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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刊

发行人致信

Zynq MPSoC 带来激动人心的时刻 
对于从事嵌入式软件开发的人员来说，必须要了解哪些系统硬件资

源可用来创建优化的嵌入式系统。 对于专门从事应用软件开发的人员来

说，了解系统资源的具体细节并不那么重要，但如果知道芯片可提供哪

些能够提高代码性能的选项，的确有一定的优势。

为此，赛灵思 2015 年第 3 季度在芯片领域实现了一个重大里程碑。

9 月底，赛灵思宣布向客户提供了首批 Zynq ® UltraScale+ ™ MPSoC 样片

（观看视频），这是屡获殊荣的 Zynq-7000 All Programmable SoC 的后续

产品。Zynq SoC 在单个芯片上完美集成了 ARM ® 双核 Cortex ™ A9 处理

系统、可编程逻辑和板载外设控制器，而 Zynq UltraScale+ MPSoC 则进

一步提升了 SoC 的处理能力：不仅处理器总数达 7 个（64 位四核 ARM 

Cortex-A53 和双核 ARM Cortex-R5 实时处理器以及一个 ARM Mali ™ -

400 MP GPU），而且还支持 H.265/264 视频编解码器、优化系统能效的

高级动态电源管理单元、配置安全单元、DDR4/LPDDR4 内存接口以及

各种片上可编程逻辑负载。

自 2011 年 Zynq SoC 发布以来，赛灵思客户采用该器件实现的创新

成果一直备受瞩目。不深究芯片的细节，仅处理器和片上可编程逻辑之

间的 3000 多个连接就能让 Zynq SoC 器件独树一帜。这些连接可让该处

理器和在 FPGA 逻辑中实现的功能快速通信，速度远远超过了任何双芯

片甚至系统级封装配置所能达到的水平。客户因此可创建此前根本无法

实现的系统。自 Zynq SoC 发布以来，我们看到了几乎所有赛灵思提供服

务的市场都出现了基于 Zynq SoC 的创新技术，从无线通信到航空航天及

军用产品无一例外。 

许多创新都是由 FPGA 工程设计团队采用赛灵思 Vivado® Design 

Suite 硬件设计工具实现的。今年早些时候，赛灵思迈出勇敢一步，推出

了基于 C、C++ 和 OpenCL ™ 的 SDx ™ 开发环境：用于 Zynq SoC 设计

的 SDSoC ™、用于 FPGA 加速处理的 SDAccel ™ 以及针对软件定义网

络系统开发的 SDNet ™。虽然相对较新，但 SDSoC 开发环境已经为新

用户（嵌入式软件开发人员）以及传统 FPGA 专家开启了无限可能。采

用 C 或 C++ 创建系统的系统级结果，然后运用 SDSoC 环境识别运行较

慢的代码段并将其交给 FPGA 逻辑加速，这就能带来更多创新机遇。 

 现在，将 SDSoC 环境与 Zynq UltraScale+ MPSoC 的芯片基础相结

合，我敢打赌我们将看到越来越多的赛灵思用户带来更加令人瞩目的系

统创新。

在《Xcell 软件刊》第二期中，您将了解到 SDSoC 和 SDNet 环境如

何实现更高水平的创新。希望您能喜欢本期文章，并从中受到启发，开

始采用全新的开发环境。当然，也希望您能与同行分享您的精彩体验，

积极向《Xcell 软件刊》投稿技术文章。

— Mike Santarini 

      发行人

mailto:mike.santarini@xilinx.com
mailto:xcelladsales@aol.com
mailto:melissa.zhang@xilinx.com
mailto:christelle.moraga@xilinx.com
mailto:tomoko@xilinx.com
www.xilinx.com/xcell
https://www.youtube.com/watch%3Fv%3DkkmVl9YJy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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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DSoC 让编程人员能够

构建完整的硬件 — 软件

系统，且不牺牲性能。

作者：Olivier Tremois 
赛灵思公司 DSP 现场应用工程师

olivier.tremois@xilinx.com

当今的医疗、工业及越来越多其他

应用领域的“标准”图像处理系统变得

越来越先进。很多情况下，图像处理复

杂性已经超出了带 GPU 加速功能的 PC 

的处理能力范围。设计团队在提高图像

处理质量标准，增加产品特性的同时，

他们还必须满足客户对最终产品的更小

型化、移动性、电池供电等要求。

众多现有平台都在努力满足如此复

杂的要求。幸运的是，设计团队可利

用赛灵思 Zynq®-7000 All Programmable 

SoC 和最新赛灵思 SDSoC ™ 开发环境

创建出小型、低功耗、特性丰富并带有

基于 C/C++ 语言的高级成像系统的产

品。我们来了解一下如何使用 SDSoC 

环境对图像流水线处理系统进行加速，

以实现上述目标。我用不到一周时间就

完成了这个项目，且实现了大幅度的系

统加速。

2015 年第四季度第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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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 7x7 边界框中的结构元素

图 2 - Zynq 处理系统的运行时间

我们的图像批量处理系统将读取存储在 SD 卡中的图像，并利用

不同的噪声级参数和结构元素形状的参数来处理这些图像。

图像批处理

我们的实例系统使用专门的相机获取图像，然

后以批量模式处理图像。图像尺寸达 3,000 x 2,000 

像素（600 万像素）。尽管处理后的图像不是实时

视频，但目的是通过图像流水线尽可能快地发送图

像。这里所用的流水线相当简单：将 RGB 图像转换

为灰度图像；添加椒盐噪声；以及用三个滤波器（膨

胀、中值和腐蚀）对噪声图像进行滤波。

膨胀、中值和腐蚀滤波器均属于中值滤波器系

列，这类滤波器主要用来（但并非专门用于）消除

脉冲噪声以实现图像增强。这些都是非线性滤波

器，不涉及任何算术运算，而且功能仅限于数据排

序和采集。尽管算法不是太复杂，但是当处理大图

像时会耗用相当多的处理时间，原因在于处理器的

有序性，在给定时间内只处理 1 个像素。

中值滤波器是非线性滤波器，需要逐像素地计

算输出图像。方法是取特定形状（称为结构元素）

内输入像素的临近像素，将它们进行排序，并选

出位于 pth rank 上的像素。腐蚀滤波器选择最小值

(p=1)。膨胀滤波器选择最大值（p=N，其中 N 是结

构元素的像素数量）。中值滤波器选择中间值 (p = 

[N/2])。通常，结构元素是正方形、菱形或十字形

（图 1）。

我们的图像批处理系统会读取存储在 SD 卡中

的图像，并利用不同的噪声级参数和结构元素形状

的参数来处理这些图像。运行频率为 667MHz 的 

Zynq-7000 SoC 的双核 ARM® Cortex ™ -A9 处理器

负责执行计算任务。

软件实现

首先，我们用 C++ 编写完整的应用程序，这样

# 尺寸 # 形状 软件时延

测试 1 1,920 x 1,080 49（正方形） 29s

测试 2 1,920 x 1,080 25（菱形） 8.5s

测试 3 3,000 x 2,000 25（菱形） 8.5s

XCELL 软件刊：封面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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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in
99.99%
(0.00%)

0.13%
1x

ref_rgb2y
0.13%

(0.13%)
1x

ref_median
92.33%
(4.65%)

1x

sort_array
87.69%

(87.69%)
2055636x

87.69%
2055636x

BMP_Write
6.47%

(1.25%)
8x

6.47%
8x

BMP_CreateBlank
5.22%

(5.22%)
8x

5.22%
8x

ref_PseudoCasuallnt
0.24%

(0.24%)
2073600x

0.24%
2073600x

SaveResults
7.08%

(0.61%)
8x

BMP_Read
0.12%

(0.12%)
1x

ref_ImpulsiveNoise
0.34%

(0.09%)
1x

92.33%
1x

7.08%
8x

0.12%
1x

0.34%
1x

图 3 —初始软件的特征分析结果

就可估算 Cortex-A9 的计算性能。应用程序包含一

系列函数，用以读写 SD 卡上的 BMP 图像，计算亮

度，添加噪声，并执行各种滤波器功能。采用 SD-

SoC 开发环境的 SDDebug 配置，能够通过赛灵思 

ZC702 评估平台在 Linux 操作系统下快速进行软件

实现。

为生成真正可使用的可执行文件，我们选择选

项 O3 启动所有编译器优化。结构元素的形状是应

主要

99.99%
（0.00%）

用程序的一个参数，这样我们可以采用任何适合放

在 7 x 7 像素边界框中的结构元素。对流水线时延

（图 2）有影响的参数是图像尺寸 (#Size)，结构元素

中有效像素的数量 (#Shape)。最小化时延能改善系

统性能。FPGA 对涉及很多加法和乘法运算的信号

处理算法执行得非常好。我们的系统实例将展示可

编程逻辑不仅善于强力计算，而且还善于执行更标

准的数据处理。

2015 年第四季度第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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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e N-4 Line N-5

Line N-3 Line N-4

Line N-2 Line N-3

Line N-1 Line N-2

Current Line - N

Current pixel introduction
shifts the other pixels in corresponding column

by 1 position up to the first line buffer

Line N-1

Current Pixel

基本特性分析（图 3）显示，通过 RGB 值计算

亮度 (0.13%)，以及为像素添加噪声 (0.34%)，这些

操作在软件中运行得非常快。中值滤波器占用了总

时间中的大部分时间 ( 达 92.33%)。文件读取和保存

也会占用时间。

将函数转移到硬件

加速的首要目的是在每个时钟周期内处理一个

新样本。重写部分代码重写以及重新设计接口可实

现大幅加速。即使片上可编程逻辑 (PL) 的时钟速率

远低于处理系统 (PS) 的时钟速率，但是能够在每个

时钟周期内处理一个输入像素也可以实现大幅加速。

中值滤波器是唯一被转移到硬件的函数。在 

SDSoC 环境中将功能转移到 PL 是一件非常容易的

事情，只需在 Project Explorer 中右键点击即可，而

且不会添加任何指令（除了在接口位置添加外），

也不用修改任何一行代码来提高性能。这些修改由

嵌入式编程人员负责，这就说明了为何初始加速通

常不那么明显。

以上指定的函数包含两个贯穿整个图像的嵌套

当前像素的引入使

对应列中的其他像素向第一个线缓冲器移动 1 个位置。

图 4 —当接收新像素时线缓冲器中的数据移动

循环。它还包含多个贯穿结构元素的子回路，可对

所有元素进行排序。在本例中，我们使用标准气泡

排序算法。其他复杂度低的算法适合通过微处理器

实现，而这种算法的规则性更适合硬件实现：

for ( i=0; i<HeightOfImage; i++)
for ( j=0; j<WidthOfImage; j++)
  {
  Some Code
  for ( s=0; s<NumberOfStages; s++)
  for ( k=0; k<HeightOfStructElem; 

k++)
  for ( l=0; l<WidthOfStructElem; 

l++)
  {
  Swap pixels if not correctly or-

dered
  }
  }

由于我们想在每个时钟周期内处理一个 1 个输

出图像像素，因此必须添加一条指令以便针对每个

时钟周期启动像素矢量排序。我们利用值为 1 的启

动间距 (II) 对经过图像纵列的第二个循环进行流水

线化处理。（II 是指新的循环迭代启动之前所需经过

当前像素

XCELL 软件刊：封面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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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x_ t  line_buf f er[ KMED] [ MAX_WIDTH] ; 
# pragma  HLS ARRAY_PARTITION variable=line_buf f er complet e 
dim=1  
 
pix_ t  window[ KMED*KMED] ; 
# pragma  HLS ARRAY_PARTITION variable=window complet e dim=0 

