的数据路径中以实现
设计的最大吞吐量。遵循最佳实践有助于 Intel HLS Compiler在需要时将数据路径缓冲容量有效
添加到设计中。

例如，请考虑以下运行两个独立任务的设计。

component foo() { // Parse/compute data for tasks ihc::launch<task1>(data1);
                ihc::launch<task2>(data2); auto r1 = ihc::collect<task1>(); 
auto r2 =
                ihc::collect<task2>(); // Usage of r1, r2 }

下图显示在组件第三次调用开始时任务系统的状态，以及数据在先前调用操作的整个流水线中的位
置。

7. 任务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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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0. 通过任务系统的多个组件调用的数据流

圆形循环代表组件的流水型阶段，其中数字表示来自组件 foo不同调用的数据位置。该图显示正在进行的组件的 3个调用。

Entry

Task1

Task2

Exit 1

停机，因为Task1 is 
已满而Task2无 
结果

未充分
使用的
流水线
阶段

2

3

2 }

该图中，Entry代表 2个独立启动调用，并且 Exit代表 2个独立收集调用。

Entry仅在两个任务可以接收数据（即，两个任务都具有可用缓冲容量）时，才为他们提供接收工
作。同样的，Exit仅当两个结果都可用时才使用此结果。

如果 Task1和 Task2具有相同数量的流水线级，则数据路径将以全吞吐量执行。调用程序函数中
需要一些数据路径容量，以确保调用程序可时持续发布 launch调用指令，与此同时 collect调
用指令等待任务函数完成。编译器自动添加此数据路径缓冲容量。

如果两个任务的流水线深度不同，设计就会遇到瓶颈，因为流水线深度要较浅的任务在等待其他任
务完成时，不够缓冲容量来存储完成的结果。这样，就可向任务中较浅流水线深度的 launch或
collect调用指令添加缓冲容量。有关添加启动/收集缓冲容量的详细信息，请参阅必要时对设计
明确添加缓冲容量 (第 45页)。

Intel HLS Compiler尝试自动平衡数据路径缓冲容量，但其仅可在设计遵循具体实践时才能自动添
加数据路径容量。

使用以下最佳实践获得任务系统设计的最大吞吐量：

7. 任务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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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组件或任务函数应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 自主完成所有工作，且无需启动其他任务。

— 作为发布 ihc::launch或 ihc::collect调用的协调器运行，但不做任何工作。

• 如果吞吐量是您设计中的优先考虑内容，就请避免使用同一任务函数的多个 ihc::launch或
ihc::collect调用指令，否则，就只能通过在循环中迭代来重复使用函数的调用指令。

• 将同一任务函数的 ihc::launch和 ihc::collect调用指令保留在相同块内。

使用 Graph Viewer查看 High-Level Design Reports中设计的块结构来确定您的调用指令
位于相同块中。

• 避免使用“if条件”限制 ihc::launch和 ihc::collect调用指令。

如果使用“if条件”限制 ihc::launch和 ihc::collect调用指令，则请对
ihc::launch和 ihc::collect调用指令使用相同的“if条件”。

7.4.2. 必要时对设计明确添加缓冲容量

当 Intel HLS Compiler无法推断最佳容量需求时，可通过指定 ihc::launch和
ihc::collect函数的 capacity参数值为设计明确添加缓冲容量。

启动任务函数时添加容量

可考虑指定 ihc::launch调用指令的 capacity参数，如果在仿真波形中观察到停机码型，则
表示以下情况之间不平衡：

• 任务函数引入的任何背压

• 指令调用程序启动任务函数的频率

图 20 (第 44页)显示该设计的结构框图。

设置 ihc::launch调用指令中的 capacity参数可插入一个缓冲，从而允许调用程序将工作推
送到任务函数上，然后可自由地从队列中提取工作。

手机任务函数时添加容量

可考虑指定 ihc::collect调用指令的 capacity参数，如果在设计波形中观察到停机码型，
表示以下情况存在差异：

• 任务函数中的数据生成节奏

• 通过调用指令程序函数读取数据的节奏

设置 ihc::collect调用指令的 capacity参数插入一个缓冲区，该缓冲区可保存由任务函数
计算的返回值。调用指令程序函数可在稍后方便的时间自由地从缓冲区中获取返回值，但不会对任
务函数造成背压。

