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www.xilinx.com/xcell

ISSUE 94, FIRST QUARTER 2016

赛灵思中国通讯 Xilinx News    第五十九期   2016 年   春季刊 

Xilinx 扩展生态系统重塑

嵌入式视觉、工业物联网

（IIoT）系统设计的未来

智能网关让工厂更智能

如何扩大 FPGA 的工作

温度范围

FMC+ 标准将嵌入式设

计推到全新的高度

Vivado HLx 最新版本可

实现更高生产力

Zynq SoC 推动

无人机平台 
高速发展



安富利的 PicoZed™ 软件无线电 (SDR) 套件 – PicoZed™ SDR Z7035/AD9361 – 将 Analog Devices 

AD9361 integrated RF Agile Transceiver™ 器件与赛灵思 Z7035 Zynq®-7000 All Programmable SoC 完

美地结合在一起。小型手持式 PicoZed SDR 可提供 70 MHz – 6.0 GHz 范围内的频率捷变、宽带 2x2 接

收和发送，是固定和移动 SDR 应用的理想选择。PicoZed SDR 是全面验证了的系统级模块 (SOM)，无

缝集成了关键 RF 信号链和高速可编程逻辑器件，构建了无线通信系统的 RF – 基带信号处理平台，从

而让您能够集中精力实现产品差异化。 PicoZed SDR 不仅提供用于快速原型设计的载卡，而且还得到

与赛灵思 Vivado® 设计套件无缝集成的稳健可靠的仿真和代码生成工具的强大支持，因此能显著缩短软

件无线电产品的设计周期。

PicoZed™ SDR Z7035/AD9361

电子元件 科技

器件：

器件型号 描述 零售价

AES-Z7PZ-SDR2-G PicoZed SDR Z7035/AD9361 SOM $1095.00 USD

相关器件：

器件型号 描述 零售价

AES-Z7PZ-SDR2-DEV-G PicoZed SDR AD9361 Development Kit $1799.00 USD

Copyright © 2016 Avnet, Inc. AVNET and the AV logo are registered trademarks of Avnet, Inc. All other brands are the property of their respective owners. LIT #PB-AES-Z7PZSDR-AD9361-SOM-G-V1

特性：

• 可用于最终产品开发的全面验证的低
功耗耐用型系统级模块 (SOM) 

• 可获得 MATLAB® 和 Simulink® 的支持，可
实现数据流传输，可用于 Zynq 设计

• 数字处理部分

 - 赛灵思 Zynq XC7Z035-2L FBG676I AP SoC

 - 1GB DDR3L SDRAM

 - 256Mb QSPI 闪存

 - microSD 接口

 - 10/100/1000 以太网 PHY

 - USB 2.0 OTG ULPI PHY

 - 超过 205 个 用户 I/O + 4 个 GTX 通道

• 无线电收发器部分

 - Analog Devices AD9361-BBCZ 
Integrated RF Agile Transceiver ™

 - 带有内置 12 位 DAC 与 ADC 的 RF 2 × 2 收发器 

 - 频带：70 MHz-6.0 GHz

 - TDD 和 FDD 

 - 可调通道带宽：<200 kHz - 56 M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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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我们

 - 支持 MIMO 无线电：ADC 和 
DAC 同步差异小于 1 个样点

• 小型 RF 连接器 – 4个发送器、
4 个接收器、2 个发送监控器

• 利用良好电源失效保护电路
实现电压调节和排序

• 通过 4 个微型插头连接器连接电源和信号

• 时钟和频率综合电路

• 包括原理图、材料清单、HDL、
Linux 驱动程序和应用软件

套件包括：

• PicoZed SDR Z7035/AD9361 
SOM （针对量产）

目标应用 :

• 便携式捷变无线通信

• P25 公共安全无线电

• 点对点通信

• 家庭基站和微微基站

• 便携式仪器

kit-PicoZed™ SDR Z7035@AD9361-pb-v6a-zh 1P.indd   1 1/4/16   1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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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ynq-7000 XC7Z030/45

PS系统时钟源：
33.333MHz LVCMOS晶振;

千兆以太网接口;

SDIO接口扩展TF卡;
   

USB_USB_UART接口，
用于系统调试;

PCI Express2.0接口，
支持20Gbps传输速率;

用户IO：拨码开关、按键、LED灯;

JTAG调试接口;

512MB的DDR3内存颗粒;

USB2.0 OTG接口，
支持WiFi扩展和U盘储存;

4GB Nand FLASH;

PL系统时钟源：
50MHz LVCMOS晶振;

USB3.0 USB3.0 设备接口，
支持5Gbps传输速率;

HDMI输出接口;
   

FMC 扩展接口;

提供FMC的扩展接口 

高性能通用 ZYNQ 开发平台

基于 Xilinx ZYNQ SoC  XC7Z030/35/45

射频前端 ADI  AD9361，70MHz~6GHz，MIMO 2x2

针对 1.44GHz 无人机图传专用
频段优化设计，其他频段可定制

发射功率 1W，视距
覆盖 6~8 公里半径

高性能软件无线电模块 - HT76 系列



Xilinx 不断发展

壮大的生态系统
本期《赛灵思中国通讯》将为您带来蓬勃发展的支持基于赛灵思 Zynq®-7000 SoC 和 

Zynq UltraScale+ ™ MPSoC 的系统开发的企业生态系统的最新消息。赛灵思于 2 月底在德

国纽伦堡举办的嵌入式世界大会上公布了这一里程碑意义的消息。赛灵思在此次展会展台

上演示了赛灵思以及赛灵思生态系统成员企业与赛灵思客户开发的众多应用，其中包括：

■ 基于 Zynq UltraScale+ MPSoC 的 4K 视频处理 ；

■ Xylon 提供的 ADAS 开发助手平台；

■ EyeTech Digital System 演示的带有实时分析功能的眼图扫描测试；

■ 用于工业物联网的智能网关；

■ 国家仪器 (NI) 演示的机器视觉与控制；

■ 用于机器视觉的 OpenCV 硬件加速；

■ Xylon 和 eVS 嵌入式视觉系统演示的图像分类培训软件；

■ Xylon 和 eVS 演示的实时多对象检测；

■ iVeia 演示的用于智能摄像头的实时 3D 多对象识别；

■ 采用 Zynq UltraScale+ MPSoC 的机器人学；

■ 借助可编程逻辑实现的软件加速。

很有可能您的下一个设计会与这些演示中的一个或多个相似， 这意味着在演示中使

用的赛灵思及其生态系统提供的 IP 能轻松地应用到您的设计上。 本期的封面报道 《赛

灵思扩展生态系统， 重塑嵌入式视觉、 工业物联网系统设计的未来》 从第 8 页开始，

为 Aaron Behman 和 Dan Isaacs 所著， 将为您详细介绍这一重要的生态系统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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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敬和道别 Mike Santarini
《赛灵思中国通讯》和赛灵思对曾任本杂志发行人八年的 Mike Santarini 
深怀感激之情。Mike 已经改任其他工作，但他的贡献具有深远的意

义。我们赛灵思的全体人员对您，Mike 衷心道一声“谢谢您！”祝您

在未来的前程中一路顺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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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富的 IP、软件、硬件与

设计服务解决方案 , 让基

于赛灵思 All Programmable 
器件的系统更智能、互联

互通并拥有高度的差异化。

拥有前所未有的软件智能、硬件优化和任意

互连水平的系统正在重塑嵌入式视觉和工业物联

网（IIoT）的未来。赛灵思于今年 2 月在德国纽

伦堡举办的嵌入式世界大会上宣布其已强化并扩

展了生态系统，为基于赛灵思 All Programmable 

器件的工业物联网（IIoT）和嵌入式视觉系统开

发提供更强大的支持。赛灵思及其生态系统合作

伙伴在这次展会上演示了多种解决方案，这些解

决方案让用户各类更智能、互联互通和高度差异

化系统的开发更加简单容易。

赛灵思在嵌入式世界大会所发布的生态系

统包括赛灵思在去年实现的三大里程碑。其中包

括， 2015 年 3 月 9 日赛灵思宣布推出 SDSoC ™ 

开发环境，支持用 C/C++ 语言编写程序的软件

设计人员能够使用赛灵思 Zynq®-7000 SoC。该

设计环境针对的是那些算法开发人员， 使其无需

深入底层和使用 Verilog 或 VHDL 修改硬件，但

又能从赛灵思器件卓越的性能和出众的性能功耗

比中受益 ；2015 年 9 月 30 日赛灵思宣布其已经

开始发货 Zynq UltraScale+ ™ MPSoC ；接着在 

2016 年 2 月 16 日，赛灵思宣布强化和扩展生态

系统，进一步支持嵌入式视觉和工业物联网领域

的 Zynq 设计。

工业 / 嵌入式视觉和工业物联网（IIoT）领

域新涌现的激动人心的应用，涵盖了工业、科

研、医疗、专业音 / 视频、消费电子、航空航天

与军用，以及汽车等各个细分市场。

阻碍发挥赛灵思 All Programmable 器件卓越

封 面 报 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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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扩展生态系统，赛灵思正在让自己

All Programmable 器件的使用和 CPU 
以及 GPU 一样方便，而且性能

功耗比更高一筹。

性能和出色性能功耗比优势的主要障

碍，一直都是编程的模式。 

C / C + +  用户更习惯于为  C P U 

（最近更多为  GPU）编写代码。借

助赛灵思面向软件定义硬件开发的 

Vivado® 高层次综合 (HLS) 工具和面

向软件定义系统开发的 SDx ™ 开发

环境，将有更多系统开发人员能够

用上赛灵思 Zynq-7000 SoC 和 Zynq 

UltraScale+ MPSoC 系列中的软件定

义 All Programmable 器件。通过扩展

生态系统，赛灵思正在让自己的 All 

Programmable 器件的使用和 CPU 以

及 GPU 一样方便，而且性能功耗比

更高一筹。

嵌入式视觉和工业物联网（IIoT）

系统的流水线有很多共同点。两者都

是从感应和数据采集开始的。对嵌入

式视觉系统，该数据的形式为一系列

图像或一个视频流。工业物联网系统

的感测数据包括视频，但还覆盖一长

串其他感测到的参数，包括加速度和

振动、声音 / 超声波、化学与气体、

电 / 磁、流体、力、负载、扭矩与应

变、湿度与水分、泄漏与水平、机器

视觉、光、运动、速度与位移、位

置、存在与接近度、压力和温度。

正在兴起的传感器融合需求

多类嵌入式视觉和工业物联网系

统要求传感器融合，或将来自多个不

同类型传感器的数据处理和融合为行

动信息。对于嵌入式视频系统，多个

视频流可以整合生成更可用或更有用

的视频流。例如车载视频系统往往将

来自四个、五个、六个或更多视频摄

像头的视频流结合起来，生成一个鸟

瞰图，为驾驶员提供 360 度 2D 平面

或 3D 球面全视觉。视觉系统既驱动

本地显示，也发送本地处理的视频到

云端中供进一步处理，或者与其他视

频流整合，以及存储等。

工业物联网（IIoT） 系统可将视

频与其它感测到的数据整合在一起 ,

以定义必须采取的行动。例如片上系

统工程（SoC-e ；第 14 页文章）提供

的新型 CPPS-Gate40 智能门户采用工

业控制系统中常见的各种 I/O 端口，

结合本地高速数据处理，并将结果数

据放置在使用高可用无缝冗余 / 并行

冗余协议 (HSR/ PRP) 的双冗余光学

图 1 - 该高级驾驶员辅助系统 (ADAS) 设计采用了 Zynq UltraScale+ MPSoC 中 ARM Cortex 内核的异构处理功能。

MIPI

MIPI

MIPI

MIPI

MIPI

LPDDR4

A53 A53

A53 A53

R5 R5

GPU

16nm

Zynq UltraScale+ 硬化特性

生态系统提供的 IP 

赛灵思 IP 

外部组件

图像

传感器 行人检测
DA 应用处理

DA 显示端口

片上存储器

图像折叠与

图形覆盖

安全关键与控制

决策

驾驶员

辅助

高速暂存存

储器

车道偏离

车道偏离

驾驶员监测

盲点探测

传感器融合加速

图像

传感器

图像

传感器

图像

传感器

图像

传感器

车辆

传感器

可编程逻辑 处理器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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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太环网上。工业物联网系统的典型

特性是能够使用感测到的数据实现依

靠云处理和决策所无法做到的高速实

时控制。

当然有许多使用 CPU 或 GPU 设

计此类系统的备选方法，但在用户

设计差异化系统时赛灵思 Zynq-7000 

SoC 和 Zynq UltraScale+ MPSoC 能带

来多种明显的优势和好处 ：

1. 最高性能功耗比。赛灵思 All Pro-

grammable 器件把硬件、软件和 I/

O 编程功能完美结合在一起，让用

户能够将双芯片、三芯片或四芯

片设计集成为单芯片，在降低功

耗的同时最大化系统性能。

2. 传感器融合。赛灵思 All Program-

mable 器件提供了一些独特的功

能，能够获取并处理多种不同类

型的信息，从温度和压力这样的

低比特率数据到多信道同步高清

或超高清视频流这样的高比特率

数据，无所不有。

3. 任意连接。从多种视频接口标准

（例如 MIPI 和 HDMI）到智能传

感器接口（例如 I2C 和 SPI）以及

高速模数转换器（包括 JESD204B 

和  LVDS），赛灵思  Zynq-7000 

SoC 和 Zynq UltraScale+ MPSoC 

无与伦比的可编程 I/O 功能可满足

近乎任何可以想象到的传感器 I/O 

要求。

4. 多级保密性和多层安全性。Zynq 

UltraScale+ MPSoC 的四核 ARM® 

Cortex ™ -A53 应用处理器和双核 

ARM Cortex-R5 实时处理器具备

硬件安全特性，能够独特地实现

保密性和功能安全协议。

5. “变色龙”Al l  P rog rammab le 

平台。Zynq-7000 SoC 和  Zynq 

UltraScale+ MPSoC 的软硬件处理

和 I/O 灵活性便于用户创建出可重

用的软件定义硬件平台（这些平台

具有可配置、可扩展性，成本在

最终产品成本上下浮动，从低成

本系统到高性能系统不等），并将

自己的品牌打入覆盖多功能产品

线的新市场。这并非是一种假想

的优势 ：许多赛灵思客户已经将它

变为现实。

这 里 有 四 个 “ 变 色 龙 ” A l l 

Programmable 平台的实例，均将赛灵

思 Zynq UltraScale+ MPSoC 运用于不

同的目标市场。

实例 1：高级驾驶员辅助系统
高级驾驶员辅助系统 (ADAS) 将

来自多个视频摄像头的视频数据以

及其他车辆传感器数据融合在一起

（包括惯性导航数据甚至 GPS 地图数

据），以决定是制动、转向还是发出

驾驶员警告等。图 1 方框图显示了基

于 Zynq UltraScale+ MPSoC 的典型 

ADAS 设计。

如图 1 所示，该设计采用赛灵思 

Zynq UltraScale+ MPSoC 中提供的四

核 ARM Cortex-A53 应用处理器和双

核 ARM Cortex-R5 实时处理器的异构

处理功能。该图中的五个红色方框显

示的是赛灵思直接提供的 MIPI 视频

接口 IP。六个蓝色方框显示的是由赛

灵思生态系统合作伙伴中的其他公司

提供的高速 IP 处理模块，这些模块可

用于实现行人检测、驾驶员监控、车

道偏离监测、盲点检测和传感器融合

等高级功能。

所示的 ADAS 系统充分发挥了 

Zynq UltraScale+ MPSoC 任意连接

功能的作用，能与任何传感器接口

通信，包括用于视频摄像头的 MIPI 

在内。来自竞争厂家的不可编程器

件如果不添加用于处理额外  I /O 接

口和协议的  I /O 芯片，就很难满足

新的传感器接口要求。此外，Zynq 

UltraScale+ MPSoC 还拥有卓越的

硬件视频处理性能，与竞争对手的

标准器件相比，能够处理更多视频

信道。和这些标准器件不同，Zynq 

UltraScale+ MPSoC 还能处理视频流

可编程的数量。

由于 Zynq UltraScale+ MPSoC 

具有高度的 I/O 灵活性和强大的处理

能力，除传感器和外部存储器外，

MPSoC 本身之外基本不需要其它硬

件。与主要竞争对手提供的基于 CPU 

芯片的可比系统相比，该 MPSoC 系

统的性能功耗比是其三倍左右。

实例 2：4K 视频监控
图 2 显示了 4K 多信道多传感器

视频监视系统中与多个传感器（包括

不同类型的视频摄像头）连接的 Zynq 

UltraScale+ MPSoC。该方框图中红色

方框仍表示赛灵思接口 IP，这些 IP 

用于 MIPI 连接的视频摄像头和显示

器，以及连接其他类型传感器的不同 

I/O 接口。六个全蓝方框代表赛灵思

生态系统公司提供的处理 IP。两个红

/ 蓝方框代表赛灵思及其扩展的生态

系统中的公司所提供的 IP 模块。

该“变色龙”All Programmable 

系统与主要竞争对手提供的基于 CPU/

DSP/GPU 芯片的可比系统相比，

性能功耗比高出其将近 5 倍。Zynq 

UltraScale+ MPSoC 的安全性与保密

性，包括 ARM TrustZone® 功能，以

及该器件的硬件 AES 加密功能，在像

这样的安全应用中极为有用。

实例 3：智能电网变电站自动化
我们的第三个实例是针对智能电

网设计的变电站自动化系统，这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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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TP