/ /  Line Buf f er fill  
if (col < widt h)  
Buf f erFill:f or ( int  ii = 0 ; ii < KMED-1 ; ii++)  
 pixel[ ii] = line_buf fer[ ii] [ col] =line_buf fer[ ii+1 ] [ col] ; 
 
/ / There is an of fset  t o accommodat e t he act ive pixel region 
if ( (col < widt h)  && (row < height ) )  
{  
 pix = in_pix[ index_in++] ; 
 pixel[ KMED-1 ]  = line_buf f er[ KMED-1 ] [ col]  = pix; 
}  

/ /  Line Buf f er fill  
if (col < widt h)  
Buf f erFill:f or ( int  ii = 0 ; ii < KMED-1 ; ii++)  
 pixel[ ii] = line_buf fer[ ii] [ col] =line_buf fer[ ii+1 ] [ col] ; 
 
/ / There is an of fset  t o accommodat e t he act ive pixel region 
if ( (col < widt h)  && (row < height ) )  
{  
 pix = in_pix[ index_in++] ; 
 pixel[ KMED-1 ]  = line_buf f er[ KMED-1 ] [ col]  = pix; 
}  

图 5 —针对线缓冲器、分析窗口和结构元素

进行的数组声明

图 6 —线缓冲器之间的数据移动

加速的首要目的是能够在每个时钟周期中处理一个新样本。

重写部分代码以及重新设计接口可实现大幅加速。

的时钟周期数量。）通过使用这条指令，SDSoC 环

境将自动展开剩下的内循环，让硬件能够并行处理

所有迭代。

在单核处理器中实现的图像处理算法很容易用

代码编写，因为各种处理器功能使数据可以在外部

存储器和处理器本身之间平稳传输。存储器高速缓

存 L1 和 L2 会暂时存储以后可能复用的数据，从而

缩短数据存取时延。

这种机制在 FPGA 中不是默认存在。尽管这样

我们就无法使用同一 C/C++ 源代码创建硬件加速

器，但我们可以设计一个性能和尺寸完全适合我们

应用的存储器高速缓存。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

种情况下我们修改 C/C++ 源代码的目的不是保持相

同的功能，而是将性能提升到一定程度以便满足我

们的要求。赛灵思的 Vivado® 高层次综合 (HLS) 是

一种 SDSoC 引擎，能够从 C/C++ 代码生成寄存器

传输级 (RTL) IP ；HLS 会考虑到我们的指令，生成

一种适用于我们代码的硬件架构。这就是为什么分

析图像处理代码时不会自动生成线缓冲器和分析窗

口；Vivado HLS 忠于原来的代码，这样能防止工具

在未经开发者同意的情况下采取并隐藏优化措施。

熟悉硬件图像处理的设计人员对线缓冲器和分

析窗口了如指掌。为避免从外部存储器中多次读

取同一像素，像素会临时存储在内存 (Block RAM) 

中，如果剩下的执行过程再也用不到这些像素，那

么这些像素会被覆盖。Block RAM 有两个端口，这

两个端口可用作存储器读取、存储器写入或二者存

储器读写。当加速器接受了与 L 行和 C 列对应的像

素，就会从线缓冲器中读取所有与 C 列和 (L-1 … 

L-6) 行对应的像素，并重新写入另一个位置，如图 

4 所示。为了实现每个时钟周期内处理 1 个像素这

一目标，必须以一个时钟周期的吞吐量执行所有数

据移动。

此外，像素邻域中的所有像素以及结构元素也

必须在一个时钟周期内访问。为此，我们还需要

定义一个分析窗口，其中包含需要处理的特定像

素（随像素不同而不同）。在 SDSoC 环境和 VHLS 

中，代码不以任何形式进行时控； 工具会针对所用

的资源和我们的指令将任何可以并行处理的任务均

2015 年第四季度第二期

11



Sort(In[2],Out[2])
{
     Out[0] = min(In[0],In[1]);
     Out[1] = max(In[0],In[1]);
} Sorted

Vector
Input

Vector

Nonactivated 
Pixel

Activated 
Pixel

Highest 
Value

Lowest 
Value

Sort(In[2],Out[2])
{
     Out[0] = min(In[0],In[1]);
     Out[1] = max(In[0],In[1]);
} Sorted

Vector
Input

Vector

Nonactivated 
Pixel

Activated 
Pixel

Highest 
Value

Lowest 
Value

并行化。在我们的图像样本批处理系统代码中，我

们通过使用正确的分区指令（图 5) 声明两个数组，

从而为代码添加线缓冲器和分析窗口。然后，我们

将数据运动描述为对这些数组的读 / 写访问（图 6）。

由于依赖数组中的数据访问，因此像素值排序

过程在硬件架构中实现起来会比较复杂。软件实现

方法所使用的 C 代码需要取得像素（已通过结构元

素对像素进行了验证）的向量，并使用标准冒泡排

序法对向量排序。还有一些效率更高的算法，但是

这些算法只有对较大向量才能发挥显著优势。算法

的复杂程度与结构元素的像素数量平方成正比，我

们这个实例设计是 (7 x 7)2。

在硬件中，架构必须针对最坏情况来进行设

计。如果我们要实现每个时钟周期内处理 1 个像素

这个目标，需要实现非常规则的结构。为此，我们

规定输入向量总是具有最大尺寸 (7 x 7)，而且所有

图 7 — 10 元素向量的排序网络

激活的

像素

输入向量

最高值

最低值

排序的

向量

未激活的

像素

未验证的像素都具有数值 0，这样它们会处于排序

向量底部。我们还要针对最差情况设计级数，即使

对于具有较少有效像素的结构元素来说级数可能更

低。只有相同向量不在每级重用时，才会发生不同

级的并行化。结果得到一个数组，在这个数组中初

始向量从列索引 0 入，从列索引 7 x 7 = 49 出（如图 

7 和 8 所示）。

SDSOC 系统编译器
SDSoC 并非简单的全系统编译器。它进行大

量代码分析，以决定要求在硬件中实现的函数最适

合使用哪种数据移动器，并决定将数据移动器连接

到哪个端口。对于函数的每个参数，我们必须确定

最适合使用 ARM® AMBA® AXI4-Lite、AXI4-Full 

memory-mapped 还是 AXI4-Stream 数据移动器。

我们还需要确定使用哪个连接器：AXI4 高性

XCELL 软件刊：封面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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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id sort ing_ net work(pix_ t  window[ KMED*KMED] ,mask_t  shape[ KMED*KMED] , 
  kmed2_ t  NShape,kmed2_ t  CompNShape, 
  pix_ t  *pixmin,pix_ t  *pixmed,pix_ t  *pixmax)  
{  
st at ic  const  int  N = KMED*KMED; 
pix_ t  t min,t max,t 0 ,t 1 ; 
 
st at ic pix_ t  z[ N] [ N+1] ; / /  Array t hat  cont ains t he sort ing net work 
# pragma  HLS ARRAY_PARTITION variable=z complet e dim=0 
 
unsigned int  i, k, st age; 
 
/ /  Init ializat ion of  t he f irst  row of  t he net work 
/ /  pixels t hat  do not  belong t o t he mask are set  t o 0  
L1 :f or  ( i=0; i<N; i++)  
 if (shape[ i] )  z[ i] [ 0 ]  = window[ i] ; 
 else  z[ i] [ 0 ]  = 0 ; 
 
/ / sort ing_net work: This descript ion is correct  f or KMED odd 
L2 :f or  (st age = 1 ; st age <= N; st age++)  
{  
 k = (st age&1)^ 1; / /  st age odd -> k=0       st age even -> k=1  
 L3 :f or  ( i = k; i<N-1 ; i= i+2 )  
 {  
  t 0   = z[ ( i) ] [ st age-1 ] ; 
  t 1   = z[ ( i+1 ) ] [ st age-1 ] ; 
  t min = MIN(t 0 ,t 1 ) ; 
  t max = MAX(t 0 ,t 1 ) ; 
  z[ ( i  ) ] [ st age]  = t min; 
  z[ ( i+1 ) ] [ st age]  = t max; 
 }  
 / /  Copy t he value t hat  has not  been sort ed t o t he next  st age 
 if (k==0) z[ N-1 ] [ st age]  = z[ N-1 ] [ st age-1 ] ; 
 else  z[ 0 ] [ st age]  = z[ 0 ] [ st age-1 ] ; 
}  
*pixmin = z[ CompNShape] [ N] ; 
*pixmed = z[ CompNShape+NShape/ 2 ] [ N] ; 
*pixmax = z[ N-1 ] [ N] ; 
ret urn; 
}  

SDSoC 并非简单的全系统编译器。 
它执行大量代码分析以决定要求在硬件中实现的 

函数最适合使用哪种数据移动器， 
并决定将数据移动器连接到哪个端口。

图 8 — Figure 8 — Sorting network described in C

2015 年第四季度第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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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 (HP) 端口、通用 (GP) 端口或加速器一致性端口 

(ACP)，甚至是来自其他加速器的端口，可在 SD-

SoC 环境中构建或者包含在板支持包 (BSP) 中。

然后，SDSoC 环境创建一个设计，添加所有必

要的 IP 以构成功能完整的系统，

图 9 — SDSoC 环境中用于覆盖默认行为的指令

图 10 — SDEstimate 阶段获得的性能估算值

例如 AXI4 Stream 数据移动器的直接存储器

访问 (DMA) ； 并修改 C 语言源代码（而非初始的 

C++ 代码），以调用硬件。本例中，接口非常简单：

通过 AXI4-Stream 和 DMA 访问两个输入数组和三

个输出数组，通过 AXI4-Lite 设置几个标量。我们

不必考虑 DMA 的设置，也不必检查标量寄存器的

访问地址；SDSoC 环境可自动管理所有事情。

在构建样本系统时，我首先确认源代码是否兼

容 Vivado HLS，然后添加 VHLS 指令。我使用特定

的 SDSoC 指令来指定数据在物理空间内连续存储

（通过函数 sds_alloc 分配的存储器 ) ，并指定通过 

DMA 来访问数据（图 9）。

然后，我把构建配置切换至 SDEstimate，以粗

略估算所能实现的加速（图 10）。我不必为这个步

骤等候很长时间，因为此时尚未构建硬件。SDSoC 

环境可通过处理器运行时间（使用针对硬件修改的

代码计算出的（这比使用初始针对处理器修改的代

码计算得出的慢）并将编译器优化参数设定为 –O0）

和时钟周期数量（采用 VHLS 计算得出的，作为硬

件加速器的时延）计算出加速估算值 . 该时延是硬

件加速器的最大时延，因此这个估算值应该作为粗

略估算。

就硬件加速器本身而言加速效果几乎达  700 

倍。“main”级有很多文件访问需要花费不少时间；

XCELL 软件刊：封面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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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阶段，我们可以得到使用硬件加速器实现的准确加速值，

