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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概述 

 

1.1  SOPC 的概念 

    

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可编程逻辑器件（PLD）的复杂度已经能够在单个可编程器件

内实现整个系统，完整的单芯片系统（SOC）概念是指在一个芯片中实现用户定义的系统。

在一个SOC设计中，将涵盖到包括微处理器、DSP芯片、存储器件、I/O、控制逻辑、混合信

号模块(Mixed-Signal Blocks )等在内的许多部分。 

在系统设计复杂度不断的提高及新产品市场周期不断缩短的压力下，把FPGA及微处理器

的核心内嵌在同一芯片上，构建成为一个可编程的SOC系统体系框架结构，建成所谓的可编

程芯片系统SOPC(System on a Programmable Chip)，从而为系统设计者提供了又一灵活快

捷的设计方法与途径。 

 SOPC 是一种新的系统设计技术，也是一种新的软硬件综合设计技术。通过它，可以很

快地将硬件系统（包括微处理器，存储器，外设以及用户逻辑电路等）和软件设计都放在一

个可编程的芯片中，以达到系统的 IC 设计。这种设计方式，具有开发周期短以及系统可修

改等优点。设计完成的 SOPC 可以通过 HARDCOPY 转为 ASIC 芯片，从而可以实现快速量产。 

在 2000 年，Altera 发布了 Nios 软核 RISC 处理器，这是 Altera Excalibur 嵌入处理

器计划中第一个产品，它成为业界第一款为可编程逻辑优化的可配置处理器。Altera 把可

编程逻辑的固有的优势集成到嵌入处理器的开发流程中，一旦定义了处理器之后，设计者就

“具备”了体系结构，可以马上开始设计软件原型。CPU 周边的专用硬件逻辑可以慢慢地集

成进去，在每个阶段软件都能够进行测试，解决遇到的问题。另外，软件组可以对结构方面

提出一些建议，改善代码效率和/或处理器性能，这些软件/硬件权衡可以在硬件设计过程中

间完成。 

    为了减轻设计者的负担， 佳的途径是把所有和处理器子系统相关的底层详细资料集中

到单个工具中。Altera 提供了这样的工具 SOPC Builder，它包括两方面的内容：第一，它

具有直观的图形用户接口（GUI），便于设计者准确地添加和配置系统所需的外设（包括存

储器，定制外设和 IP 模块）。第二，它会自动完成系统集成工作，这样设计者不必拘泥于

定义存储器映射，中断控制和总线控制这样的工作。 

GUI 以直观的方式允许设计者配置复杂的系统。除了提供软件和集成的 OS 之外，这还

包括定义具有多总线主设备，总线仲裁和 DMA 控制的系统。通过这样的“库－表接口”，它

能自动地把部件添加到系统中。用户从有效外设库中来选择，这个库在 SOPC Builder 窗口

的左边，如图 1－1。然后，外设出现在当前系统的部件表中，这个表在 SOPC Builder 窗口

的右边。每个外设可能会启动一个配置向导，指导用户为这个系统配置外设的功能。 

  部件表 GUI 允许用户输入每个外设基地址和中断优先级（SOPC Builder 也可以自动进

行分配）。 后，通过窗口中部的“接插板”功能，设计者可以直观地连接总线体系，分配

从设备端的仲裁优先级。其中，垂直线代表主设备；水平线代表从设备。接插板让用户制定

主设备和从外设之间的连接，还可以为不同的主设备分配权重。这些权重定义了每个竞争主

设备如何访问从设备。  

当用户点击“Generate”按钮时，SOPC Builder 会生成每个硬件部件以及连接部件的

片内总线结构，仲裁和中断逻辑。SOPC Builder 也会产生系统可仿真的 RTL 描述，以及为

特定硬件配置设计的测试平台，能够（可选）把硬件系统综合到单个网表中。  

拥有了这些合适的部件，自动硬件生成的过程基本就可以完成，但是还需要满足软件设

计者的要求。利用设计过程中采集的信息，SOPC Builder 能够生成 C 和汇编头文件，这些

头文件定义了存储器映射，中断优先级和每个外设寄存器空间的数据结构。这样的自动生成



过程帮助软件设计者处理硬件潜在的变化性。如果硬件改变了，SOPC Builder 会自动更新

这些头文件。SOPC Builder 也会为系统中现有的每个外设生成定制的 C和汇编函数库 。例

如，如果系统包括一个 UART，然后 SOPC Builder 就会访问 UART 的寄存器定义一个 C 结构，

生成通过 UART 发送和接收数据的 C 和汇编例程。 

 

   

图 1－1 SOPC Builder GUI 界面 

表中，从而把 SOPC Builder 作为

集成

义的系统配置文

格式称为 System PTF 文件。该文件是系统的配方，它定义了 SOPC Builder 生成完整系统

必需 PC Builder 生成唯一的系统 PTF 文件。系统

PTF 外，还定义了部件专用

息的文件格式，称为 Class PTF 文件。Class PTF 包含 SOPC Builder 配置和生成部件所

需的

信息： 

为了满足第三方把自己的部件添加到 SOPC Builder 列

和重用自己专用模块的设计工具，Altera 开放了 SOPC Builder 流程的硬件和软件接口，

允许第三方象 Altera 一样有效地管理 SOPC 部件。围绕着开放可扩展标准设计的 SOPC 

Builder 能够生成和连接定制模块，称之为“部件”。在这个标准下，所定

件

的详细信息 。当创建一个新的系统时，SO
文件的内容随着用户通过图形用户界面对系统的编辑而改变。另

信

详细信息。每一个 IP 模块都有一个 class.ptf 文件，SOPC Builder 中 IP（Intelligent 

Property）模块出现在 SOPC Builder 图形用户界面的左侧，它显示了所有可用的 IP 模块。

如果用户要向 SOPC Builder 库里增加新的 IP 模块，则需要创建一个 class.ptf 文件。 
系统 PTF 文件类似于一个数据库文件，存储了系统的设计信息。每一个系统 PTF 文件

都包含了以下

· 系统中所有的模块的列表 
· 每一个模块的信息，如： 

- 模块特定的总线接口信号 
- 用户自定义参数设置（如果有的话） 
- 用于综合和模拟模块的 HDL 文件列表 



· 其他任何用于 SOPC Builder 生成系统模块的信息 
系统 PTF 文件总有一个 SYSTEM 的顶层部分。这部分的名称与系统 PTF 文件名以及设

计的

sor  

.. design data specific to this system...} 

 
系统生成程序能够仅根据 PTF 文件中的系统信息，以及包含了系统所使用 IP 模块的库

来生成系统。系统 PTF 文件不仅保存了用户定义的信息，而且也保存了 SOPC Builder 临时

的内部结果。例如，系统生成程序的开始部分会向系统 PTF 文件写入数据，这些数据可能

被系统生成程序的后续部分所使用。换句话说，系统 PTF 文件中的数据不全是根据用户输

入产生的。 
SOP 动搜索已安装的 IP 模块。SOPC Builder 主窗

口中的左侧模块池内显示了所有发现的 IP 模块列表。SOPC Builder 通过在一个搜索路径中

的所有目录下搜索名为 class.ptf 的文件来获得 IP 模块列表。一般来说，和 IP 模块相关的所

有文

 

DULE_DEFAULTS 中的 class 参数一致，通常这个名

称也

class.ptf 文件和系统 PTF 文件中。class.ptf
件中的数据，通过一个简单的规则传输到系统 PTF 文件中。数据的传输是单向的，即

class.ptf 文件从不会被 SOPC Builder 工具所修改。系统 PTF 文件会为系统中 IP 模块的每一

个实例建立一个 MODULE 节。 

    图 1－2 是 SOPC Builder 利用 Component PTF 文件和 System PTF 文件配置和生成系统

系统模块名称相同。例如，设计的系统模块名为 fan_control_processor，则系统 PTF 文

件名为 fan_control_processor.ptf，而该文件中有如下的顶层 SYSTEM 节： 
 

SYSTEM fan_control_proces

{.

C Builder 图形用户界面启动时，会自

件都放置在 IP 模块的 class.ptf 文件所在的目录或其子目录下。 
SOPC Builder 对于搜索到的 class.ptf 文件，要确定其是否包含一个有效的、语法正确的

IP 模块描述。class.ptf 文件至少要包含足够的信息以便 IP 模块能显示在图形用户界面的模

块池内，模块池内显示的 IP 模块与搜索到的 class.ptf 文件是一一对应的。

class.ptf 文件总有一个顶层的 CLASS 节，这一节的名称与 IP 模块的正式名称相同。所

谓的正式名称不一定和图形用户界面模块池内显示的字符相同。下面是一个描述 UART 模

块的 class.ptf 文件的略写： 
 CLASS altera_avalon_uart 

{ 

ASSOCIATED_FILES 

{ 

... 

} 

MODULE_DEFAULTS 

{ 

class = "altera_avalon_uart"; 

} 

} 

CLASS 节的名称要与 CLASS/MO
是 class.ptf 文件所在的目录名。这个名称即为 IP 模块的正式名称。所有搜索到的，且

语法正确有效的 class.ptf 文件集合，就构成了 SOPC Builder 的 IP 模块数据库。SOPC Builder
从不修改任何 class.ptf 文件，class.ptf 文件仅由 IP 模块的设计者来修改。 

class.ptf 文件描述 SOPC Builder 的 IP 模块，而系统 PTF 文件保存用户的系统设计信息。

IP 开发者需要注意，有一些 PTF 参数会同时出现在

文



的流程。SOPC Builder 设计流程有两个阶段：配置―框图左边所示，和生成―框图右边所

示。SOPC Builder GUI 引导用户完成两部分的配置：分别配置每个部件，整体配置系统。

部件配置需要汇总参数，所以 Class PTF 文件标准包括了为这一要求定义 GUI 的格式。 当

需要时，SOPC Builder 读取该格式，产生相应的部件向导（Component Wizard）收集所需

的用户数据。SOPC Builder 然后把收集的参数值存放在 System PTF 文件中。 

    配置的另一部分是系统配置，用户提供的有关处理器配置，外设连接等数据写入 System 

PTF 中。当这两部分配置都完成后，SOPC Builder 进入到生成阶段，生成设计的输出文件。

SOPC Builder 查阅每个 Class PTF 文件，允许相关的部件生成程序，它们会正确地输出特

定系统配置的硬件和/或软件文件。 

简单的部件生成程序可能每次都会输出相同的文件；更多的可配置部件根据用户输入会

生成完全不同的结构。例如，Nios 处理器中包括的 UART 可以配置为软件控制波特率，以更

多门换取更大的灵活性。这种配置选项由用户在部件配置阶段进行设置，根据这个设计，UART

生成程序产生所需 UART 的硬件描述。在生成阶段的 后一步，SOPC Builder 创建适合于系

统部件的总线结构，把所有的部件连接在一起。 

 

 

图 1－2 SOPC 系统的配置和生成 

SOPC Builder 让 IP 制作者制定有关 IP 应该如何连接的细节，这样能够减轻用户为每

的工作量。而且，通过追踪整个系统的配方，就能够

SOPC Builder 透明地调整相应的系统软件反映硬件配置的变化。 

 

个设计项目重新再设计（或总线结构）

用



在 SOPC Builder 下，软件也认为是一个部件，支持便捷地添加 OS（Operation System）。

例如，如果把 RTOS（Real-Time OS）作为一个部件添加到系统中，RTOS 部件的生成程序会

检测系统中硬件以太网接口，包括 TPC/IP 软件库。同样地，它会检测 IDE 接口，包括文件

系统库和 IDE 器件相应的驱动。

   SOPC Builder 的概念触及到数字系统设计每一方面，从定义独立的硬件部件，到把它

接起来，到处理器上运行的软件。在 PLD 设计发展过程中，在 PLD 内实现

CPU

1．2 SOPC 系统设计流程 

1．2

PC Builder
设计

后生成器会编译 RTOS 内核。 

 

们自动地智能地连

是必由之路，但是让基于 PLD 处理器可视化的工具流程也促进了可编程单芯片系统的设

计。Altera 推出的 SOPC Builder 工具，提出了 PLD 的 高度设计抽象，弥补了软件和硬件

同时集成的空白。现在，我们正处于 SOPC 即插即用时代的前沿，其间处理器，IP 模块和软

件能够一起“工作”。  

 

 

．1 SOPC Builder 的设计流程 

 

SOPC Builder 可看作是一个以 IP 模块为输入，集成的系统为输出的工具。SO
过程有三个主要步骤，如图 1-3 所示。 

 

图 1-3 SOPC Builder 设计流程 
 

。一般情况下，把一个普通的

IP 模

编辑一个新的系统时，一般要从库中选择一些 IP 模块，逐个地配置这些 IP
模块，以及设置整个系统的配置（如，指定地址映射和主/从端口连接等）。在这个过程中，

用户的设置都会保存在系统 PTF 文件中，一般不会有其他文件的产生或修改。 
SOPC Builder 内包括和安装了一些 IP 模块，其他一些 IP 模块可以从 Altera 或第三方（如

AMPP）IP 提供商处获得，可能需要另外安装。 
 
（3）系统生成 

当用户在完成了 SOPC Builder 中的设计活动之后， 后按下 Generate 按钮，或从命令

行执行系统生成程序时，系统生成就开始了。系统生成的结果是一系列设计文件，如 HDL

（1）构件开发 

SOPC Builder 的 IP 模块是由 IP 开发人员提供的硬件（RTL、原理图或 EDIF）和软件

（C 源代码、头文件等）。高级 IP 模块可能还会包含一个相关的图形用户界面，一个

Generator_Program 程序，和其他支持系统参数化生成的程序

块添加到 SOPC Builder 的 IP 模块库中，需要做的只是建立一个描述该 IP 的 class.ptf
文件。所有的 IP 模块够都必须有一个 class.ptf 文件。 

 
（2）系统集成 

用户创建和



文件，SDK（software-support）目录和模拟工程文件等等。 
 
1．2．2 SOPC Builder 的设计阶段 

 

为了更好地理解三个步骤中的具体活动，图 1-4 把整个过程分成了若干个阶段。作为 IP
开发者，可以指定在哪些阶段，对 IP 模块要做哪些操作。系统 PTF 文件中的特定内容在某

些阶段也需要设置或使用，每一个 PTF 节和 PTF 参数都在特定的阶段使用或设置。系统生

成步骤中的所有阶段，都以一个单向的固定顺序来执行。一旦开始系统生成，则所有的活动

会不间断地按顺序执行下去，除非产生错误或由用户中止。 
系统集成步骤中的所有活动，顺序上没有严格的要求。一般的顺序是：添加、配置和集

成系统。但由于系统集成过程是一个交互的编辑过程，用户可能会不只一次地修改模块配置。

所以一般以添加模块到系统的阶段开始，其他的三个阶段活动（编辑、系统配置和绑定）会

按不确定的顺序进行。无论什么样的顺序，一旦用户按下了 Generate 按钮，则系统集成步

骤就开始了。 
 

 
图 1-4 SOPC Builder 的开发阶段 

 
（1）构件开发阶段 

IP 开发者经常会希望拿一个现成的具有微处理器总线接口的逻辑模块，然后转换成

SOPC Builder 的 IP 模块。这需要如下的三个主要步骤： 
1. 建立一个名为 class.ptf 的简单文本文件（通常这个过程可以简化，比如通过复制一个类

似 IP 模块的 class.ptf 文件，然后修改其中的某些参数）。 



2. 实现 IP 模块的所有文件（HDL 文件、软件支持文件（.c 和.h），等等），连同 class.ptf

段 

用户可以在模块池内双击 IP 模块名、按下 Add 按钮或从系统菜单中选择 Add Module，
块。每添加一个 IP 模块，一个新的模块行会出现在模块表格内，并有一个

临时

以通过 MODULE_DEFAULTS 节提供添加阶

段所

 
Add_Program 程 序 可 以 修 改 新 MODULE 节 内 的 任 何 节 或 参 数 ， 比 如

GUMENTS 和 SYSTEM_BUILDER_INFO部分，也可能还有其他部

分。

模块很可能在添加阶段只配置一次，然后不再修改了。但大部分 SOPC Builder 的 IP 模

工具，用来在模块添加到系统之后重新改变它的参数。用户双击代表系统

中某

命令行方式调用，命令行参数与 Add_Program 程序相同，

以便

一样，Edit_Program程序也可能会修改新MODULE节内的任何节或

有WIZARD_SCRIPT_ARGUMENTS 和 SYSTEM_BUILDER_INFO部分，也可

 

一个 IP 模块添加到系统中后，用户就可以通过 SOPC Builder 图形用户界面来配置

端口连接，甚至 System Generation 标签页的选项等等，都会影

响系

 
（5）

绑 在系统配置阶段

之后， 除非用户返回到前面的阶段，否则模

块和它

文件，放置在同一个目录下。 
3. 将上述的目录及文件复制到 SOPC Builder 的搜索路径下，设定目录名与该 IP 模块的正

式名称相同。 
商业的 IP 核，上面的步骤可以通过传统的软件安装程序（如：InstallShield）来完成。 

 
（2）添加阶

来添加一个 IP 模

的模块名。 
在添加阶段的开始，SOPC Builder 会在系统 PTF 文件中建立一个新的 MODULE 节，并

将 class.ptf 文件 MODULE_DEFAULTS 节中的所有内容复制到这个新的 MODULE 节中。因

此，IP 模块即使没有 Add_Program 程序，也可

需的部分或全部信息。例如一个 IP 模块的数据宽度总是 16 位，则不需要编写

Add_Program 程序，用来在系统 PTF 文件中设置数据宽度。直接设置 class.ptf 文件

MODULE_DEFAULTS 节中的参数更容易些。 
此后，SOPC Builder 会运行 IP 模块声明的 Add_Program 程序，并通知 Add_Program 程

序如何找到新建立的 MODULE 节。SOPC Builder 以命令行参数的方式把这个信息传递给

Add_Program 程序。

WIZARD_SCRIPT_AR
 

 
（3）编辑阶段 

块都提供一个编辑

一模块的那一行，就可以对其编辑了。但如果模块 class.ptf 文件中只有一个空的

Edit_Program 程序参数，则什么也不会发生。 
Edit_Program 程序也可以通过

它能找到相应的系统 PTF 文件和新建立的 MODULE 节。通常，Edit_Program 程序和

Add_Program 程序提供了相同的图形用户界面来配置模块，它们往往就是同一个程序。 
和Add_Program程序

参数，比如

能还有其他部分。 

（4）系统配置阶段 

至少

系统了。地址映射表，主/从
统的布局布线。 

绑定阶段 

定阶段用来提供 Add/Edit_Program 程序之外的参数设定。绑定阶段

所以可以重新设定与整个系统模块相关的选项。

们的互连关系不会改变。 



绑 择特定类型的模块；选择中断映射；还有一

些其 向导来执行，因为用户添加不同模块的

顺序可能

  
（6）SDK 生

SOPC der 为每一个

CPU 创建 S 如下，这个过程由名为 mk_custom_sdk 的脚本来

完成： 
对系统中的

增加所有的原型（prototypes）和结构（structs）到excalibur.h文件 
件到lib目录 

件到inc目录 

下创建 终的 excalibur.h 文件和 excalibur.s 文件 

tus 软件模式的 Tcl 脚本 
 

来会逐个地为系统列表中的每一

个模

模块会在 class.ptf 文件中指定自己的生成程序，如果 class.ptf 文件中

Gen 值（“”），则 SOPC Builder 包含的缺省生成程序会执行。缺省

生成 块所需的简单合理的操作，使得模块在系统中可以看得

到。 的 DEFAULT_GENERATOR 节中被参数化。 
如果某一个 IP 模块显式地指定 Generator_Program 参数值为 none，则在它的模块生成阶

影响其他模块的生成）。 

 

定阶段所做的选择可能包括：从列表中选

他的操作，等等。这些操作 好不要通过模块的

是不确定的。 

成阶段 

Builder 生成 Nios CPU 的同时，会生成一个 SDK 目录。SOPC Buil
DK 目录的步骤可以简短地总结

每一个 CPU： 
建立一个SDK目录，名为<cpu_name>_sdk 
建立SDK子目录：inc，lib，src 
查看CPU模块的class.ptf文件，并 

增加所有的库文

增加所有的例子源代码到src目录 

增加所有其他的include文
对每一个系统中的外设，如果由CPU控制，则 

查看外设的class.ptf文件，并 
增加基地址和中断号到excalibur.h文件 
增加基地址和中断号到excalibur.s文件 
增加所有的原型（prototypes）和结构（structs）到excalibur.h文件 

增加所有的库文件到lib目录 

增加所有的例子源代码到src目录 

增加所有其他的include文件到inc目录 
在 inc 目录

在 lib 目录下创建 Makefile 文件，用来生成该目录下的库文件 
还可以生成支持 Quar

（7）模块生成阶段 

每一个 CPU 的 SDK 目录生成之后，SOPC Builder 接下

块执行相应的生成程序。 
SOPC Builder 的 IP

erator_Program 参数值为空

程序执行一些为创建一个新模

这些操作在模块 class.ptf 文件

段什么也不会发生（这不

模块的生成程序可能会非常简单（如缺省生成程序，仅仅拷贝一些文件），也可能非常

复杂。许多 SOPC Builder 的 IP 模块的 HDL 代码实现直接由生成程序来产生，而不是简单

从库里拷贝。 
每一个模块的生成程序以命令行执行时，带有一系列的参数，用来指定系统名称和生成

的 MODULE 节的名称。

class.ptf 文件中有一个特殊的部分名为 DEFAULT_GENERATOR，用来给缺省生成程序

设置相应的参数。这个部分仅对缺省生成程序有用。如果 Generator_Program 参数没有指定



缺省生成程序，很显然，这一部分的内容就被忽略掉了。 

操作： 
• 模块重新命名并封装 

录 

• 模

.ptf文件的DEFAULT_GENERATOR节中的black_box设置为1，则缺省生

成程序会封装用户设计文件，避免模拟工具搜索到模块的HDL代码。任何要综合的文件都

需要列在synthesis_files参数下，而那些需要布局布线但不需综合或模拟的文件，则必须列在

black_box_files参数

SO 顶层模块的 顶层模块的名称

通过模 top_module 出。如果该参数不存在，则SOPC Builder
默认顶

对 ，缺 box设置，直接用黑盒来代表

这个模

 
拷贝实现文件到工程目录 

在black_box_files、synthesis_files、 verilog_simulation_files和
vhdl

）和*.vhd（VHDL）。不同的文件列表的

别如表1-1所示。 

缺省生成程序产生 HDL 和完成系统综合和布局布线的准备工作等，缺省生成程序主要

完成以下三个

• 拷贝实现文件到工程目

• 整理用于综合的某些文件 
 

块重新命名并封装 
模块允许以系统模块或黑盒的形式出现。黑盒形式能够隐藏模块细节并避免模拟工具搜

索到它。如果在class

下。 
PC Builder必须知道 名称，以便把IP模块包括到系统内。

块class.ptf文件中的 _name参数给

层模块名与库里的IP模块名一致。 
那些由.edf文件定义的模块 省生成程序将忽略black_
块。 

• 

缺省生成程序会把所有列

_simulation_files参数下的文件，从模块库的目录中复制到当前的工程目录里。 
如果这些参数下的文件列表没有重叠，则缺省生成程序会拷贝以下的文件类型：*.tdf、

*.edf、*.bdf、*.bsf、*.vqm、*.mif、*.v（Verilog
区

 
表1-1 不同文件列表 

参数 说明 

black_box_files 从不模拟的文件 

synthesis_files 综合文件 

verilog_synthesis_files 合文件 选定Verilog时的综

vhdl_systhesis_files 选定VHDL时的综合文件 

verilog_simulation_files 选定Verilog时模拟但不综合的文件 

vhdl_simulation_files 选定VHDL时模拟但不综合的文件 

 

• 整

esis_files参数）下的所有文件

列表

理用于综合的某些文件 
模块synthesis_files参数下的所有文件都将由Quartus软件进行综合。缺省生成程序将

synthesis_files参数（或者是verilog_synthesis_files和vhdl_synth
复制到模块的Synthesis_HDL_Files参数下。 

 
（8）总线生成阶段 

SOPC Builder 为系统生成所有实现总线互连逻辑的 HDL 代码（VHDL 或 Verilog）。一

个完整的系统 PTF 文件包含有足够的信息，为每一个系统主设备和从设备生成地址解码器、

数据选择器、共享从端口的仲裁器、中断逻辑和总线时序逻辑等。 



 
图 1-5 主模块系统 

 
SOPC Builder 的今后版本，也要求总线互连逻辑的实现必须符合 Avalon 总线规范或 

AMM

个主模块 X，Y 和 Z。假定 X 和 Y 都有一个名为 m 的主端口，而 Z 有两个

主端

每一个模块的主或从端口处生成一个独立的总线逻辑模

块。

ol_processor，则所有

总线

9）顶层模块生成阶段 

er 把系统顶层模块的定义写入系统 HDL 文件中。顶层模块的

定义

个测试模块（一般命名为 test_bench）。测

模块包含一个系统模块的实例（命名为 DUT），还有系统时钟和复位输入的激励源。SOPC 
.bsf），使得系统模块可以在 Quartus 的图形编辑方式下使用。 

 

B-AHB 规范。IP 模块的开发者不能根据特殊的总线逻辑实现，但可以根据符合规范的

接口来开发 IP。图 1-5 以较高的抽象级显示了一个总线逻辑的内部实现。 
系统 S 有三

口，m1 和 m2。系统中还有三个从模块，A，B 和 C，每一个都仅有一个从端口 s。用

户创建完系统后，要配置哪个主模块可以访问哪个从模块。 
目前的 SOPC Builder 版本会在

无论这些模块是否真正包含一个仲裁器，它们都被称为仲裁模块。这个例子中共有 7
个仲裁模块。这些模块中生成的逻辑都用来保证给相应主/从端口提供信号和协议。 

所有实现总线逻辑的 HDL 代码都写入了系统 HDL 文件中。系统 HDL 文件的名称与生

成的系统名称相同。例如，用户用 VHDL 生成的系统名称为 fan_contr
生成逻辑就写入文件 fan_control_processor.vhd 中。在顶层模块生成阶段，更多的内容

会写入系统 HDL 文件中。在总线生成阶段，系统 PTF 文件不会有任何改变。 
 
（

在这一阶段，SOPC Build
包括：系统所有 I/O 端口的声明、系统中每个模块的实例、包含总线逻辑的仲裁模块的

实例、以及各个模块间的互连逻辑。 
SOPC Builder 还在系统 HDL 文件中定义了一

试

Builder 还产生一个原理图文件（



（10）工程文件生成阶段 

SOPC Builder为快速模拟系统，会生成一个ModelSim工程目录：<system_name>_sim/，

• 与每一个模块 CONTENTS 节内容相应的存储器初始化文件 
odelSim 中双

击该

ModelSi ）。此文件很少直接使

用，它主要作为高级用户如何建立正确命令文件的参考。 
打开工程文件时，该脚本就立即自动

执行 执行一条命令，即执行脚本文件

setup
脚本文件 setup_sim.do 定义了系统特定的宏，这些宏用于在模拟器内方便地处理生成

的系统。定义的宏列表可以在脚本运行时，以消息的形式显示出来。用户可以编辑这个文件

用来扩展、修改或添加自己的宏。 
•  文 件 virtuals.do 定 义 虚 拟 信 号 类 型 。 任 何 模 块 可 以 通 过 增 加 一 个

SIMULATION/DISPLAY/TYPES 节来定义自己的虚拟信号类型。ModelSim 以特殊的标识和

格式在波形图窗口内显示虚拟信号类型。例如，CPU 可以定义一个虚拟信号，以显示指令

总线上的信号变化。virtuals.do 文件由 load simulation(s)宏自动加载。 
•  wave_presets.do 文件，包含一系列打开和配置波形图显示窗口的命令。窗口会显示

每一个模块在 SIMULATION/DISPLAY/SIGNAL 节中声明的信号波形图。wave_presets.do 文

件与定义的 w 宏有关。 
 
（12）命令行系统生成脚本 

在工程文件生成阶段，SOPC Builder生成一个<system_name>_generation_script文件。这

是一个shell脚本，可以从命令行执行，也可以从其他脚本或程序中执行。这个脚本可以在不

进入图形用户界面的情况下，重新生成系统。 

 
（13）Quartus II 软件综合 

SOPC Builder 仅仅生成系统模块的 HDL 描述。如果要综合和编译系统，则需要使用

Quartus II 软件工具。 
有时 IP 开发者仅提供综合好的硬件描述， 种情况下，需要对该 IP 封装以避免 Quartus

对 其 再 次 综 合 。 IP 开 发 者 可 以 使 用 缺 省 生 成 程 序 ， 并 通 过 设 置

EFAULT_GENERATOR/black_box 参数，来实现封装。设置了 black_box 参数之后，缺省

装文件，以黑盒的方式封装这个 IP。 
 
1．2

 

Nios SOPC  
 

除了在前面阶段生成的硬件（HDL）文件和软件（SDK）文件，SOPC Builder 还会生

成一些文件和目录以支持第三方的工具。 
 

（11）模拟工程生成 

并在该目录下生成下列文件： 

• 名为<system_name>_sim.mpf 的 ModelSim 工程文件，例如用户可在 M
文件，就可以载入特定系统的模拟工程。 
• 一个名为 create_<system_name>_project.do 的 ModelSim 命令脚本文件，该文件包含

m 命令可以让用户按需要重新创建 ModelSim 工程文件（如上

• 一个名为 modelsim.tcl 的启动脚本文件，当用户

，不需要用户做任何操作。而这个脚本实际上只

_sim.do。 
• 

这

D
生成程序会自动生成一个封

．3 SOPC 系统开发流程 

在采用 处理器设计 嵌入式系统时，通常会按照以下的步骤：

1． 分析系统需求说明，包括功能需求和性能约束等等。



2． 根据分析结果，选择片外外设或片内 IP（知识产权核）。除此以外，还要对选择的

．确定 和系统参数。

 

IP 和外设进行初步性能评估，以保证能够满足系统需求。 
3  IP  
4． 确定系统互联逻辑，分配 FPGA 的引脚等。

5． 结合 Nios 提供的软件开发包进行软件开发等。 
完整的 SOPC 系统开发流程可如图 1-6 所示，其中的详细内容会在后续章节中进行介绍。 

 

 

1-6 SOPC 系统开发流程 

 

图

 

1.3  SOPC 系统开发环境 

 

Altera Quartus Ⅱ 3.0 是一个综合设计环境，被称为 SOPC（可编程芯片系统）的升级

环境，它承接了原来 Max plus Ⅱ的全部设计功能和器件对象外还增加了许多新功能和新的

FPGA 器件系列，包括一些适用于 SOPC 开发的大规模器件。 

相对于其它 EDA 工具，QuartusⅡ含有许多更具特色和更强的实用功能。 

（1）QuartusⅡ与 SOPC Builder 结合用于开发 Nios 嵌入式系统。 

目前 为常用的嵌入式系统大多采用了含有 ARM 的 32 位知识产权处理器核的器件。尽

管由这些器件构成的嵌入式系统有很强的功能，但为了使系统更为完备、功能更为强大、对

更多任务的完成具有更好的适应性，通常必须为此处理器配置许多接口器件，方能构成一个

完整的应用系统，如除配置常规的 SRAM、DRAM、Flash 外，还必须配置网络通信接口、串行

通信接口 USB 接口、VGA 接口、PS/2 接口等等。这样势必会增加整个系统的体积、功耗，降

低了系统的可靠性。但是如果将 ARM 或其它知识产权核以硬核方式植入 FPGA 中，利用 FPGA

中的可编程逻辑资源和 IP 软核来构成该嵌入式系统处理器的接口功能模块，就能很好地解



决这些问题。对此，Altera 和 Xilinx 公司都相继推出了这方面的器件。例如，Altera 的

Excalibur 系列 FPGA 中就植入了 ARM922T 嵌入式系统处理器；Xilinx 的 Virtex-ⅡPro 系列

中植入了 IBM PowerPC405 处理器。这样就能使得 FPGA 的强大的软件功能有机地相结合，高

效地实现 SOC 系统。 

但是，这种将 IP 硬核植入 FPGA 的解决方案存在 5 种不够完美之处： 

·由于此类硬核多来自第三方公司，FPGA 厂商通常无法直接控制其知识产权费用，从

而导致 FPGA 器件价格相对较高； 

·由于硬核是预先植入的，设计者无法根据实际需要改变处理器的结构，如总线规模、

接口方式，乃至指令形式，更不可能将 FPGA 逻辑资源构成的硬件模块以指令的形式形成内

置嵌入式系统的硬件加速模块（如 DSP 模块），以适应更多的电路功能要求； 

·无法根据实际设计需求在同一 FPGA 中使用指定数量的处理器核； 

·无法裁减处理器硬件资源以降低 FPGA 成本； 

·只能在特定的 FPGA 中使用硬核嵌入式系统，如只能使用 Excalibur 系列 FPGA 中的

ARM 核，Virtex-ⅡPro 系列中的 PowerPC 核。 

但是如果利用软核嵌入式系统处理器就能有效地解决上述不利因素。它们分别是

Altera 的 Nios 核与 Xilinx 的 Micro Blaze。特别是前者，使上述 5 方面的问题得到全面的

解决。 

Altera 的 Nios 核是用户可随意配置和构建的 32 位/16 位总线（用户可选的）指令集和

数据

功能）；含由 First Silicon Solutions（FS2）

开发

）

通道的嵌入式系统微处理器 IP 核，采用 Avalon 总线结构通信接口，带有增强的内存、

调试和软件功能（C 或汇偏程序程序优化开发

的基于 JTAG 的片内设备（OCI）内核（这为开发者提供了强大的软硬件调试实时代码，

OCI 调试功能可根据 FPGA JTAG 端口上接受的指令，直接监视和控制片内处理器的工作情

况）。此外，基于 QuartusⅡ平台的用户可编辑的 Nios 核含有许多可配置的接口模块核，

包括：可配置高速缓存（包括由片内 ESB 或外部 SRAM 或 SDRAM，100M 以上单周期访问速度

模块，可配置 RS232 通信口、SDRAM 控制器、标准以太网协议接口、DMA、定时器、协处理

器等等。在植入（配置进）FPGA 前，用户可根据设计要求，利用 QuartusⅡ和 SOPC Builder，

对 Nios 及其外围系统进行构建，使该嵌入式系统在硬件结构、功能特点、资源占有等方面

全面满足用户系统设计的要求。Nios 核在同一 FPGA 中被植入的数量没有限制，只要 FPGA

的资源允许，此外 Nios 可植入的 Altera FPGA 的系列几乎没有限制，在这方面，Nios 显然

优于 Xilinx 的 Micro Blaze。另外，在开发工具的完备性方面、对常用的嵌入式操作系统

支持方面，Nios 都优于 Micro Blaze。就成本而言，由于 Nios 是由 Altera 直接推出而非第

三方产品，故用户通常无需支付知识产权费用，Nios 的使用费仅仅是其占用的 FPGA 的逻辑

资源费。因此，选用的 FPGA 越便宜，则 Nios 的使用费就越便宜。 

（2） QuartusⅡ含有实时调试工具、嵌入式逻辑分析仪 Signal TapⅡ。 

随着逻辑设计复杂性的不断增加，在计算机上以软件方式的仿真测试变得更加耗费时

间，而不断需要重复进行的硬件系统的测试同样变得更为困难。为了解决这些问题，设计者

可以将一种高效的硬件实时测试手段和传统的系统测试方法相结合来完成。这就是嵌入式逻

辑分析仪 Signal TapⅡ的使用。它可以随设计文件一并下载于目标芯片中，用以捕捉目标



芯片内设计者感兴趣的信号节点处的信号，而又不影响原硬件系统的正常工作。可以通过两

种方式来使用 Signal TapⅡ， 一种是直接使用 Quartus Ⅱ3.0 中的 Signal TapⅡ；另一种

方式是通过 MATLAB 的 Simulink 和 DSP Builder 来使用 Signal TapⅡ。DSP Builder 中包含

有 Signal TapⅡ模块，设计者可以使用此模块设置用于信号探察的事件触发器，配置存储

器，

下载

线将

（routing）和布局

（pl 线/

个被调用的独立的元件一

，不会由于顶层系统布线/布局的改变而改变基本模块的布线/布局结构了。有了逻辑锁定

工程师们就可以将构成大系统的各模块进行分别设计，分别优化

们的布线/布局，及适配约束，逐个地使它们分别获得 佳的工作性能，逐个优化交锁定

它们的布线/布局方案， 后把它们连在一起形成性能优良的顶层系统。显然，逻辑设计锁

定技术是

的高效的 ASIC 设计技术，即

Hard Cop 具，将成功实现于 FPGA 器件上的系

统通过特 在的问题。 

与 H 有不少难于克服的问题，其中

包括

并能显示波形。这可以使用 Node 模块来选择有待监测的信号。使用 Signal TapⅡ后，

当触发器运行后，通常要占用部分内部 RAM，因为在实际监测中，将测得的样本信号暂存于

目标器件中的嵌入式 RAM（如 ESB）中，然后通过器件的 JTAG 端口和 Byte BlasterⅡ

采得的信息传出，送于 PC 机进行分析。PC 机中送达的数据是以文本文件的方式存储的，

并可在 Simulink 图上显示波形； 

（3） QuartusⅡ含有一种十分有效的逻辑设计优化技术，即设计模块在 FPGA 中指定区

域内的逻辑锁定功能，Logic Lock 技术。 

有 FPGA 开发经验的人都会有这样的体会，原来在硬件测试上十分成功的 FPGA 设计，结

果在源代码并没有任何改变的情况下，仅仅是增加了一点与原程序毫不相干的电路描述，或

甚至只改变了某个端口信号的引脚锁定位置，结果在综合适配后，原设计的硬件性能大为下

降，如速度降低了，有时甚至无法正常工作。这时，如果比较改变设计前后的 Floorplan

图，会发现芯片内部资源的使用情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表明，即使对原设计作极小的改

变（更不用说对适配约束条件的改变），都会使适配器对原设计的布线

acing）策略作大幅改变和调整。同时，当设计规模比较大时，人为很难直接介入布

布局的优化。对于由许多基本电路模块构建成的顶层系统的 FPGA 开发，类似的问题将更加

突出。例如，原来某一基本模块的 FPGA 硬件测试十分成功，包括工作性能、速度以及资源

利用率等，但当将这些基本模块连接到一个顶层设计后，即使在同一 FPGA 中进行测试，也

常发现各模块以及总系统的性能有所下降，甚至无法工作的情况。事实上，如果能在设计基

本模块时，就固定其布线/布局的原方案，即使在顶层文件的总体适配时，也不改变原来基

本模块的布线/布局及其原来的优化方案，就能很好地解决上述棘手的问题。对此，Quartus

Ⅱ提供了这一优秀的设计技术，可以将设计好的布线/布局方案。这样一来，对于一项较大

设计中的某一底层模块，不但在顶层的软件描述上是一个子模块，而且在 FPGA 芯片中总体

适配中，此模块在硬件便类似于 ASIC 设计中的一个标准模块，始终能保持自己原来的布线/

布局方案，从而在任何大系统中都能保持原有的电路性能，就像一

样

技术，面对大系统的设计，

它

SOPC 单片系统优化设计及 IP 核成功拼装应用的有力保证。 

（4） QuartusⅡ含有将 FPGA 设计向 ASIC 设计我缝转移

y 技术。HardCopy 就是利用原有的 FPGA 开发工

定的技术直接向 ASIC 转化，从而克服传统 ASIC 设计中普遍存

ardCopy 技术相比，对于系统级的大规模 ASIC 开发，

开发周期长、产品上市慢、一次性成功率低、有 少的投片量要求、设计软件工具繁多



且昂贵、开发流程复杂等。例如，此类 ASIC 开发，首先要求可观的技术人员队伍、高达数

十万美元的开发软件费用，和高昂的掩模费用，有整个设计周期可能长达一年。ASIC 设计

的高成本和一次性低成功率很大部分是由于需要设计和掩模的层数太多（多达十几层）。然

而如果利用 技术设计 开发软件费用仅

模的设计周期不超过 20 周 投片

的成 0%，即所谓

比以前在 HardCopy FPGA 上验证的模型提高近 50%，而功耗则降低 40%。一次性成功率的大

幅度 着设计成本

HardCopy 技术是一种全 片设计和 FPGA 至

HardCopy

HardCopy FPGA 上，然后帮助设计得把可编程解决方案无缝地迁移到低成本的 ASIC 上的实

现方案。这样，HardCopy 器件 优势结合起来，实

现对于有大批量要求并对成本敏感的电子系统产品上。从而避开了直接设计 ASIC 的困难，

而从原型设计提升至产品制造，通过 FPGA 的设计十分容易地移植到 HardCopy 器件上，达到

降低成本，又加快面市周期的目的。HardCopy 器件（如 HardCopy Stratix 系列、Excalibur

系列 FPGA）避免了 ASIC 的风险，它采用 FPGA 的专用迁移技术。其 HardCopy ASIC 是直接

在 Altera PLD 体系之上构建的，采用有效利用面积“逻辑单元海”内核。本质上 HardCopy

器件是 FPGA 的精确复制，剔除了可编程性、专用配置和采用金属互连使用的走线。这样器

件的硅片面积就更小，成本就更低，而且还改善了时序特性。 

 

1．4 本书中的系统配置 

 

（1）运行 Windows NT/2000/XP 操作系统的 PC 

（2）Nios 嵌入式处理器软件（版本 3.02）和 SOPC Builder 软件（版本 2.82 或更高） 

（3）QuartusⅡ软件（版本 2.2 SP1 或更高） 

（4）连接到 PC 的 Nios 开发板，同时提供三个开发包： 

• Nios Development Kit，Stratix Edition 

• Nios Development Kit，Stratix Professional Edition 

• Nios Development Kit，Cyclone Edition 

本部分内容中假定用户的工作目录在 C:盘，Nios 嵌入式处理器软件安装时创建的目录

结构缺省情况下位于\altera\kits\nios 之下。 

 

表 1－2  目录结构 

目  录  名 描      述 

HardCopy ASIC， 2000 美元（QuartusⅡ），SOC 级规

，转化的 ASIC 与用户设计习惯的掩模层只有两层，且一次性

功率近乎 10 的 FPGA 向 ASIC 的无缝转化。而且用 ASIC 实现后的系统性能将

提高即意味 的大幅降低和产品上市速度的大幅提高。 

新的 ASIC 设计解决方案，即将专用的硅

自动迁移过程结合在一起的技术，即首先利用 QuartusⅡ将系统模型成功实现于

就把大容量 FPGA 的灵活性和 ASIC 的市场

bin 包含了开发 Nios 硬件和软件设计的工具，包括 GNU 工具链。 

components 包含了所有 SOPC Builder 的外设模块，每一个模块都有一个子

目录，其中都包括了一个描述该模块的 class.ptf 文件。 

documents 包含了 Nios 嵌入式处理器软件、Nios 开发板和 GNUPro 工具包的

文档资料。 

examples 包含了 Nios 例子设计的子目录，包括 standard_32 工程，

nios_system_module 设计基于此工程。 



tutorials 包含了 PC Builder 的指南以及相关的文

件。该指南的目录可以在下面每一个开发包规范的目录下找到：

（1）Nios_HW_Tutorial_Stratix_1S10 

（2）Nios_HW_Tutorial_Cyclone_1C20 

Nios 嵌入式处理器和 SO

（3）Nios_HW_Tutorial_Stratix_1S40 

 



第二章 SOPC 系统构架 

 

2． 1 系统模块框图 

 

SOPC 系统的平台包括：Altera 的 Nios 处理器、Avalon 总线，片内外存储器以及外设模

块等。利用 SOPC Builder，用户可以很方便地将处理器、存储器和其他外设模块连接起来，

形成一个完整的系统。其中，SOPC Builder 中已包含了 Nios 处理器，以及其他一些常用的

外设 IP 模块。用户也可以设计自己的外设 IP。 
SOPC Builder 会根据用户选择的 IP 生成相应的 HDL 描述文件（系统模块文件），这些

文件与用户逻辑区域内的设计描述文件一起由 Quartus 软件综合，然后下载到 FPGA 内，这

样就构成了系统的硬件基础。 

典型的 SOPC 系统模块框图如图 2-1 所示。 

 
图 2-1 SOPC 结构 

2． 

： 
 拥有较大的窗口化的寄存器文件 

通用寄存器，编译器使用这些寄存器来加速子程序调用和本地

变量的访问。 

系统

 

2 Nios CPU 

 

Nios CPU是一种采用流水线技术、单指令流的RISC处理器，如图2-2所示。Nios CPU采

用16位指令系统，其指令集具有以下特点

·

Nios CPU包含512个内部

· 简单完整的指令集 
32位和16位的Nios CPU都使用16位宽的指令，减小了代码文件的大小和指令存储器的

带宽。 
· 强大的寻址模式 
Nios指令集包含加载（Load）和存储（Store）指令，可使用编译器来加速对结构和本

地变量（栈）的访问。 



· 可扩展性 

系统会相应生成访问该定制指令的宏（用C或汇编编写）。 
 

用户可以直接将自己的逻辑单元（作为用户定制指令）加入Nios算术逻辑单元（ALU）

中。在软件开发包（SDK）中，

 
图2-2 Nios CPU 结构图 

 

表 2-1 Nios CPU 体系结构 

大部分指令可以在一个时钟周期内完成。Nios 软核处理器包括 32 位和 16 位两种体系

结构，见表 2-1。 
 

Nios CPU 规格 32 位 Nios CPU 16 位 Nios CPU 
数据总线宽度（位） 32 16 
ALU 宽度（位） 32 16 
内部寄存器宽度（位） 32 16 
地址总线宽度（位） 32 16 
指令宽度（位） 16 16 

 
Nios 3.0 CPU 采用五级流水线结构，并具有独立的指令和数据存储器端口（Harvard 存

储器结构）。指令和数据存储器的控制端口都作为 Avalon 总线的主端口。通过 SOPC Builder，
用户

2．2．1  指令总线主端口 
 
Nios指令总线主端口是16位宽、支持延时的主端口。此主端口仅仅负责从存储器中取指

令，

可以把Nios总线主端口和任何Avalon总线的从端口（如存储器和外设）互联起来。SOPC 
Builder 会自动加入相应的总线仲裁器。 

 

但不执行任何写操作。因为主端口支持延时操作，所以对于慢速的存储器设备，它能执



行延迟的读操作。指令主端口可以在上一条被取指令返回之前，发出新的取指请求。Nios 
CPU采用一个假设无分支的预测方法来发出预取指的地址。支持具有操作延迟的存储器，使

得存储器延迟对CPU的影响达到 小，并能在整体上提高系统的 高频率。只有分支预测失

败的时候，延迟才会较大。当访问慢速存储器的时候，Nios指令主端口采用片内缓存来提高

平均

辑。因此，Nios指令主端口

能连接8、16和32位宽存储器。 

2．2．2  数据总线主端口 

数据主端口有以下三个用途： 

个数据加载指令（LD,LDP,LDS）时，从存储器中读取数据。 

 当 CPU 执行一个数据存储指令（ST, STP, STS, ST8S, ST8D, ST16S, ST16D, STS8S, 
STS

或者硬件中断时，从中断向量表中取出中断向量。 

得

高的性能，在数据主端口和指令主端口共享的从端口上，必须使数据主端口优先级 高。

数

直接映象方式中，如果数据地址的索引（index）部分相同，这些数

据字将被映射到缓存中相同的行中。为了检测在缓存同一行中到底存储的是哪个字，字地址

的

意：数据缓存的行数等于数据缓存大小除以 4。指令缓存的行数等于指令缓存的大小

执行装载指令时（LD、LDP 和 LDS），Nios CPU 比较装载地址的高位和选中的缓存

行的

含所需的数据时，称作“不命中”（miss）。 
法（write-through）。即数据不但写入缓存，

同时 分决定，这样随后

对于相同地址的读操作就会命中。此外，地址的高位作为标识写入，并置有效位。 
存储器读传输，找到所需的数据字，把这个字写到目的

寄存

取指速度。 
SOPC Builder自动产生的Avalon总线，包含动态地址对齐逻

 

 
对于 32 位体系结构，Nios 数据主端口是 32 位宽；对于 16 位体系结构，则为 16 位宽。

· 当 CPU 执行一

·

16S）时，向存储器中写入数据。 

· 在软件异常

因为在取得数据之前预测数据地址或继续执行指令是没有意义的，所以Nios数据主端口

不支持延迟操作。因此，数据主端口把从端口的延迟看作是等待周期。当Nios数据主端口被

连接到零等待周期的存储器时，数据加载和数据存储操作能在单个周期时钟内完成。为获

 
 

2．2．3  缓冲存储器 

 
Nios CPU 中的指令主端口包含一个可选的指令缓存，数据主端口包含有一个可选的

据缓存。通过 SOPC Builder 中的 Nios 处理器配置向导，用户能为系统配置指令和数据缓存。

缓冲存储器位于芯片内，大小可配置。数据缓存影响 Nios 的存储器访问。数据缓存存储

近被访问过的数据字。只要可能，就使用缓存中的数据，从而减少对存储器的访问。 
指令缓存和数据缓存都采用 简单的直接映像方式。即地址的低位被用来选择缓存的

行，如图 2-3 所示。在

高位作为标识（tag）。为了检测缓存中的数据是否有效，在缓存中每行还对应一个有效

位。 
注

除以 2。 
当

标识。如果高位与标识匹配并且该行有效，则处理器将使用缓存中的数据而不再读取存

储器。因此加速了处理性能。当处理器使用缓存数据时，称作“命中”（hit）。当缓存不包

Nios CPU 的写策略采用了 简单的写直达

也写入存储器。向缓存写数据时，缓存行的地址由写入地址的索引部

当缓存失效时，处理器执行一次

器中，同时写入缓存。这样，下次从相同地址读数据时就会命中。 
 



 
图 2-3 用字地址的低位访问缓存行 

 
可以对Nios CPU内的控制寄存器进行设置，以禁止指令或数据缓存。

缓存有效时，缓存命中会使得存储器加载操作在单个时钟周期内完成。而缓存不命中则会

引起 延

片中才能设置。 

2．2

s处理器使用固定的不可配置的桶形移位逻辑来执行所有的移位指令(ASR, ASRI, 
ASL

2．2

令可

选项时，该指令仅需单个时钟周期就可完成。而在其它系列芯片中，用通

用逻

在系统运行时，

当

额外的 迟。当禁止缓存时（不存在缓存硬件，或暂时以软件方式禁止缓存时），存储

器访问不会引起额外的延迟。但当使用缓存时，存储器的存储操作将导致一个或两个额外的

延迟周期。（无论如何，使用缓存的存储器，写操作都将导致一个或两个额外的延迟周期。） 
需要注意的是，指令缓存仅仅在32位Nios CPU系统中才能实现。另外，Nios缓冲存储器

也仅仅在Stratix，Straix GX 和Cyclone系列芯

 
．4  移位单元 

 
Nio
, ASLI, LSL, LSLI, RLC 和RRC)。移位操作一般需用两个时钟周期，与移位位数无关。 
 
．5  乘法支持 

 
Nios 处理器有三种不同的方法来实现整数乘法： 
· MUL 指令 
32 位 Nios CPU 可配置一个硬件 16x16 ->32 的整数乘法器。这个硬件乘法器使 MUL 指

以在三个时钟周期内得到 32 位的计算结果。当 MUL 选项被选中时，MUL 指令使用由

SDK 自动产生的 C 语言运行支持库来实现乘法运算。16 位指令集不支持 MUL 选项。 
根据使用器件的不同，MUL 指令需要 1 到 3 个时钟周期。例如，当在 Stratix 系列芯片

中设定使用 MUL
辑来实现硬件乘法器，这时 MUL 指令通常需要三个时钟周期。 
· MSTEP 指令 
Nios CPU通过配置一个硬件乘法单元来实现部分16x16乘法运算。此硬件单元利用

MSTEP指令在两个时钟周期内产生一部分乘法结果。当MSTEP选项被选中的时候，SDK会



自动

如用16个连续的 MSTEP指令来实现16x16->32乘法。实现MSTEP所需要的硬件逻辑

资源

耗 少的 CPU 逻辑资源，但其执行速度 低。 

指令使寄存器文件上溢或下溢时，不产生异常。 

件不产生寄存器窗口上溢或下溢异常。即，子程序调用深度小于

Nios CPU有一个可选的片上JTAG调试模块，用于实现调试工具和Nios CPU的通讯。调

试模块含有First Silicon Solution(FS2)公司设计的IP核。在Nios CPU中，此调试模块被称做

Nios OCI（On-Chip Instrumentation）调试模块。Nios OCI调试模块可以实现运行控制、硬件

断点和软件跟踪。 
一些更先进的调试特性需要外部 JTAG 调试硬件或第三方调试器。除了调试功能之外，

Nios OCI 调试模块也能被用作标准的输入输出。 
 

2．2．8  开发环境 

 
Nios 开发环境包含 GNUPro 编译器和 Cygnus 的调试器，这些都是开放的符合工业标准

的 C/C++开发工具包。其中 GNUPro 工具包还包括了 C/C++编译器、宏汇编器、连接器、调

试器、二进制工具及库等。 

 

 3 Avalon 总线 

Avalon 总线是一种相对简单的总线结构，主要用于连接片内处理器与外设，以构成片

OPC）。它描述了主从构件间的端口连接关系，以及构件间通讯的时序关系。

Aval
，用以支持 SOPC 

Buil r 软件自动生成系统、总线和外设。 

生成C语言运行支持库来实现乘法操作。它通过连续的MSTEP操作序列来实现乘法操

作，例

少于CPU逻辑总资源的5%。由于数量比较小，因此一般默认选择MSTEP选项。16位指

令集不支持此选项。 
· 软件乘法器 
当 MSTEP 和 MUL 选项都没被选择时，由 SDK 自动产生的 C 语言运行支持库使用移

位和加指令来实现整数乘法。软件乘法器消

 
2．2．6  中断支持 

 
Nios 3.0 CPU 允许用户取消对陷阱指令、硬中断或内部异常的支持。这样做的目的是把

Nios 系统配置成一个 简单的控制系统（不运行复杂软件）。在这种配置下，Nios 处理器： 
· 不包括 irq 输入引脚。 
· 无异常处理（因为陷阱指令没定义）。 
· 当加载或存储

仅当有如下要求时才能取消陷阱指令、硬中断或内部异常： 
· 需要 小化的Nios CPU核 
· 确信用户的应用软

寄存器窗口数。 
· 系统内没有任何硬件中断源。 
· 汇编语言代码不包含陷阱指令。 
 

2．2．7  Nios 片上调试模块 

 

2．

 

上可编程系统（S
on 总线规范提供了各种选项，来剪裁总线信号和时序，以满足不同类型外设的需要。

SOPC Builder 自动产生 Avalon 总线，Avalon 总线也包括许多特性和约定

de



Avalon 总线的主要设计目标是： 

元（LE）的

占用。 
—这种方式能够与片上的用户自定义逻辑更好地集成，避免了复杂的时

序分

期立即开始另一次传输。Avalon 总线还支持一些高级传输模式和特性，例如

支持需要延迟操作的外设、支持需要流传输操作的外设和支持多个总线主设备并发访问。 
总线主外设，允许单个总线事务中在外设之间传输多个数据单元。

这一

线上

的主从外设的数量无关。每个主外设到总线的接口都与总线上是否还有其他主外设无关。 
不是在同一总线周期访问同一个从端口，便可同时执行多个总线传

输。

在总线中高速传输。在 Avalon 总线

中，由数据选择器（而不是三态缓冲器）决定哪个信号驱动哪个外设。因此外设即使在未被

选中时也不需要将输出置为高阻态。 
· 为了方便外设的 的端口。外设不需

要识别地址总线周期和数据总线周期，也不需要在未被选中时使输出无效。分离的地址、数

据和

A
括： 

· 

的片选信号，极大地简化了基于 Avalon
总线

指定主/从关系、定义地址映射等）。Avalon 总线结构将根据用户在向导中输入

的参

· 简单性——提供一套容易学习、易于理解的协议。 
· 总线逻辑资源使用的优化——减少对可编程逻辑器件（PLD）中逻辑单

· 同步操作—

析问题。 
Avalon 总线拥有多种传输模式，以适应不同外设的要求。Avalon 总线的基本传输模式

是在一个主外设和一个从外设之间进行单字节、半字或字（8、16 或 32 位）传输。当一次

传输结束后，不论新的传输过程是否还是在同样的外设之间进行，Avalon 总线总是可以在

下一个时钟周

Avalon 总线支持多个

多主设备结构为构建 SOPC 系统提供了极大的灵活性，并且能适应高带宽的外设。例如，

一个主外设可以进行直接存储器访问（DMA）传输，从外设到存储器传输数据时不需要处

理器干预。 
Avalon 主从外设之间的交互是构建在从端口仲裁技术上的：当多个主外设同时要求访问

同一个从端口时，从端口仲裁决定哪一个主外设取得访问权。从端口仲裁具有以下两个优点： 
· 仲裁的细节被封装在 Avalon 总线内部。因而，主从外设的接口是一致的，与总