GTP

GTP

GTP

GTP

GTP

GTP

GTP

I/Os

WiFi

GPU

A53

A53

R5

A53

A53

R5
GigE

GigE

I/O

VCU

个用于处理来自各种负责监控变电站

指标的传感组件的多个以太网流的工

业物联网（IIoT）应用。图 3 是该“变

色龙”All Programmable 系统实例的

系统方框图。

该实例工业物联网系统的一个关

键特性是能够通过标准的工业以太网

系统，使用标准化的 IEEE-1588 精

确时间同步协议 (PTP) 和 IEC 62439 

HSR/PRP，连接到大量的接口单元。

该功能的实现方式是使用赛灵思生态

系统合作伙伴 SoC-e 公司提供的 IP，

在 Zynq UltraScale+ MPSoC 的可编程

逻辑中实例化一个兼容的工业以太网

交换机。该以太网交换机在本方框图

中以大蓝色方框显示。来自各个传感

器源的数据可使用赛灵思及其生态系

统公司提供的高速 IP 模块（在图中

分别以红 / 蓝框表示）处理。根据性

能要求，处理算法也可运行在 Zynq 

UltraScale+ MPSoC 的六个 ARM 处理

器内核的一个或数个之上。

与竞争对手提供的基于  C P U /

DSP 芯片的可比系统相比，该系统

的性能功耗比是其  1 .2 倍。得益于 

Zynq UltraScale+ MPSoC 的大规模可

编程能力、处理容量和高度的 I/O 灵

活性，本设计使用的芯片数量得以减

半。显然必须有安全应用来保护电网

免遭恶意攻击。

MIPI

LVDS

HDMI

DDR4DDR4
16nm

ISP

DNN

OpenCV

DNN

ISP
OpenCV

A53 A53

A53 A53

4Kp60
HEVC

AES
TrustZone

GPU

Zynq UltraScale+ 硬化特性

生态系统提供的 IP 

赛灵思 IP 

外部组件

Zynq UltraScale+ 硬化特性

生态系统提供的 IP 

赛灵思 IP 

外部组件

预处理

预处理

视频处理器

视频处理器

输出连接；

显示端口

SATA 3.0
以太网

USB 3.0

保密性；

图像

传感器

热传感器

显示

可编程逻辑 处理器系统

图 2 - 该 4K 多信道 / 多传感器视频监视系统运用了 Zynq UltraScale+ MPSoC 的安全性和保密性功能。

图 3 - 在本智能电网变电站自动化系统中，一个工业以太网交换机实例化在赛灵思工业物联网生态系统公司

SoC-e 提供的 Zynq UltraScale+ MPSoC 可编程逻辑源 IP 中。

以太网

交换机

IEEE 1588

HSR/PRP
（高可用性）

IEC 61850

安全 / 传输

应用加速器

存储器

控制器

系统

控制器

电源、安全

系统管理 连接外设

配置安全

时间同步

SD 卡

传感器融合 成像

传感器监控 
(A/D)

工业以太网

加速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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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TP

GTP

GTP

GTP

I/Os

GPU

A53

A53

R5

A53

A53

R5
GigE

GigE

I/O

Zynq UltraScale+ 硬化特性

生态系统提供的 IP 

赛灵思 IP 

外部组件

因此 Zynq UltraScale+ MPSoC 内

置的功能安全性和保密性在本应用中

尤为重要。

实例 4：工业自动化
最后一个“变色龙”All Program-

mable  系统实例是用于工业控制目

的，其形式可以是运动控制器、可

编程逻辑控制器  (PLC) 或人机界面 

(HMI) 系统。该工业物联网实例使用 

Zynq UltraScale+ MPSoC 把本需要四

个芯片（一个 CPU、一个功能安全处

理器、一个轴角编码器和一个用于高

速电源调制和电机控制的 FPGA）的

整个系统集成到单个器件上，将性能

功耗比提升高达 30% 且大幅缩减了系

统板级空间。该系统的方框图见图 4。

和其他三个实例一样，该工业

控制系统也得益于 Zynq UltraScale+ 

MPSoC 的任意连接以及集成双 ARM 

Cortex-R5 核处理器的锁步功能内嵌

的功能安全特性。

生态系统揭秘

所有这四个实例都大量使用赛灵

思及其生态系统成员公司所提供的硬

件和软件 IP。该 IP 对简化用户开发

高级智能系统的工作十分必要，特别

是“变色龙”平台能够为用一种硬件

平台构建的每种产品挑选其中使用的

具体 IP。

赛灵思生态系统成员提供四大类

的硬件和软件 IP ：

1. 针对嵌入式视觉和工业物联网应

用的领域专用硬件和软件 IP，加

上各种实时操作系统 ；

2. 设计支持，包括数种高级设计工

具 ；

3. 用 于 快 速 硬 件 开 发 和 推 广 的

基于  Zynq-7000  SoC 或  Zynq 

UltraScale+ MPSoC 的模块、评

估板和生产就绪型系统级模块 

(SOM) ；以及

4. 设计服务。

即便是在项目要求不断提高性

能水平和日趋复杂化产品特性的情况

下，每个设计团队依然面临严峻的时

间压力。没有设计团队能够迅速地面

面俱到。通过最新宣布的生态系统扩

展，赛灵思让产品设计团队能够更容

易地在紧凑的项目日程下完成高水准

的项目目标。

如需了解更多赛灵思扩展和

强化后的生态系统信息， 请访问以

下网址 ：http://china.xilinx.com/

alliance/featured-solution-partners/

solutions-by-megatrend.html. 

功能安全联网

缩短周期

时间、低时延

运动控制

模式匹配

定制加速器

预测性维护生产力

应用加速器

应用加速器

存储器

控制器

系统

控制器

电源、安全

系统管理 连接外设

配置安全

时间同步

显示器

SD 卡

传感器融合 HMI 加速

传感器监控 
(A/D) 实时分析加速器

工业以太网

安全监测

通过生态系统的扩展，赛灵思让

产品设计团队能够在紧凑的项目日程下

更容易地完成高标准的项目目标。

图 4 — 这个工业物联网工业自动化设计采用赛灵思 Zynq UltraScale+ MPSoC
集成了一个完整的系统。采用其他方案可能需要四个芯片才能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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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网关

让工厂更智能

工业领域的出色表现

 14 赛灵思中国通讯 2016 年第一季度



采用 Zynq SoC 的

智能网关可提高世

界一流制造厂的生

产力。

作者：Armando Astarloa 
System-on-Chip engineering S.L.
公司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 
电子邮箱：armando.astarloa@soc-e.com

工
业物联网是指所有系统应

该在全球范围内互联，以

便共享信息，这一理念正

在快速成为现实。当今，越来越多的

公司，尤其是工业设备领域的公司，

正在构建将传感器、处理和通信集成

在一起的复杂系统，打造出智能工

厂、智能电网甚至智能城市，从而进

一步推动工业物联网（IIoT）发展。

这些技术发展不仅提高生产力和盈利

能力，而且丰富了人们生活。

利用赛灵思  Z y n q ®- 7 0 0 0  A l l 

Programmable  SoC 实现的新技术

正在将智能系统带到  I I o T  制造

业。由 System-on-Chip engineering 

S.L.(SoC-e) 设计的智能网关不仅可提

高生产力，而且还可帮助 Microdeco 

等公司实现更可靠的互联并确保安全

性。为了最大限度地提高盈利能力，

工厂希望使布局更具灵活性，获得有

关工艺及制造产品的更多信息，实现

更智能的数据处理，并高效整合人的

经验／交互。不过，在将新技术引入

工厂时，开发该技术的人需要遵守一

些规则。第一条也是最重要的规则就

是生产不能停止。新技术必须与老系

统兼容，并且便于不同厂商产品之间

的互操作性。此外，解决方案应该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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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厂设备必须与公司的 IT 网络

进行通信。要在机器和 IT
这两个领域之间实现透明操作，

智能网关将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够让自动化更进一步，实现更加自主

或去中心化分析。

为了实现很多人所说的“第四次

工业革命”，工厂需要相应的基础设

施和系统，才能利用 IT 及电子设备

实现自动化生产。尽管很多工厂在第

三次工业化浪潮中实现了自动化，但

在很多情况下，有必要同时实施两个

步骤 ：第三次及第四次自动化演进。

这是一个集成 IT 基础设施的大好时

机，以使 IT 既满足智能工厂的新要

求，又兼容于第三代生产调度及自动

化系统。图 1 是业界广泛使用的典型

生产系统，该系统有助于根据要求调

整和优化生产。企业资源计划 (ERP) 

软件包含各种支持商业数据库的工

具。它可定义要制造的内容。而制造

企业系统 (MES) 则侧重于生产调度。

MES 使用 ERP 输出与生产工厂设备

通信，并告诉设备应该做什么。

智能工厂中的网络、处理与感测

由于很多公司提供不同类型的

工厂设备，而且往往有好几代设备都

在同时使用，因此将不同厂商和不同

时期的、符合不同标准的设备连接起

来，可能非常困难。还有一个因素让

事情变得更为复杂，那就是工厂设备

必须与公司的 IT 网络（企业网络和

／或互联网）、各种 PC 系统组合，

以及基于多种协议的网关、黑盒及工

事
件
反
应
时
间

秒
 

日
期

 
分
钟

 
月

 
小
时

班
次

毫
秒
、
秒

图 1 — 通过 ERP/MES 安排生产调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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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交换机进行通信。这样，工厂可能

很快就会陷入异构化噩梦，缺乏“即

插即用”操作模式所要求的简便性和

灵活性。诸如 SoC-e 的 CPPS-Gate40 

这样的智能网关 （图 2）将在在机器

与 IT 之间实现安全透明操作的过程

中起到关键作用。

Microdeco 是一家为汽车行业制

造小金属零件的公司。该公司一直在

寻找能够提高生产力的方法，并且

在智能系统使用方面走在前沿。在 

Microdeco 位于西班牙 Ermua 的试验

工厂中，Microdeco 围绕整合相同系

统网络、处理与传感技术的智能网

关概念，为工厂构建了一套网络基

础架构。

创建智能工厂的最大挑战之一

在于连接不同系统。工厂包含高速光

学链路，可用来将不同信息物理生

产系统  (CPPS) 区域 —— 即每个机

器、传感器和致动器生产组 —— 互

连起来。智能网关掌管所有通信基础

架构。这包括 ：高速切换光纤链路和

灵活的三速以太网端口（可在每个单

元中实现常规以太网或工业以太网协

议），以及各种串行端口（可实现广

泛使用的工业协议，例如 Modbus 和 

Profibus）。

图 3 是每台机器（CPPS 区域）

中安装的每个智能网关如何通过单条

光纤链路连接到下一个网关。在该通

信基础架构中，还将所有设备连接

成单个环路，实现高可用性无缝冗

余 (HSR) 协议。这种非专有的 (IEC 

62439-3 Clause 5) 以太网“零延迟恢

复时间”解决方案允许操作人员将任

意设备从环路中断开，而且不会对工

厂中其他节点或设备造成不利影响。

这种真正的即插即用式操作便于进行

图 2 — SoC-e 的 CPPS-Gate40 智能网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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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D

 2
0.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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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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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6.

6a

6.
6.

3a

6.
6.

4a

6.
6.

5a

6.
6.

2a

CPPS-Gate40
192.168.2.10

CPPS-Gate40
192.168.2.11

CPPS-Gate40
192.168.2.12

CPPS-Gate40
192.168.2.13

CPPS-Gate40
192.168.2.14

CPPS-Gate40
192.168.2.18

CPPS-Gate40
192.168.2.17

CPPS-Gate40
192.168.2.16

CPPS-Gate40
192.168.2.16

P5

P5

CPPS-Gate4
RedBox 1

192.168.2.100

CPPS-Gate4
RedBox 2

192.168.2.200
(optional)

P5

ISLA

IS
LA

工厂布局修改。此外，HSR 还支持冗

余 IEEE 1588v2 亚微秒同步协议，该

协议可简化系统的同步化，从而可执

行采样传感器数据的准确重建或者控

制任务的实现。

为了实现无缝冗余，每个  HSR 

节点都以环路的两个方向发送以太网

信号帧。这种方法可实现对电缆或设

备的“热”插拔。每个节点都负责转

发两个方向的信号帧，同时，IEEE 

1588v2 负责校正停留时间和链路延迟

时间以确保整个网络的时序精度。因

此，必须实现帧的硬件处理，以确保

每个节点中延迟时间短且恒定。确切

地说，IEC 标准建议采用“直通转发”

方案转发环路中的信号帧。

为了避免出现循环帧，在单播通

信中，接收帧的节点负责从环路中将

帧删除。对于多播及广播流量，当发

送端在冗余端口中再次看到发出的帧

时会将帧删除。还应用了有关循环帧

( 例如损坏的帧）的更多规则以确保

网络稳定性。

HSR 很多情况下与并行冗余协议 

(PRP) 结合，是变电站（即全球最重

要的领域之一）的自动化标准所建议

的高可用性以太网协议。

此外，军事和航天等其它领域也

采用这些 L2 解决方案。

智能网关提供从以太网和串行端

口到 HSR 基础架构环路的硬件交换

功能。有两个智能网关（分别位于图 

3 的左侧和右侧），它们作为冗余盒 

(RedBox) 负责连接 HSR 环路与基于

以太网的企业网络。从功能上讲，右

侧的接入点是可选的，因为它可用来

避免在网络只使用一个 RedBox 的情

况下会出现的单点故障。我们建议 ：

在需要高可用性，或者有必要在

图 3 — Microdeco 工厂的车床部分

10/100/1000 BaseT 以太网
交换端口

10/100/1000 BaseT
以太网服务端口

传感器

传感器 传感器 传感器 传感器

传感器 传感器 传感器 传感器

1GE
铜标准
交换机
PRP
网络 1

1GE 铜标准
交换机 PRP
网络 2
(可选 )

1GE 铜标准
交换机 PRP
网络 1

企业服务器 
ERP/MES

互联网接入点 2 
( 可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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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MAC1

GMAC0

MODBUS/PROFIBUS

ARM® CORTEX™-A9

AXI4

IEEE 1588PTBIP

IEEE 1588v2 aware
HSR/PRP/Ethernet Switch IP

企业网络的关键节点中管理 PRP 帧

(IEC 62439-3 Clause 5) 的情况下，实

施双盒设置。

此外，网关中还有通向 SoC 器

件处理单元的内部网络端口。在大多

数情况下，“无声”交换方案在连接

工厂与 IT 设备时没有用。数据和网

络格式的异构特点使得很难实现简单

直接的连接。这里需要的是能够与本

地、企业或云数据库对话的强大集成

处理系统。此外，该系统还将负责翻

译协议，管理 HMI 系统，支持 MES 

系统，甚至运行软 PLC 实现实时控

制。但是，这还不够。客户还希望这

样的系统能够在设备中执行复杂传感

器数据的预处理和滤波，当然还有高

级网络安全工作。

这类先进制造设施中的网络安

全要求变化很大。必须提供高级安

全，才能保护生产本身的状态，才

能避免恶意中断或网络基础架构（设

备、网络、软件或硬件）引起的意

外中断。另外，还必须对正在访问信

息或重要操作的用户和设备进行身份

验证。此外，还需要在身份验证和隐

私方面保护信息和控制协议，因为工

厂网络连接到企业内和企业外的更大

的 IT 网络。

只有采用顾及到每个工厂实施内

容的分层网络安全方案才能应对这些

挑战。所有项目中的共有元素是需要

支持采用加密和身份验证措施的安全

引导及存储功能。该特性可使安全软

件及安全网络的实现方案更可信。

可信嵌入式系统的保护工作变得

越来越难，原因在于设备的异构性以

及设备数量越来越多。

为了进行身份验证和实现网络安

全，这些系统可以直接使用当今  IT 

领域的很多解决方案。将著名身份验

证机制 IEEE 802.1X 与 RADIUS 相

结合就是一个很好的实例。很多具有

高级操作系统的嵌入式系统都可通过

运行密码库（例如 OpenSSL）来支

持所有 L3 安全协议以及有助于保护

数据交换的应用。然而，在需要保

护具有严格实时要求的 L2 工业协议

时，会出现一个很大的挑战。对这些

情景的分析表明 ：采用软件方案保护

这些帧，也就是应用密码算法，即使

采用密码加速器，也不够简单直观，

在很多情况下，还需要进行自定义硬

件处理。

在所给的拓扑结构中，从网络及

用户角度来看，必须利用身份验证机

制来保护三个网络链路 ：冗余 HSR/

PRP、10/100/1G 交换端口和服务端

图 4 — Zynq SoC 实现方案的方框图

外部存储器

7 系列可编程逻辑

时间戳值

低速传感器

C 端口

B
端口 B

端口

A
端口

• PTP 软件协议栈
• Profinet 软件协议栈
• Linux 操作系统
• PLC
• 数据库／传感器程序

存储器接口

串行接口

DSP
逻辑

10/100/1000
BaseT

服务端口

10/100/1000
BaseT

服务端口

1GE
HSR
环路

高速采集

系统；振动

传感器

处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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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W

