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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Stratix IV 器件的收发器设计流程指
南

本章介绍 Altera 推荐的基本设计流程，它简化了 Stratix® IV GX 基于收发器的设计。 

请使用以下的设计流程技术来简化收发器实现。第 2–14 页 “ 调试基于收发器设计的

指南 ” 提供指南来为基于收发器的设计排除故障。一个光纤通道协议应用的实例也在

本章中进行了介绍。

基于收发器的设计被分成不同阶段并且在以下部分中进行了详细的说明：

■ “ 体系结构 ” 第 2–3 页

■ “ 实现和集成” 第 2–7 页

■ “ 编译” 第 2–10 页

■ “ 验证” 第 2–12 页

■ “ 功能仿真 ” 第 2–12 页

■ “ 实例 1: 光纤通道协议应用 ” 第 2–1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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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第 2 章 : Stratix IV 器件的收发器设计流程指南
图 2–1 显示了设计流程不同阶段的设计流程图。设计流程阶段包括体系结构、功能仿

真、编译和验证。在接下来的部分中解释了每个阶段的设计流程。

图 2–1. 在基于收发器设计中的不同阶段的流程图

器件规格

收发器配置

在动态重配置控制器中选择选项
(如果需要)

时钟

体系结构

创建收发器实例

创建复位和控制逻辑 

使用 ALTGX_Reconfig MegaWizard
创建动态重配置控制器

创建数据处理逻辑

整合设计

实现

综合设计

编译

添加信号到  
SignalTap II 逻辑分析器 

在编译中包含SignalTap
(.stp)文件

验证

需要仿真吗?

需要
SignalTap进行验证吗？

 

       不需要

需要

不需要

如果使用,那么包含
Stratix IV GX ALTGX

 megafunction 生成的封装文件
 (.v或.vhd)
以及

ALTGX_Reconfig 
megafunction生成的封装文件

添加Altera仿真库文件  

功能仿真

仿真设计

       不需要

需要

创建管脚和OCT 分配  

创建时序约束

如果需要创建时钟组约束 

编译设计

需要

供电电源

需要动态
重配置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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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结构
体系结构
创建一个基于收发器设计的第一步是使用 Stratix IV GX 器件所支持的特性映射您的

系统要求。Stratix IV GX 器件包含多个收发器通道，您可以在多个数据速率和协议中

进行配置。它也提供多个收发器时钟选择。在设计中，判断收发器性能和时钟选择来

确保收发器符合您的系统要求。

这个部分介绍您需要将其识别为体系结构阶段的一部分的关键参数。

器件规范

以下器件规范必须符合您的要求：

■ 参考器件数据表来确保收发器符合数据速率和电子要求 , 以达到高速接口应用的目

标 ; 例如 , 抖动规范和电压输出差分 (VOD) 范围。

■ 检查选择的器件系列是否支持您的设计要求；例如 , 收发器通道的数量、FPGA 逻辑

密度、储存器单元和 DSP 模块。

■ 如果将来您想要移植到更高的逻辑密度或更高的收发器数量器件，请确保移植器件

可用。

f 要了解关于器件特征的更多信息，请参考 DC and Switching Characteristics for 
Stratix IV Devices 章节中的 “ 收发器性能规范 ” 部分。要了解收发器资源的更多

信息，请参考 Overview for the Stratix IV Device Family 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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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结构
收发器配置

请使用 ALTGX MegaWizard ™ Plug-In Manager 接口来配置 Stratix IV 收发器通道的功

能和选项。

选择一个收发器配置时，请检查以下的参数：

■ 检查收发器物理编码子层(PCS)和物理介质附加子层(PMA)功能模块是否符合您的系

统要求。例如 , 检查接收器通道 PCS 中的速率匹配 ( 时钟速率补偿 )FIFO 是否符合

您的应用所需要的百万分率 (PPM) 规范。 

f 要了解关于收发器规范的更多信息，请参考 DC and Switching Characteristics for 
Stratix IV Devices 章节的 “ 收发器性能规范 ” 部分。

■ 选择一个符合您的延迟要求的配置。如果系统对于收发器数据通路具有最高延迟要

求，那么考虑相应的功能配置。Stratix IV GX 收发器支持延迟不同的各种配置 (

例如 , 低延迟 PCS 模式和 Basic [PMA direct] 模式 )。 

■ 在一些配置中 , 收发器中指定的功能模块是被禁用的或被旁路。在选择一个收发器

配置之前 , 请理解必须在 FPGA 架构中实现的功能模块。例如 , Basic (PMA 

direct) 模式提供减少的延迟，但是没有使能 PCS 功能模块 ( 例如 , 字对齐和

8B/10B 编码器 )。因此 , 如果在配置中需要它们，那么请在 FPGA 架构中实现这些

功能模块。您可能需要在 FPGA 架构中实现的功能模块的一些实例在第 2–9 页 “

创建数据处理和其它的用户逻辑 ” 中有所显示。

f 要了解关于ALTGX MegaWizard Plug-In Manager的更多信息,请参考ALTGX Transceiver 
Setup Guide for Stratix IV Devices 章节。

■ 检查您选择的功能模式中回还功能是否可用。Stratix IV GX 收发器在发送器通道

和接收器通道之间的收发器 PCS 和 PMA 接口上提供诊断回环功能。这些回还功能帮

助调试您的设计。 

■ 如果您的设计在相同的收发器模块中使用多个收发器通道 , 那么基于收发器通道配

置 , 那么 Quartus® II 在合并这些通道上可能会施加限制。

f 要了解关于这些限制的更多信息，请参考 Configuring Multiple Protocols and Data 
Rates in Stratix IV Devices 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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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结构
动态重配置 

通过动态的重配置 PMA 控制 ( 例如：VOD、预加重、均衡、DC 增益和收发器通道配置 )

来使用多个链路互联环境中的 Stratix IV 收发器。在没有影响 FPGA 架构中的其它收

发器通道或逻辑的情况下，您也可以重配置 PMA 控制。

请使用收发器通道重配置来动态地将收发器通道切换到多个协议和数据速率。 

Quartus II 使您能够生成一个存储器初始化文件 (.mif) 可以存储唯一的收发器设置并

且提供一个动态的重配置控制器，它是使用最少的用户接口逻辑控制收发器重配置的

软逻辑。您可以通过使用 ALTGX_RECONFIG MegaWizard 接口来生成这个软逻辑。 

f 要了解关于 ALTGX_RECONFIG 接口的更多信息，请参考 ALTGX_RECONFIG Megafunction 
User Guide for Stratix IV Devices 章节。