· 多个主外设只要

 
Avalon 总线是为 SOPC 环境而设计的，互连逻辑由 PLD 内部的逻辑单元构成。Avalon

总线具有以下基本特点： 
· 所有外设的接口与 Avalon 总线时钟同步，不需要复杂的握手/应答机制。这样就简

化了 Avalon 总线的时序行为，而且便于集成高速外设。Avalon 总线以及整个系统的性能可

以采用标准的同步时序分析技术来评估。 
· 所有的信号都是高电平或低电平有效，便于信号

设计，地址、数据和控制信号使用分离的、专用

控制通道还简化了与片上用户自定义逻辑的连接。 
valon 总线还包括许多其他特性和约定，用以支持 SOPC Builder 软件自动生成系统、

总线和外设，包

大 4GB 的地址空间——存储器和外设可以映射到 32 位地址空间中的任意位置。 
· 内置地址译码——Avalon 总线自动产生所有外设

的外设的设计工作。 
· 多主设备总线结构——Avalon 总线上可以包含多个主外设，并自动生成仲裁逻辑。 
· 采用向导帮助用户配置系统——SOPC Builder 提供图形化的向导帮助用户进行总线配置

（添加外设、

数自动生成。 
· 动态地址对齐——如果参与传输的双方总线宽度不一致，Avalon 总线自动处理数据传输

的细节，使得不同数据总线宽度的外设能够方便地连接。 



 

图 2-4 Avalon 总线 

 

2．3．  基本概念 

 

1

（1）

Aval

从外 能

量达到 大，同时避免了从外设的数据上溢或下溢。它对于 DMA 传输

特别

（4）

外设，延迟读传输模式可以提高带宽利用率。延迟传输使得主外设可以发起

一次读传输，转而执行一个不相关的任务，等外设准备好数据后再接收数据。这个不相关的

另一次读传输，尽管上一次读传输的数据还没有返回。在取指令操作(经常

访问

alon 总线模块是系统模块的主干，是 SOPC 设计中外设之间通信的主要通道。Avalon
控制、数据和地址信号以及仲裁逻辑组成，它将构成系统模块的外设连接起

来。

总线周期 

总线周期是总线传输中的基本时间单元，定义为从 Avalon 总线主时钟的一个上升沿到

下一个上升沿之间的时间。总线信号的时序以总线周期为基准来确定。 
 

（2）总线传输 

Avalon 总线传输是指对数据的一次读或写操作，可能需要一个或多个总线周期来完成。

on 总线支持的传输宽度包括字节（8 位）、半字（16 位）和字（32 位）。 
 

（3）流传输模式 

流传输模式在流模式主外设和流模式从外设之间建立一个开放的通道，以提供连续的数

据传输。只要存在有效数据，便能通过该通道在主从端口对之间流动，主外设不必为了确定

设是否 够发送或接收数据而不断地访问从外设的状态寄存器。流传输模式使得主从端

口对之间的数据吞吐

重要。 
 
延迟读传输模式 

有些同步外设在第一次访问时需要几个时钟周期的延迟，此后每个总线周期都能返回数

据。对于这样的

任务可以是发起

连续地址)和 DMA 传输中，延迟传输是非常有用的。在这两种情况下，CPU 或 DMA
主外设会预取期望的数据，从而使同步存储器处于激活状态，并减少平均访问时间。 

 
（5）Avalon 总线模块 

Av
总线模块由各类

Avalon 总线模块是一种可配置的总线结构，它可以随着用户的不同互联需求而改变。 
Avalon 总线模块是由 SOPC Builder 自动生成的。因此系统用户不需要关心总线与外设



的具体连接。Avalon 总线模块很少作为分离的单元使用，这是因为用户几乎总是使用 SOPC 
Builder 自动将处理器和其他 Avalon 总线外设集成到系统模块中。对于用户来说，Avalon 总

线模块通常可以被看作是连接外设的途径，见图 2-5。 
 

 
图 2-5 Avalon 总线模块框图——一个系统实例 

入相应

等待周期。 
址对齐隐藏了宽度不同的外设之间连接的细节。例如，通

过32

因为

。 

 
Avalon 总线模块为连接到总线上的外设提供以下服务： 
· 数据通道复用——Avalon 总线模块中的数据选择器将数据从选中的从外设传送到相

应的主外设。 
· 地址译码——地址译码逻辑为每个外设产生片选信号。这简化了外设的设计，因为

外设不必各自对地址线进行译码来产生片选信号。 
· 等待周期生成——为适应具有特殊同步要求的外设，加入等待周期可以将总线传输

延长一个或多个总线周期。当目标从外设不能在一个时钟周期内响应时，总线模块会加入等

待周期使主外设暂停。当读使能和写使能信号具有建立时间或保持时间要求时也会加

· 动态地址对齐——动态地

位的主端口读传输来访问16位存储器时，动态地址对齐会自动执行两次从端口读传输，

以便从 16 位存储器设备中取出 32 位数据。这一特性简化了主外设中硬件和软件的复杂性，

主外设不必考虑从外设的物理特性。 
· 中断优先级分配：当一个或多个从外设产生中断时，Avalon 总线模块会将中断传递

给相应的主外设，同时传递优先级 高的中断请求（IRQ）号

· 延迟传输功能——Avalon 总线模块内部包含了在主从端口对之间进行延迟传输所需

要的逻辑。 
· 流传输模式——Avalon 总线模块内部包含了在主从端口对之间进行流传输所需要的

逻辑。 
 

（6）Avalon 外设 



Avalon 总线上外设可以在片内，也可以在片外。它完成一定的功能，并通过 Avalon 总

线与其他的系统构件通讯。外设是模块化的系统构件，可以根据系统的要求在设计时增加或

删除。 
Avalon 外设包括存储器和处理器，还包括传统的外设模块，例如 UART、PIO、定时器

和总线桥等。任何用户自定义逻辑只要提供了连接 Avalon 总线的地址、数据和控制信号，

就能成为 Avalon 外设。Avalon 外设连接到 Avalon 总线模块为其分配的特定端口上。除了

Aval

个连接到 Avalon 总线模块上的主端口。主外设也可以拥有从

端口

动将该外设连接到 Avalon 总线模块上。这样的外设便

是系统模块内部的外设，它是系统模块的一部分。该外设连接 Avalon 总线模块的地址、数

用户来说是透明的，其他非 Avalon 总线的端口作为系统模块的端

口引

辑来连接 Avalon 总线信号。 

这些端口上的单个总线传输必须符合

Aval

块上。实际上，主外设也可以拥有从端口，使得它能够响应来自

Aval

（9）主从端口对 

主从端口对是指通过 Avalo 主端口和一个从端口的组合。

这 口和 口连 Avalon 总线模块的相应端口上。实际上，主端口的

和数据信号 过 Ava 总线模 与

即建立主从端口对，是在 SOPC Builder 中

on 总线信号外，外设还可以拥有自定义的端口，用来连接系统模块外的用户自定义逻

辑。 
Avalon 外设分为主外设和从外设两类。能够在 Avalon 总线上发起总线传输的外设是主

外设。一个主外设至少拥有一

，使得该外设可以响应 Avalon 总线上由其他主外设发起的总线传输。从外设只能响应

Avalon 总线传输，而不能发起总线传输。从外设，例如存储器设备和 UART，通常只有一个

连接到 Avalon 总线模块上的从端口。 
在 SOPC 环境中，区分以下两类外设是十分重要的，它们均可以是主外设或从外设。 
如果一个外设可以在 SOPC Builder 的库中找到，或者用户指定了用户自定义外设的设

计文件的位置，SOPC Builder 便会自

据和控制端口的细节对于

出到外部，这些端口可以直接连接到物理设备引脚，也可以连接到其他片上模块的端口。 
Avalon 总线外设也可以位于系统模块的外部。用户将外设放置在系统模块外部可能出

于以下几种原因： 
· 外设实际存在于 PLD 芯片的外部。 
· 外设需要通过一些时序转换逻

· 外设的设计在生成系统模块时尚未完成。 
在以上情况下，可以把 Avalon 总线模块信号作为系统模块的端口引出到外面，连接到

外部的外设。 
 

（7）主端口 

主端口是主外设用于在 Avalon 总线上发起传输的一组信号。主端口直接连接到 Avalon
总线模块上。实际上，一个主外设可以拥有一个或多个主端口，也可以拥有从端口。这些主

端口和从端口之间的相互关系取决于外设的设计，而在

on 总线规范。主传输是指以主端口的视角进行描述的 Avalon 总线传输。 
     
（8）从端口 

从端口是外设用于接受来自另一个 Avalon 外设主端口的总线传输的一组信号。从端口

直接连接到 Avalon 总线模

on 总线上其他主外设的总线传输。从传输是指以从端口的视角进行描述的 Avalon 总线

传输。 
 

n 总线模块连接到一起的一个

在结构上， 些主端 从端 接到

控制 穿 lon 块， 从端口进行交互。主端口和从端口之间的连接，

指定的。 



 
TF 文件 der 参 选

alon 总线 外设的 是在 C B
指定各种参数和选项，这些参数和选项会存

件，它完整地定义了以下内容： 
valon 模块 与功能 数

· 每个外设结构与功能的参数。 
· 每个外设的主/从角色。 

 每个外设 供的端 信号（ 读

· 每个可被多个主端口访问的从端口

PTF 文件传递给 HDL 生成器用来创建系统模块实际的寄存器传输级（RTL）描述。 

2．3．2 Avalon 总线传输 
 

规范定义了主端口和从端口之间通过

成 Avalon 总线模块和外设之间接口的信号随着传输模式的不同而不同。首先，主传输与从

传输的接口不同，使得主端口与从端口的信号定义不同。此外，通过系统 PTF 文件的设置，

所需

只传送一个单元的数据。可以通过插

入等

（1）主端口接口与从端口接口 

总线的哪一边，是主端口接口还是从端

口接口。由主端口输出的信号与输入到目标外设的从端口的对应信号可能会有较大的差别。

alon 总线传输的介绍将分为主传输类型和从传输类型两个部分。

大多

Avalon 总线是一个同步总线接口，由一个 Avalon 总线主时钟定时。所有总线传输的信

。同步总线接口并不意味着所有的 Avalon 总线信号都是锁存的。

比如，Avalon 的 chipselect 信号便是由组合逻辑产生的，其输入是同步于 Avalon 总线时钟的

寄存

（10）P 与 SOPC Buil 数和 项 

Av 和 配置 SOP uilder 的 GUI 界面中指定的。用户在 GUI 界面中

入一个系统 PTF 文件。PTF 文件是一个文本文

· A 总线 结构 的参 。 

· 提 口 例如 使能、读数据、写使能、写数据）。 
的仲裁机制。 

 

Avalon 总线模块传输数据所需的信号和时序。构

信号的确切类型与数量也是可变的。 
Avalon 总线规范提供了各种选项来剪裁总线信号和时序，以满足不同类型外设的需要。

Avalon 总线基本传输模式在一个主从端口对之间每次

待周期来延长一次总线传输的时间，以满足低速外设的需要。流传输模式以及支持并发

多主端口传输的能力满足了高带宽外设的需要。所有 Avalon 从传输的信号时序都源自从端

口的基本传输模式。同样，主端口的基本传输模式是所有 Avalon 主传输的基础。 
 

当讨论 Avalon 总线传输时，必须注意讨论的是

 
从端口的信号活动总是主外设发起总线传输的结果。但是，实际的从端口输入信号并非

直接来自主端口。Avalon 总线模块传递来自主端口的信号，并对信号进行裁剪（例如插入

等待周期；在主端口间进行仲裁），以满足从外设的需要。 
由于以上原因，对 Av
数用户只关心从传输，因为他们设计的用户自定义外设一般都是从外设。这时，用户只

需考虑 Avalon 总线模块和用户自定义外设之间的信号。只有当用户创建主外设时才涉及到

主传输。 
 

（2）Avalon 总线时序 

号都与 Avalon 总线时钟同步

器的输出。因此，外设不能使用 Avalon 信号的边沿，因为 Avalon 信号在达到稳定之前

会变化多次。就像所有同步设计一样，Avalon 总线外设只能在时钟上升沿对稳定的信号作

出响应，且必须在时钟上升沿输出稳定的信号。 
Avalon 总线模块也可以连接异步外设，例如片外异步存储器。但设计时需要考虑一些

额外因素：由于 Avalon 总线模块的同步操作，Avalon 信号只以 Avalon 总线时钟周期为间隔



变化。此外，如果异步外设的输出直接连接到 Avalon 总线模块，用户必须保证输出信号在

时钟上升沿之前达到稳定。 
Avalon 总线规范并不定义在时钟上升沿之间信号如何变化。信号的变化由 Avalon 总线

时钟触发，信号只要在捕获时钟上升沿之前达到稳定就可以了。因此总线规范中的 Avalon
总线时序图中不会描绘精确的时间信息。在时钟上升沿之间信号是可变的，它取决于用于实

现系统的 Altera PLD 器件的特性。类似地，Avalon 总线没有规定固有的 高性能。系统模

块在特定的器件上综合布线之后，用户必须对系统模块进行标准的时序分析，以确定 Avalon
总线传输能达到的 高速度。 

 
（3）Avalon 总线信号 

由于 Avalon 总线是一个由 HD 连接 Avalon 总线模块和 Avalon
设时需要一些特别的考虑。对于传统的片外总线结构，所有外设都共享一组固定的、预先

设计 线

。一个信号也可以是用户自定义的。在这种情况下，SOPC 
Buil

定义用于写传输（输出方向）的信号，而不需定义用于读传输的信号。尽管中断请求（IRQ）

输出是从端口允许的信号类型

线规范不规定 外 的命名规则。不同信 的作用是预先定义

而信号的名称是则由外设决定。信号可以按照它的信号类型来命名，

的命名规范采用不同的名称。下面的章节中讨

号，例如 readdata 信号和 irq 信号。在这里将信号类型的名称作为信号名称，但外设信号的

称可以与此不 。 
个例子， 2-2 列举了部分 alon

设的角度定义的。例如时钟信号 clk（方向为 in n
来说是输出 。 

 
2-2 lo

信号类型 宽度 方向 必需 

L 文件综合而来，所以在

外

的金属 路，而 Avalon 总线与此不同：SOPC Builder 必须准确地了解每个外设提供了

哪些 Avalon 端口，以便连接外设与 Avalon 总线模块。它还需要了解每个端口的名称和类型，

这些信息定义在系统 PTF 文件中。 
Avalon 总线规范不要求 Avalon 外设必须包含哪些信号。它只定义了外设可以包含的各

种信号类型（例如地址、数据、时钟等）。外设的每一个信号都要指定一个有效的 Avalon 信

号类型，以确定该信号的作用

der 不将该端口与 Avalon 总线模块连接。Avalon 信号类型首先分为主端口信号和从端口

信号两类。因而，外设使用的信号类型首先由端口的主/从角色来决定。每个单独的主端口

或从端口使用的信号类型由外设的设计决定。例如，设计一个只有输出的 PIO 从外设只需

，但也不是必须使用。 
Avalon 总 Avalon 设信号 号类型

的， 也可以遵照系统级

论 Avalon 总线传输时会涉及到一些 Avalon 信

实际名 同

作为一 表 Av 从端口可用的信号类型。信号的方向是从外

）对于从外设来说是输入信号，而对于 Avalo
总线模块 信号

表  Ava n 从端口信号 
说明 

clk 1 in no 系统

有总 。只有异步从端口才能省

略 c

模块和 Avalon 总线模块的全局时钟信号。所

线传输都同步于 clk
lk。 

address 1-32 in no 来自 地址线。 Avalon 总线模块的

read 1 in no 从端

需要

必须使用。

口的读请求信号。当从端口不输出数据时不

该信号。若使用了该信号，readdata 信号也

 
readdata 1-32 out no 读传

端口 要该信号。若使用了该信

号，

输中输出到 Avalon 总线模块的数据线。当从

不输出数据时不需

read 信号也必须使用。 



write 1 in no 从端

需要该信号。若使用了该信号，writedata 信号也

必须

口的写请求信号。当从端口不接收数据时不

使用。 
writedata 1-32 in no 写传

口不接收数据时不需要该信号。若使用了该信号，

wri

输中来自 Avalon 总线模块的数据线。当从端

te 信号也必须使用。 
irq 1 out no 中断 设需要主外设服务时可触发

irq。
请求。当从外

 
 

2-2 中列举的信号类型都是高电平有效。Avalon 总线还提供了各个信号类型的反向形

式。

非常有用。 

相同的。 

求总线传输。类似地，被仲裁逻辑强

制等

lon 总线模块内部极大地简化了外设的设计，任何 Avalon 外设在单主端口和多主端

口结

Avalon 三态接口用于将片外设备通过 PLD 的 I/O 引脚直接连接到 Avalon 总线模块上。

 “avalon_tristate”用来指定一个片外的外设使用了 Avalon 三态接口。大

数系统都需要一个接口来连接某种形式的片外存储器设备。片外存储器设备经常在物理的

印刷

模式不支持片外设备。 

表

在 PTF 声明中，在信号类型名称后面添加”_n”，便可将对应的端口声明为低电平有效。

这对许多使用低电平有效逻辑的片外外设

不论外设实现在系统模块的内部还是外部，Avalon 总线信号及操作都是相同的。在内

部实现的情况下，SOPC Builder 自动将外设的主端口或从端口连接到 Avalon 总线模块。在

外部实现的情况下，用户必须手工地将主端口或从端口连接到系统模块。在任何情况下，

Avalon 总线信号的行为都是

 
（4）并发多主端口的 Avalon 总线需考虑的问题 

Avalon 总线允许多个主端口连接到 Avalon 总线模块。而且实现 Avalon 总线的并发多主

端口功能时，Avalon 总线模块不需要额外的特殊信号。当多个主外设试图同时访问同一个

从外设时，Avalon 总线模块内部的从端口仲裁逻辑会被用来解决冲突。仲裁机制对于 Avalon
总线外设是完全透明的。因而，不论是否使用了仲裁，应用于主端口和从端口的 Avalon 总

线传输协议是相同的。 
换句话说，从端口不会意识到有多个主外设同时请

待的主外设也不会意识到另一个获胜的主外设的存在。主端口只是简单地发现它的等待

请求信号被置为有效，并一直等待，直到目标从外设准备好处理总线传输。将仲裁的细节隐

藏在 Ava
构中都可以使用。 

 

2．3．3 Avalon 三态接口 

 

PTF 参数 Bus_Type =
多

电路板（PCB）上共享地址和数据总线线路。这需要一个包含三态的双向数据引脚的接

口，使得其他的外设也能够驱动数据线而不会引起信号的竞争。Avalon 三态接口描述了一

个适当的接口用来通过设备的 I/O 引脚连接简单的片外从设备，例如闪存、SRAM 以及同步

SRAM（SSRAM）。某些 Avalon 传输

 



 
图 2-6 Avalon 三态接口 

 
Avalon 三态接口的范围仅限于片外从外设。片外从外设可以使用外设控制的等待周期

或是 可变的

延迟

这些情况。 

使用。 

信号类型 宽度 方向 必需 说明 

固定的建立时间、保持时间和等待周期。外设可以使用固定的延迟，但不能使用

。Avalon 三态接口不能扩展到片外主外设。用户可通过创建一个片上的用户自定义外

设来连接片外主外设，这一外设用作 Avalon 接口和片外设备通讯协议之间的桥。这样的桥

往往较为复杂且特定于某个应用。它们不像外部从存储器设备那样被普遍使用。因而 Avalon
总线规范不包括

表 2-3 列举了片外从外设与 Avalon 总线模块之间接口的信号类型，信号的方向是以外

设的角度定义的。外设提供的端口由外设的设计和 PTF 文件中的端口定义决定，不需要提

供全部的信号类型。表 2-3 给出了一个简单的描述，说明信号是否必需且在何种环境下

 
表 2-3 Avalon 三态从端口信号 

clk 1 in no SOPC 系统模块和 Avalon 总线模块的全局时

钟信号。所有总线传输都同步于 clk。只有异

步从端口才能省略 clk。 
reset 1 in no 全局复位信号。功能实现取决于外设。 
chipselect 1 in no 从端口的片选信号。当 chipselect 信号无效时，

从端口必须忽略所有的 Avalon 信号输入。 
address 1-32 in no 来自 Avalon 总线模块的地址线。address 总是

包含字节地址值。 
data 8, 16, bidir 写传输的连接到 Avalon 总线模块上

data 端口便定义了一个

alon 三态外设。 

yes 用于读或

32 的数据线。若使用了该信号，read 或 write 信

号也必须使用。提供

Av
read 1 当从端口不输出数据

时不需要

in no 从端口的读请求信号。

该信号。 
outputenable 1 no 片外设备只能 le信号有效时驱动

有效的数据 从外设，它等同

于 read 信号

in 在outputenab
。对于无延迟的

。 
write 1 no 从端口的写 端口不接收数据

时不需要该信

in 请求信号。当从

号。 
byteenable 1,2,3,4 in no 字节使能信号，在访问宽度超过 8 位的存储

器时使能特定的字节段。功能实现取决于外

设。 
writebyteenable 1,2,3,4 in no write 和 byteenable 信号的逻辑与。对于某些



特定类型的存储外设，特别是片外 SSRAM 是

有用的控制信号。 
irq 1 out no 中断请求。当从外设需要主外设服务时可触

发 irq。 
begi ransfer 1 out no 在每个新的 Avalon 总线传输的第一个总线周

于外设。 
nt

期期间有效。用途取决

 
同非三态的 Avalo 有的信号类型在添加 成为低电平有效

的形式，例如 chipselec  
Aval ata 代替分离的 readdata 和 writedata 端口。在写传输期

间， valon 总线模块驱动 data 端口，从设备捕获 data。在读传输期间，从设备驱动 data 端

口，

共享端口可以连接到多个片外从设备，并由它们共享。数据端口总是共享的。例如，

当 A lon 总线模块的 data 端口连接到 PLD 的 I/O 引脚时，这些 data 引脚可以连接到多个片

address、read 和 write 根据需要也可以共享。如果一个或多个其他外

使用了一个同样类型的端口，并且这些外设的端口也都声明为共享，那么 SOPC Builder
就会

为避免 data 线上的信号

竞争 ta 输出引脚。outputenable 主要

用于 输后的几个时钟周期之后驱动

data
 

2．3．

 

从外设的各种不同的和不匹配的数据宽度。例如，32 位的

主端 的主端口可以访问 32 位的从端口。当系统中存在数据

宽度不匹配的主从端口对时，便要考虑地址对齐的问题。这一情形并不特定于 Avalon 总线，

它对

的主从端口之间的数据传输时，必须分清哪个外设的数据端口较

宽。 口访问较窄的从端口时，问题变为：当较宽的主端口读（或写）较窄的从

端口时，如何处理 高有效位（MSBs）？ Avalon 总线为处理这一情形提供了两种方法： 
nment）——在静态地址对齐方式下，主端口的

单个传输精确地对应于从端口的一次传输。例如，当 32 位的主端口读取 16 位的从端口时，

Aval 32 位的数据，但只有 低的 16 个有效位包含了来自从端口的数

据， 高有效位可以是 0 或未定义。这是许多嵌入式系统中典型的“主设备处理一切”的情

须意识到所有相关外设的物理地址宽度和编址方案。

这增加了主外设的设计复杂性。 

n 接口一样，所 了“_n”之后便

t_n 和 write_n。
on 三态接口使用双向端口 d

A
Avalon 总线模块捕获 data。data 端口是双向的，从外设和 Avalon 总线模块只能在特定

的时间驱动 data 信号线。 
Avalon 三态接口引入了共享端口的概念。共享端口在将 Avalon 总线连接到外部设备时

能够减少所需的外部引脚数量。PTF 参数 Is_Shared 用于声明一个端口是共享的。一个特定

类型的

va
外外设。其他端口例如

设

将这些共享端口复用到相同的设备 I/O 引脚上。Avalon 三态从外设只能根据 chipselect
和 outputenable 的定义，在特定时间响应共享信号。 

使用 Avalon 三态接口的外设必须使用 chipselect 端口。片外从外设只能在它的 chipselect
信号有效时接受传输。chipselect 不会是共享信号，每个片外外设都由独立的 chipselect 信号

驱动。 
Avalon 三态接口为从端口读传输引入了 outputenable 信号类型。

，片外从外设只能在 outputenable 有效时驱动它们的 da
具有延迟的片外存储器设备，例如 SSRAM 在发起读传

信号线。 

4 地址对齐 

Avalon 总线模块能够适应主

口可以访问 8 位的从端口，16 位

于所有微处理器系统都存在。 
在讨论数据宽度不同

在较宽的主端

· 静态地址对齐（Native Address Alig

on 总线模块返回一个

形。然而，控制主端口的软硬件设计必



· 动态地址对齐（Dynamic Bus Sizing）——在动态地址对齐方式下，当较宽的主端口

读取较窄的从端口时，Avalon 总线模块执行多次从端口读传输，直至较窄的从端口数据单

元填满主端口的数据宽度。例如，当 32 位的主端口读取 8 位的从端口时，Avalon 总线模块

返回一个 32 位字，它由来自从端口的 4 个有效的字节数据填充。动态地址对齐抽象了从端

口的物理细节，使得各个主端口进行数据传输时好像从端口的数据宽度总是与主端口一致。

了主端口软件将来自较窄的从外设的数据结合在一起的需要，简化了软件

设计

（如 16 位）主端口连接到较宽的（如 32 位）的从端口的情形，

Aval

对齐设置，或是静态，或是动态。主端口不需要地址对齐参数。主端口总是按

照其

所示，这个示例外设拥有 5 个内部的 8 位寄存器。 
 

所示。 
 

表 2-4 静态对齐方式到 8 位外设的 32 位传输 

动态地址对齐消除

。 
一般来说，存储器外设使用动态地址对齐，所有其他外设使用静态地址对齐。 
此外，还存在着较窄的

on 总线模块对此也能适应。Avalon 总线模块由从端口读取整个 32 位字，并自动向 16
位主端口提供合适的半字。在这一情况下，复用 32 位数据所需的逻辑是集成在 Avalon 总线

模块内部的。 
地址对齐参数在系统 PTF 文件中声明。每一个连接到 Avalon 总线模块上的从端口都要

指定一个地址

数据宽度接收数据，从端口的地址对齐方式决定了主端口如何理解这些数据。 
考虑一个假想的 8 位从外设通过 Avalon 总线模块连接到一个 32 位主外设，如 Nios 处

理器。如图 2-7

32-Bit 

Nios 

Processor 

8 Bit 

Peripheral

Avalon B
us 

32

8 

Peripheral Registers 
Base 
Base + 0x1 
Base + 0x2 

aa 
bb 
cc 

Base + 0x3 dd 
Base + 0x4 ee 

图 2-7 地址对齐 

假定这个从外设被设置为静态地址对齐方式，且映射到一个基地址“BASE”。32 位主

端口读取这个采用静态对齐方式的 8 位外设的结果如表 2-4

主端口地址 主端口看到的数据 
Base + 0x00 0xuu uu uu aa 
Base + 0x04 0xuu uu uu bb 
Base + 0x08 0xuu uu uu cc 
Base + 0x0C 0xuu uu uu dd 
Base + 0x10 0xuu uu uu ee 

 

况下，

较高位的数据被忽略。 
现在设定为动态地址对齐方式，并映射到某个基地址 BASE。对于每次

32 位

 注：表中 uu 代表未定义。 
 
在读传输的情况下，来自任何静态对齐的 8 位（或更窄的）从外设的有效数据出现在提

供给主端口的 32 位值的 低有效位（LSBs）。较高的位未定义。在 32 位写传输的情

假定这一从外设

主传输，Avalon 总线模块对从端口的四个连续单元进行四次从传输。 



读取这一具有动态地址对齐的外设的结果如表 2-5 所示。 
 

表 2-5 动态对齐方式到 8 位外设的 32 位传输 
主端口地址 主端口看到的数据 

BASE + 0x00 0x dd cc bb aa 
BASE + 0x04 0x uu uu uu ee 

注：表中 uu 代表未定义。 

aa 或只读取 ee。一个主端口读传输总是会引起对从端口的地址空间

中连

3． 

的一组文件组成，该目录可以放置在当前工

程目录或 SOPC Builder 构件目录下。通过定义构件搜索路径，也可以指定其他目录。每个

class.ptf 文件，描述了这一模块相关的各类信息，例如总线接口、参数配

界面和缺省配置参数等。此外，IP 模块还包括其他一些与实现相关的文件，例如硬件实

现文件、构件生成脚本以及相关软

典型的 SOPC Builder 外设 IP 在功能上可分成以下几部分： 
（1） 外设行为逻辑：实现了外设所要完成的功能； 
（2） 寄存器：提供了访问行为逻辑的存储器映射； 
（3） Avalon 总线接口：是访问寄存器的物理接口； 
（4） 软件驱动子程序：提供了应用程序访问外设的接口。 
设计者可以添加下列模块到 SOPC Builder 中： 

• Nios 32 位 CPU 

• 片上 Boot Monitor ROM 

• 按键 PIO（可编程输入输出） 

2．4 1 通用异步串行接口（UART） 

 
在大多数实际的情况下，8 位存储器外设不会在一个不完整的字边界结束，因此从一个

动态地址对齐的从端口返回未定义值的情况是不多见的。32 位主端口无法只读取一个 8 位

存储单元，例如只读取

续地址的多次从端口读传输。这便是动态地址对齐不适合于寄存器控制的从外设的原

因。 
 

4  外设 IP 模块 

 

在 SOPC Builder 中，外设 IP 由一个目录下

IP 模块都包含一个

置

件文件等。 

• UART（通用异步串行接口） 

• 定时器 

• LCD PIO 

• LED PIO 

• 七段显示 PIO 

• 外部 RAM 总线（Avalon 三状态桥） 

• 外部 RAM 接口 

• 外部 Flash 接口 

 

．

 

UART 模块与通用串口兼容，可以改变其波特率、奇偶校验位、停止位、传输的数据位

数，以及其他控制信号。在 SOPC 开发环境中可以对 UART 模块进行逻辑及接口信号的定

义。SOPC Builder 自动生成 UART 模块的 Verilog HDL 或 VHDL 源代码，以及相应的软件



接口子程序。 
 

（1）功能描述 

Nios UART用于在Altera的FPGA中实现简单的RS-232异步发送和接收逻辑。UART通过

两个外部引脚(TxD和RxD)发送和接收串口数据。软件通过五个16位寄存器对UART进行控

制，以完成串行口通信。 
为了与RS-232的电压信号相匹配，在RxD/TxD输入输出引脚与相应的外部RS-232连接

之间需要有电平转换芯片(如LTC-1386)。RxD/TxD输入输出引脚允许的电压范围根据Altera
器件

得UART运行在一半的系统

时钟速度上。 
 
· 传送逻辑 
UART 传送逻辑含有一个 7 位 位或 9 存器，以及一个 7 位、8 位

或 9 位的传送移位寄存器(寄存器的 位数  data_bits 决定)。软件可以直接写

入 txdata 保持寄存器。在未进行串 输移位 ata 保持寄存器中的值会自动装入

到传送移位寄存器。 送移位寄存 接连接 LSB 首先移出到

TxD。 
保持和移位两个寄存器提供双重缓冲。软件可以在前一个字符正在移出时向 txdata 寄存

器写入新的数据。软件可以读取 s 存器 送器准备好)、tmt 位(传送移位寄

存器空)和 toe 位(传送溢出错误)， 视传

传送逻辑可以自动根据 RS-232 信协议在连续的 TxD 数据流中插入正确的开始位、停

止位和奇偶校验位。 体的参数在 文件中进行定义。

 
· 接收逻辑 
UART接收逻辑含有一个7位、 9位的接收移位寄存器，以及一个7位、8位或9位的

存器(寄存器的数据位数由PTF文件中的data_bits参数决定)。软件可以直接读取

rxdat rxdata保持寄存器

装载新的数据。

 
以读取 status 寄存器的 rrdy 位(读准备好)、roe 位(接收溢出错误)、brk 位(检测到

停顿

baud以及系统的PTF参数 共同决定的常量 
设置的16 divisor寄存器值。 

的引脚配置决定。UART采用同步的单一时钟输入（clk）。 
UART外设可以连接到DMA控制器上，这种方式允许在UART与存储器之间进行流模式

数据传输。 

可以为模拟定制UART外设。在高速系统模拟时，UART的模拟则显得特别慢。为了提

高模拟速度，UART在模拟时可以采用较小的波特率分频值，使

、8 位的 txdata 保持寄

数据 由 PTF 参数

行传 操作时，txd
传 器直 到 TxD 数据引脚，数据的

tatus 寄 的 trdy 位(传
从而监 送器的状态。 
通

具 PTF  

8位或

rxdata保持寄

a保持寄存器，每当一个新的字符完全接收后，接收移位寄存器自动向

 
接收和移位两个寄存器提供双重缓冲，rxdata 寄存器可以保持前一个收到的字符同时在

接收移位寄存器中移入下一个字符。

软件可

)、pe 位(奇偶校验错)和 fe 位(帧错误)，从而监视接收器的状态。接收逻辑根据 RS-232
通信协议在连续的 RxD 数据流中自动检测正确的开始位、停止位和奇偶校验位，并且根据

接收数据中的四种异常情况自动设置 status 寄存器中的相应位(fe、pe、roe 或 brk)。 
 
· 波特率生成 
UART的内部波特时钟根据UART的主时钟输入，也就是Avalon总线的系统时钟来生成。

其速率由一个时钟分频器决定。分频器的值可以由以下的方式确定： 
（a）由UART的PTF参数 clock_freq

位（b）主机可



当UART的PTF参数fixed_baud为0时，UART使用一个主机可设置的16位divisor寄存器。

当UART的PTF参数fixed_baud为1时，UART使用固定的波特率值。 
 
· 中断输出 

产生一个IRQ输出信号作为其Avalon总线接口的一部分。当一个或多个内部条件

发生

可能的中断条件都在status寄存器和control寄存器中有相应的位。当发生任何中

断条

表6.6和表6.7中。

每个条件的详细信息在每个状态位的描述中给出。当状态位设置为1并且control寄存器中的

中断允许位也为1时，IRQ输出会置为有效。 

UART
，并且对应的control寄存器的中断允许位也为1时，UART发出一个中断请求。在复位

时，所有的中断允许位设置为0。因此，只有软件将一个或多个中断允许位设置为1时，UART
才能发出中断请求。 

每一个

件时，相应的状态位设置为1并且一直保持为1，直到软件清除status寄存器。软件向status
寄存器进行写操作就可以清除status寄存器（忽略写入的值）。 

所有可能的中断条件以及相应的status和control（中断允许）位都列在

 
（2）UART寄存器 

 
表 2-6 UART 寄存器表

 
注：

可以从rxdata寄存器读取收到的字符。每当UART从RxD引脚接收到一个新字符，

就将 a寄存器，同时把status寄存器的rrdy位设置为1。当软件读取rxdata寄存器时，

statu 将rxdata寄存器中的数据读

走）

器写入数据没有任何作用。 

直接向txdata寄存器写入要发送的字符。只有当发送逻辑准备好传送一个新的字

符时 。如果在trdy为0时，将

一个

时UART空闲。软件将第一个字符写入txdata寄存器后trdy被置为0，当字

符从 置为1。此时软件可以向txdata寄存器写

(1) 对status寄存器的写操作会清除dcts, e, toe, roe, brk, fe,和 pe 位 

(2) status寄存器的第八位(e)是toe、roe、brk、fe、和 pe位的逻辑”或” 

 

· rxdata 寄存器 

软件

其存入rxdat
s寄存器中的rrdy位被清零。在rrdy位为1的情况下（即软件未

，如果下一个字符被存入rxdata寄存器，就会发生接收溢出错误（status寄存器的roe位
被置为1）。不论软件是否已经读取原有数据，新的字符总会被存入rxdata寄存器（因此数据

有被覆盖的可能）。向rxdata寄存

 
· txdata寄存器 

软件可

（由status寄存器的trdy位表示），新字符才能写入txdata寄存器

字符写入txdata寄存器会产生未知的结果。向txdata寄存器写入一个字符会使trdy被置为

0，当该字符从txdata寄存器装入到发送移位寄存器中时，trdy被置为1。 
假定起始状态

txdata寄存器装入到发送移位寄存器中时，trdy设



入第

才被置为1，然后第二

个字符被自动装入到传送移位寄存器中。从txdata寄存器读数据会得到未知的结果。 

tus寄存器 

映UART内部状态。软件可以随时读取status
寄存 态位与control寄存器的中断允许位一一对应。

当某

表 2-7  status 寄存器的位 
名  称 描    述 

二个字符，trdy再次被置为0。但是此时第一个字符仍旧占用着发送移位寄存器，其数

据仍然在低速地从TxD引脚发送。trdy位直到第一个字符完全被移出后

 
· sta

status寄存器由多个独立的状态位组成，反

器，而不会改变status寄存器的任何位。状

个中断允许位为1时，如果与之对应的状态位为1，则会引起中断请求。 
向 status 寄存器进行写操作时（写入的值被忽略），大多数状态位会被置为０。具体请

参考下面对每一位的描述。表 2-7 列出了 status 寄存器的位。 
 

位 
0 pe 奇偶校验位错误 
1 fe 帧错误 
2 brk 检测到停顿 
3 roe 接收溢出错误 
4 toe 传送溢出错误 
5 mt 发送寄t 存器为空 
6 trdy 传送准备好 
7 rrdy 好 接收字符准备

8 e 异常 
10 dcts 化 检测到CTS信号变

11 cts CTS 信号 
12 eop 发生End of packet事件 

 
pe位  
若接收到的校验位不正确，会产生奇偶校验位错误，pe位被置为1。 
如果PTF参数 ity为“N” 进行 测，pe位永远为0。 
pe位如果被置 ，除非 us寄 除pe位），否则一直保持

为1。 
fe位 
当接收器不能检测到一个正确的停止位时，便发生帧错误。当UART收到一个含错误的

停止 写操作（该操作

清除

位、停止位和奇偶校验位的周期)时，接收器认为检测到一个接收停顿。如果检测

到停 1。brk位如果被置为1，除非对status寄存器进行写操作（该操作清除brk
位）

dy位为1)，UART又接受到新的数据，就

会发 溢出错误。在这种情况下，roe位设置为1，同时rxdata寄存器的内容被新数据覆

盖。 操作清除roe位），否则一直保

par ，不 奇偶校验位检

为1 对stat 存器进行写操作（该操作清

位的字符时，fe位被置为1。fe位如果被置为1，除非对status寄存器进行

fe位），否则一直保持为1。当pe或fe位为1时，读rxdata寄存器的值会产生未知结果。 
brk位 
当RxD连续保持低电平（逻辑0）的时间超过接收一个完整字符的时间(7、8或9位，再

加上起始

顿，brk位设置为

，否则一直保持为1。 
roe位 
如果rxdata寄存器中的数据未被读取(这时候rr
生接收

roe位如果被置为1，除非对status寄存器进行写操作（该



持为

被装入到发送移位寄

存器

则一直保持为1。 
t位 

存器的当前状态。当传送移位寄存器正在向TxD引脚移出字符时，

tmt位

atus寄存器的写操作不改变tmt位。 

寄存器的当前状态。当txdata寄存器为空（即其内容已装入到发送移位

存 时，trdy位为1。如果txdata寄存器的

值没 寄存器正忙于将前一个字符移出），trdy位
为0。软件必须等到trdy位为1时才能向txdata寄存器写入新字符。 

改变trdy位。 

rrdy位反映rxdata寄存器的当前状态。当rxdata寄存器为空（即UART没有接收到任何新

收的字符被存入到rxdata寄存器时，rrdy被置为1。对rxdata寄存

器进行读操作会使rrdy位被置为0。软件必须等到rrdy位为1才能从rxdata寄存器读取数据，否

则读

位。 
e位
e位 行或操作的结果。如果e位被置为1，

说明在 断允许位ie，可以用来方便地对所有的

错误条

对 常位都会因为写操作

被置0。

当PTF 参数use_cts_rts = 1时，status寄存器包含dcts位。  

果control寄存器的idcts中断允许位为1，当dcts为1时，UART产生一个中断。 
当PTF参数use_cts_rts = 0时，d

us 存器包含只读的cts位。 
输入 入引脚cts_n，

逻辑电平0时，cts = 1；当外部输入cts_n为逻辑电

。 
 

eop位 

1。 
toe位 
在trdy位为0时，如果向txdata寄存器写入新数据（即在前一个字符

前），就会发生发送溢出错误。toe位如果被置为1，除非对status寄存器进行写操作（该

操作清除toe位），否

tm
tmt位表明传送移位寄

被置为0。当传送移位寄存器空闲（即没有在传送字符）时，tmt位为1。软件可以通过

查看tmt位来确认传送是否完成（也应该在串行线路的另一端被接收）。 
对st
trdy位 
trdy位反映txdata

寄 器），表明该寄存器可以接受下一个待发送的字符

有被装入到发送移位寄存器（因为发送移位

对status寄存器的写操作不

rrdy位 

字符）时，rrdy为0。当新接

取的数据无效。 
对status寄存器的写操作不改变rrdy

 
是对status寄存器的toe、roe、brk、fe和pe位进

字符传输过程中发现了错误。e位和对应的中

件的开放或关闭中断进行操作。 
status寄存器进行写操作可以将e位设置为0，因为所有相关的异

 
dcts位 

只要在同步采样的输入引脚cts_n上检测到信号跳变，无论是上升沿(0 to 1)还是下降沿(1 
to 0)，dcts位都会被置为1。dcts位如果被置为1，除非对status寄存器进行写操作（该操作清

除dcts位），否则一直保持为1。 
如

cts位永远为0。 
cts位 
当PTF参数 e_cts_rts = 1时，status寄
cts位反映 信号CTS的逻辑状态。UART在硬件上有一个与之对应的输

但它是负逻辑的，即：当外部输入cts_n为
平1时，cts = 0

当PTF 参数 use_cts_rts = 0时，cts位永远为0。 
输入引脚cts_n对UART的传送或接收逻辑没有影响，只是对cts和dcts位的状态有影响。

当control寄存器的idcts位为1时（允许中断）,可能会产生中断。 



当PTF参数use_eop_register = 1时，status寄存器包含eop位。 当以下情况发生时，eop位
被置

器中的值相同，eop位被置为1。当从rxdata
寄存 器中的值相同时，eop位也会被置为1。eop位一旦被置

为1， 进行写操作（该操作清除eop位），否则一直保持为1。 
参数use_eop_register = 0，在对status寄存器进行读操作时，eop位永远为0。 

 
·

co 应内部操作。control
寄存器有 一位都可以根据status寄存器中的相应位产生中断。

软件可

 
表2-8  control寄存器的位 

 述 

为1： 
（a）软件向发送器写入一个EOP字符。 
（b）软件从接收器读取一个EOP字符。 
如果写入txdata寄存器的值同endofpacket寄存

器中读取的值与endofpacket寄存

除非对status寄存器

若PTF

 control 寄存器 

ntrol寄存器由多个控制位构成，每一位又可以分别控制UART的相

些类似中断屏蔽寄存器，它的每

以随时读取control寄存器中的值. 

位 名  称 描    
0 ipe  允许奇偶校验位错中断 
1 ife  允许帧错误中断 
2 ibrk  允许检测到停顿中断 
3 iroe  允许接收溢出错中断 
4 itoe  允许传送溢出错中断 
5 itmt  允许传送移位寄存器空中断 
6 itrdy  允许传送准备好中断 
7 irrdy  允许读准备好中断 
8 ie  允许异常中断 
9 trbk  传送停顿 

10 idcts  允许CTS 信号改变中断 
11 rts  申请发送RTS信号 
12 ieop  允许发生end of packet中断 

 
co RT的内部条件会引起中断申请。 
st 一位都有相应的中断允许位，在status寄存器和control寄存器中，它们

的位置 status寄存器中为0位，相应的允许中断位ipe也在control寄存器中

的0位。 和相应的中断允许位都为1，就会产生UART
中断。

tr
trbk位 个停顿字符。当trbk位等于1时，TxD引脚

被置为０ 发送逻辑不再驱动TxD引脚。Trbk位会中断任何正在进行的发送过程，

因此软件必须在需要停顿完成后将trbk设回为0。 
rts位 
当PTF参 时，control寄存器包含rts位。 
rts位可读 驱动输出引脚rts_n。软件随时都可以对rts位进行写操作。rts

位的值对UA rts位的唯一的作用是驱动输出引脚rts_n。当rts
为1时,引脚 输出负逻辑0。当rts为0时，引脚rts_n输出正逻辑1。 

ntrol寄存器允许软件决定哪些UA
atus寄存器的每

相 e 位在

对每一个status寄
同。例如: p

存器位，如果状态位

 
bk位 

允许软件通过UART的TxD引脚发送一

，使得正常的

数use_cts_rts = 1
可写，能够直接

RT
rts_n

的发送和接收硬件没有影响。



当PTF ，结果永远为0；对rts位进行写操

作没有任何

 
· d

PTF 器。当fixed_baud设置为1时，不实现

divisor 器，对divisor寄存器的写操作没有任何作用，从divisor寄存器读数据会产生未知

结果。

xed_baud为0时，divisor寄存器的内容决定了UART的波特率。UART 终波特率由

下公式计算: 
 eq/( divisor+1) 

 

 
构： 

int np_uarttxdata; // Write-only, 8-位 

-only, 9-位 

ofpacket; // Read/Write, end of packet character 

} np_uart; 

 

程序。这些函数在头文件 excalibur.h 中声明，并在Ｎios
库（定制 SDK 的 lib 目录）中定义。 

表2-9  UART软件子程序 

参数use_cts_rts = 0时，如果对rts位进行读操作

影响。 

ivisor寄存器 

参数fixed_baud设置为0时，才实现divisor寄存

寄存

 
当fi

以

baud rate = clock_fr

软件可以随时读取divisor寄存器的内容。 

· endofpacket寄存器 

endofpacket 寄存器中存储包结束（end of packet）字符，默认值为0。 
 
（3）数据结构和子程序 

以下是UART在软件中对应的数据结

typedef volatile struct { 

int np_uartrxdata; // Read-only, 8-位 

int np_uartstatus; // Read

int np_uartcontrol; // Read/Write, 9-位 

int np_uartdivisor; // Read/Write, 16-位, optional 

int np_uartend

表 2-9 列出了 Nios 库中包含的关于 UART 的子程序。只要在 Nios 系统中定义了一个或

多个 UART 外设，便可使用这些子

 

子程序 描        述 
nr_uart_rxchar 从UART读取一个字符. 
nr_uart_txcr  向地址为nasys_printf_UART的UART发送一个回车换行符 
nr_u t_txchar  向UART发送一个字符 ar
nr_uart_txhex 以十六进制格式向地址为nasys_printf_UART的UART输出一个整数的值 
nr_u t_txhex16 以十六进制格式向地址为nasys_printf_UART的UART输出一个短整数的值ar
nr_uart_txhex32 以十六进制格式向地址为nasys_printf_UART的UART输出一个长整数的值

nr_uart_txstring 向地址为nasys_printf_UART的UART输出一个以空字符结束的字符串 
 

从地址为nasys_printf_uart

int nr_uart_rxchar(np_uart *uartBase) 

该子程序从UART读取一个字符，输入参数uartBase是指向特定UART的指针。如果没有

读到数据，nr_uart_rxchar子程序返回1。如果输入参数为0，子程序会



（在excalibur.h中定义）的UART读取一个字符。 
下面是一个使用nr_uart_rxchar子程序的例子。 
#include "excalibur.h" 

void main(void) 

{ 

int c; 

printf("Please enter a character:\n"); 

while((c = nr_uart_rxchar(nasys_printf_UART)) == -1) 

; // wait for valid input 

printf("Your character is:\t%c\n", c); 

} 

int nr_uart_txchar(int c, np_uart *uartBase) 

子程序向UART发送一个字符，两个参数分别为需要发送的字符和指向特定UART的
e为0，子程序向地址为nasys_printf_uart的UART发送一个字符。 

面是一个使用nr_uart_txchar 子程序的例子。 
#include "excalibur.h" 

n  

# fin ineC t 

void S ndLots( d)

{

har

nt 

printf("\n\nPress character, or <space> for mix: "); 

_rxchar(0)) < 0); 

c = '.'; 

mix) 

{ 

// send character to UART 

 

该

指针。如果uartBas
下

#defi e kLineWidth 77 

de e kL oun 100 

e voi  

 

c  c; 

i i,j; 

int mix; 

while((c = nr

printf("%c\n\n",c); 

// Don't show unprintables 

if(c < 32) 

mix = c==' '; 

for(i = 0; i < kLineCount; i++) 

{ 

for(j = 0; j < kLineWidth; j++) 

{ 

if(

c++; 

if(c >= 127) 

c = 33; 

} 

nr_uart_txchar(c,nasys_printf_UART); 

} 



nr_uart_txcr(); 

// send carriage return and new line 

} 

printf("\n\n"); 

} 

int nr_uart_txcr(void) 

ART发送一个回车换行符。 
 

art_txhex(int x) 

向 uart的UAR 的值。对于16位的

CPU， 于3 。参数x
是发送到UART的整数值。 
 

in nr_uart_txhex16(short x)

向 位整数x的值。x的范围

为0000 FFFF。参数x是发送到UART
 

nt nr_uart_txhex32(long x) 

十六进制格式输出一个32位整数x的值。x的范围

为00 程序在采用16位Nios CPU的系统中不支持。参数x是发送到

UAR 32位整数值。 
 

in

向 s是一个指向

以空字

 

2．4． ） 

 

并 位的并 入、输出和边沿触发）。

在 SOPC 开发环境中，可以对 PIO 模块进行逻辑及接口信号的定义。SOPC Builder 自动生

PIO 模块的 Verilog HDL 或 VHDL 源代码，以及相应的软件接口子程序。 

（1）

提供PIO接口 
图2- 4位宽）配置。图2-8是具有双向输入/输出端口的三态PIO。

图2- 。图2-10是仅具有输入端口的PIO。 

 

该子程序向地址为nasys_printf_UART的U

int nr_u

地址为nasys_printf_ T按照十六进制格式输出一个整数x
x的范围为0000到FFFF；对 2位的CPU，x的范围为00000000到FFFFFFFF

t  

地址为nasys_printf_uart的UART按照十六进制格式输出一个16
到 的16位整数值。 

i

向地址为nasys_printf_uart的UART按照

000000到FFFFFFFF。该子

T的

t nr_uart_txstring(char *s) 

地址为nasys_printf_uart的UART输出一个以空字符结束的字符串。参数

符结束的字符串的指针。 

2 可编程并行输入/输出模块（PIO

行输入输出（PIO）模块是 1 至 32 行输入/输出模块（输

成

 
功能描述 

 
PIO模块是在软件和用户自定义逻辑之间的存储器映射接口。PIO通常用于以下两种情

况： 
（a）为软件和在同一FPGA器件内的用户自定义逻辑之间提供PIO接口。 
（b）为软件和在片外的用户自定义逻辑之间

8～图2-10说明了不同的PIO（
9是仅具有输出端口PIO



 
 图 2-8 三态 PIO 图 2-9  只输出的 PIO 图 2-10  只输入的 PIO 
 

 
（2）PIO 寄存器 

 
表2-10  PIO的寄存器 

址 寄存器名称 读写属性 说明 地

读 只读 PIO输入 0 data 
 写 只写 PIO输出 

1 direction 读写 数据方向（可选）：对每一个PIO位进行控制 
2 interruptmask 读写 中断掩码（可选）：每一位开/关中断 
3 edgecapture (1) 读写 边沿触发（可选）：每一位进行边沿检测和保持 

注

data寄存器 

out和has_tri都为0），向data寄存器写入数据没

有任 has_tri都为0），从data寄存器读

取数

向为输入。 

等于NONE时，interruptmask
寄存

统复位时，所有的interruptmask寄存器位都设置为0，所有的端口禁止中断。 

 edgecapture寄存器 

： (1)对 edgecapture寄存器的写操作清除data寄存器中的内容。 

 
· 

对于仅具有输入功能的PIO（PTF参数has_
何作用。对于仅具有输出功能的PIO（PTF参数has_in和
据会得到未知结果。  

 

· direction寄存器 

当PTF参数has_tri设置为1时，PIO的输入和输出端口都连接到一个带三态控制的引脚

上。direction寄存器控制每个PIO位的数据方向。当方向设置为1时，相应PIO端口的数据方

向为输出。当方向设置为0时，数据方

系统复位时，所有的direction寄存器位都设置为0。当PTF参数has_tri为0时，direction寄
存器不存在。 

 
· interruptmask寄存器 

当interruptmask寄存器中的某一位置为1时，相应的PIO端口允许中断。PTF参数irq_type
决定如何根据PIO的输入产生中断。当PTF文件的irq_type参数

器不存在，因为没有允许任何中断。 
系

 
·



如果PTF参数edge_type设置为RISING、FA 或ANY，并且在PIO输入端口检测到

信号跳变，则edgecapture寄存器的 ecapture寄存器的作用取决于

edge_ty 如 为NONE，edgeca 在。 
对edgecapture寄 写操作会 数据寄 的 位

 
（3）数据结构和

 
以下是  
typed  vo tr

{ 

write/readable, up to 32 bits, 

 // 1->output bit 

terruptmask; // write/readable, up to 32 bits, 

 // 1->enable interrupt 

int np_pioedgecapture; ts, 

 eared by a e 

} np_pio; 

 
下是一个对 PIO 直接访问的例子。 

urnOnLEDs(void) 

at controls two LEDs on the development board 

// both LEDs off 

wait 1 second 

na_led_pio->np_piodata = 1; // turn on first led 

0); // wait 1 second 

na_led_pio->np_piodata = 3; 

} 

 

void nr_pio_showhex value)

只要在 Nios 系统中定义了一个或多个 PIO 外设，便可使用 nr_pio_showhex 子程序。该

函数在头文件 excalibur.h 中声明，并 库（定制 SDK 的 lib 目录）中定义。 
该子程序假设Nios系统中有一个 的PIO n_seg_pio）连接到两个七段

数码管上。若PIO的某位被 为０，七端显示器相应位上的灯亮。PIO的数据位按图2-11所示

的方式分配到七端显示器上。该子程序接收一个参数value作为被发送到七段数码管上的值。 
代码是使用nr_pio_showhex的例子。 

LLING
相应位会设置为１。edg

pe的值。 果edge_ty
存器的

pe设置 pture寄存器不存

清除 存器中 所有 。 

子程序 

PIO 在软件中对应的数据结构：

ef latile s uct 

int np_piodata; // read/write, up to 32 bits 

int np_piodirection; // 

int np_pioin

// read, up to 32 bi

// cl ny writ

以

void T

{ 

// the reference design has a PIO named na_led_pio 

// th

na_led_pio->np_piodirection = 3; // Set direction: output 

na_led_pio->np_piodata = 0; 

nr_delay(1000); // 

nr_delay(100

// both LEDs on 

(int  

在Ｎios
16位宽 （名为na_seve

置

下面的

#include "excalibur.h" 

void main(void) 

{ 

int c; 

printf("Please enter a character:\n"); 



while((c = nr_uart_rxchar(0)) == -1); // wait for valid input 

_showhex(c); nr_pio

printf("Your character is:\t%c, in hex:0x%2x\m", c, c); 

} 

 

 

图 2-11  两位七段数码显示 
 
2．4

uilder 能自动生

成定

 
部定时器。软件可以通过写控制寄存器来操作定时器，还

可以

a）预置periodl和periodh寄存器，设定定时器周期。 
l寄存器的start和stop位，来启动（停止）内部计数器 

断。 

ios CPU必须对两个16位寄存器（periodl
和pe

PU和其他外设也使用该时钟信号。该时

钟同时驱动软件接口寄存器和内部计数器。 
根据需要，用户可以将定时器设置为系统的看门狗。看门狗定时器产生的复位信号可以

被SOPC Builder自动识别，并作为系统复位逻辑的输入。 
表2-11列举和描述了定时器寄存器的映射和含义。 
 

（2）定时器的寄存器 

 