HW

SW

HW

口。此外，所有工厂流量都通过智能

网关，因此这三个链路将在监控流

量、防止潜在威胁的过程中起到非常

重要的作用。

最后一个概念是传感器接口套件

的集成。如前文所述，技术进步应该

帮我们简化设备，而不是使它们变得

更复杂。为满足这一要求，我们将所

有标准数字及模拟接口都集成在网关

中。此外，我们还包含了用于高级

振动传感器的高端接口，以及能直

接访问 Zynq SoC 器件的高速数据采

集接口。

SOC 可编程平台如何创造机会
高端网络、强大处理和传感功能

相结合的这种“魔力”已经得以实

现，这要得益于 SoC 可编程平台。

我们名为  CPPSGate40 的产品内嵌

一款在 SoC-e SMARTzynq OEM 模

块上实现的赛灵思  Zynq-7000 All 

Programmable SoC 器件。器件上的

双核 ARM® Cortex ™ -A9 MPCore ™ 

搭配有不同的存储器资源（DDR3、

闪存和大型存储单元等）和硬件，

支持多个高速网络链路。该基础架

构可在对软硬件处理进行分区时提

供极大的自由度，以面对这些应用

提出的挑战。

从硬件角度看，Zynq SoC 的可编

程逻辑与 IEEE 1588v2 硬件支持单元

相结合，是实现低时延网络任务的最

佳选择。图 4 是 Microdeco 实施方案

中 CPPS-Gate40 的 SoC 实现方案方框

图。网络的交换基础架构通过 SoC-e 

HSR/ PRP／以太网交换机 (HPS) IP 

核进行协调，其不仅可确保环路每个

节点的转发时间都是恒定 550ns，而

且还集成内外部三速以太网端口。

内部端口由精确时间基本 (PTB) 

IP 核进行嗅探并提供时间戳，从而

可为 PTP 协议栈提供支持。该 IEEE 

1588v2 基础架构允许智能网关作为

主机、从机、透明时钟和冗余时钟工

作。因而，最后在每个设备中，都

可将同步 64 位定时器用于提供时间

戳，实现同步和控制并可用作通用时

间参考，实现时间敏感型网络技术 

(TSN) 网络。

此外，这些在  Z y n q  S o C  的 

FPGA 上实现的网络内核还可随时支

事件

生产参数：
• 启动 / 停止

• 计数器

• 告警

生产参数：
• 消耗

• 振动

• 温度

软件方框图 MES
数据库

SQL
传感器
数据库

IP 寄存器配置

IP 接口库

HPS/Eth.交换机／PTB 传感器

PTPd协议栈

时间驱
动程序

捕获驱
动程序

Modbus PLC 软件

传感器接口

SQL客户端

OPC
服务器

图 5 — 智能工厂网络的软件基础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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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 IEEE 802.1X 身份验证等网络安全

特性。该机制与外部身份验证服务器

相结合，可保护对网络端口的非授权

连接。在实时时确保 L2 控制帧安全

过程中，Zynq SoC 的可编程逻辑也

可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这就类似于

IEEE 1588v2 透明时钟操作需要身份

验证那样。

网络安全可通过 Zynq SoC 的安

全引导功能进一步加强。所有外部软

件和器件外比特流，甚至引导加载程

序和操作系统，都进行了存储、AES-

256 加密和 HMAC 身份验证。该特性

加上器件中包含的其它硬件安全保护

功能，可确保整个网络基础架构中的

数据都来自可信源。

此外，安装在每个 CPPS-Gate40 

中的 SIEM 代理还运行（在其它设备

中）下列与安全有关的任务 ：监控新

连接、身份验证尝试、SSH 连接以及

对分析工具的访问 ；病毒／恶意软件

检测 ；网络攻击识别 ；以及 ARP 流量

分析。

传感器接口也在可编程逻辑部分

（高速数据采集、数字滤波和  FFT）

通过 Zynq SoC 处理系统上提供的部

分标准通信通道实现（UART、I2C、

SPI）。

该设备上实现的软件基础架构

受益于 Linux OS Ubuntu 在器件上的

无缝集成。Linux 支持的功能非常广

泛。图 5 针对 Microdeco 的特定实现

方案，总结了基于 Linux OS 实现的

最具相关性的软件服务。

已开发出的基于 Python 的 PLC 

仿真器，可作为关键组件用来映射

著名 Modbus TCP 方案中的传感器接

口。该方法可简化与第三方 MES 软

件的通信。

同时，SQL 客户端可将原始传感

器数据包及预处理传感器数据包发送

至远程 SQL 服务器。具体告警及所选

数据可在基于云的 couchDB 数据库中

直接发布。数据分析可在企业或云服

务器中远程执行，甚至可通过智能网

关本地执行。对于最后这个目标，该

产品包含一个时间数据库，其不仅可

预测生产中的故障或其它已定义的行

为，而且还可就地采取行动。Juxt.io 

提供的大数据分析软件负责执行与机

器行为有关的预测分析任务。

有了 SoC-e 的便携式工具 API，

我们可以通过 SNMP 来提供网络管理

支持。网络安全基础架构的构建基础

是 SoC-e IP 的硬件支持以及用于网络

及用户活动监控的集成型 SIEM 代理。

通过技术增加利润

德国的 Fraunhofer 工业工程与自

动化研究所预测 ：到 2025 年，工业 

4.0 可能会促进生产力实现 20%-30% 

的飞跃式增长。然而，工业市场需要

循序渐进的变革以及友好的技术和解

决方案。例如，Microdeco 工厂就受

益于高级技术，以在其生产线中集成

灵活且计算能力强大的网络和处理基

础架构。

该方案背后的推动力包括 ：采用

针对网络和数据格式的开放标准 ；使

用可扩展、可重新分区的 SoC 可重

配置器件 ；以及选择可提供高生产力

的软件框架（例如嵌入式 Linux 上的 

Python）。此外，通过使用现成的增

值硬件 IP，制造商可显著缩短上市时

间，满足新市场的需求。当然，系统

还必须在器件、软件和网络层面上实

现最高级别的网络安全性。

如需了解有关 SoC-e 的 IIoT IP

产品组合的更多信息，敬请访问 ：

www.soc-e.com。

Xilinx 与 IBM 通过 
SuperVessel OpenPOWER 
开发云平台实现 FPGA 

加速

SuperVessel 将包括赛灵思 SDAccel 
开发环境，支持用 C、C++ 和 

OpenCL 实现 FPGA 加速

A l l  P r o g r a m m a b l e  技术和器件的

全球领先企业赛灵思公司  (X i l i nx ,  Inc . 
(NASDAQ:XLNX)) 与 IBM (NYSE: IBM) 
公司今天联合宣布将通过  S u p e r V e s s e l 
OpenPOWER 开发云平台实现 FPGA 加速。

内置在 SuperVessel 中的赛灵思 SDAccel ™ 
开发环境，将为包括大数据分析和机器学

习等性能要求严苛应用的开发提供支持。

SDAccel 允许开发人员用 OpenCL ™、C 
和  C++ 语言描述他们的算法，并直接编

译到赛灵思 FPGA 加速板。托管的赛灵思 
SDAccel ™ 开发环境不仅会加速 FPGA 开发

进程，而且还可满足全球更广泛开发人群的

需求。

SuperVessel 是业界首项开放式接入云服

务，为应用开发人员、系统设计人员和学术

研究人员创建、测试和试用解决方案提供了

虚拟研发引擎，可满足深度分析、机器学习

和物联网等新兴应用需求。赛灵思 SDAccel 
开发环境是一个完整的软件定义开发环境 
(IDE)，可帮助开发人员编译、分析、调试

和部署 FPGA 加速应用。SuperVessel、IBM 
POWER 架构、SDAccel 开发环境和赛灵思 
FPGA 加速器开发板的完美结合，为应用开

发人员提供了一个高吞吐量、高可用性的云

端平台，为他们开发和运行高计算强度的应

用提供强大支持。

IBM 公司高性能计算与数据分析部门副

总裁 Sumit Gupta 表示：“SuperVessel 云中的 
SDAccel，是帮助开发人员用 FPGA 轻松开

发并加速应用的重要工具。”  
赛灵思公司数据中心业务部高级总监 

Andy Walsh 表示：“SuperVessel 中 SDAcce l
的可用性，是基于 IBM POWER 架构进行应

用加速开发领域的又一重要里程碑。它将为

那些苦苦寻求加速新兴数据中心应用的开发

人员带来极富竞争力的解决方案。而且，它

已经在加速数据中心工作负载上展现出了巨

大的潜力。”

如需了解更多有关如何创新使用 
SuperVessel 中的 SDAccel 开发环境，请浏

览 ：http://china.xilinx.com/products/design-
tools/software-zone/sdaccel/supervessel.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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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Vivado 高层次
综合工具评估 IQ
压缩算法

作者：Stefan Petko
赛灵思公司设计工程师

stefan.petko@xilinx.com 

Duncan Cockburn
赛灵思公司设计工程师

duncan.cockburn@xilinx.com 

通信领域的出色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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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灵思的 Vivado HLS 工具有助于降

低无线去程网络基础设施不断攀升

的成本。

无
线网络运营商面临的巨

大挑战在于维持盈亏底

线的同时要增大网络的

容量和密度。针对无线接口的压缩

方案可减少所需的去程网络基础设

施投资，有助于应对这种挑战。

我们使用  V ivado  ®Des ign 

Suite 的高层次综合 (HLS) 工具来

评估针对 E-UTRA I/Q 数据的开放

无线电设备接口 (ORI) 标准压缩方

案，以估计其对信号保真度的影

响、造成的时延及其实现成本。

我们发现赛灵思的 Vivado HLS 平

台能够高效评估和实现所选压缩

算法。

无线带宽压力

无线带宽需求的不断增加催

生了对新的网络功能的需求，例

如更高阶的 MIMO（多输入多输

出）配置和载波聚合。这样导致网

络日趋复杂，从而要求运营商做

出架构调整，例如进行基带处理

集中化以优化网络资源的使用。

在降低基带处理成本的同时，基

带处理资源的共享会增加去程网

络的复杂性。

这些去程网络负责在基带单

元 (BBU) 与远程射频单元 (RRH) 

之间传输天线载波调制信号，在

光纤上使用通用公共无线接口 

(CPRI) 协议是这种网络最常见的

实现途径。CPRI 协议需要恒定的

比特率，并且经过多年的发展，

该协议规范已提高了最大数据速

率以满足不断增长的带宽需求。

网络运营商正在寻求合适的技术

以便能够在显著提高数据速率的

同时不增加所使用的光纤数量，

从而维持蜂窝基站当前资本支出

与运营支出不变。

为提供长期解决方案，网

络运营商正在研究可选的网络布

局，包括重新设计基带处理与射

频单元之间的接口结构以减少去

程带宽。然而，重新布局网络功

能可能导致其更难以满足一些无

线接口规范的严格性能要求。

减少带宽的另一种方法是针

对接近或超过可用吞吐量的无线

接口实现压缩 / 解压缩 (codec) 方

案。可实现的压缩率取决于具体

的无线信号特性，例如噪声等

级、动态范围以及过采样率等。

让我们仔细研究一下针对 

E-UTRA IQ 数据的 ORI 标准压缩

方案 —— 传输调制符号的真实和

虚拟组件。图 1 的简化应用实例

说明了 CPRI IQ 输入和输出接口

中压缩和解压缩模块的位置。

通 信 领 域 的 出 色 表 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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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Q 压缩算法

ORI 标准是在 CPRI 规范的基础

上进行了完善和改进，旨在支持开

放 BBU/RRH 接口。在最新版本中，

ORI 为 10、15 或 20 MHz 的通道带

宽指定了有损时域 E-UTRA 数据压缩

技术。将固定 3/4 速率重采样与 15 位 

IQ 样本的非线性量化相结合，可将带

宽要求降低 50%，例如，有助于通过

单条 9.8 Gbps CPRI 链路，实现覆盖

两个分区的 8 x 8 MIMO 配置。

重采样阶段涉及到对输入  I  和 

Q 数据流进行内插操作，使内插数

据通过低通滤波器，并对输出数据

流进行抽取操作。在滤波器设计过

程中对特定的通道特性进行探索 , 以

最大程度减少因下采样和上采样阶

段引起的信号丢失。例如，以 30.72 

MHz 速率采样的 20 MHz E-UTRA 

下行链路通道可输出 18.015 MHz 的 

OFDMA 有效带宽，这意味着在 3/4 

采样率下可实现理想的无损低通滤

波器响应。

非线性量化 (NLQ) 过程将正态

分布的 15 位基带 IQ 样本转化为 10 

位量化值。NLQ 使用具有指定标准

偏差的累积分布函数 (CDF) 来描述精

细粒度下出现频率比较高（而非出现

频率比较低）的振幅，以将量化误差

减至最小。如图 2b 中的结果所示，

量化后数值群组对减小后数值范围的

填充比例明显高于图 2a 所示的输入

数值群组，因此，与其他线性量化方

案相比，量化后数值群组可将量化误

差减至最小。通常，I 与 Q 样本实现

在查找表中，它们利用其对应的分布

函数单独进行量化。我们将 ORI IQ 

压缩性能与 ITU-T Recommendation 

G.711 指定的 Mu-Law 压缩算法实现

方案进行对比。同属于非线性量化技

术，Mu-Law 利用对数函数在可用数

值范围内对量化值进行重新分布。不

同于考虑输入样本统计分布的  CDF 

量化法，通过 Mu-Law 量化的输出与

对应输入样本值和指定压缩值成函数

关系。

为了比较 50% 的等效压缩比，

我们考虑 16 位至 8 位 Mu-Law 编码

器。由于不需要重采样，因此从时延

和实现资源成本方面考虑，Mu-Law 

压缩是一款低成本解决方案，能够在

在滤波器设计过程中对特定的通道特性

进行探索，以最大程度减少因下面下采样和

上采样引起的信号丢失。

图 1 — 采用 CPRI IQ 压缩技术的简化无线系统

上行链路

下行链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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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0 MHz E-UTRA DL 通道参考输入帧的 IQ 数值群组 (a)，以及压缩后 IQ 数据

(b) 经扩展用以说明每个数值群组的有效数值范围使用情况

设计复杂性与可实现的重建信号保真

度之间进行权衡。

向上扩展编解码架构

对于原型配置，我们计划将压缩

算法向上扩展，以充分利用  9.8304 

Gbps CPRI 链路（线路比特率选项 

7）。ORI 压缩 E-UTRA 样本规范允

许我们通过单个 9.8G CPRI 链路传输 

16 条压缩 IQ 通道（32 条 I 与 Q 通道

单独压缩）。目标吞吐量为每个 CPRI 

时钟输出三个压缩样本，这已足够

完全打包 32 位赛灵思 LogiCORE ™ 

IP CPRI IQ 接口，提供所需的 737.28 

Msps 的压缩 IP 输出。

以单个时钟域为目标，我们需要

构建重采样滤波器以满足每个时钟周

期三个样本的输出速率。用 0 的补码

对输入样本流进行内插计算允许我们

忽略无用的输入样本。输出流变为子

滤波器内插速率的函数，每个子滤波

器都使用 FIR 系数子集（系数 / 插值

速率的总数）。共四个并行滤波器，

每个都在一个通道子集上运行，使

得整体吞吐量相当于每个时钟周期

要求  3 个压缩样本。除高吞吐量以

外，所建议的架构还能缩短重采样

时延，因为每个子滤波器中仅使用

一小部分系数。

对于压缩路径，我们使用累积分

布函数 (CDF) 计算 NLQ 量化表。假

设 IQ 分布是对称的，我们将 NLQ 查

找表的大小缩减至 214 条 9 位量化

值。由于我们的设计需要每时钟周期

三个并行查找表，因此我们利用相同

量化值实现三个并行查找表。可以使

用预期或观察的标准偏差值为 I 和 Q 

样本单独计算量化等级。 或者，以实

际的信号级测量值或更高层次的网络

参数为依据，单独量化通道子集。解

压缩时，我们使用分位函数（逆向 

CDF）来计算逆向 NLQ 表。表的大

小被限定在 29 个 14 位数值。

我们使用由 MATLAB® LTE 系统

工具箱生成的 20 MHz LTE E-UTRA 

FDD 通道激励来测试已实现的编解码

算法。然后，我们使用 Keysight VSA 

来解调捕捉到的 IQ 数据，并通过测

量输出波形误差矢量幅度 (EVM) 以

量化压缩和解压缩阶段引起的信号失

真。我们将已公布的输出 EVM 测量

值（体现理想信号与测量信号的差异）

与参考输入信号 EVM 进行比较。

I/Q Input Constellation (15-bit I/Q Samples)