其中考虑了所有进出 DDR 的数据。

这就是为什么总体加速“仅为”5 倍。实际上，我

们可以选择计算全局加速所涉及的顶层函数，这样

就可获得更有意义的加速值。

流程的最后一步是构建整个系统。这个阶段，

构建所有加速器都并连接到处理器。然后，修改 

C++ 源代码以启动和控制这些加速器（而非调用

初始 C 函数）。在这个阶段，我们可以得到使用硬

件加速器实现的准确加速值，其中考虑了所有进出 

DDR 的数据。这个加速值还考虑了清除缓存的时

间，因为我们的数据位于存储器的可缓存部分。

硬件加速器占用的时间与图像的大小（而非结

构元素的大小）成正比这就是为什么结构元素中的

有效像素数量越多，加速比就会越高。图 11 中的时

延是整个图像流水线的时延，包含软件和硬件元素。

开发这个项目时，构建软件应用是时间最长的

图 11 —可编程逻辑中带加速功能的 Zynq 处理系统的运行时间

# 尺寸 # 形状 纯软件时延
软件 + 硬件

时延
加速

测试 1 1,920 x 1,080 49（正方形） 29.2s 154.8ms 189x

测试 2 1,920 x 1,080 25（菱形） 8.6s 154.7ms 56x

测试 3 3,000 x 2,000 25（菱形） 25s 447ms 56x

一个阶段。在此之后，修改代码的时间不足 2 小

时，这样就可得到完全兼容的 Vivado HLS 代码，

并具备正确的指令来优化吞吐量。考虑到该设计的

硬件部分较大（芯片的半个查找表），完成最后阶

段——综合、布局布线、比特流、SD 卡——耗用 

2 个多小时。

SDSoC 环境的系统级特性分析集成工具、可

编程逻辑中的自动软件加速功能以及全系统优化编

译 —— 自动生成正确的连接以最小化存储器访问瓶

颈 —— 使我能够在不到一周的时间里完成这个实例

项目。

如果使用标准的 RTL 流程创建加速器，并凭借

我自己的编程能力来利用不同驱动程序以修改 C 代

码，那么根本无法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完成。■

2015 年第四季度第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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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 SDSoC
加速 AES 加密

作者：Adam Taylor 
首席工程师 e2v 公司

aptaylor@theiet.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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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级加密标准 (AES) 已经成为很多应用

（诸如嵌入式系统中的应用等）中日

渐流行的密码规范。自从 2002 年美

国国家标准技术研究所 (NIST) 将此规

范选为标准规范以来，处理器、微控制器、FPGA 

和 SoC 应用的开发人员就开始利用 AES 来保护输

入、输出及保存在系统中的数据。我们可在更高抽

象层上非常高效地描述算法，就像用于传统软件开

发中那样；但由于涉及到的操作，该算法在 FPGA 

中实现起来最为高效。开发人员甚至可在布线中

“免费”获得一些操作。

基于这些原因，AES 是个绝佳的例子，即开发

人员可利用 C 语言描述算法，然后在硬件中加速实

现，从而受益于赛灵思 SDSoC ™ 开发环境。本文

中我们就是要这样做，首先熟悉一下 AES 算法，然

后在赛灵思 Zynq®-7000 All Programmable SoC 的处

理系统 (PS) 上实现 AES256（256 位秘钥长度）以

建立软件性能基准，然后再在片上可编程逻辑 (PL) 

中进行加速。为了完全了解可获得的优势，我们将

在 SDSoC 环境所支持的全部三个操作系统中执行这

几个步骤，三个操作系统为：Linux、FreeRTOS 和

裸机。

算法

AES 属于对称块密码，可采用 128、192 和 256 

位不同的秘钥长度。秘钥长度决定加密或解密数据

所需的处理步骤数。顾名思义，块密码算法采用

的是数据块。AES 算法一次处理 16 字节的固定模

块。因此，如果我们密码内容少于 16 字节，就必须

将未使用的字节进行填充。

由于 AES 是对称密码，信息加密和解密都采

用 C 语言描述 AES256 加密算法，然后在硬件

中加速性能。

用相同的做法和秘钥。相反，非对称算法（例如 

RSA）则使用不同秘钥进行数据加密和解密。

AES 算法中四个阶段中每个阶段都代表一个状

态。四个 AES 阶段的组合称为一个循环。所需循环

的数量取决于秘钥长度。

很简单，AES 状态起始于我们要加密的 16 个字

节。每个新步骤都会对状态进行更新。处理状态之

前，我们需要将输入字节串变为初始状态，即 4 x 4 

矩阵（图 1）。

现在，我们将最初的 16 个字节重新编排为 4 x 

4 矩阵形式的初始状态，便可研究每个步骤如何操

纵它的输入状态。

轮密钥加 (AddRoundKey) ： 这是唯一使用加密

秘钥的步骤。我们已经注意到，所需的加密算法循

环的数量取决于秘钥长度（128、192 或 256 位）。

必须对加密秘钥进行秘钥扩展，以确保在每个循环

中不会重新使用秘钥中的字节。果然，对于不同的

秘钥长度而言扩展秘钥长度并不相同。扩展秘钥长

度为：

扩展秘钥长度（字节）= 16 *（循环 + 1）

这个步骤中的操作很简单。输入状态字节与扩

展秘钥的 16 个字节进行异或运算。每个循环使用扩

展秘钥的不同部分；循环 0 使用字节 0 至 15，循环 

1 使用字节 16 至 31，以此类推。对于每个循环，状

态的字节 1 与扩展秘钥的最低有效字节进行异或运

算，字节 2 与“最低有效字节 +1”进行异或运算，

以此类推。

字节替换 (SubBytes)：该步骤利用字节替换将

状态值用另一个值替换出去。替换盒中的值是预先

设定的，而且输入位于输出位之间的关联较小。替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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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itial State – 4 x 4 Grid

16-byte Input

  0 1 2 3 4 5 6 7 8 9 A B C D E F
0 63 7C 77 7B F2 6B 6F C5 30 01 67 2B FE D7 AB 76
1 CA 82 C9 7D FA 59 47 F0 AD D4 A2 AF 9C A4 72 C0
2 B7 FD 93 26 36 3F F7 CC 34 A5 E5 F1 71 D8 31 15
3 04 C7 23 C3 18 96 05 9A 07 12 80 E2 EB 27 B2 75
4 09 83 2C 1A 1B 6E 5A A0 52 3B D6 B3 29 E3 2F 84
5 53 D1 00 ED 20 FC B1 5B 6A CB BE 39 4A 4C 58 CF
6 D0 EF AA FB 43 4D 33 85 45 F9 02 7F 50 3C 9F A8
7 51 A3 40 8F 92 9D 38 F5 BC B6 DA 21 10 FF F3 D2
8 CD 0C 13 EC 5F 97 44 17 C4 A7 7E 3D 64 5D 19 73
9 60 81 4F DC 22 2A 90 88 46 EE B8 14 DE 5E 0B DB
A E0 32 3A 0A 49 06 24 5C C2 D3 AC 62 91 95 E4 79
B E7 CB 37 6D 8D D5 4E A9 6C 56 F4 EA 65 7A AE 08
C BA 78 25 2E 1C A6 B4 C6 E8 DD 74 1F 4B BD 8B 8A
D 70 3E B5 66 48 03 F6 0E 61 35 57 B9 86 C1 1D 9E
E E1 F8 98 11 69 D9 8E 94 9B 1E 87 E9 CE 55 28 DF
F 8C A1 89 0D BF E6 42 68 41 99 2D 0F B0 54 BB 16 

  0 1 2 3 4 5 6 7 8 9 A B C D E F
0 52 09 6A D5 30 36 A5 38 BF 40 A3 9E 81 F3 D7 FB
1 7C E3 39 82 9B 2F FF 87 34 8E 43 44 C4 DE E9 CB
2 54 7B 94 32 A6 C2 23 3D EE 4C 95 0B 42 FA 23 4E
3 08 2E A1 66 28 D9 24 B2 76 5B A2 49 6D 8B D1 25
4 72 F8 F6 64 86 68 98 16 D4 A4 5C CC 5D 65 B6 92
5 6C 70 48 50 FD ED B9 DA 5E 15 46 57 A7 8D 9D 84
6 90 D8 AB 00 8C BC D3 0A F7 E4 58 05 B8 B3 45 06
7 D0 2C 1E 8F CA 3F 0F 02 C1 AF BD 03 01 13 8A 6B
8 3A 91 11 41 4F 67 DC EA 97 F2 CF CE F0 B4 E6 73
9 96 AC 74 22 E7 AD 35 85 E2 F9 37 E8 1C 75 DF 6E
A 47 F1 1A 71 1D 29 C5 89 6F B7 62 0E AA 18 BE 1B
B FC 56 3E 4B C6 D2 79 20 9A DB C0 FE 78 CD 5A F4
C 1F DD A8 33 88 07 C7 31 B1 12 10 59 27 80 EC 5F
D 60 51 7F A9 19 B5 4A 0D 2D E5 7A 9F 93 C9 9C EF
E A0 E0 3B 4D AE 2A F5 B0 C8 EB BB 3C 83 53 99 61
F 17 2B 04 7E BA 77 D6 26 E1 69 14 63 55 21 0C 7D 

S-box for Encryption

S-box for Decryption

换盒 (S-box) 是一个 16 x 16 矩阵。我们使用被替代

字节的高四位和低四位作为替代表格中的索引。例

如，使用图 2 中的 S-box 加密，如果第一个初始状

态字节为 0 x 69，那么用替代值 0 x F9 代替。状态

字节的高四位选择替代表格的行； 低四位选择列。

注意在图 2 中，加密和解密使用不同的替换盒，而

图 1 — 16 字节的初始状态转换为 4 x 4 矩阵

图 2 — AES S-box 内容

16 字节输入

初始状态 – 4 x 4 矩阵

加密替换盒

用于加密的 S-box

且盒中内容不同。

行位移变换 (ShiftRows)：该步骤对每行执行循

环字节移位，以重新排列输入状态矩阵。 我们将每

行右旋不同个因数（图 3）。第 1 行不变。将第 2 行

移动 1 个字节，第 3 行移动 2 个字节，第 4 行移动 

3 个字节。解密时执行相同操作，但向左旋转而非

向右。

列混合变换 (MixColumns)：这是循环中最复杂

的步骤，需要进行 16 次乘法和 12 次异或运算。逐

列对输入状态矩阵进行此操作，将输入状态矩阵与

固定矩阵相乘以获得新的状态列（图 4）。列中的每

项与矩阵中的一行相乘。将每次乘法结果进行异或

运算，以获得新的状态值。第一个要进行相乘运算

的列和行在图 4 中加亮显示。

以下是第一列的列混合变换 (MixColumns) 方程：

B1’ = (B1 * 2) XOR (B2 * 3) XOR (B3 * 1) XOR (B4 * 1)

B2’ = (B1 * 1) XOR (B2 * 2) XOR (B3 * 3) XOR (B4 * 1)

B3’ = (B1 * 1) XOR (B2 * 1) XOR (B3 * 2) XOR (B4 * 3)

B4’ = (B1 * 3) XOR (B2 * 1) XOR (B3 * 1) XOR (B4 * 2)

