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请注意：本文档不再进行更新。本文档可能包含旧内容和过时的商标。 

请参考英文版本以获取最新更新

https://www.intel.com/content/www/us/en/programmable/documentation/lit-index.html 

 

 

Please take note that this document is no longer being maintained. It may contain legacy content  

and trademarks which may be outdated. 

Please refer to English version for latest update at 

https://www.intel.com/content/www/us/en/programmable/documentation/lit-index.html 

 

 

https://www.intel.com/content/www/us/en/programmable/documentation/lit-index.html
https://www.intel.com/content/www/us/en/programmable/documentation/lit-index.html


SIV51009-3.2

© 2011? Altera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ALTERA, ARR
are trademarks of Altera Corporation and registered in the U.S
trademarks or service marks are the property of their respectiv
semiconductor products to current specifications in accordance
services at any time without notice. Altera assumes no respons
described herein except as expressly agreed to in writing by Al
on any published information and before placing orders for pr

 

Stratix IV 器件手册 卷 1 
2011 年 2 月

2? 2011?
SIV51009-3.2
9. Stratix IV 器件中的热插拔和上电
复位
本章对 Stratix® IV 器件中的热插拔规范，上电复位 (POR) 要求，以及它们的实现作

了介绍。

Stratix IV 提供热插拔，以及在没有使用外部器件的情况下支持电源排序。您可以在

系统操作期间插入或移除 Stratix IV 器件或者系统中的电路板，而不会对运行中系统

总线以及插入到系统中的电路板产生影响。

当您在包含了各类的 3.0-、2.5-、1.8-、1.5-和 1.2-V 器件的 PCB 上使用 Stratix IV

器件时，热插拔功能也会使您的应用更加轻松。 

Stratix IV 热插拔功能提供：

■ 电路板或器件的插入和移除，而无需通过外部组件或板极操作。

■ 支持所有的上电排序，除了所有的Stratix IV生产器件中VCC 必须在VCCAUX之前完全

上电的情况。

■ 在热插入期间，I/O 缓冲器不介入系统总线。

该部分介绍 Stratix IV 器件中的 POR 电路。POR 电路保持器件在复位状态直到电源输

出在操作范围之内 ( 在 VCCAUX 上电之前， VCC 完全上电 )。

本章包括以下部分：

■ “Stratix IV 热插拔规范 ” 第 9–1 页

■ “ 在 Stratix IV 器件中热插拔功能的实现” 第 9–3 页

■ “ 上电复位电路” 第 9–4 页

■ “ 上电复位规范” 第 9–5 页 

Stratix IV 热插拔规范
Stratix IV 器件支持热插拔的特性，而无需外部组件或特殊的设计要求。Stratix IV

器件中的热插拔支持具有以下优势：

■ “Stratix IV 器件在上电之前可以被驱动 ” 第 9–1 页

■ “I/O 管脚在上电期间保持三态 ” 第 9–2 页

■ “ 从上电系统中插入或移除 Stratix IV 器件 ” 第 9–2 页

Stratix IV 器件在上电之前可以被驱动

您可以在上下电之前或期间，将信号驱动至 Stratix IV 器件的 I/O 管脚、专用输入管

脚和专用时钟管脚，而不会损伤器件。
IA, CYCLONE, HARDCOPY, MAX, MEGACORE, NIOS, QUARTUS and STRATIX words and log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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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O 管脚在上电期间保持三态