In-Phase Amplitude In-Phase Amplitude
Q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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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

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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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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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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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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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caled Compressed I/Q Constellation

16384

16384

0

0

NLQ using CDF    (15-to-10-bit)
NLQ using Mu-Law (16-to-8-bit)

正
交
振
幅

正
交
振
幅

I/Q 输入数值群组（15 位 I/Q 样本）

同相振幅 同相振幅

使用 CDF 的 NLQ       （15 位至 10 位）

使用 Mu-Law 的 NLQ （16 位至 18 位）

缩放的压缩后 I/Q 数值群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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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建模与实现流程

我们使用 GNU Octave 语言，并

利用其信号处理和统计程序包开发单

通道压缩及解压缩模型，启动实现过

程。除提供有用的验证参考数据点以

外，模型输出还生成了一组 FIR 滤波

器系数和量化表。

Vivado HLS 工具从高级数学模

型中提供明显的传输路径，从潜在的

图 3–IQ 编解码架构所示为（仅下行链路中）编解码器 IP 接口处的样本处理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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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件性能和成本方面评估提议的架

构。我们建立了 C++ 测试台，以利

用压缩和解压缩函数对输入数据流进

行运算。由于我们会将这些函数置

于 CPRI 链路的相对端，因此便单独

对其进行综合。利用 HLS 流及简单 

C++ 循环管理下的交错通道数据流，

我们实现了所有内、外部函数接口。

我们利用 Vivado HLS FIR IP 来

开发重采样滤波器的原型设计。为满

足设计的高吞吐量要求，我们实现并

行单速率 FIR 滤波器，并采用基于循

环的滤波器输出抽取功能。

通过实现多相重采样滤波器，

可获得更高效的资源节约型重采样滤

波器。多通道分级采样速率转换滤

波器就是一种支持 ORI 重采样速率

的开箱即用型选择 ；赛灵思应用指南 

XAPP1236 “使用 Vivado 高层次综合

以实现多通道分级采样速率转换滤波

器设计。”对该滤波器进行了介绍。

当验证数据集较大时，快速 C 级

仿真的优势就变得愈发明显。对 IQ 

压缩算法进行评估时最能体现这一

点，因为，至少需要有完整的无线

电数据帧（307，200 个 IQ 样本 / 通

道），才能利用 VSA 工具进行 EVM 

测量。我们发现，C 仿真与 C/RTL 协

同仿真相比，仿真速度可提升两个数

量级 ；对于本压缩 IP 测试而言，相比

于协同仿真运行时间的 9 小时，C 仿

真仅需 5 分钟。

HLS 测试台还具备另一个重要优

势，即利用文件和 HLS 流可方便地使

用输入数据和捕捉输出数据。结果是

可提供一个接口以利用 VSA 工具进

行数据分析，或者在 C++ 测试台中直

接与 Octave 模型输出进行比较。

性能测量

Keysight VSA 测量结果显示，具

有 144 个 FIR 系数的编解码器配置具

备 0.29% 的平均 EVM。与 EVM RMS 

为 0.18% 的初始输入数据相比，因压

缩 - 解压缩处理链而多出的 EVM 部

分为 0.23%。相比之下，同等输入数

据集下 Mu-Law 压缩算法实现的平均 

EVM 为 1.07%。

根据 Mu-Law 压缩法所减少的时

延和资源使用成本来看，当可以将整

个 LTE 下行信号处理链的 8% EVM 

预算中的 1% 分配给 IQ 压缩时，Mu-

Law 压缩就会优于  ORI IQ 压缩方

案。然而，任何附加信号失真都意味

着要为剩余系统组件设定更严格的性

能目标。数字前端器件及功率放大器

等组件的成本增加可能会抵消潜在的 

IQ 压缩成本优势。

Vivado 高层次综合依据启动间距

确认了所需吞吐量 —— 顶层任务准

备好接受新输入数据之前的时钟周期

数量。同时，经过我们的验证，导出

的 Vivado IP Integrator 内核满足目标 

Kintex® UltraScale ™ 平台的时序要求。

我们将研究范围限定在少量的配

置和输入数据向量。然而，一旦系统

模型和对应的 C 语言模型就位，即可

在几分钟内自定义、实现与评估备选

配置。

设计备选方案

从设计工具角度来说，Vivado 

HLS 提供一个可行的硬件原型设计路

径。高级测试平台很适合需要在多种

设计与验证工具间传输数据流的

设计框架。这种测试平台的主要优势

在于能够对硬件系统模型快速执行 C 

语言仿真。对于 IQ 压缩及类似应用

而言，仿真运行时涉及频繁的高级参

数或输入数据集变化，使得快速反馈

成为重要因素。

测量结果显示，所建议的 ORI 压

缩方案可为 20 MHz E-UTRA 下行链

路通道实现低于 0.25% 的信号失真。

尽管压缩性能取决于输入通道特性，

ORI 压缩方案仍可选择最佳的滤波器

设计与量化器参数组合，以提供性能

调节范围。

我们原型设计针对所有 16 个天

线载波数据流使用通用的静态设计参

数集。真实系统中，信号特性可以是

事先知道的，或者是可以测量并用来

调节设计的。或者，可通过重新配置

量化表来动态调节压缩性能，以维持

所要求的最低信号保真度。

除压缩性能外，还要考虑执行压

缩和解压缩所需的实现资源和附加时

延引起的成本。重采样滤波器尺寸与

时延占总编解码器成本的主体 ；更大

的 EVM 容差应考虑到具有较少滤波

器系数的设计。

考虑到产品上市时间因素，赛灵

思创建了基于 ORI 的 IQ 编解码器概念

验证。您可在赛灵思网站上了解有关该

方案的更多信息，并请求访问相关设

计文件。欢迎访问：http://china.xilinx. 

com/applications/wireless-communi- 

cations/wireless-connectivity.html，

或 者 给 无 线 业 务 市 场 营 销 经 理 

Perminder Tumber 发送邮件，邮箱地

址 ： Permind@xilinx.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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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线通信领域的出色表现

采用 Xilinx FPGA
实现可扩展的 MIMO 
预编码内核

 28 赛灵思中国通讯 2016 年第一季度



爱尔兰贝尔实验室的研究人员采用高性

能 FPGA 开发出一款用于通用 MIMO 
无线通信系统的频变预编码内核。

作者：Lei Guan
诺基亚贝尔实验室技术员 
lei.guan@ieee.org

作为首选的 5G 无线网络基础架

构，大规模 MIMO 无线系统现已领

跑整个行业。低时延预编码实现方案

是充分利用多输入多输出 (MIMO) 方

案多传输架构内在优势的关键。我们

的团队利用赛灵思 System Generator 

和简单可扩展的  V i v a d o ® D e s i g n 

Suite 构建了一款高速、低时延预编

码内核。

凭借其固有的多用户空分复用

传输能力，大规模 MIMO 系统可显

著提高传统单天线用户设备和升级版

多天线用户终端的信号干扰噪声比 

(SINR)。这样不仅可获得更大的网络

容量、更高的数据吞吐量，而且还能

提高频谱利用率。

但是，大规模 MIMO 技术自身仍

存在一些挑战。要使用该技术，电信

工程师需要构建多个 RF 收发器和多

个基于辐射式相控阵天线。他们还需

要使用数字资源来执行所谓的预编码

功能。

我们的解决方案是构建低时延、

可扩展的频变预编码  IP ；可以按照 

Lego 方式将该 IP 核用于集中式和分

布式 大规模 MIMO 架构。这个 DSP 

研发项目的关键是高性能赛灵思 7 系

列 FPGA 以及带有 System Generator 

和  MATLAB®/Simulink® 的赛灵思 

Vivado Design Suite 2015.1 版本。

通用 MIMO 系统中的预编码

在蜂窝网络中，特定频率下每个

发送器与接收器之间所谓的信道响应

将在空中对普通 MIMO 发送器中辐射

出来的用户数据流进行“重塑”。换

句话说，不同数据流通往空域另一端

的接收器的路径不同。由于频域中的

“经历”不同，即使是相同的数据流

有时也会有不同表现。

这种固有的无线传输现象等同于

将具有特定频率响应的有限脉冲响应 

(FIR) 滤波器应用于每个数据流，这

样无线信道就会产生频率“失真”，

进而导致系统性能不佳。如果我们将

无线信道视为一个大型黑盒，那么在

系统级只有输入（发送器输出）和输

出（接收器输入）是显而易见的。我

们可在 MIMO 发送器侧添加一个具有

逆信道响应的预均衡黑盒，以预先补

偿信道的黑盒效应，然后，级联系统

会在接收器设备上提供合理的“校正”

数据流。

我们将这种预均衡方法称为预

编码，从根本上说，就是在发送器链

上应用一组“重塑”系数。例如，如

果我们用 NTX 发送器数量）天线发送

NRX 个独立数据流，那么我们在将 NTX

个 RF 信号辐射到空中之前需要通过

NRX×NTX 次临时复数线性卷积运算及

相应的合并运算来执行预均衡编码。

无 线 通 信 领 域 的 出 色 表 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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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eff_c128GI

PrecData_ref_1

PrecData_ref_2

PrecData_ref_3

PrecData_ref_4

Coeff_c128GIr

To
Sample

Din

Coeff_G

Din

Coeff_G

Simulink_HLP_Core

FPGA_HLP_Core

Data_ref_B1

Data_ref_B2

Data_ref_B3

Data_ref_B4

Data_Out_B1

Data_Out_B2

Data_Out_B3

Data_Out_B4

PrecData_1

PrecData_2

PrecData_3

PrecData_4

复数线性卷积的直接、低时延实

现方法是使用时域中的复数 FIR 离散

数字滤波器。

系统功能要求

在低时延预编码 IP 的创建过程

中 , 我的团队面临一系列基本要求。

1.  我们必须用不同系数组将一

个数据流预编码为多分支的

并行数据流。

2.  我们需要在每个分支上放置

一个 100 + 抽头长度的复数非

对称 FIR 函数，以提供合适

的预编码性能。

3.  需要经常对预编码系数进行

更新。

4.  所设计的内核必须易于更新

和扩展，以支持不同的可扩

展系统架构。

5.  在给定资源约束下，预编码

时延应该尽可能低。

此外，除了注意满足特定设计的

功能要求以外，我们还要考虑硬件资

源约束。换句话说，建立节约资源的

算法实现方案对于有限的关键硬件资

源（例如赛灵思 FPGA 上的专用硬件

乘法器 DSP48s）大有裨益。

高速、低时延预编码 (HLP) 内核设计
本质上讲，在开发具备该特质的

设计之前必须先满足可扩展性这个关

键特性。可扩展设计能确保长期的基

础架构可持续演进，并在短期实现最

佳的低成本部署策略。可扩展性源自

模块化。依照这个理论，我们使用赛

灵思 System Generator 在 Simulink 中

创建了一个模块化的通用复数 FIR 滤

波器评估平台。

图  1  所示为顶层系统架构。

Simulink_HLP_Core 在 Simulink 中

用离散数字滤波器模块描述多分支复

数 FIR 滤波器 ；FPGA_HLP_Core 在 

System Generator 中用赛灵思资源模

图 1– 顶层预编码内核的 Simulink 评估

顶层高速小型非对称 FIR 滤波器内核评估

误差计算

复数随机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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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er Comments: This HCP IP-core provides a �lter-type function: 1 input data
stream will be precoded into 4 data streams by a 4-branch Linear Convolution core,
each of which is complex 128-tap asymmetric FIR �lter.

Input and output of this core is running at 30.72MHz while internal processing is
performed at 16 times faster rate, i.e., 491.52 MHz.

System
Generator

* 建议的高速、低时延预编码 (HLP) 内核架构

块实现多分支复数 FIR 滤波器，如图 

2 所示。

不同的  FIR 实现架构会产生不

同的 FPGA 资源使用。表 1 对不同

实现架构中 128 抽头复数非对称 FIR 

滤波器中所使用的复数乘法器 (CM) 

进行了比较。我们假设 IQ 数据速率

是 30.72Msps（20 MHz 带宽 LTE-

Advanced 信号）。

全并行实现架构非常简单直接，

可轻松地映射至直接型  FIR 架构，

但这种实现架构需要使用大量 CM 资

源。全串行实现架构使用的  CM 资

源数量最少，得益于其能以时分复用 

(TDM) 方式与 128 个操作共享相同的 

CM 单元。

但其运行时钟速率是最先进的 

FPGA 都不可能达到的。

比较现实的解决方案是选用部分

并行实现架构，该架构将连续的长滤

波器链分成几段并行级。表 1 给出了

两个实例。我们选择使用方案 A，因

为该方案的 CM 使用量最少，而且时

钟速率合理。事实上，我们可以通过

控制数据速率、时钟速率和连续级数

来决定最终的架构 ：

FCLK = FDATA×NTAP÷NSS

其中 NTAP 和 NSS 代表滤波器长度

和连续级的数量。

然后，我们创建三个主要模块 ：

1.  系数存储模块 ：我们使用高性能

双端口 Block RAM 来存储需要

加载到 FIR 系数 RAM 中的 IQ 系

数。用户可以选择何时将系数上

载到存储设备中以及何时通过 wr 

图 2 - FPGA_HLP_Core 的高级视图

表 1 - 128 抽头复数非对称 FIR 滤波器的复数乘法器 (CM) 使用对比

设计人员注释：该 HCP IP 核提供滤波器式的功能：1 个输入数据流将由一个 4 分
支线性卷积内核预编码成 4 个数据流；每个都是复数 128 抽头非对称 FIR 滤波器。

内核的输入与输出运行频率为 30.72 MHz，而内部处理的执行频率要快 16 倍，即 
491.52 M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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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rd 控制信号来更新 FIR 滤波器

的系数。

2.  数据 TDM 管线化模块 ：我们将采

样率为 30.72 MHz 的输入 IQ 数据

进行多路复用，以生成采样率更

高的 8 个流水线 (NSS= 8) 数据流

（采样率较高，为 30.72×128÷8 

= 491.52 MHz）。

  然后，我们将这些数据流送入四

分支的线性卷积 (4B-LC) 模块。

3.  4B-LC 模块 ：该模块包含四条独

立的复数 FIR 滤波器链，每条都

利用相同的部分并行架构实现。

例如，图 3 中给出的分支 1。

分支 1 包含四个被寄存器隔离以

获得更好时序特性的子处理级 ：FIR 

系数 RAM (cRAM) 顺序写入和并行

读取级 ；复数乘法级 ；复数加法级 ；

以及分段累积和下采样级。

为了把内核的  I /O 数量降到最

低，我们的第一级就需要创建顺序写

入操作以便以 TDM 方式从存储设备

向 FIR cRAM 加载系数（每个 cRAM 

包含 16 = 128/8 个 IQ 系数）。我们设

计了并行读取操作用以同时将 FIR 系

数送至 CM 内核。

在复数乘法级，为将 DSP48 使用

量减至最少，我们选择高效的、完全

管线化的三重乘法器架构来执行复数

乘法运算，代价是产生六倍的时延周

期。

接下来，复数加法级将 CM 的输

出聚合成单个数据流。最后，分段累

积和下采样级在 16 个时间周期内累

积临时子流，以导出 128 抽头 FIR 滤

波器的相应线性卷积结果，并降低高

速数据流的采样速度以匹配本系统的

数据采样率，即 30.72 MHz。

设计验证

我们分两步执行 IP 验证。首先，

我们将 FPGA_HLP_Core 的输出与 

Simulink 中的参考双精度多分支 FIR 

内核进行比较。我们发现，在 16 位

分辨率版本中 , 我们已成功实现小于 

0.04% 的相对幅值误差。较大的数据

宽度能提供更好的性能，但代价是消

耗更多资源。

功能验证完成后，就需要验证

芯片性能。因此，我们的第二个步

图 3 - 部分并行复数 FIR 模块

顺序 cRAM WR 和并行 cRAM RD 级 复数乘法级 复数加法级 分段累积和下采样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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骤是在 Vivado 设计套件 2015.1 中针