．3 定时器 

 
定时器模块可以作为周期性脉冲生成器或系统的看门狗定时器。SOPC B
时器模块的 Verilog HDL 或 VHDL 源码以及相应的软件接口子程序，方便了系统集成。 
 

（1）功能描述 

Nios 定时器模块是 32 位的内

读取内部计数器值。定时器模块可以生成中断请求信号，也可以用内部控制位进行中断

屏蔽。 
软件可以通过以下方式控制定时器： 
（

（b）设置contro
（c）通过设置control寄存器的ito位，来允许或禁止中

（d）通过设置control寄存器中的cont位，设定定时器的工作模式（定时器还是计数器） 
由于定时器需要能够与16位NIOS CPU系统集成，所以NIOS CPU可访问的寄存器都是

16位。这样，如果要设定32位定时器周期，32位的N
riodh）执行两次独立的写操作。 
软件可以通过写snapl或snaph寄存器来读取内部计数器的值。对于这两个寄存器的任一

个进行写操作，计数器都会同时向snapl和snaph装载内部计数器的当前值。 
Nios定时器由系统主时钟（clk）驱动，Nios C



 
表2-11 定时器的寄存器 

描述/寄存器位 A2..A0 寄存器 

名称 

R/W 

15 . . . 3 2 1 0 

0 status RW  run to 
1 control RW  stop start cont ito 
2 periodl RW 超时周期-1（第0-15位） 
3 periodh RW 超时周期-1（第16-31位） 
4 snapl

(1) RW 超时计数器的快照（第0-15位） 
5 snaph

(1) RW 超时计数器的快照（第16-31位） 
注： (1) 对于 snapl 或者 snaph 两个寄存器的任一个进行写操作，会同时向 snapl 和

snaph 装载内部计数器的当前值。 

 

· 状态寄存器 

 
表 2-12 状态寄存器的位 

位号码 位名称 描  述 
0 to 定时器超时 
1 run 定时器正在运行 

 
to 位 
to 位在内部计数器为 0 时自动设为 1，一旦发生超时事件，to 位设置为 1，直到由软件

to 位的。 
位 

0。软件可以通过写控制寄存器的 stop 和

start  
态寄存器进行写操作时，run 位不改变。 

 
·

位

清 0。软件是通过对状态寄存器进行写操作来清除

run
内部计数器运行时，run 位置

位来启动和停止内部计数器。

1，否则该位为

对状

 控制寄存器 
 

表 2-13 控制寄存器的位 
位号码 名称 描  述 

0 ito 中断允许位 
1 cont 连续模式 
2 start 定时器启动位 
3 stop 定时器停止位 

 
位 ito

如果 ito 位设为 1，则状态寄存器的 to 位为 1 时，定时器生成一个中断请求（将 irq 输

出置为 永远为 0。 
co
co 器

总是重新载入 位置

1，否则计数器连续运行（定时器模式）；如果 cont 位为 0 时，则内部计数值等于 0 后重新

1）。如果 ito 位为 0，则 irq 输出

nt 位 
计数nt 位决定计数器的工作模式，当内部计数器为 0 时，不管 cont 位的值如何，

periodl 和 periodh 寄存器中存储的 32 位值。如果 cont 位为 1，除非 stop



载入周

st
软件可 器（减法计数）。对 start 位写 0 对定时器操作

没有影 会启动计数器。如果定时器处

于停止状态，则对 start 位写 1，可以使定时器继续计数。软件可以读取 start 位的值。 
st  
软件 事件触发位，只

在写入 1 stop 位写 0 对定时器没有影

响。 
当 PTF p 位的写操作对内部计数器没有影响。 
 
· periodl 和 periodh 寄存器 

pe l 和 periodh 寄存器分别存储 32 位预置值的低 16 位和高 16 位。定时器的实际周

期（即中断周期）比 periodh 和 periodl 寄存器中存储的值多一个时钟周期，因为内部计数器

认为 (0x00000000)也需要一个时钟周期。下面任何一种情况发生时，内部计数器将载入存

储在

会停止内部计数器的运行。 

h 寄存器 

napl和 snaph寄存器分别存储计数器当前值的低16位和高16位。软件可以通过向 snap1
或 s

 看门狗操作 
将将定时器配置成看门狗，如图2-12。 

门狗定时器从复位后处于休眠状态（看门狗不工作）。软件可以通过向控制寄存器的

start

时器，reset_out输出脉冲会造成系统复位。软

件可

期值，然后停止运行（计数器模式）。 
art 位 

以通过对 start 位写 1 启动内部计数

响。不论计数器中的当前值是多少，对 start 位写 1 都

op 位

可以通过对 stop 位的写 1 操作来停止内部计数器。stop 位是一个

时停止计数器，其中存储的值对计数器没有影响。对

参数 always-run 设为 1 时，则对 sto

riod

0
periodh 和 periodl 中的 32 位数值。 
（a）软件对 periodh 或 periodl 两个寄存器中的任一个进行写操作时 
（b）内部计数器到达 0 时 
当软件写 periodh 和 periodl 寄存器时，内部计数器会自动停止计数。 
当 PTF 参数 fixed-period 设置为１，对 periodh 和 periodl 寄存器的写操作会启动内部计

数器，内部计数器从固定的初始值开始计数。当 PTF 参数 always-run 设置为１，对 periodh
和 periodl 寄存器的写操作不

 
· snapl 和 snap

s
naph 寄存器进行写操作（写入的数据忽略不计），读取 32 位计数器的当前值。无论计数

器是否正在运行，软件都可以读取当前计数值。读取当前计数值不影响内部计数器的操作。 
 
·

通过设置可以

看

位写1来启动看门狗。看门狗一旦启动，永远不会停止，除非被再次复位。一旦内部计

数器到达０，看门狗产生一个reset_out输出脉冲。 
如果在SOPC生成器系统中使用看门狗定

以通过向period1或periodh寄存器进行写操作（写入的数据忽略不计）重新启动内部计

数器，内部计数器从预置值开始计数。为了防止系统复位，软件必须重复重新启动看门狗定

时器（重复向periodl或periodh寄存器写入数据）。 
 



 
图 2-12  配置定时器为看门狗 

的数据结构： 

int np_timerstatus; // read only, 2 bits (any write to clear TO) 

int np_timercontrol; // write/readable, 4 bits 

int np_timerperiodl; // wr ble, 16 b

int np_timerperiodh; // write/readable, 16 bits 

int np_timersnapl;  read only, 1 bits 

int np_timersnaph;  / read only, 1 bits 

} np_timer; 

 

 

// Set timer for 1 second 

na_timer1->np_timerperiodh = (short)((nasys_clock_freq >> 16) & 

0x0000ffff); 

 
（3） 数据结构和子程序 

 

以下是定时器在软件中对应

typedef volatile struct 

{ 

ite/reada its 

// 6 

/ 6 

 
以下是一个对定时器直接访问的例子。 
#include "excalibur.h" 

int main(void) 

{

int t = 0;

na_timer1->np_timerperiodl = (short)(nasys_clock_freq & 0x0000ffff); 



// Set timer running, looping, no interrupts 

na_timer1->np_timercontrol = np_timercontrol_start_mask + 

np_timercontrol_cont_mask; 

// Poll timer forever, print once per second 

while(1) 

{ 

if(na_timer1->np_timerstatus & np_timerstatus_to_mask) 

{ 

printf("A second passed! (%d)\n",t++); 

// Clear the to (timeout) bit 

na_timer1->np_timerstatus = 0; // (any value) 

} 

要在 Nios 系统中定义了一个或多个定时器，便可使用 nr_timer_milliseconds 子程序。

该函数在头文件 excalibur.h 中声 的 lib 目录）中定义。 
nr_tim lise 序需要一个命名为 tim 器。这个定时器的基地址由

na_timer1 定义，中断号 a_tim 用该程序时，它会为定时器安装一个中

断服务程序，并返回 为时 该程序，返回值为距离第一次调用的

时间间隔（单 ：毫秒

 
2．4．4 DMA 制器 

 
块允许在外设和存储器之间进行高效的大量数据传输。DMA 模块提供系统选

项来

集成相当容易。 

（1）

间的直接数据传输。一般来说，DMA 模块用于连接支持流模式传输的外设，并允许定长或

变长

两个 Avolon 主设备端口以及一个 Avolon 从设备端口来控制 DMA。两个

Avol 2-13 所示。.DMA 根据其连

接的从设备端口决定配置信息，用户可以用新配置覆盖其默认值。 
成以下操作： 

而且不需要 CPU 的干涉。 
. DMA 的主设备读端口从目标地址（存储器或者外设）读取数据，主设备写端口向

外设）写入数据，在读端口和写端口之间可能有 FIFO 缓冲。 

。 

} 

} 

 

int nr_timer_milliseconds(void) 

只

明，并在Ｎios 库（定制 SDK
er_mil conds 子程 er1 的定时

为 n er1-irq。第一次被调

0（作 间起点），以后再调用

位 ）。 

控

DMA 模

定义设备逻辑和接口信号。SOPC Builder 自动生成 DMA 模块的 Verilog HDL 或 VHDL
源码以及相应的软件接口程序，这使得系统

 
功能描述 

 
Nios DMA 模块用于实现两个存储器之间，或者存储器和外设之间，或者是两个外设之

的数据传输，而不需要 CPU 的干涉。 
DMA 模块有

on 主设备端口分别为主设备读端口和主设备写端口，如图

一次典型的 DMA 传输会完

1. 软件通过写控制端口进行 DMA 配置。 
2. 软件启动 DMA 外设，然后 DMA 开始传输数据，

3
目标地址（存储器或者

4. 当一定字节数的数据传输完毕，或者是传输了一个包结束（EOP）信号，DMA 传

输停止。DMA 可能在传输结束时产生一个中断请求



5. 在传输期间或是传输结束后，软件可以通过检查 DMA 的 status 寄存器来确定传输

正在进行，还是已经结束以及以何种方式结束。 状态：传输是否

 

 
图2-13 具 口的DMA外设 

 
一次DMA (或写)访问。对于典型的存储器访问，在

每次读(或写)访 后地址 、2或 度决定。对于典型的外设(如
UART)访问，读 )寄 置固 程中读(或写)地址是固定的。

传输中的地址修 规则如

（a）如果 trol寄存 rcon( 增量为0。 
（b）否则 co 定。 

表2-14 读写增量值 

有主端口和从端

传输是一系列的对存储器或外设的读

问 增加1 4，具体数值由传输数据的宽

(或写 存器位 定，这时候，在整个传输过

改 下： 
con 器的 或wcon)位为1，对读(或写)
，读写增量值根据 ntrol寄存器中的传输宽度决

 

位名称 传输宽度 增量值 
byte 字节 1 
hw 半字 2 
word 字 4 

 
的 i_en 位为 1 且 status 寄存器的 done 位为 1 时，DMA 的 IRQ 输出为

1。典 MA 中断处理程序首先读取 status 寄存器的值，并检查传输条件位 len、reop 和

weop

（2）

 
了 DMA 控制器的寄存器。 

当 control 寄存器

型的 D
位，进行相应处理后通过写 status 寄存器使条件位复位。随后在合适的情况下，另一

次 DMA 传输就可以启动了。 
 
DMA 寄存器 

表 2-15 列出

 
 



表 2-15  DMA 的寄存器 

 
注:  对status寄存器的写操作会清除len, weop, reop,和done位。 

 
·

st A 中的一种状态，软件可以随时读取 status 寄存器中

的内容 atus 寄存器的 表 2-16 中列出。 
 

2-16  st  

(1)

 status 寄存器 

atus 寄存器中的每一位对应 DM
，软件读取不会改变 st 值。status 寄存器的位在

表 atus 寄存器的位

位号 位名称 描    述 
0 done D 完成. MA传输已

1 busy DMA 传输正在进行 
2 reop 发生读端口的包结束事件 
3 weop 发生写端口的包结束事件 
4 len DMA传输已结束，并且传输了指定长度的数据  

 
done 位 
当检测到包结束条件或是指定长度的数据传输结束时，done 位设置为 1。status 寄存器

的写操作会 IRQ。 

DMA 传输进行时，busy 位为

如果 DMA 控制器接收到读取 1。 

如果 DMA 控制器接收到写数 1。 

传送完指定长度的字节后，D

eadaddress 寄存器表示在 DMA 传输中要读取的第一个数据单元的地址。readaddress 寄
存器的宽度在系统生成时根据

 
· writeaddress 寄存器

w 表示在 A 传输中 address
寄存器的宽度在系统生成时根据写端口连接的从端口确定。 

清除 done 位，从而清除

busy 位 
1。 

reop 位 
数据端发出的包结束事件，DMA 传输结束，reop 位置

weop 位 
据端发出的包结束事件，DMA 传输结束，weop 位置

len 位 
MA 传输结束，len 位置 1。 

 
· readaddress 寄存器 

r
读端口连接的从端口确定。 

 

riteaddress 寄存器 DM 要写入的第一个数据单元的地址。write



 
· 器 

length 寄存器中的值表示从读端口到写端口要传输的字节数。length 寄存器宽度在系统

生成时确定。 
每当 DMA 的写端口完成一次写传输，length 寄存器的值便会减小，直到到达 0。如果

control 寄存器的 leen 位为 1，status 寄存器的 len 位在 length 寄存器的值到达 0 时会设为 1。
length 寄存器的值到 0 后就不再减小。 

长度寄存器的值以字节为单位，对于字传输，它必须是 4 的倍数；对于半字传输，它

必须是 2 的倍数。 
 
· control 寄存器 

control 寄存器的每一位分别控制 DMA 的一种内部操作。control 寄存器的值可以随时

被软件读取。通过 control 寄存器的相应位，软件可以确定 DMA 传输结束与产生中断请求

的条件。control 寄存器的位在表 2-17 中列出。 
 

表 2-17 control 寄存器的位 
位号 位名称 描    述 

 length 寄存

0 byte 字节 (8-位) 传输 
1 hw 半字(16-位) 传输 
2 word 字(32-位) 传输 
3 go 允许DMA 
4 i_en 允许中断 
5 reen 允许读端口的包结束事件 
6 ween 允许写端口的包结束事件 
7 leen 当长度寄存器的值到达0时，结束DMA传输 
8 rcon 从一个固定地址读取数据 
9 wcon 向一个固定地址写入数据 

 
byte、hw和word位 
byte、hw和word位分别表示数据传输的宽度为字节，半字和字。任何时候只能将其中的

一位设定为1。数据传输宽度取决于从设备的 小数据宽度。例如：DMA控制器需要读16
位闪存并且写32位的片上存储器，则传输宽度为半字，设定为：byte = 0、hw = 1且word = 0。 

go位 
当go位为1时，允许DMA传输进行。例如：如果length寄存器的值非0，则当go位从0变

到1时，传输开始。 
i_en位 
当i_en位为1且status寄存器的done位为1时，DMA产生一个中断请求（将IRQ输出设置为

1）。当i_en位为0时，IRQ输出永远为0。对status寄存器的写操作可以清除done位，从而清

除IRQ。 
reen位 
当reen位为1时，读端口一端的从设备可以通设置endofpacket来结束传输。 
ween位 
当ween位为1时，写端口一端的从设备可以通设置endofpacket来结束传输。 
leen位 



当leen位为1时，length寄存器 。当leen位为0时，即使length寄
器到达0，DMA传输也不会结束。 

（3）

ter 

  // length in bytes 

t np_dmacontrol;  // control register 

erved3;  // reserved 

 np_dma; 

 

excalibur.h 中声明，并在Ｎios 库（定制 SDK 的 lib
目录

描    述 

到达0时则DMA传输结束

存

rcon位 
rcon位控制读地址递增方式。 
wcon位 
wcon 控制写地址递增方式。 
 
数据结构和子程序 

 
以下是 DMA 控制器在软件中对应的数据结构： 
typedef volatile struct 

{ 

int np_dmastatus;  // status regis

int np_dmareadaddress;  // read address 

int np_dmawriteaddress;  // write address 

int np_dmalength;

int np_dmareserved1;  // reserved 

int np_dmareserved2;  // reserved 

in

int np_dmares

}

表 2-18 列出了 DMA 的软件子程序。只要在 Nios 系统中定义了一个或多个 DMA 外设，

便可使用这些子程序。这些函数在头文件

）中定义。 
 

表2-18 DMA软件子程序 
子程序名称 

nr_dma_copy_1_to_1 在固定的源地址和目标地址之间，传输transfer_count 
单位个数据 

nr_dma_copy_1_to_range 在源地址和目标地址之间，传输transfer_count 单位个

标地址在每次传输后增加。 数据。源地址固定，而目

nr_dma_copy_range_to_range 在源地址和目标地址之间，传输transfer_count 单位个

目标地址都增加。 数据。在每次传输后，源地址和

n 和目标地址之间，传输transfer_count 单位个r_dma_copy_range_to_1 在源地址

数据。目标地址固定，而源地址在每次传输后增加。 
 
这些子程序接受以下的参数： 
 

表2-19  DMA软件子程序的参数 
参数 类型 描    述 

dma np_dma* 指向DMA控制器的指针 
bytes_per_transfer int 必须为1、2或4，不必和总线宽度匹配 
source_address void* 传输的源地址 



destination_address  void* 传输的目标地址 
transfer_count void* 传输的数据数量 

 



第三章  系统硬件开发 

 

上的模块进行接口。无论是新接触 Nios 处理器的用户还是从事 FPGA

入式系统设计的用户，通过必要的步骤，都可以创建和编译一个 32 位的 Nios 系统设计

nios_system_module。该系统由 Nios 嵌入式处理器，相关的系统外设，以及用于与 Nios

开发板上的输入输出硬件相连接的部件组成。 

当 Nios开发板上的FPGA用 QuartusⅡ工程封装的nios_system_module 配置之后，FPGA

上的外部物理管脚就被该设计用来连接 Nios 开发板上其它的硬件，从而允许 Nios 嵌入式处

理器与 RAM、闪存、LED、LCD、开关和按键进行接口。 

整个内容可以分成两大部份： 

（1） “设计和编译”部分介绍怎么用 SOPC Builder 创建 Nios 系统模块并存入块设计

文件（.bdf），和怎么用 QuartusⅡ编译器编译 Nios 设计。 

（2） “编程”部分介绍怎么用 QuartusⅡ编程器和 ByteBlasterⅡ电缆配置 Nios 开发

板上的 FPGA，同时也介绍了怎么把设计存入开发板上的闪存。这样，只要开发板上电，FPGA

就能用自己的设计配置。 

本部分内容是从预定义的 QuartusⅡ工程开始的，所以在继续学习之前，读者需要了解

怎样去创建一个 QuartusⅡ工程，怎样设置编译环境，以及怎样布置和分配管脚等。 

 

3．1 硬件开发流程 

 

图 3-1 给出了创建一个 Nios 系统并在 Nios 开发板上实现原型设计的完整流程。图中

包括了创建一个工作系统所需要的硬件和软件设计任务，其中左半部分显示的是硬件设计流

程，右半部分显示的是软件设计流程。 

图 3-1 显示了硬件和软 一个完全可以工作的系

，知道每一部分能够为另一部分提供哪些内容是非常重要的。 

（

根据这

（1）

（

（3）

终分析的结果会同时会影响以后的硬件设计和软件设计。 

里，先来看一下硬件的开发流程。 

第 2 步开始，这一步用 SOPC Builder 系统软件选择合适的 CPU、

存储器、外设组件如片上存储器、PIOs、UARTs 和片外存储器接口，并定制它们的功能。SOPC 

Buil

的第 3步），该 SDK 可以立刻被用于嵌入式软件的开发。 

令来提高系统的性能，定制指令是用户设计的，通过设计直

接连 （ALU）的硬件功能块。相应地，也可以创建定制外设用于

关键的运算或数据传送任务（图 3-1 中的第 4 步）。 

本章内容介绍如何应用 QuartusⅡ软件和 SOPC Builder 创建和处理自己的 Nios 系统设

计，并与 Nios 开发板

嵌

件开发流程是如何交接的，以及为了得到

统

开发流程从预定义活动开始（图 3-1 中的第 1 步），主要是系统需求分析： 

（1）该设计需要什么样的计算性能？ 

2）系统处理多大的带宽或者流量？ 

些问题的答案，设计人员可以正确确定系统的需求： 

CPU 需要硬件加速乘法器吗？ 

2）设计中需要哪些外设？每种外设需要多少个？ 

拷贝数据时是否需要 DMA 通道以释放 CPU 时钟周期？ 

这

硬件设计从图 3-1 中的

der 可以很容易地把用户硬件组件连接到设计的系统中，并提供强大的选项来加速系统

性能。SOPC Builder 接受这些信息，自动地整合系统，并输出 HDL 文件来描述系统硬件。

SOPC Builder 同时也生成一个软件开发包（SDK），作为以后用户进行软件开发的基础（图

3-1 中

用户还可以通过创建定制指

接到 Nios CPU 算术逻辑单元



 

 

图 3-1  Nios 处理器系统硬件开发流程 

 

下一步，可以应用 QuartusⅡ软件，把特定的 Altera 器件选作目标，再把 SOPC Builder

生成的 HDL 文件进行布局布线操作。应用 QuartusⅡ软件，可以选择目标 Altera FPGA 器件，

分配 Nios 系统上各种 I/O 端口的管脚位置，同时可以应用任意的硬件编译选项和时间约束

条件（图 3-1 中的第 5 步）。编译期间，QuartusⅡ从 HDL 源文件综合产生一个网表，并且

QuartusⅡ会把网表装配进目标器件。 后，QuartusⅡ生成一个器件配置文件来配置 FPGA。 

应用 QuartusⅡ编程器和 Altera 下载电缆，可以把配置文件（用户 Nios 处理器系统的

硬件图）下载并装入开发板（图 3-1 中的第 6 步）。验证完硬件中的设计工作之后，新的硬

件配置被编程装入开发板中的非易失性存储器里。之后，开发板就可以作为系统的原型平台

来验证处理器硬件上的软件功能。 

现在就可以成功得到一个运 器系统的原型（图 3-1 中的

第 7 步）。大多数的硬件设计流程将继续下去， SOPC Builder 中的 HDL 融入更大规模

的单片

器件，从而在 Nios 开发板上实现用户的设计原型，或者将

其移植

 

需要为自己所使用的开发板创建一个 QuartusⅡ工程或打开已有的示例

程。启动 QuartusⅡ软件，新建一个工程，然后执行如下的步骤： 

• Stratix 1S10 开发板—\Nios_HW_Tutorial_Stratix_1S10 

\Nios_HW_Tutorial_Cyclone_1C20 

• Stratix 1S40 开发板—\Nios_HW_Tutorial_Stratix_1S40 

行在 Nios 开发板上的 Nios 处理

同时把

SOPC 设计中。设计者喜欢的综合工具能够综合出完整的设计，并且通过 QuartusⅡ

的布局布线操作把网表装入目标

到设计者自己的硬件系统中。 

 

3．2 创建 QuartusⅡ工程 

开始时，设计者

工

（1）从 Windows 的“开始”菜单选择“程序” → Altera → Quartus Ⅱ 

（2）从“File”菜单中选择“Open Project” 

（3）浏览所用开发板的“tutorals”目录，每一个开发板专用的指南可以在下面的目

录中找到：C:\altera\kits\nios\tutorials\<开发板专用指南目录的名称>。其中开发板专

用指南目录的名称如下： 

• Cyclone 1C20 开发板—



• Apex20E 开发板—\Nios_HW_Tutorial_Apex_20KE200 

（4）选择 quartus 文件 nios_system_module，单击“Open”按钮 

Quartus 工程将打开一个块设计文件（BDF），在此工程中，显示了还没有被连接的管脚

名，如图 3-2 所示。 

 

 

图 3-3-2  QuartusⅡ工程块设计文件 

 

的用户：早期出货的板子用的是工程样片（ES），用于 ES

器件 这里缺省使用的是非 ES 器件的配置文件。 

发板上的 Stratix 器件标记为“EP1S10F780C6ES”，那么它是一个 ES 器件，

定成 ES 器件，选择“Assignments”菜单中的“Select 

…”，把器件的型号改为 EP1S10F780C6ES。 

发板上的 Stratix 器件标记为“EP1S10F780C6”（没有“ES”），那么就不需

置，从 2003 年 8 月发布的 Nios 处理器版本 3.1 开始，所出的非 ES

缺省使用的。  

3．3  

这些

接到 Nios 开发板上的硬件组件

上。

步骤： 

开始使用 SOPC Builder 

（5）对于 Stratix 1S10 板

和非 ES 器件的配置文件是不兼容的，

a． 如果开

必须把 QuartusⅡ设计重新指

Device

b． 如果开

要改变器件设

器件工作时所用的文件就是这里

 

 创建 Nios 系统模块

 

这一部分描述如何使用 SOPC Builder 来创建 Nios 嵌入式处理器，配置系统外设，并把

组件连接起来生成一个 Nios 系统。下一步，就是把 Nios 系统的端口连接到 FPGA 器件

管脚上（被标示在 BDF 中），同时将对应的物理 FPGA 管脚连

 

这一部分包括如下

• 

• 添加 CPU 和外设 



• 指定基地址 

• 生成系统模块 

• 添加元件到 BDF 中 

 

3．3．1 开始使用 SOPC Builder 

 

    SOPC Builder 是一个软件工具，它允许设计者创建一个功能完整的定制的嵌入式微控

制器，称为 Nios 系统模块。一个完整的 Nios 系统模块包括一个 Nios 嵌入式微处理器以及

相关的系统外设。应用 SOPC Builder，可以很容易也很快地创建多主（multi-master）的

系统模块（主，从，总线仲裁逻辑等），并且已经连线，可以用于 Altera FPGA 中。 

SOPC Builder 提示设计者选择参数设置及可选的端口和外设。一旦 SOPC Builder 生成

了一个 Nios 系统模块，此模块就可以被顶层模块调用。 

我们可以遵循以下步骤来使用 SOPC Builder： 

（1）在 QuartusⅡ软件中，从“Tools”菜单中选择“SOPC Builder”。SOPC Builder

启动，显示“Creat New System”对话框。 

（2）在“System Name”一栏中键入“nios32”（图 3-3），在“HDL Language”下选

择“Verilog”或“VHDL”。 

 

 

图 3-3  创建新系统对话框 

 

（3）单击“Ok”按钮，显示“Altera SOPC Builder-nios32”窗口，其中显示的是

“System Contents”页面。 

现在就可以准备向系统中添加 CPU 和外设了。通过操作 SOPC Builder 组件表，可以

把它们装入 终的微控制器系统里。图 3-4 显示了 SOPC Builder 的“System C

面和 SOPC Builder 用于 nios32

3．3

 

加任何外设之前，在“System Clock Frequency”一栏中输入 50MHz（如图 3-4 所

示）。 很重要的一点是，这个

时钟频 。这里我们应用的时钟输入是开发板上的

50MHz 钟输入，那

么进

模块 

 

ontents”页

的组件表。 

 

．2 系统频率 

    在添

这个值用来在硬件生成和软件开发包 SDK 中获得精确的时钟，

率必须和进入 Nios 系统模块的频率相匹配

振荡器，如果应用的是锁相环 PLL 来改变这个频率，或者应用的是外部时

入系统模块的频率应该在这里输入“System Clock Frequency”一栏中。 

 

3．3．3 添加 CPU 和外设



 

         图 3-4  SOPC Builder 的“System Contents”页面 

 

许连接到 Nios 嵌入式处理器上，同时也可以和 FPGA 的内部逻辑或者

os 开发板上的外部器件通信。应用 SOPC Builder，可以为 Nios 系统模块定义系统外设的

名称、类型、存储器映射地址和中断。 

设计者可以添加下列模块到 SOPC Builder 中： 

• Nios 32 位 CPU 

• 片上 Boot Monitor ROM 

• 通信 UART（通用异步串行接口） 

• 定时器 

• 按键 PIO（可编程输入输出） 

• LCD PIO 

• LED PIO 

• 七段显示 PIO 

• 外部 RAM 总线（Avalon 三态桥） 

• 外部 RAM 接口 

• 外部 Flash 接口 

    图 3-5 给出了 Cyclone 开发板的例子，图 3-6 给出了创建 Nios 系统设计时添加到 SOPC 

Builder 中的组件。在图 3-5 和图 3-6 中，SOPC Builder 组件模块的名字显示在小括号里。 

可以添加的组件位于“Altera SOPC Builder-nios32”窗口的“System Contents”页

面的左半部分的模块池（Module pool）里（如图 3-4）。 

 

（1）Nios 32 位 CPU 

 

    Nios 系统外设允

Ni

向 nios32 系统中添加命名为“cpu”的 Nios 32 位 CPU，需要执行以下步骤： 



 

         图 3-5  Nios 开发板 

 

 

         图 3-6  LCD 板 

 

（1）在“Avalon Modules”下，选择“Nios Processor”。 

（2）单击“Add”按钮，标题为“Altera Nios 3.0-nios_0”的 Nios 配置向导窗口会

打开。 

（3）在“Architect

— Processor Architecture：Nios-32 

选

定制这些设置，那么选中“Enable advanced configuration controls”选项。一般，缺省

4）单击“Finish”按钮，返回“Altera SOPC Builder-nios32”窗口。 

ure”页面中指明以下选项（如图 3-7）： 

— Preset Configurations：Standard features/Average LE usage 

择这些配置选项可以自动设置其它的 Nios 向导页面，如果想浏览这些选项或者用户

的配置是可以接受的。 

（



 
  图 3-7  Nios CPU 的“Architecture”页面 

 

（5）在“Module Name”下用右键单击“nios_0”。 

（6）从弹出菜单中选择“Rename”。 

（7）把“nios_0”更名为“cpu”，当完成键入新名字并保存设置之后，按“return”

返回（如图 3-8）。 

 

 

  图 3-8  添加了 CPU 的 SOPC Builder 

 

在设计自己的 Nios 系统时，更改外设的名字并不是必需的，但是有意义的名字对于基



于外设 中，指定有意义的名字

对于

你将看见错误提示（如图 3-8）。在添加 Nios CPU

之后产生的这些错误会在添加完其它设计元素之后得到解决。在这一步，可以暂时忽略这些

错误信息

 

2）片上 Boot Monitor ROM 

 

添加名字为“boot_monitor_rom”的 boot monitor ROM 外设，可以执行如下步骤： 

    （1）在“Memory”下选择“On-chip Memory（RAM or ROM）”，单击“Add”按钮，标题

为“On-chip Memory–onchip_memory_0”的向导窗口会打开。 

（2）在“Attributes”页面中设置如下选项（如图 3-9）： 

— Memory Type：ROM（read-only） 

— Block Type：Automatic 

— Data Width：32 

— Total Memory Size：2KBytes 

指明这些属性之后，有一条警告信息“the ROM is empty”会显示在“On-chip 

Memory–onchip_memory_0”向导窗口的底部。这个问题会在第 4 步得到解决。 

（3）单击“Contents”页面。 

（4）选中“GERMS Monitor”选项（如图 3-9）。 

GERMS monitor 是一个简单的启动监视程序。在启动的时候，通过它可以看到存储器

以及和处理器的通信状况。在 Nios 软件开发部分我们还会看见更多的信息。 

 

的名字快速找出发生的问题是很有帮助的。同样，在软件开发

理解和外设相关的存储器映射问题也是很有帮助的。 

在 SOPC Builder 的信息显示窗口中

。 

（

 

SOPC Builder-nios32”窗口。 

（6）把“onchip_memory_0”更名为“boot_ROM”，具体步骤参看前面章节的内容。 

 

（3）通信

 

  图 3-9  Boot Monitor ROM 设置向导 

 

（5）单击“Finish”按钮，返回“Altera 

UART（通用异步串行接口） 



这里的 Nios 设计中包括了一个 UART 外设，主要是为了从处理器输出用的。 

添加名字为“uart1”的 UART 外设，可以执行如下步骤： 

（1）在“Communication”下选择“UART（RS-232 serial port）”，单击“Add”按钮，

标题为“Avalon UART-uart_0”的向导窗口会打开。 

（2）在“Configuration”页面中设置如下选项（如图 3-10）： 

— Baud Rate(bps)：115200 

— Parity：None 

— Data Bits：8 

— Stop Bits：1 

（3）单击“Simulation”页面。 

（4）选中“accerlated(use divisor =2)”选项（如图 3-10）。 

  和典型的 Nios 系统时钟速度相比，UARTS 速率是很慢的。即使是在 115200 波特率，

仿真 UART 发送或接收一个字符也需要花费较长的时间。UART 外设有一个选项

“accerlated(use divisor =2)”，可以允许在 1/2 系统时钟速度的波特率下仿真 UART，从

而加快仿真时间。 

 

 

 

ilder-nios32”窗口。 

 

（4）  

Nios CPU 类似，定时器外设有几个预设的配置需要在逻辑单元（LE）的使用和可配

置性

的。相反的，一个全特征的定时器（full-featured timer）是可以配置

的，但是用到更多的 LE。开发者可以使用一种预设的配置，也可以自己定义用户设置。 

  图 3-10  通信 UART 设置向导 

（5）单击“Finish”按钮，返回“Altera SOPC Bu

（6）把“uart_0”更名为“uart1”，具体步骤参看前面章节的内容。 

定时器

 

与

之间进行协调。例如，一个简单的时间间隔定时器（interval timer）用到很少的 LE，

但是它是不可配置



添加名字为“timer1”的定时器外设，可以执行如下步骤： 

（1）在“Other”下选择“Interval timer”，单击“Add”按钮，标题为“Avalon 

Timer-timer_0”的向导窗口会打开。 

（2）在窗口中进行如下设置（如图 3-11）： 

— 在 Timeout Period 下设置 Initial Period：1msec 

— Preset Configurations：Full-featured（v1.0-Compatible） 

 

 

  图 3-11  定时器设置向导 

 

（3）单击“Finish”按钮，返回“Altera SOPC Builder-nios32”窗口。 

（4）把“timer_0”更名为“timer1”，具体步骤参看前面章节的内容。 

定时器软件库中的子程序需要依赖一个命名为“timer1”的定时器，如果这里不使用

“timer1”命名，那么这些程序不会被编译进库中。 

 

（5）按键 PIO（可编程输入输出） 

 

为了给 Nios 开发板上的按键提供接口，需要添加名字为“button_pio”的按键 PIO 外

设，执行步骤如下： 

（1）在“Other”下选择“PIO（Parallel I/O）”，单击“Add”按钮，标题为“Avalon 

PIO-pio_0”的向导窗口会打开。 

（2）在窗口中进行如下设置（如图 3-12）： 

— Width：4 bits 

— Direction：Input ports only 

当选择“Input port ns”页面就变得有效了。 

（3）单击“Input Options”页面。 

s only”选项后，“Input Optio



 

  图 3-12  按键 PIO 设置向导 

 

（4）在“Edge Capture Register”下选中“Synchronously capture”选项。 

（5）选择“Either Edge”。 

（6）在“Interrupt”下选中“Generate IRQ”选项。 

（7）选择“Edge”。 

（8）单击“Finish”按钮，返回“Altera SOPC Builder-nios32”窗口。 

（9）把“pio_0”更名为“button_pio”，具体步骤参看前面章节的内容。 

（6）LCD PIO 

 

为了给 LCD 面板提供接口，需要添加名字为“lcd_pio”的 LCD PIO 外设，执行步骤如

下： 

（1）在“Other”下选择“PIO（Parallel I/O）”，单击“Add”按钮，标题为“Avalon 

PIO-pio_0”的向导窗口会打开。 

（2）在窗口中进行如下设置（如图 3-13）： 

— Width：11 bits 

— Direction：Bidirectional(tri-state) ports 

包含在 Nios 开发包 以 LCD 使用双向的管脚。 

（3）保留“Input Options”页面中的缺省设置。 

（7）LED PIO 

了给 Nios 开发板上的 LED 提供接口，需要添加名字为“led_pio”的 LED PIO 外设，

执行

 

中的 LCD 模块能够被写入和读出，所

（4）单击“Finish”按钮，返回“Altera SOPC Builder-nios32”窗口。 

（5）把“pio_0”更名为“lcd_pio”，具体步骤参看前面章节的内容。 

 

 

为

步骤如下： 

 



 

  图 3-13  LCD PIO 设置向导 

（1）在“Other”下选择“PIO（Parallel I/O）”，单击“Add”按钮，标题为“Avalon 

PIO-pio_0”的向导窗口会打开。 

（2）在窗口中进行如下设置（如图 3-14）： 

— Width：8 bits 

— Direction：Output ports only 

      在这里，LED PIO 只是用作输出，并且在系统模块和连接到 LED 的管脚之间有一个变

换器。所以，当完成的设计下载到 FPGA 时，LED 被点亮，表明在开发板上运行的设计是正

确的。 

 

 

  图 3-14  LED PIO 设置向导 

 



（3）单击“Finish”按钮，返回“Altera SOPC Builder-nios32”窗口。 

（8） 段显示 PIO 

 

添加名字为“seven_seg_pio”的七段显示 PIO 外设，需要执行如下步骤： 

（1）在“Other”下选择“PIO（Parallel I/O）”，单击“Add”按钮，标题为“Avalon 

PIO-pio_0”的向导窗口会打开。 

（2）在窗口中进行如下设置： 

— Width：16 bits 

— Direction：Output ports only 

（3）单击“Finish”按钮，返回“Altera SOPC Builder-nios32”窗口。 

（4）把“pio_0”更名为“seven_seg_pio”，具体步骤参看前面章节的内容。 

 

（9）外部 RAM 总线（Avalon 三态桥） 

 

SOPC Builder 使用 Avalon 接口把片上组件与 Avalon 主或从端口相连。例如，Nios CPU

有一个 Avalon 主端口，UART 组件有一个 Avalon 从端口。当 Nios 系统与 Nios 开发板上 FPGA

的外部存储器通信时，就必须在 lder 所生成系统的本地连接接

口）和连接外部存储器的总线之间增加一个桥。 

te Bridge-tri_state_bridge_0”的向导窗口会打开，如图 3-15。缺省

（4）把“pio_0”更名为“led_pio”，具体步骤参看前面章节的内容。 

 

七

Avalon 总线（它是 SOPC Bui

添加名字为“Ext_Shared_Bus”的 Avalon 三状态桥，需要执行如下步骤： 

（1）在“Bridges”下选择“Avalon Tri-State Bridge”，单击“Add”按钮，标题为

“Avalon Tri-Sta

情况下，“Registered”选项被选中。 

 

 

  图 3-15  Avalon 三状态桥向导 

 

“tri_state_bridge_0”更名为“Ext_Shared_Bus”，具体步骤参看前面章节的

内容

（10

lder 中的开发板选择包括为开发板上的各种组件进行接口的选择。开发板接

口选

（2）单击“Finish”按钮，返回“Altera SOPC Builder-nios32”窗口。 

（3）把

。 

 

）外部 RAM 接口 

 

SOPC Bui

择之一就是存储器器件。现在你可以为开发板选择存储器器件了，添加名字为



“SRAM_1MByte”的外部 RAM 外设，需要执行如下步骤： 

（1）在“System Contents”页面，从开发板选择中单击开发板下面的“+”，选择如下

的 SRAM 组件：  

• Stratix 1S10 开发板：IDT71V416 SRAM 

• Cyclone 1C20 开发板：IDT71V416 SRAM 

• Stratix 1S40 开发板：IDT71V416 SRAM 

（2）单击“Add”按钮，标题为“SRAM(two IDT71V416 chips)-nios_dev_board_sram32…”

的向导窗口会打开。 

（3）在“Attributes”页面，确定存储器大小被设置为 1024kb（如图 3-16）。 

（4）单击“Simulation”页面。 

（5）选择“Build”。 

“Build”选项表明当生成系统时，Nios 程序会自动编译。 

（6）单击“Browse(…)”按钮。 

（7）选择“hello_world.c”文件，并单击“Open”按钮（如图 3-16）。 

这一步的目的是为了显示在 Nios 系统上添加一个仿真运行的程序文件是多么地容易。

在这里添加你的.c 文件，SOPC Builder 将产生一个测试平台，来观察硬件仿真中执行的软

件程序。 

 

 

  图 3-16  外部 RAM 设置向导 

 

（8） Altera SOPC Builder-nios32”窗口。 

（9） 为“SRAM_1MByte”，具体步骤参看前面章节的内容。 

 

（11）外

 

添加名字为“Flash_8MByte”的外部 Flash 外设，需要执行如下步骤： 

（1） 的“+”，为开发板选择如下的外部 Flash 外设：  

• S  

sh 

单击“Finish”按钮，返回“

把“sram_0”更名

部 Flash 接口 

单击已有的开发板下面

tratix 1S10 开发板：AMD29LV065D flash

• Cyclone 1C20 开发板：AMD29LV065D flash 

• Stratix 1S40 开发板：AMD29LV065D fla

（2）单击“Add”按钮，标题为“8Mbyte Flash Memory-amd_Avalon_am29lv065d_flash_0”



的向导窗口会打开。 

（3）从“Address/Data”下拉列表框中选择“23 address bits/8 data bits”（如图

3-17）。 

 

 
图 3-17  外部 Flash 向导 

 

（4）单击“F 口。 

（5）把“amd_avalon_amLV065d_flash_0”更名为“Flash_8MByte”，具体步骤参看前

   现在已经完成了添加外设的工作，在其后的设计入门部分，我们将在 SOPC Buil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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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我们设置并锁定了 Flash 的基地址为 0，但是允许 SOPC Builder 改变其它的地址值。 

之所

定地址空

 

（1）指定

 

按回车。

在 S 一个错误，原因是这个新的 Flash 基地址和其它

外设的基

当 SOPC 表中选中 Flash 时，Flash 外设会被高亮显示。 

（2）在 ddress”，一个挂锁的图 3-标会出现在 Flash

基地址下

（3）在“System”菜单下选择“Auto Assign Base Address”，“Auto Assign Base Address”

inish”按钮，返回“Altera SOPC Builder-nios32”窗

面章节的内容。 

  

中设置选项。 

 

．4 指定基地址 

SOPC Builder 会为 Nios 系统模块中的组件分配缺省的基地址值，但是你可以进行修改

以把 Flash 基地址设置为 0X0000，是为了在讨论硬件和存储在 Flash 存储器中一

间的软件配置时能简单一些，而不用考虑地址偏移。 

Flash 基地址 

指定 Flash 基地址，可以执行如下步骤： 

（1）在 SOPC Builder 模块表中，单击“Flash_8MByte”外设的“Base”，键入“0x0”并

 

OPC Builder 的提示信息域会出现

地址发生了冲突。这个问题会在第 3步得到解决。 

 Builder 模块

“Module”菜单下选择“Lock Base A

。 



会为 SOPC Builder 中所有没有锁定的地址重新分配基地址，以避免地址映射冲突。第 1 步

中出现的错误在这里就会得到解决，并且在 SOPC Builder 的提示信息域不再有错误信息显

示。图 3-18 显示了整个完整的系统以及它的地址映射。 

 

 

 

如下的系统设置： 

（1）点击“Nios More‘cpu’settings”页面，引号中的文字是 Nios CPU 模块的名字，

这里的“cpu”就是我们前面定义过的 CPU 模块的名字。 

（2）在“Nios System Settings”下进行如下设置（如图 3-19）： 

— Reset Location 

   - Module：boot_ROM 

   - Offset：0x0 

— Vector Table (256 bytes) 

   - Module：SRAM_1MByte 

   - Offset：0x000FFF00 

— Program Memory 

   - Module：SRAM_1MByte 

— Data Memory 

   - Module：SRAM_1MByte 

— Primary Serial Port (printf,GERMS) 

   - Module：uart1 

— Auxiliary Serial Port 

   - Module：uart1 

— System Boot ID：Nios HW Tutorial 

对于“System Boot ID”来说，你可以选择输入任何 多 25 个字符的字符串。当系统

动时，Nios CPU 会把这串字符发送到 UART。 

下，确保没有任何一个选项被选中，因为这里我们没

图 3-18  终的系统以及它的地址映射和 Nios 系统设置 

在向系统模块添加完组件之后，必须进行

启

（3）在“Software Components”



有用到其它的软件组件。 

 

 
图 3-19  SOPC Builder More ‘cpu’settings 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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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点击“System Generation”页面。 

（2）在“System Generation”页面的“Options”下进行如下设置（如图 3-20）： 

— SDK：选中 

   关于 SDK 中生成文件的更多信息可以参照 Nios 嵌入式处理器软件开发手册。 

— HDL：选中，并且从列表框中选择你的开发板上的 FPGA 的器件家族。 

— Simulation：如果你在 PC 上安装了 ModelSim 软件，那么选中该选项。 

   关于生成的仿真文件的更多信息可以参照 AN189：Nios 嵌入式处理器设计仿真。 

（3）单击“Generate”按钮。 

    根据设定选项的不同，SOPC Builder 在设计生成过程中会执行不同的动作。这里我们

所创建的设计，由于所有可用的系统生成选项都选中了，所以 SOPC Builder 执行如下动作： 

— 生成 Verilog HDL 或 VHDL 源文件 

— 新建一个仿真工程和源文件 

— 为“Nios More‘cpu’settings”页面中选中的选项生成 SDK，C 和汇编语言头

以及源文件 

— 为系统中的硬件编译用户软件库 

— 编译应用在 boot Monitor ROM 中的 GERMS 监控软件 

．5 生成系统模块 

 

为了让 Nios 设计成为开发板上的 FPGA 器件编译的 Quartus Ⅱ工程的一部分，首先必

须生成设计逻辑。

为了生成设计逻辑，需要执行如下步骤： 



 

图 3-20  SOPC Builder System Generation 页面 

 

在整个生成过程中，信息和提示会出现在“System Generation”页面的信息框中。 

（4）当生成过程完成之后（如图 3-21），会显示“SYSTEM GENERATION COMPLETED”信

息。单击“Exit”按钮退出 SOPC Builder。 

 

 

图 3-21  系统生成过程完成 

 

3．6 添加符号到 BDF 中 3．



 

在生成过程中，SOPC Builder 会为你的 Nios 系统模块创建一个符号（Symbol）。你可

以添加这个符号到你的 BDF 中。 

为了添加符号，需要执行如下步骤： 

软件，在 BDF 窗口中的任何一个地方双击鼠标，会出现一个

“Symbol”对话框（如图 3-22）。 

 

（1）返回到 Quartus Ⅱ

 

图 3-22  Symbol 对话框 

 

（2）在“Symbol”对话框中，点击“Project”来扩展 Project 符号目录。 

（3）在“Project”下，选择“nios32”，一个代表你刚创建的 Nios 系统的大的符号会

出现。 

（4）单击“Ok”按钮，“Symbol”对话框关闭，一个 nios32 符号的略图 3-会粘附在鼠

标所在的位置。 

    （5）放置这个符号，以和块设计示意文件中已经存在的管脚对接上（如图 3-23）。 

 

 

图 3-23  添加 nios32 符号 



 

（6）在“File”菜单下选择“Save”。 

 

3．4 编译设计（Compilation） 

 

    在编译过程中，编译器定位和处理所有的设计和工程文件，生成和当前编译相关的信息

和报告，同时创建 SOF 文件和任何可能的编程文件。 

    编译“nios_system_module”设计，需要执行以下步骤： 

（1）在“Processing”菜单下选择“Start Compilation”,当然也可以点击工具栏上

的编译按钮。 

如果出现提示信息，询问是否想保存对 BDF 文件所做的改动，选择“Yes”。 

编译器立即开始应用“nios_system_module”的编译设置编译“nios_system_module”

设计实体和所有从属的设计实体。当设计进行编译时，状态窗口自动显示每一个编译阶段的

进度百分比和时间花费。编译的 新。总的编译时间大概需要 10

分钟甚至更多，主要取决于所用计算机的处理能力，可用存储器的容量和 SOPC 设计的复杂

程度

结果在编译报告窗口中被更

。  

    编译器可能会显示如下一条或多条的警告信息，但是不会对设计的结果产生影响（如图

3-24）。 

 

 
图 3-24  编译器提示信息 

 

（2）当编译完成之后，你可以浏览“nios_system_module Compilation Report”窗口

中的结果（如图 3-25）。 

 

 
图 3-25  编译器报告 

 



    如果编译器显示了任何错误信息，你应该在设计中更正并重新编译直到再没有错误发

生。你可以选中某条信息并按右键，在浮动菜单中选择“Locate”来找到它的源，或者在浮

动菜单中选择“Help”来显示这条信息的帮助信息。 

 

3．5 编程（Programming） 

 

成功编译之后，QuartusⅡ编译器生成一个或多个编程文件，编程人员可以用这些文件

编程或配置一个器件。你可以下载配置数据，通过连接到 Nios 开发板上的 JTAG 端口（J24）

的 ByteBlaster 通信电缆直接装入 FPGA。你也可以通过 JTAG 或者通用串口将配置数据写到

Nios 开发板上的 Flash 存储器，这种方法允许你用存储在 Flash 存储器的数据配置 FPGA。  

 

3．5．1 配置 FPGA 

 

    一旦正确连接，并开始用 ByteBlaster 电缆通过 JTAG 端口来传输配置数据，那么立即

就可以在 Nios 开发板加电之后用你的设计配置 FPGA。 

    为了用“nios_syst ，需要执行以下步骤： 

（1）在“Tools”菜单下选择“Programmer”,“Programmer”窗口打开一个空的链描

述

em_module”设计配置 Nios 开发板上的 FPGA

文件（.cdf），如图 3-26 所示。 

 

 

图 3-26  JTAG 链 

2）在“File”菜单下选择“Save As”。 

“Save as type”列表框中，确定“Chain Description File”被选择。 

。  

 

（

（3）在“Save As”对话框中，在“File name”栏键入“nios_system_module.cdf”。 

（4）在

（5）单击“Save”。 

（6）在“Programmer”窗口中的“Mode”列表框，确定“JTAG”被选择。  

（7）在“Programming Hardware”下，单击“Setup”按钮，“Hardware Setup”对话

框出现，如图 3-27 所示

 

 



 

图 3-27  Hardware Setup 

 

（8） laster Ⅱ”。 

    

    “Add Hardware”按钮，“Add Hardware”对话框会出现，如图 3-28 所示。 

在“Hardware Type”列表框中，选择“ByteBlaster or ByteB

如果“ByteBlasterMV or ByteBlaster Ⅱ”选项没有出现在“Hardware Type”列表框

中，那么进行如下操作： 

 a. 单击

 

 

图 3-28  Add Hardware 

 

并单

击“

    ，并单击“Select Hardware”按钮。“Programming Hardware”

下会

Quartus Ⅱ安装中“安装 ByteBlasterMV & 

Byte

（

（12）在“File name”中指定“nios_system_module.sof” 

rammer”窗口中列出。 

（14）在“Programmer”窗口中，选中“Program/Configure”选项，如图 3-29。 

 

     b. 从“Hardware Type”列表框中，选择“ByteBlasterMV or ByteBlaster Ⅱ”

Ok”。 

 c. 现在选择“ByteBlaster”

显示出你的选择。 

为了获得更多的信息，请参照 PC 机

Blaster Ⅱ并口下载电缆”部分内容。 

9）在“Port”列表框中，选择连接到 ByteBlaster 电缆的端口，单击“Ok”按钮。 

（10）单击“Close”，退出“Hardware Setup”窗口。 

（11）单击“Add File”，“Select Programming File”对话框会出现。 

（13）单击“Open”，指定的 SOF 文件会在“Prog

 



 

图 3-29  选中 Program/Configure”选项 

 

（15）单击“Start”,Progra ，进度条会显示数据下载的比

。当配置完成之后，会显示一条提示信息。 

    

• 存 RMS 执行如下的系统初

始化任务

    

    4000C 处检查两个 Flash 存储器字节（它寻找 Nios

    

lash_base+0x4000C 处执行一个调用并在这里运行程序。 

源代码中被改变。 

来重新载入出厂时的缺省参考设计并继续下去。 

GA 上运行，你已经创建了一个用户微

器点亮 LEDs，并运行 GERMS 监控软件。GERMS 监控软件是一个启动监视

程序

，现在你已经创建了你

自己

在 Nios 系统上运行软件 

mmer 开始下载数据到 FPGA 中

例

当设计成功下载到 Altera 器件，会发生下面一些事件： 

• 如果硬件配置成功完成，Nios 开发板上的 D0-D7 LEDs 被点亮。 

储在 boot_monitor_rom 外设中的 GERMS 监控软件运行。GE

： 

    — 屏蔽掉 UART，定时器和开关 PIO 中断 

— 设置堆栈指针寄存器到 RAM 的顶部 

— 为可执行代码在 Flash_base+0x

拼写的前两个字符“N”和“i”） 

— 当 GERMS 监控软件确定在 Flash 存储器的 Flash_base+0x4000C 处的字节包含了“N”

和“i”，它就在位置 F

    如果需要的话，在 Flash_base+0x4000C 处的检查可以在 GERMS 的

    如果不能正确地配置器件，可以按下 Nios 开发板上的“Safe Config or Force Config”

按钮（SW9），

 

3．5．2 用户微控制器 

 

想一想，在很短的时间里，从勾画到编译并在 FP

控制器！ 

缺省地，微控制

，它等待从串口传输的命令。这些命令常常存储在一个可执行文件里，该文件是你下载

并运行在你的微处理器上的。其中一些会在下一部分用到。重要的是

的微控制器。 

 

3．5．3 

 



    现在你已经下载了硬件设计到 Nios 开发板中，你必须验证它能否正常工作并运行已编

译的代码。下一步，是把设计存入板上 Flash 存储器。在这一部分，你将编译 SOPC Builder

生成的示例代码。这个代码是被自动放在你的工程的 SDK 目录中的。编译完这个代码之后，

下载它，并在你已装入 FPGA 的系统模块上运行。 

    这一部分包含如下内容： 

（1）Nios SDK Shell 提示 

（2）开始 Nios SDK Shell 

（3）编译并运行示例测试程序 hello_nios.srec 

 

（1） Nios SDK Shell 提示 

 

    如果你喜欢用键盘输入，那么可以跳过这一部分。下面是一些应用 Nios SDK Shell 的

快捷方式和提示。 

• Nios SDK Shell 缺省情况下会打开/altera/kits/nios/examples 目录，为了改变你

的 SDK 目录，可以键入： 

cd../tutorials/<board specific tutorial>/cpu_sdk/src↙ 

• Nios SDK Shell 支持 用*键进行模式匹配。所

以，不需要输入完整的字符串，只需要输入几个字符就可以了。 

        — 键入 tut 并按 Tab 键，相当于键入单词 tutorials 

（2）

 

    

•

•

•

要

从 ltera → Nios Development Kit（安装

的版本 Nios SDK Shell”窗口出现，“Nios 

SDK S ，如图 3-30 所示。 

 

（3）

你可以编译并运行 Altera 提供的 hello_nios.c 程序来测试你已经下载到 FPGA 里的

nios_system_module 设计的功能。hello_nios.c 程序位于 c:\altera\kits\nios 

用 Tab 键完成拼写唯一的命令，并支持

例如： 

        — 键入*sdk，相当于键入<Nios CPU name>_sdk 

• 使用这些键盘快捷方式，改变 Nios 目录的命令，可以以下方式键入： 

cd../tut<Tab key>/Nios_HW<Tab key>/*sdk<Tab key>/src↙ 

• 作为一种快捷方式，可以键入 nb 代替键入 nios-build。例如： 

    nb hello_nios.c↙ 

• 作为一种快捷方式，可以键入 nr 代替键入 nios-run。例如： 

    nr hello_nios.srec↙ 

 

开始 Nios SDK Shell 

Nios SDK Shell 是一种类似于 UNIX 的命令字 Shell，它可以做下面这些事情： 

• 建立代码 

 下载代码到 Nios 开发板 

 运行功能（如 nios-build 和 nios-run） 

 运行 Nios 开发板上的各种测试程序 

开始 Nios SDK Shell，需要执行以下步骤： 

Windows 的“开始”菜单选择“程序” → A

号）→ Nios SDK Shell（Windows 开始采单）。“

hell”窗口显示一些文字，包括路径信息和一些示例程序的信息

编译并运行示例测试程序 hello_nios.srec 

 



\tuto HW_Tutorial_<Nios board version>\cpu_sdk\src 工程子目录下。你可

以使用 d 和 nios-run 来编译 hello_nios.c 程序并在 Nios 系统上运行。 

 

rials\Nios_

nios-buil

 

图 3-30  Nios SDK Shell 

 

要从 Nios SDK Shell 中编译并运行示例的 hello_nios.c 测试程序，需要执行以下步骤： 

<Nios board version>/cpu_sdk/src↙ 

把 hello_nios.srec 程序下载到开发板里并运行，在 Nios SDK Shell 命令提示符

下，

ec↙ 

    un 缺省情况下会

统模块上运行

，并应用两个七段显示

_nios.srec 程序执行完成之后，Nios 处理

器重

的信息，可以参考 Nios 嵌入式处理器软

Reset”按

U Reset”

按钮 ”按钮不会重新配置

FPGA。 

（5）按下“Ctrl+C”，返回 Nios SDK Shell 命令提示状态。 

（1）在 Nios SDK Shell 命令提示符下，键入如下命令来改变目录到适当的工程子目录： 

cd c:/altera/kits/nios/tutorials/Nios_HW_Tutorial_ 

    在 Nios SDK Shell 窗口中，你必须使用“/”而不是“\”作为目录的分隔符。 

（2）在 Nios SDK Shell 命令提示符下，键入如下命令： 

    nios-build hello_nios.c↙ 

    nios_build 编译 hello_nios.c 文件中的 c 代码，并生成 hello_nios.srec 文件。 

（3）

键入如下命令： 

    nios-run –r –p com<com port number> hello_nios.sr

如果你没有用–p com<com port number>指定 COM 端口，那么 nios-r

使用 COM1。 

    nios-run 经由 COM1 端口发送可执行代码，接着在你创建的 Nios 系

hello_nios.srec 程序。这个程序生成“Hello, from Nios!”信息

LEDs（U8 和 U9）从 99 到 00 向下计数。当 hello

新开始执行 GERMS 监控软件，如图 3-31 所示。 

    要了解更多关于 nios-build 和 nios-run 命令

件开发部分内容。 

（4）当 hello_nios.srec 程序执行完成之后，按下 Nios 开发板上的“CPU 

钮（SW8），从 Nios 嵌入式处理器中清除 hello_nios.srec 程序。 

“CPU Reset”按钮（SW8）是和 Nios 系统模块中的 Reset 管脚相连的，按下“CP

相当于执行了一次微处理器的加电重启过程。按下“CPU Reset



 

图 3-31  运行 hello_nios.srec 程序 

 

3．6 下载设计到 Flash 存储器 

 

    你可以把配置数据存储到到 Nios 开发板上的 Flash 存储器器件里。这一部分描述了怎

么使用 hexout2flash 去把在 Quartus Ⅱ软件中创建的.hexout 硬件配置文件转换成一个用

于 GERMS 监控软件的新文件。GERMS 监控软件使用这个新文件来擦除 Nios 开发板上 Flash

存储器中的用户配置部分。擦除之后，GERMS 监控软件接着下载“nios system module”配

置数据到 Nios 开发板上的 Flash 存储器器件中的用户配置部分。 

    要下载配置数据到 Nios 开发板上的 Flash 存储器器件中，需要执行以下步骤： 

（1）确定完成的硬件设计已经在 Nios 开发板上运行。 简单的判断方法就是看 D0-D7 

LEDs 是否都被点亮。如果全部点亮，说明已经正确运行。 

（2）通过回退两级，从 cpu_sdk/src 目录改变到你的 Quartus Ⅱ工程目录： 

cd ../..↙ 

（3）根据用来创建 hexout2flash 文件 nios_system_module.hexout 所用的开发板的不

同，选择键入下面命令中的一种： 

    对于 Nios Stratix 1S10 开发板类型： 

    hexout2flash 

    对于 Nios Cyclone 1C20 开发板类 ： 

时，会创建一个新文件 

sh 

.hexout 文 件 并 更 名

为.