7. 任务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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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数据类型最佳实践

组件中的数据类型，及其可能进行的变换或转换会极大影响组件的性能和 FPGA面积的使用。反复
查看数据类型最佳实践获得以最佳方式控制组件中数据类型大小和变换的技巧和指导。

优化设计的算法瓶颈后，可使用任意精度数据类型缩小数据宽度，实现组件中数据类型的微调，从
而减小 FPGA面积利用率。 Intel HLS Compiler Pro Edition提供的调试功能能够轻松检测任意
精度数据类型中的溢出。

由于 C++自动将较小数据类型（如，short或 char）提升为用于操作（如，加法或 bit-
shifting）的 32位数据类型，如果需要在组件中创建窄小的数据路径，则必须使用任意精度数据类
型。

演示数据类型最佳实践的教程

随 Intel HLS Compiler Pro Edition提供的教程可说明重要的 Intel HLS Compiler概念并演示
良好的编码实践。

查看以下教程了解有关适用于您设计的数据类型最佳实践：

教程 说明

可在您 Intel Quartus Prime系统额如下位置找到这些教程：

<quartus_installdir>/hls/examples/tutorials

best_practices/ac_datatypes 演示使用 ac_int数据类型替代 int数据类型的作用。

ac_datatypes/
ac_fixed_constructor

演示 ac_fixed构造函数（constructor）的使用，以通过编码风格的最小改动获得更好的
QoR。

ac_datatypes/ac_int_basic_ops 演示可用于 ac_int级的操作符。

ac_datatypes/ac_int_overflow 演示 DEBUG_AC_INT_WARNING和 DEBUG_AC_INT_ERROR关键字的用途，以助于检
测仿真运行期间的上溢。

best_practices/
single_vs_double_precision_ma
th

演示使用单精度文字和函数替代双精度文字和函数的作用。

ac_datatypes/
ac_fixed_constructor

演示 ac_fixed数学库功能的使用。

hls_float/ 1_reduced_double 演示您的应用程序如何从 double更改到 hls_float<11,44>基础类型而获益（减少一
倍）。

hls_float/
2_explicit_arithmetic

演示如何使用显示版 hls_float二进制操作符执行基于您需要的浮点算法操作。

hls_float/ 3_conversions 演示当使用 hls_float数据类型的设计中出现转化时，如何使用不同转换模式生成使用
hls_float类型的编译型常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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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避免隐式数据类型转换

使用-Wconversion编译器选项编译组件代码，尤其是当组件使用浮点变量时。

使用该选项可帮助避免在不需要双精度变量时，在双精度和单精度值之间不经意地转换。在 FPGA
中，使用双精度变量可能会对数据传输率，延迟，和组件资源利用率产生负面影响。

此外，常量被视为 signed int或 signed double。如果要使用更窄的常量进行有效的运
算，则请将常量转换为其他更窄的数据类型，例如 ac_int<>或 float。

如果使用 Algorithmic C (AC)任意精度数据类型，请注意类型传播规则。

8.2. 使用 ac_int数据类型时避免负位移

ac_int数据类型不同于位移中的其他语言（包括 C和 Verilog）。默认情况下，如果移位量带有
有符号数据类型 ac_int则允许负位移。

硬件中，该负位移会同时实现左位移器和右位移器。以下代码实例显示有符号数据类型的位移量。

int14 shift_left(int14 a, int14 b) { return (a << b); } 

如果您知道位移总是在一个方向上，则为了实现有效位移运算符，就请按如下所示将位移量声明为
无符号数据类型：

int14 efficient_left_only_shift(int14 a, uint14 b) { return (a << b); }

8. 数据类型最佳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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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高级故障排查

使用 Intel HLS Compiler Pro Edition开发组件时，可能会遇到无法解决的问题。通常问题可归为
如下类型：

• 组件在仿真和模拟中表现不同行为。

• 组件的性能或资源利用率异常低，或两者兼而有之。

9.1. 仅在仿真中出现的组件失败

模拟（-march=x86-64）模式或仿真（-march=FPGA_name_or_part_no ）模式下编译
组件结果之间的差异通常是由组件或测试台中的 bug造成。但某些常见情况下，bug以外的其他原
因也会引起差异。