然后，为输入状态中的下一个列采用相同乘法

矩阵重复这个过程，直到处理完所有输入状态列。

既然我们已经理解了 AES 加密和解密算法所需

的详细步骤，那么还需要知道一个循环中这些步骤

的应用顺序以及我们是否必须

为每个循环应用所有步骤。每个 AES 加密循环

XCELL 软件刊：借 SDSOC 之力创造卓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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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iftRows Input State

Resultant Output State

B1 B5 B9 B13
B6 B10 B14 B2
B11 B15 B3 B7
B16 B4 B8 B12

B9

Input State First Column to be Multiplied

Constant Multiplication Matrix

Decryption Constant Multiplication Matrix

E B D 9
9 E B D
D 9 E B
B D 9 E

2 3 1 1
1 2 3 1
1 1 2 3
3 1 1 2

B9

图 3 — 行位移变换 (ShiftRows) 操作

图 4 —用于加密和解密的列混合

变换 (MixColumns) 函数

行位移变换 (ShiftRows) 输入状态

得到的输出状态

要相乘的输入状态第一列

常数乘法矩阵

解密常数乘法矩阵

都包含全部四个步骤，并按照以下顺序：

1. 字节替换 (SubBytes) ;

2. 行位移变换 (ShiftRows);

3. 列混合变换 (MixColumns) （只针对循环 1 至 

N–1）;

4. 轮密钥加 (AddRoundKey) （使用扩展秘钥）。

当然，我们需要能够反转这个过程，将不可读

的密文变回纯文本，让加密信息有用。为此，我们

将步骤进行如下排序：

1. 反转行位移变换；

2. 反转字节替换；

3. 轮密钥加（使用扩展秘钥）;

4. 反转列混合变换（只针对循环 1 至 N–1）。

执行第一轮加密之前，我们需要为加密和解密

执行初始轮密钥加 (AddRoundKey) 操作。

可在更高抽象层上高效地描述 AES，就像在传统软件开发中 
那样，但在 FPGA 中实现起来最为高效。开发人员甚至可在 

布线中“免费”获得一些操作。

我们看一下扩展秘钥必须使用的算法，以便提

供足够的秘钥位，用以执行相应数量的轮密钥加 

(AddRoundKey) 步骤（图 5）。进行秘钥扩展时，

16、24 或 32 字节的秘钥长度分别需要 44、52 或 60 

个循环。扩展秘钥的第一个字节等于初始秘钥。这

意味着对于我们的 AES256 实例来说，扩展秘钥的

最开始的 32 个字节就是秘钥本身。秘钥扩展操作在

每次迭代中为扩展秘钥生成 32 个附加位。

以下是重要的扩展步骤。

RotateWord: 与行位移变换 (ShiftRows) 类似，

这个步骤重新组织 32 位字，以使最高有效字节变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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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Expansion(byte key[4*Nk], word w[Nb*(Nr+1)], Nk)
begin
 word temp

 i = 0

 while (i < Nk)
  w[i] = word(key[4*i], key[4*i+1], key[4*i+2], key[4*i+3])
  i = i+1
 end while

 i = Nk

 while (i < Nb * (Nr+1)]
  temp = w[i-l]
  if (i mod Nk = 0)
   temp = SubWord(RotWord(temp)) xor Rcon[i/Nk]
  else if (Nk > 6 and i mod Nk = 4)
   temp = SubWord(temp)
  end if
  w[i] = w[i-Nk] xor temp
  i = i + 1
 end while
end 

最低有效字节。

SubWord: 这个步骤使用的替换盒与加密时进

行字节替换所使用的替换盒相同。

rcon: 该阶段对用户定义的值进行 2 次幂运算。

与列混合变换 (MixColumns) 阶段类似，rcon 也在有

限域 (28) 中执行；因此这个步骤普遍使用预先计算

的查找表。

EK: 从扩展秘钥返回 4 个字节。

K: 与 EK 类似，从秘钥返回 4 个字节。

如何知道我们已经正确实现了加密和秘钥扩展

算法？ AES 的 NIST 规范包含多个有效实例，可用

来检查我们自己的实现结果。

扩展秘钥的第一个字节等于初始秘钥。

这意味着对于我们的 AES256 实例来说，

扩展秘钥的最开始的 32 个字节就是秘钥本身。

创建代码

为了确保能够加速 Zynq SoC 的 PL 中 AES 代码的

加密部分，我们必须一开始就要以这个目标来开发代

码（见这里的编码规则）。要考虑的第一件事是算法

的架构；我们需要正确对其进行分段。AES 很适合这

种方案，因为我们可以为每个阶段编写函数，然后再

根据需要调用。    我们还必须编写要在自身的文件中

进行加速的函数。软件架构包括以下内容。

main.c: 该文件包含秘钥扩展算法、加密秘钥和

纯文本输入，以及对 AES 加密函数的调用。

aes_enc.c: 该文件执行加密。我们将每个阶段

编写为单独的函数，这样就能根据 AES 循环的需要

图 5 — 秘钥扩展算法

XCELL 软件刊：借 SDSOC 之力创造卓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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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id aes_enc(uint8_t state[4][4],uint8_t cipher[4][4],uint8_t ekey[240])
{

 uint8_t iteration = 0;
 //uint8_t x,y;

 uint8_t sub[4][4];
 uint8_t shift[4][4];
 uint8_t mis[4][4];
 uint8_t round[4][4];

 addroundkey(state,Ø,sub,ekey);

 loop_main : for(iteration = 1; iteration < nr; iteration++)
  {
   subbytes(sub,shift);
   shift_row_enc(shift,mix);
   mixcolumn(mix,round);
   addroundkey(round,iteration,sub,ekey);
  }
  subbytes(sub,shift);
  shift_row_enc(shift,round);
  addroundkey(round,nr,cipher,ekey);

}

进行调用。为确保程序设计对于处理器上执行的程

序具有通用性，我们为混合步骤的乘法使用查找表。

aes_enc.h: 这个文件包含 aes_function 的定义

以及用来确定大小的参数（例如 mk、nb 和 nr）。

sbox.h: 这个文件包含用于替换字节的替换盒、

执行秘钥扩展的 rcon 函数的查找表以及用于列混合

变换乘法的乘法查找表。

在这个结构中，我们可以选择 AES 加密函数

( 图 6) 作为要进行加速的函数，只需右键点击该函

数并选择“ Toggle HW/SW”即可。

为了能确定基准性能以及通过函数加速获得的

保存结果，我们必须对函数的执行进行时间控制。

为此，我们使用 sds_lib.h 中的 sds_clock_counter。

编写源代码（在 github 提供）之后，在用 Zynq 

SoC 中的单个 ARM® Cortex ™ -A9 处理器内核在软

件中执行 AES 算法时，我记录了 36,662 个处理器

周期。

为加速而进行的优化

加速 AES 算法比前一个问题中的矩阵乘法算法

还要稍稍复杂一些。这是因为 AES 算法的主循环包

含互相依赖的阶段。

我加速 AES 算法时所采用的方法是：检查循环

以找出可以展开的地方；优化存储器带宽；选择正

确的数据移动时钟频率和硬件功能频率。

AES 加密函数的主循环包含用于执行每个 AES 

步骤的函数。AES 算法中的每个函数必须完整执

行，并在下个函数运行之前计算出结果。这种互相

依赖性需要我们将精力集中于作为独立函数的 AES 

步骤。这些步骤中存在足够多的优化潜力。

我们可将轮密钥加 (AddRoundKey) 、字节替换 

(SubBytes) 和列混合变换 (MixColumns) 步骤流水线

图 6 — 要加速的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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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以提高性能。在这些函数中，我们通过将编译

指示放在第一个循环中来执行 HLS Pipeline 命令。

我们应展开内部循环。这些函数中有几个函数从查

找表（通常从 block RAM 构建）读取数据。我们需

要增加存储器带宽，在本例中，我将编译指示参数

指定为“完成”，这样可将存储器内容实现为分立

寄存器而非 BRAM。

在 Zynq SoC 上的 PS 与 PL 之间传输数据的能

力对提升性能而言也非常重要。我所做的第一步

是将数据移动时钟网络设定为最高时钟频率：200 

MHz。第二个方案是确保为 PS 与 PL 之间的数据传

输使用直接存储器访问。为此，我必须将接口稍加

修改，并使用 sds_alloc 函数按照 DMA 传输的要求

确保数据在存储器中的连续性（图 7）。

第二个也是最后的优化步骤是将硬件功能的时

钟速率设定在所支持的最高频率：166.67 MHz。

操作系统支持

当我最终将所有内容放在一起并构建出这个

图 7 — PS 与 PL 之间的数据移动网络

图 8 — Zynq PS 和 PL 中的操作系统性能。FreeRTOS 和 BareMetal 提供类似的缩短效果。

数据移动网络

加速器 实参 IP 端口 方向 声明的大小（字节）编译指示 连接

aes_enc_0 state state_PORTA IN 16*1 S_AXI_ACP:AXIDMA_SIMPLE

cipher cipher_PORTA OUT 16*1 S_AXI_ACP:AXIDMA_SIMPLE

ekey ekey_PORTA IN 240*1 S_AXI_ACP:AXIDMA_SIMPLE

操作系统 仅 PS PS 与 PL 加速 缩短

BareMetal 28574 7102 75%

FreeRTOS 28368 7104 75%

Linux 36662 16544 54.8%

实例时，经 PL 加速的 AES 代码在 Linux 上运行 

16,544 个处理器时钟周期； 当在单独在软件中运行 

AES 代码时，只需要 45%(16,544/36,662) 的周期数

量。这可将这个具有互相依赖关系且相当复杂的算

法的执行时间缩短 55%。

当然，我们也可在 SDSoC 环境中选择 BareMet-

al 或 FreeRTOS 操作系统。创建 BareMetal 和 FreeR-

TOS 项目并重新使用代码能够在三种操作系统之间

进行性能对比。对于给定项目而言，操作系统的选

择取决于任务要求、性能预算以及响应时间。

图 8 给出了 Zynq SoC 的 PS 和 PL 中三种操作

系统的性能 ( 图 8)。

不出意料，FreeRTOS 和 BareMetal 实现了类似

的时间缩短效果，因为两种操作系统都比完整的 Li-

nux OS 简单得多。

正如我们的结果所示，利用 SDSoC 开发环境加

速 AES 加密，能实现真正的性能提升，而且易于实

现——无需深入的 FPGA 设计经验。■

XCELL 软件刊：借 SDSOC 之力创造卓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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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本电报电话公司 (NTT) 是一家全球电

信集团控股公司，负责制定管理策略

和推动研发工作发展。   我们是 NTT 研

发部的研究人员，正领导两个针对软

件定义网络 (SDN) 和网络功能虚拟化 (NFV) 的创

新型项目。针对其中的一个项目，我们已经开发

出一个名为 Lagopus 的高性能软件 SDN/OpenFlow 

交换机 [1]，我们认为这是迄今为止作为开源软件

发布的 OpenFlow 1.3 兼容交换机中的佼佼者。针

对第二个项目，我们开发出一个具有软件包处理

感知功能的 40 Gbps FPGA 网络接口卡 (NIC) ——

Lagopus FPGA。

早期阶段采用赛灵思面向网络的 SDNet ™ 软

件定义规范环境，是我们能够成功开发这些技术

的关键所在。在本文中我们将介绍如何使用 SDNet 

满足我们的项目目标。

实现 SDN/NFV 卓越性能的 LAGOPUS FPGA
云服务供应商和网络服务运营商正在转向采用 

SDN，将其作为自动配置系统的关键支持技术。

NFV 通过将网络系统从专有硬件设备转变为商用

硬件系统，充分运用 PC 服务器、基于商用芯片的

交换机和软件工具，在帮助电信运营商降低资本

支出和运营支出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许多

云服务提供商和电信运营商将为其新一代商用网

络部署 SDN 和 NFV。

NTT 集团是商业服务和研发领域的 SDN 和 

NFV 领跑者。在日本总务省的自助下，NTT 已经

启动一项与先进 SDN/NFV 相关的研究工作 ——

O3 项目。Lagopus 是 O3 项目的主要可交付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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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86