不支持热插拔的器件，会在上电之前或之间驱动信号，从而扰乱系统操作或者导致冲

突。在热插拔情况下，Stratix IV 器件的输出缓冲器在系统上电或者断电期间被关

闭。还有，Stratix IV 器件不会对外驱动信号直到器件在推荐的操作条件下被配置并

且工作。

从上电系统中插入或移除 Stratix IV 器件

当通过器件信号管脚上电时，不支持热插拔的器件可能导致电源短路。这种不正常的

上电可能损坏正在驱动和被驱动的器件，并且可以扰乱板的上电。

您可以将 Stratix IV 器件插入到上电系统电路板，或把它从上电系统电路板中移除，

而不损坏系统电路板或干扰它的操作。

您可以以任何顺序上电或者断电由热插拔电路监控的 VCCIO、VCC、VCCPGM 和 VCCPD 电源 (

在任意间隔时间 )。除此之外，器件的所有其它电源可以在任何排序上电或者断电。单

个电源上电和下电时间是从 50 µs 到 100 ms。在热插拔期间，I/O 管脚电容小于

15 pF，时钟管脚电容小于 20 pF。 

1 为了成功的上电和退出量产器件上的 POR，在 VCCAUX 开始上电之前，必须保证 VCC 已经达

到电压要求。

关于热插拔可能存在的问题是潜在的 “ 闩锁效应 ” 的发生。当热插拔的时候，

Stratix IV 器件会避免闩锁效应的发生。当电气系统在工作中的系统中进行热插拔

时，会出现闩锁效应。热插拔期间，电源提供电流给器件的电源和接地平面之前，信

号管脚可能被工作中的系统连接并驱动。这种情况能够导致闩锁效应，并在器件的电

源和地平面之间形成低阻通路。从而，会有大电流流过该器件并极有可能形成电应力

损伤。
Stratix IV 器件手册 卷 1 Altera 公司 2011 年 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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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Stratix IV 器件中热插拔功能的实现
在 Stratix IV 器件中热插拔功能的实现
在上电和断电 VCC、 VCCAUX、 VCCIO、 VCCPGM 或 VCCPD 电源期间，热插拔功能关闭输出缓冲

器。当 VCC、VCCAUX、VCCIO、 VCCPGM 或 VCCPD 电源在阀值电压以下时，热插拔电路生成内部

HOTSCKT 信号。热插拔的设计能够防止在上电时多余的 I/O 泄漏。当电压上升非常慢的

时候，甚至在 POR 信号被释放和配置完成后，它会仍然相对较低。CONF_DONE、 nCEO

和 nSTATUS 管脚响应失败，因为在这种低电压的情况下，输出缓冲器不能从热插拔电

路设置的状态翻转。因此，热插拔电路已经从这些配置管脚移出，以便确保它们能够

在配置期间操作。因此，这些管脚在上电和断电期间会按照我们的预期驱动信号。

Figure 9–1 显示了 Stratix IV 器件的 I/O 管脚电路。

POR 电路监控电源的电压水平 (VCC、VCCAUX、VCCPT、VCCPGM 和 VCCPD) 以及保持 I/O 管脚三

态直到器件处于用户模式。在 Stratix IV 输入 / 输出单元 (IOE) 中的弱上拉电阻器

(R) 阻止 I/O 管脚悬空。3.0-V 容差控制电路允许 I/O 管脚在 VCC、VCCAUX、VCCPT、VCCPGM
或者 VCCPD 电源充电之前，可以由 3.0 V 电压驱动。当器件不处于用户模式时，它也保

证 I/O 管脚不对外输出。如果要求成功的上电和退出产品器件上的 POR，请在 VCCAUX 开

始上电前，必须保证 VCC 已经达到电压要求。

1 Altera 使用 GND作为热插拔操作和I/O缓冲器设计参考电平。为了确保热插拔系统正确

工作，在连接电源之前，您必须连接电路板之间的 GND。这样可以防止通过电路板上的

其它组件的电源路径意外地上拉电路板上的 GND。否则，一个被上拉的 GND 可能会导致

Altera 器件有规范外的 I/O 电压或者电流情况的发生。

图 9–1。 StratixIV 器件的热插拔电路

VCCIO

PAD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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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tput En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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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Driver

Power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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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电复位电路
上电复位电路
当对 Stratix IV 器件进行上电时，如果电源最大允许的电源上电时间 (tRAMP) 内达到