1 Stratix IV GX 器件中的所有接收器通道需要偏移校准来规避接收器上的工艺、电压和

温度 (PVT) 中的偏移变化。动态重配置控制器启动序列来执行接收器通道上的偏移校

准。因此 , 如果您在 Receiver only 或 Transmitter and Receiver 配置中配置 

Stratix IV GX 收发器通道，那么必须例化一个动态重配置控制器。

f 要了解关于PMA控制或通道配置的偏移校准或动态重配置的更多信息,请参考 Dynamic 
Reconfiguration in Stratix IV Devices 章节中的 “ 偏移校准功能 ” 部分。
Altera 公司 2011 年 2 月 Stratix IV 器件手册第 3 卷

http://www.altera.com/literature/hb/stratix-iv/stx4_siv53004.pdf
http://www.altera.com/literature/hb/stratix-iv/stx4_siv53004.pdf
http://www.altera.com/literature/hb/stratix-iv/stx4_siv52005.pdf
http://www.altera.com/literature/hb/stratix-iv/stx4_siv52005.pdf


2–6 第 2 章 : Stratix IV 器件的收发器设计流程指南
体系结构
时钟

Stratix IV GX 收发器通过各种输入参考时钟提供时钟，例如：

■ 专用收发器参考时钟 (refclk) 管脚。Altera 建议在任何可能的情况下使用 refclk 
管脚，因为 refclk管脚可减少发送数据上的抖动。

■ 连接在全局时钟线上的时钟源。

■ 来自 FPGA 架构中锁相环的 (PLL) 的时钟输出。

识别收发器通道输入参考时钟源 , 例如：

■ 确保您选择的器件具有所需的输入参考时钟资源的数量来实现您的设计。

■ 确保收发器时钟输入支持所需的 I/O 标准。

■ 确保在您所选择的器件上使用时钟限制 :

■ 检查收发器输入参考时钟所支持的频率是否满足您的系统要求。

■ 如果您使用 PLL 级联时钟，请理解它的限制。

■ 如果您正在使用auxiliary transmit (ATX) PLL, 那么请理解输入参考时钟源的

建议以及 ATX PLL 所支持的数据速率范围上的限制。

对于收发器 FPGA 接口时钟：

■ 确保收发器 FPGA 接口时钟频率限制符合您的系统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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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判断 FPGA 架构中到逻辑的收发器数据提供时钟的时钟方案。例如，如果您的设计具

有多个收发器通道在同一数据速率下运行并且被连接到一个上游链路上，那么可能

能够使用一个单收发器 FPGA 时钟来为收发器数据路径提供时钟 , 以便可以节省时

钟布线资源。

■ 如果正在使用 Basic (PMA direct) 模式 , 那么确定您是否需要一个左 / 右 PLL 来为

FPGA 架构提供相移时钟。左 / 右 PLL 为收发器和 FPGA 架构接口之间收发数据提供

时钟并且可能需要满足数据传输的时序要求。

f 要了解关于收发器时钟的更多信息，请参考 Transceiver Clocking in Stratix IV 
Devices 章节。

在您判断所需的收发器参数后，请开始实现和集成阶段。

电源供应

Stratix IV GX 器件需要多个电源供应。管脚连接指南关于电源稳压器的类型 ( 线性或

切换 ) 以及电压电源选项和限制提供指定的建议。例如 , 发送器缓冲电源 VCCHTx 具有

两个选项 —1.5 V 和 1.4 V。使用 1.5 V 时存在指定的数据速率限制。选择一个电源值

时，您必须理解这些限制。

f 要了解更多信息，请参考 Stratix IV GX and Stratix IV E Device Family Pin 
Connection Guideli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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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和集成
请评估运行您的设计所需的功耗。这个评估使您能够选择相应的电源模块并且使您能

够设计板极上的电源分布网络。

请使用早期功耗评估器来评估瞬变电流要求。

f 要了解关于早期功耗评估工具的更多信息，请参考Stratix III, Stratix IV, Stratix 
V, HardCopy III, and HardCopy IV PowerPlay Early Power Estimator。

如果您的设计已经完成，那么请使用 Stratix IV 器件中存在的功耗优化功能。

f 要了解关于在 Stratix IV FPGA 器件中优化功耗的更多信息 , 请参考 AN 514: Power 
Optimization in Stratix IV FPGAs。

板极设计要求

为了改善高速串行接口上信号完整性 , 请遵循功耗分布网络、PCB 设计和叠层的最佳设

计方法。 

f 要了解关于功耗分布网络、PCB设计和堆栈的更详细指南和建议，请参考 Board Design 

Resource Center 网页。 

f 要了解关于 Stratix IV GX 设计过程的更多信息, 请参考 AN 519: Stratix IV Design 
Guidelines。

实现和集成
实现和集成阶段有三个步骤：

■ “ 创建收发器实例 ” 第 2–7 页

■ “ 创建复位逻辑来控制 FPGA 架构和收发器” 第 2–34 页

■ “ 创建数据处理和其它用户逻辑 ” 第 2–36 页

创建收发器实例

ALTGX MegaWizard Plug-In Manager 创建收发器实例。在体系结构阶段中，您判断设

计的收发器配置。通过使用 ALTGX MegaWizard Plug-In Manager, 请选择应用到您的

体系结构要求的相应的参数。

复位和状态信号

ALTGX MegaWizard Plug-In Manger 提供各种复位和状态信号：

■ 复位信号 —tx_digitalreset、rx_digitalreset、rx_analogreset 和 pll_powerdown 用于

复位收发器 PCS 和 PMA 功能模块。 

■ 状态信号—rx_freqlocked和pll_locked 分别表示接收器CDR和发送器PLL的状态。

请使用这些复位和状态信号来实现 FPGA 架构中的收发器复位控制逻辑。要了解

更多信息，请参考第 2–9 页 “ 创建复位和控制逻辑 ”。

如果您确定您的应用需要动态重配置，那么请选择 ALTGX MegaWizard 接口的 Reconfig

标签中的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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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和集成
如果您想要在其它的协议模式或数据速率下动态地重配置通道 , 那么 Reconfig 标签提

供多个选项 ( 例如 ,channel interface 和 Use alternate PLL 选项 ) 来使能这个功

能。 

f 要理解Reconfig标签中的logical channel addressing、logical PLL index和type of 

reconfiguration to select 选项 , 请参考 Dynamic Reconfiguration in Stratix IV 
Devices 章节中的 “ 通道和 CMU PLL 重配置模式详解 ” 部分。 