对 Zynq®-7000 All Programmable SoC 

的 FPGA 架构（相当于一个 Kintex® 

xc7k325tffg900-2）对所创建的 IP 进

行综合与实现。凭借工具的综合与默

认实现设置中具备的完整层级，我们

创建了一个具有清晰注册层级的完全

管线化设计，因而在 491.52 MHz 的

内部处理时钟速率下不难实现所要求

的时序。

可扩展性演示

我们设计的 HLP IP 便于用来创

建更大的大规模 MIMO 预编码内核。

表 2 列出了一些应用方案以及重要资

源的使用情况。您需要一个额外的聚

合级以提交最后的预编码结果。

例如图  4  所示，通过插入四个 

HLP 内核以及一个额外管线化数据聚

合级，很容易构建一个 4×4 预编码

内核。

高效和可扩展

我们已经介绍了如何利用赛灵思 

System Generator 和 Vivado 设计工具

快速构建 大规模 MIMO 预编码内核

形式的高效、可扩展的 DSP 线性卷

积应用。您既可以在部分并行架构中

使用更多顺序级，也可以合理地增大

处理时钟速率以更快速地实现任务操

作，从而对该内核进行扩展，以便支

持更长抽头的  FIR 应用。对于第二

种情况，针对实际的实现架构找到目

标器件的瓶颈和关键路径应该会有所

帮助。然后，更好的方法将会是对硬

件和算法进行协同优化以调节系统性

能，例如针对硬件的使用开发出更小

型预编码算法。

首先，我们着重开发具有最低

时延的预编码解决方案。下一步，我

们将探索一种替代解决方案以获得优

化的资源使用与功耗。如需了解更多

信息，请通过邮件联系作者，邮件地

址 ：lei.guan@ieee.org。

Massive MIMO 
配置

(NRX x NTX)
HLP 内核数量 复数乘法器

分布式存储器

(Kb)

Block
存储器

(RAM18E)

4 x 4 4 128 16 4

4 x 8 8 256 32 8

4 x 16 16 512 64 16

4 x 32 32 1024 128 32

4 x 4 高速小型预编码应用

表 2 - 以推荐的 HLP 内核为基础，在不同应用场景下的资源使用实例

图 4 ：基于 4B-LC 内核的扩展的预编码应用实例

4 分支线性卷积
小型内核

4 分支线性卷积
小型内核

4 分支线性卷积
小型内核

4 分支线性卷积
小型内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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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航天领域的出色表现

Zynq SoC 推动

无人机平台

高速发展
Aerotenna 借助赛灵思 Zynq SoC 
器件的处理能力和 I/O 功能，

实现首次 ArduPilot 兼容无人机

（UAV）飞行

作者：Zongbo Wang
Aerotenna 创始人 
zongbo@aerotenna.com

Bruno Camps
Aerotenna 创始人 

Yan Li
Aerotenna 嵌入式设计工程师 

Joshua Fraser
Aerotenna 嵌入式设计工程师 

Lianying Ji
Muniu Technology 首席技术官

Jie Zhang
Muniu Technology 软件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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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人机 (UAV) 和无人机行业正在迅猛发展并

成功进军新的商业和消费市场。无人机的

发展潜力不断推动新的创新型应用发展，

例如 3D 建模、军事援助和交付服务。

问题在于这些应用正日渐复杂化，要求越来越高

的处理能力和越来越多的 I/O（输入 / 输出）接口，但

可用的无人机平台并没有以相同的步伐发展。随着飞

行所需的软硬件的持续发展，大多数无人机平台的功

能已经达到极限。

Aerotenna 的研究小组已经成功试飞一款无人机，

该无人机采用赛灵思 Zynq®-7000 All Programmable 

SoC 构建的板件。这次飞行标志着 Aerotenna 实施高

计算强度微波传感产品发布计划的开始。该小组选用 

Zynq SoC 的原因是其他同类解决方案无法提供所需

的处理能力。采用这种新的平台（图 1），Aerotenna 

计划通过部署自己的微波型防撞系统来改善无人飞行

体验。

当今无人机技术的局限

无人机行业发展的主要动力一直源于飞行变得尽

量经济实惠价，简化和删除一切不必要的功能。若用

户想要购买的产品恰恰是能以最简单的方式满足用户

需求的产品，这便是件好事。但是，对 Aerotenna 这样

的开发商来说，其任务是寻求新的、复杂的应用，因

此有必要开发和构建属于自己的无人机平台，使其能

够为自己的创意提供处理速度支持。

当今的标准无人机平台受到的另一个重大局限

是，缺乏对处理器的输入输出连接。因此，飞行控制

系统很容易占用处理器的最大容量和 I/O 功能，给新传

感器和新应用留下的空间很小。

标准处理器板所包含的大部分 I/O 已经被飞行所需

的各种组件占用殆尽。这些功能组件包括用于量化飞

行器方向的惯性测量传感器、用于判断高度的气压计

和高度计以及用于对用户输入进行解码的 RC 接收器。

航 空 航 天 领 域 的 出 色 表 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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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用于添加更多特性的剩余 I/O 不

能提供太多选择，一般局限于满足最

常见的需求，比如摄像头或用于导航

的 GPS。市场上目前尚不存在一种能

够兼容多种不同类型传感器和外部接

口的单个平台。

Aerotenna 的研发团队认为突破

这些局限的途径是全新开发一种板件

设计。Aerotenna 一直在优化一种新

的无人机平台，该平台将在其他平

台表现差强人意的方面崭露头角。

Aerotenna 使用赛灵思提供的 Zynq 

SoC 器件来实现这一目标。其优异的

设计将提供新一代 UAV 所需的显著

增强的处理器速度和 I/O 功能。

为什么选择 Zynq SoC？
Aerotenna 选择 All Programmable 

Zynq SoC 作为构建我们强大平台的基

础。Zynq SoC 芯片内部的双核 ARM® 

Cortex ™ -A9 APU 能实现无与伦比

的处理器速度。在芯片结构、多处理

器功能及 I/O 访问速度方面，市场上

的廉价无人机平台解决方案均无法与 

Zynq SoC 匹敌。因此 Zynq SoC 是新

一代平台的理想选择。

目前，市场上的大部分飞行控制

平台均基于微控制器单元 (MCU)。由

于处理能力及 I/O 扩展能力有限，该

架构会制约传感器融合的潜力。

Zynq SoC 在处理能力和 I/O 功能

方面具有明显优势 ：双核 ARM 处理

器与 FPGA 逻辑相结合，可实现一种

软硬件协同设计方法，从而能够将一

部分时序关键型处理任务交付给可编

程逻辑来处理。与基于 MCU 的平台

相比，Zynq SoC 具有更丰富的 I/O 外

设和存储器接口功能。选择 Zynq SoC 

的另一个原因是，飞行控制程序可能

会相当庞大，并且要求极为高速的 

CPU，而 Zynq SoC 能够轻松地驾驭

飞行控制程序的复杂性。同时，该器

件还有大量剩余功能，为飞行控制程

序的扩展留出了充裕的空间。

目前存在多种类型的飞行软件

程序，它们都行为各异且复杂性不

同。Aerotenna 决定使用的飞行控制

软件名为 ArduPilot，这是由运行在 

图 1 - Aerotenna 一直以来开发的概念无人机采用先进的传感技术及 Zynq SoC 支持的强大处理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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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duPilot 飞行控制系统的复杂性

随着开源社区为 APM 项目添加的

内容越来越多而不断增加。

Dronecode 上的 APM（自动驾驶仪）

提供的。它比大多数飞行控制软件复

杂，但提供大量较简单程序所不具备

的功能，例如路点导航和多种飞行模

式，以满足用户的特定应用。

什么是 ARDUPILOT？
ArduPilot 是一种专为无人机构

建的开源自动驾驶仪软件程序。该软

件程序由开发人员和爱好者组成的庞

大群体不断更新和改进。从最初为

开源 Arduino 微处理器构建的相当简

单的软件起步，不断壮大和复杂化，

APM 项目如今已经兼容众多无人机

平台。目前，该程序内含超过 70 万

行代码，是一种非常精细的飞行控制

系统。

该代码分为两个部分 ：高层次层

和硬件抽象层  (HAL)。高层次层负

责调度任务及根据输入的数据做出决

策。HAL 是用于访问硬件的存储器的

低层次代码。只需调整用于平台专用

存储器访问的 HAL，这种代码结构划

分就能将整个系统移植到其他平台。 

而且，不管采用什么样的平台，上层

次的代码只负责以相同的方式从 HAL 

中提取数据。

随着开源社区为 APM 项目添加

的内容越来越多，ArduPilot 飞行控制

系统日趋复杂。因此，行业已经达到

硬件的极限，正期待新一代能够推动

持续增长的平台问世。

显著改进

将 ArduPilot 移植到 Zynq SoC 的

初步工作（由谷歌无人机讨论组的 

John Williams 牵头）于 2014 年完成，

该工作为将 APM 移植到同一赛灵思

平台上铺平了道路。随着无人机令人

惊叹的新世界的开启，Williams 注意

到 Zynq SoC 在提供定制 I/O 和实时

图像处理方面的巨大潜力。有趣的

是，Williams 是开发 PetaLinux 初始

工具的公司 PetaLogix 的创始人。 赛

灵思于 2012 年收购了这家公司。

Aerotenna 团队从硬件和固件两

个方向继续推动这些设计工作，并于 

2015 年 10 月完成采用 Zynq SoC 的 

ArduPilot 的首飞。Aerotenna 团队在 

PetaLinux 操作系统上运行 ArduPilot 

飞行控制软件。 这一惊世壮举标志着

无人机技术和功能的一次飞跃。

 在处理能力和 I/O 功能方面，

Aerotenna 团队的飞行控制解决方案

远远领先于同类的其他无人机解决

方案，这都归功于 Zynq SoC 中的双 

ARM 内核。这一飞跃将为众多需要

更强计算能力的新无人机应用打开大

门。借助于为爱好者以及开发人员

构建的充足硬件接口，Aerotenna 团

队旨在确保提供切实的改进。无人机

平台是在 Linux 操作系统上运行的，

由于 Linux 的可编程性和多功能性，

这种平台容纳多种类型应用的灵活性

更高。作为最为强大的用户可编程操

作系统之一，Linux 让 Aerotenna 团

队得以按照自己的需要精确地定制系

统。

Aerotenna 团队在商用现成的 DJI 

F550 机身上完成了首次飞行测试，并

计划在更多机身上测试其基于 Zynq 

SoC 的飞行控制器。Aerotenna 团队

准备以八角片上驾驶仪 (OcPoC) 平台

构成部分的形式推出这款平台。

任重道远的征程

全新打造一套定制化飞行控制平

台是一次任重道远的征程，这不仅需

要理想的工程人员团队，还需要完成

大量的学习，才能完成。从无到有，

需要对该系统做出大量的决策。为了

运行飞行控制程序，必须使用操作系

统。实时操作系统 (RTOS) 即时处理

进入的数据，造成的缓存延迟可忽略

不计。因此，RTOS 非常适用于运行

飞行控制等时间敏感型任务。其缺陷

在于难以将这类系统与 ArduPilot 接

口，因为部分数据处理任务需要在操

作系统自身重新实现。

这就是 Aerotenna 团队转而选择 

Linux 操作系统的原因。虽然 Linux 

操作系统不是实时系统，但实现软硬

件联合设计要容易得多，进而能将系

统的多功能性最大化。赛灵思提供名

为 PetaLinux 的强大嵌入式 Linux 操

作系统，该系统可与 Zynq SoC 及其

他赛灵思器件兼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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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多轴飞行器天性不稳定，测量机身的

惯性和高度是实现稳定的关键。

建造并运行这个系统的路线图看

起来相当复杂，Aerotenna 团队必须

克服重重严峻的挑战。这个过程的第

一步是使用 FPGA 开发软件来开发系

统设计，并为驱动器接口编写和创建

全新的  IP。核心是位于硬件层且能

以极快速度处理数据的嵌入式流程。

随后，必须使用定制系统设计来部署 

PetaLinux。最后，Aerotenna 团队编

译并修改了 ArduPilot 系统，使之能

够在 PetaLinux 和新平台上运行。

Aerotenna 团队分阶段解决这个

问题，实现了概念验证。Aerotenna 

团队的工作首先是接收和检测  RC 

信号，然后为单个电机供电。在最

后演示该概念设计后，A e r o t e n n a 

团队着手扩展  ArduPilot  赖以运行

的  OcPoC 与传感器间的接口。全

新编写自己的设备驱动程序是一个

重大挑战。实现成功飞行最关键的

传感器包括加速计、陀螺仪和气压

计。由于多轴飞行器天性不稳定，  

测量机身的惯性和高度对稳定性至关

重要。所有这些都必须通过使用正确

的通信协议配置在 Aerotenna 团队的 

FPGA 硬件设计中，并最终包含到其 

PetaLinux 操作系统内。

ArduPilot 代码库包含超过 70 万

行代码，因此一项重大任务就是让系

统在全新的平台上运行。由于没有

方便的界面以供调试惯性传感器、电

动机和 RC 控制器（对其他平台一般

在高质量的图形用户界面下完成），

团队不得不细调数百个存储的参数

值，手动调试整个系统。调试是必

要的，因为每个硬件组件都有细微差

别，这会导致产生的输出略有不同。

因此，必须对每个组件产生的最大值

和最小值进行定义。这个过程最终

为 Aerotenna 团队带来顺畅可持续的

飞行。

图 2 - OcPoC 系统将成为首款受 Zynq SoC 芯片支持的商用版飞行控制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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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cPoC 介绍
OcPoC 项目（图 2）是 Aerotenna 

的无人机飞行控制平台。借助该项

目，Aerotenna  团队计划使用显著

提高的处理能力、 I /O  扩展，以及

明显优于其他解决方案的编程灵活

性来满足无人机社区的需求。虽然 

Aerotenna 团队使用 Zynq SoC 支持其

系统看似对运行当前的 ArduPilot 版

本有误宰之嫌，但 Aerotenna 团队预

计该行业将不断扩展，而且有望提供

很快得到利用的潜能。

该架构为开发人员借助他们所需

的全部处理能力进行创造和设计铺平

了道路。采用这种新平台，Aerotenna 

团队计划为兼容 OcPoC 的成像、地图

和近距检测领域推出新的微波技术应

用。同时，Aerotenna 团队的系统能

够借助 Zynq SoC 芯片的处理功能，

执行板载数据采集与分析。

Aerotenna 团队的平台将提供集

成 IMU 数据获取功能，无需任何额

外的传感器设置即可开发出即飞型

“匣子”（图 3）。该团队将同时为所

有类型的无线电导航控制提供集成导

航界面。让 Aerotenna 团队的平台领

先一步的地方在于，对任何外部传感

器数据，都能直接通过 Zynq SoC 与 

ArduPilot 程序同步开展高速数据处

理。这对基于 MCU 的平台来说是不

可能实现的。

Zynq SoC 的额外处理功能还能处

理更复杂的飞行控制系统，以更加精

细地调谐无人机的性能。这包括将 I/

O 功能扩展到适应更加广泛的外部接

口与传感器选项，例如实时视频流、

微波近距传感器及蓝牙。

Aerotenna 团队希望，通过让自

己的平台易于测试和开发新的构思，

激励许多其他公司和个人为无人机行

业贡献新颖的创意，不为现今可用硬

件的处理局限性所阻碍。

图 3 – OcPoC 被设计为一种即飞型匣子，与 IMU 传感器和 GPS 进行集成，在多功能 I/O 的作用下，用于同外部设备相连接。

OcPoC 多功能 I/O

A/D 转换器

以太网

GPS
接收器

惯性测量单元传感器

SD
卡

模
拟
输
入

通
信

I/O

PW
M
信
号

PW
M
信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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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园地

如何扩大 FPGA 的
工作温度范围
作者：Arnaud Darmont Aphesa
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和首席技术官 
arnaud.darmont@aphes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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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应用要求电子产品运行的温度高于