–b 0x600000 –s 0x06bde6 

型

    hexout2flash –b 0x600000 –s 0x06c9cb 

    对于 Nios Stratix 1S40 开发板类型： 

    hexout2flash –b 0x400000 –s 0x17a1a0 

生成 nios_system_module.hexout 文件

nios_system_module.hexout.fla

hexout2flash 只 是 预 先 把 下 面 的 GERMS 命 令 写 到

hexout.flash 文件。 

e600000↙ 

e610000↙ 



e620000↙ 

e630000↙ 

e640000↙ 

e650000↙ 

e660000↙ 

e670000↙ 

e680000↙ 

e690000↙ 

e6a0000↙ 

r600000↙ 

    

命令

提示

-run 开始下载配置数据到 Nios 开发板上的 flash 存储器器件里，存储器地址从

0x60

一步。

器中存储的 nios_system_module 数据配置 FPGA，按下 Nios 开发板上

的“Power-On Reset”按键（SW10）。 FPGA 就会被 flash 存储器器件中存储的

ni 都会被点

亮

处理器和 SOPC Builder 的知识，可以参考以下内容： 

• 关于使用 Nios Processor 的一些更先进特性的内容，可以参照： 

imultaneous Multi-Mastering with the Avalon Bus 

  — AN188：Custom Instructions for the Nios Embedded Processor 

    

Custom Instructions Tutorial 

关于其它的 Nios 软件开发的内容，可以参照： 

    — Nios Software Development 

    — Ni ocessor Software Developm e Manual 

   ios Embedded Proces

   edded Proces

    — AN284：Implementing 

并用于 Nios 开

c:\altera\kits\nios

GERMS 中的命令 e 是用来清除 e后面那个位置的 flash 内容的（第一条命令 e600000 意

思是清除包含600000的flash中的那个部分的）。 后一条命令r600000是一个重定位命令，

它影响 hexout 文件中的所有地址。缺省地，hexout 文件从 0x00000 开始写，但是写数据到

flash 时从地址 0x600000 开始，因为我们使用了（r）重定位命令。 

（4）为工程下载配置数据到 Nios 开发板上的 flash 存储器，在 Nios SDK Shell

符下，键入如下命令： 

    nios-run –r nios_system_module.hexout.flash↙ 

nios

0000 开始。这个任务可能需要几分钟来完成。当下载完成之后，nios-run 返回终端模

式。 

如果下载过程成功，Nios SDK Shell 显示一串句点（.）。如果 Shell 显示一个感叹号

（!），那么在 flash 编程中遇到一个错误。如果收到一个感叹号（!），那么试着再次执行这

 

（4）要用 flash 存储

os_system_module 数据配置。当配置完成之后，Nios 开发板上的 LED0 到 LED7

，并且 GERMS 监控软件会显示文字“Nios Hardware Tutorial”或者任何你所选择的用户

信息。 

到这里，我们已经完成了创建，验证，和使用第一个 Nios 系统。要学习更多关于 Nios

嵌入式

    — AN184：S

  

— AN189：Simulating Nios Embedded Processor Designs 

    — Nios 

• 

Tutorial 

os Embedded Pr ent Referenc

 — N sor 16-Bit Programmer’s Reference Manual 

 — Nios Emb sor 32-Bit Programmer’s Reference Manual 

Interrupt Service Routines in Nios Systems 

• 可以下载 发板的多种参考设计位于以下目录： 

\examples 



第四章 系统软件开发 

 

本部分内容介绍 Nios 处理器的软件开发，基本的软件开发流程包括编译、调试和建立

入式软件的原型。这里介绍的Nios开发包只是一个示例性的平台，但是对于任何一个Nios

的一般性概念都是有用的，它们可以用于以下的 Nios 开发包： 

Nios Development Kit, Stratix Edition 

·Nios Development Kit, Stratix Professional Edition 

4． 软件开发流程 

开发

程，左半部分显示的是硬件开发流程。这里，我们将遵循图 4-1 中“Software Development”

 Development Board”步骤来说明整个软件开发流程。 

于硬件开发流程，可以参考第三章介绍的 Nios 硬件开发部分内容。 

嵌

处理器系统，这里介绍

·

·Nios Development Kit, Cyclone Edition 

 

1 

 

图 4-1 显示了创建一个 Nios 系统并在 Nios 开发板上建立系统原型的完整的设计流程。

图中包括了创建一个工作系统所需要的硬件和软件任务。其中，右半部分显示的是软件

流

和“Software Prototype on the

关

 

 

图 4-1  Nios 处理器系统软件开发流程 

 

图 4-1 显示了硬件和软件开发流程是如何交接的，为了得到一个完全可以工作的系统，

道每一部分必须为另一部分提供哪些内容是非常重要的。 

中的第 1 步），主要是系统需求分析： 

1）该设计需要什么样的计算性能？ 

正确的系统需求： 

（1）CPU 需要硬件加速乘法器吗？ 

要哪些外设？每种外设需要多少个？ 

3）拷贝数据时是否需要 DMA 通道以释放 CPU 时钟周期？ 

知

开发流程从预定义开始（图 4-1

（

（2）系统处理多大的带宽或者流量？ 

根据这些问题的答案，设计人员可以确定

（2）设计中需

（



终分析的结果会影响以后的硬件设计和软件设计。 

基于系统需求，硬件设计是从 SOPC Builder 系统综合软件开始的。在这一点上，你可

以开始写器件独立的 C/C++，例如算法或者控制程序（图 4-1 中的第 2 步）等。你可以使用

已有的软件库和（或）操作系统内核来加快开发进程。 

当硬件设计人员用 SOPC Builder 定义了用户 Nios 处理器硬件系统之后，SOPC Builder

成一个用户软件开发包（SDK），这形成了软件开发流程的基础。基于 SDK（图 4-1 中的第

相互作用在较低层次的软件。SDK 定义了用户硬件的软件

视图，包括存储器映射和访问系统中硬件模块的数据结构。SDK 提供了访问标准外设的软件

例程

的基本的Nios处理器硬件原型设计之后，

件开发组可以下载软件到开发板，并建立在硬件上运行的软件原型（图 4-1 中的第 5 步）。

种用于编译软件工程和下载程序到开发板上的运行命令。其中，下载

任务是通过使用 ByteBlasterMV 或者 ByteBlaster Ⅱ下载电缆或串行线来完成的。 

 

如果系统包含了用户硬件模块，那么你必须用低层次的 C 或汇编语言创建用户硬件的接

和外部世界通信；这些程序也

可能很复杂，例如用中断服务程序连续监视和处理从外部来的激励信号。在很多情况下，硬

件工

3.0）和相关的软件开发工具的 PC  

（2）配置有出厂时已编程的“safe”参考设计的 Nios 开发板，开发板应该被调整好并连

（3）安装好 ByteBlaster 下载电缆的驱动程序。具体可以参考 PC 机 Quartus Ⅱ安装手

册。

位于\altera\kits\nios 目

之下。 

表 4-1  目录结构 

生

3 步），你可以开始编写与硬件模块

，例如 UARTs，PIOs 和 DMA 控制器。只需要付出很少一点的开发努力，你就可以使用

SDK 与基本的系统模块成功通信。 

用 SDK 生成的例程，头文件以及其它软件库可以用 GNUPro 工具包来编译和链接（图 4-1

中的第4步）。当硬件设计人员完成工作在开发板上

软

Nios 开发包提供了几

如果系统在初始化时没有达到它的性能目标，可配置的 Nios 处理器提供了灵活的选项

设置，可以用来提高性能。更多的内容可以参考后续章节介绍的“可配置处理器的硬件属性”

部分。

口程序。这些程序可能很简单，例如写控制数据到 PIO 外设以

程师需要写 底层的软件功能，这些功能成为 SDK 的组成部分。 

 

4．2 软件开发环境 

 

（1）一台安装了 Nios 处理器软件（版本

接起来。  

 

 

4．3 文件系统 

 

Nios 嵌入式处理器软件安装时创建的目录结构缺省情况下

录

 

目  录  名 描      述 

bin 包含了开发 Nios 硬件和软件设计的工具，包括 GNU 工具链。

components 包含了所有 SOPC Builder 的外设模块，每一个模块都有一个

子目录，其中都包括了一个描述该模块的 class.ptf 文件。

documents 包含了 Nios 嵌入式处理器软件、Nios 开发板和 GNUPro 工具

包的文档资料。 

examples 包含了 Nios 例子设计的子目录，包括 standard_32 工程，该



设计就是基于此工程的。 

tutorials 包含了你可以使用的文件子目录。该章的目录位于： 

Nios_SW_Tutorial_<device family>_<device>。 

 

4． 软件开发工具 

面这一部分描述你可以使用的软件开发工具。 

 

Red Hat 文档。 

 

试核。Nios OCI 调试模块提供了一个 JTAG 接口到 Nios CPU，并且应用电路内

（in-circuit）仿真器属性集，包括运行控制，存储器和寄存器可见性，以及复杂的断点等。 

4．4．3 Nios OCI 调试控制台 

器和反汇编器），寄存器访问，追

踪和触发访问，文件下载，以及状态指示。命令的详细内容见 First Silicon Solutions

arted: System Analyzer for Nios Processor Core”。Nios 开发包包

含了一个与 Altera ByteBlaster MV 或者 ByteBlaster Ⅱ电缆一起工作的调试控制台版本。 

4．4．4 Nios SDK Shell 

 

你可以试着在这样的环境开发 Nios 软件并与 Nios 开发板通信。Nios SDK Shell 提供了

一个 PC 平台上的类似 UNIX 的环境。Nios 开发包包括许多特殊的 Nios 运行命令，你可以在

Nios SDK Shell里运行它们，并生成和调试软件。你也可以在Nios开发板上用Nios SDK Shell

运行测试程序。 

 

4．5 可配置的处理器硬件属性 

 

设计一个软核的处理器，允许你基于系统的需求来配置处理器硬件。下面这一部分描述

一些可用的属性来提高 Nios 系统的性能。 

 

4．5．1 乘法器 

 

4 

 

下

4．4．1 GNUPro 工具 

 

Nios 开发包包含了 GNUPro 工具包，它包括一个编译器，调试器（命令行 GDB 和基于 GUI

的结果信息）和通用的软件开发运行命令。更多的信息，可以参考<SOPC Builder>/documents

目录下的文档和其它<SOPC Builder>/documents/gnu_tools 目录下

4．4．2 Nios OCI 调试模块 

 

Nios片上仪器（OCI：On-Chip Instrumentation）调试模块是由First Silicon Solutions

建立的调

 

 

Nios OCI 调试控制台是一个命令行接口，它可以和 Nios OCI 调试模块通信。使用的命

令包括系统配置，仿真控制，存储器访问（包括一个汇编

附录 A“Getting St

当一个特殊的数据值存入一个特殊的地址时，Nios 开发包的 Stratix 专业版的用户也能

够设置复杂的数据断点触发器就像中断执行那样。 

 



32 位 Nios CPU 提供了两个硬件加速的乘法指令，它比只有软件应用时的性能提高了 10

倍。如果你的代码执行很少的乘法操作，也没有包含有严格时间限制的乘法，或者你想要

CPU 核尽可能地小，那么就使用包括 C 编译器的软件数学库。相反地，如果你的代码执行大

量的乘法操作，或者必须优化速度，那么就要选择一种专用的硬件乘法器（MSTEP 或者 MUL）。

更多的信息，你可以参考 Nios 3.0 CPU 数据表。 

 

4．5．2 数据和指令高速缓冲器 

 

你可以配置 Nios 处理器来使用片上存储器作为指令缓冲器（I-Cache）和数据缓冲器

（D-Cache），这可以提高整个系统的性能。处理器在片上 I-Cache 和 D-Cache 存储片外存储

器的拷贝，以减少存储器访问时间。如果你使用的是较慢的片外存储器，但是想要更好的性

能，那么就要增加 I-Cache 和（或）D-Cache。 

 

4．5．3 用户指令 

 

你可以增加用户指令到 Nios 处理器中，它可以显著地改善性能。如果你发现一个特别

的操作使系统不能达成性能指标，那么可以考虑把这个操作作为一个用户指令在硬件中实

现。 

 

4．5．4 同时执行的多主（Multi-Master）总线结构和 DMA 

 

Nios 处理器使用多主的总线结构，它允许多个主（master）同时执行总线事务。例如，

只要 DMA 和 Nios 处理器没有同时访问同一个外设，那么同时执行的多主总线结构允许 DMA

外设在外设和（或）存储器之间传输数据，与此同时 Nios CPU 还在执行指令。这个属性在

不增加时钟频率的情况下提高了系统的流量。更多的信息可以参考 AN184：Simultaneous 

Multi-Mastering with the Avalon Bus。 

 

4．5．5 外设和存储器接口 

 

处理器硬件系统，这个系统可以是任何外设、存储器接口或 CPUs

组合。通常，加倍的硬件资源比用软件共享一个单一的资源效率更高。在系统里，对于

CPUs  

ilder 工具使得增加知识产权（IP）和往外设库中添加用户定义的逻辑一样简单。访问

SOPC Builder 准备好的块的列表。 

4．6

 

供

SOPC 

Buil

要的目录： 

你可以创建一个 Nios

的

、外设和存储器接口数量的唯一的限制因素是 Altera FPGA 里的逻辑电路的数量。SOPC

Bu

Altera web 站点可以得到

 

 Nios SDK 

除了 GNUPro工具以外，SDK是开发 Nios 软件的基础。SOPC Builder 为每一个生成的 Nios

处理器系统生成一个用户 SDK。如果你没有用 SOPC Builder 来生成硬件，那么你必须提

自己的 SDK。 

SDK 是一个文件的集合，顶级目录的格式是<CPU name>_sdk，这里<CPU name>是在

der 中给定的 CPU 的名字。如果你的系统有多于一个的 Nios CPU，那么每一个 CPU 都会

有一个 SDK。 

在 Nios SDK 中有三个主



•

•

要

6．1 inc 目录 

inc 目录中的 inc 的含义是 include，它包括了包含有外设地址，寄存器结构，中断号，

一些

的 C 结构。因为 Nios 处理器结构和存储

器映射都是可配置的，所以你唯一应该参考的只是在 inc 目录中的文件里用符号定义的硬

件。图 4-2 给出的是从示例的 。 

前 分别代表 Nios 地址（address）和 外设的基地

在 na_< peripheral name>中

。相似的，在

总是会采用这样的名字而不是绝对的地址，这样，即使存储器映射改变了，你也不需要改变

录 

 

的 lib 的含

（makefile），文档（arch 一个文件的被汇编

程的版本

 

 

当使用 目录里。SDK 的

src

修改

 inc 

• lib 

 src 

获得更多关于 SDK 的信息，可以查看 Nios 软件开发参考手册。 

 

4．

 

有用的例程的函数原型和汇编语言的宏的文件（.h 和.s 文件）。excalibur.h 和

excalibur.s 文件包含了#include 声明，这些声明描述了存储器映射和中断优先级。该目录

也包含了软件例程的函数原型以及访问外设寄存器

excalibur.h 文件中引用的一段

na_和 np_ Nios 外设(peripheral)。

址来自于在 SOPC Builder 中分配的用户定义的名字。你应该

查到基地址 C 结构中可以查看寄存器的名字 np_<register name>。在文件中

代码。 

 

4．6．2 lib 目

lib 目录中 义是 library，它包括了用于你的 Nios 系统的库里的生成文件

ive），源和目标文件。文档中包含了来自于每

（或被编译的）例 ，可以用来链接你的程序。 

 

4．6．3 src 目录

nios-build 命令时，所有的源代码应该放在 src（即 source）

目录包括用于测试系统的软件代码例程。你可以下载这些例程到开发板上，并不加任何

就可以运行。 



 

图 4-2 excalibur.h 文件示例 

 

4．7 软件开发应用 

 

这一部分介绍为 Nios 处理器编译软件，下载软件到开发板，以及调试软件等过程。 

 

开始为 Nios 处理器开发软件之前，你必须具备下列条件： 

。 

里使用的是 SOPC Builder 为 Nios 开发板上出厂时的参考设计生成的 SDK。这些文件

位于<installation path> vice family>_<device> 

/cpu_sdk 目录下。这些文件只是一个例子，用来说明在开始软件开发前需要些什么。 

定你已经把工厂的图装入开发板中。当表示安全的 LED 被点亮，说明工厂的图已经装入了。 

 

4．7．1 开始前的准备

 

• 用于你的设计的 SDK。SDK 包含了头文件，库文件和例程的源代码

这

/tutorials/Nios_SW_Tutorial_<de

• 用串行线和 ByteBlasterMV 或 ByteBlaster Ⅱ电缆联接的开发板。 

准备好 Nios 开发板，并用串行线和 ByteBlasterMV 或 ByteBlaster Ⅱ电缆联接。这里

假

• 用于开发板的图。 



通常这个图 4-是一个十六进制（Intel 格式）的输出文件（.hexout），它是 Quartus Ⅱ

软件

。 

 

和各种测试工具等。表 4-2 简单描述了

一些

表 4-2 Nios SDK Shell 命令 

描    述 

的输出，包含有准备装入开发板上 Flash 存储器的 Altera FPGA 图。 

• 设计中用到的每一个外设的数据表

数据表提供了寄存器和 SDK 中的软件例程的描述，这些软件例程可以用于你的代码中。

外设数据表位于<installation path>/documents 目录。 

4．7．2 打开 Nios SDK Shell 

 

正如前文所述，Nios SDK Shell 是一个类似于 UNIX 的命令外壳程序，它允许你构建软

件，下载软件到 Nios 开发板，在开发板上运行命令

你可以在 Nios SDK Shell 中调用的命令。 

 

命    令 

nios-build 编译和链接源代码（C 和汇编） 

nios-run 下载软件到开发板并运行。它也用作一个终端程序，和开发板相

互作用。 

nios-console 开始运行 Nios OCI 调试控制台 

nios-debug 开始运行软件调试器 

hexout2flash 硬件设计文件.hexout 转换为可以被下载到 Flash 器件把

的.flash 文件 

srec 换为能够在开发

板重启时自动执行的 Flash 图 4- 

2flash 把被编译的软件程序 S-Record 文件（.srec）转

nios-elf-size 存储的大小 打印代码、数据和未被初始化的

nios-elf-objdump 建一个反汇编.out 文件的.objdump 文件 创

nios-elf-gprof 创建 C 程序的可执行的简档（profile） 

 

要了解更多的有关命令的信息，可以查看 Nios 软件开发参考手册。 

Nios SDK Shell 时的有用的提示信息可以参考附录：Nios SDK Shell 提示信息。 

（1）从 Windows 的“开  → Nios（version）→ Nios 

SDK Shell。打开“Nios SDK 窗口显示一些文字，包括路

径 信 息 和 一 些 示 例 程 序 的 信 息 。 缺 省 情 况 下 ， shell 打 开 的 目 录 是

/Alt

 

Shell 编译一个程序。要编译你的程序，需要执行以下

步骤： 

K Shell

<ins

/cpu

使用

始”菜单选择“程序” → Altera

Shell”窗口，“Nios SDK Shell”

era/kits/nios/examples，如图 4-3 所示。 

 

4．7．3 编译程序 

在这一部分，你将用 Nios SDK 

（1）在 Nios SD 命令提示符下，键入如下命令来改变目录到软件章源目录 

tallation path>/tutorials/Nios_SW_Tutorial_<device family>_<device> 

_sdk/src。 

 

cd ../tutorials/Nios_SW_Tutorial_<device family>_<device>/cpu_sdk/src↙ 

 



 

图 4-3 Nios SDK Shell 

 

（2）键入如下命令编译 lcd_demo1.c 文件。 

 

nios-build lcd_demo1.c↙ 

 

 

nios-build 命令编译并链接 lcd_demo1.c 源代码，创建一个可执行的 S-Record 文件

（.srec），并创建表 3 中所列的文件。nios-build 命令对于生成文件（makefile）来说是

可以选择的，它在 Nios 开发包中得到完全的支持。关于生成文件（makefile）更多的信息，

可以查看 Nios 嵌入式处理器软件开发手册。 

另外，你可以用缩

 

表 3 nios-build 创建的文件 

文    件 描    述 

略命令 nb 来代替 nios-build。 

lcd_demo1.c.o 被链接的目标文件（.s.o 用于汇编语言文件） 

lcd_demo1.nm 提供程序中所有符号的列表 

lcd_demo1.out 二进制输出 

lcd_demo1.objdump 源代码和从.out 反汇编的交错 

lcd_demo1.srec S-Record 格式的输出 

 

（3）键入如下命令，你可以决定程序中需要使用的存储器数量。 

e lcd_demo1.out↙ 

化的存储空间的大小（bss）。

nios 进制值。 

 

4．7

 

nios-elf-siz

 

这条命令列出代码（文本）、数据（数据）和未被初始

-elf-size 命令输出的十进制和十六进制列中分别是文本大小的十进制和十六

．4 用 insight 下载、运行和调试程序 



 

在这一部分，你将下载 lcd_demo1.srec 文件到开发板中，启动 Insight（它是到 GNUPro

调试器的前端），并执行基本的调试。 

使用 Nios OCI 调试控制台，Nios 开发包 Stratix 专业版的用户也可以设置复杂的数据

断点触发器，就像当一个特殊数值存入一个特殊的地址时引起的执行中断一样。 

必须使用JTAG端口来和调试模块通信。你将使用前面打开的Nios SDK Shell

来启

动，那么检查 Nios 开发板上的安全 LED 是否被点亮。它被点

亮表

来重启系统。这样系统会启动 GERMS 监控软件等待输入命令，而不是从出厂时的参考

设计

 → Altera → Nios（version）→ Nios 

SDK 

-run  –t  -r↙ 

终端模式。 

由 JTAG 下载 lcd_demo1.srec 到 Nios 开

发板

nios-debug  lcd_demo1.srec↙ 

os-debug  lcd_demo1.out↙ 

atix 和 Cyclone 示例设计来说，这个地址是

在 0 左面空白处

的一

选项，在 Nios 

SDK 

发手册。 

sight，确保

开发

以帮你判定为什么它不能连接。在“Control”菜单中，

有执

这里的设计文件用串口来完成基本的主机通信，用 JTAG 端口完成调试通信以及下载源

代码（.srec）。你

动调试控制台。你将打开第二个 Nios SDK Shell 用于主机通信。 

如果 Insight 没有正确启

明出厂时的参考设计已被装入 Altera FPGA。 

在开始这部分章之前，当按下并释放“CPU Reset”的同时，按下并保持 Nios 开发板上

的 SW0

运行 Web 服务器。 

执行以下步骤来下载、运行和调试程序： 

（1）从 Windows 的“开始”菜单选择“程序”

Shell。打开第二个“Nios SDK Shell”窗口。 

（2）在 Shell 中键入如下命令进入终端模式，并连接到 PC 主机的串口。 

 

nios

 

-t 选项改变成终端模式，-r 选项强制连接到串口。 

缺省情况下使用串口 COM1，如果要使用 COM2，那么使用如下命令： 

 

nios-run  –t  -p  com2↙ 

 

（3）切换到另外一个 SDK Shell，它处于命令模式而不是

（4）通过键入如下命令中的其中一条，可以经

并启动 Insight。其 GUI 界面如图 4-4 所示。 

 

ni

 

lcd_demo1 被下载到程序存储器，对于 Str

x800000。nios-debug 命令自动在 main()处设置一个软件断点，这个断点用

个红色方块表示。 

你可以使用 nd 命令代替 nios-debug。要了解更多关于 nios-debug 命令的

Shell 命令行提示符下键入： 

nios-debug  --help↙ 

或者你可以查看 Nios 嵌入式处理器软件开

用绿色高亮显示的行是下一行要被执行的代码。绿色代表Insight已经正确连接到CPU。 

如果高亮显示的是紫色，表明通信有问题，那么你不能进行调试。关闭 In

板和电缆已经正确连接，用 nios-debug 命令重新启动 Insight。当启动 Insight 时，

nios-debug 命令输出状态信息，这可

行和跳过代码的命令。当然，你也可以使用工具按钮，如图 4-5 所示。 



 

 

图 4-4  装入 lcd_demo1 的 GnuPro Insight 

 

 

图 4-5  Insight 中执行代码的工具按钮 

 

Insight 中的工具按钮描述如下： 

- Run—Run 按钮让你选择一个新的程序来进行调试。对于 Nios 调试来说，总是会使用

原本

按钮。Stop 按钮终止代码运行。 

的 Script 来选择程序，所以你不需要使用这个按钮。 

- Stop—当代码执行时，Run 转变成 Stop

- Step—Step 按钮跳到源代码中下一个可执行的行，它可以跳入被调用的函数。 

- Next—Next 按钮跳到在当前文件源代码中下一个可执行的行，它会跳过被调用的函



数。 

- Finish—Finish 按钮完成当前子程序的执行。如果在一个函数中选择了 Finish 按钮，

它会结束这个函数并返回调用这个函数的那一行。 

到下一个汇编语言指令。它可以

跳入

子程序并跳到随后的指令

示已经设置了一个断

点。

 

你可以在“view”菜单中的“Breakpoints Window”里使断点不使能（Disabled）。当

（6）单击“Continue”开始运行程序，处理器会一直运行，直到碰到断点，或者其它

异常

。 

 the Reset!) to 

e. 

LCD 屏上

连续滚动： 

Hello! This is Nios

Your message goes h e! 

为再也没有断点，当循环时，程序会持续运行，直到你单击“Stop”。 

Insight 在你的系统里 以通过“View”菜单或者“View”

工具  

e 窗口提供了到 GDB 的传统的命令行接口，非常相像 GDB

在-nw 选项下运行时你所看

。 

- Set Watch—你可以用 和编辑任何表达式。即：包括全局

- Continue—Continue 按钮会继续执行程序，直到碰到一个断点、观察点、或者其它

异常情况、或者程序执行完成。 

- Step Assembly Inst—Step Assembly Inst 按钮跳

子程序。 

- Next Assembly Inst—Next Assembly Inst 按钮跳到下一个汇编语言指令。它执行

。 

（5）对于编译器来说，断点给出了代码中的一个停止点信号。单击第 23 行左面空白处

的短横线，在 23 行处设置一个软件断点。一个红色的方块会出现，表

 

你可以在任何左面空白处有短横线“-”的程序行设置断点。

断点不使能时，左面空白处的方块会变成黑色。 

事件发生，或者程序执行完毕。处理器会停在 23 行你所设的断点处，这一行会在 GUI

里高亮显示。在 Nios SDK Shell 的终端模式里，下面一行会被显示： 

Now running lcd_demo1. 

（7）单击“Step”跳入第 23 行中的 printf 函数。源代码窗口打开 nios_printf.c 文

件，并高亮显示 nr_printf 例程中第一行可执行的代码。 

（8）单击“Step”跳入 PrivatePrintf 例程。源代码窗口打开 nios_sprintf.c 文件，

并高亮显示 PrivatePrintf 例程中第一行可执行的代码。 

（9）单击“Next”跳过一些指令。和“Step”不同，“Next”并不跳入子程序调用

（10）单击“Continue”继续执行程序。下面一行文字会显示在另一个 Nios SDK Shell

里（是终端模式而不是命令模式的那个 Nios SDK Shell）： 

Press the buttons (not

interrupt the program and show the tim

在这些信息之后，当程序运行时，会连续输出“*”字符。下面 3 条信息会在

. 

er

You could show another message,too. 

因

提供了很多视图（View）。你可

栏访问这些视图。图 4-6 显示了“View”工具栏和每一个按钮的功能。

Insight 工具栏 View 窗口描述如下： 

- Open Console—Open Consol

见的命令行。 

- View Breakpoints—View Breakpoints 窗口列出程序中存在的断点，以便于修改（也

即：使得断点成为临时的或者正常的，不使能的或者使能的）和移走断点

- View Local Variables—View Local Variables 窗口显示所有在范围内的本地变量。

你可以用它显示和编辑本地变量。 

Set Watch 表达式窗口检查



变量，静态变量，本地变量，函数的自变量，和寄存器。 

View Stack—View Stack 窗口允许你观察调用的堆栈结构和不同级别的堆栈结构之

间的跳转。 

- View Memory Contents—View Memory Contents 窗口允许你显示和编辑存储器的内

容。 

- View Registers—View Registers 窗口列出所选择的堆栈结构中所有的寄存器和它

们的内容。它允许以不同的方式显示寄存器的内容，并允许编辑寄存器的值，允许用户定制

显示。View Registers 窗口在显示时会更新寄存器的值，以和“Source Window”及“Stack 

Window”中显示的当前的堆栈结构相匹配。当程序运行时，你不能打开一个新的 View 窗口，

而且窗口中的条目的值也不会改变。你必须停止程序运行，然后才能打开一个新的窗口，或

者检查窗口中任何条目的当前值。 

 

- 

 

图 4-6

 

（11）单击“Stop”停止

12）在“View”菜单中 寄

它们的当前值。 

3）在“View”菜单中 y”，打开“Memory”窗口，显示在当前指令地址

存储器的值。 

14）在“View”菜单中 ocal Variables”窗口，

有的本地变量和它们的

15）跳过一些代码行（ 在汇编语言代码行，单击“Step Assembly”或者

 Assembly”按钮），并 器和本地变量得值的变化。任何发生值的变

你将用“Memory”窗口来写入 Nios 开发板上的 LED，从 D0 到 D7。在

<cpu

（na_led_pio）的基地址

关于 P 器的更多的内容，可以参考 Nios PIO 外设数据表单。 

（1）在“Memory”窗口

（2）按回车

（3）在“Addresses”菜 ，打开“Preferences”窗口。 

（4）从“Size”列表框中选择“Byte”并单击“Ok”。“Memory”窗口以字节的方式显

  Insight 工具栏的 View 选项 

程序运行。 

（ 选择“Registers”，打开“Registers”窗口，显示所有的

存器和

（1 选择“Memor

处的

（ 选择“Local Variables”，打开“L

显示所 当前值。 

（ 如果程序停

“Next 观察寄存器，存储

化的条目都会以蓝色高亮显示。 

在下面的步骤里，

_name>_sdk/inc 目录的 excalibur.h 文件里，你会发现用于 LEDs 的 PIO 外设

（0x920980）。 

IO 寄存

的“Address”栏中输入 0x920980。 

键显示该处存储器的内容。 

单中选择“Preferences”



示内

址 0x920980 处键入 0x55，该地址是 na_led_pio 的数据寄存器的地址。 

存储器。 

0x920980 处的值回复为 0xff。这个值被回复是因为 PIO

只能输出，你不能读它们的内容，只能向它们写入。 

（7）单击“Continu

milliseconds> 

ell

命令 见前面第 4 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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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部分，你将下载 lcd_demo1.srec 文件到开发板中，启动 Nios OCI 调制控制台

（deb 行基本的调试。Nios OCI 调制控制台允许你用命令

行接口执行基本的调试任务，该接口类似于调试监控软件接口 

除了执行基本的调试任务外，Nios 开发包 Stratix 专业版的用户也可以设置复杂的数

据断点触发器，就像当一个特殊数值存入一个特殊的地址时引起的执行中断一样。 

这里的设计文件用串口来完成基本的主机通信，用 JTAG 端口完成调试通信。你必须使

用 JT 你将使用前面打开的 Nios SDK Shell，它处于

命令模式，可以启动调试控制台。你将打开第二个 Nios SDK Shell 用于主机通信。 

你 hell 窗口。如果没有的话，从 Windows 的“开始”菜

单选 rsion）→ Nios SDK Shell 选择两次，打开两个

“Nios SDK 窗口。 

如下命令： 

 

p  com2↙ 

（2）切 外一个 SDK Shell，它处于命令模式而不是终端模式。 

（ 启动调试控

制台。图 4 调试控台。 

  lcd_demo1.srec↙ 

nios-c 程序到 Nios 开发板并把程序计数器（pc）设置为

在.s

你可以 nios-console。要了解更多关于 nios-console 命令的选项，

在 N 下键入： 

nios-console  --help↙ 

容。这个视图 4-使得编辑 8 位 PIO 的存储器的内容更加容易。 

（5）在地

（6）按回车把这个值写入

注意：按下回车之后，在地址

现在，从 D0 到 D7 的偶数编号的 LED 应该被点亮。 

e”。 

（8）按下 Nios 开发板上 SW0 到 SW3 中的任何一个按键，观察 LCD 屏上会显示如下信息： 

The time is now <time in 

（9）关闭 Insight 调试器，继续章中的后续内容。Nios SDK Shell 返回到命令行模式。

保持两个 Nios SDK Shell 窗口继续打开，并执行后续部分的步骤。 

如果你想重新装载程序并重新开始调试部分，你应该退出 Insight，并在 Nios SDK Sh

行提示符下再一次使用 nios-debug 命令。

．5 用 Nios OCI 调制控制台下载、运行和调试程序 

ug console），并从调制控制台执

AG 端口来和 Nios OCI 调试模块通信。

应该有两个打开的 Nios SDK S

择“程序” → Altera → Nios（ve

 Shell”

执行以下步骤来下载、运行和调试程序： 

（1）在 Shell 中键入如下命令进入终端模式，并连接到 PC 主机的串口。 

 

nios-run  –t  -r↙ 

 

缺省情况下使用串口 COM1，如果要使用 COM2，那么使用

nios-run  –t  -

换到另

3）通过键入如下命令，经由 JTAG 下载 lcd_demo1.srec 到 Nios 开发板并

-7 显示了

nios-console

onsole 命令下载 lcd_demo1

rec 中指明的开始地址。对于本设计而言，这个地址是 0x800278。 

使用 nc 命令代替

ios SDK Shell 命令行提示符



或者你可以 软件开发手册。 查看 Nios 嵌入式处理器

 

 

图 4-7  Nios OCI 调试控制台 

 

表 4-4 简单描述了一些有用的调试控制台命令。你可以在本章中使用其中一些命令。 

表 4-4  调试控制台命令 

 

命    令 描      述 

go 开始执行当前程序计数器(pc)地址处的指令 

help 被用来在任何命令中获得帮助，用法是：help <command> 

halt 停止处理器 

reset 重启处理器 

pc 允许你浏览当前程序计数器的值并改变它的值 

regs 的值 允许你浏览寄存器并改变它们

step 跳过代码 

bkpt 设置断点 

dump 显示存储器内容 

Byte,half,word 写存储器 

 

如果没有另作说明，你应该遵循以下的步骤在调试控制台的命令提示符下执行命令： 

Nios SDK Shell 中会显示下面几行内容： 

i

r nd show the time. 

（4）在调试控制台键入如下命令来运行 lcd_demo1： 

go↙ 

键入这条命令之后，处于终端模式的

Now runn ng lcd_demo1. 

Press the buttons (not the reset!) to 

inter upt the program a



在这些信息之后，当程序运行时，会连续输出“*”字符。下面 3 条信息会在 LCD 屏上

连续滚动： 

Your message goes here! 

The time is now <time in milliseconds> 

（6）在调试控制台的命令提示符下键入如下命令，在 0x80002e 处设置一个软件断点： 

bkpt  setsw  0x80002e↙ 

（7）用你喜欢的文本编辑器，打开 SDK src 目录中的 lcd_demo1.objdump 文件。你应

该看

 

 

（10

tep”命令之

后， 输出与

lcde_demo1.objdump 进行比较。有时候跳过命令会使得 pc 向前移过两条指令，原因是 PFX

令会和它下面一条指令合并执行。所以，两条指令会被当作一条指令执行。具体细节可以

考手册。 

通过键入如下指令，你也可以跳过指定数目的指令： 

条命令列出所有断点。 

Hello! This is Nios. 

You could show another message,too. 

（5）按下 Nios 开发板上 SW0 到 SW3 中的任何一个按键，观察 LCD 屏上会显示如下信息： 

见地址 0x80002e 处包含第一条输出文本“Press the buttons (not the reset!) to”

的指令。所以，下次你运行 lcd_demo1 时，系统应该在输出这行文本之前立即停止。 

（8）键入如下指令，停止处理器运行： 

halt↙ 

（9）把 pc 移到 lcd_demo1 的开始，并键入如下命令重新运行 lcd_demo1：

pc  0x800000↙ 

go↙ 

下列文字出现在调试控制台： 

Emulation started. 

Software breakpoint. 

0080002E  988A  pfx  %hi (0x1140)

00800030  3608  movix  %o0,0x10 

下列文字出现在 Nios SDK Shell： 

   Now running lcd_demo1. 

处理器已经在断点处被停止。 

）键入如下命令检查寄存器： 

regs↙ 

（11）在调试控制台执行“Step”命令 4 次，跳过一些代码。在每一条“S

调试控制台显示你跳过的指令。在程序执行过程中，你可以把这里的

指

查看 Nios 嵌入式处理器 32 位程序员参

step  <number> (默认情况下是 1) 

（12）键入如下指令，继续执行程序： 

go↙ 

（13）在调试控制台的命令提示符下键入如下命令，停止处理器运行： 

halt↙ 

（14）键入如下指令，清除断点： 

bkpt  clear  0x80002e↙ 

（15）在调试控制台的命令提示符下键入如下命令，以确认断点被清除： 

bkpt↙ 

这

命令: 



bkpt  clear  all↙ 

段显示 LED 会显示图 4-案 hI。这条命令把半个字（16 位）的值 0xe8cf 写入存储器

显示 LED 的 PIO 外设的数据寄存器。 

<CPU>_sdk/inc 目录的 excalibur.h 文件里，你会发现用于七段显示 LED 的 PIO 外设

（na

在进行下列步骤时，你可以保留终端模式

的 N

（2）修 文件并改变在 LCD 屏上

显示的信息

令重建代码。可以参考前文“编译一个程序”中的第 3 步。 

（4）重 nios-debug 或者 nios-console 命令启动调试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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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启动之后它就可以执行。你应该把

你的 中的用户软件部分，它位于 0x40000（Flash 基地址加上

0x40

令提示符下键入如下命令，把.srec 文件转换成.flash

文件

lcd_demo1.flash 文件，你可以下载这个文件到 Nios 开发板上的 Flash

储器中的用户软件部分。 

你也可以使用 Hexadecimal（Intel 格式）输出文件（.hexout）。更多的细节请参考附

录“使用.hexout”。 

（2）键入如下命令下载 Flash 文件： 

nios-run  -x  lcd_demo1.flash↙ 

-x 选项使得 Nios SDK Shell 在下载完成后退出终端模式。 

如果你收到一条信息，表示 C Ctrl-C 确保你可能正在运行的

os SDK Shell 已经退出终端模式。 

钮重启系统。系统重启之后，lcd_demo1

拷贝

下载文件到 S

会清除所有断点。 

（16）在调试控制台的命令提示符下键入如下命令，把半个字的值 0xe8cf 写入七段显

示 LED 中： 

half  0x920990  0xe8cf↙ 

七

位置 0x920990，它是连接到七段

在

_seven_seg_pio）的基地址（0x920990）。 

关于 PIO 寄存器的更多的内容，可以参考 Nios PIO 外设数据表单。 

 

4．7．6 重建（rebuild）软件 

 

如果你想改变你的软件，那么执行下列步骤。

ios SDK Shell 窗口处于打开状态。 

（1）键入命令： 

exit↙ 

关闭调试控制台窗口。 

改代码。对于本章中的设计，你可以修改 lcd_demo1.c

。 

（3）用 nios-build 命

新下载.srec 并用

．7 下载软件到 Flash 

在这一部分，你将下载程序到 Flash 中，以便在

代码放置在 Flash 存储器

000）。srec2flash 命令创建一个 Flash 文件，该文件包含你的代码和一个在执行之前

拷贝你的代码到 SRAM（程序存储器地址）的例程。 

（1）在 Nios SDK Shell 的命

： 

srec2flash  lcd_demo1.srec↙ 

这条命令创建

存

OM1 不能打开的话，键入

Ni

（3）按下 Nios 开发板上的“CPU Reset”按

到 SRAM 并被执行。这里，lcd_demo1 的运行方式与应用有-x 选项的 nios-run 命令直接

RAM 中的一样。 



关于 sre Nios 嵌入式处理器软件开发参考手册。 

 

4．7 工具 

一些第三方的开发和调试工具可以和Nios开发包一起使用。更多的信息可以参考Nios

开发包中包含的第三方开发工具快速应用章，也可以从www.altera.com/nios

c2flash 命令更多的信息，可以查看

．8 第三方开发和调试

 

站点获得更多

的信息。 

 

4．8 使用.hexout 

 

Hexadecimal（Intel 格式）的输出文件（.hexout）能被存储在 Flash 中并能配置 Altera

器件。一旦上电，Nios 开发板上的配置控制器试图用 Flash 中的用户硬件部分

0x600000-0x6FFFFF 加载 Altera 器件。如果没能成功，它会用处于 0x700000-0x7AFFFF 的

工厂图加载 Altera 器件。所以，你应该总是把你的硬件图放在 0x60000 0x6FFFFF。

Hexout2flash 命令自动创建 这个地址。 

下面的步骤说明了怎么下载一个 standard_32 参考设计的.hexout 文件到 Nios 开发板

上的

cd  ../tutorials/Nios_SW_Tutorial_<device family>_<device>↙ 

2）键入如下命令，把 standard_32.hexout 文件转换成.hexout.flash 文件： 

32.hexout↙ 

xout2flash 命令把.hexout 文件转换成.hexout.flash 文件，你可以下载该文件到

Nios

 standard_32.hexout.flash↙ 

 

 

4．9 的开发板通信和调试方法 

    以外，你也可以使用其它的方法来和 Nios 开发板通信并调试

Nios

方式

决定哪一个串口（或者 JTAG）被用于 stdio 和 GERMS 之间的通信。 

你可以

用-g

件来进行调试。本附录描述了怎么用串口通信连接到 GDB。一

主机和目标连接上，那么调试的步骤都是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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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一个 Flash 文件，它会把硬件图放在

Flash 器件。 

（1）在 Nios SDK Shell 的命令提示符下键入如下命令，改变目录到软件章目录： 

（

hexout2flash  standard_

he

开发板上的 Flash。当你执行 hexout2flash 命令之后，它在当前目录下创建

standard_32.hexout.flash 文件。 

（3）键入如下命令，下载 standard_32.hexout.flash 文件到 flash 中的用户硬件部分： 

nios-run  -x 

一般需要几分钟来下载这个文件，-x 选项使得下载完成之后退出终端模式。 

（4）重启 Nios 开发板，这样配置控制器会加载新的图到 Altera 器件。 

（5）通过检查 Nios 开发板上的用户 LED 被点亮来验证新的图已装入 FPGA。

 

 其它

 

除了在本章中介绍的方法

系统。你可以使用串口或者 JTAG 端口来通信，硬件设计决定了你可以使用那一种通信

。Nios SDK Shell的nios-run命令检查在SOPC Build中的主串口（Primary Serial Port）

设置，从而

如果 Nios OCI 调试模块使能的话，nios-debug 缺省情况下使用 JTAG 来下载。

db=comX 和-p=comX 选项来覆盖这个缺省情况，这里 X 表示 COM 端口号。 

如果你的主机只有串口，你可以使用具有 GNU 调试器（GDB）（或者 GUI 版本的，被称

作 Insight）的 GERMS 监控软

旦

 

．1 GERMS 监控软件 



 

Nios 开发包包括了 GERMS 监控软件程序，它提供了和任何一个开发板通信的基本工具，

包括读写存储器，下载软件代码，指示 CPU 开始执行在一个特殊地址的代码。GERMS 监控软

件也 参考设计在片上存储器包括了 GERMS 监控软件。 

了解更多的信息，请查看 Nios 嵌入式处理器软件开发参考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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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

模式。 

骤： 

1）使用如下命令，用 GDB 构建你的代码： 

nios-run  -x  ../lib/nios_gdb_standalone.srec↙ 

Source” 

4-8 中显示了例程 setup.gdb 的代码。它设置结构，并增加了 inc 和 lib 目录。Altera

建议

6，并让第 2，3 行指向

m16

 

控制重启过程。Altera 提供的 Nios

要

 

．2 Insight：GNU 调试器 

 

Insight 是一个可视化的调试器，它包含在 GUNPro 工具中，它和 Nios 开发包一起被安

Insight 提供了了一个图 4-形用户接口（GUI）来代替 GDB 的命令行接口。Insight 调

试器和 GDB 一起工作，当程序执行时，它让你可以看见程序内部的情况。这一部分介绍怎么

在串口通信下使用 GDB 和 Insight。在整个调试过程中，如果要查看主机通信，那么可以打

开 Nios SDK Shell 并使用命令 nios-run –t 进入终端

使用菜单驱动 Insight，要执行以下步

设置调试用的通信 UART 的波特率为 115,200。 

（

nios-build  -d  hello_nios.c↙ 

（2）下载独立使用的 GDB 版本，它在 main 有一个断点： 

-x 选项表示退出终端模式。 

（3）调用 Insight： 

nios-elf-gdb↙ 

（4）建立你的工程： 

     a. 选择“File”菜单中的“Open” 

     b. 选中 hello_nios.out 

     c. 选择“File”菜单中的“

     d. 选中 setup.gdb 

图

你创建 setup.gdb 代码，它确保你安装并使用正确的 Cygwin 版本（nios-debug  -s 选

项在当前目录下创建.gdb 代码）。 

如果你生成的是 16 位的 Nios 系统，你应该把第一行改成 nios1

目录。对于不同的 SOPC Build 版本，第 3 行的目录可能会改变（如果包含了一个新的

Cygwin 版本）。 

 

GDB 代码 

 

正确设置（如图 4-9 所示）： 

/Serial 

图 4-8  构建

     e. 选择“File”菜单中的“Target” 

     f. 在“Target Selection”对话框，确保下列参数被

Target: Remote



Baud Rate: <调试端口的波特率> 

Port: <调试端口> 

     g. 单击“Ok” 

 

 

图 4-9  Target Selection 对话框 

 

现在你应经做好准备调试程序了。 

关于使用 Insight 和 GDB 的信息，可以参考 Nios 开发包的文档目录下的 GNUPro 工具包

文档。 

 

4．9．3 Gprof：GNU Profiler 

 

Gprof 是 GNU Profiler，你可以使用它了解在执行过程中，程序哪个地方花时间，以及

哪个函数调用哪个函数。这些信息会揭示比预期运行速度慢的代码段，以便于你重写运行速

度更快的代码段。Gprof 也揭示了哪些函数比预期的调用次数更多或更少，以便于你找到可

能没被注意到的 Bugs. 

因为 Gprof 使用的是在程序实际运行过程中收集的信息，你可以使用它，通过读源代码

来分析太大或者太复杂的程序。然而，你运行程序的方式会影响到在配置数据中显示的信息。

例如，如果你没有使用程序的某一特征，那么该特征的配置信息就不会生成。 

要了解更多关于 Gprof 的信息，请参阅： 

www.sources.redhat.com/binutils/docs-2.10/gprof.html 

 

（1）需求 

Gprof 需要以下条目： 

• 全特征的计时器，命名为 time1。它不能用于你的代码中的任何一个其它的地方。 

• 下载配置信息到你的 PC 的 UART。它可以被共享，因为它是用户程序完成之后唯一被

需要的。 

• 因为在用户程序完成之后，配置信息要被下载，所以程序必须正常退出。 

• 需要额外的存储器来存储配置数据，所需要存储器的数量取决于你的配置设置。使用

缺省的设置，一个 32 位的 Nios 系统需要额外的 100%的代码存储器的大小，而一个 16 位的

Nios 系统需要额外的 25%。 

 

（2）用 Gprof 调试代码 

这一部分描 le）Dhrystone述一个使用Gprof的例子。这个例子假定你试图4-配置（Profi



基准程序 dhry.c。要使用 Gprof，首先在 Nios SDK Shell 中用 gcc 编译器选项-pg 编译程

序： 

 

nios-build  dhry.c  -cc  -pg↙ 

 

文件 nios-gprof.c 包含在你的编译中。程序提供了两项操作： 

• 配置代码保持跟踪函数调用。使用-pg 命令，在每个函数的开始，包括 main()在内，

编译器增加一个到_mcount 的调用，并以确定的速率中断用户代码。第一个到 mcount 的调

用会建立全部的数据结构，缓冲器，和中断服务程序，随后的调用会跟踪调用的顺序。 

• 配置代码用定期采样程序计数器的命名为 time1 的定时器保持跟踪每一个函数所花

费的时间。采样速率在 nios-gprof.c 程序中通过常量 TIMER_SAMPLE_RATE 来设置（默认的

采样速率是 10,000），是用每秒多少次中断来表示的。每个定时器中断增加一个 bucket，

bucket 表示代码存储器的范围（即代码块的大小）。 

要使用 Gprof，需要执行以下步骤： 

（1）用“|tee”选项下载程序并运行.srec，同时从 PC 拷贝屏幕输出到文本文件。例

如： 

nios-run  dhry.srec  |tee  dhry.txt↙ 

除了你的代码的标准输出之外，配置数据也可以输出，前面需要加上三个“#”号（即

###）。 

注意：由于配置代码引起的大量的中断，可能造成你的程序运行很慢。 

（2）用 Perl 命令 nios-gprof-convert 把文本文件转换成 gmon.out 文件。这条命令把

前面有###的数据转换成二进制并存入 gmon.out 文件中。例如： 

nios-gprof-convert  dhry.txt↙ 

（3）在 objfile 和 gmon.out 之上运行 nios-elf-gprof，并把输出导入配置文件： 

nios-elf-gprof  -c  -q  dhry.out  gmon.out  >dhry.profile 

Gprof 例子中使用的选项如下： 

• -c—如果你包括了这个选项，那么 Gprof 输出一个函数列表和每一个函数被调用的次

数。 

• -q—如 调用哪些

它的函数，和调用了多少次。如图 4-10 所示。它同时估计每一个函数的子程序花费了多

少时间，你可以应用这些信息找到那些花费大量时间的函数调用。 

Gprof 提供了两个额外的输出格式，要使用其中的一个，那么用下列选项中的一个来替

代-q 选项（如图 4-10 到图 4-12） 

• -p—这个简单的配置选项显示你的程序花费在每个函数上的时间，以及函数被调用的

次数。如果你只是想知道哪个函数花费了大量的时钟周期，那么在这里可以直接看到。 

• -A—这个注释源代码的列表选项只是程序源代码的一个拷贝，不过程序的每一行标注

了执行的时间。 

更多的信息和所有可用选项的详细描述可以参考 GNU Gprof 手册，具体可以访问： 

www.sources.redhat.com/binutils/docs-2.10/gprof.html

果你包括了这个选项，那么调用图 4-会显示哪一个函数调用它，它

其

 

在阅读配置数据时，记住以下要点： 

• 时间是用 tick 计算的，而不是用秒。把时间除以 TIMER_SAMPLE_RATE（默认值为

10,000），就可以得到秒。 

• nios_gprof.c 中的函数被包括在你的配置中，例如： 

—  -internal_mcount 



— -sbrk 

 

 

图 4-10  用调用图 4-表示的 dhry.c 的配置数据（-c 选项） 



 

 

图 4-11  使用简单配置（Flat Profile）的配置数据（-p 选项） 

 



图 4-12  在注释源代码中的配置数据（-A 选项） 

 

（3）改变

 

通过编辑<installation 

director prof.c 文件，你可以改变采样速率和代码块大小这样

的参数。

采样 E_RATE 来设置（默认的采样速率是 10,000），是用每秒

多少次中断来表示的。如果中断速率太快（即，导致计数器溢出），那么减小采样速率。如

Gprof 设置 

在一些情况下，Gprof 设置并不适合来配置用户代码。

y>/sdk/lib 目录下的 nios_g

 

速率通过常量 TIMER_SAMPL



果中断速率太慢（即，导致不可重复的，粗糙的结果），那么增大采样速率。 

每个定时器中断增加一个 bucket，bucket 表示代码存储器的范围（即代码块的大小），

是用

 对于 16 位 Nios 系统，缺省情况下，代码块的大小是 8 个字节（取决于存储器的限制），

这是

实现这些改变，可以编辑 sdk/lib/nios_gprof.c 文件，并通过在 lib 目录下键入： 

令来重新创建库。 

mod_1.c，那么

编译

更详

 Debugging with GDB: The GUN Source-Level Debugger 

 

4．10 Nios SDK Shell 提示信息 

 

    下面这些提示信息使得使用 Nios SDK Shell 更容易。 

 

    · 改变目录到 SDK 目录 

缺省情况下，Nios SDK Shell 打开/altera/kits/nios/examples 目录。要改变目录到

这里章的 SDK src 目录，需要键入如下命令： 

cd  ../tutorials/nios_sw_tutorial_cyclone_1c20/cpu_sdk/src↙ 

 

    · 键入的快捷方式 

Nios SDK Shell 支持用 Tab 键完成拼写唯一的命令，并支持用*键进行模式匹配。所以，

不需要输入完整的字符串，只需要输入几个字符就可以了。 

例如： 

        — 键入 tut 并按 Tab 键，相当于键入单词 tutorials 

        — 键入*sdk，相当于键入<CPU>_sdk 

使用这些键盘快捷方式，改变目录到 Nios tutorial 目录的命令，可以以下方式键入： 

cd  ../tut<press the Tab key>/Nios_SW<press the Tab key>/*sdk/src↙ 

 

    · 运行命令的快捷

你可以用 nb 命令替代 nios-build 命令，例如： 

_nios.srec↙ 

HISTFRACTION 定义的。 

• 对于 32 位 Nios 系统，缺省情况下，代码块的大小是 2 个字节（即 HISTFRACTION 是

2），这是单条 Nios 指令。该设置以你的代码大小增加你的数据存储器。 

•

4 条 Nios 指令。该设置使得计数器缓冲区等于代码大小的 1/4。 

你可以使用更大的代码块大小（即，设置 HISTFRACTION 为 16）；然而，负面的影响是

配置偶尔会把一个采样归于不同的函数，而程序计数器实际上不是。使用更大的代码块大小

的正面的影响是可以减少所需的存储器的数量。 

要

make all↙ 

命

你可以使用或者不使用-pg 选项，通过编译不同的模块从配置中把代码排除在外。例如，

如果一个程序包括了 my_main.c，mod_1.c 和 mod_2.c，要配置的重要元素在

模块 my_main.c 和 mod_2.c 不使用-pg 选项，编译 mod_1.c 使用-pg 选项。 

细的内容可以参考以下文档的内容： 

• GNU Gprof Profiler Manual,Rev. 