根据您的系统，当您使用多个收发器通道时，您可能能够和其它的通道共享一个通道

的发送器和接收器并行时钟。如果您的设计需要共享一个时钟资源，那么请选择

tx_coreclk和 rx_coreclk端口。 

f 收发器FPGA架构接口时钟的共享条件在Transceiver Clocking in Stratix IV Devices
章节中有所提供。

f 要了解关于使用 ALTGX MegaWizard Plug-In Manager 以及不同选项和信号的功能性的

更多信息，请参考 ALTGX Transceiver Setup Guide for Stratix IV Devices 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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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和集成
创建动态重配置控制器实例

请使用 ALTGX_RECONFIG MegaWizard 接口来创建动态重配置控制器实例。如果您想要

使用通道和 CMU PLL 重配置功能，那么请选择 ALTGX_RECONFIG Megawizard Plug-In 

Manager 中的相关的选项。 

f 要了解关于ALTGX_RECONFIG宏功能中的选项说明的更多信息,请参考ALTGX_RECONFIG 
Megafunction User Guide for Stratix IV Devices 章节。

f 要了解关于使用信号的更多信息 , 请参考 Dynamic Reconfiguration in Stratix IV 
Devices 章节。

创建复位和控制逻辑

复位序列对于初始化收发器功能模块到正确的操作条件是重要的。Altera 对不同的收

发器配置和协议功能模式建议了一个复位序列。ALTGX MegaWizard Plug-In Manager 

提供了 tx_digitalreset、 rx_analogreset、 rx_digitalreset和 pll_powerdown信

号来复位收发器的不同的功能模块。您可以使用 pll_powerdown信号来复位 CMU PLL 

或 ATX PLL ( 基于您的选择 )。对于共享相同的 CMU PLL 或 ATX PLL 的收发器实例 , 这

些实例的 pll_powerdown端口必须由相同的逻辑驱动。

f 要了解关于复位序列的更多信息 ,请参考 Reset Control and Power Down in Stratix 
IV Devices 章节。

创建数据处理和其它的用户逻辑

一个典型的基于收发器的设计包含定制数据处理和其它的用户逻辑，它们基于您的应

用要求必须在 FPGA 架构中实现。除了 application-specific 逻辑 , 对于指定的收发

器配置，您可能需要额外的逻辑来与收发器连接。该部分提供这种逻辑的实例。

当接收器 CDR 在手动锁定模式中使用时的 PPM 检测器

每个接收器通道包含一个您可以在自动或手动锁定模式中使用的时钟数据恢复 (CDR)。

如果您在手动锁定模式中使用接收器 CDR, 那么您可以通过使用 rx_locktorefclk端口

控制 CDR 的时间来锁定到输入参考时钟或使用 rx_locktodata端口来锁定到恢复数

据。

当您在手动锁定模式中使用接收器 CDR 时，您可能需要实现 FPGA 架构中的 PPM 检测器

来确定上游发送器和 Stratix IV GX 接收器之间的 PPM 差异。

在手动字对齐模式中的同步状态机

每个接收器通道都在PCS中包含一个同步状态机，您可以在某些功能模式中将其使能。 

同步状态机基于无效 8B/10B 代码组触发丢失的同步状态到 FPGA 架构。 

然而 , PCS 中的同步状态机在一些功能模式中不可用。您可能需要实现 FPGA 架构中的

定制逻辑来表示收到的数据的 loss-of-synchronization 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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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译
Gear Boxing 逻辑

一些协议需要比收发器接口提供的更宽的数据路径 ; 例如 ,Interlaken 协议需要 64/67

位编码和解码，但是 Stratix IV GX 收发器中的最大的数据路径接口是 40 位。因此 ,

您必须实现 gear box 逻辑来将 64/67 位编码器解码器与收发器接口相连接。

将功能模块与 Basic (PMA Direct) 模式配置的收发器相连接

在 Basic (PMA direct) 模式中 , 收发器通道中的所有 PCS 功能模块都是禁用的。因

此，您可能需要实现 FPGA 架构中的以下模块 :

■ 字对齐 — 用于对齐接收到的数据的字节边界。 

■ 字节解串器—用于增加剩余的用户逻辑的数据路径宽度并且将数据通路的时钟频率

减少一半。

■ 相位补偿FIFO (应用于bonded通道)— 在多个收发器通道连接到相同的上游系统的

bonded 通道配置中 ( 例如 , 使用 24 收发器通道的一个 Interlaken 协议链路 )。要

最小化您使用的全局时钟布线资源 , 实现相位补偿 FIFO，以连接收发器接口的接

收器侧与 FPGA 架构中的逻辑。

■ 使用每个通道的恢复时钟作为相位补偿 FIFO 的写入端的时钟。 

■ 使用任何通道的恢复时钟作为相位补偿 FIFO 的读取端的时钟。 

用这种方法 , 您仅使用一个时钟资源并且 FPGA 架构中随后的接收侧逻辑可以在这

个单时钟域中运行。

■ 去偏移逻辑 ( 应用于 bonded 通道 )— 在多个收发器通道连接在相同的上游系统的

bonded 通道应用中 , 多个通道间的接收到的数据由于互联和上游发送器系统中的潜

在的偏移而没有对齐。要补偿偏移，请使用 FPGA 架构中的去偏移逻辑。

■ 编码/解码或加扰/去扰—许多协议需要编码或加扰发送器数据来维持信号完整性。

基于您的应用要求，在 FPGA 架构中可能需要这个逻辑。

集成设计

在您实现了所有所需的逻辑后，请将收发器实例和剩余的逻辑相结合并且提供相应的

收发器 FPGA 架构接口时钟。使用第三方综合工具来综合设计 , 例如 Synopsys 

Synplicity 或 Quartus II 综合工具。这使您能够检测设计中的语法错误。

1 如果您正在使用收发器的Basic (PMA direct)模式,那么您必须开发FPGA架构中的所有

的 PCS 功能性。 

编译
当您编译设计时，Quartus II 生成一个 SRAM 目标文件 (.sof) 或编程器目标文件

(.pof)，您可以将其下载到 Stratix IV GX 硬件。通常 , 编译设计的第一步是为 I/O

和时钟分配管脚位置。请使用 Quartus II 中的 pin planner 工具来分配管脚。

1 对于 Quartus II 的基本教程 , 打开 Quartus II, 点击 Help 菜单，然后选择

Tutor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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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译
■ Stratix IV GX收发器支持输入参考时钟和串行数据管脚的多种I/O标准。请为输入