该器件规定的最高工作结温。油井摄像

头设计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任
何电子器件的使用寿命

均取决于其工作温度。

在较高温度下器件会加

快老化，使用寿命会缩短。但某

些应用要求电子产品工作在器件

最大额定工作结温下。以石油天

然气产业为例来说明这个问题以

及解决方案。

一位客户请求我们  Aphesa 

的团队设计一款能够在油井中

工作的高温摄像头（如图  1  所

示）。该器件要求使用相当大

的 FPGA 而且温度要求至少高达 

125℃ —— 即系统的工作温度。

作为一家开发定制摄像头和包括 

FPGA 代码及嵌入式软件在内的

定制电子产品的咨询公司，我们

在高温工作条件方面拥有丰富的

经验。但就这个项目而言，我们

还得多花些精力。

该产品是一种用于油井检

查的井下双色摄像头（如图 2 所

示）。它能执行嵌入式图像处

理、色彩重构和通信。该系统具

有存储器、LED 驱动器和高动态

范围  (HDR) 成像功能。针对该

项目，我们选择使用赛灵思提供

的 XA6SLX45 器件（Spartan®-6 

LX45 车用器件），因为它具有宽

泛的工作温度范围、稳健可靠、

封装尺寸小、拥有大型嵌入式存

储器和大量单元。

该项目非常具有挑战性，

也有大量乐趣。下面介绍我们如

何完成该项目，首先回顾一下温

度的部分概念，包括结温、热阻

和其他现象。我们将了解器件中

温升的原因并列出我们的解决方

案。我们还将应对可能的热点问

题并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

在这个特定项目中，热电冷

却方式的使用受限，我们不得不

寻找其他解决方案。

温度变化

电子器件通常会指定最大结

温。但令人遗憾的是系统设计人

员关心的是环境温度。环境温度

和结温的差异将取决于封装传递

热量的能力以及冷却系统将该热

量散出系统机箱的能力。

热阻是一个热属性，也是

衡量给定材料阻碍热量流动的幅

度的指标。因为热阻的存在，热

流通过的组件的内外侧温度会有

差异，正如电流的存在造成电阻

两端的电压不同。对机身内外侧

温差 20℃ 的情况，最大结温为 

125℃ 的器件能够在高达 105℃ 

的环境下工作。热阻的表达方式

是℃/W，即耗散 1W 热量时内侧

和外侧的温差即为热阻。这一关

专 家 园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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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以公式表示即为图 3 所示。

耗散的热能取决于器件、电路、

时钟频率和运行在器件上的代码。器

件内部（结温）和所在环境（环境温

度）之间的温差因此取决于器件、代

码和工作原理图。

常用冷却解决方案

在大多数设计中需要冷却的地

方，设计人员使用无源冷却（散热器

通过增大空气接触表面，帮助将热量

散发到空气中）或使用有源冷却。有

源冷却解决方案一般通过强制气流，

帮助更换用于吸收器件上热量的冷空

热阻是一种热属性，用来衡量给定材料阻碍

热量流动的幅度。

气。空气吸收热量的能力取决于空气

与器件之间的温差以及空气的压力。

其他解决方案包括液体冷却，用液

体（一般是水）取代空气，可实现更

高的散热效率。空气或流体吸热的能

力由图 4 给出的热吸收等式决定。设

计人员常常使用的最终方法是热电冷

却，即借助珀尔帖效应 (Peltier effect)

（通过在连接到半导体样品的两个电

极间施加电压来形成温差）来冷却冷

却板的一侧，同时加热另一侧。虽然

这一现象有助于把热量从待冷却的器

件上带走，但珀尔帖冷却有存在另一

大不利因素：它要求大量的外部功耗。

在我们的案例中 , 气流不是解决

方案，因为机箱中的空气数量有限，

空气温度会迅速达到均衡。水冷也不

可能，因为水源和工具之间距离很

长。因此对我们而言，珀尔帖效应是

唯一的冷却解决方案。因为环境温度

是固定的（我们不能像图  3 的公式

一样为大量液体加热），热电效应冷

却器实际上会降低电子产品的温度。

令人遗憾的是，由于冷却装置需要

大电流 , 而且需要用超长的导体将表

面与工具相连，实际上只有有限的电

流可用于冷却，而且只能实现较小的

温差。

图 1 - 工作温度高于装置的额定最大温度的油井内工作高温摄像头设计（如左图所示）该摄像头的特写见图右。

摄像头
旋转部分

摄像头和
灯光侧
视野

管道

土地

井眼摄像头

摄像头和灯
光前视野

钻塔

土地

井眼摄像头

钻井

测井电缆（遥测摄像头）
或钢丝绳（录制摄像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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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 环境温度与结温之间的关系。其中 Tj 代表结温，Ta 代表环境温度，Rth、package 代表结

点与封装外表面间的热阻，Rth、ambient 代表封装外表面和环境空气间的热阻

（如果没有散热器或空气流时为 0）且 P 为器件耗散的功率。

图 2 - 高温摄像头和高温处理板均配备赛灵思 Spartan-6 FPGA。

此外 , 由于我们的装置是一个摄

像头，画质会随温度升高急剧下降。

因此我们必须优化我们的冷却策略，

尽量为图像传感器降低温度，而不是 

FPGA、存储器、LED 驱动器或电源

电路降低温度。

由于珀尔帖效应只能选择用于冷

却图像传感器，用于冷却 FPGA 几乎

没有可能，所以我们唯一的选择是降

低 FPGA 内的峰值温度。

热点的原因

和不断上升的温度

在数字器件中有三个功耗来源 ：

动态、静态和焦耳效应。动态功耗是

在门触发时用于为走线电容充放电而

消耗的电力。它与时钟速率和总电容

大小成正比。静态功耗是器件类型、

核心电压和技术的函数。该功耗因内

核或 I/O 的耗电而产生。

当热量在空间中的某一点产生

时，它将向周边传递，导致周边区域

升温。如果周边区域不是热源，则热

量会散开，温升有限。只要等上足够

长的时间 , 温度最终会在整个器件中

均衡化。如果周边区域是其他热源构

成的，因为每个热源都会给另一个热

源带来热量，温度就会净增长。

如果许多热源集中在一小块面积

上，则这个面积的温度会上升得比其

他地方快，导致热点产生。

由于器件的结温受限，实际上最

热点的温度不应超过最大结温。在知

道器件的功耗和封装的温度后，所有

我们能估计的平均结温。

最后一个热源与电流在导体中流

动产生的焦耳效应有关。

如果超过最高温度会发生什么情况？

随着工作温度升高，器件的使用

寿命会下降，部件会老化得更快。某

些老化过程，如电迁移和电腐蚀只会

在较高温度下发生。电迁移发生在有

湿气和电场存在的条件下。此时导体

的原子会以离子形态从他们的初始位

置移动，在另外的地方复位，留下一

个空隙。这个空隙会减小该位置导体

的有效宽度，造成该位置电场增强，

从而诱发更多的电迁移。这种链式反

应会在原子移走的位置导致裂隙（开

路）或在原子重定位的地方导致短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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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树突 )。为数不多的几层水分子足

以引发金属的离子化过程，触发电迁

移。这一现象会随着温度升高明显严

重化。

像铁生锈这样的腐蚀现象涉及湿

气和有害气体。半导体材料封闭在其

保护性封装中。这种封装一般对湿气

有高吸收性，但制作所用的材料不会

轻易地产生腐蚀性离子溶液。这种腐

蚀大多数情况下会给引线框和封装接

线造成不利影响。最重要的有害材料

是硅钝化层中所含的磷，以及半导体

制造工艺或封装工艺所残留的部分污

染物。在运输、焊接和装配过程中接

触人体皮肤和其他化学品是导致污染

的有害原子的其他可能来源。

当异质材料连接在一起时，较便

宜的材料相对于较贵的材料容易发生

腐蚀（电化腐蚀）。这类型的腐蚀是

随时间推移性能降低的又一个原因。

在超过结温温度的情况下，无法

保证器件的使用寿命，可能会大幅度

缩短。如果温度持续增长，该器件可

能会立即失效。

器件的性能也取决于速度。器件

在较高温度下速度会下降，因此它们

的最大时钟速率会降低。

之所以把 Spartan-6 XA（汽车级）

FPGA 的最高温度限定为 125℃ 是出

于最低使用寿命要求（可靠性考虑）

和有保证的时钟频率能力（性能要

求）。其他原因包 RAM 单元漏电和

因这种漏电造成的位错误。

多种解决方案

为克服我们的油井摄像头设计

的各类难题，我们实施了多种解决方

案。

其中最重要的决定之一是选择大

小合适的器件。越大型的器件的静态

功耗越大，但有利于器件的散热，避

免形成热点。经认证用于汽车用途的

器件即使在高温下也具有较长的使用

寿命，因此对于使用寿命要求不高的

工业应用而言，更是一款合适的解决

方案。我们已经评估了  XA（车用）

系列的 LX25 和 LX45 器件中的代码

并测量了器件壳体的总功耗和温度。

有时如果峰值温度较低，提高器件平

均温度也可接受。我们还在加速老化

测试中评估了使用寿命。

我们的下一个设计选择是为器件

使用设定限制。为减少器件耗散的热

量，我们尽可能地避免使用逻辑单元

和存储器。器件未使用得到部分会消

耗静态功耗，但不会消耗动态功耗。

我们还施加了时钟门控。因为动

态功耗取决于时钟速率，我们可以使

用时钟门控抵消未被使用的模块的动

态功耗。如果时钟树未触发，器件该

部分的功耗就会降低。

我们还可以将我们使用的 I/O 数

量保持在最低水平。这样也可以降低 

I/O 模块的功耗。

因此，通过把部分  I /O 用作虚

地，我们缩短了器件内部电流的传输

距离，从而降低了电源走线的焦耳效

应。虚地也有助于把热量传递到地面。

因为我们不想使用所有的 I/O 和

所有的逻辑单元，我们选择把这个设

计分布到两个 FPGA 上（图 5）。这样

就可以让热量在两个单独的位置耗散。

我们还使用多个接地面。这一技

巧有助于把热量从温度较高的地方向

温度较低的地方传递，并提供额外的

热容量。为开发板的可靠性起见，在

设计热平面时应考虑避免温度周期过

程中发生板层分离问题。

另一个重要步骤是优化我们的代

码以降低时钟速率。降低时钟速率可

以降低功耗，但也可以让器件在更高

数字器件有三个功耗来源 ：动态、

静态和焦耳效应。

图 4 - 热吸收等式，其中  表示能够吸收的最大热量。

 代表吸热物质的质量，  代表吸热物质的常数，  代表吸热物质在开始时的

环境温度和最终温度之间的温差。该公式仅适用于不可再生性吸热材料和

待吸收热量为净量的条件。这是条件不现实，但这个公式已经体现出压力

（质量）、材料类型（c）和外部温度在冷却效率中所起到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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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 为避免使用所有的 I/O 和逻辑单元（上方），该设计使用两个 Spartan-6 FPGA
而非一个。这意味着热量可以在两个单独的地方耗散。

的温度下运行。作为例子，我们评估

了慢速并行设计和快速流水线化设计

之间的权衡取舍。

为提升设计性能，我们确保在最

终装配前干燥各个组件并覆盖一层能

抵御湿气的保护层。

在高温下器件会老化得更快。可

以使用产品认证来衡量设计的器件实

际使用寿命随温度变化情况。

我们也在生产中采用老化流程

来预老化器件 , 移除那些老化速度看

似比其他部件更快的部件（早期失

效），从而只保留下最好的部件。

对我们的设计流程同样重要的是

使用以恢复或至少检测存储器单元中

或通信中的位错误。如果状态机以未

使用的状态结束，也可以恢复。

我们发现在开展我们的设计时

使用赛灵思功耗估算器（XPE）是良

好的开端。TVivado® Design Suite 为

采用较新型的器件的设计提供功耗估

算工具。不过测量真实器件上的功耗

和比较不同版本的代码经证明是最理

想、最准确的做法。

非热电冷却

综合运用上述技巧，循环冗余

检查（CRC）和其他类型的错误检

测和纠正措施。我们在设计里的各个

位置使用这些技巧，我们得到了一款

能够工作在 125℃环境温度下且具备

SDRAM 管理、通信总线和图像处理

能力的摄像头，虽然按规范其结温不

得超过 125℃。此外我们还努力做到

了无需热电冷却也能在 125℃下正常

运行。

Xilinx 扩展 SmartConnect 
技术为 16nm UltraScale+ 
器件实现 20%-30% 性能

突破

Vivado Design Suite 2016.1 现提供 
SmartConnect 技术支持，能解决高
性能数百万系统逻辑单元设计中的

系统互联瓶颈问题

All Programmable 技术和器件的全球领先企业

赛灵思公司（Xilinx, Inc. (NASDAQ:XLNX)）今天

宣布推出 Vivado® Design Suite 2016.1 的 HLx 版

本。该全新套件新增了 SmartConnect 技术支持，

能为 UltraScale ™ 和 UltraScale+ 产品组合带来前

所未有的高性能。Vivado Design Suite 2016.1 版

本包含 SmartConnect 技术扩展，可解决高性能数

百万系统逻辑单元设计中的系统互联瓶颈，从而让 

UltraScale 和 UltraScale+ 器件组合在实现高利用率

的同时 , 还能将性能进一步提升 20%-30%。

赛灵思  UltraScale+ 产品组合是业界唯一一

款基于 FinFET 的可编程技术。其包括 Zynq®、

Kintex® 和 Virtex® UltraScale+ 器件，相对于 28nm 

产品而言 , 性能功耗比提升 2-5 倍，能支持 5G 无

线、软件定义网络和下一代高级驾驶员辅助系统等

市场领先应用。

赛灵思 SmartConnect 技术包括系统互联 IP 以

及 UltraScale+ 芯片技术创新所带来的最新优化：

• AXI SmartConnect IP ：赛灵思的新型系统连

接生成器将外设与用户设计整合在一起。

SmartConnec t 创建的定制互联功能能最好地满

足用户的系统性能要求，从而能以更少的占用

面积和功耗实现更高的系统吞吐量。现在 , 用

户可通过 Vivado Design Suite 2016.1 版本中的 

Vivado IP Integrator 抢先体验。

• 借用时间和有用的歪斜优化 ：这些优化技术得

到新型 UltraScale+ 精细时钟延迟插入功能的支

持。这些全自动化功能通过将时序裕量从设计

的高速路径转移到关键路径上，能够缓解大的

线路延迟，并让设计运行在更高时钟频率上。

• 流水线分析与重定时 ：这些方法通过在设计中

增加额外的流水线级，并运用自动寄存器重定

时优化技术，让设计人员能够进一步提高性

能。

供货情况

Vivado Design Suite HLx 版本和嵌入式软件开

发工具 2016.1 版本现已开始供货，欢迎下载。如

需了解有关赛灵思软件开发环境的更多信息，敬

请访问赛灵思软件开发人员专区。如需了解有关 

SmartConnect 技术的更多信息，欢迎下载背景介绍

< 提供链接 > 并访问以下网址 ：china.xilinx.com/

smartconn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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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输入通道仅使用一

个电阻和一个电容，就

可以数字化高频模拟输

入信号。

在新型赛灵思 FPGA 上使用低电压差分信号

(LVDS)，只需一个电阻和一个电容就能够数字化

输入信号。由于目前这一代赛灵思器件上提供有

数百个 LVDS 输入，理论上使用单个 FPGA 就能

够数字化数百个模拟信号。

我们团队近期探索了可能的设计领域的一

隅，对中心频率为 3.75MHz 和精度为 5 位的有限

带宽输入信号进行了数字化，同时还针对 128 元

线性超声阵列换能器的输出信号研究了多种数字

化方案。首先让我们详细介绍一下演示项目。

2009 年赛灵思推出了  LogiCORE ™ 软  IP 

核。结合外置比较器、一个电阻和一个电容，就

可实现一种能够数字化频率高达 1.205kHz[1] 输入

信号的模数转换器 (ADC)。

用 FPGA 的 LVDS 输入取代外置比较器，同时

结合使用增量调制器 ADC 架构，仅使用一个电阻和

一个电容就能数字化频率高得多的模拟输入信号。

ADC 拓扑和实验平台

使用赛灵思 FPGA 上的 LVDS 输入实现的单

通道增量调制器 ADC[2] 的方框图见图 1。这里模

拟输入驱动 LVDS_33 缓冲器非反相输入，输入信

号范围基本为 0-3.3V。以比模拟输入信号频率高

得多的时钟频率对 LVDS_33 缓冲器输出进行采样

并通过一个 LVCMOS33 输出缓冲器和一个外置一

手 把 手 课 堂 ： F P G A  1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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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linx FPGA

N

LVDS_33

LVCMOS33
(sigout)

(sigin_n)