•

方式 

    nb  hello_nios.c↙ 

你可以用 nr 命令替代 nios-run 命令，例如： 

    nr  hello

你可以用 nc 命令替代 nios-console 命令，例如： 



    nc  hello_nios.srec↙ 

你可以用 nd 命令替代 nios-debug 命令，例如： 

    nd  hello_nios.srec↙ 

 

4．11  在 Nios 系统中实现中断服务程序（ISR） 

 

Nios 开发包中包含的一些子程序使得用户能够比较容易的实现 ISR。这些程序可以安装

用户创建的 ISR 和管理寄存器窗口，并在中断发生时自动保存和恢复现场。这样用户只需

要把注意力放在编写 ISR 的功能上就可以了。这些子程序易于使用而且代码简单，适用于

对响应速度要求不高的中断处理。 
用户可以通过调用 nr-installuserisr2()或 nr-installuserisr()子程序安

装一个 ISR，并传递三个变量：中断号，ISR 地址以及一个 context 变量。context 参数是可

选的且可以是任意值。nr-installuserisr2()在多个中断源使用同一个 ISR 时特别有

用。在 ISR 代码中必须清除中断源。 
 
·nr-installuserisr 
这个子程序安装一个特定中断号的用户 ISR。如果使用 nr-installuserisr()来建立中断向量

表，可以指定标准 C 函 Nios 中
向量表的底层细节。nr-installuserisr 函数在头文件 excalibur.h 中声明。 

时只接收一个 context 参数。CPU 在执行用户 ISR 前会重新开放中断。

此在 ISR 中必须清除相应中断源的中断信号。 

nr-installuserisr2 
这个子程序的功能 当用户 ISR 被调

用时，它会接收到中断号码、中断 PC 和 con stalluserisr2 函数在头文件

excalibur.h 中声明

语法 
void nr_installuserisr2(int trapNumber, 

handl oc2, int text); 

 
·允 断 
采用以上程序处理中断时，CPU 在执行用户 ISR 前会重新开放中断。 
如

如果需要重新开放中断，可以在 ISR 中插入以下汇编代码： 

asm(“WRCTL %g0”);  

数作为中断服务子程序。使用 nr-installuserisr()时不需要知道

断

用户 ISR 被调用

因

语法 
void nr_installuserisr(int trapNumber, 

 void *Nios_isrhandlerproc, int context); 

 
·

跟 nr-installuserisr()相似，只是传递参数稍有区别。

text 参数。nr-in
。 

 void *Nios_isr erpr con  

许和禁止中

果需要禁止中断，可以在 ISR 中插入以下汇编代码： 
//Disable Interrupts 

asm(“PFX 8”); 

asm(“WRCTL %g0”);  

//Enable Interrupts 

asm(“PFX 9”); 

 



4．12  用户自定义指令 

在 Altera 的 Nios 嵌入式处理器中，用户可以在 Nios 指令系统中增加用户自定义指令，

以增

序列简化为一条用硬件实现的单

个指令。这一特性可以用于各种不同情况，例如对数字信号处理（DSP）、数据包处理以及

计算

s 处理器 多支持 5 条用户自定义指令。 
 

4．12．1 用户自定义指令的概念 
 

使用用户自定义指令，用户能够向 Nios 处理器的算术逻辑单元（ALU）和指令系统中

增加用户自定义功能，图 4-13）。完整的用户自定义指令包括以下两部分： 
用户自定义逻辑：是完成用户操作的硬件部分，Nios 处理器 多支持 5 个用户自定义

逻辑。这些逻辑作为 Nios 微处理器 ALU 的一部分。 
软件宏：提供软件接口使得用户能够访问用户自定义逻辑。 
 

 

 

强起对强实时软件算法的处理能力。用户自定义指令可以通过单周期或多周期操作来完

成复杂的处理任务。另外，增加的用户自定义指令同样可以访问存储器或 Nios 系统外的逻

辑。 
采用用户自定义指令，用户可以把一个复杂的标准指令

密集型软件进行优化。SOPC Builder 提供图形界面的配置向导帮助用户添加自定义指

令，Nio

 
图4-13 向Nios ALU中增加用户自定义逻辑 

 

用户自定义逻辑在两个寄存器Ra和Rb基础上完成用户自定义的操作，结果存储在Ra中。

例如：Ra <－ Ra op Rb。只要用户自定义逻辑具有合乎要求的软件和硬件接口，可以被用

来完成任何功能。 
当创建Nios嵌入式处理器时，用户自定义逻辑将和Nios处理器的ALU结合在一起，图



4-14。Nios配置向导还将创建相应C/C++和汇编的宏代码，使得软件可以访问这些用户自定

义逻辑。如果用户自定义指令用组合逻辑完成，则用来完成这个指令的时钟周期的数目固定

为1，如果用户自定义指令用时序逻辑完成，则必须指定时钟周期的数目。 
 

 
图4-14 Nios配置向导中用户自定义指令标签页 

 
4．12．2 加速效果 
 

下面我们用一个简单的四功能浮点运算单元（FPU）来说明用户自定义指令的效果。FPU
实现了有符号数相乘、乘积并取负运算、绝对值和浮点取负运算等四个功能。表 4-5 给出了

采用软件和用户自定义指令两种方法实现的性能比较，可以看到用户自定义指令的性能与完

全软件实现相比,有了两个数量级的提高。 
 

表 4-5 用户自定义指令和仅软件实现的性能比较 
CPU 时钟周期  

浮点运算 软件库 用户自定义指令

（FPU） 

 
加速比 

Multiplication a *b 2874 19 151.26 
Multiply and Negate -(a *b) 3147 19 165.63 
Absolute |a| 1769 19 98.28 
Negate -(a) 284 19 14.95 

 

需要说明的是，表中性能比较的结果依赖具体的编译器。这些数据来自使用 Nios 嵌

入式处理器 2.1 版中包含的 Cygnus 编译器的结果。 

用户自定义指令——200 字节 

，而且大大减少了软件代码量。 
 
4．12．2 用户自定义指令应用 

另外，用户自定义指令还减少了需要完成这些操作的软件代码： 

完全软件实现——4K 字节 
使用用户自定义指令，仅仅需要调用软件宏来和完成任务的硬件进行交互，不仅降低了

软件的复杂度



 
（1）创建用户自定义指令 

 

通过 SOPC Builder 来创建 Nios 嵌入式处理器（CPU），配置系统外设，并把这些部分连

接起来形成一个 Nios 系统模块。每当在 SOPC Builder 里添加一个 Nios CPU 时，便会出现

Nios 配置向导。 
执行以下步骤来向 CPU 增加一个用户自定义指令： 
（1） 创建一个用户自定义逻辑来完成一定的功能。 
（2）  在 Architecture 标签页打开 Enable advanced configuration controls 选项，如图 4-15

所示。 
 

 
图4-15 Nios CPU Architecture标签页 

 
（3） 点击 Custom Instructions 标签。 
（4） 选择操作码（从 USR0 到 USR4）。 
（5） 点击 Import，出现用户逻辑接口界面，如图 4-16 所示。 
（6） 在 Design Files 下点击 Add，如图 4-17 所示。 
（7） 浏览逻辑设计文件所存储的目录。 
（8） 选择所有的逻辑设计文件，并点击 Open。 
（9） 在 Top module name 栏中写入逻辑的顶层模块名。 
（10） 点击 Populate Port Table，向导扫描文件并导入端口信息，端口信息显示在 Port 

Information 下，如图 4-17 所示。如果向导不能正确扫描文件，则需要手工加入端口名称、

宽度、方向和类型。 
 



 
图 4-16 Nios CPU Custom Instructions 标签页 

 

 
图 4-17 用户逻辑接口 

 
（11）如果逻辑文件格式不同于 Nios 系统模块，点击 Instantiation 标签，如图 4-18 所

示。 
（12）选择 Instantiate as Black Box，如图 4-18。 
如果设计文件格式为.bdf,，EDIF Input Files(.edf)或.vqm，Instantiate as Black Box选项会

自动打开。 



 

图4-18 作为黑盒实例化 

13）点击Add to System，又回到Custom Instruction标签页。 

符，实际宏名称为nm_<base name>，如图4-19所示。 

 
（

（14）在宏Name栏中，写入C/C++或汇编中可以调用的用户自定义指令名称，缺省输

入的是顶层模块的前4个字

 
图4-19 宏名与时钟周期数 

 

（15）在Cycle Count栏中写入完成操作所需的时钟周期数目，如图4-19所示。 
（16）重复步骤（3）到（14），增加其他的用户自定义指令。 



（17） 后点击Finish。 
（18）生成Nios系统模块。 

 



第五章 系统模拟与调试 
 

模拟是设计过程的一个重要部分。寄存器传输级的模拟能够验证设计是否完成了相应功

能。而门级模拟则要考虑时序，以精确模拟整个系统在硅片上的行为。 

器在任何时间点上的行为。历史上，模拟也被称为仿真。通常仿真器分为两种：软

件仿

模型来模拟处理器的所有操作。设计人员可以将用户程序

装载

：硬

件描

（2）ModelSim PE，SE，EE 或 ModelSim-Altera5.6a 或更高版本 
0 版本 

 
5．2

m_Tutorial 

当模拟一个嵌入式处理器时，设计者也可以通过寄存器传输级模拟和门级模拟来准确地

得知处理

真器和硬件仿真器： 
软件仿真器实际上是采用软件

到软仿真器，象一个实际的处理器一样检查操作，比如内部寄存器的值。 
硬件—硬件仿真器完成类似软件仿真器的功能。但是，它使用外部的硬件设备来仿真目

标处理器的功能。 
片上可编程系统（SOPC）的设计人员在嵌入式系统开发和调试时还有其他的工具

述语言（HDL）模拟工具，比如 ModelSim 模拟器。ModelSim 能进行 Verilog HDL 和

VHDL 代码的 RTL 级模拟，也可以对标准延迟格式文件（.sdf）和 Quartus II软件生成的VHDL
输出文件（.vho）及 Verilog 输出文件（.vo）进行时序仿真。 

 
5．1 软件配置 

 
进行系统模拟必须安装下列软件： 
（1）Quartus II 2.2 或更高版本 

（3）Nios 嵌入式处理器 3.

 模拟设置 

 
本节使用一个 32 位 Nios 系统的例子，包含内部 RAM、ROM 和 UART 外设，来说明

一些对模拟有用的选项。 
按照下面步骤打开参考设计工程： 
1． 运行 QuartusII 软件 
2． 在文件菜单中选择 Open Project 
3． 浏览安装目录下的 <installation directory >\tutorials\Si
4． 选择文件，Sim_Tutorial.quartus 
5． 点击 Open 
6． 在 Tools 菜单下选择 SOPC Builder，SOPC Builder 打开 
图 5-1 给出这个例子系统的 SOPC Builder 的 System Contents 标签页。 

 
5．2．1 存储器初始化 

 
为了在模拟中显示代码的执行情况，ModelSim 软件必须能够读取保存代码的存储器。

如果使用片内存储器外设（RAM 或 ROM），SOPC Builder 能够在 Nios 模拟目录下生成存储

器初始化文件（.dat）。这些文件以十六进制形式保存代码和数据。当打开代表片内存储器的

HDL 代码时，ModelSim 软件会自动读取这些文件。 
SOPC Builder生成的Nios模拟目录为：<Quartus II project directory>\<SOPC Builder 

system name>_sim。 



要为片内存储器生成存储器初始化文件，必须在SOPC Builder的System Contents标签中

完成下述步骤： 
1． 双击boot_rom存储器外设，打开On-chip-Memory-bootrom对话框。 
2． 点击Contents标签页 
3． 选择GERMS monitor，如图5-2所示。 

 

 
图 5-1 32 位 Nios 系统例子 

 

 

图5-2 用GERMS初始化Boot Monitor ROM 
 

除了 ，SOPC Builder对初始化存储器有各种各样的选项，可以通过

Cont
GERMS 监控程序外

ents标签页来设置。 
· Blank选项：把存储器初始化为0 



· Build选项：允许用先前编译的输出文件，存储器初始化格式文件（.mif）或S-record
格式文件（.srec）来初始化存储器，也可以自动编译一个源文件，汇编（.s）或C（.c）文件，

获得上述的输出文件来初始化存储器。 
· File选项：允许用任意文件初始化存储器。 
· Command选项：允许在Nios SDK Shell执行任何命令，使用命令的结果来初始化存

储器。 
· String选项：用键入的内容来初始化存储器。 
4． 点击Finish来保存设置。 
如果目标器件是Stratix，能对M4K和M512块初始化，但不能对M-RAM块初始化。 
Nios3.0嵌入式处理器支持片外存储器操作的模拟。SOPC Builder的SRAM和flash存储器

向导都有一个和片内存储器Contents标签页（如图5-2所示）类似的一个Simulation标签页。

同时Simulation标签页也包含一个选项，允许忽略为SRAM和flash外设生成模拟文件。 
当系统真实运行时，Simulation标签页的存储器内容的选项，不会影响SRAM和flash存

储器的内容。ModelSim中用于模拟片外存储器的初始化文件（.dat）和片内存储器的初始化

文件是相同的。在Nios开发套件对flash编程的方法，比如nios-run等命令，也保持不变。 
如果想对包含有片外存储器的系统进行模拟，SOPC Builder也为片外存储器生成Verilog 

HDL和VHDL模拟模型。由于每一个存储器外设的时序描述是不同的，所以这些模型肯定不

是时钟周期精确的。但这些模型可以简单模拟一个从片外存储器访问代码和数据的系统，

想获得对片外存储器的精确 许多存储器厂商为此都提

供了相应的Verilog HDL或VHDL模型。可以用此模型代替SOPC Builder生成的简单模型。 
 

 

拟需要

,500个以上的时钟周期。为了提高模拟速度，UART可以采用较小的波特率分频值，这使得

度上。这时候，每两个时钟周期就能传送一个位。 
此外，因为通常在应用中，用户需要向Nios应用程序输入文本(如通过GERMS monitor)，

定制

下两种方法中的任一种进行数据流的定义： 
1） 利用Simulated RXD-Input Character Stream对话框 

（2） 利用ModelSim软件中的

使 ulated RXD-Input Character Stream对话框输入在模拟时提供给UART 
数据。当

有效。在这个对

系统很有用。在 r把预先定义的字符转换成ASCII编码的十六进制

，并把它写 eripheral name>_input_data_stream.dat文件中。 
Interactive UART与Nios目标板的通

信状况，输入或 内处理。一个

虚拟显示终端显

输入写入UART UART Stimulation Settings对话框里的

e ModelSi
Builder生成一个

要

模拟，必须拥有该存储器的精确模型。

5．2．2  UART 外设模拟设置 

可以为模拟定制UART外设。例如，在高速系统模拟(100 MHz)中，UART的模拟则显得

特别慢，因为UART在波特率为115200bps时大约每秒传送11500个字符。以这样的波特率，

一个11位的字符(8位数据、1个开始位、2个停止位)在100 MHz的系统时钟下进行模

9
UART运行在一半的系统时钟速

模拟时传送到UART的数据流极其有用。 
可以采用以

（

Interactive选择窗口 
用户可以 用Sim

RXD的 CPU读取UART的值时，一个字符被送至UART，并设置rx_char_ready信号

话框里指定数据流，对于模拟有固定的UART数据流并且在模拟时不更改的

系统生成时，SOPC Builde
数据 入Nios模拟目录的<UART p

窗口允许在ModelSim软件运行时，模拟出实际情况下

查看UART的值。唯一的区别是输入和输出在不同的终端窗口

示一个提示符，可以在之后输入写入UART的值。也可以在ModelSim运行时

的值，进行真实的交互模拟。如果打开

Creat m Alias to open interactive stimulus window for this UART选项，如图5-3，SOPC 
ModelSim别名来启动激励窗口。 



如果选择i
模拟时不会被送

除了intera
一个窗口来接受 。当打开该选项时，模拟时会出现一个显示所有UART TXD数据

的窗口。如果i
显示终端。所以

为了使UART外设能够被模拟，必须在SOPC Builder的System Contents标签内完成下述

1． 双击uart1外设，打开UART对话框。 

te ModelSim Alias to open streaming output window for this UART选项 
lSim Alias to open interactive stimulus window for this UART 

拟设置的例子。 

nteractive stimulus选项，Simulated RXD-Input Character Stream对话框的内容在

至UART，只有交互的输入被送至UART。 
ctive stimulus选项，SOPC Builder在模拟时可以生成一个ModelSim别名以打开

UART输出

nteractive stimulus和流输出模拟两个选项同时打开，ModelSim创建一个虚拟

可以同时看到两个窗口，。 

步骤： 

2． 点击Simulation标签页 
3． 打开Crea
4． 打开Create Mode
5． 指定传输波特率，为减少模拟时间，选择accelerated (use divisor =2) 
6． 点击Finish，保存设置。 
图5-3给出了UART模
 

 
图5-3 UART模拟设置标签 

 
5．2．3 SOPC Builder模拟设置 

 
外设模拟设置完之后，还需要在 SOPC Builder 中完成以下步骤，来生成模拟文件： 
1． 为 ModelSim 软件设定路径。 

1） 在文件菜单中选择Setup > ModelSim Directory 
2） 浏览ModelSim可执行文件安装的目录，例如，对ModelSim-Altera，目录为：

<installation directory>\win32aloem 
3） 单击 OK。 

2． 点击 System Generation 标签页 
3． 打开 Simulation 选项。见图 5-4。 



 

 

图5-4 SOPC Builder模拟文件的生成 
 

可以生成系统了。SOPC Builder 生成模拟文件，包括一个

可用

的。

文件 后才能起作用。反之，在系统

文件之外的所有模拟文件。 

．2．4 通用系统模拟文件 

 
系统生成完之后，Nios 模拟目录下包含了模拟所需的所有文件。表 5-1 给出了这些文件

 
 

文件扩展名 目的 

完成了模拟设置之后，就

ModelSim 工程文件（.mpf），并把它们放置在 Nios 模拟目录下。 
缺省情况下，在系统生成之后，System Generation 标签页的 Run ModelSim 按钮是

点击该按钮自动运行 ModelSim 软件和载入生成的系统工程文件。这个功能只有在使用

菜单的 Setup 命令，对 ModelSim 软件设立了正确的路径

生成后，SOPC Builder 会给出一个信息，并生成除.mpf
 
5

的详细说明。 

表 5-1 为模拟生成的文件

.mpf ModelSim工

如果在 Mod 中打开该文件，则会自动设置模拟时的目录和路径，并初

始化表 9.10

程文件。如果SOPC Builder找到了ModelSim路径则生成该文件。

elSim
中的模拟宏。 

.do ModelSim 宏

setup_sim.do 0 中列出的宏。 
wave_presen o
virtuals.do 创

看汇编指令

的执行脚本。 
文件：初始化表 9.1

t.d 生成一系列在波形窗口中显示的缺省信号。 
建一个虚拟信号，把 Nios 操作码转换成指令，允许在模拟时查

，如 MOV，ADDI 等 
.dat 十六进制的

内容而不会

存储器初始化文件格式。这些文件仅仅用于模拟。改变这些文件

影响用于综合或布线的文件。SOPC Builder 为系统中任一片内存



储器生成该 化文件名

Boot_RO t 文件，以

到_lane3。 
拟输 流，SOPC Builder 也创建了另外一个.dat 文
十

文件。如，片内 ROM 名为 Boot_ROM，则生成的初始

为 M_lane0.dat。存储器外设每个可寻址字节都有一个.da
_lanex 结尾，其中 x 为数字。例如一个 32 位的 ROM 有四个.dat 文件，从_lane0

入 UART 外设的字符为了模

件，其中 六进制数据代表的是输入的字符流。 
 
5．3 ModelSim 模拟 

使用 SOPC Builder 生成

以下步骤进行： 
 

lsim 对话框出现，

不出现，选择菜单下的

3． 浏览 Nios 模拟目录 
4． 选择 ModelSim 工程文

5． 点击 Open 
6． 执行 setup_sim.do 文件

示符下键入如下命令来

do setup_si

这些命令宏有助于代码 odelSim 提示符下键入相应

字母就可以执行这些宏命令

 

 
的位于 Nios 模拟目录下的 ModelSim 工程文件进行模拟，要按

1． 执行 ModelSim 软件

2． Welocme to Mode 选择 Open a Project；若 Welocme to Modelsim 对话框

Open a Project。 

件 

（见图 5-5），该文件初始化表 5-2 中列出的宏。在 ModelSim 提

执行该文件： 
m.do 

修改后的设计的重载和重编译，在 M
。 

 
图5-5 运行脚本初始化 



 
表5-2 Nios模拟宏命令 

宏 功    能 
s 对 Nios 处理器和外设源代码进行重新编译，并把它们重新载入

ModelSim 的工作库进行模拟。该命令对整个模拟进行复位。 
c 在不改变处理器和外设时，重编译所有的软件源代码并重新生成 Nios

工程下的软件开发工具（SDK）目录。此命令在软件开发中有用。 
w 载入 wave_presets.do 文件，该文件包含预先定义的 ModelSim 波形图

窗口信息。此文件从所有片内的处理器和外设中载入通用信号，并显

示波形图窗口。 
l 建立 ModelSim 列表窗口，以列表的形式显示预先定义的信号模拟结

果。列表格式是文本方式的而不是图形方式。 
<UART name>_log 可选项。对系统中的每一个 UART，如果在系统生产之前打开了输出

流选项，则产生此命令。当执行时，打开一个新窗口，如同一个终端

屏幕，显示从 UART 接收来的 TXD 数据。 
<UART name>_drive 可选项。对系统中的每一个 UART，如果在系统生产之前打开了交互

激励选项，则产生此命令。当执行时，打开一个新窗口，如同一个终

端窗口，模拟时可以在那里输入给 UART 的 RXD 虚拟数据。 
h 帮助。显示可用的宏命令和它们的功能。 

 
7． 执行 s 宏命令来载入设计 
8． 执行 w 宏命令来显示 ModelSim 波形图窗口，其中有自动为系统生成的例子信号。这些

信号按功能分类，还包括调试用的信号。图 5-6 给出了一个缺省的波形图窗口。 
这些例子信号为分析 Nios 系统的行为提供了一个好的起点。在模拟过程中，可以增加

或删除信号。表 5-3 总结了在模拟中显示的信号种类。 
9． 执行 uart1_log 宏命令，为 uart1 显示输出流窗口。 
10． 执行 uart1_drive 宏命令，为 uart1 显示交互的激励窗口。 
 

表 5-3 模拟中显示的波形信号 
信号组 说    明 

Instuction Mater(1) 与取指令、 address 组信号显示

取指令的存储器地址，而 readdata 显示从该存储器地址读出的数

read_data_opcode 是一个虚拟信号，用来对操作码解码以确定指

令类型。此信号在比较处理器的执行和编译时的反汇编报告时有

用。 
wait、read、data valid 和 flush 等信号用于显示处理器在执行代码

指令译码和指令执行相关的信号。

据内容（如操作码）。 

时的状态信息。（例如，当指令主端口正从存储器读取代码时，read
信号被置为有效。） 

Data Master(1) 和 s 系统中对存储器以及映射为存储器的外设读取和写入数Nio
据相关的信号。readdata 和 writedata 信号显示 CPU 的输入和输出

设备内的信号，所以不能为三态。 
和 byte enable 信号，与 instruction master 总

线信号类似，根据 Avalon 总线规范操作。这些信号显示了所有的

流。这些信号因为是 Altera
address、read、write



Nios 数据主端口向 Avalon 从端口发起的总线传输。 
Interrupt Control(1) 显示 近申请的中断请求（IRQ）和中断请求号码 
General Prupose RAM 
Peripheral 
(gen_purpose_RAM)(2)

描述片内 RAM 操作的信号。这些信号几乎完全类似 Nios data 
master 的信号。其中还包括一个 chip select，它是 RAM 外设地址

的一个译码结果。 
UART1 Bus Interface(2) 显示 UART 总线接口的信号。这些信号类似于 RAM 外设的那些

和 write 信号被省略（也可以手工加回信号。为了更清楚，read
去）。 

UA X）和接收（RX）寄存器

RX 准备好信号。 

RT1 Internals(2) 内部 UART 信号，显示 UART 传送（T
的数据。这些信号把 8 位寄存器值译成 ASCII 码，所以可以在模

拟波形窗口内查看到字符。同时显示 TX 和

Boo (boot_rom)(2) 片内 ROM 外设的读地址和数据输出信号 t ROM
SDRAM Controller(3) 显示 Avalon 总线模块和 SDRAM 控制器之间、SDRAM 控制器和

SDRAM 设备之间的接口信号，以及 SDRAM 控制器逻辑内部的

信号。 
从 Avalon 总线模块到 SDRAM 控制器的信号具有前 az_，例如，

地址总线输入是 az_addr。 
从 SDRAM 控制器到 Avalon 总线模块的信号具有前 za_，例如，

从控制器到 Avalon 总线模块的数据是 az_data。 
SDRAM 控制器到外部 SDRAM 设备之间的信号具有前 zs_，
例如，行地址选通信号是 zs_ras_n。 
SDRAM 控制器逻辑内部的信号包括系统时钟（clk）和 SDRAM
控制器当前正在执行的操作（CODE）。 

注： （1）对每一个 NiosCPU 都会生成和显示这些信号 

（2）这些信号组的出现是因为 M、RAM 和 UART 外设。只要往设计

中增加一个 Nios 外设，相应的模拟信号就会生成并添加到缺省的波形图中。信号组的名称

。这些信号表示的是从或到

每一

非在 器和特定外设之间确有一个有效总线操作。 

图中。因为此参

 

设计的例子包含有 RO

与 SOPC Builder 中使用的外设名称类似（如 gen_purpose_RAM）

个外设从端口的 I/O。这些信号可能与相应的 Nios 指令/数据主端口上的值不相符，除

Nios 处理

（3）如果使用 AlteraAvalonSDRAM，SDRAM 控制器信号自动添加到波形

考文档的例子没有使用到 SDRAM 控制器，所以在模拟过程中不能看到 SDRAM 信号。 



 

图5-6 缺省波形 

至此，已经完成基本的模拟步骤。可以使用 ModelSim 软件完成任意其他 Altera 设计的

模拟

以模拟和分析 NiosCPU、外设和源代码的操作。使用 Run 菜单下的

拟，或在 ModelSim 提示符下执行 run 命令（例如，使用 run 100us 来执行 100
秒时间的模拟）。软件支持标准的时间单位，如 ns、us 和 ms。 

 

。 

 
5．4 模拟结果分析 

 
载入设计之后，可

命令启动模

毫

本节提供两个分析实例： 
（1）通过 UART 外设同 GERMS 监控程序交互 
（2）执行 PIO 外设操作的简单 C 程序 
 



5．4．1 通过 UART 外设同 GERMS 监控程序交互 

S 监控程序的执行，以及它和片内 UART 外设的交

，包括在交换字符串时 CPU 和 UART 之间的交互。UART 接收到的字符流如同在交互

UAR

完 励和执行模拟： 
1． 在 ）中键入 m1000:4D6F6E6B。这个命令指示 GERMS 监

控  

被接收，或简单地连续执行，使你能够输入更多的激励。 

 
这个例子分析在 NiosCPU 上 GERM

互

T 激励窗口中定义的一样，由 uart1_drive 宏触发。rx_data 信号代表的是 8 位接收寄存

器的值，显示从字符流接收到的 ASCII 码数据。 
成下列步骤给 UART 提供激

UART 交互激励窗口（图 5-7
程序在启动之后，在地址 0x1000 处写入数据 4D6F6E6B。

交互激励窗口出现+字符后可以键入新的命令。可以使模拟执行一段时间，直到先前的

字符串

 

 
图 5-7 UART 字符流 

 
2． 键入 ModelSim 软件模拟 30 微秒。 

30 微 信息和步骤 1 的命令都显示在 ModelSim 消息窗口和 UART 输出流

窗口中。

3． 在 UART 中键入第二个 GERMS 命令 m1004:00006579。 
4． 再键 us 执行 ModelSim 软件模拟 30 微秒。如果愿意，可以模拟更长的时间或使

模拟器连续执行。 
5． 键

存储器数据通过 UART 的输出。 
可

接收寄存器的

值时 个字符时，rx_char_ready
号被置为有效。在波形的末尾，管道字符（|）用作回车和换行符。 

run 30us 执行

秒后，系统引导

 
交互激励窗口

入 run 30

入 后一个命令，m1000，把地址位于 0x1000 的存储器内容导出。这一步骤使 UART
输出一个从地址 0x1000 到 0x103f 的十六进制存储器数据。 

6． 再执行 ModelSim 模拟 120 微秒来完成

以分析整个系统的操作，包括 GERMS 监控程序的代码执行，UART 操作，系统存储

器以及 Avalon 总线模块操作。 
图 5-8 给出了如模拟设置中描述的例子的部分模拟情况。在 10 和 11us 之间，波形显示

了来自输入 m1000:4D6F6E6B 的 m 字符。当 GERMS 监控程序从 UART 读取

，剩下的字符被传送以形成整个输入字符串。当 UART 接收每一

信



 
图 5-8 UART 接收字符 

Ni 接收 后， 。图5-9给出了操作上的细节。在实

心的 直 上， 控 T接收寄存器的值（显示了数据主端口

的d_ 此时uart1总线接口chipselect信号也有效，表明一个到UART的
读周 主端口和UART总线接口的readdata寄存器被置为0x006D，这

是m
示单个的0。尽管rx_data信号只显示一

个0， 读出三次，表明有三个0字符在接收数据线上读出。 

 

字符在 os CPU 到m字符 UART接收其他的

时间条 GERMS监 程序代码读取UAR垂

read信号被置为有效，而

。）。同时，Nios数据期

字符的ASCII码。 
号在“m1000”的000值上显在模拟期间，rx_data信

rx_char_ready信号被但

 

 
图 ART接收额外字符 

 
执 执行所有三个GERMS命令。在 后一个命令

后 RMS监控程序输出一组存储器数据，其中包括在先前两个GERMS命令

GERMS存储器导出的内容。 
+m1

+m1

+m1

 

#10

000 0000 0000 0000 0000 

5-9 U

随着ModelSim软

（m1000），GE
件的继续 行，NiosCPU

之

中完成的存储器写操作。下面是UART流模拟输出窗口中

000:4d6f6e6b 

004:00006579 

000 

#1000: 6E6B 4D6F 6579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101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2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1030: 0000 0000 0000 0



+ 

 

5．4．2 执行 PIO 外设操作的 C 程序 

 

这个例子示范了在 Nios 系统中源代码和模拟输出之间的关系，并分析了源代码、反汇

编码、操作码（机器码）和 NiosCPU 的模拟结果。这个 32 位设计样例包括： 
地址 0x0 开始的片内 ROM 
地址 0x1000 开始的片内 RAM 
地址 0x2000 开始的 32 位 PIO 外设，仅设置为输出方式。 
执行PIO外设操作的C程序 lder_2_5\tutorials\sim_tutorial2

录下。 

例5-

 E  co os

0x2000，所以这个存储器

址的写操作就是给PIO外设发送数据。 
rt.c 限 向 。因为引导ROM由port.c来

初始化，S 用 ios-build命令执行时，生成好几个文件

和主 ec 。 jdump）对模拟有用，因为它显示了由

汇编 序 编 每一 汇编指令的对应关系。 
5-2 为 成 分。 

 
5-2 por p文

 

位于c:\altera\excalibur\sopc_bui
目

与前面的例子不同，这个例子不使用GERMS监控程序和URAT来通讯。相反，ROM被

port.c文件初始化，如例5-1所示。 
 

1 初始化RAM的port.c源代码 
 

/* Filename: port.c 

 * xample de for Ni  simulation. 

 * This program performs a continuous loop in which 

* an integer is incremented and then written to a  

 * 32-bit PIO port at address 0x2000 

 * (c) 2001 Altera Corporation 

*/ 

# define mypio *((int *)(0x2000)) 

void main(void) 

{ 

int i = 0; 

while(1) { 

i++; 

mypio = i; 

} 

} 

对PIO进行访问时，一般使用在niso_peripherals.h文件中定义的np_pio结构的指针。为简

单起见，这个例子定义了一个指针，mypio，指向绝对存储器地址

地

po 程序无 循环，不断 32位PIO端口写入恒定增加的值

nOPC Builder自动地调 nios-build命令，当

S-record（.sr ）输出文件 目标导出文件（.ob
程序与程 生成的汇 代码以及 行原始的C

例 给出了 port.c程序生 的port.objdump文件中一部

例 t.objdum 件中的一部分 

port.out: file format elf32-nios 



Disassembly of section .text: 

 

00000000 <nr_jumptostart>: 

 0:  00 98  pfx %hi(0x0) 

 2:  40 36  movi %g0,0x12 

 4:  00 98  pfx %hi(0x0) 

6:  00 6c  movhi %g0,0x0  

 8:  c0 7f  jmp %g0 

 a:  00 30  nop 

 c:  4e 69  ext16d %sp,%o2 

 e:  6f 73  usr0 %o7,%i3 

 

00000010 <main>: 

 

# define mypio *((int *)(0x2000)) 

void main(void) 

{ 

 10:  17 78  save %sp,0x17 

int i = 0; 

 12:  01 34  movi %g1,0x0 

while(1) 

 14:  b0 49  bgen %l0,0xd 

{ 

i++; 

 21 inc %g1 

} 

 1a:  fe 87  br 18 <main+0x8> 

 1c:  21 04  inc %g1 

} 

 1e:  df 7f  ret 

 20:  a0 7d  restore 

 ... 

 
目标导出文件在每一行列出了以下几项： 
· 一个存储器地址（如，1c：） 
· 该存储器位置的操作码（在引导 ROM 中存储的数据）（例如，21 04） 
· 这些操作码相应的汇编码（如，inc ％g1） 
目标导出文件包含其他的代码如启动程序、中断初始化和其他用于编译连接的代码。在

目标导出文件的摘录中，地址从 0x0 到 0xe 定义了 nr_jumptostart 程序，编译后连接到该程

序。这个程序调用_start 程序。它在目标导出文件的稍后位置出现。（图中未显示）。

使用目标导出列表可以查看 的执行之间的关系。图 5-10，
示了代码执行的开始部分。 

16:  04  

mypio = i; 

18:  01 a0  stp [%l0,0x0],%g1  

 
目标导出文件和 Nios 处理器

显



 
图5-10 代码执行的开始部分 

 
代码在 Altera 器件初始化时开始执行，所有寄存器在启动时被自动清除。另外，可以将

Nios eset_n 输入信号置为有效来使处理器重新启动。在图 5-10 模拟的开始部分，Nios 指令

主端口的地址被设为 0x0，在这个地址之后立即执行一个读操作。 
如果查看目标导出列表的前几行，可以看到从存储器中读取到的指令： 

 
00000000 <nr_jumptostart>: 

 0:  00 98  pfx %hi(0x0) 

 2:  40 36  movi %g0,0x12 

 
Nios CPU 是小端对齐的，而目标导出列表是大端对齐的。在地址 0x0 处，Nios 指令主

端口的 i_read_data 信号设置为 9800，而在目标导出列表中的相应内容是 00 98。目标导出列

表表明 00 98 是前 指令 pfx％ （0x0）的操作码。在波形图中，指令主端口的

i_readdata_opcode 自动将 00 98 译  
Nios CPU 结构是流水线结构。所以，从存储器取到的指令与执行的指令不是同一个指

n_opcodes 信号代表执行的指令，而 i_readdata_opcode 显示的是从

储器取到的 后一个指令。 

a

。 
主程序入口之后，PIO 输出开始改变时的波

形图

C 代码被忽略）： 
 

%l0,0xd 

inc %g1 

 
紧接 到了movi、bgen、inc和stp等指令。在CPU的流水线

填满 movi、bgen、inc和stp等指令出现在

 r

hi
码并显示一个前 指令。

令。波形图中的 instructio
存

当指令开始执行时，可以观察到 i_address 的值在每一个新指令被读取后递增。如图 5-10
中所显示，在代码执行过程中，当执行 ROM 地址 0x8 处的跳转指令时 nr_jumptost rt 程序

执行完毕。然后，读数据地址改变为 0x26，_start 程序开始。_start 程序在返回到开始地址

为 0x10 的 port.c 之前执行

图 5-11 显示代码已经执行到地址为 0x10 的

。垂直时间条显示的指令读取的地址位置为 0x10，即显示在目标导出列表中的主程序

的开始部分（为清楚起见，其中的

 78  

 12:  1 34  movi %g1,0x0 

10:  17 save %sp,0x17 

0

 14:  b0 4  bgen 9 

 16:  21 04  

 18:  01 a0  stp [%l0,0x0],%g1 

1a:  br 18 <main+0x8>   fe 87 

着，由i_readdata_opcode表明取

时跳转到主程序之后有一个初始的延迟，结果在



instruction_opcode信号上之前有三个指令的延迟。一旦建立了循环，流水线保持满状态且不

在模拟中，增量指令（inc）显示为一个立即数加指令（addi）。因为增量指令是一个伪

指令

写操 底部PIO的端口输出上。 

再出现额外的延迟。 

，它在编译过程中生成一个立即数加指令，并显示在目标导出列表中。 
当包含存储32位数据到存储器的stp指令执行时，CPU在邻近的虚线垂直时间条上执行

一个写PIO外设的操作。同时，数据主端口d_write和d_address信号申请一个写往0x2000处的

作。写入的数据0x1显示在波形图的

 

 

图5-11 PIO写循环的开始 
 

写循环建立后的波形图。后续的循环执行只需要三条指令：

ddi、stp和br，分别完成增加写入PIO的值、写操作和返回到循环的头部等操作。 
图5-12显示了一个PIO的

a
 

 
图 5-12 建立的 PIO 写循环 

 



5．5 增加/删除波形图信号 

 
要增加或删除信号，使用 Structure 和 Signals 窗口（View 菜单），它将设计按层次划分

以方便查找。Structure 窗口显示设计中的单个实体以及任何它调用的子实体。Signals 窗口

显示模拟可用的信号。图 5-13 给出了 Structure 和 Signals 窗口。 
Structure 窗口显示的是 Nios 系统顶层模块（Nios CPU 和内部外设）。Structu e 窗口中的

每一项对应一个设计子实体。例如，UART 外设

r
被列为：_uart1:uart1。点击子实体名称可以

相关信号。 
可以通过从 Signals 窗口拖拉信号向波形图窗口增加信号。增加一个信号之后，可以通

过编 名或带词根（如总线）的名称来显示它。参考 ModelSim 文档查看有关

设置

后选择 Delete（Edit 菜单）来删除波形图中的一个或整组信号。 

在 Signals 窗口显示

辑，使用一个别

指令。 
可以通过选择信号然

 

 
图 5-13 结构与信号窗口 

 
5．6 片外存储器模拟 

 
使用 Nios 3.0 嵌入式处理器，可以模拟带片外存储器的设计。SOPC Builder 可以为片外

存储器比如 Nios 开发板上的 SRAM 生成存储器模型。也可以为 SOPC Builder 中使用

User-Defined Interface 向导创建的用户自定义存储器接口生成存储器模型。有两种方法模拟

片外存储器设备。 
· 使用 SOPC Builder 自动生成的模型； 
· 对于特定的存储器设备，使用自己编写的或从第三方比如存储器外设生产厂商获得

的模型。 
注：不要使用 Verilog HDL 和 VHDL 模拟模型文件来综合，它们仅仅用于模拟。 
模拟带片外存储器的设计，必须完成以下步骤： 
1． 创建一个带 CPU、外设和片外存储器接口的 Nios 系统用于进行模拟。 
2． 用 SOPC Builder 生成设计 
3． 离开 SOPC Builder 
4． 根据下一节的指导为系统编辑外设模板文件（.ptf）。要指定使用什么样的模型（自

动生成的或定制的）

5． 在 SOPC Builder 中重新打开设计 （在 MegaWizard Plug-In Manager 中选择编辑步

骤 1 和 2 中设计的宏变量）。 
6． 第 2 次生成系统并生成合适的模拟文件。 

和存储器内容。 



 
5．6．1 使用自动产生的存储器模块 

 
可以编辑系统的 PTF 文件，从而 SOPC Builder 可以自动生成简单的模拟模型用于模拟

除了 Nios 开发板提供的 flash 和 SRAM 之外的片外存储器。这些自动生成的模型由定义在

PTF 文件中的 CONTENTS 节的内容初始化。如果想指定一个定制模型，参考下一小节。 
为使用简单模型，完成以下步骤： 
1． 在文本编辑器内打开 PTF 文件。 
2． 为 欲 模 拟 的 片 外 存 储 器 模 块 的 SYSTEM_BUILDER_INFO 节 增 加 一 个

Make_Memory_Model 行。下面的例子选自一个用户自定义的存储器接口外设的 MODULE
节（蓝色字符的一行是增加的行）： 

SYSTEM_BUILDER_
{ 

 = "1"; 
Is_Enabled = "1"; 

有一

生成系统时，SOPC Builder 生成一个模拟辅助模型在系统的顶层模块中实例化。实例

以实例化模型。 
 

序约束。 

内打开 PTF 文件。 
Model_Files 行（对

于 V les 行 (对于 VHDL 用户)。如果模型有多个 HDL
文件

} 

是相对于主工程目录下的 Nios 模拟目录引用的。如果在这个目录下

放置 虑特殊的文件或目录要求。如果模型放置在其他目录，必须为

Mod
 如在“定义存储器模块内容”中描述的那样为存储器模型定义数据。 

4． 保存 PTF 文件。 
 

INFO 

Instantiate_In_System_Module

Date_Modified = "--unknown--"; 
Make_Memory_Model = "1"; 

} 
SYSTEM_BUILDER_INFO 节必须是外设的 MODULE 节，而不是 SLAVE 节的一部分。

些外设同时在 MODULE 节和 SLAVE 节有 SYSTEM_BUILDER_INFO 节内容。 
3． 如在“定义存储器模块内容”中描述的那样为存储器模型定义数据。 
4． 保存 PTF 文件。 
当

化过程对综合是透明的，所以只有模拟软件可

5．6．2 指定一个定制模块 

 
除了生成一个简单的模拟模型外，还可以指定一个定制模型。例如，用一个从存储器厂

商获得的模型，它定义了一个特定设备的时

要使用定制模型，完成下列操作： 
1． 在文本编辑器

2． 在外设的 MODULE 节的 HDL_INFO 节中创建一个 Verilog_Sim_
erilog HDL 用户）或 Vhdl_Sim_Model_Fi
，用逗号分割开。下面给出了一个文件名为 my_model.v 的 Verilog HDL 模型。 

HDL_INFO 

{ 

Verilog_Sim_Model_Files = "my_model.v"; 

注：这些指定文件

模拟模型文件，不必考

elSim 指定完整的目录。 
3．



5．6．3 定义存储器模块内容 

 
在外设模块的WIZARD_SCRIPT_ARGUMENTS节的CONTENTS节中定义片外存储器

外设的内容。这些信息指导 SOPC Builder 生成模拟.dat 文件来定义片外存储器外设的内容。

CONTENTS“Kind=”域指示 SOPC Builder 使用空白（全为 0）、GERMS 监控程序或一个文件

等方式初始化片外存储器模型。下面的摘录示例使用一个 S-record 文件设置

（my_contents.srec）来初始化一个模拟模型： 
CONTENTS srec 
{ 

Kind = "build"; 
Build_Info = "my_contents.srec"; 
Command_Info = ""; 
Textfile_Info = ""; 
String_Info = ""; 

} 
PTF 文件中 CONTENTS 节的内容同 SOPC Builder 生成的用于模拟片外 SRAM 或 flash

的内容是相同的。保证创建一个正确格式的 CONTENTS 节的一个方法是先使用 SOPC 
Builder 的 SRAM 或 flash 向导来生成内容，然后把生成的 CONTENTS 节的内容复制到用户

自定义模块的 WIZARD_SCRIPT_ARGUMENTS 节中去。 
 

5．7 调试 

 

Quartus II SignalTap II逻辑分析器和SignalProbe功能可以分析内部器件节点和I/O 

引脚 分析器使用嵌入式逻辑分析器将

信号

Tap II和SignalProbe调试流程。 

 

，同时在系统内以系统速度在运行。SignalTap II逻辑

数据通过JTAG端口送往SignalTap II逻辑分析器或者外部逻辑分析器或示波器。

SignalProbe功能使用未用器件路由资源上的递增式路由，将选定信号送往外部逻辑分析器

或示波器。图5-14 和图5-15 显示了Signal

 
图5-14 SignalTap II 调试流程 

 



 

图5-15 SignalProbe 调试流程 

 

5．7．1 使用SignalTap II 逻辑分析器 

 

SignalTap II逻辑分析器是第二代系统级调试工具，可以捕获和显示实时信号行为，允

许观察系统设计中硬件和软件之间的交互作用。Quartus II软件允许选择要捕获的信号、开

始捕获信号的时间以及要捕获多少数据样。还可以选择是将数据从器件的存储器块通过JTAG

端口路由至SignalTap II逻辑分析器，或是至I/O引脚以供外部逻辑分析器或示波器使用。 

可以使用MasterBlaster、ByteBlasterMV、ByteBlaster II或USB-Blaster通信电缆下

载配置数据到器件上。这些电缆还用于将捕获的信号数据从器件的RAM 资源上载至Quartus 

II软件。然后， Quartus II软件将SignalTap II逻辑分析器采集的数据以波形显示。 

 

（1）设置和运行SignalTap II 逻辑分析器 

若要使用SignalTap II逻辑分析器，必须先建立SignalTap II文件(.stp)，此文件包括

所有配置设置并以波形显示捕获到的信号。一旦设置了SignalTap II文件，就可以编译工程，

对器件进行编程并使用逻辑分析器采集和分析数据。 

每个逻辑分析器实例均嵌入器件上的逻辑之中。SignalTap II逻辑分析器在单个器件上

支持多达1,024 个通道和128K 数据样。 

编译之后，可以使用Run Analysis命令（Processing菜单）运行SignalTap II逻辑分析

器，如图5-16所示。 

以下步骤描述设置Signa 流程： 

 建立新的SignalTap II 文件。 

p II滤波器查找所有预综合和布局布线后的SignalTap II节点。 

。 

例如采样深度和触发级别，并将信号分配给数据/ 触发输入和调试

端口

析信号数据。 

lTap II文件和采集信号数据的基本

1.

2. 向SignalTap II文件添加实例，并向每个实例添加节点。可以使用Node Finder中的

SignalTa

3. 给每个实例分配一个时钟

4. 设置其它选项，

。 

5. 编译设计。 

6. 对器件进行编程。 

7. 在Quartus II软件中或使用外部逻辑分析器或示波器采集和分

 



 

图5-16 SignalTap II 逻辑分析器 

 

可以使用以下功能设置SignalTap II逻辑分析器： 

· 多个逻辑分析器器： SignalTap II逻辑分析器在每个器件中支持逻辑分析器的多个

嵌入式实例。可以使用此功能为器件中的每个时钟域建立单独且唯一的逻辑分析器，并在多

个嵌入式逻辑分析器中应用不同的设置。 

· 实例管理器器： SignalTap II逻辑分析。

可以使用它在SignalTap II文件中建立、删除和重命名实例。实例管理器显示当前SignalTap 

关实例的当前状态以及相关实例中使用的逻辑元素和存储器比

的数量。实例管理器可以协助检查每个逻辑分析器在器件上要求的资源使用量。可以选择

多个

件。可以使用SignalTap II

逻辑

采集的数据量。分段的模式允许通过将存储器分为周密的时间段，为定期

事件

增路由由： 递增路由功能允许在不执行完全重新编译的情况下分析布局布线后节

点，从而有利于缩短调试过程。 

来执行智能编译。此外，在编译设计之前，必须使用已分配触发节点(Trigger 

实例管理器允许在多个实例上建立并执行

II文件中的所有实例、每个相

特

逻辑分析器以及选择Run Analysis（Processing菜单）来同时启动多个逻辑分析器。 

· 触发器器： 触发器是逻辑级别和/或逻辑边缘方面的逻辑事件模式。SignalTap II

逻辑分析器支持多级触发、多个触发位置、多个段以及外部触发事

分析器窗口中的SignalConfiguration面板设置触发器选项。 

可以给逻辑分析器配置 多十个触发器级别，使用户可以只查看 重要的数据。可以指

定四个单独的触发位置： 前、中、后和连续。触发位置允许指定在选定实例中在触发器之

前和触发器之后应

捕获数据，而无需分配大采样深度。 

· 递

在使用SignalTap II 递增路由功能之前，必须打开Settings对话框（Assignments菜单） 

SignalTap II逻辑分析器页中若在使用递增路由的SignalTap II中具备了条件，则自动开启

智能编译



Node

 

（2）

在使用SignalTap II逻辑分析器查看逻辑分析的结果时，数据是存储在器件的内部存储

器中，然后通过JTAG 端口导入逻辑分析器的波形视图中。 

在波形视图中，可以插入时间栏，对齐节点名称，复制节点；建立总线、重命名总线和

取消总线组合；指定总线值的数据格式；以及打印波形数据。使用数据日志建立波形，此波

形显示使用SignalTap II逻辑分析器采集的数据历史记录。数据以分层方式组织；使用相同

触发器捕获的数据日志将组成一组，放在Trigger Sets中。图5-17 显示了波形视图。 

 

sallocated) 和已分配数据节点(Data Nodes allocated) 框保留SignalTap II递增路

由的触发或数据节点。可以在Node Finder 的Filter列表中选择SignalTap II:

post-fitting，查找SignalTap II递增路由源的节点。 

 

分析SignalTap II 数据 

 
图5-17 SignalTap II 波形视图 

 

Waveform Export实用程序允许将捕获的数据导出为EDA 工具可以使用的以下工业标准

· 逗号分隔值文件(.csv) 

义，如图5-18所示。 

 

格式： 

· 表文件(.tbl) 

· 值更改转储文件(.vcd) 

· 矢量波形文件(.vwf) 

还可以配置SignalTap II逻辑分析器，为一组信号建立助记表。助记表功能允许将预定

名称分配给一组位模式，使捕获的数据更有意



 

图5-18 Mnemonic Table Setup 对话框 

 

5．7．2 使用SignalProbe 

 

SignalProbe功能允许在不影响设计中现有布局布线的情况下将用户特定的信号路由至

输出引脚，从而无需另做一次全编译，就可以调试信号。从完全路由设计开始，可以选择和

路由信号，通过以前保留或当前未使用的I/O 引脚进行调试。 

SignalProbe功能允许指定设计中要调试的信号，然后执行一次SignalProbe编译，使那

些信号与未使用或保留的输出引脚相连，再发送信号至外部逻辑分析器。在分配引脚、查找

可用SignalProbe源时，可以使用Node Finder。SignalProbe编译通常大约花费正常编译所

需时间的10%。 

若要使用SignalProbe功能中 需要执行以下

操作： 

Sett 9

示。 

的保留引脚和对设计执行SignalProbe编译，

1. 进行设计的全编译。 

2. 选择要调试的信号以及信号要通过的I/O 引脚，然后打开Assign Pins对话框（可从

ings对话框（Assignments菜单）的Device页访问）中的SignalProbe功能，如图5-1

所



3. 执行SignalProbe 编译。另一种方法是打开Settings 对话框Mode页中的编译期间自

动路由SignalProbe信号(Automatically routeSignalProbe signals during 

compilation) ，然后选择StartCompilation（Processing 菜单），使全编译中包含

SignalProbe连接。 

4. 给器件配置新编程数据，检查信号。 

 

 

图5-19 Assign Pins 对话框 

 

在保留SignalProbe引脚时，还可以使用寄存器流水线功能使调试信号与时钟信号同步，

从而消除从源信号到输出引脚的路由延时。 

可以在调试之后保持或删除所有或部分SignalProbe路由。如果在设计中保持

SignalProbe路由，可以在全编译期间自动进行SignalProbe路由选择。 

还可以将SignalProbe功能与Tcl配合使用。可以使用Tcl命令，添加和删除SignalProbe

分配和源，对设计执行SignalProbe编译，在全编译中编译已有路由的SignalProbe信号。 

 

及递增修复在设计验证期间未解决的错误。运行SignalTap II逻辑分析器或使用

gnalProbe功能验证信号之后，就可以使用Chip Editor查看编译后布局布线的详细信息。

还可以使用Resource Property Editor对逻辑单元、I/O 元素或PLL 原子的属性和参数执行

编译后编辑，而无需执行完全的重新编译。 

 

 

5．7．3 使用Chip Editor 

 

可以将Chip Editor与SignalTap II和SignalProbe调试工具一起使用，加快设计验证以

Si



第六章  系统设计实例 

 

6．1 建立硬件需求 

 

（1）把连接在开发板上的 ByteBlasterMV 电缆连接到 LPT 

（2）把连接在开发板上控制口的串行电缆连接到 COM 

（3）给开发板接上电源 

 

6．2 创建一个基本的 Nios 设计 

 

1． 运行 Quartus II 软件并打开 Quartus II 工程。File=>Open Project…浏览目录

c:\nios_exercise\stratix 或 者 c:\nios_exercise\cyclone ， 选 择 工 程

nios_sys.quartus，单击 Open。 

2． 在窗口左上角的工 文件。扩展这个窗口，

并注意到示意图里只包含引脚。我们将创建一个 Nios 系统并完成这个示意图。 

OPC Builder…在下一个窗口中提供了系统名 Nios，选择

程导航器里双击 nios_sys.bdf 文件，打开顶级

3． 运行 SOPC Builder，Tools=>S

需要的应用语言，或者是 Verilog HDL，或者是 VHDL，但是确保在整个设计中都应用同

一种语言。单击 OK，打开一个空白的 SOPC Builder 窗口。 

 

 

图 6-1 SOPC Builder 窗口 

 

4． 从左半部分窗口中选择 Nios Processor，单击 Add，选择处理器结构为 Nios-32，并从

预设置列表中选择 Standard features/Average LE usage。选中 Smart Regeneration

复选框和 Enable advanced configuration controls 复选框。单击 Debug 页面。 

 



 

图 6-2 添加 Nios 处理器 

 

5． 选中 Enable Nios OCI Deb h。 

 

ug Module 复选框，并单击 Finis

 
图 6-3 Debug 页面 

 

6． 给处理器改名，在当前名字上右  rename，键入 cpu，回车。 

7． 在左半部分窗口中的 Memory 部分选择 On-Chip Memory（RAM or ROM），并单击 Add。选

宽度 32bits，总的存储器大小为 2Kbytes。单击 Next，选择

GERMS Monitor 以消除 ROM 警告信息，单击 Finish。 

 

击，选择 selecting

择 ROM（read only），数据



 

图 6-4 添加 On-Chip Memory（RAM or ROM） 

 

8． 把存储器改名为 boot_rom。 

9． 在左半部分窗口中的 Communication 部分选择 UART（RS-232 serial port），并单击 dd。

缺省的波特率应该是 115200 如下图所示，单击 Finish。 

 

A

，接受这些缺省值，屏幕界面

 

图 6-5 添加 UART 

10． 把该外设改名为 uart1。 

 

11． 在左半部分窗口中的 Other 部分选择 PIO（Parallel I/O），并单击 Add。输入宽度值

为 16bits，并选中 Output ports only。单击 Finish，并把该外设改名为 seven_seg_pio。 



 

图 6-6 添加 PIO（Parallel I/O） 

．在左半部分窗口中的 Other 部分选择 Interval Timer，并单击 Add。从预设值列表框中

 

12

选择 Full-featured（v1.0-compatible），单击 Finish，并把该外设改名为 time1。 

 

 
图 6-7 添加定时器 

 