比较浮点结果

在测试台中比较浮点值时，请使用 epsilon（ɛ）。RTL硬件中的浮点结果不同于 x86 模拟流程。

使用#pragma ivdep以忽略存储器依存性。

如果您试图忽略的组件存储依存性带有#pragma ivdep编译器编译指令，则组件中的该编译指
令可能导致组件中的功能不正确。可尝试使用 safelen修改程序控制出现存储器依存性之前可允
许的存储器访问数量。

查看 Intel High Level Synthesis Compiler Pro Edition参考手册中的 Loop-Carried
Dependencies (ivdep Pragma)了解有关编译指令的说明。

要了解使用 ivdep编译指令的实例，请在 <quartus_installdir>/hls/examples/
tutorials/best_practices/loop_memory_dependency中查看教程。

查看未初始化的变量

许多编码实践会造成无 C++规范定义的行为。有时，模拟中的未定义行为可能会按预期运行，但无
法在仿真中运行。

在设计读取未初始化的变量（尤其是为初始化的 struct变量）时，就会出现该情况下的常见实
例。

查看您代码中未初始化的值，并使用-Wuninitialized编译器标记，或使用 valgrind调试
工具调试您的模拟测试台。-Wuninitialized编译器标记并不会显示未初始化 struct变量。

还可使用 1个或多个流接口作为调试流来检查未正常运行的行为。可向组件添加 1个或多个
ihc::stream_out接口，以使组件在执行时写出其内部状态变量。通过比较模拟流程和仿真流
程的输出，可看到 RTL行为与模拟行为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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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n-blocking流访问

tryRead()模拟模型的周期不准确，因此在模拟和仿真之间 tryRead()的行为会有所不同。

如果流中具有 FIFO（即，ihc::depth<>模板参数）的 non-blocking流访问（例如，
tryRead()），则仿真中的前几个 tryRead()迭代可能会返回 false，但在模拟中则返回
true。

该情况下，可从测试台额外调用组件几次，以确保其使用流中的所有数据。这些额外调用不会引起
功能性问题，因为 tryRead()会返回 false。

9.2. 组件获得不良结果

尽管有许多原因导致设计获得较差的结果质量（QoR），但不良存储器配置也是常见的重要因素。
在 High Level Design Reports中查看 Function Memory Viewer报告，并找出可关停的仲裁节
点和意外的 RAM使用率。

本小节中的信息说明可停机仲裁或超 RAM使用率的一些常见源。

组件使用的 FPGA资源超出预期

默认情况下， Intel HLS Compiler Pro Edition尝试通过最大化最大操作频率（fMAX）将组件优化
为最大吞吐量。

有一种减少面积消耗的方法是，使用--clock i++命令选项或或
hls_scheduler_target_fmax_mhz组件属性，设置目标 fMAX值放松 fMAX需求。通常 HLS
编译器可达到的 fMAX会高于设置，所以即使将目标 fMAX设置到低于所需值时，您的设计可能仍能
达到可接受的 fMAX值，实现设计占用较少面积的目的。

要了解更多有关 fMAX目标值控制的的信息，可参阅以下教程：
<quartus_installdir>/hls/examples/tutorials/best_practices/
set_component_target_fmax

不正确的 Bank位

如果访问并行数组（单维度或多维度数组）中的部分，可能需要配置存储器 bank选择位。

请参阅存储器体系结构最佳实践 (第 30页)获得有关如何有效配置存储系统的信息。

条件运算符访问 struct变量的两个不同数组

某些情况下，如果访问带有条件运算符的 struct变量的不同数组， Intel HLS Compiler Pro
Edition会将数组合成同一 RAM块。可在 Function Memory Viewer中看到可停机仲裁，因为存
储系统中的 Load/Store站点不足。

例如，以下代码显示一个 struct变量的数组，有条件运算符导致停机仲裁，以及避免陷入停机仲
裁的解决方法。

struct MyStruct { float a; float b; } MyStruct array1[64]; MyStruct array2[64];

以下条件运算符使用 struct变量的数组，导致停机仲裁：

MyStruct value = (shouldChooseArray1) ?
                  array1[idx] : array2[idx];