DPDK PMD A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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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G 40G

其结合使用开放网络基金会 (Open Networking Foun-

dation) 的 OpenFlow 1.3 协议、商用英特尔 x86 服务

器和商用 NIC, 可实现高性能软件包处理和灵活的

流程控制。  Lagopus 的主要优势有： 能在商用服务

器上实现超过 10Gbps 的高性能软件包处理、高达

百万流量输入的弹性网络流控制、针对虚拟提供商

边缘 (vPE)/ 虚拟客户端设备 (vCPE) / 虚拟演进分组

核心网 (vEPC) 框架的可扩展流程分配器。

Lagopus FPGA 项目旨在通过在运行于商用服务

器上的 FPGA 上灵活地对软件加速和硬件加速功能

进行分区，实现 40/100Gbps 的高性能包处理。图 1 

显示了 Lagopus FPGA 的概念和架构。这种灵活的

架构能借助 FPGA 加速并以纯软件实现方式将 La-

gopus 交换机的 10Gpbs 线速提高到 40Gbps 线速。

这一性能提升的代价仅仅是 x86 CPU 的功耗增大不

到 10%。该架构还能极大地增强我们的网络故障排

图 1 — Lagopus FPGA 的概念和架构

除能力，这对真正虚拟化的网络有实质性意义。

目前 , 我们正在使用先进的 FPGA 和设计工具

联合为 Lagopus 和网络运营商的原始硬件知识产权 

(IP) 设计一种先进的软件可编程数据层面，其目的

不仅是获得更高的系统性能，也是为降低功耗和成

本。通过与赛灵思团队合作，我们已经在基于赛灵

思 Virtex®-7 All Programmable FPGA 的 80Gbps NIC 

演示板上成功集成了 Lagopus 和我们的 IP。2015 年 

2 月，我们在东京举办的 NTT2015 年研发论坛上首

次演示了 Lagopus FPGA。同年 8 月，我们还在加州

库比蒂诺举办的 Hot Chips 27 大会上展示了我们的

卓越成功。

我们使用 SDNet 开发环境创建 Lagopus FPGA 

系统。这种新颖的动态可重编程数据层面包处理工

具链让我们能够在不影响性能的情况下，把数据

包分类、编辑、搜索、负载均衡和统计测量等高

商用服务器

配置

网络

NFV 应用

SDN 交换机

SDN 交换机

性能

灵活性 可用性

传统

SDN 硬件

交换机

软件

(x86 CPU)

硬件

（FPGA）
SDN/NFV

前端
加速器

数据层面

更高性能

更高可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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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度数据层面运算转交给 FPGA NIC 处理（均在 

10/40/100GbE 千兆位级以太网线速下实现 )，为 La-

gopus 和 NFV 应用提速。我们认为这是我们项目的

最佳解决方案，可增强 SDN/NFV 技术的关键组成

部分 —— 分类 IP 的功能。该环境的快速可重配置

包流水线功能让我们能够迅速方便地更新网络协议

和功能。

SDNet 环境涵盖云计算数据中心和广域网中丰

富多样的用例，从而扩大了 Lagopus FPGA 的使用

潜力。对 NTT 而言，这种灵活、软件定义硬件设计

技术能实现差异化网络业务的灵活部署。

SDNet 环境奠定设计基础
随着新兴市场上  SDN/NFV 技术竞争日趋激

烈，Lagopus FPGA 项目的一大设计挑战是在紧凑的

开发期内完成开发，以如期进行部署和推广。我们

从 2014 年 10 月开始设计 Lagopus FPGA 系统，三

个月后，即在 2015 年 1 月完成首次集成。

鉴于该系统设计的复杂性，这是一项了不起

的成就。图 1 所示是 Lagopus FPGA 系统的顶层架

构，它由包含软件 FPGA IP 包在内的四个技术软件

层组成：(1) NFV 应用；(2) Lagopus 软件交换机；(3) 

硬件抽象层，例如应用编程接口 (API)、英特尔数据

SDNet 扩大了 Lagopus FPGA 的使用潜力：这种灵活的软件

定义硬件设计技术能实现差异化网络业务的灵活部署。

Determine Packet Processing
Requirements and Functionality

$ ppp -pxFile class_sdnet.px -bus lbus -dw 256 optimizedRTL
Target optimizedRTL completed.

Write SDNet
Functional Specification

Compile SDNet
Functional Specification

Debug SDNet
Functional Specification

Verify Generated RTL

Integrate Packet Processor
in FPGA Design with Vivado

 class:: Tuple[out] { classVLAN :: Section[2] {
    struct{    ...
       DST_MAC  : 48,    method update ={
       SRC_MAC  : 48,       L2KEY.VLAN_ID         =vlan,
       VLAN_ID  : 16,    ...
       ETH_TYPE  : 16    }
   }    method increment_offset = size[];
 }L2KEY; }

确定包处理要求和功能

调试 SDNet 功能规范

编写 SDNet 功能规范

验证生成的 RTL

编译 SDNet 功能规范

把 FPGA 设计中的

包处理器与 Vivado 集成

图 2 — SDNet 环境的设计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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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M1

RAM2

RAM3

RAM4

RAMN

RAM5

#1     #2    #3     #4    #5    #N

#1     #2    #3     #4    #5    #N

面开发套件 (DPDK)、一组用于 x86 快速包处理的

库和驱动程序；以及 (4) FPGA NIC IP 内核套件。该

多重技术软件层会增大追踪问题根源的难度，如丢

包和性能降低，削弱调试和立即隔离故障的能力。

实际上这也是所有 SDN/NFV 架构的重大难题。为

克服这些难题，我们采用了 SDNet 环境和赛灵思 

Vivado® Design Suite。

我们在启动 Lagopus FPGA 的设计工作时，先确

定我们对包处理功能的要求，并且制定出一个开发

流程。图 2 是这一开发流程的一般性介绍和 SDNet 

规范的示例代码段。我们决定创建一个完美匹配的

滤波器。该过滤器采用来自虚拟 LAN 的关键信息。

借助这个过滤器，我们可以把硬件分类功能卸载到 

FPGA NIC，在 x86 上为 Lagopus 的软件数据层面

图 3 — FPGA 流程分类与分配

提速。我们可使用 Lagopus 和 SDN 控制器之间的 

OpenFlow 协议注入流程项，进而通过 DPDK 流程

指示器 API 配置滤波器项。

为实现这一策略，我们创建了相应的 SDNet 功

能描述，如图 2 的代码段所示。我们随后把该代码

输入 SDNet 编译器，设定总线类型、总线宽度和生

成的 RTL 类型等选项。编译在数秒钟内完成。SD-

Net 功能描述的实际代码规模大约为 250 行代码。

相比之下，等效的 RTL 需要由数万行代码构成。考

虑到我们的工作日程紧张，我们十分欣赏 SDNet 规

范的简洁性。受我们开发时间的约束，要在 RTL 中

重新设计并验证这一复杂模块是无法做到的。

下一步我们使用工具命令语言 (Tcl) 外壳程序，

将生成的 RTL 与 Vivado Design Suite 上的其他外设 

入口流量（rx)

有 Lagopus FPGA

内核

内核

处理器 Lagopus FPGA 时 
rx 工作负荷

DMA 传输

多核处理器

分类器 (SDNet)

流程分配器

工
作
负
荷

工
作
负
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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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性能与功耗关系图

IP 集成在一起。图 3 所示为集成式 SDNet 分类器和

我们定制的流程分配器。我们的目标编程器件是赛

灵思 Virtex-7 XC7VX690T FPGA。

由于分类后的包流（指向 32 个接收 [rx]DMA 

队列）通过在 x86 多核 CPU 上工作的 Lagopus 的软

件数据层面能够得到有效分配，这种集成 FPGA 设

计让系统不仅能减少 Lagopus 的 OpenFlow 工作线

程占用的 CPU 周期，而且还可平衡每个内核的工作

负荷（图 3）。因此，, 我们使用 Lagopus FPGA 实

现了更高性能 —— 达到 40Gpbs 线速软件包处理能

力，而且付出的代价仅仅是 x86 CPU 的功耗增大不

到 10%（如图 4 所示）。

SDNet 环境与 Vivado Design Suite 结合运用，

有助于我们项目的启动，让我们能够最大程度地丰

富 Lagopus FPGA 系统的特性集，优化性能并降低

借助 Lagopus FPGA，我们仅以 x86 功耗上升

不足 10% 为代价，便实现了 40Gbps 线速软件包处理能力。

功耗。NTT 研发部在 SDN/NFV 领域的领先地位，

加上我们对赛灵思 SDNet 开发环境的运用，让我们

为电信和云基础架构将带来革命性变化。为此，我

们将继续运用软定义、可重编程的 SDNet 负载模块

来优化我们的设计方法。包括 API 在内的 SDNet 规

范的不断快速修改在我们设计未来平台时能为我们

提供更多益处。■

参考资料

[1] http://lagopus.github.io/

[2] K. Yamazaki，Y. Nakajima，T. Hatano 和 A. Miyaza- 
ki，《Lagopus FPGA ： 用于高性能软件 SDN 交换机的可

重编程数据层面》在 2015 年 8 月举办的 Hot Chips 27 大
会上展示。

Lagopus FPGA 每帧大小上的吞吐量 功耗  线速传输

40G 线速

4 核 + FPGA，Flow Director=ON

仅用 4 核，Flow Director=OFF

8 核 + FPGA，Flow Director=ON

吞
吐
量

 （
G

bp
s）

帧大小（字节）

合计：425 W

384 字节 40Gbps 线速

Lagopus FPGA 设计：7 W

其他
(RAM/HDD 等 ) 
176 W (41%)

4 核：RX(1C), Worker(2C), TX(1C
8 核：RX(2C), Worker(5C), TX(1C)

* I/O 数量过小，

  无法记录在图表上。

板载

逻辑

信号

时钟

静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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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 FPGA 视觉功能
大众化

NI 的视觉开发模块和视觉助手让机器视觉

从构思到原型再到应用部署一路通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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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
觉系统正在成为主流。技术的成本／