注意：屏幕应该显示如下： 



 

图 6-8 SOPC Builder 窗口 

 

13．从左半部分窗口中选择 PIO（Parallel I/O）并单击 Add。输入数据宽度为 8bits，并

选中 Output ports only，单击 Finish，并把该外设改名为 led_pio。 

 

 

图 6-9 添加 PIO（Parallel I/O） 

 

14．从左半部分窗口中选择 PIO（Parallel I/O）并单击 Add。输入数据宽度为 4bits，并

选中 Intput ports only，单击 Next，在 edge capture 部分，选中 Synchronously capture

和 Either Edge。在 Interrupt 部分，选中 Generate IRQ 和 Edge，单击 Finish，并把该外

设改名为 button_pio。 

 

 



 

 

 

 

 

 

 

 

 

 

 

 

 

 

 

 

图 6-10 添加 PIO（Parallel I/O） 

 

15．在左半部分窗口的 Avalon Modul 分选择 Avalon Tri-State Bridge，

并单击 Add。在 Incoming Signals 部分选中 R istered，单击 Finish，并把该外设改名为

es 下，从 Bridges 部

eg

ext_ram_bus。 

 

 
图 6-11 添加 Avalon Tri-State Bridge 

 

 

16．在左半部分窗口中的 Memory 部分选择 IDT71V416 SRAM，并单击 Add。接受这些缺省设

置，单击 Finish，并把该外设改名为 ext_ram。 



 

图 6-12 添加 IDT71V416 SRAM 

 

17．在左半部分窗口中的 Memory 部分选择 AMD 29LV065D Flash，并单击 Add。接受这些缺

省设置，单击 Finish，并把该外设改名为 ext_flash。 

 

 

图 6-13 添加 AMD 29LV065D Flash 

 

ash18．系统应该显示如下。现在我们将改变存储器映射，把 fl 放在 address0 并锁定它。 

 

 
图 6-14 系统显示 

 



19．双击 ext_flash 的 Base 地址（0x00800000）并键入 0，按回车键。 

注意：系统这里会显示错误信息，原因是 SOPC Builder 不允许生成一个存储器映射不正确

的系统。 

20．在 ext_flash 的 Base 地址上右击，并选择 Lock Base Address，你会发现在基地址的

旁边出现一个小锁的符号。 

21．在 boot_rom 的 Base 地址上右击，并选择 Auto-Assign Base Address。SOPC Builder

会自动分配基地址。这时候，系统应该显示如下： 

 

 
图 6-15 系统显示 

 

22．单击 Next，显示 Nios 系统设置页面。不选中 Altera Plugs TCP/IP Netwoking Library，

把 Program Memory，Data Memory 和 Vector Table 项内容更改为 ext_ram，把 Primary Serial 

Port（printf，GERMS）项内容更改为 uart1。在 System Boot ID 中键入你的名字，并单击

Next。 

 

 

图 6-16 Nios 系统设置页面 

 

23．System Generation 页面应该显示所有缺省选择的选项的内容，不选中 Simulation 复

选框，在System Contents页面，根据你所用的开发包的不同，应该选择Cyclone或者Stratix

选项。 

24．现在单击 Generate，SOPC Builder 将开始生成已经设置了参数的 Nios 处理器系统。一

旦完成，单击 Exit。 



25．现在，Nios 处理器系统已经生成，我们需要把它加入到我们的示意图中。在示意图的

任何空白处双击，会显示符号（Symbol）对话框。 

 

 
图 6-17 符号（Symbol）对话框 

以便

28．

29．

 

26．单击 Project 目录前面的+号，选择 nios 并单击 OK，把 Nios 符号仔细放置在示意图中，

端口能和示意图的管脚连上。 

27．当符号已经移在合适的位置之后，单击以放置符号。 

在 File 菜单中选择 Save，保存该示意图，File=>Save。 

编译该设计，单击 。一旦编译完成，单击 OK。 

经由计算机 Start 按钮打开 Nios SDK S30． hell，Start=>Programs=>Altera=>Nios 

–p 

31．返回 Quartus II 软件，打开编程器（Programmer）。单击

3.0=>Nios SDK Shell，键入 nr –t 进入终端模式。如果使用 com 端口 2，需要键入命令 nr 

com2 –t。 

，单击 Add File 按钮 ，

选择文件 nios_sys.sof 并单击 Open。 

32．选中 Program/Configure 选项，如果可编程硬件没有设置到 ByteBlasterMV，单击 setup，

选择 ByteBlasterMV 和 LPT1 作为端口，并单击 Next。 

33．你的可编程窗口应该显示如下。单击 Start Programming 按钮 ，把设计下载到开

发板中。 



 

图 6-18 可编程窗口 

 

34．返回 Nios SDK Shell，屏幕应该显示如下，其中你的名字会显示在 boot 信息中。 

 

 
图 6- 口 

35．按如下步骤编译并下载 hello_world.c 程序。 

下

37．

： cd c:/nios_exercise/cyclone/cpu_sdk/src 或 者 cd: 

c:/nios_exercise/stratix/cpu_sdk/src 

注意，这里使用的是斜杠/而不是反斜杠\。 

38．键入 nb hello_world.c。 

39．键入 nr hello_world.srec。对于 com2 用户，键入 nr –p com2 hello_world.srec。 

40．下面的信息会显示出来。 

19 Nios SDK Shell 窗

 

36．按 Ctrl+C 退出终端模式。 

在 Nios SDK Shell 中改变目录，使它指向 nios 设计目录 src。 

例



 

图 6-20 Nios SDK Shell 窗口 

 

41．关闭 Quartus II 中的编程器窗口，当询问是否保存对 nios_sys.cdf 的修改时，选择

no。 

 

6．3 GDB 调试 

 

， 按 下 Ctrl+C 退 出 终 端 模 式 。 当 前 目 录 应 该 还 是

/nios_exercise/cyclone/cpu_sdk/src 或 者

c:/nios_exercise/stratix/cpu_sdk/src。 

2． 使用命令 nb simple.c 编译 simple 程序。 

3． 现在下载程序到开发板，按下开发板上的 CPU Reset 按钮，接着使用 Nios SDK Shell

键入命令 nr simple.srec，对于 com2 用户，键入 nr –p com2 simple.srec。 

4． 通过按下开发板上的 SW0，SW1，SW2 和 SW3 测试程序的操作。每一个按钮应该显示不

同的 LED 模式。完成之后，按下 Ctrl+C 退出终端模式。 

5． 键入如下命令 nb –cc –O0 simple.c，在没有编译器优化的情况下编译 simple 程序。

-O0 表示大写字母 O 之后有一个数字 0，对于调试来说，这是很重要的，因为不带优化

的编译使得目标代码和源代码能匹配起来。 

6． 按下开发板上的 CPU Reset 按钮，重启 Nios 处理器。使用命令 nd simple.srec 开始

调试，这将下载并启动 GDB 调试器。 

 

1． 进 入 Nios SDK Shell

c:

 
图 6-21 源代码窗口 



 

7．打开第二个 SDK Shell，键入 nr –r –t，这将打开一个终端窗口来捕获应用程序

printf。 

中的

在第 22 行设置断点，只需要简单地把鼠标放在 22 行的首部并单击。如果位置正确，鼠

标会变成一个圆圈，你应该会看见在第 22行的前面出现一个红点。单击 Continue 按钮

8．下面一些窗口应该被打开：寄存器（Registers），存储器（Memory）和本地变量（Local 

Variables）。如果没有打开，应该使用 View 菜单打开它们。移动并改变窗口的大小，使得

浏览起来更容易一些。 

9．

，

程序执行并会停在这一行，PC 和其它寄存器发生改变的值会用蓝色来表示。同时注意到，

字符串“Simple”已经被送到第二个 SDK Shell 中。 

 

 

图 6-22 寄存器窗口 

 

． 单击 Next 按钮两次10 ，注意到在本地变量窗口中显示该按钮应经被读（Read），

通过在按钮值上右击并选择 Format=>Hex，可以改变显示为十六进制表示。 

 

 
图 6-23 本地变量窗口 

 

11．连续单击 Next 按钮几次。当 if 表达式为假（False）（没有按 SW），大扩号里的程序代

不会被执行。 码



12．单击 Continue 按钮，程序继续执行并返回 While 循环里的断点处。 

13．保持按下 SW3 开关，并单击 Next 按钮两次，一个新的值会存入按钮变量中。 

14．单击 Next 按钮，因为现在 if 条件为真（True），所以执行 if 后大扩号里的程序。 

15．单击 Next 按钮两次，注意到开发板上的 LED 会改变。 

16．移去第 22 行的断点，在第 26 行添加一个断点，单击 Continue 按钮，程序执行到第 26

行。 

17．在本地变量窗口中的 buttons 上右击，并选择 Edit，现在改变其值为 0xe 并按回车键。

单击 Next 按钮四次，因为我们强制条件为真，所以 SW0 的 if 语句会被执行。 

这对于仿真外部硬件事件或者其它很难重复的条件是很有用的。 

18．通过编辑显示在 Address 栏中的值，可以改变 Memory 窗口中的地址范围，改变该值为

0x900950。在 addresses 菜单中自动更新选项是被选中的。这实际上是一个我们想要关闭的

开关选项，在自动更新前面的选项框里的选中符号应该是没有的。右击地址 0x900950 并选

择 update now。 

19．在存储器窗口中的 0x900950 处键入值，这个值在 0x00 和 0xff 之间。键入新值之后按

回车键，注意到 LED 会改变状态。 

因为 LED PIO 是一个存储器映射外设，通过编辑正确的存储器位置，我们可以直接写

入 PIO 并改变 LED 的状态。 

 

 

图 6-24 存储器窗口 

 

20．选择 File=>Exit，关闭调试器。一个新的对话框会出现，询问是否真的想要关闭，单

击 yes。 

21．关闭我们用于终端监视器的第二个 SDK Shell。 

 

6．4 添加用户外设 

 

1． 返回 Quartus 和 nios_sys.bdf 设计。 

2． 从 Tools 菜单中选择 SOPC Builder。 

3． 不选中 led_pio 前面的 use 框，之所以要移去该选项，是因为我们将要用新创建的 PWM

外设来驱动其中一个 LED。 

4． 在左半部分窗口中选择 Interface to User Logic，并单击 Add。 

5． 选择 Avalon Register Slave 做为总线接口类型，选中 Import Verilog，VHDL，EDIF o

Quartus II Schematic file 选

r 

项，并单击 Add。 



6． 浏览目录 c:\nios_exercise\cyclone 或者 c:\nios_exercise\stratix，根据你的 Nios

言，选择文件 avalon_pwm.vhd 或者

入设计。在 Type 列中填入如下图内容，

中 单

系统在设计一中选择的是 VHDL，Verilog HDL 语

avalon_pwm.v，单击 Open。 

7．单击 Read port-list from files，这会从端口读

你可以在 Type 域中单击并选择正确的信号类型。完成之后，确保 Bus Interface Type 框中

Avalon Register Slave 被选 ， 击 Next。 

 

 

图 6-25 端口信息 

 

8．单击 Next，并选择 Simulate User Logic。 

9．单击 Next，可以看见 Setup，Wait 和 Hold Cycles 的缺省值应该被设置为 0。 

   如果我们完成了这一页的选择框，它将允许我们像在 SOPC Builder 里添加标准外设一样

添加 PWM。然而我们将不这样做，以让其它人工作在这些计算机上创建他们自己的外设。 

10．单击 Add to System。 

11．把该外设改名为 my_pwm，并改变基地址为 0x00900970，单击 Next。 

 

 

图 6-26 添加 PWM 

 

12．改变 Boot ID 到你的名字空间 PWM，例如 My Name PWM，单击 Next。 

13．在 SOPC Builder 里的 File 菜单下选择 SOPC Build Set-up，如果没有缺省的 Modelsim

目录路径已经存在，那么输入正确的 Modelsim 目录路径，并单击 OK。 

 



 

图 6-27 SOPC Builder Setup 

 

14．单击 Generate，一旦生成的过程完成，单击 Exit。当询问是否你想更新 Nios 符号，单

击 yes。 

如果没有提示更新Nios符号的 成。在符号上右击并选择Update 

Symbol or Block。 

选项，那么可以手工来完

15．存储已更新的示意图，File=>Save。通过单击 来编译这个新的设计，当编译成功完

成之后，单击 OK。 

16．通过单击 打开编程器，单击 Add File 按钮，选择文件 nios_sys.sof 并单击 Open。 

17．选中 Program/Configure 复选框，单击 Start，下载设计到开发板上。 

用命令 m900970，浏览地址 0x900970 处（我们的 PWM 外设）的存储器内容。 

18．进入 Nios SDK Shell，通过输入命令 nr –t（com2 用户需要输入命令 nr –p com2 -t）

进入终端模式，按下 Escape（这会重启 GERMS 监视器），现在你应该看见新的启动信息。 

19．使

20．使用命令 m900970:ff 和 m900974:ff，设置 LED 为全亮。 

 

 

图 6-28 Nios SDK Shell 窗口 



 

的亮度。 

0 0080 使 LED 闪烁。 

个 c 程序来控制 pwm，按下 Ctrl+C 退出终端模式。从前面的设计中，

_sdk/src 或 者

c:/n

命令 nr pwm.srec（com2 用户应该使用命令 nr –p com2 pwm.srec）下载并运行

27．按下键盘上的数字 0 退出 pwm 程序，并返回 GERMS。 

真 

如果需要，在 Quartus II 中打开 nios_sys 工程和 nios_sys.bdf 示意图文件。 

从 Tools 菜单中选择 SOPC Builder，双击 ext_ram 模块，当新的对话框

现时单击 Next。 

生成该程序，并把结果

21．使用命令 m900974:40 减小 LED

22．使用命令 m900970:0000 00ff 000

23．使用命令 m900970 重新浏览存储器的内容。 

24．现在我们将运行一

目 录 位 置 应 该 还 是 在 c:/nios_exercise/cyclone/nios_cpu

ios_exercise/stratix/nios_cpu_sdk/src。 

25．使用命令 nb pwm.c 生成 pwm 程序。 

26．使用

pwm 程序。现在在 Nios SDK Shell 里应该可以看见“Hi”信息，并且通过按下你的键盘上

的数字键 1，2，3或 4 可以选择 LED 的亮度。 

28．在 Quartus II 中关闭编程器窗口，当询问是否你想保存对 nios_sys.cdf 的改变时，选

择 no。 

 

6．5 RTL 仿

 

1．

2．为了编辑系统，

出

3．这个页面允许我们创建该存储器的仿真模型，选择 Build，并单击 Browse 按钮。找到文

件…\nios_cpu_sdk\src\pwm.c 并单击 Open，这使得 SOPC Builder

填入存储器，以用于仿真目的，单击 Finish。 

 

 

图 6-29 ext_ram 对话框 

程不是从外部 RAM 开始执行的，替代的，经由一个交互式激励

 

4．Nios 处理器的正常启动过

窗口，通过仿真 GERMS 命令并通过 UART 传送，我们可以强制执行。双击 uart1 模块，当新

的对话框出现时，单击 Next。选择 Create modelsim alias to open interactive stimulus 

window 选项，确保在 Simulated transmitter Baud Rate 下，accelerated（use divisor=2）



被选中，单击 Finish。 

 

 

图 6-30 uart1 对话框 

 

delsim 按钮，关闭所有打开的对话框。 

在 Modelsim 命令窗口中，键入 w↵，该命令显示波形窗口，并加载 SOPC Build 认为我们

感兴趣的信号。由于 SOPC Builder 并不能了解我们的思想，所以这个过程总是不会完成

。 

．现在我们手工加入另外的信号，从 View 菜单中选择 Signals。选择信号

m_out_from_the_my_pwm，把它拖入波形窗口中的信号按钮。在波形窗口中选择

m_out_from_the_my_pwm 信号，右击并选择 Insert divider，在名字中键入 Extra Signals

单击 OK。现在通过单击波形窗口中 pwm_out_from_the_my_pwm 信号前面的+符号，把总线

展为单个的位。 

．在 Modelsim 命令窗口中，键入 uart1_drive↵，该命令打开一个新的窗口 uart1_in.log，

在这里我们能输入数据到 uart。 

．在 Modelsim 命令窗口中，键入 run -all↵，现在 Nios 系统开始被仿真。 

注意：UART 通信在 Modelsim 命令窗口中是有回应的，并且在 pwm 程序中，我们的 Boot 

ID 信息在“Hi”信息之后被报告。 

13．一旦“Hi”信息被显示之后，在 uart1_in.log 窗口中键入 3↵。 

14．一旦“3”被显示在 Modelsim 控制窗口，单击 Break

5．选择 System Generation 页面，并选中 Simulation 复选框，单击 Generate 并等待系统

被更新。 

6．单击 Run Mo

7．在 Modelsim 命令窗口中，键入 s↵，该命令编译所有的 Nios 代码，包括我们的 PWM 外设，

并加载设计到仿真器。 

8．

会

的

9

pw

pw

并

扩

10

11

12．在 uart1_in.log 窗口中，键入 g800000↵，该命令使得在整个仿真期间，能够把字符送

给 GERMS 监视器解释，从而在 ext_ram 中的仿真模型的代码能够被执行。 

。 



15．在波形窗口中使用 Zoom 控制 来找到字符“3”被接收之后的仿真中的点，

正如在 rx_data 信号中指明的一样。 

16．看一看 CPU 指令 opcode（如果需要可以进行放缩），注意到该命令显示当前在 Nios cpu

被执行的汇编指令。 

17．使用任何一个文本编辑器打开文件…\cpu_sdk\src\pwm.objdump。 

这个文件在前面的设计中，当我们运行 nios-build 时被创建。它显示了编译器怎么把

c 代码转换成汇编代码，注意从地址 0x800000 开始的代码，这是我们定义的外部 RAM 的击

地址。 

18．返回 Modelsim 波形窗口，选择 i_address 信号，并从 Edit 菜单中选择 Search。选择

Search for Signal Value，输入 24’h800000 作为查询值，单击 Search Reverse，接着单

击 Done。左击鼠标把光标放在这个 data_opcode 并单击位置，选择信号 i_read ，这会匹

配在地址 0x800000 的指令，就像在我们的 pwm.objdump 文件中指明的一样。注意到

i_readdata_opcode信号之间有一个延

6．6 Flash 编程 

 

1．如果还没有打开 Nios SDK Shell，那么打开它。使用 Ctrl+C 退出终端模式并改变目录

为 c:/nios_exercise/stratix 或者 c:/nios_exercise/cyclone。 

2．使用命令 hexout2flash nios_sys.hexout 把设备图像的 hex 表示转换为 flash 文件，这

使得在当前目录中生成一个新的文件 nios_sys.hexout.flash，该文件包含了所需要的

GERMS 命令，可以用设备硬件图像来对 flash 编程。 

3．使用命令 cd cpu_sdk/src 转到源代码目录，使用命令 srec2flash pwm.srec 转换软件文

件，这使得在当前目录中生成一个新的文件 pwm.flash，，该 flash 文件包含了 GERMS 命令

可以把我们的 PWM 程序的拷贝放在 flash 中，同时还有一个专用的加载程序，它在系统运行

之前把 PWM 程序拷贝到 RAM 中。 

4．在…/cpu_sdk/src 目录中打开文件 pwm.flash，使用文本编辑器并拷贝全部内容。打开

c:/nios_exercise/stratix 或 者 c:/nios_exercise/cyclone 目 录 中 的 文 件

nios_sys.hexout.flash，把先前从pwm.flash中拷贝的内容粘贴在nios_sys.hexout.flash

文件的底部，并保存成一个新的文件 my_name.flash。 

5．返回 Nios SDK Shell，使用命令 cd../..把当前目录转为新的 flash 文件所在的目录。 

6．按下 Cyclone 开发板上的 Force Safe 或者 Stratix 开发板上的 Safe Config，重启 Nios

开发板为安全配置。接着，在按下 SW0 的同时按下 CPU Reset，保持按下它们 3 秒钟之后，

先释放 CPU Reset，然后释放 SW0。

7．使用命令 nr my_name.flash（对于 com2 用户，使用命令 nr –p com2 my_name.flash）

nfig

9．注意到现在 PWM 程序正在我们设计的 Nios 处理器系统上运行。通过按下键盘上的数字键

或 是我们的程序在运行而不

是 GERMS，我们不再经由 Nios SDK Shell 和开发板通信。按下开发板上的 CPU Reset，注意

i_data_valid 和 i_read信号表明了在i_address 和

迟时间。 

19．关闭 Modelsim，并关闭 pwm.objdump 文件。 

 

 

下载这个新的 flash 文件。 

8．按下 Cyclone 开发板上的 Power-on Reset 按钮，或者 Stratix 开发板上的 Reset Co

按钮，这会加载用户图像。 

1，2，3 4，我们能够改变 LED 的亮度。另外也可以注意到现在



到 PWM 程序被重启了。 

10．在按下 SW0 的同时按下 CPU Reset，保持按下它们 3 秒钟之后，先释放 CPU Reset，然

后释放 SW0。这会退出 PWM 程序，并返回 GERMS。从 SDK Shell 中输入命令 m4000c-40010，

Nios 开发板应该有一个数据 694E739F 的响应，这个数据代表 ASCII 码字符串“Nios”。GERMS

11．

et Config 按钮，注意到 PWM 程序并没有自动运行，但是我们

A 图像，我们可以简单地清除任何一个包含用户 FPGA 图像的区域，

使用

工程。 

，打开 cpu 对话框，选择 User Instructions

页面

，

 

 

 

 端口列表 

 

7．现 DMA 并单击 Add，出现一个新的

对话 10bits，并选中 FIFO RAM in ESB\EABs。 

 

监视器用它来检测是否用户程序可用并会自动运行。 

为了防止自动运行，我们需要清除 flash 中包含“Nios”字符串的区域，为了做到这一

点，可以使用命令 e400000。现在再一次按下 Cyclone 开发板上的 Power-on Reset 按钮，

或者 Stratix 开发板上的 Res

的 FPGA 图像保留着，User LED 表明了这一点。 

12．为了移走我们的 FPG

使用命令 e600000 可以做到这一点。现在按下 Power-on Reset 按钮，注意到开发板上电并

Safe 图像，Safe LED 表明了这一点。 

 

6．7 用户指令和 DMA 

 

1．如果需要，重新打开 Quartus II 和 nios_sys

2．确保nios_sys.bdf示意图设计被打开，为了编辑系统，从Tools菜单中选择SOPC Builder。 

3．当新的对话框出现时，在 cpu 模块上双击

。 

4．在右半部分窗口中选择 USR2 Opcode，在左半部分窗口中单击 Import，会出现一个新的

对话框。 

5．单击 Add，选择文件 crc.bdf，crc_mux.bdf，endian_convert.bdf，reg16.bdf

xor_shift_crc16_ccitt.bdf，并单击 Open（用 Ctrl 键来选择多个文件），在 Top module

中输入 crc。 

6．单击 Read port_list from files，检查端口列表，如下图所示。单击 Add to system，

把 Cycle Count 改变为 2，并单击 Finish。 

 

 

 

 

 

 

图 6-31

在我们添加 DMA，从左半部分窗口中的 Other 部分选择

框，在 Width of the DMA length register 项选择



 

图 6-32 添加 DMA 窗口 

 

8．单击 Finish，并把该外设改名为 avalon_dma。 

9．连接 avalon_dma read_master 和 avalon_dma write_master 到 uart1 和 ext_ram_bus

外设，如下图所示。简单地单击圆点，就可以在连接和没有连接之间转换。单击 Next。 

 

 

图 6-33 连接外设窗口 

 

改变 Boot ID 到你的名字空间10． Fast，例如 My Name Fast，并单击 Next。 

11．不选中 mulation 复选框，单击 Generate，一旦生成过程完成，单击 Exit。 

lock 上单击，通

Si

12．通过在更新过的符号上面右击，保存该符号。在 Update Symbol or B

过单击 保存并重新编译该设计，一旦编译完成，单击 OK。 

13．单击 ，打开编程器，单击 Add File 按钮，选择文件 nios_sys.bdf 并单击 Open。 



14．选 框，单击 Start 开始下载设计到开发板上。 

15．如 s_exercise/cyclone/cpu_sdk/src

或 cd 转到源代码目录，使用命令 nb crc.c 生成

crc 程

16．使 ）运行程序。 

注 在计数时，你应该只能看见每一个值的 后一个有意

义的数 一条信息回应到 Nios SDK Shell 中。它记录了数字，

CRC 结

17．按 Reset，使用命令 nb crcci.c 生成同样一个

程序的

18．使 运行程序（对于 com2 用户，使用命令 nr –p com2 crcci.srec）。 

注意到七段显示上计数的速度，它应该比初始程序的速度快 2.5 倍。一旦计数达到 80，

你将看 到这和第 16 步中记录的是同一个数字，

它表明新的应用执行相同的功能，但是速度更快。 

19．现 使用命

令 nb hout_dma 程序。 

20．下 t_dma.srec 来下载该设计，对于 com2 用户，

使用命 hout_dmasrec。 

开发板上的十六进制数字现在计数到 40 并在一个连续循环中重新设置。当达到 40 时，

一个大 l。注意到十六进制数字显示 40 这个值比其它任何一

个值的时间都要长，这是因为 cpu 正在输出字符串而不是继续执行主循环。 

21．按 开发板上的 CPU Reset，重启 Nios 处理器。 

22．使 成 with_dma 程序。现在使用命令 nr with_dma.srec 来下载

这个新 ，使用命令 nr –p com2 with_dmasrec。 

    注 是一样的，除了当十六进制数字达到 40 时没有暂停，这是因

为一旦 过 DMA 传送，当 DMA 外设的流数据向 UART 传送时，

cpu 会继

 

6．8 

 

在 是用来管理函数和传输数据的。专用 MP3 解码器 ASIC

可用于执行密集计算量的解码和传数据给音频器件。本例中，Altera 的 Nios 处理器用于完

成处理 码。 

通

（ ompact Flash Controller）中读取 MP3 数据； 

（ 存； 

（

（ 数据； 

（ 宽调制器 PWM。 

M

中 Program/Configure 复选

果需要，打开 Nios SDK Shell，通过命令 cd c:/nio

c:/nios_exercise/stratix/cpu_sdk/src

序。 

用命令 nr crc.srec（对于 com2 用户，使用命令 nr –p com2 crc.srec

意到七段显示上计数的速度，

字。一旦计数达到 80，你将看到

果和所花费的时间。 

下 Ctrl+C 退出终端模式，接着按下 CPU 

用户指令版本。 

用命令 nr crcci.srec

到一条信息回应到 Nios SDK Shell 中。注意

在我们用 DMA 来做实验，按下 Ctrl+C 退出终端模式，接着按下 CPU Reset，

without_dma.c 生成 wit

载文件到开发板。使用命令 nr withou

令 nr –p com2 wit

的字符串会送到 Nios SDK Shel

下 Ctrl+C 退出终端模式，接着按下

用命令 nb with_dma.c 生

文件，以下载该设计，对于 com2 用户

意到程序操作和前一个

DMA 外设建立起来，字符串就通

续并行执行。 

MP3 播放器 

大多数 MP3 播放器中，处理器

控制信号，传输数据和进行 MP3 解

常，MP3 解码器流程如下： 

1）通过 IDE 接口从 CF（C

2）将 MP3 数据存入 SRAM 中缓

3）对 MP3 数据解码； 

4）将 MP3 边带合成到脉冲编码调制（PCM）

5）把 PCM 数据传给脉

P3 播放器的系统框图如图 6-34 所示： 



图 6-34 MP3 系统框图 

  

1．准备工

 

（1）解

（2）从 映射与safe或者standard_32不

同，所

（3）从

    （4）

b.  nr nios_MP3_player.flash 

    （

       接地GND（和七段显示相邻） 

       JP15上的管脚5和7连接到扬声器（因为不是立体声，所以哪个信道连接

到哪个

    注 入headphone插口。 

2．工作流  

 

（1）打开mp3_player.qar 

作 

压缩到文件夹 

Quartus下载MP3_Player.sof文件（因为存储器

以需要该文件） 

SDK Shell，下载MP3 flash 

a. nios_0_sdk/src/wosfs 

b. nr mp3_files.flash 

从SDK Shell，下载MP3 executable 

a.  nios_0_sdk/src/mad-0.11.0b 

5）接上扬声器 

a.  把JP15上的管脚1

b.  把

管脚上都没有关系） 

 

意：如果你有一个Lancelot VGA卡，你可以插

 

程



（2）打开mp3_player.bdf 

（ PC Builder 

（

（ Hz（你必须这么做，否则系统会不成功） 

 

 Instruction页面 

 

 

 

2（通过按下Return，确保GUI所期望的改变） 

 

chip memory 

    b.   选择Contents页面 

    c.   选择GERMS Monitor 

    d.   选择Finish 

（9）添加Communication->UART 

    a.   选择Finish 

 （10）添加Other->Interval Timer 

    a.   选择Finish 

    b.   把timer改名为time1 

（11）添加Other-> PIO(用于七段显示) 

    a.   选择Output Ports only 

    b.   改变Width为16bits 

    c.   选择Finish 

    d.   改名为seven_seg 

（12）添加Other-> PIO(用于按钮) 

    a.   选择Input Ports only 

    b.   改变Width为4bits 

    c.   选择Finish 

    d.   改名为button_pio 

（13）使用到用户的接口添加PWM 

    a.   选择Interface to User Logic 

    b.   选择Add… 

    c.   浏览pwm文件夹并选择pwm.v 

    d.   选择Read port-list from files 

e. 更新端口信息如下： 

 

i.  cpu_clk   1     input    false      clk 

3）运行SOPC Builder，Tools->SO

4）设置系统名：mp3_system，单击OK 

（5）改变Device Family为Stratix 

6）改变时钟频率为66.66M

（7）添加Nios w/ 用户指令 

   a.  选择Nios Processor 

    b.  使能Advanced Configuration Controls 

   c.  选择Custom 

    d.  选择Import… 

    e.  选择Add… 

   f.   添加fmul.bdf 

   g.  选择Read port-list from files 

   h.  选择Add to System 

    i.   改变Cycle Count为

   j.   选择Finish 

 （8）添加Memory->On-

    a.   选择ROM 



ii. wave_clk   1     input    false         export 

iii. reset_n      1  input    false        reset_n 

pwm_select ut    false    chipselect 

v. reg_ad   1  input         address 

vi. write_  input        write_n 

i. data_f  input itedata 

viii. period  output    false        irq 

ix. wave_o t    false        export 

 

    f.   选择Add to S

    名为audio_

（14）添加Bridges->A idg

    择Finish 

    ext_ra

（1 EP1S10 Nio IDT71V41

     选择Finish 

    am 

（16）添加EP1S10 NiosNios开发板->AMD 29LV

    nish 

     改名为flash 

（1 址和IRQ的

Fa x   q: 66.

dule  IRQ

iv.      1  inp     

dress      false

n      1    false 

vi rom_cpu 16    false        wr

ic_irq 1 

ut     1  outpu

ystem 

g.   改 pwm 

valon Tri-State Br e 

a.   选

b.   改名为 m 

5）添加 sNios开发板-> 6 SRAM 

a.  

b.   改名为sr

065D Flash 

a.   选择Fi

b.  

7）验证地 设置如下： 

    mily:  Strati  Clock Fre 66 MHz 

 

Mo  Name   Base   

   - 

memory_0  - 

   16 

 0 17 

seven_seg    0x000840 - 

button_pio    0x000850 - 

audio_pwm    0x000860 18 

     - 

x100000 - 

flash     0x800000 - 

 

（1 nio ings页面 

b. 配置设置如下： 

c.  

i. Reset Location       onchip_ y_0  

ii le (2 ) sram 

iii. Program Memory          sram 

iv. Data Memory           sram 

v. Primary Serial Port      uart_0 

vi. ria uart_0 

nios_0    -     

onchip_     0x000000

uart_0   0x000800

timer1    0x00082

ext_ram   -  

sram     0

8）选择More “ s_0” sett

memor

. Vector Tab 56 bytes  

 Secondary Se l Port  



 

（19）系统Boot ID：mp3_player 

（2 n

    l 约时间）

   

     选

 （21）在Quartus里，在mp3_player.bdf的空白处双击 

    UI里， 程文件夹并选择m

   OK    

     管脚的 3_playe

     mp3_playe

（2 s里，编

（2 之后，下 Stratix开

（2 该开

    ：Stop/Pl

   1：Pause/P

           c. SW2：Rewind 

     SW3：Fast For

0）选择System Ge eration页面 

 a. 不要选中Simu ation（为了节  

 b. 选择Generate    

      c. 当完成之后， 择Exit 

 a. 在符号G 打开工 p3_system 

 b. 单击

      c. 把端口与 线对上，在mp r.bdf中放下符号 

      d. 存储 r.bdf 

2）在Quartu 译设计 

3）当完成 载.sof文件到 发板 

4）MP3播放器应 始播放 

  a. SW0 ay 

  b. SW lay    

      d. ward 

 



附录 1：Nios 嵌入式处理器 32 位指令集 

助记符 汇编指令格式 

 
说明 操作 

ABS 绝对值 ABS %rA RA ← |RA| 

ADD 加法 RB ADD %rA,%rB RA ← RA + 

ADDI %rA,IMM5 ADDI 加立即数

PFX %hi(const) 
ADDI %rA,%lo(const) 

 + (0x00.00 : K : IMM5)  RA ← RA

AND %rA,%rB  RA & RB RA ←AND 逻辑与 

 
AND %rA,%lo(const) 

M5) PFX %hi(const) RA←RA & (0x00.00 : K : IM

ANDN %rA,%rB RA ← RA & ~RB ANDN 逻辑与非 

PFX %hi(const) 
ANDN %rA,%lo(const) 

RA K : IMM5) ←RA & ~(0x00.00 : 

ASR 算术右移 ASR %rA, %rB RA ← (RA >> RB[4..0]), 左端用 RA[31]填充 

ASRI 立即数算术右移 ASRI %rA, IMM5 RA ← (RA >> IMM5), 左端用 RA[31]填充 

BGEN 位生成 BGEN %rA,IMM5 RA ← 2IMM5

BR BR addr M11) + 1) << 1) 转移 PC ← PC + ((σ (IM

BSR 转移到子程序 BSR addr %o7 ← ((PC + 4) >> 1) 
← PC + ((σ (IMPC M11) + 1) << 1) 

CALL 调用子程序 CALL %rA %  ((PC + 4
PC← (RA << 1) 

o7 ← ) >> 1) 

CMP 比较 CMP %rA, %rB ∅ ← RA − RB 

CMPI CMPI & %rA,IMM5 ∅ ← RA – (0x00.00 : K : IMM5) 立即数比较 

EXT16D 半字提取（动态） EXT16D %rA, %rB RA ← (0x00.00 : hnRA) 其中n = RB[1] 

EXT16S 半字提取（静态） EXT16S %rA,IMM1 RA ← (0x00.00 : hnRA) 其中n = IMM1 

EXT8D 字节提取（动态） EXT8D %rA, %rB RA ← (0x00.00 : bnRA) 其中n = RB[1..0] 

EXT8S  其中n = IMM2 字节提取（静态） EXT8S %rA,IMM2 RA ← (0x00.00 : bnRA)

FILL16 半字填充 R0 ← ( RA : RA) FILL16 %r0,%rA h0 h0

FILL8 字节填充 R0 ← ( RA : RA : RA : RA) FILL8 %r0,%rA b0  b0  b0 b0

IF0 寄存器位为 0 时执行 

16[PC + 2] is PFX or PFXIO) 
 6 

 + 4 

IF0 %rA,IMM5 if (RA[IMM5] == 1) 
then begin 

if (Mem
then PC ← PC +
else PC ← PC

end 

IF1 寄存器位为 1 时执行 

（与 SKP0 指令等价） PFX or PFXIO) 

else PC ← PC + 4 

IF1 %rA,IMM5 if (RA[IMM5] == 0) 
then begin 

if (Mem16[PC + 2] is 
then PC ← PC + 6 

end 

IFRNZ 寄存器非零时执行 

 2] is PFX or PFXIO) 
 + 6 

end 

IFRNZ %rA if (RA == 0) 
then begin 

if (Mem16[PC +
then PC ← PC
else PC ← PC + 4 

IFRZ 寄存器为零时执行 IFRZ %rA if (RA != 0) 
then begin 

if (Mem16[PC + 2] is PFX or PFXIO) 
then PC ← PC + 6 
else PC ← PC + 4 

end 

IFS 条件执行下一条指令 IFS cc_IMM4 if (condition IMM4 is false) 
then begin 

if (Mem16[PC + 2] is PFX or PFXIO) 



then PC← PC + 6 
else PC ← PC + 4 

end 

JMP 间接寻址） JMP %rA PC← (RA << 1) 绝对跳转 （

L 器读取 32 位数据 rB] RA ← M 32(RB + σ (K) × 4))] OAD 从存储  LD %rA,[% em32[align

L 储器读取 32 位数据

寻址方式） 
%rP,IMM5] RA ← M [align32(RP + (σ (K : IMM5) × 4))] DP 从存

（指针
LDP %rA,[ em32

L 器读取 32 位数据

栈寻址方式） 
,IMM8] RA ← M 32(%sp + (IMM8 × 4))] DS 从存储

（堆
LDS %rA,[%sp em32[align

LRET , 
于 JMP %o7 

PC← (%o7 <返回

等价
LRET < 1) 

LS 左移 rB RA ← (  RB[4..0]), 右端用零填充 L 逻辑 LSL %rA,% RA <<

LS 立即数逻辑左移  %rA,IMM5 RA ← ( 右端用零填充 LI LSLI RA << IMM5), 

LS 逻辑右移 rB RA ← ( 用零填充 R LSR %rA,% RA >> RB[4..0]), 左端

LS 立即数逻辑右移  %rA,IMM5 RA ← (RI LSRI RA >> IMM5), 左端用零填充 

M 寄存器传送 rB RA ← ROV MOV %rA,% B 

M 传送到高半字 %rA,IMM5 h1RA ← , 不影响h0RA OVHI 立即数 MOVHI (K : IMM5)

M 数传送  %rA,IMM5 RA ← ( 0 : K : IMM5) OVI 立即 MOVI 0x00.0

M 乘法步 If (R0[31
then R0 

se R0 

STEP MSTEP %rA ] = = 1) 
← (R0 << 1) + RA 

el ← (R0 << 1) 

MUL 乘法 MUL %rA R0 ← (R0 & 0x0000.ffff) x (RA & 0x0000.ffff) 

NEG 算术负 NEG %rA RA ← 0 –RA 

NOP 空操作 NOP 无 

NOT 逻辑非 NOT %rA RA ← ~RA 

OR %rA,%rB RA ← RA | RB OR 逻辑或 

PFX %hi(const) 
OR %rA,%lo(const) 

RA ← RA | (0x00.00 : K : IMM5) 

PFX 前 指令 PFX IMM11 K ← IMM11 （所有其他指令将 K 寄存器清零） 

PFXIO 忽略缓存的前 指令 PFXIO IMM11 K ← IMM11 （所有其他指令将 K 寄存器清零） 

RDCTL 读控制寄存器 RDCTL %rA RA ← CTLk 

RESTORE 恢复调用程序的寄存器

窗口 
RESTORE CWP ← CWP + 1 

if (old-CWP == HI_LIMIT) 
then TRAP #2 

RET 返回,  
等价于 JMP %i7 

RET PC← (%i7 << 1) 

RLC 带进位的循环左移 RLC %rA C ← RA[31] 
RA ← (RA << 1) : C 

RRC 带进位的循环右移 RRC %rA C ← RA[0] 
RA ← C : (RA >> 1) 

SAVE 保存调用程序的寄存器

窗口 
SAVE CWP ← CWP – 1 

%sp ← %fp – (IMM8 × 4) 
If (old-CWP == LO_LIMIT) 
then TRAP #1 

SEXT16 16 位值符号扩展 SEXT16 %rA RA←σ (h0RA) 

SEXT8 8 位值符号扩展 SEXT8 %rA RA←σ (b0RA) 

SKP0 寄存器位为 0 时跳过 

（与 IF1 指令等价） 

SKP0 %rA,IMM5 if (RA[IMM5] == 0) 
then begin 

if (Mem16[PC + 2] is PFX or PFXIO) 
then PC ← PC + 6 
else PC ← PC + 4 

end 

SKP1 寄存器位为 1 时跳过 

（与 IF0 指令等价） 

SKP1 %rA,IMM5 if (RA[IMM5] == 1) 
then begin 

if (Mem16[PC + 2] is PFX or PFXIO) 
then PC ← PC + 6 
else PC ← PC + 4 



end 

SKPRNZ 寄存器非零时跳过 

（与 IFRZ 指令等价） 

SKPRNZ %rA if (RA != 0) 
then begin 

if (Mem16[PC + 2] is PFX or PFXIO) 
then PC ← PC + 6 

end 
else PC ← PC + 4 

SKPR  

NZ 指令等价） 

SKPRZ %rA if (RA != 0) 
then begin 

if (Mem16[PC + 2] is PFX or PFXIO) 
then PC ← PC + 6 
else PC ← PC + 4 

end 

Z 寄存器为零时跳过

（与 IFR

SKPR if (condition IMM4 is true) 
then begin 

if (Mem16[PC + 2] is PFX or PFXIO) 
then PC ← PC + 6 
else PC ← PC + 4 

Z 根据条件码跳过 SKPS cc_IMM4 

end 

ST em32[align32(RB + (σ (K) × 4))] ← RA 向存储器存储 32 位数据 ST [%rB],%rA M

ST16D σ (K) × 4))] ← hnR0 
其中 n = RA[1] 

 向存储器存储 16 位数据 ST16D [%rA],%r0 
（动态半字偏移） 

hnMem32[align32(RA + (

ST16S ST16S [%rA],%r0,IMM1 
hnMem32[align32(RA + (σ (K) × 4))] ← hnR0  
其中 n = IMM1 

向内存存储 16 位数据

（静态半字偏移） 

ST8D %r0 
bnMem32[align32(RA + (σ (K) × 4))] ← bnR0 
其中 n = RA[1..0] 

向存储器存储 16 位数据

（动态字节偏移） 
ST8D [%rA],

ST8S S [%rA],%r0,IMM2 
bnMem32[align32(RA + (σ (K) × 4))] ← bnR0  
其中 n = IMM2 

向存储器存储 8 位数据 ST8

（静态字节偏移） 

STP Mem32[align32(RP + (σ (K : IMM5) × 4))] ← RA 向存储器存储 32 位数据

（指针寻址方式） 
STP [%rP,IMM5],%rA 

STS 向存储器存储  [%sp,IMM8],%rA Mem32[align32(%sp + (IMM8 × 4))] ← RA 32 位数据

（堆栈寻址方式） 
STS

STS16 位数据 STS16S [%sp,IMM9],%r0 hnMem32[align32(%sp + IMM9 × 2)] ← hnR0 
其中 n = IMM9[0] 

S 向存储器存储 16
（堆栈寻址方式） 

STS8S 
（堆栈寻址方式） 

bnMem32[align32(%sp + IMM10 × 2)] ← bnR0 
其中 n = IMM10[1..0] 

向存储器存储 8 位数据 STS8S [%sp,IMM10],%r0

SUB 减法 SUB %rA,%rB RA ← RA − RB 

SUBI 减立即数 SUBI %rB,IMM5 RA ← RA − (0x00.00 : K : IMM5) 

SWAP 寄存器半字交换 SWAP %rA RA ← h0RA : h1RA 

TRAP 无条件陷阱 TRAP IMM6 ISTATUS ← STATUS 
IE ← 0 
CWP ← CWP − 1 
IPRI ← IMM6 
%o7 ← ((PC + 2) >> 1) 
PC← Mem32[VECBASE + (IMM6 × 4)] << 1 

TRET 陷阱返回 TRET %rA PC← (RA << 1) 
STATUS ← ISTATUS 

USR0 用户自定义指令 USR0 %rA, %rB RA ← RA <用户自定义操作> RB 

USRx 
[x = 1,2,3,4] 

用户自定义指令 USRx %rA RA ← RA <用户自定义操作> R0 

WRCTL 写控制寄存器 WRCTL %rA CTLk ← RA 

XOR %rA,%rB RA ← RA ⊕ RB XOR 

XOR %rA,%lo(const) 
RA ← RA ⊕ (0x00.00 : K : IMM5) 

逻辑异或 

PFX %hi(const) 

 
 
 
 
 



IFS SKPS 指令的条件代码 
 

条件代码 含义 标志位状态 

和

cc_nc / cc_cc 进位置位 (not C) 
cc_c / cc_cs 进位清零 (C) 
cc_nz / cc_ne 非零 / 不等 (not Z) 
cc_z / cc_eq 结果为零 / 相等 (Z) 
cc_pl / cc_p 结果为正 (not N) 
cc_mi / cc_n 结果为负 (N) 
cc_lt 小于 (N xor V) 
cc_ge 大于等于 (not (N xor V)) 
cc_gt 大于 (Not (Z or (N xor V))) 
cc_le 小于等于 Z or (N xorV)) 
cc_nv / cc_vc 无溢出 (not V) 
cc_v / cc_vs 溢出 (V) 
cc_hi 大于（无符号比较） (not (C or Z)) 
cc_ls 小于等于（无符号比较） (C or Z) 

 



附录

简介

档描述包含在 Nios 开发包中的 Nios CPU 开发板的特点和功能，针对的是 APEX
版本

MByte（512K×16-bit）的 Flash Memory 
M（两片 64K×16-bit 芯片） 

个 IEEE1386 外设组件连接器（PCI） 
连接器 

D 显示 
两个用户可控制的 LED 
JTAG（Joint Test Action Group）连接器，用于 ByteBlaster II 和 MasterBlaster 下载电缆 
晶振和 0 延时时钟发布电路 
上电 Re-set 电路 
供电电路（输入：9V 未整流的，中心-负电平） 
 

功能概述： 
    Nios 开发板提供了一个硬件平台，使用户可以基于 Altera APEX 器件立即开始嵌入式系

统的开发。Nios 开发板预装了 32 位 Nios 嵌入式处理器系统的参考设计。一个 Quartus II 工
程目录中包含了参考设计范例，它和 Nios 开发软件一起安装。参考设计和软件预装在 Flash 
Memory 中，并且在上电后启动。参考设计软件包括了一个监视器，它能用来下载和调试程

序。 
 
Nios 开发板的组件： 

这一部分包含了 Nios 开发板上一些重要组件的简要介绍，更完全的组件列表见表 3。
Nios 开发板的完整的示意图，物理布局，和 GERBER 文件作为 Nios 嵌入式处理器软件的文

档部分被安装。 
和开发板相关的文件的位置：Programs->Altera->Nios Development Kit（Installed Version） 

Altera Nios Documentation（Windows 开始菜单） 
 
 
 
 
 
 

2：Nios 嵌入式处理器开发板－APEX 20K200E 

 
： 
本文

的 Nios 开发板的特点。 
 

开发板的特点： 
一个 APEX 20K200EK 器件 
1
256KByte SRA
使用 Flash Memory 配置 APEX 的上电配置逻辑 
3.3V 扩展/原型头（可以访问 40 个用户 I/O） 
5V 兼容的扩展/原型头（可以访问 40 个用户 I/O） 
小的 DIMM（SODIMM）外形插口，与标准的 SDRAM 模块兼容 
两

一个 RS-232 串行

一个用户可定义的 8-bit DIP 开关块 
四个用户可定义的按键开关 
两个七段 LE



 

 
APEX 20K200EFC484 器件： 

U1 是一个 APEX 20K200E 器件，484 管脚 FineLine BGA 封装。有用的 Nios 系统模块

（CPU 和外设）典型地占用器件 25％到 35％的逻辑。 

 
开发板提供了两种不同的方法来配置 APEX 器件： 

laster 下载电缆被 Quartus II
软件

U4），当上电时，它用存储在 Flash Memory（U3）中的 hexout 文件来

配置

 
Flash Memory 芯片： 

U3 是 AMD（Advanced Micro Devices）AM29LV800BB 1MByte Flash Memory 芯片。它

连接到 APEX 器件，能被用于以下两个目的： 

1．JTAG 连接（JP3），它可以经由 ByteBlaster 和 MasterB
使用。 
2．配置控制器（

APEX 器件。 



1．Nios 器件上实现的 Nios 处理器可以把 Flash 作为一个通用的，可读的存储器和非易

失性存储。 
2．Flash Memory 能够存放 APEX 器件的配置文件，配置控制器用它在上电时加载 APEX

器件。 
实现 Nios 32 位参考设计的 hexout 配置文件被预装在 Flash Memory 中。32 位参考设计

一旦装载，就能够在它的地址空间识别出 1MByte 的 Flash，包括监视器软件，它能够下载

文件（或者是新的 APEX 器件配置，Nios 软件，或者是两者都有）到 Flash Memory。Nios
软件包括写或者擦除这种特定类型的 AMD Flash Memory 的子程序。 

 
双 SRAM 芯片： 
    U14 和 U15 都是 256KByte（64K×16-bit）的异步 SRAM 芯片，它们连接到 APEX 器

件，可以被 Nios 处理器用来作为通用的，0 等待状态寄存器。这两个 16 位的器件能够以并

行的方式被用来实现一个 32 位宽的存储器子系统。预装载的 Nios 参考设计在它的地址空间

识别这些 SRAM 芯片，并作为 256KByte，32 位宽的，0 等待状态主存储器。 
 

SODIMM 连接器： 
J2 是一个 144 管脚的 SODIMM 插口，它和标准的单数据速率，64 位宽的 SDRAM 模

块兼容。J2 连接到 APEX 器件，以便用户逻辑可以访问 SDRAM。预装载的参考设计不使

用这个连接器。 



 
扩展原型连接器头：3.3V 

头 JP8、JP9、JP10 整体上构成了一个标准的 footprint，机械上稳定的连接器，例如，

它可以作为到一个特定功能的子卡的接口。可以用于 Nios 开发板的子卡的列表可以从 Altera
销售代理那里得到。 

3.3V 扩展原型连接器接口包括： 
40 个 APEX 器件通用的 I/O 信号 
一个缓冲的，0 延时的板上 OSC 输出的拷贝（从 U5） 
一个缓冲的，0 延时的 APEX 锁相环（PLL）输出的拷贝（从 U5） 
一个 APEX 器件时钟输入（用于子卡驱动时钟到可编程逻辑器件 PLD） 
一个负逻辑的加电 Reset 信号 
两个整流的 3.3V 电源供应管脚（总的 大负载 500mA） 
未整流的供电管脚（直接连接到 J1 电源输入插头） 
大量的接地连接 
注意：预装载的 Nios 参考设计不使用 3.3V 扩展原型连接器。 



 

 



扩展原型连接器头：5V 
头 JP11、JP12、JP13 整体上构成了一个标准的 footprint，机械上稳定的连接器，例如，

它可以作为到一个特定功能的子卡的接口。预装载的 Nios 参考设计使用 JP12 作为到 Nios
包中的两个七段显示 LED 的接口。5V 扩展连接器与 3.3V 扩展连接器基本类似，以下指出

的是它的不同之处： 
JP11（第 38 管脚）用作全局的卡使能信号，所有 40 个 I/O 连接器通过模拟开关（U8，

U9，U11 和 U12）来保护 5V 逻辑电平下的 APEX 器件。这些模拟开关通过 APEX 器件 I/O
管脚 V7（逻辑 0 在 V7 使能开关上）全部使能（Switched-On）。 

JP12 的管脚 2 上有一个低电流的 5V 电源供应（ 大负载 50mA），3.3V 扩展连接器上

的对应的管脚没有被连接。 
一个 RC 滤波连接到 APEX 器件 I/O 管脚（U7）。如果 U7 通过用户逻辑的双循环调制

波形驱动，该电路适合生成高阻，低精度的模拟输出，3.3V 扩展连接器上的对应的管脚没

有被连接。 
JP13 的管脚 3 上有一个用于模拟开关（3.3V plus one diode-drop）的 Vref 电压，3.3V 扩

展连接器上的对应的管脚没有被连接。 
预装载的 Nios 参考设计使用 JP12 作为到 Nios 包中的两个七段显示 LED 的接口，它也

是 Nios 嵌入式处理器的一个特点。 

 



 

 
 
PMC 连接器： 

PMCJN1 和 PMCJN2 是 IEEE1386 兼容的 PMC 连接器，APEX 器件里的用户逻辑可以

通过这些连接器访问 PMC 子卡，预装载的 Nios 参考设计不使用 PMC 连接器。 



 
串行口连接器： 

J3 是一个标准的 DB-9 串行连接器，典型地，这个连接器用于主机和桌面工作站之间的

通信。例如，使用标准的 9 针串行电缆连接到一个 COM 端口，从 Nios 的传送（TxD），到

Nios 的接收（RxD），清除发送（CTS）和准备发送（RTS）信号使用标准的高电平 RS-232
逻辑 行移位缓冲器，它准备或者接收 3.3V 情况下的这些去或者来自

APE

 
 

电平。U13 是一个串

X 器件的信号。 
Nios 2.1 开发包包含了一个串行的 Y 电缆，它支持片上调试外设。图 10 显示了一个设

计中输出管脚的信息，它使用具有硬件握手的单个 UART，图 11 显示了一个设计中输出管

脚的信息，它同时使用了通信 UART 和分离的调试 UART。 
 
 



 

 
 
JTAG 连接器： 

JP3 是一个 10 针的 JTAG 接口连接器，它与 Altera 的 ByteBlaster II 和 MasterBlaster 下
载电缆兼容。JTAG 连接可以用于三种目的中的任何一个： 

1．经由 ByteBlaster II 或者 MasterBlaster 下载电缆，Quartus II 软件能够用一个新的位

文件（例如.sof）配置 APEX 器件（U1）。 
r II 或者 MasterBlaster 下载电缆，Quartus II 或者 MAX＋PLUS II 软

件能

串行通信，前题是这些卡使用的是 IEEE1386 标准的部分 JTAG 信号。 
Nios 开发板上的 JTAG 链可以包括以下全部，部分或者不包括这些器件，顺序为： 
1．(SW8)APEX 器件（U1） 
2．（SW9）EPM7064 配置控制器（U4） 
3．（SW10）一个插入 PMC 连接器 PMCJN1 和 PMCJN2 的卡，如果有的话。 

流

2．经由 ByteBlaste
够用一个新的.pof 文件对 EPM7064 器件（U4）重新编程。 
3．用户提供的主机软件能够与插入 PMC 连接器（PMCJN1 和 PMCJN2）的卡进行 JTAG

 



对于每一个器件，专用的两位置连接/旁路开关决定该器件是否在 JTAG 链中（连接）

还是被排除在外（旁路）。 

 
JTAG 连接 常用来在逻辑开发和调试过程中，下载用户配置文件（例如.sof）到 APEX

器件

（U4）在出厂时被设定为配置控制器，Nios 嵌入式处理器软件中包含有

MAX

 
    

U3）中的数据配置 APEX 器件（U1）。上电时（或者当 Reset 开关 SW2
被按 配置

控制

生成 hexout 配置文件，它直接作为配置数据，适合下载

并存

此占据大约 1/4 的 Flash 存储器（U3）空间。 
通过运行在 Nios 处理器上的软件，新的 hexout 文件能被存储在 Flash 存储器（U3）中。

位 Nios 参考设计包括了 GERMS 监视器程序，它支持从主机（例如桌面工作站）

下载

件）习惯上指用户配置和工厂配置。当重启（或者按下 Reset 开关（SW2））时，

配置控制器将试图用用户配置数据装载 APEX 器件，如果这个过程不成功（用户配置无效

或者不存在），配置控制器使用工厂配置数据装载 APEX 器件。 
配置控制器期望用户配置和工厂配置文件存放在 Flash 存储器中的固定的位置（offset），

表 2 显示了配置控制器所期望被安排的 Flash 存储器内容。 

芯片里。在这种情况下，通常 方便的是把 SW8 开关放在连接位置，而 SW9 和 SW10
开关放在旁路位置。 

EPM7064 器件

+PLUS II 工程，该工程中中包含了用于配置控制器逻辑的设计、实现和编程文件。大

多数用户不需要再对配置控制器进行重新编程。 
注意：重新编程 U4 可能导致开发板不能使用，Altera 建议用户把 SW9 和 SW10 开关设

置为旁路。 
 

配置控制器：

配置控制器（U4），是一个 Altera EPM7064 PLD。它装有出厂时编程的逻辑，当上电时，

它使用存储在 Flash（
下），配置控制器开始从 Flash Memory 中读出数据。Flash Memory，APEX 器件和

器连接在一起，这样，来自 Flash 的数据以被动并行的模式配置 APEX 器件。 
配置数据： 
Quartus II 软件能够（可选地）

储配置在 Flash 里。用于 APEX 20K200E 器件（U1）的 hexout 配置文件只比 256KByte
小一点点，因

预装载的 32
hexout 文件到 Flash 存储器。 
工厂和用户配置： 
配置控制器能够管理存储在 Flash 存储器里的两个独立的 APEX 器件配置，这两个配置