R

C

Q     D –
+

简单而且所用元件数少，让这个方法颇具

吸引力。而且由于 LVDS_33 输入缓冲器

有相对较高的输入阻抗，在许多应用中传感器

输出可以直接连接到 FPGA 输入，无需

前置放大器或缓冲器。

阶 RC 滤波器反馈给 LVDS_33 缓冲

器的反相输入。采用这一电路，只要

选择合适的时钟频率 (F)、电阻 (R) 和

电容 (C)，反馈信号就会跟随输入模

拟信号。

作为实例，图  2  显示的是在 

F=240MHz、R=2K 和 C=47pF 时的输

入信号（黄色、通道 1）和反馈信号

（蓝色、通道 2）。所示的输入信号是

用 Agilent 33250A 函数发生器使用其 

200MHz、12 位任意输出函数功能生

成的。输入信号的傅里叶转换由小组

使用的 Tektronix DPO 3054 示波器计

算完成，显示为红色（通道 M）。在

这些频率上，示波器探头的输入电容

（以及接地问题）不会降低示波图所

显示的反馈信号的质量，但图 2 的确

体现了该电路的运行情况。

通过对 1 Vpp 3.75MHz 正弦波

运用布莱克曼 – 纳托尔 (Blackman-

Nuttall) 窗口，我们定义了图 2 所示

的有限带宽输入信号。虽然理论上窗

口化信号的本底噪声基本比中心频率

的幅度小 100dB，Agilent 33250A 函

数发生器的采样频率和 12 位精度让

演示信号质量远逊于理论水平。由于

换能器的机械属性，众多超声换能器

产生的中心频率接近 3.75MHz 的输出

信号自然是有限带宽信号，因此对采

用这种方法来说是理想的信号源。

我们使用 Digilent Cmod S6 开发

模块 [3] 配合安装在小型 PCB 上的

赛灵思 Spartan®-6 XC6SLX4 FPGA，

图 1 - 使用一个外部电阻和一个外部电容的单通道增量调制器 ADC。

赛灵思 FPGA

ADC 输出 模拟输入 (sigin_p)
（信号）

时钟

滤波器

时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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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使用 8 个 RC 网络和输入连接器，

让圆形系统来同时数字化多达 8 路信

号，即得到图  2 所示的图。每个通

道并联端接一个 50Ω 的接地电阻，

以正确端接信号发生器的同轴电缆。

需要注意的是为实现这样的性能，

我们小组将 LVCMOS33 缓冲器的驱

动强度设置为 24mA，压摆率设置为 

FAST，如图 5 中的实例 VHDL 源代

码中记录的情况。

定制的原型电路板还支持使用 

FTDI FT2232H USB 2.0 微型模块

[4]，用于把数据包化的串行比特流

传输到主机 PC 上供分析。图 3 所示

的是当馈给图 2 的模拟信号时，原型

电路板产生的比特流的傅里叶转换幅

度。与 240MHz 采样频率的分谐波有

关的峰值清晰可见，另外还有与输入

信号相关的 3.75MHz 频率下的峰值。

大量抽头

通过给比特流施加带通有限脉冲

响应 (FIR) 滤波器，就能够产生模拟

输入信号的 N 位二进制表达 ：ADC 

输出。但是由于数字比特流的频率远

远高于模拟输入信号，用户需要使用

带有大量抽头的  FIR 滤波器。不过

由于被滤波的数据只有 0 和 1 两个数

值，所以无需使用乘法器（只需要加

法器将 FIR 滤波器系数相加即可）。

图  4  所示的  ADC 输出是在主

机 PC 上使用我们用免费在线 FIR 滤

波器设计工具 TFilter[5] 设计的中心

频率为 3.75MHz 的 801 抽头带通滤

波器产生的。该滤波器在 2.5MHz - 

5MHz 通带外的衰减率为 36dB 甚至

更高，3MHz - 4.5MHz 之间的纹波为 

0.58dB。

图 4 所示的 ADC 输出信号的精

度大约为 5 位。这是最终的过采样率

的函数，用户可以使用针对较低输入

频率优化的设计来获得更高精度。

图  4  所示的  ADC 输出信号在 

240MHz 上也被严重地过采样，可以

大幅度缩小 ADC 输出带宽。在带通

滤波器和抽取模块的硬件实现中，在

通过抽取将有效采样率降至 1/16 到 

15MHz 时（比有限带宽输入信号的最

图 2 - 该示波图所示的是 F=240MHz、R=2K 和 C=47pF 时 Agilent 33250A 
函数发生器产生的 3.75 MHz 输入信号（黄色，通道 1）和反馈信号（蓝色，通道 2）。
由 Tektronix DPO 3054 示波器计算完成的输入信号傅里叶转换显示为红色（通道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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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频率快 3 倍），可以只计算第 16 个

滤波器输出值，从而降低硬件需求。

图 5 所示的是与 Digilent Cmod 

S6 开发模块结合使用，产生图 2 所示

的反馈信号以及与图 3 的傅里叶转换

有关的比特流数据的 VHDL 源代码。

一个 LVDS_33 输入缓冲器直接实例

化并分别连接到模拟输入和反馈信号 

sigin_p 和 sigin_n。内部信号 sig 由 

LVDS_33 缓冲器的输出驱动，并由

内置的触发器采样，以产生 sigout。

信号 sigout 是经滤波用于产生 N 位

ADC 输出的串行比特流。我们使用免

费的赛灵思 ISE® Webpack 工具实现

该项目 [6]。

图 5 所示的是 VHDL 代码和与图 

1 的电路相关的 UCF 文件部分。

减少元件数量

本文描述的 ADC 架构已经被近

期发表的几篇文章不准确地引用为德

图 3 - 本图所示的是与图 2 相关的配置产生的比特流的傅里叶转换。

图 4 - 使用中心频率为 3.75MHz 的 801 抽头带通滤波器产生的 ADC 输出。

| DFT |（单位 dB）与 F（单位 MHz）的关系

带通滤波器结果（Fc=3.75M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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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HDL 源代码

UCF 文件

图 5 - VHDL 源代码和 UCF 文件内容

尔塔 - 西格玛 (ΔΣ) 型架构 [7]。虽

然真正的 ΔΣ 型 ADC 有优势，这种

方法的简便性和元件数少使之对部分

应用有吸引力。而且由于 LVDS_33 

输入缓冲器有相对较高的输入阻抗，

在许多应用中传感器输出能够直接连

接到 FPGA 输入，无需使用前置放大

器或缓冲器。这在许多系统中都能体

现出明显的优势。

本文方法的另一个优势是通过叠

加能够“混合”多个串行比特流，使

用单个滤波器就能恢复输出信号。例

如在基于阵列的超声系统中，串行比

特流可以延迟时间来实现聚焦算法，

然后以向量方式相加，这样使用一个

滤波器就能恢复数字化且聚焦的超声

波向量。

使用 FIR 滤波器生成 ADC 输出

是一种简单直观的暴力方法，这里主

要用于演示目的。在大多数设计中，

ADC 输出将使用传统的积分器 / 低通

滤波器解调器拓扑 [2] 生成。

参考资料

1. XPS 西格玛 - 德尔塔 (ΔΣ) 型模数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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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F T 2 2 3 2 H  微型模块产品说明书，

V1.7，Future Technology Devices 
International Ltd. 公司，2012 年

5. TFilter，免费在线 FIR 滤波器设计工

具，http://t-filter.engineerjs.com/

6. USE 深度辅导，UG695 (V13.1)，赛灵

思公司，2011 年。

7. M.Bolatkale 和 L.J。Breems，高速

和大带宽西格玛 - 德尔塔 (ΔΣ ) 型 
ADC，Springer，2014 年 5 月版

 2016 年第一季度  赛灵思中国通讯  51

手 把 手 课 堂 ： F P G A  1 0 1



出色的工具

FMC+ 标准将

嵌入式设计推到全 
新的高度
更新后的 FPGA 夹层卡规范

提供无与伦比的高 I/O 密度、

向后兼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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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O O L S  O F  X C E L L E N C E

作为使用 FPGA 和高速 I/O 的

嵌入式计算设计的重要发展，名为 

FMC+ 的最新夹层卡标准将把卡中

的千兆位收发器（GT）的总数量从 

10 个扩展到 32 个，最大数据速率

从 10Gbps 提升到 28Gbps，同时保

持与当前 FMC 标准实现向后兼容。

这些功能与使用 JESD204B 串

行接口标准的新器件以及  10G 和 

40G 光学器件及高速串行存储器也

非常吻合。FMC+ 可满足最具挑战

性的 I/O 要求，为开发人员提供了

双重优势 ：夹层卡的灵活性，以及

单芯片设计的高 I/O 密度。

FMC+ 规范是在去年制定和细

化的。VITA 57.4 工作组已经批准该

规范并将在 2016 年初提交 ANSI 投

票。下面详细介绍一下这一重要的

新标准，了解其对高级嵌入式设计

的影响。

夹层卡的优势

夹层卡是一种为嵌入式系统添

加特定功能的有效且广泛使用的方

法。因为夹层卡是连接在基础卡或

载卡上，而不是直接插在背板上，

出 色 的 工 具

 2016 年第一季度  赛灵思中国通讯  53



夹层卡可以轻松更换。对系统设计人

员来说，这意味着既能够灵活配置，

又可以轻松升级。但由于连接问题

或安装到开发板上需占用额外的空

间，这种灵活性往往会以牺牲功能为

代价。

对于 FPGA，主要的开放标准是 

ANSI/VITA 57.1，也称之为 FPGA 夹

层卡 (FMC) 规范。最新标准 FMC+

（更正式的说法，即 VITA 57.4）通过

大幅增强千兆位串行接口的功能，扩

展了现有 FMC 标准的功能。

与单芯片解决方案相比，FMC+ 

能解决基于夹层卡的  I /O 的许多不

足，同时提供更高的灵活性和性能。

同时 FMC+ 标准具有后向兼容，符合 

FMC 的发展历史并满足其用户群体需

求。

该 FMC 标准定义的是一种小型

夹层卡，其高度和宽度类似于久成熟

的 XMC 或 PMC，但长度只有其一

半。这意味着 FMC 与开放标准格式

相比，组件板级空间更小。但 FMC 

不需要往往占用大量板级空间的总

线接口，例如  PCI-X。作为替代，

FMC 使用供电要求较为简单的直连 

I/O 与主控 FPGA 通信。这意味着虽

然尺寸更小，但 FMC 实际上有比它

们的 XMC 同等产品更大的 I/O 容量

和 PMC 和 XMC 规范一样，FMC 和 

FMC+ 也同时提供空气冷却和传导冷

却两种选择，因此商业和军用市场各

自需求的普通和耐用型应用都能适

用。

FMC 规范解析起来相当简单。

该标准为高引脚数 (HPC) 设计可提供

多达 160 个单端或 80 个差分并联 I/O 

信号，为低引脚数 (LPC) 设计提供一

半数量的 I/O 信号。可以设置多达 10 

个全双工 GT 连接。这些 GT 适用于

光纤或其他串行接口。此外，FMC 规

范还定义了关键的时钟信号。所有这

些 I/O 都是可选的，虽然大部分主机

现在支持完全连接。

FMC 规范还定义了多种电源输

入，虽然夹层卡定义的是由主机供

电。这种方法的工作方式是先给夹层

卡部分供电，这样主机就能够询问 

FMC，然后 FMC 通过为 VADJ 定义

电压范围来做出响应。如果主机能够

提供该电压范围，则一切顺利进行。

不在夹层卡上设主电源调整既能节省

空间，又能降低夹层卡的功耗。

用于模拟 I/O 的 FMC
设计人员可将 FMC 用作任何用

户想连接到 FPGA 的功能，例如数字 

I/O、光纤、控制接口、存储器或附加

处理。但模拟 I/O 仍然是 FMC 技术

最常见的用途。FMC 规范适用于相当

大范围的快速高精度 I/O，但也需要

权衡使用，尤其是对使用并行接口的

高速部件来说。

 例 如 德 州 仪 器 的 

ADC12D2000RF 双通道 2 Gsps 12 位 

ADC 使用 1:4 复用总线接口，因此

该总线速度对主控 FPGA 来说不算过

快。数字数据接口单独需要 96 个信

号（48 个 LVDS 对）。对这种级别的

器件，FMC 只能支持一个此类器件，

即便有足够的空间容纳更多器件，

但 FMC 的上限是 160 个信号。较低

精度器件就算是工作在较高速度下，

例如那些工作在 8 位数据通道上的器

件，即便换衡器、放大器、时钟等提

出更高的前端模拟耦合要求，也可以

允许更多通道数量。

对使用并行接口，运行速度

在  5 Gsps 或  6 Gsps（吞吐量大于 

50Gbps），精度大于  8 位的模拟接

口，FMC 规范开始无法应对。站在

市场的角度，从通道密度、速度和精

度来看 , 主流 FMC 的吞吐量在 25-50 

Gbps 之间。这样的性能水平是物理

封装尺寸与到主控 FPGA 的可用连接

权衡的结果。

除了并行连接，F M C  规范还

图 1 - FMC 借助 JESD204B 缩小封装带来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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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多达 10 个双工高速串行（GT）

链路。这些接口对光纤 I / O 、以

太网、混合存储立方体  (HMC) 和 

Bandwidth Engine 等新兴技术以及使

用 JESD204B 接口的新一代模拟 I/O 

器件有用。

JESD204B 到来
虽然 JESD204 串行接口标准（目

前为修订版“B”）问世已有一段时

间，直到最近它才被市场广泛采用，

成为新一代高采样率数据转换器的串

行接口标配。这种广泛采用背后的推

动力来自电信行业对更小型化、更低

功耗和更低成本器件的渴求。

如前文所述，采用并行接口的双

通道 2 Gsps、12 位 ADC 需要大量的 

I/O 信号。这一要求直接影响到封装

尺寸。在本例中要求使用 292 引脚封

装，尺寸大致为 27x27mm（虽然下一

代引脚几何结构能让封装尺寸缩小到

不足 20x20mm）。

而采用  JESD204B 连接的同等

器件可以采用 68 引脚、10x10mm 封

装，同时功耗更低。

这种封装尺寸的大幅缩减与不断

演进的 FPGA 形成良好的搭配，因为 

FPGA 正在提供数量不断增长、速度

不断提升的 GT 链路。图 1 所示的是

封装尺寸和 FMC/FMC+ 开发板尺寸

的示例。

根据采样率要求的数据吞吐能

量、精度和模拟 I/O 通道数量，典型

的使用 JESD204B 接口的高速 ADC 

和 DAC 有 1-8 个工作在 3-12Gbps 速

率上的 GT 链路。

FMC 规范定义的是尺寸相对较

小的夹层卡，但随着 JESD204B 器件

的兴起，可用板级空间内能够容纳更

多部件。FMC 规范定义的最多 10 个 

GT 链路是一个可用的数量。就是这

有限数量的 GT 链路只需使用并行 I/

O 所需引脚数量的一部分，就能够提

供 80 Gbps 乃至更高的吞吐量。

使用 JESD204B 等接口的串行连

接 I/O 器件的兴起，确实给电子战的

部分细分应用带来了不足，例如数字

化射频存储器 (DRFM)。因数据流水

线较长，串行接口不可避免地会带来

更大的时延。对 DRFM 应用来说，数

据输入到数据输出之间的时延是一个

根本性的性能参数。虽然各种串行连

接器件之间的时延往往有很大不同，

新一代器件会让数据以越来越快的速

度穿过流水线，其中部分器件有望具

备调节流水线深度的能力。究竟能实

现多大的改进，仍有待观望。

今天部分采样率大于 1Gbps 的标

准 ADC 器件的时延低于 100 ns。其

他应用能够容忍这一时延，或忽略不

计，包括软件定义射频 (SDR)、雷达

告警接收器和其他信号情报 (SIGINT) 

细分领域。在大众市场化电信基础

设施的推动下，新一代 RF ADC 和 

DAC 技术得到了广泛使用，这些应用

也因此获得了显著优势。

在 FPGA 社区之外，新一代 DSP 

器件也在开始采用 JESD204B。但是 

FPGA 很有可能仍然能够占据最能充

分发挥宽带模拟  I /O 器件功能的位

置。这是因为 FPGA 能以更优异的并

行性处理巨大的数据量。

表 1 - FMC 和 FMC+ 连接一览表

功能 FMC FMC+ 支持 HSPCe 扩展的 FMC+

最大并行端口数量 80 个差分 /160 个单端端口 80 个差分 /160 个单端端口 80 个差分 /160 个单端端口

时钟 4 4 4

最大 GT 数量 10 24 32

GT 时钟 2 6 8

其它项
JTAG、SYNC、电源正

常、地理地址

JTAG、SYNC、电源正

常、地理地址

JTAG、SYNC、电源正

常、地理地址

电源

VADJ* (4 引脚 ), 3V3
(4 引脚 )、12V (2 引脚 )、
3V3 Aux (1 引脚 )

VADJ j* (4 引脚 ), 3V3
(8 引脚 )、12V (4 引脚 )、
3V3 Aux (1 引脚 )

VADJ (4 引脚 ), 3V3
(8 引脚 )、12V (4 引脚 )、
3V3 Aux (1 引脚 )

* VADJ ：由夹层卡定义，由主机提供的电压电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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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MC+ 的演进
为将 FMC 提升到全新的高度，