效益分析及合理应用已发展到这样

的阶段： 工程师正在将视觉功能运

用到各种应用中，从无人驾驶汽车

到消费类电子产品质量检测系统无所不包。这种

大规模采用正在推动视觉走出实验室，走进嵌入

式系统和工厂车间。所部署的系统往往需要与控

制环路中的 I/O、广泛分布的大量摄像头或视觉

功能实现高级同步。随着工艺和应用的日趋复杂

化，视觉系统正在要求更快、更高级的处理以及

更严格的时序与同步。

为满足这些要求，视觉系统设计人员正日渐

依赖由实时处理器、FPGA、GPU 或 DSP 处理单

元构成的异构处理平台处理专门的任务，满足 I/O 

要求和处理性能需求。智能相机、图像采集卡和

视觉系统都使用异构架构来满足应用要求。

FPGA 具备的并行处理功能，例如赛灵思 All 

Programmable FPGA 系列提供的并行处理功能，

自然适用于实现大量图像处理算法的。FPGA 可

用于同时执行高数据强度处理和高速传感器测

量。此外，这类器件时延极低，这对视觉应用来

说极为重要，因为时延会增大根据图像数据做出

决策所需的时间。FPGA 有助于避免抖动，因此

可作为高确定性的处理单元。

但是构建包含一个 FPGA 的异构系统会给系

统设计人员带来严重的编程难题。在上市时间的

重压下，视觉系统设计人员要能够迅速构建具有

作者： Kiran Nagaraj
国家仪器公司

高级软件工程师

kiran.nagaraj@ni.com

Christophe Caltagirone 
国家仪器公司

高级软件工程师

christophe.caltagirone@ni.com

Dinesh Nair
首席架构师

国家仪器公司

dinesh.nair@n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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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杂特性的解决方案原型。在异构系统上编程需要

这样一种工具： 在目标硬件上编译和运行算法之

前，其不仅可帮助领域专家在多个平台上设计 IP 功

能，而且还可帮助他们测试视觉算法。该工具应该

支持： 在整个原型设计过程中能够轻松访问吞吐量

及资源使用信息。

NI 把这称之为算法工程。采用该工艺技术，

领域专家，可集中精力解决手里的难题，不必关

注底层硬件技术。NI 具有视觉助手的视觉开发模

块 (VDM) 能够为您提供支持视觉助手的视觉开发

功能。

配备视觉助手的 VDM 有助于快速完成原型设

图 1 — 能够估算器件利用率的视觉助手

计、代码生成、FPGA 资源估算、自动代码并行化

以及并行数据流同步化（针对时延均衡等任务）。

VDM 包含超过 50 种 FPGA 图像处理功能以及在

处理器与 FPGA 之间高效传输图像的功能。您可使

用 VDM 中的视觉助手迅速设计 FPGA 视觉应用原

型，开发 FPGA 视觉应用。

基于配置的原型设计

视觉助手是一种基于配置的原型设计工具，可

帮助您迭代图像处理算法，查看参数调整如何影响

图像。有了视觉助手，您可以在图像流水线中的每

一个视觉模块后显示输出（处理后的图像）（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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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 性能测量实用工具

您可使用该工具测试不同图像集上的不同算法和参

数，无需编译 IP，因此可显著减少设计视觉算法所

需的时间。

NI 已经定制了用于满足 FPGA 编程人员要求的

工具。在 FPGA 上构建任何算法时，主要考虑因素

是 FPGA 架构上的资源消耗、流水线的时延以及在

特定架构上该算法可实现的最高频率。视觉助手通

过为图像流水线中的每个模块提供所消耗资源的估

您可使用视觉助手测试原型设计环境中算法的

结果和所部署代码的结果，以确保

实现方案可获得相同的结果。

算，起到帮助作用。您可使用该工具测试原型设计

环境中算法的结果和所部署代码的结果，以确保实

施方案能够获得相同的结果。

一个考虑因素是把多大的内核用于图像滤波运

算。内核大小的选择会影响流水线中资源的使用和

时延情况，较大的内核一般比较小的内核需要的资

源更多。

要为应用选择最合适的内核大小，您可使用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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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助手进行实验，直到您在最小资源耗用和最大性

能方面取得最理想的结果。如图 1 所示视觉 IP 功能

实时估算是原型设计过程中的一个必备功能。

实时并行运行多个图像流水线是一个常规要

求。这种场景要求在多条流水线融合为单条流水

线时，并行流水线的时延必须均衡。NI 在其视觉 

FPGA IP 工具集中提供一个同步缓存器。视觉助手

不仅可自动计算流水线中的时延，而且还可在并行

流水线融合时确保均衡的时延，从而可为您配置同

步缓冲器。这样就能保证同步缓冲器中的 FIFO 能

够根据流水线的最大时延提供足够的深度。

视觉助手中的性能测量实用工具可估算处理每

帧所需的最长时间（图 2），告诉您流水线中所有模

块的总体时延。NI 硬件系列中的大部分处理器都具

有运行于其上的实时操作系统，因此使用视觉助手

能轻松估算执行视觉功能所需的时间。

对于使用 LabVIEW 的新手来说，需要注意的是

视觉助手可确保创建功能齐全的项目，包括所有的

相关组件（如传输虚拟仪器 (VI) 和 DMA FIFO）以

及图像采集逻辑等。一个 VI 与其它编程语言中的一

个函数或子程序类似。传输 VI 需要在主机／采集

逻辑和 FPGA 之间传输图像数据。DMA FIFO 无需

主机处理器参与。因此它们是在 FPGA 目标器件和

主机之间传输大量数据的、最快捷的可用方法。采

集逻辑取决于视觉系统是基于内处理还是协处理。

此外，视觉助手还可帮助您创建其它 VI，比如运行

视觉开发模块的视觉 FPGA IP 

可让开发人员使用大规模并行

处理和 Vivado 高层次综合工具

在 FPGA 上实现全面流水线的

低时延架构优化型视觉功能。

在处理器上的主机 VI 以及 FPGA VI 等。随后您可

使用赛灵思 Vivado® 工具编译 FPGA VI，为部署在 

FPGA 上生成比特流。

值得一提的是容纳图像处理流水线的系统可以

根据采集逻辑驻留的位置大致划分为内处理或协处

理。在内处理中采集逻辑驻留在 FPGA 上；摄像机

使用采集逻辑配置，图像在 FPGA 上处理。该结果

和处理后的图像随即发送回主机进行评估和进一步

分析。在协处理中，摄像头的采集逻辑驻留在处理

器上。把图像从处理器传输给 FPGA，然后将处理

后的图像从 FPGA 发送回处理器，需要一定量的时

间。此外，您还可在处理器和 FPGA 之间对图像流

水线的处理进行分区。

作为使用 FPGA 的视觉系统的开发人员，您需

要清楚 FPGA 可实现的吞吐量。您可使用吞吐量信

息和实时资源估算来判断您可部署多少功能（IP 模

块）到 FPGA 上。在协处理条件下，处理器性能决

定了最终的吞吐量。在使用 NI 随同视觉开发模块提

供的 FPGA IP 功能时也是如此，因为这些功能不仅

可全面实现流水线，而且还可提供优于大多数处理

器的性能。

从原型到部署

视觉开发模块的视觉 FPGA IP 可让开发人员

使用大规模并行处理和赛灵思 Vivado 高层次综合 

(HLS) 工具在 FPGA 上实现全面流水线的低时延架

构优化型视觉 IP。NI 提供的视觉 FPGA IP 目前针

对三个赛灵思 FPGA 系列（Kintex®-7、Virtex®-5 和 

Spartan®-6）和赛灵思 Zynq®-7000 All Programmable 

S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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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可视为二维阵列，图像运算一般基于矩

阵。FPGA 内在的并行性可为它们实现高速性能。

您不仅可使用环路实现图像矩阵运算，也可展开环

路，充分利用 FPGA 的并行特性，在展开环路后执

行多项任务。LabVIEW FPGA 和 LabVIEW FPGA IP 

Builder 是开发人员在 FPGA 上创建视觉 IP 使用的

主要工具。

视觉 FPGA IP 功能为单像素处理，因此它们先

从像素流中接收 1 个像素，然后再输出 1 个像素。

这些 IP 功能使用基于使能的握手或 4 线握手协议互

动。采用这种实现方案的主要原因是控制路径的复

杂性会随图像流水线中功能数量的增加而增大，因

此在这些功能之间需要无缝数据转换。4 线协议可

在位于单周期时间环路 (SCTL) 中的视觉 FPGA IP 

功能之间实现无损数据传输。

使用 SCTL 可确保环路中的模块能够在用户设

定的频率下提供时钟功能。

图 3 是通过描述 4 线协议和同步缓冲器来融合

像素的 FPGA VI。该 4 线协议专门针对并行运行的

算法而设计，它可通过确保数据在生产 — 消费架构

中处理来提高吞吐量。另外，4 线握手在 FPGA 上

消耗的资源最少。这非常重要，因为该协议可构成

对底层视觉功能的开销。

此外，视觉 FPGA IP 还可为您带来在流水线中

添加定制代码，提供开放式环境的高灵活性。定制

代码需要具有 4 线握手实现方案的封装程序 VI。

随后您可将定制代码插入到图像流水线中。必须确

保定制代码为全面流水线的，否则就可能影响流水

线的完整性。您可使用 LabVIEW 实现定制代码，

也可通过 LabVIEW FPGA 中的 HDL 集成节点在 

图 3 — 支持同步节点的 FPGA VI 的内部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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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HDL 中使用现有的代码。

该视觉 FPGA IP 工具集提供多种预处理功能，

例如边缘检测滤波器、卷积滤波器、低通滤波器、

灰度形态、二进制形态和阈值。此外，它还包含

执行算术和逻辑运算的视觉 IP 功能以及输出图心

等结果的功能。它还有一项功能 —— 简单边缘工

具 (Simple Edge Tool)。该功能能沿着一条线找到边

缘，对测径应用非常实用。量化功能能接收掩膜图

像和待处理的图像流，并返回一份报告，提供有关

掩膜图像所定义区域的面积、平均偏差和标准偏差

的信息。线性平均可计算全部图像或部分图像的平

均像素密度（平均线轮廓）。

NI 视觉 FPGA IP 列表中的最新成员是颗粒分

析报告。您可通过执行颗粒分析或区块分析来检测

图像中的连接区域或像素分组，然后对这些区域进

图 4 — 启用保持重叠后的颗粒分析报告示例

行选择测量。使用该信息，您可检测晶圆片上的瑕

疵，检测电路板上的焊接瑕疵，也可定位运动控制

应用中的对象。

该 IP 的一项独特特性是，它能在颗粒信息在两

个帧间扩散时检测到该颗粒。NI 随同 VDM 提供了

一个颗粒分析报告示例。图 4 是具备图像显示功能

的主机 VI。检测系统时需要该功能，因为您无法随

时保证受检测的对象能在单个帧中捕获。

近 70% 的 NT 视觉 FPGA IP 功能都是使用 IP 

Builder 开发的。这是 LabVIEW FPGA 中的一个实

用工具，有助于您使用 LabVIEW 以图形代码形式

编码，然后使用 Vivado HLS 输出 RTL 代码。这种

方法的主要优势在于，熟悉图形编码的用户可以在

开发应用的同时，生成一个描述应用频率及时延要

求的指令文件。将 LabVIEW IP Builder 与 Viva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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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LS 搭配使用即可生成合适的 VHDL 代码。您可在