和输出管脚分配管脚和逻辑电平标准 ( 例如 , 1.5- V PCML 和 LVDS)。

f 要了解更多信息 , 请参考 I/O Features in Stratix IV Devices 章节。

■ 如果要在设计中多个收发器通道(tx_coreclk和rx_coreclk)共享相同的收发器FPGA

架构接口时钟 , 那么请设置 0 ppm 约束。这些约束使 Quartus II 能够放松时钟上

的合法检查限制。

f 要了解更多信息,请参考Transceiver Clocking in Stratix IV Devices章节

的 “Common Clock Driver Selection Rules”部分。

■ 对于收发器串行管脚和 refclk管脚 , 请设置片上匹配 (OCT) 电阻设置。 

f 要了解关于所支持的OCT设置的更多信息,请参考Transceiver Architecture 
in Stratix IV Devices 章节的 “Transmitter Output Buffer”部分。

■ 请为时钟和数据路径创建时序约束。请使用TimeQuest时序分析器来设置时序约束。

f 要了解关于 TimeQuest 时序分析器的更多信息 , 请参考 Quartus II 
Development Software Handbook。

■ 编译设计。这将生成一个可以在 FPGA 中下载的 .sof。

Quartus II 生成多个报告文件，它们包含例如收发器配置和时钟资源利用的信息。以

下部分介绍与使用收发器和时钟资源相关的报告文件。

报告文件

Quartus II 在综合、布局布线、映射、布局和装配阶段提供了一个报告文件。报告文

件提供 Quartus II 生成的器件和收发器配置上的有用信息。这个部分仅介绍布局布线

阶段中提供的报告。要访问报告，请点击 Processing 菜单 , 选择 Compilation Report 

选项和展开 Fitter 标签。 

布局布线总结

布局布线总结提供设计使用的 FPGA 架构资源和收发器通道上的高层信息。例如 , 要确

保 Quartus II 已经创建了设计中指定的收发器通道的数量，请参考报告底端的 GXB 接

收器通道和 GXB 发送器通道领域。要了解关于资源利用的详细信息，请展开 Fitter 标

签。

管脚列表文件

请选择 Fitter 标签下的 Pin-Out file 选项。Quartus II 显示需要连接到电路板上的 

所有管脚 ( 使用和未使用 ) 的 I/O 标准和 bank 数量。Quartus II 通过以上信息也生

成一个 PIN 文件 (.pin)。Altera 建议使用 .pin 作为指南。 请将管脚连接指南用于电

路板布局。 

f 要了解关于电路板布局的管脚连接指南的更多信息 , 请参考 Stratix IV GX and 
Stratix IV E Device Family Pin Connection Guideli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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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证
资源部分

展开 Fitter 标签下的 Resource Section 选项来查看以下标签：

■ GXB Transmitter channel标签—为设计中例化的所有发送器通道提供生成的设置。

■ GXB Transmitter PLL 标签 — 为设计中例化的所有发送器 PLL 提供生成的设置。

■ GXB Receiver channel 标签 — 为设计中例化的所有接收器通道提供生成的设置。

■ Global and other fast signals 标签 — 显示分配到全局和区域时钟资源的设计中

的时钟和其它信号的列表。

您可以使用报告文件来验证 , ALTGX MegaWizard Plug-In Manager 中的每种设置是否

生成收发器设置 ( 例如 , 数据速率 )。

验证
SignalTap® 逻辑分析器使您能够使用片上逻辑分析器来验证设计功能性。SignalTap 

提供选项来创建多组可以使用不同的触发时钟采样的信号。您可以将信号添加到

SignalTap 逻辑分析器并且将文件存储为一个 STP 文件 (.stp)。当您的所有设计文件

和 .stp 文件一起进行编译时，Quartus II 创建一个 .sof，使得您能够验证添加在

SignalTap 逻辑分析器文件中的信号的功能性。

您可以通过 JTAG 端口连接到器件并运行 .stp 文件，通过 Quartus II 软件显示信号的

跳变。因为需要 JTAG 端口来运行 SignalTap, 所以考虑设计带有 JTAG 接口的电路板，

以便调试您的系统。

f 要了解关于使用 SignalTap 的更多信息 , 请参考 Quartus II Development Software 
Handbook 第三卷中的 Design Debugging Using the SignalTap II Embedded Logic 
Analyzer 部分。

要验证 PCS 和 PMA 模块的功能性 ,Stratix IV GX 收发器提供发送器和接收器通道之间

的诊断回环功能。

f 要了解更多信息 , 请参考 Transceiver Clocking in Stratix IV Devices 章节的

“Loopback Modes” 部分。

功能仿真
请使用 ALTGX MegaWizard Plug-In Manager 生成的封装文件来仿真第三方仿真软件中

例化的收发器配置，例如 ModelSim。对于仿真 , 需要指定的 Altera® 仿真库文件 ( 如

表 2–1 所列 )。以下库文件在 VHDL 和 Verilog 版本中可用 :

■ 220pack

■ 220model

■ altera_mf_components

■ altera_mf

■ sgate_pack

■ sg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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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仿真
■ stratixiv_hssi_component

■ stratixiv_hssi_atoms

这些仿真文件在 Quartus II 安装目录中的下列文件夹下可用 : <Quartus II 

installation folder>/eda/sim_lib

1 如果使用 VHDL 创建收发器实例，stratixiv_hssi_component 库文件才可适用。

对于使用 ModelSim 的 VHDL 仿真 , 请在 ModelSim 工程中创建以下的库 :

■ lpm

■ sgate

■ altera_mf

■ stratixiv_hssi 

这些仿真文件在 <Quartus II installation folder\quartus\eda\sim_lib> 下可用。

将仿真文件编译到表 2–1 中指定的库中。

例如 , 要使用 ModelSim 将文件编译到指定的库中 , 请右击文件，选择 Properties,

然后单击 General 标签。

表 2–1. 编译仿真文件的库

Altera 仿真文件 库

220pack lpm

220model lpm

sgate pack sgate

sgate sgate

altera_mf_components altera_mf

altera_mf altera_mf

stratixiv_hssi_component stratixiv_hssi

stratixiv_hssi_atoms stratixiv_hssi

user design files 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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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Compile to library 选项中 , 请为选定的文件选择相对应的库。图 2–2 显示了 

Stratix II GX 器件的指定的库中的文件的 ModelSim 窗口编译。

将所有的库包含在搜索路径。请将 ALTGX 和 ALTGX_RECONFIG MegaWizard Plug-In 

Manager 生成的封装文件 (.v 或 .vhd) 以及所有的设计文件添加到库中。首先编译所有

的库文件，然后设计文件，最后运行仿真。

对于 Verilog 仿真 , 添加 ALTGX 和 ALTGX_RECONFIG MegaWizard Plug- In Manager 生

成的 Verilog 封装文件 (.v)、Altera 库文件和所有的设计文件。首先编译所有的库文

件，然后编译仿真模型文件，随后编译设计文件。最后，运行仿真。

在以下的第 2–16 页 “实例 1: 光纤通道协议应用 ” 中进一步介绍了这些指南。

f 要了解关于功能寄存器传输级(RTL)仿真或post-fit仿真的更多信息，请参考Quartus 
II Handbook 的第三卷中的 Simulation 章节。