（hexout 文



 
    32 位 Nios 参考设计预装载在 Flash 存储器中的工厂配置区域。Altera 建议用户不要重

写工厂配置数据。 
跳线（JP2）改变配置控制器的行为，如果 JP2 上有一个短路块，配置控制器会忽略用

户配置，而始终使用工厂配置数据来配置 APEX 器件。通过短路 JP2，你可以从一些情况中

跳出，例如，Flash 存储器中的用户配置有效但是不起作用。 
在预装载的 Nios 参考设计里，1MByte 的 Flash 存储器被映射在基地址 0x100000，因此，

用户 hexout 文件应该下载到地址 0x180000（=Flash 基地址+用户配置的偏移量）。 
 

两位数字七段显示（D1）： 
D1 连接到 APEX 器件上，以便于每一段都能够通过通用的 I/O 管脚分别控制。 

 

 
开关、按键和 LED： 

SW1 是一个 8-DIP 开关块，每一个开关都连接到 APEX 的通用 I/O 和一个上拉电阻上。

当每一个开关打开时，APEX 器件看到逻辑 1，而当每一个开关关上时，APEX 器件看到逻

辑 0。 
 

    SW4，SW5，SW6 和 SW7 是短暂接触式的按键开关，每一个都连接到 APEX 器件的通

用 I/O 和一个上拉电阻上。当每一个开关按下时，APEX 器件看到逻辑 0。LED1 和 LED2
分别被 APEX 器件的通用 I/O 控制。当 APEX 器件在它的控制输出上是逻辑 1 时，LED 被

点亮。 
 
 
 



 

NIos 开发板使用专用的开关 SW2 和 SW3 用于以下的固定用途： 

控制器）。按下 SW2，等同于加电

重启 发板加电重启），配置控制器将从 Flash 存储器加载 APEX 器件。 
加电（或者 SW2 被按下）时，会被用 32 位的参考设计

配置

EX 器件的 DEV-CLRn 管脚（和用户 I/O F12），
按下 件的当前配置。 

脚：当SW3被按下时，参考的Nios CPU
将会 。 

供电

心-负电平的输入，板上电路产生 5V，3.3V 和 1.8V
整流

8V 供电只用于 APEX 器件核电源，对于任何的连接器或者头都是不可用的。 
供电用于所有的 APEX 器件 I/O 管脚的电源，3.3V 供电也可用于子卡或者其它插

入任

于任何插入 5V 扩展连接器的器件，总的负载不能超

过 5

ios 开发板包括一个 33.333MHz 的晶振，和一个 0 延时，点到点的时钟发布网络，它

同时 展连接器，PMC 连接器，SODIMM 连接器上的管脚。0 延时缓冲

同时

SW2：Reset 
当 SW2 按下时，一个逻辑 0 值驱动到 U7（加电重启

。当按下 SW2（或者开

当开发板出厂时，APEX 器件当

。参考设计接着开始运行 GERMS 监视器，和串行调试/下载命令。 
SW3：Clear 
当 SW3 按下时，一个逻辑 0 值驱动到 AP
SW3 的结果依赖于 APEX 器

预装载的Nios参考设计把SW3当作CPU_reset管
重启并从它的启动地址（0）开始执行代码

 
电路： 
Nios 开发板运行于 9V 未稳压的，中

的电源电平。 
1.
3.3V
何扩展连接器的器件，包括 PMC 连接器和 SDRAM SODIMM 插口。外部连接的 3.3V

器件总的负载不能超过 500mA。 
5V 供电是在 JP12 的管脚 2 上，用

0mA。 
 
时钟电路： 

N
驱动 APEX 器件和扩

用于自由运行的 33MHz 时钟和从一个 APEX 器件内部的 PLLs（CLOCK_OUT1）的时

钟输出。 

 



开发板组件列表： 

 

 



附录 3：Nios 嵌入式处理器开发板－Cyclone_1C20 

 

本文档描述包含在 Nios 开发包中的 Nios CPU 开发板的特点和功能，针对的是 Cyclone

版本的 Nios 开发板的特点。 

 

开发板的特点： 

一个 Cyclone EP1C20F400C7 器件 

8MByte 的 Flash Memory 

1MByte 静态 RAM 

16MByte SDRAM 

 Flash）卡的 CompactFlash 连接器头 

用于硬件和软件调试的 Mictor 连接器 

行端口 

lone 用户 I/O 管脚的 LED 

Altera 器件的 JTAG（Joint Test Action Group）连接器，  

路 

的片上存储器。 

用

考设计作为一个么使用 Nios 开发板的例子。软件开发人员可以使用板上的预编程 Nios

件原型。 

配置逻辑会使用存储在 Flash 中的硬件配置数据配置 Cyclone 

FPGA FPGA 里的 Nios 处理器开始运行，并从 Flash 存储器中开始执

行启动代码。 

缺省的参考设计提供许多功能，包括用于从一个主计算机下载新的，用户定义的软件

和硬件配置数据到开发板上的功能。下载的方法包括串行电缆，JTAG 下载电缆，或者

Ethernet 电缆。Altera 提供的用于 Nios 处理器的监视器程序 GERMS Monitor 运行在 RS-232

串行控制台口（J19），同时，还有一个 Web Server 程序通过 Ethernet 连接也在运行。 

注意：Ethernet 端口提供了一个非常快也非常容易的方法，经由主计算机的 Web 浏览

器来下载硬件和软件映像到开发板中。 

 

简介： 

使用 Flash Memory 配置 Cyclone 的上电配置逻辑 

EPCS4 串行配置器件 

板上 Etherent MAC/PHY 器件 

两个 5V 扩展/原型头，每一个可以访问 41 个 Cyclone 用户 I/O 管脚 

用于类型 I的 CF（Compact

两个 RS-232 DB9 串

四个连接到 Cyclone 用户 I/O 管脚的按键开关 

八个连接到 Cyc

两个七段 LED 显示 

经由 Altera 下载电缆到

50MHz 晶震和 0 延时时钟发布电路 

上电 Reset 电

 

概述： 

Nios 开发板的 Cyclone 版本提供了一个的硬件平台，使用户可以基于 Altera Cyclone

器件开发嵌入式系统。Nios 开发板的 Cyclone EP1C20F400C7 器件具有 20,060 个逻辑单元

（LEs）和 294Kbits

Nios 开发板预装了 32 位 Nios 嵌入式处理器系统的参考设计。硬件开发人员可以使

参

处理器设计立即开始构建软

 

缺省的参考设计： 

当开发板加电后，板上

。当器件被配置之后，在



恢复缺省的参考设计到开发板中： 

在开发过程中，你可能重写或者擦除了包含有缺省参考设计的 Flash 存储器，Altera

提供 这些缺

省的

块图： 

了用于缺省参考设计的 Flash 映像，因此你总能把开发板恢复成它的缺省状态。

参考文件位于 Nios 开发包的 examples 目录。 

 

Nios 开发板组件： 

这一部分包含了Nios开发板上一些重要组件的简要介绍。Nios开发板的完整的原理图，

物理布局数据库，和 GERBER 文件安装在 Nios 开发包的 Documents 目录。 

 



Cyclone EP1C20 器件： 

 U60 是一个 Cyclone EP1C20F400C7 器件，400 管脚 FineLine BGA 封装。表 4 列出了

Cyclone 器件的特点。 

 

开发板提供了两种不同的方法来配置 Cyclone 器件： 

1．使用运行在主机上的 Quartus II 软件，设计者可以经由连接到 Cyclone JTAG 接头

（J24）的 Altera 下载电缆直接配置该器件。 

2．当开发板上电时，配置控制器器件（U3）试图用存储在 Flash Memory 中的硬件配

置数据来配置 Cyclone 器件。 

 

Flash Memory 器件： 

U5 是一个 8Mbyte 的 AMD AM29LV065D Flash Memory 器件。它连接到 Cyclone 器件，用

于以下两个目的： 

1．Cyclone 器件上实现的 Nios 嵌入式处理器把 Flash Memory 用作一个通用的，可读

的存储器和非易失性存储。 

Memory 能够存放 Cyclone 器件的配置数据，配置控制器用它在上电时加载

。预装载的 Nios 参考

者是两者都

有）到 Flash Memory。Nios 嵌入式处理器软件包括写或者擦除这种特定类型的 AMD Flash 

Memory 的子程序。 

Flash Memory 器件与 SRAM 芯片，Ethernet MAC/PHY 芯片共享地址和数据连接。 

 

Compact Flash 连接器： 

Compact Flash 连接器（CON3）使得硬件设计能够访问 Compact Flash 卡，见图 3。它

支持以下两种访问模式： 

ATA（热交换模式） 

IDE（IDE 硬盘模式） 

2．Flash 

Cyclone 器件。 

实现 Nios 参考设计的硬件配置数据被预装载在 Flash Memory 中

设计一旦装载，就能够在它的地址空间识别出 8MByte 的 Flash Memory，包括监视器软件，

它能够下载文件（或者是新的 Cyclone 器件数据，Nios 嵌入式处理器软件，或

 



IDE 连接模式包括一个电源 MOSFET，它控制到 Compact Flash 卡的电源。通过 Cyclone

器件上的 I/O 管脚，MOSFET 是可以控制的。 

Compact Flash 与扩展原型连接器头（PROTO1）共享一些 Cyclone I/O 管脚。 

表 5 给出了 Compact Flash 外部管脚的详细信息。 

 

 

 



 

器

 

    M 控制器

外设，它允许 Nios 处理器把 SDRAM 器件当作大容量，线性可寻址的存储器。 

 

SDRAM 器件： 

    SDRAM 件（U57）是一个 Micron MT48LC4M32B2 芯片，具有 PC100 功能和自刷新模式。

SDRAM 与所有在系统时钟（clk）的正的边沿寄存的信号完全同步。

SDRAM 器件的管脚连接到 Cyclone 器件上，见表 6。Nios 开发包中包括了 SDRA

 

 

 

 

 

 

 

 

 

 



 

 

 

 

 



 

 

双 SRAM 芯片： 
    16-bit）的异步 SRAM 芯片，它们连接到 Cyclone 器件，

可以

储器。 
地址和数据连接。 

Ethe

    ps 协议。

U4 的 RJ1）访问

Ethe os 开发包中包含了允许 Nios 处理器系统与 LAN91C111 Ethernet 器件

U35 和 U36 是两个（512Kbyte×
被 Nios 嵌入式处理器用作通用的的存储器。这两个 16 位的器件能够以并行的方式来实

现一个 32 位宽的存储器子系统。预装载的 Nios 参考设计能够在它的地址空间识别这些

SRAM 器件，并作为 1Mbyte，32 位宽的，0 等待状态主存

SRAM 器件与 Flash Memory，Ethernet MAC/PHY 器件共享

 
rnet MAC/PHY： 

LAN91C111 (U4)是一个模拟/数字混合信号的器件，它实现了 10Mbps 和 100Mb

控制管脚连接到 Cyclone 器件，以便 Nios 系统能够经由 RJ-45 连接器（

rnet，见图 4。Ni

进行通信的硬件和软件组件。 

 

 

 

Ethernet MAC/PHY 器件与 Flash Memory，SRAM 芯片共享地址和数据连接。 

 

扩展原型连接器（PROTO1）： 
PROTO1 扩展原型连接器与 Compact Flash 连接器共享 Cyclone I/O 管脚。设计中，或者



使用 PROTO1 连接器，或者使用 Compact Flash。 
头J11、J12、J13 整体上构成了一个标准的，机械上稳定的连接器，例如，它可以作为

到一个特定功能的子卡的接口。关于这些可用于Nios开发板的子卡的列表可以访问Web站点

www.altera.com/devkits 。 

扩展原型连接器的接口包括： 
用于建立原型的 41 个 I/O 管脚，所有 41 个 I/O 管脚连接到 Cyclone 器件的用户 I/O 管

脚，每一个信号都通过模拟开关(U19, U20, U21, U22 和 U25)来保护 Cyclone 器件，防止受

到 5-V 逻辑电平的危害。这些模拟开关是永久使能的。 
一个缓冲的，0-skew 的板上 OSC 输出的拷贝（从 U2） 
一个缓冲的，0-skew 的 APEX 锁相环（PLL）输出的拷贝（从 U60） 
一个负逻辑的加电 Reset 信号 
五个整流的 3.3V 电源供应管脚（PROTO1 和 PROTO2 上总的 大负载 2A） 
一个整流的 5V 电源供应管脚（PROTO1 和 PROTO2 上总的 大负载 1A） 
大量的接地连接 

    扩展原型连接器管脚上的输出逻辑电平为 3.3V，Nios 开发包中的电源供应不能提供超

过上述的 大负载电流。 

    图 5，图 6，图 7 给出了从 PROTO1 扩展接头到 Cyclone 器件的连接，除非另外说明，图

中的标签表明了 Cyclone 器件的管脚号。 

 

 



 

 

注意：在图 7 中 

（1）从 AC 到 DC 电源转换器的未稳压的电压 

 

扩展原型连接器（PROTO2）： 
头 J15、J16、J17 整体上构成了一个标准的，机械上稳定的连接器，例如，它可以作为

到一个特定功能的子卡的接口。 
扩展原型连接器的接口包括： 
用于建立原型的 41 个 I/O 管脚，所有 41 个 I/O 管脚连接到 Cyclone 器件的用户 I/O 管

脚，每一个信号都通过模拟开关(U27, U28, U29, U30 和 U31)来保护 Cyclone 器件，防止受

到 5-V 逻辑电平的危害。这些模拟开关是永久使能的。 
一个缓冲的，0-skew 的板上 OSC 输出的拷贝（从 U2） 
一个缓冲的，0-skew 的 Cyclone 锁相环（PLL）输出的拷贝（从 U6 ） 
一个负逻辑的加电 Reset 信号 

的接地连接 
    

    图 8，图 9，图 10 给出了从 PROTO2 扩展接头到 Cyclone 器件的连接，除非另外说明，

图中的标签表明了 Cyclone 器件的管脚号。 

 

（2）来自开发板晶振的 clk 

（3）经由缓冲器来自 PLD 的 clk 

（4）从原型卡到 PLD 的 clk 输出 

0

五个整流的 3.3V 电源供应管脚（PROTO1 和 PROTO2 上总的 大负载 2A） 
一个整流的 5V 电源供应管脚（PROTO1 和 PROTO2 上总的 大负载 1A） 
大量

扩展原型连接器管脚上的输出逻辑电平为 3.3V，Nios 开发包中的电源供应不能提供超

过上述的 大负载电流。 



 

 

 
 

 



注意：在图 10 中 

（1）从 AC 到 DC 电源转换器的未整流的电压 

2）来自开发板晶振的 clk 

（3）经由缓冲器来自 PLD 的 clk 

（4）从原型卡到 PLD 的 clk 输出 

 

Mictor 连接器： 

    Mictor 连接器（J25）可以经由屏蔽的 Mictor 电缆，以非常低的噪声，用来传输多达

27 个高速的 I/O 信号。J25 被用作调试端口，25 个 Mictor 连接器信号用作数据，2 个信号

用作时钟输入和时钟输出。 

J25 上的大多数 Mictor 连接器管脚连接到 Cyclone 器件（U60）的 /O 管脚上。对于在

Nios OCI 调试模块中没有使用 Mictor 连接器的系统来说，任何一个片上信号都可以输出到

I/O

并同时分析大量信号。 

os OCI 调试模块是 First Silicon Solutions（FS2）公司的 OCI 核。 

（

I

管脚，并经由 Mictor 电缆在 J25 上探测到。外部的范围和逻辑分析仪可以连接到 J25，

注意：Ni

图 11 给出了一个例子，它是First Silicon Solutions（FS2）公司的in-target系统分

析仪ISA-NIOS/T（单独购买），具体的细节见www.fs2.com。 
 

 
 

这些信号中的 5 个直接连接到 Cyclone 器件（U60）的 JTAG 管脚，并且也直接连接到

Cyclone 器件的 JTAG 连接器（J24）。JTAG 信号有特殊的应用需求，你不能同时使用 J24
和 J25。 

下面的图 12 给出了从 Mictor 连接器到 Cyclone 器件的连接。图 13 给出了 J25 的外部管

脚，除非另外说明，图中的标签表明了 Cyclone 器件的管脚号。 

 



 

 

串行口连接器： 
9 和 J27 是标准的 DB-9 串行连接器，典型地，这些连接器用于与主机之间的通信。

例如 9 针串行电缆连接到一个 COM 端口。在 J19、J27 和 Cyclone 器件之间使

用了

明为控制口，另一个标明为调试口。许多

处理器系统在建立原型和调试阶段使用多个 UART 通信端口。 
计只使用它需要的信号，

如 RxD 和 TxD。还有两个 LED 连接到 RxD 和 TxD 信号上，当数据送出或者接收时，它

指示。图 14 和图 15 给出了控制和调试串行连接器与 Cyclone 器件之间的

管脚

J1
，使用标准的

串行移位缓冲器（U52 和 U58），因为 Cyclone 器件不能与 RS-232 上的电压电平直接接

口。 
Nios 开发板提供了两个串行连接器，一个标

控制用的串行口能够传输所有的 RS-232 信号，但是 Cyclone 设

例

们能够给出可视的

连接。 

 

 

两个七段显示： 
U8 和 U9 连接到 Cyclone 器件上，以便于每一段都能够通过通用的 I/O 管脚分别控制。



当 Cyclone 管脚的驱动信号为逻辑 0，相应的 LED 会点亮。图 16 给出了 Cyclone 器件的外

部管脚详细情况。 
 

 
 

预装载的 Nios 参考设计包括并行的输入/输出（PIO）寄存器和驱动显示的逻辑。 
 

按钮

    

0。 

开关： 

SW0-SW3 是短暂接触式的按键开关，它们为 Cyclone 器件里的设计提供激励，见图 17。
每一个开关都连接到 Cyclone 的通用 I/O 管脚和一个上拉电阻上，如表 7 所示。当每一个开

关按下时，Cyclone 器件的管脚上会看到逻辑

 
单独的 LED： 

Nios 开发板提供了 8 个单独的，连接到 Cyclone 器件的 LED，见图 17。D0-D7 连接到

Cyclone 器件的通用 I/O 管脚，如表 8 所示。当 Cyclone 管脚的驱动为逻辑 1，相应的 LED

会点亮。 

 

 

串行配置器件（EPCS4）： 

    串行配置器件是具有串行接口的 Flash Memory 器件，它们能为 Cyclone 器件存储配置

数据，当上电或者重新配置时，它们能重新装载数据到器件中。使用 Cyclone FPGA 系列中

新的数据解压缩特点，设计者能够用比较小的串行配置器件来配置很大的 Cyclone FPGA。



串行配置器件不能进行级连。 

    SOPC Builder 的活动串行存储器接口组件允许微处理器系统访问串行配置存储器。 

 

串行 Flash 连接器： 

串行 Flash 连接器的逻辑是严格为 EPCS4 串行配置器件连接设计的，当使用 Nios 开发

包中的参考设计时，硬件设计人员从不需要串行 Flash 连接器。参考设计允许设计人员不需

要使用这个连接器就能从串行配置器件访问数据。 

注意：当使用串行 Flash 连接器连接到 EPCS4 串行配置器件时，需要 ByteBlaster II

下载电缆。 

 

配置控制器器件（EPM7128AE）： 
配置控制器（U3），是一个 Altera EPM7128AE 器件。它装有出厂时编程的逻辑，用于

管理开发板的重启条件以及使用存储在 Flash 存储器和 EPCS4 串行配置器件中的数据配置

Cyclone 器件。 

1C111（Ethernet MAC/PHY）reset 
eset 

Powe-On Reset 按钮（SW10） 

在 MAX 的 reconfigreq_n输入管脚上（来自于 Cyclone设计） 

行（AS）配置模式，Cyclone FPGA 接

着尝试从 EPCS4 读取配置数据，如果 Cyclone FPGA 被成功配置，配置控制器会停止。 

如果来自 EPCS4 的配置不成功，配置控制器把 Cyclone FPGA 置为被动串行模式，并试

图从 Flash 存储器加载用户配置。如果也不成功，配置控制器试图加载 Flash 存储器中的安

全配置。 

当按下 SW9（Force Safe）时，配置控制器立即开始从 Flash 存储器中的安全配置开始

配置 Cyclone FPGA。在 EPCS4 和 Flash 中的用户配置数据会被忽略。 

大多数用户将并不需要对配置控制器进行重新编程。对配置控制器进行重新编程可能导

致开发板不能使用。 Nios 开发包中包含了初始的配置控制器逻辑编程文件

 
重启发布： 
EPM7128AE 从上电复位电路中获得上电复位脉冲，通过内部逻辑驱动到板上其它复位

管脚，包括： 
• LAN9
• Flash Memory r

• 传到扩展原型连接器头（PROTO1 和 PROTO2）的 reset 信号 
 

    开始配置： 

有四种方法开始一次配置，这四种方法如下： 

1．开发板上电 

2．按下

3. 保持一个 0 电平

4．按下 Force Safe 按钮（SW9） 

 

Cyclone 配置： 

当上电或者 Reset 时，配置控制器使用来自以下三种来源中的一种中的数据配置

Cyclone 器件，顺序如下： 
• 第一，EPCS4 串行配置器件 

• 第二，来自 flash memory 的用户配置 

• 第三，来自 flash memory 的安全配置 

首先，配置控制器把 Cyclone FPGA 置为活动的串



（config_controller.pof）。如果你已经改变了 MAX 器件逻辑，你可以使用位于

EPM7128_flash_config_ controller 文件夹的 examples 目录中的config_controller.pof来重

新恢复出厂时的配置。 

Altera EPM7128A器件（Altera MAX7000系列）的详细信息可以参见

www.altera.com/literature/lit-m7k.html。 

 
配置数据： 

Quartus II 软件可以（可选地）生成 hexout 配置文件，它可以直接下载并存储在 Flash

存储器中用作配置数据。用于 Cyclone EP1C20 器件（U60）的 hexout 文件小于 1Mbyte，大

约占据 1/8 的 Flash 存储器（U5）空间。 

新的hexout文件可以通过运行在Nios嵌入式处理器上的软件存储在Flash存储器（U5）

里。Nios 预加载的参考设计包括了从主机（例如桌面工作站）下载 hexout 文件到 Flash 存

储器中的命令。 

 

安全和用户配置： 

配置控制器能够管理三个独立的 Cyclone 器件配置：一个存储在 EPCS4 配置器件中的配

置；两个存储在 Flash 存储器中的配置。存储在 Flash 存储器中的这两个配置一般是作为安

全配置和用户配置的。 

配置控制器期望用户配置和安全配置文件存放在 Flash 存储器中的固定的位置（offset），
表 10 显示了配置控制器缺省安排的 Flash 存储器内容。 

注意：Nios 参考设计保存于 Flash 存储器中的安全配置区域。Altera 建议用户避免重

写这些安全配置数据。 

    注意：关于使用 GERMS Monitor 下载和重定位文件的详细信息，可以参考“Nios 嵌入

式处理器软件开发参考手册”。 

     

通常使用 Flash 存储器的方式： 

Nios 开发板上包括一个 8Mbyte 的 Flash 存储器（U5）器件，见表 9。它被划分成 128

个可独立擦写的 64K 的区域。Web-Server 的设计，以及更重要的板上配置控制器对于 Flash

存储器上哪个地方存放什么内容都有确定定义。 

Flash 存储器 开始的 4Mbyte 空间或者用于配置控制器，或者用于 Web-Server。用户

应用软件可以安全地使用后面的 4Mbyte Flash 存储器空间，而不会妨碍 FPGA 配置或者

Web-Server 操作。 

 

当按下 SW9（Force Safe）时，配置控制器将忽略用户配置，而总是用安全配置配置

Cyclone 器件。当碰到 Flash 存储器或者串行配置器件中的用户配置有效但是不起作用时，

该按钮能够帮助跳出这种情况。 



 

 

参考设计实现了一个Web Server。网络设置和Web页面预编程在Flash

存储

示：Safe example 设计只是提供来用于参考的，不要基于 Safe example 进行你的硬

件和软件设计，应该使用 standard_32 example 设计。 

制信号被用来试图配置 FPGA。写在

Flash 存储器这个区域的 FPGA 配置数据，一般称为用户硬件映像（User Hardware Image）。

Web Server 中包括了一些关于怎么去创建你自己的用户硬件映像数据的文档，还包括了几

条命令用于编程用户硬件配置数据到 Flash 存储器中。 

 

安全硬件映像： 

如果没有有效的用户硬件映像，或者按下了 SW9（Force Safe）按钮，配置控制器开始

从 Flash 的地址 0x700000 处读出置数据。任何存储在 Flash 存 器这个区域的 FPGA 配置数

据，一般称为安全硬件映像（Safe Hardware Image）。你的开发板在出厂时，是用安全硬件

映像

的设计是位于 examples 目录的 safe example 设计。 

FPGA 成功配置之后，配置控制器将停止读数据。safe example 设计加载，并从地址

ox7B 区域的 Flash 存储器是用 Web-Server 应用软件编程的。 

注意：工厂编程的

器中，如表 10 所示。 

警

 

用户硬件映像： 

当上电或者按下 Power-On Reset 按钮（SW10）时，配置控制器开始从 Flash 的地址

0x600000 处读出用户配置数据，这个数据和合适的控

储

编程的，加上另外一些位于 0x700000-0x7FFFFF 范围的数据，如表 10 所示。用于安全

硬件映像

当

0000 开始执行代码。这个

注意：不要擦除你的安全硬件映像（安全硬件配置数据），如果不注意地这么做了，可

以根据附录 B 的说明为你的开发板恢复工厂配置。 

 



 

 

配置状态 LEDs： 

MAX 器件连接到 4 个状态 LEDs 上，它们显示了开发板的配置状态，见图 18。通过 LED

的显示，用户能够确定在加电时哪一个配置（如果有的话）被装载入开发板，见表 11。如

果一个新的配置经由 JTAG 下载到 Cyclone 器件，那么所有的 LEDs 会全部熄灭。 

 

 

 



 

 

配置和重启按钮： 

Nios 开发板使用专门的按钮 SW8，SW9 和 SW10 用于固定的用途： 

 

SW8-CPU Reset： 

当按下 SW8 时，一个逻辑 0 信号会驱动到 Cyclone 器件的 DEV_CLRn 管脚（和用户 I/O 
C_4）。按下 Sw8 的结果取决于 Cyclone 器件的当前配置。 

预加载的 Nios 参考设计把 SW8 当作 CPU-Reset 管脚，见图 19。当 SW8 按下时，参考的

Nios CPU 将重启并从它的重启地址开始执行代码。 

 

SW9-Force Safe： 

按下Force Safe（SW9），会命令配置控制器使用出厂时编程的安全配置重新配置Cyclone

器件。 

 

SW10-Power-On Reset： 

Power-On Reset（SW10）是加电重启按钮，见图 20。当按下 SW10 时，一个逻辑 0 信号

会驱动到加电重启控制器（U18），更多的细节见“供电电路”部分内容。当 SW10 被按下后，

配置控制器将从 Flash 存储器加载 Cyclone 器件。 

 



供电电路： 
Nios 开发板运行于 9V 未整流的，中心-负电平的输入，板上电路产生 5V，3.3V 和 1.5V

整流的电源层级。 
5V 供电是在 J12 和 J15 的管脚 2 上，用于任何插入 PROTO1 和 PROTO2 扩展连接器的

器件。 
3.3V 供电用于所有的 Cyclone 器件 I/O 管脚的电源，3.3V 供应也用于 PROTO1 和

PROTO2 的子卡。 
1.5V 供电只用于 Cyclone 器件的核（VCCint）电源，对于任何的连接器或者头都是不

可用的。 
 
时钟电路： 

Nios 开发板包括一个 50MHz 的晶振，和一个 0 延时，点到点的时钟分布网络，时钟网

络驱动 Cyclone 器件和扩展原型连接器，配置控制器器件，和 Mictor 连接器上的管脚。0 延
时缓冲同时用于 50MHz 时钟和从一个 Cyclone 器件内部的 PLLs（CLOCK_OUT1）的时钟

输出，见图 21。 
 

 

 

图 21 中注意： 

1）如果 R15 用 49.9 欧姆 0603 电阻，R13 用 330 欧姆 0603 电阻填充，那么一个外部

时钟会被使能。 

个插座式 50MHz，自由运行的晶振（Y2）提供基本的操作频率，一个 0 延时时钟缓冲

（U2）驱动的时钟信号到板上的各个点。 

clone 器件上的 PLLs 能够在内部合成一个新的时钟信号，并通过输出这个时钟信号

到 IO OUT0_p 管脚，发布这个时钟信号到板上的各个位置。时钟缓冲驱动这个信号

到下列位置： 

扩展原型连接器上的 PROTO1_CLKIN 和 PROTO2_CLKIN 管脚，允许用户定义的

时钟驱动每一个扩展原型头。 

用于 SDRAM 存储器（U57）的时钟输入，允许 SDRAM 运行在不同于时钟振荡器的速率

上。

Cyclone 器件上的 CLK0 时钟输入。 

在

（

 

一

Cy

_PLL1_

• 

• 

 

• 



Cyclone 器件也能从 IO_PLL2_OUT0_p 管脚提供时钟到 SDRAM（U57）中。 
意：50MHz 晶振（Y2）是插座式的，能够被用户改变。但是，MAX EPM7128AE 器件

配置

JTA
ios 开发板有两个 10 针的 JTAG 头（J5 和 J24），它们与 Altera 的 ByteBlaster II 下载电

缆兼容。每一个 JTAG 头连接到一个 Altera 器件，并形成一个单器件 JTAG 链。J24 连接到

Cyclone 器件（U60），J5 连接到 MAX EPM7128AE 器件（U3）。 
 

到 Cyclone 器件的 JTAG（J24）： 

J24 连接到 Cyclone 器件（U60）的 JTAG 管脚（(TCK，TDI,，TDO，TMS，TRST)，
如图 22 所示。Altera Quartus II 软件能够经由 Altera ByteBlaster II 下载电缆，用新的硬

件映像直接配置 Cyclone 器件，如图 23 所示。另外，Nios 嵌入式处理器调试器软件能够经

由连接到 J24 JTAG 连接器的下载电缆，访问 Nios OCI 调试模块。 

注

控制电路和其它 Altera 参考设计不允许工作在不同的频率上。当设计一个系统时，提供

一个新的时钟振荡器是用户的责任。 

 

G 连接器： 
N

 

 
 

Cyclone 器件的 JTAG 管脚也能够经由 Mictor 连接器（J25）被访问，J24 的管脚直接连

接到 J25 的管脚上，使用时必须注意在两个连接器之间没有发生信号冲突。 

 

到 MAX 器件的 JTAG（J5）： 

J5 连接到 MAX 器件（U3）的 JTAG 管脚（(TCK，TDI,，TDO，TMS，TRST)，如图 24



所示。Altera Quartus II 软件能够执行系统内编程（ISP），经由 Altera ByteBlaster II 下载

电缆，用新的硬件配置来重新对 MAX 器件编程。 

 

 

 

 

 

 

 

 

 

 

 

 

 

 

 

 

 

 

 

 

 

 

 

 

 

 

 

 

 

 

 



附录 A：共享总线表 

     

在 Cyclone 版的 Nios 开发板上，Flash 存储器，SRAM 和 Ethernet MAC/PHY 器件共享地

址和控制线，这些共享的线被当作共享总线。使用 SOPC Builder，设计者能够把 Nios 处理

器系统与连接到片外共享总线的任何器件进行接口设计。 

表 12 列出了所有连接到共享总线上的器件之间的连接。 

 

 



 



 

 

 

 

 

 

 

 

 

 

 

 

 

 

 

 



附录 B：恢复出厂配置 

 

Nios 开发板总是能够恢复到出厂时编程的配置，要恢复出厂时的配置，你必须对 Nios

开发板上的 Flash 存储器重新编程。 

重新对 Flash 存储器编程需要： 

• Nios 处理器硬件设计已经配置在 Cyclone 器件里，并正在执行 GERMS Monitor。 

• 出厂时用于 GERMS 的 Flash 映像已经编程到 Flash 存储器里。 

 

行 Quartus II 软件，打开编程器窗口（Tools 菜单）。 

/Configure 复选框，并单击 Start 下载硬件配置。 

ios处理器硬件器件配置。在这个阶段，不要按下

Force Safe

编程 Flash 存储器： 

的 Nios 处理器和 GERMS Monitor 来对 Flash 存储器进

行重

像。整个这个时间不要重启开发板，当下

载完成之后，Nios SDK Shell 返回 bash 提示符状态。 

上电重启和从 Flash 存储器重新配置 Cyclone 器件，你将

会看

配置 Cyclone 器件： 

当上述提到的需求已具备，执行以下步骤： 

1．用 ByteBlaster II 下载电缆把 Nios 开发板连接到主机。 

2．运

3．单击 Add File…并选择下列配置文件： 

<Nios Development Kit <install directory>/examples/ 
recovery_configuration_cyclone_1c20.sof 

4．在编程器窗口里，选中 Program
5．配置完成之后，一直按下 SW0，按下并释放 SW8，然后释放 SW0。 

Cyclone器件被用执行GERMS Monitor的N

或者SW10按钮，因为它将重启Cyclone配置。 
注意：使用 Quartus II 软件配置 Cyclone 器件的详细描述参见“Nios 硬件开发指南” 

 

重

现在你可以使用 Cyclone 器件中

新编程，步骤如下： 

1． 使用串行电缆连接控制用串行 RS-232 连接器到主机。 

2． 通过选择Programs > Altera > Nios Development Kit <installed version> Nios SDK 
Shell (Start 菜单)，打开Nios SDK Shell，缺省的Flash映像文件位于Nios SDK Shell
的缺省目录。 

3． 要下载Flash文件到在板上执行的GERMS Monitor，键入： 
   nios-run -x -r -p com1 default_board_image_cyclone_1c20.flash 
这条命令假定你把串行电缆连接到主机的 COM1，如果你使用了不同的 COM 端口，那么

相应地改变 COM1 参数。 

4．大约需要 10 到 20 分钟下载整个 Flash 映

5．按下 Force Safe 按钮执行

到 Safe LEDs 被点亮，并在 LEDs D0-D7 之间活动。 

你的开发板现在重新配置成缺省的出厂时的状况。 

 

 

 

 

 

 

 



附录

开发板上电，并且使用出厂时编程的安全配置，软件参考设计就

在 E ernet 端口实现了一个 Web Server。 

已经熟悉 Nios SDK Shell，用于与 Nios 开发板进行串行通信的

nios

需要做下面这些工作： 

连接 RJ-45 电缆的一端到交叉适配器的母插座 

b．把交叉适配器公的一端插入 Nios 开发板的 RJ1 

c．把另外一端直接连到主机的网络（Ethernet）端口，见图 25。 

 

C：板上 Ethernet 连接 

 

装入 Nios 开发板中的缺省的参考设计在其它功能中，还实现了一个 Web Server。

Ethernet 端口提供了一种很快而且很容易的方法，经由你主机上的 Web 浏览器下载硬件和

软件映像到开发板中。只要

th

这一部分内容要求你

-run 命令，和 GERMS Monitor。 

 

连接 Ethernet 电缆： 

Nios 开发包包括了一个 Ethernet（RJ-45）电缆，和一个公/母的 RJ-45 交叉适配器。

在你连接这些组件之前，你必须确定你想怎么使用你的板子上的网络特性。选择以下两种连

接方法中的一种： 

1．点到点连接：要把你的 Nios 开发板直接与主机点对点（不在局域网 LAN 中）连接，

a．

 

 

2．LAN 连接：要把 Nios 开发板与 LAN 连接（例如，连接到 Ethernet Hub），需要做下

面这些工作： 

a．把 RJ-45 电缆的一端连接到开发板的 Ethernet 连接器（RJ1） 

b．把另外一端连接到你的 LAN 连接（Hub，Router 或者墙上的信息插座等） 

 

连接 LCD 显示： 

Nios 开发包用一个两线 x 16 个字符的 LCD 文本显示进行传送，Web-Server 软件在 LCD

上显示有用的状态和进度信息。如果你希望使用开发板的网络特性，把 LCD 显示连接到扩展

原型头 J12，如图 26 所示（特别注意管脚 1 的位置）。 

 



 

 

（点对点或者 LAN），你的开发板必须有一个 IP 地址。加电之后，

Web- 由 DHCP（动态主机配置协议）协议得到一个 IP 地址，许多 LAN 都支持

DHCP

否支持 DHCP，可能首先 好试一下 DHCP。 

得知 使用了上面的点对

点选

以随时停止 DHCP 进程。发送一个叹号（!）到开发板的控

制串

一条成功信息，它也会继续显示 IP 地址。 

板将从 Flash 存储器得到它的 IP 地址。所有的板子在出厂时，都

设置

IP 地址： 

有你的主机和开发板这两个设备通过一条线连接到一个非常简单的网络。当开发板出

编程的缺省的 IP 地址为 10.0.0.51（10.0.0.x 子网通常保留用作开发，测试和建

立原

员为你分配 IP 地址。任何一个在 10.0.0.x 子网的地

址都

试 DHCP 自配置。在点对点网络中，你应该通过按下 SW3

退出 CP。如果你经常在点对点配置中使用你的开发板，你可能希望 DHCP 完全不使能，那

么可 off到控制用串行口。 

AN 不支持 DHCP，或者如果 DHCP 自配置失败，那么在你能在网络中访问它之

前，

该 I

ash 存储器中。通常，你只需要为开发板分配

一次 地址。然而，你可以通过其它的 xip 命令随时改变它。 

5，你需要在 GERMS+提示符下键入如下命令： 

得到一个 IP 地址：DHCP 

为了完成网络功能

Server 就试图经

。 

注意：如果你不知道你的 LAN 是

开发板将继续尝试 DHCP 自配置，大约 1 分钟。通过读 LCD 显示上的状态信息，你可以

DHCP 是成功了还是正在进行中。如果你的 LAN 不支持 DHCP，或者你

项，那么 DHCP 配置 终会失败。 

通过按下按键开关 SW3，你可

行口，也会立即终止 DHCP 配置。 

如果 DHCP 成功，那么开发板会在 LCD 显示

如果 DHCP 失败，开发

IP 地址为 10.0.0.51。你可以经由控制用串行口发送命令改变 IP 地址。 

 

用于点对点连接的

只

厂时，预

型）。对于大多数操作系统，需要为你的主机分配一个同一子网的 IP 地址。 

例如，地址 10.0.0.1 就能工作得很好。你的计算机和开发板是仅有的连接到这个简单

网络的两台设备，因此不需要系统管理

能工作，也不可能和网上其它的设备发生冲突。当然，你需要具备改变你的计算机的

IP 地址的能力。对于运行 Windows 的设备，这可以通过控制面板上的“网络连接”来完成。 

重启之后，开发板上电，并尝

DH

以键入命令 xdhcp:

 

用于 LAN 连接的 IP 地址： 

如果你的 L

你需要为你的开发板分配一个固定的 IP 地址。所有的开发板出厂时都有一个缺省的 IP

地址 10.0.0.51（10.0.0.x 子网通常保留用作开发，测试和建立原型）。你需要从系统管理

员那里得到你的 LAN 子网里的一个安全的 IP 地址。 

一旦你得到一个安全的 IP 地址，你可以通过串行连接使用 GERMS 命令来为开发板分配

P 地址。缺省软件参考设计里的 GERMS monitor 已经被扩展来实现 xip 命令。xip 命令

为开发板设置 IP 地址，并把该地址保存在 Fl
IP
例如，要分配 IP 地址 137.57.136.16



xip:137.57.136.165 (没有空格) 
注意：GERMS Monitor不能识别Backspace键和Delete键，如果你输入发生错误，那么按下

Escape键将得到一个新的GERMS提示符，接着重新输入命令。要读回IP地址，你可以使用没

有冒号或者参数的xip命令。要激活新的IP地址，你必须按下Force Safe 按钮或者Reset， 
Conf 按钮重启开发板。 

 

浏览你的开发板： 

一旦你的开发板有了有效的 IP 地址（从 DHCP 自配置或者 Flash 存储器得到），你可以

经由 Web 浏览器（例如，Microsoft Internet Explorer）访问开发板。开发板提供了一个 Web

站点，内容包括很多文档和有用的网络下载命令功能。要浏览该站点，打开 Web 浏览器，在

浏览器的地址输入栏，输入开发板的 IP 地址（用小数点分隔的四个数字）作为 URL。你可

以通过阅读显示在 LCD 上的信息得到板子的 IP 地址（IP 地址会不断显示），或者在控制用

串行端口键入 xip 命令。 

注意：开发板上的网络通信以及下载命令等其它附加的信息可以经由该 Web 接口得到。 

 

 

ig



附录 4：Nios 嵌入式处理器开发板－Stratix_1S10 

 

简介： 

本文档描述包含在 Nios 开发包中的 Nios CPU 开发板的特点和功能，针对的是 Stratix

版本的 Nios 开发板的特点。 

 

开发板的特点： 

一个 Stratix EP1S10F780C6 器件 

8MByte 的 Flash Memory 

1MByte 静态 RAM 

16MByte SDRAM 

使用 Flash Memory 配置 Stratix 的上电配置逻辑 

板上 Etherent MAC/PHY 器件 

两个 5V 扩展/原型头，每一个可以访问 41 个 Stratix 用户 I/O 管脚 

用于类型 I的 CF（Compact Flash）卡的 CompactFlash 连接器头 

用于硬件和软件调试的 Mictor 连接器 

两个 RS-232 DB9 串行端口 

四个连接到 Stratix 用户 I/O 管脚的按键开关 

八个连接到 Stratix 用户 I/O 管脚的 LED 

两个七段 LED 显示 

经由 Altera 下载电缆到 Altera 器件的 JTAG（Joint Test Action Group）连接器，  

50MHz 晶振和 0-延时时钟发布电路 

上电 Reset 电路 

 

ios 开发板的 Stratix EP1S10F780C6 器件具有 10,570 个逻辑单元

（LEs）和 920Kbits 的片上存储器。 

Nios 开发板预装了 32 位 Nios 嵌入式处理器系统的参考设计。硬件开发人员可以使用

参考设计作为一个使用 Nios 开发板的例子。软件开发人员可以使用板上的预编程 Nios 处理

器设计立即开始构建软件原型。 

 

缺省的参考设计： 

当开发板加电后，板上配置逻辑会使用存储在 Flash 中的硬件配置数据配置 Stratix 

FPGA。当器件被配置之后，在 FPGA 里的 Nios 处理器开始运行，并从 Flash 存储器中开始执

行启动代码。 

缺省的参考设计提供许多功能，包括用于从一个主计算机下载新的，用户定义的软件

和硬件配置数据到开发板上的功能。下载的方法包括串行电缆，JTAG 下载电缆，或者

Ethernet 电缆。Altera 提供的用于 Nios 处理器的监视器程序 GERMS Monito 运行在 RS-232

行控制端口（J19），同时，还有一个 Web Server 程序通过 Ethernet 连接也在运行。 

法，经由你的主计算机的 Web

浏览

概述： 

Nios 开发板的 Stratix 版本提供了一个的硬件平台，使用户可以基于 Altera Stratix

器件开发嵌入式系统。N

r

串

注意：Ethernet 端口提供了一个非常快也非常容易的方

器来下载硬件和软件映像到开发板中。 

 

恢复缺省的参考设计到开发板中： 



在开发过程中，你可能重写或者擦除了包含有缺省参考设计的 Flash 存储器，Altera

供了用于缺省参考设计的 Flash 图象，因此你总能把开发板恢复成它的缺省状态。这些缺

开发包的 examples 目录。 

提

省的参考文件位于 Nios

块图： 

 

 
 

Nios 开发板组件： 

这一部分包含了Nios开发板上一些重要组件的简要介绍。Nios开发板的完整的原理图，

物理布局数据库，和 GERBER 文件安装在 Nios 开发包的 Documents 目录。 

 



 

 

Stratix EP1S10 器件： 

 U51 是一个 Stratix EP1S10F780C6 器件，780 管脚 FineLine BGA 封装。表 1 列出了

Stratix 器件的特点。 

 

 

 

开发板提供了两种不同的方法来配置 Stratix 器件： 

1．使用运行在主机上的 Quartus II 软件，设计者可以经由连接到 Stratix JTAG 接头

（J24）的 Altera 下载电缆直接配置该器件。 

2．当开发板上电时，配置控制器器件（U3）试图用存储在 Flash Memory 中的硬件配



置数据来配置 Stratix 器件。 

 

Flash Memory 器件： 

U5 是一个 8Mbyte 的 AMD AM29LV065D Flash Memory 器件。它连接到 Stratix 器件，用

于以下两个目的： 

1．Stratix 器件上实现的 Nios 嵌入式处理器把 Flash Memory 用作一个通用的，可读

的存储器和非易失性存储。 

2．Flash Memory 能够存放 Stratix 器件的配置文件，配置控制器用它在上电时加载

Stratix 器件。 

实现 Nios 参考设计的硬件配置数据被预装载在 Flash Memory 中。预装载的 Nios 参考

设计一旦装载，就能够在它的地址空间识别出 8MByte 的 Flash Memory，包括监视器软件，

它还能够下载文件（或者是新的 Stratix 器件数据，Nios 嵌入式处理器软件，或者是两者

都有）到 Flash Memory。Nios 嵌入式处理器软件包括写或者擦除这种特定类型的 AMD Flash 

Memory 的子程序。 

Flash Memory 器件与 SRAM 芯片，Ethernet MAC/PHY 芯片共享地址和数据连接。 

 

Compact Flash 连接器： 

Compact Flash 连接器（CON3）使得硬件设计能够访问 Compact Flash 卡，见图 3。它

支持以下两种访问模式： 

ATA（热交换模式） 

IDE（IDE 硬盘模式） 

 

 

IDE 连接模式包括一个电源 MOSFET，它控制到 Compact Flash 卡的电源。通过 Stratix

器件上的 I/O 管脚，MOSFET 是可以控制的。 

注意：Compact Flash 与扩展原型连接器头（PROTO1）共享一些 Stratix I/O 管脚。 

表 2 给出了 Compact Flash 外部管脚的详细信息。 

 



 



 

 

注意：更多关于CompactFlash 连接器头 (CON3)的信息参见www.molex.com。更多关于

Compact Flash的信息参见www.compactflash.org。 

 

SDRAM 器件： 

    新模式。

SDRA 号完全同步。 

    SDRAM 器件的管脚连接到 Stratix 器件上，见表 3。Nios 开发包中包括了 SDRAM 控制器

器把 SDRAM 器件当作大容量，线性可寻址的存储器。 

SDRAM 器件（U57）是一个 Micron MT48LC4M32B2 芯片，具有 PC100 功能和自刷

M 与所有在系统时钟（clk）的正的边沿寄存的信

外设，它允许 Nios 处理

 



 



 

注意：更多关于SDRAM的信息参见www.micron.com。 

 

双 SRAM 芯片： 
    （512Kbyte×16-bit）的异步 SRAM 芯片，它们连接到 Stratix 器件，

可以 个 16 位的器件能够以并行的方式来实

现一 。预装载的 Nios 参考设计能够在它的地址空间识别这些

SRA 0 等待状态主存储器。 
et MAC/PHY 器件共享地址和数据连接。 

注意：更多关于SRAM的信息参见www.idt.com

U35 和 U36 是两个

被 Nios 嵌入式处理器用作通用的的存储器。这两

个 32 位宽的存储器子系统

M 器件，并作为 1Mbyte，32 位宽的，

SRAM 器件与 Flash Memory，Ethern

。 

Ethe

号的器件，它实现了 10Mbps 和 100Mbps 协议。

U4 的 ，以便 Nios 系统能够经由 RJ-45 连接器（RJ1）访问

Ethe

 
rnet MAC/PHY： 

    LAN91C111 (U4)是一个模拟/数字混合信

控制管脚连接到 Stratix 器件

rnet，见图 4。Nios 开发包中包含了允许 Nios 处理器系统与 LAN91C111 Ethernet 器件

进行通信的硬件和软件组件。 

 

 

 

Ethernet MAC/PHY 器件与 Flash Memory，SRAM 芯片共享地址和数据连接。 

注意：更多关于LAN91C111 的信息参见www.smsc.com。 

 



扩展原型连接器（PROTO1）： 
PROTO1 扩展原型连接器与 Compact Flash 连接器共享 Stratix I/O 管脚。设计中，或者

使用 PROTO1 连接器，或者使用 Compact Flash。 
头J11、J12、J13 整体上构成了第二个标准的，机械上稳定的连接器，例如，它可以作

为到一个特定功能的子卡的接口。关于这些可用于Nios开发板的子卡的列表可以访问Web站
点www.altera.com/devkits 。 

扩展原型连接器的接口包括： 
用于建立原型的 41 个 I/O 管脚，所有 41 个 I/O 管脚连接到 Stratix 器件的用户 I/O 管脚，

每一个信号都通过模拟开关(U19, U20, U21, U22 和 U25)来保护 Stratix 器件，防止受到 5-V
逻辑电平的危害。这些模拟开关是永久使能的。 

一个缓冲的，0-延时的板上 OSC 输出的拷贝（从 U2） 
一个缓冲的，0-延时的 Stratix 锁相环（PLL）输出的拷贝（从 U53） 
一个负逻辑的加电 Reset 信号 
五个整流的 3.3V 电源供应管脚（PROTO1 和 PROTO2 上总的 大负载 2A） 
一个整流的 5V 电源供应管脚（PROTO1 和 PROTO2 上总的 大负载 1A） 
大量的接地连接 

    扩展原型连接器管脚上的输出逻辑电平为 3.3V，Nios 开发包中的电源供应不能提供超

过上述的 大负载电流。 

    图 5，图 6，图 7 给出了从 PROTO1 扩展接头到 Stratix 器件的连接，除非另外说明，图

中的标签表明了 Stratix 器件的管脚号。 

 

 



 

 

 

注意：在图 7 中 

（1）从 AC 到 DC 电源转换器的未稳压的电压 

（2）从开发板晶振的 clk 

（3）经由缓冲器从 PLD 的 clk 

型连接器（PROTO2）： 

展原型连接器的接口包括： 
用于建立原型的 41 个 I/O 管脚，所有 41 个 I/O 管脚连接到 Stratix 器件的用户 I/O 管脚，

每一个信号都通过模拟开关(U27, U28, U29, U30 和 U31)来保护 Stratix 器件，防止受到 5-V
逻辑电平的危害。这些模拟开关是永久使能的。 

一个缓冲的，0-延时的板上 OSC 输出的拷贝（从 U2） 
一个缓冲的，0-延时的 Stratix 锁相环（PLL）输出的拷贝（从 U53） 
一个负逻辑的加电 Reset 信号 
五个整流的 3.3V 电源供应管脚（PROTO1 和 PROTO2 上总的 大负载 2A） 
一个整流的 5V 电源供应管脚（PROTO1 和 PROTO2 上总的 大负载 1A） 
大量的接地连接 

    扩展原型连接器管脚上的输出逻辑层次为 3.3V，Nios 开发包中的电源供应不能提供超

过上述的 大负载电流。 

    图 8，图 9，图 10 给出了从 PROTO2 扩展接头到 Stratix 器件的连接，除非另外说明，

图中的标签表明了 Stratix 器件的管脚号。 

（4）从原型卡到 PLD 的 clk 输出 

 

扩展原

头 J15、J16、J17 整体上构成了第一个标准的 footprint，机械上稳定的连接器，例如，

它可以作为到一个特定功能的子卡的接口。 
扩



 

 

 

 

 

注意：在图 10 中 

（1）从 AC 到 DC 电源转换器的未稳压的电压 

（2）来自开发板晶振的 clk 

（3）经由缓冲器来自 PLD 的 clk 



（4）从原型卡到 PLD 的 clk 输出 

Mict

O 信号。J25 被用作调试端口，25 个 Mictor 连接器信号用作数据，2 个信号

用作时钟输入和时钟输出。 

J25 上的大多数 Mictor 连接器管脚连接到 Stratix 器件（U53）的 I/O 管脚上。对于在

Nios OCI 调试模块中没有使用 Mictor 连接器的系统来说，任何一个片上信号都可以寻径到

I/O 管脚，并经由 Mictor 电缆在 J25 上探测到。外部的范围和逻辑分析仪可以连接到 J25，

并同时分析大量信号。 

注意：Nios OCI 调试模块是 First Silicon Solutions（FS2）公司的 OCI 核。 
图 11 给出了一个例子，它是First Silicon Solutions（FS2）公司的in-target系统分

析仪ISA-NIOS/T（单独卖的），具体的细节见www.fs2.com

 

or 连接器： 

    Mictor 连接器（J25）可以经由屏蔽的 Mictor 电缆，以非常低的噪声，用来传输高达

27 个高速的 I/

。 
 

 

 
这些信号中的 5 个直接连接到 Stratix 器件（U53）的 JTAG 管脚，并且也直接连接到

Strat 器件的 JTAG 连接器（J24）。JTAG 信号有特殊的应用需求，你不能同时使用 J24 和ix
J25。 

下面的图 12 给出了从 Mictor 连接器到 Stratix 器件的连接。图 13 给出了 J25 的外部管

脚，除非另外说明，图中的标签表明了 Stratix 器件的管脚号。 

 

 



 

 

串行

典型地，这些连接器用于与主机之间的通信。

例如

用了 Stratix 器件不能与 RS-232 上的电压电平直接接

。 
两个串行连接器，一个标明为控制口，另一个标明为调试口。许多

处理

，并不受标签标明

的用

T

口连接器： 
J19 和 J27 是标准的 DB-9 串行连接器，

，使用标准的 9 针串行电缆连接到一个 COM 端口。在 J19、J27 和 Stratix 器件之间使

串行移位缓冲器（U52 和 U58），因为

口

Nios 开发板提供了

器系统在建立原型和调试阶段使用多个 UART 通信端口。两个连接器以同样的方式连

接到 Stratix FPGA，Nios 处理器系统可以为任何目的使用任何一个串行口

途的限制。 
两个 FPGA 逻辑端口能够传输所有的 RS-232 信号，但是 Stratix 设计只使用它需要的信

号，例如 RxD 和 TxD。还有两个 LED 连接到 RxD 和 xD 信号上，当数据送出或者接收时，

它们能够给出可视的指示。图 14 和图 15 给出了控制和调试串行连接器与 Stratix 器件之间

的管脚连接。 

 

 



 

两个七段显示： 
U8 和 U9 连接到 Stratix 器件上，以便于每一段都能够通过通用的 I/O 管脚分别控制。

当 Stratix 管脚的驱动信号为逻辑 0，相应的 LED 会点亮。图 16 给出了 Stratix 器件的外部管

脚详细情况。 

 
 

预装载的 Nios 参考设计包括并行的输入/输出（PIO）寄存器和驱动显示的逻辑。 
 

按钮开关： 

    SW0-SW3 是短暂接触式的按键开关，它们为 Stratix 器件里的设计提供激励，见图 17。
每一个开关都连接到 Stratix 的通用 I/O 管脚和一个上拉电阻上，如表 4 所示。当每一个开关

按下时，Stratix 器件的管脚上会看到逻辑 0。 

  
 

单独的 LED： 

Nios 开发板提供了 8 个单独的，连接到 ratix 器件的 LED，见图 17。D0-D7 连接到

Stra

St

tix 器件的通用 I/O 管脚，如表 5 所示。当 Stratix 管脚的驱动为逻辑 1，相应的 LED

会点亮。 

 

 

 
 



配置控制器器件（EPM7128AE）： 
配置控制器（U3），是一个 Altera EPM7128AE 器件。它装有出厂时编程的逻辑，用于

管理开发板的重启条件以及使用存储在 Flash 存储器中的数据配置 Stratix 器件。 
 
重启发布： 
EPM7128AE 从线性技术 1326 上电/重启生成芯片获得上电重启脉冲，通过内部逻辑发

布到板上其它重启管脚，包括： 
• LAN91C111（Ethernet MAC/PHY）reset 
• Flash Memory reset 

• 传到扩展原型连接器头（PROTO1 和 PROTO2）的 reset 信号 
 

    开始配置： 

有四种方法开始一个配置，这四种方法如下： 

1．开发板上电 

2．按下 Reset,Config 按钮（SW10） 

3. 保持一个 0 电平在 MAX 的 reconfigreq_n输入管脚上（来自于 Stratix设计） 

4．按下 Safe Config 按钮（SW9） 

 

