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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盘控制器的 FPGA实现 

王星睿， 林 涛 

(同济大学 超大规模集成电路研究所，上海 200433) 

摘要 ：介绍了以 FPGA为基础 ，以 Verilog硬件描述语言为载体 ，实现对硬盘控制的方法．该方法能够 

实现 IDE硬盘的 PIO模式或 DMA模式的数据存储，并利用 WishBone片上总线实现和 系统 中其他部 

分的连接 ，可广泛应用于视频 、音频等需要大量数据存储 的系统中，完成对数据的高速安全存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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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lization for hard disk controler based on眦 A 

WANG Xing-rui， LIN Tao 

(Inst．of Very Large Scale Integration，rongii Univ．，Shanghai 200433，Ch／na) 

Abstract：A method to control the hard disk based on the FPGA and Veriolg HDL Was presented．It call re~ize 

the storage of IDE hard disk data in the PIO or DMA mode．It also uses WishBone system bus to realize the 

connection tlI the other parts of the system．The design can be used in the video．audio system which need 

large storage of data to implement the rapid and safe storage of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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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目前，片上系统 SOC(System On Chip)在图像处 

理、信息家电等应用中都需要大量数据的储存，集成 

设备电路 IDE(Integrated Drive E lectronics)硬盘是最 

好的选择．IDE接口产品的特点是不需大量附加设 

备即可构成电脑的主控线路，技术成本低，性能相对 

较高．其传输模式，经历过 3个不同的技术变化，从 

PIO(Programmed I／O)模式 ，DMA(Direct Memory Ac． 

cess)模式，到现今的 Ultra DMA模式(简称 UDMA)． 

PIO模式的弊端是耗用大量的中央处理器资源，相 

对的 DMA模式不过分依赖 CPU的指令而运行，可 

有效节省处理器运行资源．IDE硬盘主要有 2种寻 

址模式：物理寻址方式用柱面、磁头、扇区号表示一 

个特定的扇区．起始扇区是 0柱面、0磁头、1扇区， 

接下去是 2扇区，直到 EOF扇区，然后是同一柱面， 

1磁头、1扇区⋯⋯逻辑寻址方式是由一连续序列的 

通过逻辑块编号寻址的区段组成 ，在这种情况下 ，主 

机不需要知道驱动器的物理结构．IDE硬盘读写控 

制模块虽然在国内外研究中已经比较成熟，有了一 

些专业的产品，但是，大部分成熟设计都是以产品的 

形式出现，考虑到系统集成的方便和价格等因素，特 

别是针对图像处理中需要用到 IDE硬盘储存大量数 

据的设计中，与整个系统配合灵活而且成本低廉的 

专用模块 ，仍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另外，随着 FPGA 

(Field Programmable Gate Array)的发展，大规模和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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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规模 FPGA的出现使得一个完整系统都可以在一 

片 FPGA中实现 ．在这种情况下 ，硬盘控制知识产权 

IP(Intellectual Property)核的设计就显得十分重要 ．本 

文主要讨论以 FPGA为基础，实现对 IDE硬盘的读 

写，利用 WishBone片上总线和系统中其他模块相 

连，实现 SOC系统上数据的高速存储，使其可以广 

泛应用于如 H．264或 MPEG一2等低码率的图像处 

理系统中． 

1 系统设计 

本设计是 H．264解码芯片系统中的一部分，和 

解码芯片中的其他部分一同采用 Xilinx公司的 Vir． 

texlI系列芯片实现．当然，本设计也可以单独应用于 

一 块 FPGA 实 现 ．设 计 采 用 Verilog硬 件 描 述 语 

言【1．2 J，并用 ISE 7．1完成综合、仿真、下载工作．硬 

盘采用 日立公司生产的5K80系列的笔记本硬盘，具 

有高达5400 r／min的转速，支持 ATAPI一6的传输协 

议，接口最高传输速率为 800 Mb／s，有8 M的缓存空 

间，内部储存速率高达450 Mb／s． 

设计主要分为两个部分 ，一个是硬盘控制 ATA 

Control模块，另一个为 WishBone总线接口，即 WB 

Slave模块．ATA Control模块用来和 IDE硬盘相 

连，进行数据读写控制．WB Slave模块既和 WB 

Master相连，又控制 ATA Control的数据传输．系统 

框 图如图 1所示 ． 

W ishB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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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系统结构框图 