调试基于收发器设计的指南
该部分为调试基于收发器的设计提供指南。如果系统出现失败 , 那么第一步是确保

FPGA 内的逻辑的功能性。当您观测系统失败时，请使用以下信息。

调试 FPGA 逻辑和收发器接口的指南

在检查硅芯片的功能性之前，请执行功能仿真来确保 RTL 和收发器 FPGA 架构接口的基

本功能性。

图 2–2. 指定的库中的编译文件的 ModelSim 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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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解功能仿真的限制。如果您想要仿真时序参数，那么请考虑 post- fit 仿真。收发

器的功能仿真模型不对与时序有关的参数或收发器数据路径中不确定性进行模拟。

例如 , 速率匹配时钟中的 PPM 差异 ( 时钟速率补偿 ) 或相位补偿 FIFO 的读取和写

入端之间的相位差异不会进行模拟。 

f 要了解关于功能 RTL仿真或 post-fit 仿真的更多信息，请参考 Quartus II 
Handbook 的第三卷的 Simulation 章节。

■ 检查编译的设计在 TimeQuest Timing Analyzer 报告中是否有时序违规。请在失败

路径上设置相应的时序约束。

f 关于使用 TimeQuest Timing Analyzer 的更多信息 , 请参考 Quartus II 
Handbook 的第三卷的 The Quartus II TimeQuest Timing Analyzer 章节。

■ 利用串行回环来验证发送器和接收器数据路径的功能性。动态地通过

rx_seriallpbken端口来控制串行回环。当这个信号被置位后，来自发送器串行器

的数据被回环到通道的接收器 CDR。

■ 使用 SignalTap 来验证用户逻辑和收发器接口信号的行为。如果您具有可以用于调

试的 FPGA I/O 管脚，那么您也可以使用外部逻辑分析器来调试器件的功能性。

f 要了解更多信息 , 请参考 Quartus II Handbook 第三卷中的 In-System 
Debugging Using External Logic Analyzers 章节。

1 要使用这些功能，您必须在 FPGA 中连接 JTAG 配置管脚。

■ 通过配置收发器的反向串行回环模式验证在接收器侧的互联。在这种情况下 , 来自

接收器通道的恢复数据被发送到发送器缓冲器。要将在不同的配置中运行的收发器

通道配置到反转串行回环模式，请使用动态重配置控制器。

■ 检查收发器FPGA架构接口时钟方案是否遵循Transceiver Clocking in Stratix IV 

Devices 章节中 “FPGA Fabric-Transceiver Interface Clocking” 部分提供的建

议。

■ 确保您已经使用了所建议的收发器复位序列。

调试系统电平问题的指南

如果您已经确定了 FPGA 架构中的逻辑在功能上是正确的，请检查系统电平问题：

■ 检查连接到 RREF管脚 2 kΩ 电阻器上的纹波。纹波必须少于 60 mv。

■ 测量发送器的近端和远端上的眼图来了解发送器和互联添加的抖动。

■ 确保您用于测量的高速示波器具有足够的带宽(在示波器和电缆上的带宽额定率

必须至少是串行数据速率的三倍 )。 

■ 如果协议应用指定了眼图模板要求，请检查眼图是否符合眼图模板要求。

■ 使用提供不同的抖动组件上的信息的示波器来了解增加的抖动的可能的源。例

如 , 增加的码间干扰 (ISI) 表明互联上的潜在的带宽限制。 

1 一些范围 , 例如 Agilent 86100C DCA, 需要预定义的码型 ( 例如 , PRBS7 或

PRBS23) 来提供抖动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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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一个短引线的高阻抗差分探头来测试走线 ( 无连接器 ) 上的信号。

■ 确保互联的特性阻抗与源和负载系统匹配。

■ 通过 Time Domain Reflectometry (TDR) 检查走线上的阻抗不连续性。 

■ 重新查看可以导致阻抗不连续性的板极设计、布局和布线的不一致。 

■ 检查Stratix IV GX器件和上游系统上的匹配方案是否相匹配。Altera建议使用 

Stratix IV GX 器件中的 OCT 而不是外部匹配来提高信号完整性。

■ 改变发送输出差分电压来提高眼图幅度。

■ 通过改变 Stratix IV GX 器件的均衡设置来补偿互联中的高频损耗并且检查误码率

的改善。如果上游系统没有一个均衡功能，那么增加 Stratix IV GX 发送器的预加

重 ( 第一个后抽头 )。在 Stratix IV GX 器件和上游系统之间有多个互联的情况中

, 请使用预抽头和第二个后抽头。Altera 提供选择预加重的工具。 

■ 如果多个收发器通道连接到上游系统，在一次一个通道打开的情况下，测量近端和

远端的抖动的增加。这个有助于观测来自邻近通道的串扰对受害通道的影响。

■ 检查板极布局和布线来确保您已经实现了设计方法来减少串扰。

■ 确保提供到发送器 PLL 的输入电压和输入参考时钟源的占空比满足输入参考时钟需

求。 

■ 检查落到电源上的电压是否在规定的容量范围内。

■ 使用高阻抗探头测量电源管脚下的过孔的电压。 

■ 检查电压稳压器规范是否符合 Stratix IV GX 电源需求。 

■ 重新查看电源电压的电源分布方案来确保它的设计用于处理收发器的瞬态电流

需求。

f 要了解不同的电源的容量值的更多信息，请参考 DC and Switching 
Characteristics for Stratix IV Devices 章节。 

■ 检查发送数据上的其它频率组件的定期调制。从发送器侧发送一个高频码型(1010) 

并且将发送器串行输出连接到一个频谱分析器。

f 要了解关于调试 Stratix IV GX 收发器的更多信息 , 请参考 AN 553: Debugging 
Transceivers。

实例 1: 光纤通道协议应用
假设您想要使用三个收发器通道实现一个光纤通道协议应用。请考虑以下的系统要求：

■ 您需要三个收发器通道

■ 所有的通道需要布局相同的收发器模块中

■ 所有的通道需要具有独立的控制来复位它们的 PCS 和 PMA 功能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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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例 1: 光纤通道协议应用
表 2–2 列出了实例 1 的收发器通道配置。

阶段 1— 体系结构

在这个阶段中 , 请检查 Stratix IV GX 器件是否支持或满足您的设计要求。

器件规范

在设置器件指定的参数前，请考虑表 2–3 中列出的问题。

f 要了解所支持的最高数据速率的更多信息，请参考 DC and Switching 
Characteristics for Stratix IV Devices 章节的 “Transceiver Performance 

Specifications” 部分。

表 2–2. 实例 1 的收发器通道配置

通道 运行模式 数据速率
输入参考时钟频率

(MHz)

0 接收器和发送器 FC4G (4.25 Gbps) 106.25

1 接收器和发送器 FC1G (1.0625 Gbps) 53.125

2 Transmitter Only FC4G (4.25 Gbps) 106.25

表 2–3. 器件指定的参数 

问题 答案

参数符合光纤通道协议电路的要求吗 ?