9. 高级故障排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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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删除运算符，并使用 if声明取而代之可避免条件运算符造成的停机仲裁。

MyStruct value;
                  if (shouldChooseArray1) { value = array1[idx]; } else { value 
= array2[idx];
                }

集群逻辑

您的设计可能会消耗比预期更多的 RAM块，尤其是如果将许多数组变量存储在大型寄存器中。

可使用 hls_use_stall_enable_clusters组件属性防止编译器插入无停机集群退出
FIFO。

高级设计报告 （report.html）中的 Area Analysis of System报告有助于找出该问题。

特意将 3个矩阵存储在 RAM块中，但矩阵的 RAM块不足该组件中消耗的 RAM块的一半。

如果进一步查看报告，可能会看到大部分 RAM块被 Cluster logic或 State变量消耗。可能还会
看见原本打算存储在寄存器中的一些数组被存储在大量 RAM块中。

9. 高级故障排查

683152 | 2020.06.22

Intel高层次综合编译器专业版: 最佳实践指南 发送反馈

50

mailto:FPGAtechdocfeedbackCN@intel.com?subject=%20Intel%E9%AB%98%E5%B1%82%E6%AC%A1%E7%BB%BC%E5%90%88%E7%BC%96%E8%AF%91%E5%99%A8%E4%B8%93%E4%B8%9A%E7%89%88%20%E6%9C%80%E4%BD%B3%E5%AE%9E%E8%B7%B5%E6%8C%87%E5%8D%97%20(683152%202020.06.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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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注意被 Cluster Logic和 State消耗的 RAM块数量。

某些情况下，可使用如下方法减少 RAM块的使用：

• 流水线循环而非展开循环。

• 将局部变量存储到局部 RAM块(hls_memory memory attribute)中而非较大寄存器
（hls_register存储器属性）。

9. 高级故障排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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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Intel HLS Compiler专业版最佳实践指南存档

Intel HLS Compiler版本 标题

20.1 Intel HLS Compiler专业版最佳实践指南

19.4 Intel HLS Compiler专业版最佳实践指南

19.3 Intel HLS Compiler最佳实践指南

19.2 Intel HLS Compiler最佳实践指南

19.1 Intel HLS Compiler最佳实践指南

18.1.1 Intel HLS Compiler最佳实践指南

18.1 Intel HLS Compiler最佳实践指南

18.0 Intel HLS Compiler最佳实践指南

17.1.1 Intel HLS Compiler最佳实践指南

17.1 Intel HLS Compiler最佳实践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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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档版本 Intel HLS
Compiler Pro
Edition版本

修订内容

2020.06.22 20.2 • 添加有关任务系统中容量平衡的信息：

— 平衡任务系统中的容量 (第 43页)（原为 Avoiding Potential Performance
Pitfalls）

— 使能 Intel HLS Compiler推断数据路径缓冲区容量要求 (第 43页)
— 必要时对设计明确添加缓冲容量 (第 45页)

• 更新了循环的最佳实践 (第 20页)，将
emove_loop_carried_dependency教程添加到循环最佳实践教程清单。

• 添加提升 Loop II以增加 fMAX (第 28页)。此信息以前在 Intel HLS编译器的循
环启动间隔（ii Pragma）部分。

2020.04.13 20.1 • 向循环的最佳实践 (第 20页)添加了新教程。
• 向接口最佳实现 (第 6页)添加了新教程。
• 更新了并行执行多个循环 (第 42页)以反映 ihc::launch和 ihc::collect
功能的新语法。

2020.01.27 19.4 • 更正了实例：循环流水线和展开 (第 24页)中-ffp-contract=fast命令选项
的拼写。

2019.12.16 19.4 • 删除了有关 Intel HLS Compiler Standard Edition的信息。
关于 Intel HLS Compiler Standard Edition的最佳实践的信息，请参阅 Intel
HLS Compiler Standard Edition最佳实践指南 。

• 对 实例：指定局部存储器地址的 Bank选择位 (第 37页) 中添加信息，以解释说
明通过 hls_bankbits属性选择的 element-address bank-selection位与
High-Level Design Reports中 Function Memory Viewer报告的由 byte-
address bank-selection位之间的差异。