该电平的推荐工作范围，POR 发生。如果没有达到 tRAMP，则器件 I/O 管脚和编程寄存

器处于三态，在这期间器件配置可能失败。Stratix IV 器件的最大 tRAMP 是 100 ms ；

最小的 tRAMP 是 50 µs。当 PORSEL 管脚是高电平时，Stratix IV 器件的最大的 TRAMP 是

4 ms。

在上电期间，Stratix IV 器件提供一个专用的输入管脚 (PORSEL) 来选择 POR 延迟时

间。当 PORSEL 管脚连接到 GND 时，POR 延迟时间是从 100 到 300 ms。当 PORSEL 管脚

被设置为高电平时，POR 延迟时间是从 4 到 12 ms。

POR 模块包括一个内部电压 POR、外围 POR 和主要 POR，以便检测电源水平来保证正常

的配置过程。

外围 POR 监控下面的几项：

■ 用在 I/O 缓冲器的，以及用于器件编程的 VCCPD 和 VCCPGM 电源

■ 作为可编程功耗技术的辅助电源的 VCCAUX 电源

■ 用在器件内核的 VCC 和 VCCPT 电源

1 Altera 要求在 VCCAUX 之前为 VCC 上电。

主 POR 等待外围 POR 和内部电压 POR 释放 POR 信号。直到释放了 POR 信号，器件配置

才能开始。

器件配置期间，用于内部的配置储存电源被内部电压 POR 模块检查，该信号会影响最

终主 POR 和 POR 输出信号的结果。图表 9–2 显示了一个简化了的 POR 模块结构图。

1 所有相关配置的专用和双用功能 I/O 管脚必须由 VCCPGM 上电。

图 9–2. Stratix IV 器件的简化了的 POR 结构图

Regulator POR

Satellite POR

POR Pulse
Setting

PORSEL

POR

Main PORVCCPGM

VCCPD

VCC

VCCPT

VCCAU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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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电复位规范
上电复位规范
表 9–1 列出了 POR 电路监控的电源。

1 Altera 要求在 VCCAUX 之前上电 VCC。

表 9–2 列出了 POR 电路不监控的电源。

1 VCCIO、VCCA_PLL、VCCD_PLL、 VCC_CLKIN 和 VCCBAT 不被 POR 监控，它们对器件配置没有影响。

POR 规范的设计是为了确保 Stratix IV 器件中的所有的电路在上电期间都处于某种已

知状态。

POR 信号脉冲宽度使用 PORSEL 输入管脚编程。当 PORSEL 管脚连接到 GND 上的时候

,POR 延迟时间是从 100 到 300 ms。当 PORSEL 管脚被设置为高电平时，POR 延迟时间是

从 4 到 12 ms。 

f 要了解关于 POR 规范的更多信息，请参考 DC and Switching Characteristics for 
Stratix IV Devices 章节。

表 9–1. POR 电路监控的电源

电源 说明 设置 (V)

VCC 内核和外围电源 0.9

VCCPT 可编程功耗技术电源 1.5

VCCPD I/O 预驱动器电源 2.5, 3.0

VCCPGM 配置管脚电源
1.8, 2.5, 

3.0

VCCAUX 可编程的功耗技术的辅助电源 2.5

表 9–2. POR 电路不监控的电源 ( 注释 1)

电源 说明 设置 (V)

VCCIO I/O 电源
1.2, 1.5, 
1.8, 2.5, 

3.0

VCCA_PLL PLL 模拟全局电源 2.5

VCCD_PLL PLL 数字电源 0.9

VCC_CLKIN PLL 差分时钟输入电源 ( 只有顶部和底部 I/O bank) 2.5

VCCBAT 设计安全逸失的密钥储存器的电池后备电源 1.2-3.3

表 9–2注释 :

(1) POR 不监控收发器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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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电复位规范
文档修订历史
表 9–3 列出了本章的修订历史。

表 9–3. 文档修订历史

日期 版本 修订内容

2011 年 2 月 3.2

■ 更新了 表 9–2。

■ 更新了 “ 上电复位电路 ”、“ 上电复位规范 ” 和 “ 从上电系统中插入或移除
Stratix IV 器件 ” 部分。

■ 应用新模板。

■ 少量的文本编辑。

2010 年 3 月 3.1

■ 更新了引言和“Stratix IV热插拔规范”、“从上电系统中插入或移除Stratix 
IV 器件 ”、“ 在 Stratix IV 器件中的热插拔功能实现 ”、“ 上电复位电路 ”
和 “ 上电复位规范 ” 部分。

■ 更新了表 9–1 和表 9–2。

■ 更新了图表 9–2。

■ 少量的文本编辑。

2009 年 11 月 3.0
■ 更新了图形。

■ 少量的文本编辑。

2009 年 6 月 2.2

■ 更新了图表 9–2。

■ 添加引导句来提高搜索能力。

■ 删除结论部分。

■ 少量的文本编辑。

2009 年 3 月 2.1

■ 把所有的 “Stratix IV E” 改为 “Stratix IV”。

■ 更新了“Stratix IV热插拔规范”和“Stratix IV器件中的热插拔功能实现”部
分。 

■ 更新了图表 9–2。

■ 删除 “ 参考文档 ” 部分。

2008 年 11 月 2.0

■ 更新了页面 9–2 的 “Stratix IV 器件的热插拔功能实现 ”。

■ 更新了页面 9–4 的 “ 上电复位电路 ”。

■ 更新了表 9–1。

■ 做少量的编辑修改。

2008 年 7 月 1.1 修改 “ 引言 ”。

2008 年 5 月 1.0 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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