是的

要了解更多信息 , 请参考 DC and Switching 
Characteristics for Stratix IV Devices 章节的
“Transceiver Performance Characteristics” 部分。

三个收发器通道可用吗 ? 是的

支持 4.25 Gbp 和 1.0625 Gbp 的数据速率吗？

是的

每个收发器模块中的两个 CMU PLL 可以支持两个不同的
发送器数据速率。每个接收器通道包含一个专用接收器
CDR，它支持 4.25 Gbp 和 1.0625 Gbp 数据速率。
Altera 公司 2011 年 2 月 Stratix IV 器件手册第 3 卷

http://www.altera.com/literature/hb/stratix-iv/stx4_siv54001.pdf
http://www.altera.com/literature/hb/stratix-iv/stx4_siv54001.pdf
http://www.altera.com/literature/hb/stratix-iv/stx4_siv54001.pdf
http://www.altera.com/literature/hb/stratix-iv/stx4_siv54001.pdf


2–18 第 2 章 : Stratix IV 器件的收发器设计流程指南
实例 1: 光纤通道协议应用
收发器配置

光纤通道协议使用一个 8B/10B 解码器并且需要时钟速率补偿。

功能模块

在配置收发器之前，请考虑表 2–4 中列出的问题。

设计需要用于两个通道的 Transmitter and Receiver 配置和用于一个通道的

Transmitter Only 配置 ( 表 2–5)。

动态重配置

如果您的应用需要动态的重配置收发器 PMA 控制，请确保您理解所需的设置、选项和

用户逻辑，以便使能该功能。

f 要了解更多信息，请参考 Dynamic Reconfiguration in Stratix IV Devices 章节的

“Interfacing ALTGX and ALTGX_RECONFIG Instances” 部分。

f 要了解关于启动读写传输的更多信息,请参考Dynamic Reconfiguration in Stratix IV 
Devices 章节的 “Dynamically Reconfiguring PMA Controls ” 部分。

如果您正在使用通道重配置功能，请使能 ALTGX 和 ALTGX_RECONFIG MegaWizard 插件

管理器中的相应的选项。

表 2–4. 配置收发器

问题 答案

PCS 模块光纤通道中的 8B/10B 编码器是兼容的吗？

不是

光纤通道协仪包含两个不同的 End- of- Frame (EOFt) 有
序集合。用户逻辑发送的正确的 EOFt 有序集合取决于
进入到 EOFt 字的结束差异。Stratix IV GX 收发器不提
供运行的差异标志信号到用户逻辑。因此，用户逻辑可
能不能够选择正确的 EOFt 有序集合。

有解决方案吗 ?
是的

在 FPGA 架构中实现 8B/10B 编码器。

在没有 8B/10B 编码器的情况下，PCS 中的时钟速率
补偿模块可用吗 ?

不可以

您可以在 FPGA 结构中实现它。

表 2–5. 多个通道

问题 答案

Stratix IV GX 收发器支持这两个配置并且使您能够
在相同的收发器模块中将其结合吗？

是的

可用的 FPGA 光纤接口宽度是 20 或 40 位来分别支持
4.25 Gbp 和 1.0625 Gbp 数据速率。这个 FPGA 光纤接口
有助于 FPGA 架构中的 8B/10B 编码和解码而无需额外的
重新布局接收到的并行数据到 10 位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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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例 1: 光纤通道协议应用
f 您可以在使用 .mif 的收发器通道中动态的使用重配置模式来重配置不同的功能模块。 

要了解关于生成 .mif 的更多信息 , 请参考 Dynamic Reconfiguration in Stratix IV 
Devices 章节的 “Channel and CMU PLL Reconfiguration Mode Details” 部分。

时钟

在配置时钟之前请考虑表 2–6 中列出的问题。

f 要了解关于在这种类型的配置中同步发送器和接收器通道数据路径的更多信息，请参

考 Transceiver Clocking in Stratix IV Devices 章节的 “Transmitter Channel 

Datapath Clocking” 部分。

图 2–3 显示了实例 1 的收发器建立的发送器侧。 

1 发送器侧从时钟管理单元 (CMU) PLL 接收它的时钟。接收器侧包含其自身的专用 CDR，

分别提供高速串行和低速并行时钟到自身的 PMA 和 PCS 模块。

表 2–6. 配置时钟

问题 答案

支持两个不同的输入参考时钟吗？

是的

Stratix IV GX 收发器在每个收发器模块中具有两个
refclk 管脚。

refclk管脚支持所需的频率范围吗？

是的

refclk 的最高频率范围是 50 MHz; 最高频率范围是
622.08 MHz。

收发器 FPGA 架构接口时钟可以被共享吗？

不可以

设计需要在所有通道上的独立的控制 , 所以您不可以与
另一个通道共享一个通道的收发器 FPGA 架构接口时钟。
每个通道必须使用它自己的 tx_clkout 和 rx_clkout 
信号来为收发器通道和 FPGA 架构之间的数据提供时钟。

Stratix IV GX 收发器支持这个功能吗？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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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例 1: 光纤通道协议应用
图 2–3. Top-Level Transceiver Setup—Transmitter-Side Only

Channel 0
(4.25 Gbps)

TX

RX

Channel 1
(1.0625 Gbps) 

TX

RX

Channel 2
(4.25 Gbps)

TX

One CMU PLL Configured for 
4.25 Gbps Data Rate

Second CMU PLL Configured for 
1.0625 Gbps Data Rate 

refclk0 (106.25 MHz)

refclk1 (53.125 MHz) 

Transceiver Bl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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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例 1: 光纤通道协议应用
阶段 2— 实现

请使用 ALTGX MegaWizard Plug-In Manager 创建收发器实例。 

f 要了解关于单独的选项的介绍的更多信息，请参考 ALTGX Transceiver Setup Guide 
for Stratix IV Devices 章节。