2 ATA Control模块 

ATA
—

Control主要由PIO模块[ 和 DMA模块组 

成，分别实现 PIO和DMA两种传输模式． 

1)对于 PIO模式，其基本时序如图2所示 ． 

DA 

D10R一，DIOW - 

DD—in(read) 

DD-out(wr|Ie) 

的时间，712为 DIOR一／DIOW一读写过程有效时间， 

714为写过程中数据有效时间．对 PIO mode 0，T。为 

70 ns，T2为 165 ns，T4为 30 ns，对于 PIO mode 4，则 

l为 25 ns，T2为 70 ns，T4为 10 ns．本 设计 采用 

100 MHz时钟频率，可 以用计数器分别实现对各个时 

间的控制，以满足不同时序要求． 

PIO模式基本过程如下：首先通过 cs和 DA信 

号给定地址，等待 。时间，当读写数据准备好时，把 

DIOR一／DIOW一置为有效，再等待 712时间，检查 

IORDY信号，如果准备好了，在读过程中，则把数据 

锁存，DIOR一反相，如果是写过程，则要把数据再保 

持 714时间，然后等待一个读写周期的结束，这样一 

次的读写即完成． 

2)对于 DMA模式，其基本时序如图 3所示． 

DMA模式中，首先要初始化一个 DMA通道，设 

备会向主机发出 DMA请求(DMARQ)信号，主机用 

DMACK一应答．对于写操作，主机撤销 STOP信号， 

在设备插入 DMARDY一信号 后，开始驱动数据 

STROBE信号．对于读操作，主机先把数据总线置于 

三态，然后撤掉 STOP信号，并插入 DMARDY一信 

号，设备开始发送数据．在启动相位之后，STROBE 

信号的拥有者，通过切换 STROBE信号来发送数据 

给接受者．发送者可以通过停止切换 STROBE信号 

来暂停数据传输；接受者可以通过撤掉 DMARDY一 

信号来暂停数据传输．主机和设备都可以停止数据 

传输，这并不是 ATA命令被终止，只是简单终止了 

当前的数据传输．如果 ATA命令没有完成，它将在 

以后的某一个时间里被重新执行．终止数据突发传 

输有 4个过程：停止请求、停止应答、STROBE信号 

置高、发送 CRC并撤销 DMARDY一信号． 

图3 DMA模式时序 图 

图2 PIO模式时序图 3 WishBone模块 

图2中 l为对 DIOR一／DIOW一读写地址有效 WishB。ne在 Master和 Slave之间使用握手协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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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准备好传输数据时，Master使 STB O信号有效， 

STB O信号一直保持到 Slave的结束信号 ACK I， 

ERR I，RTY I之一声明有效 ．在每一个 CLK I的 

上升沿，对结束信号采样，如果该信号有效，STB O 

信号变低，接口的两边都能够完全控制数据传输的 

速率 ． 

WishBone的时钟周期有单读／写周期和块周期， 

单读／写周期是数据传输的基本模式．Master在时钟 

边沿的上升沿启动周期．当Master将一个地址放在 

地址总线 ADR O上，便将 WE O线置低以表明这 

是一个读周期，驱动数据选择线 SEL O用于给出 

需要读取的数据地址，Master还同时声明 STB O和 

CYC 0来表明一个新总线周期的开始．块传输周 

期实现多数据传输，与单读写周期相似，在块传输周 

期期间，接口基本上执行单读／写周期的工作 ．但块 

周期把许多单独的周期合并在一起，形成一个单独 

的块周期 ．互连总线上有多个 Master时，该方法十分 

o ●o ●o ●o ●o 0o ●o ● 

有用 ． 

4 结论 

该设计方案用 Verilog硬件描述语言实现 ，可以 

适应图像处理等需要大量数据储存 的 SOC系统 ．也 

可以通过 PCI总线和 PC相连 ，用于和计算机交换数 

据．在储存数据较大，要求速度较快的领域，可以用 

两块硬盘采用乒乓读写方式进行并行操作，或者采 

用 UDMA的传输模式，加快读写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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