Stratix 配置： 

当上电或者 Reset 时，配置控制器从 Flash 存储器读出数据，并准备好配置 Stratix

器件所需要的控制信号。使用快速的被动并行模式配置 Stratix 器件。 

大多数用户将并不需要对配置控制器进行重新编程。对配置控制器进行重新编程可能导

致开发板不能使用。 Nios 开发包中包含了初始的配置控制器逻辑编程文件

（config_controller.pof）。如果你已经改变了 MAX 器件逻辑，你可以使用位于

EPM7128_flash_config_ controller 文件夹的 examples 目录中的，用于该开发板的这个编程文

件来重新恢复出厂时的配置。 

Altera EPM7128A器件（Altera MAX7000系列）的详细信息可以参见

www.altera.com/literature/lit-m7k.html。 

 
配置数据： 

Quartus II 软件可以（可选地）生成 hexout 配置文件，它可以直接下载并存储在 Flash

存储器中用作配置数据。用于 Stratix EP1S10 器件（U53）的 hexout 文件小于 1Mbyte，占

据大约 1/8 的 Flash 存储器（U5）空间。 

新的hexout文件可以通过运行在Nios嵌入式处理器上的软件存储在Flash存储器（U5）

里。Nios 预加载的参考设计包括了从主机（例如桌面工作站）下载 hexout 文件到 Flash 存

储器中的命令。 

 

安全和用户配置： 

配置控制器能够管理两个存储在 Flash 存储器中的独立的 Stratix 器件配置。这两个配

置一般是作为安全配置和用户配置的。当重启或者 Reset，Confi 按钮（SW10）被按下时，

配置控制器试图用用户配置数据装载 Stratix 器件。如果这个过程失败（因为用户配置无效

或者不存在），配置控制器会用安全配置数据装载 Stratix 器件。 

配置控制器期望用户配置和安全配置文件存放在 Flash 存储器中的固定的位置（offset），
表 7 显示了配置控制器缺省的 Flash 存储器内容。 

g



注意：Nios 参考设计保存于 Flash 存储器中的安全配置区域。Altera 建议用户避免重

写这些安全配置数据。 

当按下 SW9（Safe Config）时，配置控制器将忽略用户配置，而总是用安全配置配置

Stratix 器件。当碰到 Flash 存储器中的用户配置有效但是不起作用时，该按钮能够帮助跳

出这种情况。 

    注意：关于使用 GERMS Monitor 下载和重定位文件的详细信息，可以参考“Nios 嵌入

式处理器软件开发参考手册”。 

     

通常使用 Flash 存储器的方式： 

Nios 开发板上包括一个 8Mbyte 的 Flash 存储器（U5）器件，见表 6。它被划分成 128

个可独立擦写的 64K 的区域。Web-Server 的设计，以及更重要的板上配置控制器对于 Flash

存储器上哪个地方存放什么内容都有确定的假设。 

Flash 存储器 开始的 4Mbyte 空间或者用于配置控制器，或者用于 Web-Server。用户

应用软件可以安全地使用后面的 4Mbyte Flash 存储器空间，而不会妨碍 FPGA 配置或者

Web-Server 操作。 

 

 

注意：工厂编程的参考设计实现了一个Web Server。网络设置和Web页面预编程在Flash

存储器中，如表 7 所示。 

计只是提供来用于参考的，不要基于 Safe example 进行你的硬

件和

户硬件映像： 

Config 按钮（SW10）时，配置控制器开始从 Flash 的地址

0x60

全硬件映像： 

如果没有有效的用户硬件映像，或者按下了 SW9（Safe Config）按钮，配置控制器开

始从 Flash 的地址 0x700000 处读出配置数据。任何存储在 Flash 存储器这个区域的 FPGA

配置数据，一般称为安全硬件映像（Safe Hardware Image）。开发板在出厂时，是用安全硬

件映像编程的，加上另外一些位于 0x700000-0x7FFFFF 范围的数据，如表 7 所示。用于安

警示：Safe example 设

软件设计，应该使用 standard_32 example 设计。 

 

用

当上电或者按下 Reset，

0000 处读出用户配置数据，这个数据和合适的控制信号被用来试图配置 FPGA。写在

Flash 存储器这个区域的 FPGA 配置数据，一般称为用户硬件映像（User Hardware Image）。 

 

安



全硬件映像的设计是位于 examples 目录的 safe example 设计。 

当 FPGA 成功配置之后，配置控制器将停止读数据。safe example 设计被建立，并从地址

ox7B0000 开始执行代码。这个区域的 Flash 存储器是用 Web-Server 应用软件编程的。 

注意：不要擦除安全硬件映像（安全硬件配置数据），如果不注意地这么做了，可以根

据附录 B 的说明为开发板恢复工厂配置。 

 

 

配置状态 LEDs： 

MAX 器件连接到 4 个状态 LEDs 上，它们显示了开发板的配置状态，见图 18。通过 LED

的显示，用户能够确定在加电时哪一个配置（如果有的话）被装载入开发板，见表 8。如果

一个新的配置经由 JTAG 下载到 Stratix 器件，那么所有的 LEDs 会全部熄灭。 

 

 



 

 

配置和重启按钮： 

Nios 开发板使用专门的按钮 SW8，SW9 和 SW10 用于以下固定的用途： 

 

SW8-CPU Reset： 

当按下 SW8 时，一个逻辑 0 信号会驱动到 Stratix 器件的 DEV_CLRn 管脚（和用户 I/O 
AC9）。按下 Sw8 的结果取决于 Stratix 器件的当前配置。 

预加载的 Nios 参考设计把 SW8 当作 CPU-Reset 管脚，见图 19。当 SW8 按下时，参考的

Nios CPU 将重启并从它的重启地址开始执行代码。 

 

 

 

SW9-Safe Config： 

按下 Safe Config（SW9），会命令配置控制器使用出厂时编程的安全配置重新配置

Stratix 器件。 

 

SW10-Reset，Config： 

Reset，Config （SW10）是加电重启按钮，见图 20。当按下 SW10 时，一个逻辑 0 信号

会驱动到加电重启控制器（U18），更多的细节见“供电电路”部分内容。当 SW10 被按下后，

配置控制器将从 Flash 存储器加载 Stratix 器件。 

 



 
 

供电电路： 
Nios 开发板运行于 9V 未整流的，中心-负电平的输入，板上电路产生 5V，3.3V 和 1.5V

整流的电源层级。 
5V 供电是在 J12 和 J15 的管脚 2 上，用于任何插入 PROTO1 和 PROTO2 扩展 接器的

器件。 

5V 供电只用于 Stratix 器件的核（VCCint）电源，对于任何的连接器或者头都是不可

用的

 

到点的时钟分布网络，

时钟网络驱动 Stratix 器件和扩展原型连接器，MAX EPM7128 器件，和 Mictor 连接器上的

管脚。0 延时缓冲同时用于 50MHz 时钟和从一个 Stratix 器件内部的 PLLs（CLKLK_OUT1）
的时钟输出，见图 21。 

连

3.3V供电用于所有的 Stratix器件 I/O管脚的电源，3.3V供应也用于 PROTO1和 PROTO2
的子卡。 

1.
。 

时钟电路： 
Nios 开发板包括一个 50MHz 自由运行的晶振，和一个 0 延时，点

 

在图 21 中注意： 

1）如果 R15 用 49.9 欧姆 0603 电阻，R13 用 330 欧姆 0603 电阻填充，那么一个外部

时钟会被使能。 

个插座式 50MHz，自由运行的晶振（Y2）提供基本的操作频率，一个时钟缓冲（U2）

驱动 -延时的时钟信号到板上的各个点。 

ratix 器件上的 PLLs 能够在内部合成一个新的时钟信号，并输出这个时钟信号到

（

 

一

0

St



IO_PLL5_OUT0_p 管脚，发布这个时钟信号到板上的各个位置。时钟缓冲驱动这个信号到

置： 

同于时钟振荡器的速率

上。

Stratix 器件上的 CLK2_p 时钟输入。这个反馈回 Stratix 器件的时钟没有被 Altera
提供的参考设计使用，但是如果需要，可以提供给用户使用。 

Stratix 器件也能从 IO_PLL6_OUT0_p 管脚提供时钟到 Mictor 连接器（J25）。 
注意：50MHz 晶振（Y2）是插座式的，能够被用户改变。但是，MAX EPM7128AE 器件

配置控制电路和其它 Altera 参考设计不允许工作在不同的频率上。当设计一个系统时，提供

一个新的时钟振荡器是用户的责任。 

 

JTAG 连接器： 
Nios 开发板有两个 10 针的 JTAG 头（J5 和 J24），它们与 Altera 的 ByteBlaster II 和

MasterBlaster 下载电缆兼容。每一个 JTAG 头连接到一个 Altera 器件，并形成一个单器件

JTAG 链。J24 连接到 Stratix 器件（U53），J5 连接到 MAX EPM7128AE 器件（U3）。 
 

到 Stratix 器件的 JTAG（J24）： 

J24 连接到 Stratix 器件（U53）的 JTAG 管脚（(TCK，TDI,，TDO，TMS，TRST)，
如图 22 所示。Altera Quartus II 软件能够经由 Altera ByteBlaster II 或者 MasterBlaster 下
载电缆，用新的硬件映像直接配置 Stratix 器件，如图 23 所示。另外，Nios 嵌入式处理器

调试器软件能够经由连接到 J24 JTAG 连接器的下载电缆，访问 Nios OCI 调试模块。 

 

下列位

• 扩展原型连接器上的 PROTO1_CLKIN 和 PROTO2_CLKIN 管脚，允许用户定义的

时钟驱动每一个扩展原型头。 

• 用于 SDRAM 存储器（U57）的时钟输入，允许 SDRAM 运行在不

 

• 

 



 

 

Stratix 器件的 JTAG 管脚也能够经由 Mictor 连接器（J25）被访问，J24 的管脚直接连

接到 J25 的管脚上，使用时必须注意在两个连接器之间没有发生信号冲突。 

 

到 MAX 器件的 JTAG（J5）： 

J5 连接到 MAX 器件（U3）的 JTAG 管脚（(TCK，TDI,，TDO，TMS，TRST)，如图 24

所示。Altera Quartus II 软件能够执行系统内编程（ISP），经由 Altera ByteBlaster II 或者

MasterBlaster 下载电缆，用新的硬件配置来重新对 MAX 器件编程。 

 

 

 

 

 

 

 

 

 

 

 

 



附录 A：共享总线表 

     

在 Stratix 版的 Nios 开发板上，Flash 存储器，SRAM 和 Ethernet MAC/PHY 器件共享地

址和控制线，这些共享的线被当作共享总线。使用 SOPC Builder，设计者能够把 Nios 处理

器系统与连接到片外共享总线的任何器件进行接口设计。 

表 9 列出了所有连接到共享总线上的器件之间的连接。 

 

 



 



 

 

 

 

 

 

 

 

 

 

 

 

 

 

 

 



附录 B：恢复出厂配置 

 

Nios 开发板总是能够恢复到出厂时编程的配置，要恢复出厂时的配置，你必须对 Nios

开发板上的 Flash 存储器重新编程。 

重新对 Flash 存储器编程需要： 

• Nios 处理器硬件设计已经配置在 Stratix 器件里，并正在执行 GERMS Monitor。 

• 出厂时用于 GERMS 的 Flash 映像已经编程到 Flash 存储器里。 

Nios 开发板使用 ES（(engineering sample)器件。后

来出厂的（2003 年 8 月以后）转变为非 ES 器件。用于 ES 和非 ES 器件的配置和编程文件是

不兼容的。当你选择文件更新 Flash 映像时，要特别注意你的开发板上是哪一个器件。 

s 处理器系统配置 Stratix 器件，执行以下步骤： 

软件，打开编程器窗口（Tools 菜单）。 

o “ES”)，使用文件 

/examples/recovery_configuration_stratix_1s10.sof 
b．如果开发板上的器件标明为“EP1S10F780C6ES”，使用文件 

<Nios development kit install directory> 
/examples/recovery_configuration_stratix_1s10_ES.sof 

4．在编程器窗口里，选中 Program/Configure 复选框，并单击 Start 下载硬件配置。 
5．配置完成之后，一直按下 SW0，按下并释放 SW8，然后释放 SW0。 

Stratix器件被用执行GERMS Monitor的Nios处理器硬件器件配置。在这个阶段，不要按

下Safe Config或者Reset，Config按钮，因为它将重启Stratix配置。 

注意：使用 Quartus II 软件配置 Stratix 器件的详细描述参见“Nios 硬件开发指南” 

 

使用 Stratix 器件中的 Nios 处理器和 GERMS Monitor 来对 Flash 存储器进

行重

 通过选择Programs > Altera > Nios Development Kit <installed version> Nios SDK 
单)，打开Nios SDK Shell，缺省的Flash映像文件位于Nios SDK Shell

o “ES”)，键入： 
nios-run -x -r -p com1 default_board_image_stratix_1s10.flash 

b．如果开发板上的器件标明为“EP1S10F780C6ES”，键入： 
nios-run -x -r -p com1 default_board_image_stratix_1s10_ES.flash 

这条命令假定你把串行电缆连接到主机的 COM1，如果你使用了不同的 COM 端口，那么

相应地改变 COM1 参数。 

4．大约需要 10 到 20 分钟下载整个 Flash 映像。整个这个时间不要重启开发板，当下

用于这个操作所需要的文件包含在 Nios 开发包的 examples 目录。 

注意：早期出厂的 Stratix 版本的

 

配置 Stratix 器件： 

要用合适的 Nio

1．用 ByteBlaster II 下载电缆把 Nios 开发板连接到主机。 

2．运行 Quartus II

3．单击 Add File…并选择下列配置文件： 

a．如果开发板上的器件标明为“EP1S10F780C6” (n
<Nios development kit install directory> 

重编程 Flash 存储器： 

现在你可以

新编程，步骤如下： 

1． 使用串行电缆连接控制用串行 RS-232 连接器到主机。 

2．
Shell (Start 菜
的缺省目录。 

3． 要下载Flash文件到在板上执行的GERMS Monitor，执行以下步骤： 
a．如果开发板上的器件标明为“EP1S10F780C6” (n



载完 返回 bash 提示符状态。 

开发板现在重新配置成缺省的出厂时的状况。 

 

 

 

 

 

 

 

 

 

 

 

 

 

 

 

 

 

 

 

成之后，Nios SDK Shell

5．按下 Safe Config 按钮执行上电重启和从 Flash 存储器重新配置 Stratix 器件，你

将会看到 Safe LED 被点亮，并在 LEDs D0-D7 之间活动。 

你的

 

 

 

 

 

 

 

 

 

 

 

 

 

 

 

 

 

 

 

 

 



附录 C：板上 Ethernet 连接 

 

装入 Nios 开发板中的缺省的参考设计在其它功能中，还实现了一个 Web Server。

Ethernet 端口提供了一种很快而且很容易的方法，经由你主机上的 Web 浏览器下载硬件和

软件映像到开发板中。只要开发板上电，并且使用出厂时编程的安全配置，软件参考设计就

在 E

请求，而不管它的出处， 

一部分内容要求你已经熟悉 Nios SDK Shell，用于与 Nios 开发板进行串行通信的

ios-run 命令，和 GERMS Monitor。 

 

连接 Ethernet 电缆： 

Nios 开发包包括了一个 Ethernet（RJ-45）电缆，和一个公/母的 RJ-45 交叉适配器。

在你连接这些组件之前，你必须确定你想怎么使用你的板子上的网络特性。选择以下两种连

接方法中的一种： 

1．点到点连接：要把你的 Nios 开发板直接与主机点对点（不在局域网 LAN 中）连接，

需要做下面这些工作： 

a．连接 RJ-45 电缆的一端到交叉适配器的母插座 

b．把交叉适配器公的一端插入 Nios 开发板的 RJ1 

c．把另外一端直接连到主机的网络（Ethernet）端口，见图 25。 

 

thernet 端口实现了一个 Web Server。Web Server 响应任何到 Ethernet 连接的 HTTP

这

n

 
 

2．LAN 连接：要把 Nios 开发板与 LAN 连接（例如，连接到 Ethernet Hub），需要做下

面这些工作： 

a．把 RJ-45 电缆的一端连接到开发板的 Ethernet 连接器（RJ1） 

b．把另外一端连接到你的 LAN 连接（Hub，Router 或者墙上的信息插座等） 

 

连接 LCD 显示： 

Nios 开发包用一个两线 x 16 个字符的 LCD 文本显示进行传送，Web-Server 软件在 LCD

上显示有用的状态和进度信息。如果你希望使用开发板的网络特性，把 LCD 显示连接到扩展

原型头 J12，如图 26 所示（特别注意管脚 1 的位置）。 

 



得到一个 IP 地址：DHCP 

为了完成网络功能（点对点或者 LAN），你的开发板必须有一个 IP 地址。加电之后，

er 就试图经由 DHCP（动态主机配置协议）协议得到一个 IP 地址，许多 LAN 都支持

DHCP

否支持 DHCP，可能首先 好试一下 DHCP。 

发板将继续尝试 DHCP 自配置，大约 1 分钟。通过读 LCD 显示上的状态信息，你可以

还是正在进行中。如果你的 LAN 不支持 DHCP，或者你使用了上面的点对

点选

可以随时停止 DHCP 进程。发送一个叹号（!）到开发板的控

制串行口，也会立即终止 DHCP 配置。 

那么开发板会在 LCD 显示一条成功信息，它也会继续显示 IP 地址。 

所有的板子在出厂时，都

设置 经由控制用串行口发送命令改变 IP 地址。 

条线连接到一个非常简单的网络。当开发板出

厂时 10.0.0.51（10.0.0.x 子网通常保留用作开发，测试和建

立原 同一子网的 IP 地址。 

算机和开发板是仅有的连接到这个简单

网络 IP 地址。任何一个在 10.0.0.x 子网的地

址都

IP 地 ，这可以通过控制面板上的“网络连接”来完成。 

上电，并尝试 DHCP 自配置。在点对点网络中，你应该通过按下 SW3

退出 CP。如果你经常在点对点配置中使用你的开发板，你可能希望 DHCP 完全不使能，那

入命令 xdhcp:off到控制用串行口。 

失败，那么在你能在网络中访问它之

前，

安全的 IP 地址。 

旦你得到一个安全的 IP 地址，你可以通过串行连接使用 GERMS 命令来为开发板分配

该 I 设计里的 GERMS monitor 已经被扩展来实现 xip 命令。xip 命令

为开

配 IP 地址 137.57.136.165，你需要在 GERMS+提示符下键入如下命令： 

Conf

览你的开发板： 

从 DHCP 自配置或者 Flash 存储器得到），你可以

Web-Serv

。 

注意：如果你不知道你的 LAN 是

开

得知 DHCP 是成功了

项，那么 DHCP 配置 终会失败。 

通过按下按键开关 SW3，你

如果 DHCP 成功，

如果 DHCP 失败，开发板将从 Flash 存储器得到它的 IP 地址。

IP 地址为 10.0.0.51。你可以

 

用于点对点连接的 IP 地址： 

只有你的主机和开发板这两个设备通过一

，预编程的缺省的 IP 地址为

型）。对于大多数操作系统，需要为你的主机分配一个

例如，地址 10.0.0.1 就能工作得很好。你的计

的两台设备，因此不需要系统管理员为你分配

能工作，也不可能和网上其它的设备发生冲突。当然，你需要具备改变你的计算机的

址的能力。对于运行 Windows 的设备

重启之后，开发板

DH

么可以键

 

用于 LAN 连接的 IP 地址： 

如果你的 LAN 不支持 DHCP，或者如果 DHCP 自配置

你需要为你的开发板分配一个固定的 IP 地址。所有的开发板出厂时都有一个缺省的 IP

地址 10.0.0.51（10.0.0.x 子网通常保留用作开发，测试和建立原型）。你需要从系统管理

员那里得到你的 LAN 子网里的一个

一

P 地址。缺省软件参考

发板设置 IP 地址，并把该地址保存在 Flash 存储器中。通常，你只需要为开发板分配

一次 IP 地址。然而，你可以通过其它的 xip 命令随时改变它。 

例如，要分

xip:137.57.136.165 (没有空格) 
注意：GERMS Monitor不能识别Backspace键和Delete键，如果你输入发生错误，那么按下

Escape键将得到一个新的GERMS提示符，接着重新输入命令。要读回IP地址，你可以使用没

有冒号或者参数的xip命令。要激活新的IP地址，你必须按下Safe Config按钮或者Reset， 
ig按钮重启开发板。 

 

浏

一旦你的开发板有了有效的 IP 地址（



经由

数点分隔的四个数字）作为 URL。你可

以通过阅读显示在 LCD 上的信息得到板子的 IP 地址（IP 地址会不断显示），或者在控制用

串行端口键入 xip 命令。 

注意：开发板上的网络通信以及下载命令等其它附加的信息可以经由该 Web 接口得到。 

 

 

 

Web 浏览器（例如，Microsoft Internet Explorer）访问开发板。开发板提供了一个 Web

站点，内容包括很多文档和有用的网络下载命令功能。要浏览该站点，打开 Web 浏览器，在

浏览器的地址输入栏，输入开发板的 IP 地址（用小



附录 5：Nios 嵌入式处理器开发板－Stratix_1S40 

 

简介： 

本文档描述包含在 Nios 开发包中的 Nios CPU 开发板的特点和功能，针对的是 Stratix

专业版本的 Nios 开发板的特点。 

 

开发板的特点： 

一个 Stratix EP1S40F780C5 器件 

8MByte 的 Flash Memory 

1MByte 静态 RAM 

16MByte SDRAM 

使用 Flash Memory 配置 Stratix 专业器件的上电配置逻辑 

板上 Etherent MAC/PHY 器件 

两个 5V 扩展/原型头，每一个可以访问 41 个 Stratix 专业用户 I/O 管脚 

用于类型 I的 CF（Compact Flash）卡的 CompactFlash 连接器头 

用于硬件和软件调试的 Mictor 连接器 

两个 RS-232 DB9 串行端口 

四个连接到 Stratix 专业用户 I/O 管脚的按键开关 

八个连接到 Stratix 专业用户 I/O 管脚的 LED 

两个七段 LED 显示 

经由 Altera 下载电缆到 Altera 器件的 JTAG（Joint Test Action Group）连接器，  

50MHz 晶振和 0-延时时钟发布电路 

上电 Reset 电路 

概述

atix 专业版本提供了一个的硬件平台，使用户可以基于 Altera 

Stratix 器件开发嵌入式系统。Nios 开发板的 Stratix EP1S40F780C5 器件具有 41,250 个逻

辑单元（LEs）和 3,423,744Kbits 的片上存储器。 

Nios 开发板预装了 32 位 Nios 嵌入式处理器系统的参考设计。硬件开发人员可以使用

参考设计作为一个使用 Nios 开发板的例子。软件开发人员可以使用板上的预编程 Nios 处理

器设计立即开始构建软件原型。 

 

缺省的参考设计： 

当开发板加电后，板上配置逻辑会使用存储在 Flash 中的硬件配置数据配置 Stratix 

FPGA。当器件被配置之后，在 FPGA 里的 Nios 处理器开始运行，并从 Flash 存储器中开始执

行启动代码。 

缺省的参考设计提供许多功能，包括用于从一个主计算机下载新的， 户定义的软件

和硬件配置数据到开发板上的功能。下载的方法包括串行电缆，JTAG 下载电缆，或者

Ethe GERMS Monitor 运行在 RS-232

串行

常容易的方法，经由你的主计算机的 Web

浏览

恢复缺省的参考设计到开发板中： 

 

： 

Nios 开发板的 Str

用

rnet 电缆。Altera 提供的用于 Nios 处理器的监视器程序

控制端口（J19），同时，还有一个 Web Server 程序通过 Ethernet 连接也在运行。 

注意：Ethernet 端口提供了一个非常快也非

器来下载硬件和软件映像到开发板中。 

 



在开发过程中，你可能重写或者擦除了包含有缺省参考设计的 Flash 存储器，Altera

提供

ios 开发包的 examples 目录。 

了用于缺省参考设计的 Flash 图象，因此你总能把开发板恢复成它的缺省状态。这些缺

省的参考文件位于 N

块图： 

 

 
 

Nios 开发板组件： 

这一部分包含了Nios开发板上一些重要组件的简要介绍。Nios开发板的完整的原理图，

物理布局数据库，和 GERBER 文件安装在 Nios 发包的 Documents 目录。 

 

开



 

 

Stratix EP1S40 器件： 

 U53 是一个 Stratix EP1S40F780C5 器件，780 管脚 FineLine BGA 封装。表 1 列出了

Stratix 器件的特点。 

 

 

开发板提供了两种不同的方法来配置 Stratix 器件： 

1．使用运行在主机上的 Quartus II 软件，设计者可以经由连接到 Stratix JTAG 接头

（J24）的 Altera 下载电缆直接配置该器件。 

2．当开发板上电时，配置控制器器件（U3）试图用存储在 Flash Memory 中的硬件配

置数据来配置 Stratix 器件。 

 



Flash Memory 器件： 

U5 是一个 8Mbyte 的 AMD AM29LV065D Flash Memory 器件。它连接到 Stratix 器件，用

于以下两个目的： 

1．Stratix 器件上实现的 Nios 嵌入式处理器把 Flash Memory 用作一个通用的，可读

的存储器和非易失性存储。 

2．Flash Memory 能够存放 Stratix 器件的配置文件，配置控制器用它在上电时加载

Stratix 器件。 

实现 Nios 参考设计的硬件配置数据被预装载在 Flash Memory 中。预装载的 Nios 参考

设计一旦装载，就能够在它的地址空间识别出 8MByte 的 Flash Memory，包括监视器软件，

它还能够下载文件（或者是新的 Stratix 器件数据，Nios 嵌入式处理器软件，或者是两者

都有）到 Flash Memory。Nios 嵌入式处理器软件包括写或者擦除这种特定类型的 AMD Flash 

Memory 的子程序。 

Flash Memory 器件与 SRAM 芯片，Ethernet MAC/PHY 芯片共享地址和数据连接。 

注意：关于Flash存储器的详细信息参见www.amd.com。 

 

Compact Flash 连接器： 

Compact Flash 连接器（CON3）使得硬件设计能够访问 Compact Flash 卡，见图 3。它

支持以下两种访问模式： 

ATA（热交换模式） 

IDE（IDE 硬盘模式） 

 

 

IDE 连接模式包括一个电源 MOSFET，它控制到 Compact Flash 卡的电源。通过 Stratix

器件上的 I/O 管脚，MOSFET 是可以控制的。 

注意：Compact Flash 与扩展原型连接器头（PROTO1）共享一些 Stratix I/O 管脚。 

表 2 给出了 Compact Flash 外部管脚的详细信息。 

 



 



 
 

注意：更多关于CompactFlash 连接器头 (CON3)的信息参见www.molex.com。更多关于

Compact Flash的信息参见www.compactflash.org。 

 

SDRAM 器件： 

    SDRAM 器件（U57）是一个 Micron MT48LC4M32B2 芯片，具有 PC100 功能和自刷新模式。

SDRAM 与所有在系统时钟（clk）的正的边沿寄存的信号完全同步。 

    SDRAM 器件的管脚连接到 Stratix 器件上，见表 3。Nios 开发包中包括了 SDRAM 控制器

外设，它允许 Nios 处理器把 SDRAM 器件当作大容量，线性可寻址的存储器。 

 



 



 

在表 3 中，注意： 

（1）除非没有，否则会被标出 

（2）从 Stratix 管脚 clock-output E15 被缓冲 

注意：更多关于SDRAM的信息参见www.micron.com。 

 

双 SRAM 芯片： 
    U35 和 U36 是两个（512Kbyte×16-bit）的异步 SRAM 芯片，它们连接到 Stratix 器件，

可以被 Nios 嵌入式处理器用作通用的的存储器。这两个 16 位的器件能够以并行的方式来实

现一个 32 位宽的存储器子系统。预装载的 Nios 参考设计能够在它的地址空间识别这些

SRAM 器件，并作为 1Mbyte，32 位宽的，0 等待状态主存储器。 
SRAM 器件与 Flash Memory，Ethernet MAC/PHY 器件共享地址和数据连接。 

注意：更多关于SRAM的信息参见www.idt.com。 

 
Ethernet MAC/PHY： 

    LAN91C111 (U4)是一个模拟/数字混合信号的器件，它实现了 10Mbps 和 100Mbps 协议。

U4 的控制管脚连接到 Stratix 器件，以便 Nios 系统能够经由 RJ-45 连接器（RJ1）访问

Ethernet，见图 4。Nios 开发包中包含了允许 Nios 处理器系统与 LAN91C111 Ethernet 器件

进行通信的硬件和软件组件。 

 

Ethernet MAC/PHY 器件与 Flash Memory，SRAM 芯片共享地址和数据连接。 

注意：更多关于LAN91C111 的信息参见www.smsc.com。 

 



扩展原型连接器（PROTO1）： 
PROTO1 扩展原型连接器与 Compact Flash 连接器共享 Stratix I/O 管脚。设计中，或者

使用 PROTO1 连接器，或者使用 Compact Flash。 
头J11、J12、J13 整体上构成了标准的，机械上稳定的连接器，例如，它可以作为到一

个特定功能的子卡的接口。可以用于Nios开发板的子卡的列表可以访问Web站点

www.altera.com/devkits 。 

扩展原型连接器的接口包括： 
用于建立原型的 41 个 I/O 管脚，所有 41 个 I/O 管脚连接到 Stratix 器件的用户 I/O 管脚，

每一个信号都通过模拟开关(U19, U20, U21, U22 和 U25)来保护 Stratix 器件，防止受到 5-V
逻辑电平的危害。这些模拟开关是永久使能的。 

一个缓冲的，0-延时的板上 OSC 输出的拷贝（从 U2） 
一个缓冲的，0-延时的 Stratix 锁相环（PLL）输出的拷贝（从 U53） 
一个负逻辑的加电 Reset 信号 
五个整流的 3.3V 电源供应管脚（PROTO1 和 PROTO2 上总的 大负载 2A） 
一个整流的 5V 电源供应管脚（PROTO1 和 PROTO2 上总的 大负载 1A） 
大量的接地连接 

    扩展原型连接器管脚上的输出逻辑电平为 3.3V，Nios 开发包中的电源供应不能提供超

过上述的 大负载电流。 

    图 5，图 6，图 7 给出了从 PROTO1 扩展接头到 Stratix 器件的连接，除非另外说明，图

中的标签表明了 Stratix 器件的管脚号。 

 



 
 

 

 

注意：在图 7 中 

（1）从 AC 到 DC 电源转换器的未稳压的电压 

（2）来自开发板晶振的 clk 

（3）经由缓冲器来自 PLD 的 clk 

（4）从原型卡到 PLD 的 clk 输出 

 

扩展原型连接器（PROTO2）： 
头 J15、J16、J17 整体上构成了标准的，机械上稳定的连接器，例如，它可以作为到一

个特定功能的子卡的接口。 
扩展原型连接器的接口包括： 
用于建立原型的 41 个 I/O 管脚，所有 41 个 I/O 管脚连接到 Stratix 器件的用户 I/O 管脚，

每一个信号都通过模拟开关(U27, U28, U29, U30 和 U31)来保护 Stratix 器件，防止受到 5-V
逻辑电平的危害。这些模拟开关是永久使能的。 

一个缓冲的，0-延时的板上 OSC 输出的拷贝（从 U2） 
一个缓冲的，0-延时的 Stratix 锁相环（PLL）输出的拷贝（从 U53） 
一个负逻辑的加电 Reset 信号 
五个整流的 3.3V 电源供应管脚（PROTO1 和 PROTO2 上总的 大负载 2A） 
一个整流的 5V 电源供应管脚（PROTO1 和 PROTO2 上总的 大负载 1A） 
大量的接地连接 

    扩展原型连接器管脚上的输出逻辑电平为 3.3V，Nios 开发包中的电源供应不能提供超

过上述的 大负载电流。 

    图 8，图 9，图 10 给出了从 PROTO2 扩展接头到 Stratix 器件的连接，除非另外说明，

图中的标签表明了 Stratix 器件的管脚号。 



 

 

 

 

注意：在图 10 中 

（1）从 AC 到 DC 电源转换器的未稳压的电压 



（2）来自开发板晶振的 clk 

（3）经由缓冲器来自 PLD 的 clk 

（4）从原型卡到 PLD 的 clk 输出 

 

Mictor 连接器： 

    Mictor 连接器（J25）可以经由屏蔽的 Mictor 电缆，以非常低的噪声，用来传输多达

27 个高速的 I/O 信号。J25 被用作调试端口，25 个 Mictor 连接器信号用作数据，2 个信号

用作时钟输入和时钟输出。 

J25 上的大多数 Mictor 连接器管脚连接到 Stratix 器件（U53）的 I/O 管脚上。对于在

Nios OCI 调试模块中没有使用 Mictor 连接器的系统来说，任何一个片上信号都可以输出到

I/O 管脚，并经由 Mictor 电缆在 J25 上探测到。外部的范围和逻辑分析仪可以连接到 J25，

并同时分析大量信号。 

注意：Nios OCI 调试模块是 First Silicon Solutions（FS2）公司的 OCI 核。 
图 11 给出了一个例子，它是First Silicon Solutions（FS2）公司的in-target系统分

析仪ISA-NIOS/T（单独购买），具体的细节见www.fs2.com。 
 

 
 

这些信号中的 5 个直接连接到 Stratix 器件（U53）的 JTAG 管脚，并且也直接连接到

Stratix 器件的 JTAG 连接器（J24）。JTAG 信号有特殊的应用需求，你不能同时使用 J24 和

J25。 
下面的图 12 给出了从 Mictor 连接器到 Stratix 器件的连接。图 13 给出了 J25 的外部管

脚，除非另外说明，图中的标签表明了 Stratix 器件的管脚号。 

 

 



 

 

串行口连接器： 
J19 和 J27 是标准的 DB-9 串行连接器，典型地，这些连接器用于与主机之间的通信。

例如，使用标准的 9 针串行电缆连接到一个 COM 端口。在 J19、J27 和 Stratix 器件之间使

用了串行移位缓冲器（U52 和 U58），因为 Stratix 器件不能与 RS-232 上的电压电平直接接

口。 
Nios 开发板提供了两个串行连接器，一个标明为控制口，另一个标明为调试口。许多

处理器系统在建立原型和调试阶段使用多个 UART 通信信道。 
控制串行端口能够传输所有的 RS-232 信号，但是 Stratix 设计只使用它需要的信号，例

如 RxD 和 TxD。还有两个 LED 连接到 RxD 和 TxD 信号上，当数据送出或者接收时，它们

能够给出可视的指示。图 14 和图 15 给出了控制和调试串行连接器与 Stratix 器件之间的管

脚连接。 
 

 

 

 

 



 

两个七段显示： 
U8 和 U9 连接到 Stratix 器件上，以便于每一段都能够通过通用的 I/O 管脚分别控制。

当 Stratix 管脚的驱动信号为逻辑 0，相应的 LED 会点亮。图 16 给出了 Stratix 器件的外部管

脚详细情况。 

 
 

预装载的 Nios 参考设计包括并行的输入/输出（PIO）寄存器和驱动显示的逻辑。 
 

按钮开关： 

    SW0-SW3 是短暂接触式的按键开关，它们为 Stratix 器件里的设计提供激励，见图 17。
每一个开关都连接到 Stratix 的通用 I/O 管脚和一个上拉电阻上，如表 4 所示。当每一个开关

按下时，Stratix 器件的管脚上会看到逻辑 0。 

 

 

单独的 LED： 

Nios 开发板提供了 8 个单独的，连接到 Stratix 器件的 LED，见图 17。D0-D7 连接到

Stratix 器件的通用 I/O 管脚，如表 5 所示。当 Stratix 管脚的驱动为逻辑 1，相应的 LED

会点亮。 

 

 

 

配置控制器器件（EPM7128AE）： 



配置控制器（U3），是一个 Altera EPM7128AE 器件。它装有出厂时编程的逻辑，用于

管理开发板的重启条件以及使用存储在 Flash 存储器中的数据配置 Stratix 器件。 
 
重启发布： 
EPM7128AE 从上电复位电路中获得上电复位脉冲，通过内部逻辑驱动到板上其它重启

管脚，包括： 
• LAN91C111（Ethernet MAC/PHY）reset 
• Flash Memory reset 

• 传到扩展原型连接器头（PROTO1 和 PROTO2）的 reset 信号 
 

    开始配置： 

有四种方法开始一次配置，这四种方法如下： 

1．开发板上电 

2．按下 Reset,Config 按钮（SW10） 

3. 保持一个 0 电平在 MAX 的 reconfigreq_n输入管脚上（来自于 Stratix设计） 

4．按下 Safe Config 按钮（SW9） 

 

Stratix 配置： 

当上电或者 Reset 时，配置控制器从 Flash 存储器读出数据，并准备好配置 Stratix

器件所需要的控制信号。使用快速的被动并行模式配置 Stratix 器件。 

大多数用户将并不需要对配置控制器进行重新编程。对配置控制器进行重新编程可能导

致开发板不能使用。 Nios 开发包中包含了初始的配置控制器逻辑编程文件

（config_controller.pof）。如果你已经改变了 MAX 器件逻辑，你可以使用位于

EPM7128_flash_config_ controller 文件夹的 examples 目录中的config_controller.pof来重

新恢复出厂时的配置。 

Altera EPM7128A器件（Altera MAX7000系列）的详细信息可以参见

www.altera.com/literature/lit-m7k.html。 

 
配置数据： 

Quartus II 软件可以（可选地）生成 hexout 配置文件，它可以直接下载并存储在 Flash

存储器中用作配置数据。用于 Stratix EP1S40 器件（U53）的 hexout 文件大约 1.5Mbyte，

并存储在 Flash 存储器中。 

新的hexout文件可以通过运行在Nios嵌入式处理器上的软件存储在Flash存储器（U5）

里。Nios 预加载的参考设计包括了从主机（例如桌面工作站）下载 hexout 文件到 Flash 存

储器中的命令。 

 

安全和用户配置： 

配置控制器能够管理两个存储在 Flash 存储器中的独立的 Stratix 器件配置。这两个配

置一般是作为安全配置和用户配置的。当重启或者 Reset，Config 按钮（SW10）被按下时，

配置控制器试图用用户配置数据装载 Stratix 器件。如果这个过程失败（因为用户配置无效

或者不存在），配置控制器会用安全配置数据装载 Stratix 器件。 

配置控制器期望用户配置和安全配置文件存放在 Flash 存储器中的固定的位置（offset），
表 7 显示了配置控制器所期望被安排的 Flash 存储器内容。 

注意：Nios 参考设计预加载在 Flash 存储器中的安全配置区域。Altera 建议用户避免



重写这些安全配置数据。 

当按下 SW9（Safe Config）时，配置控制器将忽略用户配置，而总是用安全配置配置

Stratix 器件。当碰到 Flash 存储器中的用户配置有效但是不起作用时，该按钮能够帮助跳

出这种情况。 

    注意：关于使用 GERMS Monitor 下载和重定位文件的详细信息，可以参考“Nios 嵌入

式处理器软件开发参考手册”。 

     

通常使用 Flash 存储器的方式： 

Nios 开发板上包括一个 8Mbyte 的 Flash 存储器（U5）器件，见表 6。它被划分成 128

个可独立擦写的 64K 的区域。Web-Server 的设计，以及更重要的板上配置控制器对于 Flash

存储器上哪个地方存放什么内容都有确定的假设。 

Flash 存储器 开始的 4Mbyte 空间或者用于配置控制器，或者用于 Web-Server。用户

应用软件可以安全地使用后面的 2Mbyte Flash 存储器空间，而不会妨碍 FPGA 配置或者

Web-Server 操作。 

 

 

 

注意：工厂编程的参考设计实现了一个Web Server。网络设置和Web页面预编程在Flash

存储器中，如表 7 所示。 

警示：Safe example 设计只是提供来用于参考的，不要基于 Safe example 进行你的硬

件和软件设计，应该使用 standard_32 example 设计。 

 

用户硬件映像： 

当上电或者按下 Reset，Config 按钮（SW10）时，配置控制器开始从 Flash 的地址

0x400000 处读出用户配置数据，这个数据和合适的控制信号被用来试图配置 FPGA。写在

Flash 存储器这个区域的 FPGA 配置数据，一般称为用户硬件映像（User Hardware Image）。

Web Server 中包括了怎么创建你自己的用户硬件映像数据的文档，和一些编程用户配置数

据到 Flash 存储器的命令。 

 

安全硬件映像： 

如果没有有效的用户硬件映像，或者按下了 SW9（Safe Config）按钮，配置控制器开

始从 Flash 的地址 0x600000 处读出配置数据。任何存储在 Flash 存储器这个区域的 FPGA



配置数据，一般称为安全硬件映像（Safe Hardware Image）。你的开发板在出厂时，是用安

全硬件映像编程的，加上另外一些位于 0x600000-0x7FFFFF 范围的数据，如表 7 所示。用

于安全硬件映像的设计是位于 examples 目录的 safe example 设计。 

当 FPGA 成功配置之后，配置控制器将停止读数据。safe example 设计加载，并从地址

ox7B0000 开始执行代码。这个区域的 Flash 存储器是用 Web-Server 应用软件编程的。 

注意：不要擦除你的安全硬件映像（安全硬件配置数据），如果不注意地这么做了，可

以根据附录 B 的说明为你的开发板恢复工厂配置。 

 

 
 

配置状态 LEDs： 

MAX 器件连接到 4 个状态 LEDs 上，它们显示了开发板的配置状态，见图 18。通过 LED



的显示，用户能够确定在加电时哪一个配置（如果有的话）被装载入开发板，见表 8。如果

一个新的配置经由 JTAG 下载到 Stratix 器件，那么所有的 LEDs 会全部熄灭。 

 

 

 

 

配置和重启按钮： 

Nios 开发板使用专门的按钮 SW8，SW9 和 SW10 用于以下固定的用途： 

 

SW8-CPU Reset： 

当按下 SW8 时，一个逻辑 0 信号会驱动到 Stratix 器件的 DEV_CLRn 管脚（和用户 I/O 
AC9）。按下 Sw8 的结果取决于 Stratix 器件的当前配置。 

预加载的 Nios 参考设计把 SW8 当作 CPU-Reset 管脚，见图 19。当 SW8 按下时，参考的

Nios CPU 将重启并从它的重启地址开始执行代码。 

 

 

 

SW9-Safe Config： 

按下 Safe Config（SW9），会命令配置控制器使用出厂时编程的安全配置重新配置



Stratix 器件。 

 

SW10-Reset，Config： 

Reset，Config （SW10）是加电重启按钮，见图 20。当按下 SW10 时，一个逻辑 0 信号

会驱动到加电重启控制器（U18），更多的细节见“供电电路”部分内容。当 SW10 被按下后，

配置控制器将从 Flash 存储器加载 Stratix 器件。 

 

 

 

供电电路： 
Nios 开发板运行于 9V 未整流的，中心-负电平的输入，板上电路产生 5V，3.3V 和 1.5V

整流的电源电平。 
5V 供电是在 J12 和 J15 的管脚 2 上，用于任何插入 PROTO1 和 PROTO2 扩展连接器的

器件。 
3.3V供电用于所有的 Stratix器件 I/O管脚的电源，3.3V供应也用于 PROTO1和 PROTO2

的子卡。 
1.5V 供电只用于 Stratix 器件的核（VCCint）电源，对于任何的连接器或者头都是不可

用的。 
 
时钟电路： 

Nios 开发板包括一个 50MHz 自由运行的晶振，和一个 0 延时，点到点的时钟分布网络，

时钟网络驱动 Stratix 器件和扩展原型连接器，配置控制器器件，和 Mictor 连接器上的管脚。

0 延时缓冲同时用于 50MHz 时钟和从一个 Stratix 器件内部的 PLLs（CLKLK_OUT1）的时

钟输出，见图 21。 
 

 



 

在图 21 中注意： 

（1）如果 R15 用 49.9 欧姆 0603 电阻，R13 用 330 欧姆 0603 电阻填充，那么一个外部

时钟会被使能。 

 

一个插座式 50MHz，自由运行的晶振（Y2）提供基本的操作频率，一个时钟缓冲（U2）

驱动 0-延时的时钟信号到板上的各个点。 

Stratix 器件上的 PLLs 能够在内部合成一个新的时钟信号，并输出这个时钟信号到

IO_PLL5_OUT0_p 管脚，发布这个时钟信号到板上的各个位置。时钟缓冲驱动这个信号到

下列位置： 

• 扩展原型连接器上的 PROTO1_CLKIN 和 PROTO2_CLKIN 管脚，允许用户定义的

时钟驱动每一个扩展原型头。 

• 用于 SDRAM 存储器（U57）的时钟输入，允许 SDRAM 运行在不同于时钟振荡器的速率

上。 

• Stratix 器件上的 CLK2_p 时钟输入。这个反馈回 Stratix 器件的时钟没有被 Altera
提供的参考设计使用，但是如果需要，可以提供给用户使用。 

Stratix 器件也能从 IO_PLL6_OUT0_p 管脚提供时钟到 Mictor 连接器（J25）。 
注意：50MHz 晶振（Y2）是插座式的，能够被用户改变。但是，MAX EPM7128AE 器件

配置控制电路和其它 Altera 参考设计不允许工作在不同的频率上。当设计一个系统时，提供

一个新的时钟振荡器是用户的责任。 

 

JTAG 连接器： 
Nios 开发板有两个 10 针的 JTAG 头（J5 和 J24），它们与 Altera 的 ByteBlaster II 下载电

缆兼容。每一个 JTAG 头连接到一个 Altera 器件，并形成一个单器件 JTAG 链。J24 连接到

Stratix 器件（U53），J5 连接到 MAX EPM7128AE 器件（U3）。 
 

到 Stratix 器件的 JTAG（J24）： 

J24 连接到 Stratix 器件（U53）的 JTAG 管脚（(TCK，TDI,，TDO，TMS，TRST)，
如图 22 所示。Altera Quartus II 软件能够经由 Altera ByteBlaster II 下载电缆，用新的硬

件映像直接配置 Stratix 器件，如图 23 所示。另外，Nios 嵌入式处理器调试器软件能够经

由连接到 J24 JTAG 连接器的下载电缆，访问 Nios OCI 调试模块。 

 

 



 

 
 

Stratix 器件的 JTAG 管脚也能够经由 Mictor 连接器（J25）被访问，J24 的管脚直接连

接到 J25 的管脚上，使用时必须注意在两个连接器之间没有发生信号冲突。 

 

到 MAX 器件的 JTAG（J5）： 

J5 连接到 MAX 器件（U3）的 JTAG 管脚（(TCK，TDI,，TDO，TMS，TRST)，如图 24

所示。Altera Quartus II 软件能够执行系统内编程（ISP），经由 Altera ByteBlaster II 下载

电缆，用新的硬件配置来重新对 MAX 器件编程。 

 

 
 

 

 

 

 

 

 

 

 

 

 

 



 

附录 A：共享总线表 

     

在 Stratix 版的 Nios 开发板上，Flash 存储器，SRAM 和 Ethernet MAC/PHY 器件共享地

址和控制线，这些共享的线被当作共享总线。使用 SOPC Builder，设计者能够把 Nios 处理

器系统与连接到片外共享总线的任何器件进行接口设计。 

表 9 列出了所有连接到共享总线上的器件之间的连接。 

 



 



 

 

 

 

 

 

 

 

 

 

 

 

 

 

 

 



附录 B：恢复出厂配置 

 

Nios 开发板总是能够恢复到出厂时编程的配置，要恢复出厂时的配置，你必须对 Nios

开发板上的 Flash 存储器重新编程。 

重新对 Flash 存储器编程需要： 

• Nios 处理器硬件设计已经配置在 Stratix 器件里，并正在执行 GERMS Monitor。 

• 出厂时用于 GERMS 的 Flash 映像已经编程到 Flash 存储器里。 

 

配置 Stratix 器件： 

具备以上要求之后，执行以下步骤： 

1．用 ByteBlaster II 下载电缆把 Nios 开发板连接到主机。 

2．运行 Quartus II 软件，打开编程器窗口（Tools 菜单）。 

3．单击 Add File…并选择下列配置文件： 

<Nios Development Kit <install directory> 
/examples/recovery_configuration_stratix_1s40.sof 

4．在编程器窗口里，选中 Program/Configure 复选框，并单击 Start 下载硬件配置。 
5．配置完成之后，一直按下 SW0，按下并释放 SW8，然后释放 SW0。 

Stratix器件被用执行GERMS Monitor的Nios处理器硬件器件配置。在这个阶段，不要按

下Safe Config或者Reset，Config按钮，因为它将重启Stratix配置。 

注意：使用 Quartus II 软件配置 Stratix 器件的详细描述参见“Nios 硬件开发指南” 

 

重编程 Flash 存储器： 

现在你可以使用 Stratix 器件中的 Nios 处理器和 GERMS Monitor 来对 Flash 存储器进

行重新编程，步骤如下： 

4． 使用串行电缆连接控制用串行 RS-232 连接器到主机。 

5． 通过选择Programs > Altera > Nios Development Kit <installed version> Nios SDK 
Shell (Start 菜单)，打开Nios SDK Shell，缺省的Flash映像文件位于Nios SDK Shell
的缺省目录。 

6． 要下载Flash文件到在板上执行的GERMS Monitor，键入： 
nios-run -x -r -p com1 default_board_image_stratix_1s40.flash 

这条命令假定你把串行电缆连接到主机的 COM1，如果你使用了不同的 COM 端口，那么

相应地改变 COM1 参数。 

4．大约需要 10 到 20 分钟下载整个 Flash 映像。整个这个时间不要重启开发板，当下

载完成之后，Nios SDK Shell 返回 bash 提示符状态。 

5．按下 Safe Config 按钮执行上电重启和从 Flash 存储器重新配置 Stratix 器件，你

将会看到 Safe LED 被点亮，并在 LEDs D0-D7 之间活动。 

你的开发板现在重新配置成缺省的出厂时的状况。 

 

 

 

 

 

 

 



附录 C：板上 Ethernet 连接 

 

装入 Nios 开发板中的缺省的参考设计在其它功能中，还实现了一个 Web Server。

Ethernet 端口提供了一种很快而且很容易的方法，经由你主机上的 Web 浏览器下载硬件和

软件映像到开发板中。只要开发板上电，并且使用出厂时编程的安全配置，软件参考设计就

在 Ethernet 端口实现了一个 Web Server。Web Server 响应任何到 Ethernet 连接的 HTTP

请求，而不管它的出处， 

这一部分内容要求你已经熟悉 Nios SDK Shell，用于与 Nios 开发板进行串行通信的

nios-run 命令，和 GERMS Monitor。 

 

连接 Ethernet 电缆： 

Nios 开发包包括了一个 Ethernet（RJ-45）电缆，和一个公/母的 RJ-45 交叉适配器。

在你连接这些组件之前，你必须确定你想怎么使用你的板子上的网络特性。选择以下两种连

接方法中的一种： 

1．点到点连接：要把你的 Nios 开发板直接与主机点对点（不在局域网 LAN 中）连接，

需要做下面这些工作： 

a．连接 RJ-45 电缆的一端到交叉适配器的母插座 

b．把交叉适配器公的一端插入 Nios 开发板的 RJ1 

c．把另外一端直接连到主机的网络（Ethernet）端口，见图 25。 

 

 

 

2．LAN 连接：要把 Nios 开发板与 LAN 连接（例如，连接到 Ethernet Hub），需要做下

面这些工作： 

a．把 RJ-45 电缆的一端连接到开发板的 Ethernet 连接器（RJ1） 

b．把另外一端连接到你的 LAN 连接（Hub，Router 或者墙上的信息插座等） 

 

连接 LCD 显示： 

Nios 开发包用一个两线 x 16 个字符的 LCD 文本显示进行传送，Web-Server 软件在 LCD

上显示有用的状态和进度信息。如果你希望使用开发板的网络特性，把 LCD 显示连接到扩展

原型头 J12，如图 26 所示（特别注意管脚 1 的位置）。 

 



得到一个 IP 地址：DHCP 

为了完成网络功能（点对点或者 LAN），你的开发板必须有一个 IP 地址。加电之后，

Web-Server 就试图经由 DHCP（动态主机配置协议）协议得到一个 IP 地址，许多 LAN 都支持

DHCP。 

注意：如果你不知道你的 LAN 是否支持 DHCP，可能首先 好试一下 DHCP。 

开发板将继续尝试 DHCP 自配置，大约 1 分钟。通过读 LCD 显示上的状态信息，你可以

得知 DHCP 是成功了还是正在进行中。如果你的 LAN 不支持 DHCP，或者你使用了上面的点对

点选项，那么 DHCP 配置 终会失败。 

通过按下按键开关 SW3，你可以随时停止 DHCP 进程。发送一个叹号（!）到开发板的控

制串行口，也会立即终止 DHCP 配置。 

如果 DHCP 成功，那么开发板会在 LCD 显示一条成功信息，它也会继续显示 IP 地址。 

如果 DHCP 失败，开发板将从 Flash 存储器得到它的 IP 地址。所有的板子在出厂时，都

设置 IP 地址为 10.0.0.51。你可以经由控制用串行口发送命令改变 IP 地址。 

 

用于点对点连接的 IP 地址： 

只有你的主机和开发板这两个设备通过一条线连接到一个非常简单的网络。当开发板出

厂时，预编程的缺省的 IP 地址为 10.0.0.51（10.0.0.x 子网通常保留用作开发，测试和建

立原型）。对于大多数操作系统，需要为你的主机分配一个同一子网的 IP 地址。 

例如，地址 10.0.0.1 就能工作得很好。你的计算机和开发板是仅有的连接到这个简单

网络的两台设备，因此不需要系统管理员为你分配 IP 地址。任何一个在 10.0.0.x 子网的地

址都能工作，也不可能和网上其它的设备发生冲突。当然，你需要具备改变你的计算机的

IP 地址的能力。对于运行 Windows 的设备，这可以通过控制面板上的“网络连接”来完成。 

重启之后，开发板上电，并尝试 DHCP 自配置。在点对点网络中，你应该通过按下 SW3

退出 DHCP。如果你经常在点对点配置中使用你的开发板，你可能希望 DHCP 完全不使能，那

么可以键入命令 xdhcp:off到控制用串行口。 

 

用于 LAN 连接的 IP 地址： 

如果你的 LAN 不支持 DHCP，或者如果 DHCP 自配置失败，那么在你能在网络中访问它之

前，你需要为你的开发板分配一个固定的 IP 地址。所有的开发板出厂时都有一个缺省的 IP

地址 10.0.0.51（10.0.0.x 子网通常保留用作开发，测试和建立原型）。你需要从系统管理

员那里得到你的 LAN 子网里的一个安全的 IP 地址。 

一旦你得到一个安全的 IP 地址，你可以通过串行连接使用 GERMS 命令来为开发板分配

该 IP 地址。缺省软件参考设计里的 GERMS monitor 已经被扩展来实现 xip 命令。xip 命令

为开发板设置 IP 地址，并把该地址保存在 Flash 存储器中。通常，你只需要为开发板分配

一次 IP 地址。然而，你可以通过其它的 xip 命令随时改变它。 

例如，要分配 IP 地址 137.57.136.165，你需要在 GERMS+提示符下键入如下命令： 

xip:137.57.136.165 (没有空格) 
注意：GERMS Monitor不能识别Backspace键和Delete键，如果你输入发生错误，那么按下

Escape键将得到一个新的GERMS提示符，接着重新输入命令。要读回IP地址，你可以使用没

有冒号或者参数的xip命令。要激活新的IP地址，你必须按下Safe Config按钮或者Reset， 
Config按钮重启开发板。 

 

浏览你的开发板： 

一旦你的开发板有了有效的 IP 地址（从 DHCP 自配置或者 Flash 存储器得到），你可以



经由 Web 浏览器（例如，Microsoft Internet Explorer）访问开发板。开发板提供了一个 Web

站点，内容包括很多文档和有用的网络下载命令功能。要浏览该站点，打开 Web 浏览器，在

浏览器的地址输入栏，输入开发板的 IP 地址（用小数点分隔的四个数字）作为 URL。你可

以通过阅读显示在 LCD 上的信息得到板子的 IP 地址（IP 地址会不断显示），或者在控制用

串行端口键入 xip 命令。 

注意：开发板上的网络通信以及下载命令等其它附加的信息可以经由该 Web 接口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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