• 有关 Component Viewer的参阅内容由 Graph Viewer的 Function View参阅
内容替代。

• 有关 Component Memory Viewer的参阅内容由 Function Memory Viewer参
阅内容替代。

Intel HLS Compiler专业版最佳实践指南文档修订历史

先前版本的 Intel HLS Compiler最佳实践指南包含 Intel HLS Compiler Standard Edition和
Intel HLS Compiler Pro Edition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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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档版本 Intel Quartus
Prime版本

修订内容

2019.09.30 19.3 • 添加了可变延迟MM主接口的 LSU控制 (第 18页)。
•

 更新了存储器体系结构最佳实践 (第 30页)，以列出已更新和改进的教程
以及新的存储器属性。

• 将“覆盖组合存储体系结构”和“覆盖 banked存储器体系结构”的存储器体系结
构实例拆分成以下部分：

—
 实例：覆盖组合式存储器体系结构 (第 31页)

—
 实例：覆盖组合式存储体系结构

—
 实例：指定局部存储器地址的 Bank选择位 (第 37页)

—
 实例：指定局部存储器地址的 Bank选择位

2019.07.01 19.2 • 版本维护。

2019.04.01 19.1 •
 添加新章节以涵盖在任务系统 (第 42页)中使用 HLS任务时的最佳实

践。

• 将循环的最佳实践 (第 20页)中的一些内容移入名为在循环中调用硬件以重复使用
(第 21页)的全新小节中。

•
 修改组件使用的 FPGA资源超出预期 (第 49页)以包含有关

hls_scheduler_target_fmax_mhz组件属性的信息。

2018.12.24 18.1 • 更新为循环的最佳实践 (第 20页)以包含组件中的函数内联和使用循环最小化硬件
复制。

2018.09.24 18.1 •
 Intel HLS Compiler有一个新的前端。有关该新前端引入的更改内容的

摘要，请参阅 Intel High Level Synthesis Compiler 18.1发布笔记中的
Improved Intel HLS Compiler Front End。

•
 专业版中将不再支持 --promote-integers标记和

best_practices/integer_promotion教程，因为现在默认完成整数升
级。调整了有关这些项目的参阅内容，以显示他们仅适用于标准版的如下主题中：

— 仅在仿真中出现的组件失败 (第 48页)
— 数据类型最佳实践 (第 46页)

2018.07.02 18.0 • 添加了新章节，高级故障排查 (第 48页)，有助于解决组件在仿真和模拟中的行为
不同时，或组件性能或/和资源利用率异常差时进行故障排除。

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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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档版本 Intel Quartus
Prime版本

修订内容

2018.05.07 18.0 • 从 Intel Quartus Prime 18.0开始， Intel HLS Compiler支持的功能和器件取
决于您的 Intel Quartus Prime版本。现在 Intel HLS Compiler发布版本使用
图标表示适用于特定版本的功能或内容：

表示功能或内容仅适用于 Intel Quartus Prime Pro Edition提供的
Intel HLS Compiler。

表示功能或内容仅适用于 Intel Quartus Prime Standard Edition
提供的 Intel HLS Compiler。

• 将 best_practices/loop_coalesce添加到循环的最佳实践 (第 20页)中
的教程清单。

• 将 interfaces/explicit_streams_packets_ready_empty添加到
接口最佳实现 (第 6页)中的教程清单。

• 修改实例：指定局部存储器地址的 Bank选择位 (第 37页)，以改进说明和新图
形，从而反映实例组件的高级设计报告（report.html）中可看到的内容。

• 更新了实例：覆盖组合式存储器体系结构 (第 31页)中的图示，以显示存储器结构
以及两个组件之间的 FPGA资源使用情况如何不同。

2017.12.22 17.1.1 • 添加了为组件选择适合的接口 (第 7页)部分以显示即使在算法保持不变的情况
下，更改组件接口会如何影响组件 QoR。

• 将接口概述教程添加到接口最佳实现 (第 6页)教程清单中。

2017.11.06 17.1 初始发布。

本文档中的各部分内容可在 Intel High Level Synthesis Compiler用户指南和
Intel High Level Synthesis Compiler参考手册中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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