创建 FC4G 配置的 ( 通道 0)的收发器实例

图 2–4 到图 2–14 显示了创建 FC4G 数据速率的收发器通道实例的 ALTGX MegaWizard 

Plug- In Manager 中的可用的不同选项。请将这个实例用于通道 0，通过使用以下的设

置：

■ General标签—使用Basic模式配置Stratix IV GX收发器用于光纤通道协议。使用

如图 2–4 所示的值设置选项。

图 2–4. FC4G 实例设置 (General 标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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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例 1: 光纤通道协议应用
■ PLL/Port标签—检查Train Receiver CDR from PLL inclk选项,如图2–5所示。您

选择这个选项时，用于 CMU PLL 的相同的输入参考时钟作为一个训练时钟提供到 

接收器 CDR。

■ 检查 pll_powerdown 信号。这个信号使您能够断电 CMU PLL。请将这个信号用作复

位序列的一部分。

■ 检查pll_locked信号。这个信号表明CMU PLL是否被锁定到输入参考时钟。在发送

数据之前，用户逻辑等待直到 pll_locked 信号变高。

■ 检查 rx_freqlocked 信号。这个信号表明接收器 CDR 是否被锁定到数据。当接收器

CDR 在自动锁定模式中进行配置时，如果 rx_freqlocked 信号变为低电平来保持接

收器 PCS 处于复位状态，那么置位 rx_digitalreset 信号。Altera 建议指定的收

发器复位序列来确保正确的器件操作。

f 要了解关于接收器CDR和锁定模式的更多信息,请参考Transceiver Architecture in 
Stratix IV Devices 章节的 “Receiver Channel Datapath” 部分。

图 2–5. FC4G 实例设置 (PLL/Port 标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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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例 1: 光纤通道协议应用
■ Ports /Cal Blk标签—需要校准模块，所以它始终处于使能状态。选择图2–6中所

示的选项。

图 2–6. FC4G 实例设置 (Ports/Cal Blk 标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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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例 1: 光纤通道协议应用
■ RX Analog 标签 — 选择图 2–7 中所示的选项。

f 要了解关于单独的选项的介绍的详细信息，请参考 ALTGX_RECONFIG Megafunction 
User Guide for Stratix IV Devices 章节。

图 2–7. FC4G 实例设置 (RxAnalog 标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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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例 1: 光纤通道协议应用
■ TX Analog 标签 — 选择符合光纤通道协议规范的输出差分电压和共模电压值。如果

您想要通过有缺陷的互联发送数据 , 请选择图 2–8 中所示的预加重设置。

f 要了解关于预加重设置的更多信息，请参考 DC and Switching Characteristics for 
Stratix IV Devices 章节。

图 2–8. FC4G 实例设置 (TX Analog 标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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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例 1: 光纤通道协议应用
■ Reconfig 标签 — 设置起始通道数为 0。因为接收器通道需要使用偏移校准，所以

Offset Cancellation for Receiver Channels 选项被自动地使能。确保您将

reconfig_fromgxb和 reconfig_togxb端口与动态重配置控制器相连接 (图 2–9)。

f 要了解关于起始通道数的更多信息，请参考 Dynamic Reconfiguration in Stratix IV 
Devices 章节的 “Logical Channel Addressing” 部分。

图 2–9. FC4G 实例设置 (Reconfig 标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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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例 1: 光纤通道协议应用
■ Lpbk 标签 — 串行回环选项被使能，如图 2–10所示。

图 2–10. FC4G 实例设置 (Lpbk 标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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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例 1: 光纤通道协议应用
■ Basic/8B10B标签—Basic/8B10B标签在图2–11中显示。8B/10B编码器与光纤通道

协议应用不兼容 ; 因此 , 这个选相是没有勾选的。

图 2–11. FC4G 实例设置 (Basic 8B/10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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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例 1: 光纤通道协议应用
■ Word Aligner标签—光纤通道协议要求您使用K28.5来对齐字节边界。在What is 

the word alignment pattern? 选项中 , 将 10 位差异值之一设置为 K28.5。在收到

其它的差异值时，字对齐自动地检测。

■ 选择 rx_patterndetect和 rx_syncstatus信号。rx_patterndetect信号表明在字边界中

检测字对齐码型的任何时候。

■ 点击 Finish 退出 ALTGX MegaWizard Plug-In Manager。

图 2–12. FC4G 实例设置 (Word Aligner 标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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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例 1: 光纤通道协议应用
创建 FC1G 配置 ( 通道 1)的收发器实例

创建 FC1G 的实例和创建 FC4G 配置的实例很相似 , 但需要执行以下更改：

■ General 标签 — 设置如图 2–13 所示的值。 

■ Reconfig 标签 — 将起始通道数设置为 4。

图 2–13. FC1G 实例 ( 通道 1) 设置 (General 标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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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例 1: 光纤通道协议应用
创建 FC4G 配置的实例—Transmitter Only 模式 ( 通道 2)

这个配置和通道 0 配置相似 , 但需执行以下更改：

■ 请将操作模式设置为 Transmitter Only，如图 2–14 所示。因为这是一个

Transmitter Only 实例 , 所以所有与接收器有关的选项在 ALTGX MegaWizard 

Plug-In Manager 中不可用。

图 2–14. FC4G_TXONLY 实例 (通道 1) 设置 (General 标签 )
Altera 公司 2011 年 2 月 Stratix IV 器件手册第 3 卷



2–32 第 2 章 : Stratix IV 器件的收发器设计流程指南
实例 1: 光纤通道协议应用
■ Reconfig标签—将起始通道数设置为8。请选择Analog controls选项，即使您不想

要动态地重配置 PMA 控制 , 如图 2–15 所示。选择这个选项对于这个实例场景是必

须的，因为：

■ 对于 Transmitter Only 实例 , 偏移校准不可用 ; 因此 ,reconfig_fromgxb 和

reconfig_togxb 端口不可用。

■ 其它两个实例 ( 包含一个接收器通道 ) 使这些端口可用，因为偏移校准被自动地

使能。

■ 如果一个收发器实例使能了 reconfig_fromgxb 和 reconfig_togxb 端口使能，那么 

Quartus II 要求其它的收发器实例使能这些端口，以便在相同的收发器模块中

将它们合并。因此 , 对于这个 Transmitter Only 实例 , 必须选择 Analog 

options...。

f 要了解关于合并多个收发器实例的要求的更多信息 , 请参考 Configuring Multiple 
Protocols and Data Rates in Stratix IV Devices章节的“Combining Transceiver 