图像上使用基于阵列的运算，而且 Vivado HLS 可

确保 VI 将依据指令集实现所需的运算频率及最低时

延。

Vivado HLS 是视觉应用开发的理想选择，它能

帮助从所生成的 IP Builder C 语言代码抽象化算法

描述和数据类规范（整数固定点）。此外，它还能

为功能的早期测试生成必要的仿真模型。所生成的

架构感知 VHDL 代码可提供高度可重复的高质量结

果。

NI 始终坚持的理念是提供开放灵活的系统并辅

以合适的软件工具，充分发挥其优势。开发人员正

在将基于异构架构的视觉系统设计到数量不断增长

Vivado HLS 是视觉应用开发的理想选择，

它能帮助从所生成的 IP Builder C 语言代码抽象化算法描述和

数据类规范。

的广泛应用中。对这些异构系统的软件设计而言，

下一个前沿可能是能使用各种系统组件（CPU、

GPU 和 FPGA）的功能与资源智能判断算法组件部

署位置的编译器或应用开发引擎。

随着更高级产品和工艺不断推动视觉系统应用

范围的扩大，应用开发人员将需要一款支持视觉功

能的高效原型设计及算法开发环境。为开发人员及

域专家提供合适的工具，将为大众掀起新一轮视觉

系统创新浪潮。

如果您有兴趣尝试 NI 的视觉 FPGA IP，您需

要安装 LabVIEW FPGA 和 VDM。您可以先尝试 30 

天评估期，然后延长期限或通过如下网址购买许可

证：ni.com/vision。■

37

2015 年第四季度第二期

http://www.xilinx.com/xcell
http://ni.com/vision


软件定义 FPGA计算的
新方法

QuickPlay 的高级

工作流程让软件开发

人员迅速构建基于 FPGA 的
高效应用。

作者： Stephane Monboisset 
PLDA 公司 
QuickPlay 市场营销与业务开发总监

smo@quickplay.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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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物联网和大数据处理的崛起，人们对数据

传输和处理的需求急剧增长，仅靠 CPU 再也不能满

足这一指数级增长需求。添加更多处理器和更多虚

拟机来运行给定应用并不能彻底解决这一问题，因

为对给定应用而言，能够在多个 CPU 上并行处理的

应用有限。另一方面，现场可编程门阵列 (FPGA) 

具有所需的 I/O 带宽和处理能力，这一点无论是从

纯粹的处理角度考虑，还是从功耗的角度考虑都非

常重要。FPGA 对数据中心设备制造商而言，长期

以来一直颇具吸引力。英特尔近期收购了第二大 

FPGA 厂商，这一举措是纯 CPU 解决方案再也不能

满足应用需求的又一力证。

 FPGA 实现相当复杂，这也是阻碍其广泛采用

的主要障碍。到目前为止，在基于 FPGA 的平台上

开发应用的唯一途径仍是采用一些最底层的硬件实

现方案。这不仅让软件开发人员这一庞大的潜在客

户群无法使用 FPGA 器件，还让传统 FPGA 设计人

员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

近期涌现的  FPGA 设计方法以高层次综合

（HLS）工具为中心，充分利用 OpenCL ™、C 和 

C++ 等软件编程语言的优势，为软件开发人员提供

了沙盒效应，在大量应用中能从基于 FPGA 的硬件

加速中大受裨益。但这些方法往往存在一个关键的

不足，即无法让软件开发人员定义并配置最适合其

应用的硬件基础架构。业界一直都在追寻高级工作

流程的圣杯，从而无需 FPGA 专业技术即可在基于 

FPGA 的平台上实现应用。

PLDA 在过去五年中已经开发出一种这样的工

作流程。称作 QuickPlay 的工作流程能够高效解决

实现复杂性问题，为 FPGA 开发提供多种使用模

式。但其价值的核心源头之一是它让软件开发人员

将原本用于 CPU 的应用部分或全部地实现在 FPGA 

硬件上的方式。QuickPlay 能够全面发挥 FPGA 资源

的作用，将这些功能强大而复杂的器件转化为软件

定义平台，无需艰苦的硬件设计即能获得 FPGA 带

来的优势。

试想一种可以细分为两项功能的软件算法： 其

中一项功能用于数据处理，然后另一项功能用于数

据的进一步处理。从软件角度看，这种实现方案相

当简单，就是先调用 Function1()，接着再单独调用 

Function2()，使用指针来定位待处理数据的位置。

如果没有合适的硬件抽象工具流程辅助，在基

于 FPGA 的硬件平台上实现这种算法需要软件开发

人员处理图 1 所示的硬件设计（其中内核 1 和内核 

2 分别是 Function 1 和 Function 2 的硬件实现）。该

硬件设计需要包含两个元素：控制层面和数据层面。

控制层面起着执行引擎的作用，用于生成时钟

与复位、管理系统启动、编排数据层面运行以及执

行所有维护功能。数据层面例化并连接处理元件

元、内核 1 和内核 2 以及用于读入数据和写出处理

后数据所需的必备 I/O 接口。虽然不同的应用会要

求使用不同的 I/O 接口，不过在我们的实例中使用

的是以太网和 PCI Express（PCIe）这些接口，如图 

1 所示。

无需硬件专业知识，软件开发人员使用编译软

件功能 Function1() 和 Function2()（一般用 C 或 C++ 

语言编写）的 HLS 工具就可以轻松地生成内核 1 和

39

2015 年第四季度第二期



PCIe

UART

LED

ETH

clkrst_eth

PCIe USB UART

UART

clkrst_axi_k1
PCIe

clkrst_pcie clkrst_systemclkrst_axi_k2

 K1      K2

io_uart

io_flash

io_led

io_pcieio_eth

io_clkrst
clkrst_eth

clkrst_pcie

clkrst_eth clkrst_pcie

clkrst_system

clkrst_axi

clkrst_axi

clkrst_tim
eS

tam
p

clkrst_flash

clkrst_uart

clkrst_usb

clkrst_pcie

clkrst_eth

内核 2 到采用 VHDL 或 Verilog 等的 FPGA 硬件描

述中。但是设计中每一个从性质上不属于算法的其

他元素（接口、控制、时钟及复位）都不能用 HLS 

工具生成，硬件设计人员必须将它们设计为自定义

硬件描述语言功能或 IP。获得这些元素并将它们连

接起来构成了另一个难题，因为部分元素可能并非

是现成的，或是具有不同的接口（类型和大小）、

时钟要求以及专门的启动顺序等。

除了设计工作，同样具有难度的是实现工作。

这包括将设计映射到选定 FPGA 平台上的资源、生

成适当的约束以及确认在 FPGA 硬件上完成逻辑综

合与实现后满足这些约束要求。在新的 FPGA 硬件

上实现有效设计也需要耗费一名经验丰富的硬件设

计人员数星期的时间。

因此，任何旨在使用自定义硬件帮助软件开发

人员来增强其应用的工具必须能够：

• 从纯软件代码中创建功能硬件；

• 根据需要采用现有的硬件 IP 模块；

• 调用并创建所有的支持硬件（接口、控制、时

钟等）；

• 支持使用现成商用开发板以及自定义平台；

• 确保生成的硬件能自动建构校正，这样无需进

硬件调试；且

• 支持仅使用标准软件调试工具即可调试功能模块。

PLDA 重新设计 QuickPlay 以满足所有各项要

QuickPlay 能够充分利用 FPGA 资源，将这些功能强大而复杂

的器件转化为软件定义平台，无需艰苦的硬件设计即能获得由 

FPGA 带来的优势。

图 1 —使用传统 FPGA 工具实现两功能算法的详细硬件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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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让纯软件开发人员以极小工作量就能指定、构

建和集成 FPGA 到自己的软件架构中。

以软件为中心的方法

使用 QuickPlay 实现整个设计流程相当简单直

观：

1. 开发硬件引擎的 C/C++ 语言功能模型。

2. 使用标准的 C/C++ 语言调试工具来验证功能模

型。

3. 指定目标 FPGA 平台和 I/O 接口（PCIe、以太

网、DDR、QDR 等）。

4. 编译并构建硬件引擎。

该流程看似简单，但如果要无缝地工作，关键

在于保证生成的硬件引擎在功能上与初始软件模型

完全相同。换言之，功能模型必须具有确定性，这

样无论硬件实现方案的运行速度有多快，软硬件执

行的结果都是完全一致的。

但令人遗憾的是大多数并行系统都属于非确定

性执行。例如多线程软件执行取决于 CPU、操作系

统以及运行在同一主机上的无关进程。多次运行相

同的多线程程序可能会得到不同的行为。硬件中这

样的非确定性将会是一场灾难，因为这样会要求在

电气波形层面调试硬件引擎本身，从而妨碍工具为

图 2 — QuickPlay 中的设计实例

软件开发人员抽象硬件的目的。

QuickPlay 使用直观的数据流模型，能从数学

角度保证可确定性执行，与执行引擎无关。该模型

由称之为内核的并行功能组成，负责与流通道进行

通信。因此它与软件开发人员在白板上勾勒应用草

图关联紧密。为确保行为的确定性，这些内核必须

彼此进行通信，以防发生竞态条件和死锁等数据冲

突。实现这一要求的方法是使用具备下列特点的流

通道：（1）基于 FIFO，（2）阻塞式读取和阻塞式写

入，以及（3）点对点。

这些就是 PLDA 据以构建 QuickPlay 的计算

模型 —— 卡恩进程网络（KPN）的特点。图 2 的 

QuickPlay 设计实例描述了 KPN 模型。

任何内核的内容都可以是任意 C/C++ 语言代

码、第三方 IP，甚至是 HDL 代码（对硬件设计人

员而言）。QuickPlay 采用相当简单直观的设计流程

（图 3）。

下面详细介绍 QuickPlay 设计流程的每一个步骤。

步骤 1：纯软件设计。在这个阶段，您可以用 

C 语言添加并连接处理内核，创建自己的 FPGA 设

计，然后使用自己的主机软件来指定通信通道。

QuickPlay 基于 Eclipse 的集成开发环境（IDE）通

过简单的 API 提供 C/C++ 语言库，用于创建内核、

流、流端口和存储器端口，以及从流端口和存储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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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id Main (qplStream & data_in, qpOStream &data_out) {
    qpCreateStream(st1, st2, st3, st4, st5);
    qpCreateKernel( “kernel_1”, kernelFunction(function_1), data_in, st1);
    qpCreateKernel( “kernel_2”, kernelFunction(function_2), st1, st2, st3, void* mem);
    ...
}
void function_1 (qplStream & data_in, qpOStream &data_out) {
    double matrix[1024];
    unsigned int i;
    qpReadStream(data_in,matrix,1024);
    for (i=0; i<1024; i++)
       matrix[i] *= matrix[i-1];
    qpWriteStream(data_out,matrix, 1024,true);
}