VITA 57.4 工作组已经使用工作在更

高速度上的更大数量 GT 链路制定出

一个规范。FMC+ 只是给 FMC 连接

器增加外层列来处理更多信号，没有

更改任何电路板形状或机械结构，因

此具备完整的 FMC 后向兼容性。

新增行可以构成增强型连接器的

组成部分，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对可

用板级空间的占用。FMC+ 规范把可

用 GT 链路的最大数量从 10 个增加到 

24 个，并可选择添加另外 8 个链路，

从而实现合计  32  个全双工链路。

额外的链路使用 HSPCe 单独连接器

（HSPC 为主连接器）。表 1 是 FMC 

和 FMC+ 连接的概览

多个独立信号完整性团队对更高

的 28Gbps 数据率进行了特性描述和

验证。在包含并行接口的情况下，每

个方向的最大双工吞吐量现在能够超

过 900Gpbs。关于同时支持 FMC 和 

FMC+ 的不同功能的数字化解决方案

预期能达到的净吞吐量的略图，请参

阅图 2。

设计人员可以利用  FMC+ 实现

的更大吞吐量充分发挥提供巨大 I/O 

带宽的新器件的优势。这里仍然需要

有权衡，例如有多少器件能安装到该

夹层卡的可用空间中，但对适度数

量的通道而言，与今天的 FMC 规范

相比，可实现的吞吐量已经是巨大的

飞跃。

新一代 ADC 和 DAC
在今后几年里可以合理预计高精

度 ADC 和 DAC 将突破 10 Gsps 壁

垒，使用直接 RF 采样支持 L-、S- 乃

至 C 波段频率的极宽宽带通信。在 

10Gbps 以下，12 位、14 位乃至 16 

位精度的转换器正在兴起，部分支持

多个通道。这些器件的大部分将使用

配备 12 Gbps 通道的 JESD204B（或

更新版本）的信号处理，直至更新

一代产品让这一速度迈上新的高度。

这些快速发展背后的动力来自电信行

业，但国防工业也能加以利用，以

满足尺寸、重量以及成本 (SWAP-C) 

要求。

其他 FMC+ 的优势与用途
虽然和 FMC 类似，FMC+ 也很

可能被 ADC、DAC 和收发器产品左

右，FPGA 提供的更大 GT 密度让它

能用于其他功能。两个值得一提的功

能是光纤和新型串行存储器。

和  JESD204B 一样，存在对更

快、更密集光纤的需求。使用光纤排

带的器件能让部件的尺寸最小。因为 

FMC+ 的空间能立即支持 24 路全双

工光纤链路，有 FMC+ 支持的较高速

度，该应用很有可能率先实现。每路

光纤 28Gbps 的带宽将让吞吐量迅速

地迈过单芯片夹层卡 100G 和 400G 

大关。今天在现行  FMC 格式上的 

100G 光传输能力正在兴起。

另一个适用于 FMC+ 的新兴领域

是混合存储立方体 (HMC) 和 MoSys 

的 Bandwidth Engine 等串行存储器。

图 2 - FMC 与 FMC+ 数字化器的吞吐能量对比

连接器限制

每通道采样率 (GSPS)

FMC
与

HSS
并
行

FMC
并
行

IO

通
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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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新颖的器件属于全新一类高性能

存储器，借助 GT 连接功能可提供前

所未有的系统性能和带宽。（赛灵思

中国通讯第 43 期 ，查看这些新存储

器类型。）

呱呱落地

新一代 FMC 规范已经推出，正

在适应串行连接器件推动的新技术。

FMC 行业的主要参与者已经开始采用

这一规范。图 3 所示的是采用 FMC+ 

的第一款赛灵思演示板  KCU114。

FMC 标准借助新的  FMC+ 涅槃重

生并已呱呱落地，为新一代高性能 

FPGA 驱动应用做好了准备。

图 3 - 采用 FMC+ 的赛灵思 KCU114 演示板

7 大技术龙头合力为数据中心 
等市场推出开放式加速架构

AMD、ARM、华为、IBM、Mellanox、高通和赛灵思公司在最新加速器缓存 
一致性互联 (CCIX) 规范上互相联手，支持多处理器架构和加速器无缝共享数据

近日，超威半导体 (AMD)、ARM、华为、IBM、Mellanox、高通（Qualcomm）全资子公司高通技

术公司，以及赛灵思（Xilinx）面向数据中心合力推出高性能开放式加速架构。这七大公司正在联手为

最新加速器缓存一致性互联 (CCIX) 制定规范。这将为业界首次能以一个统一的互联技术规范确保采用

不同指令集架构 (ISA) 的处理器与加速器同步分享数据，同时还支持高效的异构计算，从而将大幅提升

服务器运行数据中心工作负载的计算效率。

由于功耗和空间的局限，数据中心的应用加速成为当务之急。大数据分析、搜索、机器学习、NFV 

（网络虚拟化）、4G/5G 无线、内存内数据库处理、视频分析和网络处理等应用，都能受益于可在不同

系统组件之间无缝传输数据的加速器引擎。CCIX 将支持不管数据存储在什么位置系统组件都能进行访

问和处理，且无需复杂的编程环境。这将实现独立的和芯片级集成的应用加速，同时还可充分利用现有

的服务器生态系统和封装，从而降低软件门槛，并降低加速系统的总拥有成本 (TCO)。

如需了解有关 CCIX 的更多信息，敬请访问 ：http://www.ccixconsortium.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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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vado HLx 最新版本可实
现更高生产力
赛灵思不断改进其产品、IP 和设计工具，努力帮助设计人员提高工作效率。本文将介

绍赛灵思设计工具的当前最新更新情况，其中包括为加速赛灵思 All Programmable 器
件设计而构建的以 IP 及系统为中心的全新一代革命性创新型设计环境 Vivado® Design 
Suite。如需了解 Vivado Design Suite 的更多信息，敬请访问赛灵思中文网址： 
china.xilinx.com/vivado。

通过产品升级，赛灵思设计工具的功能将得到显著增强并新增一些新特性。保持及时

更新升级是确保实现最佳设计结果的简单方式。

VIVADO Design Suite HLx 版本
为了在设计  All Programmable 

SoC 和 FPGA 时实现超高生产力，

赛灵思推出了 Vivado Design Suite 

2015.4 版本的 Vivado Design Suite 

H L x  版本。H L x  版本包括与  C /

C++ 库配套的  Vivado 高层次综合 

(HLS) ；Vivado IP Integrator (IPI) ；

LogicCORE ™ IP 子系统 ；以及全

套 Vivado 实现工具。结合使用最新 

UltraFast ™ 高级生产力设计方法指

南，这些工具能够帮助用户实现与传

统方法相比 10-15 倍的生产力提升。

该方法可帮助 ：

● 使用 IPI 和连接 IP 子系统快速创

建连接平台

● 使用  HLS  和各种基于  C /C++/

OpenCL 的库快速开发差异化逻辑

 

Vivado Design Suite HLx 版本

可通过赛灵思下载中心下载 ：china.

xilinx.com/download。

为 16nm UltraScale+ 系列提供 Pub-
lic Access支持

继 2015 年 9 月宣布向客户出货

首批 Zynq® UltraScale+ ™ MPSoC 

后，赛灵思再度宣布随 Vivado Design 

Suite 2015.4 版本推出业界首批面向 

UltraScale+ 系列产品（基于 FinFET 

的可编程器件）的公用工具。

Vivado Design Suite HLx 版本、

嵌入式软件开发工具以及赛灵思功耗

估算器 (XPE) 均可为这些器件提供支

持。现在设计人员验证发现，相对于 

28nm 产品，UltraScale+ 系列产品能

将其设计性能功耗比提升 2-5 倍。

 这些工具的推出标志着 16nm 器

件拥有了业界首批共用工具，从而推

动 16nm 器件在市场上广泛普及。

 了解更多
如需了解更多信息，敬请参见 ：

Vivado Design Suite 2015.3 版本说明。

QuickTake 视频教程
Vivado Design Suite QuickTake 教

程是一套基础知识视频，介绍 Vivado 

Design Suite 和 UltraFast ™ 设计方法

的特性。

观看所有 Quick Take 视频，敬请

登录网址 ：china. xilinx.com/training/

vivado.

培训

如需参加 Vivado Design Suite、

UltraFast 设计方法等方面的讲师指导

的培训课程，敬请访问网址 ：china.

xilinx.com/training。

立即下载 Vivado Design Suite 

HLx 版本 ：http://www.xilinx.com/

downlo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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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linx 联盟计划成员最新与
最佳技术

赛
灵思联盟计划是指与赛灵思合作推动全可编程技术发展的认证公司组成的全球性生态系统。赛灵思创建了这

个生态系统，旨在利用开放平台和标准以满足客户需求并致力于帮助它取得长期成功。包括 IP 提供商、EDA 
厂商、嵌入式软件提供商、系统集成商和硬件供应商等在内的赛灵思联盟成员助力提升您的设计生产力，同

时最大限度地降低风险。下面为您分享一些精彩案例。

重点介绍了赛灵思联盟计划成员生态系统的最新技

术更新。

PRO-AV 板通过 IP 提供 4K/UHD 
HDMI 传输 

用于 4K HDMI 互联网协议传输

的 Barco Silex Viper-HV-4K OEM 开

发板以 Zynq®-7000 All Programmable 

SoC 为基础构建而成，可利用基于硬

件的实时 SMPTE 2042 VC-2 LD 高

质量 ( 视觉无损 ) 视频压缩技术压缩 

4K/UHD 视频，并通过 1Gbps 以太

网发送。有了该开发板，专业音视频 

(AV) 系统开发人员即可利用常见的

低成本 IP 网络设备及标准低成本以太

网线缆来创建点对点单播或多播分布

式网络。

如需了解更多信息，敬请访问 ：

http://www.barco-silex.com/。

FPGA 原型板的额定容量高达 3000
万个 ASIC 门

顾名思义，proFPGA 的  Ultra-

Scale ™ XCVU440 FPGA 模块基于赛

灵思 Virtex® UltraScale VU440，而

且该原型板的额定容量高达 3000 万

个 ASIC 门。这款 FPGA 原型板提供 

10 个扩展站点，具有多达 1,327 个用

户 I/O，用来连接子板 ( 例如存储器

板、接口板）、连接电缆或用户专用

的应用板。该产品可与 proFPGA 的

单、双或四核主板配合使用，这三款

主板分别可以承载 proFPGA 日益增

多的 FPGA 原型板系列中的一个、两

个和四个原型板。完全加载具有四个 

UltraScale XCVU440 FPGA 模块的四

核主板后，可以得到 1.2 亿个 ASIC 

门的原型设计容量。

如需了解更多信息，敬请访问 ：

http:// www.prodesign-europe.com/

profpga/。

VPX 模块完美集成 VIRTEX-7 FPGA 
和 FREESCALE 电源处理器

X - E S  ( 极限工程设计解决方

案 ) 的 XPedite2470 将基于 800 MHz 

Power Architecture e500-2 微处理

器内核的 Freescale P1010 QorIQ 处

理器和具有强大处理能力及高度可

编程  I/O 灵活性的赛灵思  Virtex-7 

FPGA 紧密集成在坚固的风冷式 3U 

V P X  模块中。该模块虽然尺寸仅

为 100x160mm，却能容纳多达 512 

MB 的 DDR3L-800 SDRAM、1GB 

的 NAND 闪存，连接 P1010 处理器

的 16 MB NOR 闪存，以及多达 4GB 

的 DDR3L SDRAM 和连接 Virtex-7 

FPGA 的 128 MB NOR 闪存。

如需了解更多信息，敬请访问 ：

http://www.xes-inc.com/。

CARDSHARP SBC 将 ZYNQ SOC 
放在坚固的 XMC 封装内

为使应用牢固， I n n o v a t i v e 

Integration 的 Cardsharp 单板计算机 

(SBC) 将 1 个赛灵思 Zynq-7000 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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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grammable SoC（Z-7045 器件）与 

3GB DDR3 SDRAM、16MB QSPI 闪

存以及 32GB eMMC 闪存封装在 149 

x 74mm XMC 封装内。

该款板卡具有内置的 1 Gbps 以太

网和 USB 2.0 端口，能够将 Zynq SoC 

的很多可编程 I/O 引脚（包括所有 8 

个 12.5 Gbps GTX 收发器端口）连接

到 HPC FMC I/O 站点，以实现最大

的接口灵活性。

如需了解更多信息，敬请访问 ：

http://www.innovative-dsp.com/.

DSMART IP 核允许赛灵思器件读 /写
智能卡

基于芯片和 PIN 加密保护技术的

智能卡不仅在欧洲很普及，而且也在

美国得到广泛使用。这种智能卡代表

了用以保护金融和相关交易的领先的

国际标准。Digital Core Design (DCD) 

的 DSMART IP 核符合 ISO/IEC 7816-

3:2006 和 EMV 4.1 安全标准，使得

利用 FPGA 中的可编程逻辑实现接触

式智能卡读卡器成为可能。DCD 的

一个受让方已经使用赛灵思 Artix®-7 

FPGA 测试并实现了该内核。

如需了解更多信息，敬请访问 :

http://www.digitalcoredesign.com/.

S2C 的 KU115 逻辑模块具备很强的 
DSP 原型功能

S 2 C  已宣布推出单个  K U 1 1 5 

Prod igy  逻辑模块。该模块将一个

赛灵思 Kintex UltraScale XCKU115 

FPGA（以及其他片上资源）与 5,520 

个增强型 UltraScale DSP48E2 Slice 完

美结合在一起。Prodigy KU 逻辑模

块理想适用于计算密集型应用 ；根据 

S2C 的介绍，该模块提供的 DSP 资

源比市场上任何原型板都要多。除了

数千个 DSP slice 外，KU115 Prodigy 

逻辑模块还提供  48  个  16 .3  Gbps 

GTH 收发器 —— 该收发器也由赛灵

思 Kintex UltraScale KU115 FPGA 提

供 —— 以实现高速通信吞吐量。

如需了解更多信息，敬请访问 ：

http://www.s2cinc.com/.

ANALOG DISCOVERY 2 完美集成 
DSO、逻辑分析器和电源

就在一年多以前，Digilent 推出

了基于赛灵思 Spartan®-6 FPGA 的用

途非常广泛的 Analog Discovery 多功

能仪器。如今，Digilent 又推出了可

实现更多功能的 Analog Discovery 2。

其中包括 ：一个具有 14 位分辨率和

差分输入的双通道 100 Msps 的 USB 

数字示波器 ；一个具有 AM/FM 调制

功能的双通道、100 Msps、10 MHz 

任意函数生成器 ；以及一个用来驱动

外置耳机或扬声器的立体声音频放大

器。另外，还包括以下功能 ：

● 一个 16 通道、100Msps 数字逻辑

分析器与总线解码器 ；

● 一个 16 通道、100Msps 图形生成

器 ；

● 一个用于包含按钮、开关和 LED 

的 16 通道虚拟数字 I/O 端口 ；

● 一个用于连接多个仪器的双输入 /

输出数字触发器 ；

● 一个单通道 D V M  ( A C、D C、

±25V) ；
● 一个 1Hz 至 10MHz 网络分析器

（Bode、Nyquist、Nichols 传递

图）；

● 一个用于测量功率谱和频谱 ( 本底

噪声、SFDR、SNR、THD 等 ) 的

频谱分析仪 ；

还包含多个数字总线分析器

（SPI、I²C、UART、并行），以及两

个可编程电源（0 - +5V，0 - -5V，50 

- 700 mA，最高 500mW)。

如需了解更多信息，敬请访问 ：

http://store.digilentinc.com/.

975 美元的 KINTEX ULTRASCALE 
FPGA 开发套件非常划算

您是否想立即得到最先进的赛

灵思  F P G A  架构以便现在着手您

的下一个系统设计，但又希望找一

个不会耗用过多开发预算的解决方

案？ Avnet  为您提供一款新的开

发套件。这就是采用  20nm Kintex 

UltraScale XCKU040-1FB- VA676 器

件的价值 975 美元的赛灵思 Kintex 

UltraScale 开发套件。这款器件尺寸

为 27 x 27mm，也就是最小的 Kintex 

UltraScale 器件，球栅间距为 1mm。

如需了解更多信息，敬请访问 ：

http://www.avnet.com/.

99 欧元的开发板将 ZYNQ SOC 置于 
RASPBERRY PI 封装内

9 9  欧元的  T r e n z  E l e c t r o n i c 

TE0726 ZynqBerry 开发板将一个赛

灵思 Zynq-7010 SoC 置于 Raspberry 

Pi 兼容封装内，其中包含 64 MB 的 

LPDDR2 SDRAM；四个 USB 端口 ( 集

线器配置 ) ；一个 100 Mbps 以太网端

口、一个 HDMI 端口、MIPI DSI 和 

CSI-2 连接器 ；一个 PWM 数字音频

插孔，以及用于配置与运行的 128Mb 

闪存。

如需了解更多信息，敬请访问 ：

http://www.trenz-electronic.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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