Instances in Multiple Transceiver Blocks” 部分。

图 2–15. FC4G_TXONLY 实例 (Reconfig) 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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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例 1: 光纤通道协议应用
创建动态重配置控制器 (ALTGX_Reconfig) 实例

这个部分仅介绍必须被设置以便实现应用的相关选项。

f 要了解更多信息 , 请参考 Dynamic Reconfiguration in Stratix IV Devices 章节。

图 2–16 显示了您必须设置的选项 ( 假设在收发器通道中您不需要 PMA 控制的动态重

配置 )。

f 要了解关于选择 Number of Channels 选项的更多信息 , 请参考 Dynamic 
Reconfiguration in Stratix IV Devices 章节的 “Total Number of Channels 

Option in the ALTGX_RECONFIG Instance” 部分。

连接以下内容 :

■ 连接 ALTGX_RECONFIG 实例的 reconfig_fromgxb[16:0] 到 FC4G 实例 ( 通道 0) 

■ 连接reconfig_fromgxb[33:17] 到 FC1G 实例 ( 通道 1)

■ 连接reconfig_fromgxb[50:34] 到 FC4G Transmitter Only 实例 ( 通道 2)

■ 连接 ALTGX_RECONFIG 实例的 reconfig_togxb[3:0] 到所有的三个收发器实例

图 2–16. ALTGX_Reconfig 设置 (Reconfiguration 设置标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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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例 1: 光纤通道协议应用
创建复位逻辑来控制 FPGA 架构和收发器

设计需要在每个通道上的独立的控制。Altera 建议为每个通道创建独立的复位控制逻

辑。 

在这个设计中 , 通道 0 和通道 2 共享相同的 CMU PLL ( 因为它们在相同的数据速率下

进行配置 ) 并且通道 1 使用第二个 CMU PLL。当您创建 Transmitter Only 或 Receiver 

and Transmitter 实例时 ,ALTGX MegaWizard Plug-In Manager 提供一个 

pll_powerdown信号来复位提供时钟到发送器通道的 CMU PLL。在这个设计实例中 , 因

为通道 0 和 2 共享相同的 CMU PLL，所以驱动来自相同逻辑的 ALTGX 实例中的通道 0 和

通道 2 的 pll_powerdown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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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例 1: 光纤通道协议应用
通道 0、1 和 2 有独立的 rx_digitalreset、 rx_analogreset和 tx_digitalreset信

号。图 2–17 显示了三个收发器实例和 FPGA 架构之间的接口。

图 2–17. 收发器 FPGA 架构接口 

Receiver Side Logic

Transmitter Side Logic

Transmitter Side Logic

Receiver Side Logic

User Logic

Reset
Control
Logic

Transmitter Side Logic
data

processing
logic

8B/10B
enco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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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coder

data
processing

logic

Reset Control
for CMU P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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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rol
Logic

data
processing

logic

8B/10B
encoder

Reset
Control
Logic

data
processing

logic

data
processing

logic

8B/10B
encoder

8B/10B
decoder rx_dataout

rx_syncstatus

rx_patterndetect

tx_datain

rx_analogreset

rx_digitalreset

tx_digitalreset
rx_freqlocked
pll_lock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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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x_digitalreset

pll_powerdown

pll_lock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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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x_patterndet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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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nnel0

Starting channel
number = 0

reconfig_fromgxb[16:0]

reconfig_togxb[3:0]

ALTGX_RECONFIG
Instance

reconfig_fromgxb[16:0]

reconfig_fromgxb[50:34]

reconfig_fromgxb[33:17]

ALTGX Instance
Channel 2

reconfig_fromgxb[16:0]

reconfig_togxb[3:0]

Starting channel
number =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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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nnel 1

reconfig_togxb[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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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数据处理和其它用户逻辑

对于这个实例 , 您必须在 8B/10B 编码器和解码器 FPGA 架构中实现。第 2–35 页的图

2–17 显示了 FPGA 架构中所有通道的发送器和接收器侧上的逻辑以及系统逻辑控制。 

这个结构图表示了一个典型的系统并且可能不会准确的显示在实际应用中的不同的模

块。请将所有的逻辑模块与收发器相连接。

如果您想要添加 SignalTap 用于验证，首先完成综合，然后在 SignalTap 中添加收发

器 FPGA 架构或其它用户逻辑信号。最后，编译设计来生成 .sof。

阶段 3— 编译

请在设计中为输入和输出信号分配管脚。Quartus II 8.1 和早期的版本不支持对于

Stratix IV GX 器件的管脚分配。 

请为收发器串行管脚设置 OCT 值，并且为逻辑中的时钟和数据路径添加时序约束，然

后编译设计。

阶段 4— 仿真设计

要仿真设计，请遵循概括在第 2–12 页 “ 功能仿真 ” 中的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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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例 1: 光纤通道协议应用
文档修订历史
表 2–7 列出了本章的修订历史。

表 2–7. 文档修订历史 

日期 版本 修订内容

2011 年 2 月 4.1

■ 应用了新的模板。

■ 更新了章节标题。

■ 少量文本编辑。

2009 年 11 月 4.0
■ 添加了表 2–3、表 2–4、表 2–5和表 2–6。

■ 少量文本编辑。

2009 年 6 月 3.1

■ 更新了“引言”、“电源”、“收发器配置”、“时钟”、“创建收发器实例 
”、“ 创建动态重配置控制器实例 ”、“ 创建数据处理和其它用户逻辑 ” 和
“ 功能仿真 ” 部分。

■ 添加了“板级设计要求”、“Gear Boxing逻辑”、“调试FPGA 逻辑和收发器接
口的指南 ” 和 “ 调试系统电平问题的指南 ” 部分。

■ 添加了引导句以提高搜索能力。

2009 年 3 月 3.0

■ 在第 2–6 页添加 “ 电源 ”。

■ 更新了第 2–4 页的 “ 动态重配置 ”。

■ 文本编辑。

2008 年 11 月 2.0

■ 在第 2–3 页上添加了 “ 收发器配置 ”。

■ 在第 2–8 页上添加了 “ 创建动态重配置控制器实例 ”。

■ 第 2–15 页上的 “ 动态重配置 ”。

■ 更新了第2–28页上的“创建FC4G配置的实例—Transmitter Only 模式(通道 
2)”。

■ 在 2–30 页上添加了 “ 创建动态重配置控制器 (ALTGX_Reconfig) 实例 ”。

■ 更新了图 2–1、图 2–4、图 2–5、图 2–6、图 2–7、图 2–8、图 2–10、图
2–11、图 2–12、图 2–13 和图 2–14。

■ 添加了图 2–9、图 2–15 和图 2–16

2008 年 5 月 1.0 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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