FPGACPU

VHDL Verilog

端口读取 / 写入。

此外，QuickPlay IDE 还提供直观的图形编辑

器，便于您拖放内核与其他设计元素并绘制流。

步骤 2：功能验证。这一步的重点是确保步骤 1 

编写的软件模型能正确工作。实现的方法是先在桌

面上编译软件模型，然后使用测试程序发送数据到

输入以执行软件模型，最后验证输出的正确性。并

行执行 FPGA 设计的软件模型，为每个内核提供独

立的线程，以模拟实际硬件实现的并行性。

然后您可以使用标准软件调试方法和工具，如

断点、检测点、分步执行以及格式化输出函数来调

试软件模型。（在实现到硬件中之后您可能还想运行

更多测试。我们将对此做简要描述。）从设计流程

来看，这是您完成全部验证工作的步骤。一旦您完

图 3 — QuickPlay 采用简单直观的设计流。

QuickPlay编译与执行流程

用户代码

可执行程序

工具链

硬件

成这个调试步骤，您完成这个调试步骤，并且纠正

了所有的功能问题，您就无需在硬件层面上进一步

开展调试。

需要提醒的是： 功能模型完全不涉及任何硬件

基础架构元素。上述实例的重点是简单的两功能模

型。图 1 中添加的系统构成（如通信组件、控制层

面、时钟及复位）在这个建模和验证阶段完全不涉

及。

步骤 3：硬件生成。这一步用于从用户的软件

模型生成 FPGA 硬件。它涉及三个简单的操作：

1. 在 QuickPlay GUI 的下拉菜单中选择您想要

实现到自己的设计中的 FPGA 硬件。QuickPlay 能够

使用品种不断丰富的现成开发板来实现设计。这些

开发板采用先进的赛灵思 All Programmable FPGA、 

内核

内核

存储器

C/C++ 编译器

x86 可执行程序 FPGA 比特流

前端 后端

内核内核 内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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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自动创建调试基础架构

PCIe 3.0、10 Gb 以太网、DDR3 SDRAM、QDR2+ 

SRAM 等。

2. 选择需要映射到设计输入及输出端口的物理

接口（以及协议）。这些通过菜单都能方便选择。

具体选择取决于用户选定的 FPGA 板件上提供的接

口，例如 PCIe、10 Gb 以太网 TCP/IP 和 10 Gb 以太

网 UDP。选择通信协议即自动调用实现连接所需的

硬件 IP 模块以及其上分层的任何软件协议栈，从而

完成整个系统的创建。

3. 启动构建流程这个过程包括运行 HLS 引擎

（从 C 语言代码创建硬件），创建所需的系统硬件

功能（我们原始实例中的控制层逻辑）和运行构建

板件要求的硬件镜像所需的其他工具（例如赛灵思 

Vivado® 集成设计环境）。完成这个过程无需手动

干预。

步骤 4：系统执行。这个步骤与步骤 2 中的功

能模型执行（功能验证）相似，除了现在虽然主机

应用仍然运行在软件中，但 FPGA 设计运行在选定

的 FPGA 板件上。这意味着您可以从 FPGA 板件

输入输出真实数据，从而进一步验证其功能的完整

性。由于这样可以显著加快运行速度，而且因为您

可以使用实时数据资源，您在这个阶段与在功能验

证阶段相比可以运行数量多得多的测试。

步骤 5：系统调试。因为与功能验证阶段相比

当您完成软件调试阶段，并且纠正了所有的功能问题，

就无需在硬件层面上进一步开展调试。

时钟与复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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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您可以运行数量多得多的测试，您可以发现在

步骤 2 中未能发现的功能缺陷。那么您现在该如何

调试呢？

如前文所述，您永远不必在硬件层面进行调

试，即便缺陷是在在硬件中运行功能后发现的。由

于 QuickPlay 保证软件模型和硬件实现之间的功能

等效性，因此任何硬件版本中发生的缺陷也必然存

在于软件版本中。这就是您无需在硬件中进行调试

的原因；您只需要在软件域中调试就足够了。

只要您发现测试序列在硬件中失败，QuickPlay 

就能采集在设计输入端造成错误操作的事件序列，

然后在软件环境中将其回放，以便您使用 Eclipse 调

试器进行调试，从而找出缺陷的源头。

由于 QuickPlay 能自动为基础架构配置硬件，以

便观察设计中的所有关键点，因此这样做的是可行

的。您还可以禁用该基础架构以释放宝贵的硬件资

源。图 4 所示即为添加了调试电路的实例系统。如

果没有 QuickPlay，就必须插入某种调试基础架构并

进行手动管理。而在使用 QuickPlay 的 情况下，这

一切对软件开发人员来说都是自动化和透明化的。

整个流程就是先在软件中建模，然后在硬件中

构建并测试系统。如果存在缺陷，将失败的测试序

列导回软件环境中，在软件环境中调试，修改源代

码，然后重复这一过程。与传统流程相比这能显著

提高生产力。

步骤 6（可选）：系统优化。在您完成调试阶段

后，就会拥有一个能够在 FPGA 开发板上正确运行

的功能设计。不过您可能想要进行一些性能优化，

而且这也是性能优化的合适时间，因为您已经知道

自己的系统能正确运行。

作为由 QuickPlay 提供的抽象结果，算法保持纯粹性，着重处理

数据操作，独立于底层通信细节。

首先应该考虑的优化是优化功能模型。有可能

存在更多并行的机会。例如您可以尝试使用不同的

方法来分解或重构各项功能。在这个层面优化可以

带来显著的性能提升。勿庸置疑，使用 VHDL 或 

Verilog 设计来开展优化工作需要占用大量的时间，

而在 C 语言中进行调整则非常迅速与简捷。

其次您可以尝试使用其他速度更快的 FPGA 开

发板。因为从功能模型映射到开发板十分容易，尝

试各种不同开发板并从中选优是件简单的事情。

第三项需要优化的对象是 QuickPlay 使用高级综

合创建的硬件内核。虽然得到的硬件能保证正确高

效地运行，不过其运行效率未必有硬件工程人员手

动编制的硬件高。在这个阶段您有多种选择： 您可

以优化代码和 HLS 设置来改善生成的硬件；可以使

用 Vivado HLS 来生成更高效的硬件；或是让硬件工

程人员手动编制 HDL 中最关键的模块。

这些优化步骤并非是强制要求，不过在可用的

硬件资源有限、而您又需要提升硬件性能时不妨一

试。硬件工程师可可协助开展这些优化工作。当您

完成任何此类调整后，只需重复构建流程。

通用流通道

QuickPlay 提供的通用流 API 完全抽象并独立于

底层物理通信协议。流数据通过 ReadStream() 函数

接收，使用 WriteStream() 函数。这些函数可用于在

内核之间、向嵌入式或板级存储器、向嵌入式或外

部主机 CPU 发送与接收数据，从而无需开发人员理

解或管理底层低级协议即可提供开发板架构灵活性。

选择的协议决定了通过什么硬件接收与发送

数据。目前 QuickPlay 支持 ARM®AMBA®  AXI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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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P/IP IP PCIe DMA IP

PCIe

FPGA FPGA FPGA

10GbE

图 5 —选择所需的协议对所要求的硬件与软件栈进行设置。

Stream、DDR3、PCIe( 具备 DMA 功能 ) 以及 TCP/

IP ； 更多协议正在添加中，也可根据需求添加协

议。选择所需的协议不仅是设置实现协议所需的硬

件，也是支持较高级协议层所需的软件协议栈，如

图 5 所示。

QuickPlay 负责管理这些读写的具体实现（大

小、对齐、封送处理等）。ReadStream() 和 Writ-

eStream() 语句最重要的特征是它们是阻塞式的：如

果遇到这两种语句之一，在所有预期的数据读或写

完成前，不会进入到下一语句。这对实现算法的确

定性有重要意义。

通用的 ReadStream() 和 WriteStream() 语句与实

际底层协议硬件的“绑定”借助 QuickPlay 库发生

在运行时间中。这不仅能防止通信细节让软件程序

杂乱无章，还能够提供模块化和可移植性。改变通

信协议无需对

实际内核代码或主机软件做任何改动。Read-

Stream() 和 WriteStream() 语句会自动绑定到任何已

选定的协议，不会给程序语义造成影响。

在由 QuickPlay 提供抽象的影响下，软件算法能

保持纯粹性，着重处理数据操作，完全独立于底层

的通信细节。

量产质量级输出

根据使用的 HLS 工具，通过学习编码方式，提

高硬件生成效率，结果质量可得以进一步提高，不

过这只是一种选择。

虽然在其他情况下您使用的硬件平台可能被简

单地视为一种原型设计平台，但是您使用 QuickPlay 

创建的系统具有生产价值。在过去，从纯粹的软件

设计到硬件辅助或纯硬件设计一般需要数月时间。

QuickPlay 将其缩短为数天时间。

QuickPlay 方法实现了长期以来寻求的让软件开

发人员为其全部或部分应用开发硬件设计的目标。

通过在自己熟悉的领域中开展工作，软件工程师能

够根据需要来使用定制硬件，自动生成工作效率更

高的硬件强化应用，而且与手动设计相比能提前数

月实现量产。■

通用流 C/C++ API - ReadStream()  以及 WriteStream()

软件协议栈

TCP/IP 插座

NIC 驱动程序 DDR3 控制器 IP

DDR3 存储器

主机 NIC

PCIe 驱动程序

主机 PCIe 链路

硬件协议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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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外 , 号外
赛灵思一直在不断优化软件，更新培训资源，帮助软件开

发人员用赛灵思 SDx ™ 开发环境及相关 FPGA、SoC 硬

件平台来设计创新产品。在此，列出了更多资源和阅读材

料，欢迎关注每期的最新季度更新。

SDSOC ™ 开发环境
SDSoC 开发环境为开发人员提供了熟悉的嵌入

式 C/C++ 应用开发体验，包括简便易用的 Eclipse 

IDE 以及用于异构赛灵思 All Programmable SoC 和 

MPSoC 部署的综合设计环境。SDSoC 结合业界首

款 C/C++ 全系统优化编译器，可提供系统级特性

分析、在可编程逻辑中实现自动软件加速、自动化

系统连接生成，以及用于加快编程速度的各种库。

SDSoC 使最终用户和第三方开发人员能够快速定

义、集成以及验证系统级解决方案，帮助他们为其

终端客户提供定制的编程环境。

• SDSoC 背景资料（PDF）

• SDSoC 用户指南 (PDF) 

• SDSoC 用户指南：入门（PDF）

• SDSoC 用户指南：平台与库 (PDF)

• SDSoC 版本说明 (PDF)

• 开发板、套件和模块

• SDSoC 视频演示

• 购买 / 下载

SDACCEL ™ 开发环境 
针对 OpenCL ™、C 和 C++ 的 SDAccel 环境利

用 FPGA 能将数据中心应用加速的性能功耗比提升

多达 25 倍。作为 SDx 系列成员，SDAccel 环境将

业界首款支持 OpenCL、C 和 C++ 内核任意组合的

架构优化编译器、库、开发板完美结合在一起，在 

FPGA 上首次实现了完全类似 CPU/GPU 的开发和运

行时间体验。

• SDAccel 背景资料

• SDAccel 开发环境：用户指南

• SDAccel 开发环境：教程

• 赛灵思培训：SDAccel 视频教程

• 开发板与套件

• SDAccel 演示

SDNET ™ 开发环境
SDNet 环境结合赛灵思 All Programmable FPGA 

和 SoC，帮助网络工程师定义线路卡架构、设计线

路卡并用类似于 C 的环境进行更新。它能创建“软”

定义网络，这一技术领域超越了今天的软件定义网

络 (SDN) 架构。

• SDNet 背景资料 — 赛灵思

• SDNet 背景资料 — The Linley Group

• SDNet 演示

软件开发套件 (SDK)
SDK 这一款赛灵思开发环境，支持在 Zynq®-

7000 All Programmable SoCs 的微处理器以及 Mi-

croBlaze ™ 软处理器上开发嵌入式应用。SDK 是业

界首款支持真正同构及异构多处理器设计调试的应

用 IDE。

• 免费的 SDK 评估及下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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