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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niosII 使用说明 

1 niosII 介绍 

Nios II 是一个用户可配置的通用 RISC 嵌入式处理器。 Altera 推出的 NiosII 系列

嵌入式处理器扩展了目前世界上最流行的软核嵌入式处理器的性能，把 Nios II 嵌入到

Altera 的所有 FPGA 中，例如 StratixII、Stratix、CycloneII,Cyclone、APEX,ACEX

和 HardCopy 系列器件中，用户可以获得超过 200 DMIPS 的性能，用户可以从三种处理

器以及超过 60 个的 IP 核中选择所需要的，Nios II 系统为用户提供了最基本的多功能

性，设计师可以以此来创建一个最适合他们需求的嵌入式系统。  

Nios II 处理器的优点和特性：  

使用 Nios II 处理器的用户可以根据他们的需要来调整嵌入式系统的特性、性能以

及成本，快速使得产品推向市场，扩展产品的生命周期，并且避免处理器的更新换代。

1 提高系统性能  

* 一系列的处理器核可供选择，其中包括了超过 200 DMIPS 性能的核； 

* 实现任何数量的处理器或将不同的处理器核组和在一起  

* 增加了已有的处理器，在 FPGA 中添加一个或更多的 Nios II 软核处理器  

2 更低的系统成本  

* 通过将处理器、外设、存储器和 I/O 接口集成到一个单一的 FPGA 中，从而降低了系

统成本、复杂性和功耗 

* 通过将 Nios II 处理器嵌入到低成本的 FPGA 中只需花费 35 美分或者更低（编者：对

大多数用户而言，NiosII 所占逻辑资源的成本大约是 10－20 元人民币，具体取决于所

选 FPGA 的类型和 NiosII 的配置） 

3 应对产品的生命周期  

* 提供易用的设计工具从而快速将产品推向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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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供永久的，免费的许可从而使基于 Nios II 处理器的产品避免了处理器的更新换代

而带来的损失。  

4 功能强大、易用的开发工具  

* 通过使用 Nios II 集成开发环境（IDE），从而加速了软件的开发  

* 利用 Altera 的强大的 SOPC Builder 系统开发工具和 Quartus II 设计软件可以在几

分钟内设计一个系统 

5 使用完全功能的开发包  

* 使用易用的 Nios II 开发包开始一个设计  

* 使用易用的 Nios II 开发包开始设计  

* 可以选择具有低成本特性的 Cyclone FPGA 开发套件，或高性能的 Stratix FPGA 开发

套件 

 

1.1 SOPC Builder 开发工具 

 SOPC 即 system on a programmable chip 是指用可编程逻辑技术把整个系统放到一

块硅片上。一方面它是片上系统—即由单个芯片完成整个系统的主要逻辑功能；另一方

面，它是可编程系统，具有灵活的设计方式，可裁减、扩充、升级，并具备软硬件在系

统可编程的功能。这项技术将 EDA、计算机设计、嵌入式系通、工业自动控制系统、DSP

及数字通信系统等技术融为一体。 

1.1.1 SOPC Builder 简介 

 SOPC Builder 是 Altera 公司推出的一种可加快在 PLD 内实现嵌入式处理器相关设

计的工具，其功能与 PC 应用程序中的引导模板（wizard）类似，旨在提高设计者的效

率。设计者可确定需要的处理器和参数，并据此创建一个处理器的完整存储器映射设计

者还可以选择所需的 IP 外围电路，如存储控制器、I/O 控制器和定时器等模块。 

 SOPC Builder 库中已有的组件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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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处理器：包括片内处理器和片外处理器接口 

 *IP 及外设：包括通用的微控制器外设、通信外设，多种接口（存储器接口、桥接

口、ASSP、ASIC），DSP IP 和硬件加速外设 

1.1.2 SOPC Builder 用户界面 

 打开QuaratusII的一个项目，选择QuaratusII工具栏（Tool菜单）中的SOPC Builder 

选项，就启动了 SOPC Builder。SOPC Builder 的用户界面包括系统元件（System 

contents）页，系统设置（More cpu Setting）页和系统生成页。 

1 系统元件页 

 用户在系统元件页中定义所需的系统。在他的模块池中包括了用户可获得的所有元

件列表。在模块表中列出的是用户已添加到系统中的模块。当用户用 SOPC Builder 生

成系统时，他就生成了一个系统模块，这个模块包含了用户所定义的所有元件和接口以

及自动生成的总线（互联）逻辑。 

模块表中列出的是用户添加到用户所设计的系统中的模块，包括桥、总线接口、CPU、

存储器接口、外围设备等。此外，用户可以用模块表来描述以下一些项目： 

连接的主从特性 

系统的地址映射 

系统中断请求分配 

控制共享从元件的优先权 

系统元件页还包括以下一些附加选项： 

（1） 器件系列（Device family）：由用户从其件列表中选择用户的目标器件。这

项设置非常重要，因为 SOPC Builder 是利用所选器件的结构优势来产生系

统逻辑的。 

（2） 系统的时钟频率：外围设备利用系统时钟来产生时钟分频或波特率等。SOPC 

Builder的build-in testbench 发生器还利用这项设置来产生用户所要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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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率。 

2 系统的设置项 

当用户向所设计的系统中添加元件时，比如一个 NIOS 嵌入式处理器，在 SOPC 

Builder 中就会出现一个系统设置（more cpu setting）的附加页。这个附加页可以让用户

用来设置一些附加的参数或者与系统中其它元件的相连关系。比如，用户可以定义 cpu

和存储器元件之间的相连关系指名哪一个用来做程序存储器，那一个用来做数据存储器

的。对于用到的系统设置页的元件，SOPC Builder 会对用户添加到系统中的这个元件的

每种情况都生成一个系统设置页。 

另外，处理器元件可能会有相关的的软件组成，并且会在这一页中显示出来 Altera

在开发工具包中提供了多种软件组成，比如 tcp/ip 库。 

3 系统生成页 

 系统生成也是用来生成系统的。它包含一些选项，用户可以通过设置来控制生成的

过程，比如，可以指定生成仿真工程。 

 如下图所示：系统生成页 

 点击 generate 按钮来生成所设计的系统。SOPC Builder 会生成一些项目： 

 SDK（Software Development kid）软件开发工具包，只在 nios 系统中产生，niosII

不会生成此文件 

 系统中每一个元件的 HDL 文件 

 定成系统模块的 HDL 文件 

 仿真工程文件 

 日志（.log）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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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NiosII 设计流程 

 NiosII 是用 NiosII IDE 集成开发环境来完成整个软件工程的编辑、编译、调试和下

载。下图表示了典型 NIosII 系统的硬件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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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工作流程： 

1 初期工作：需要软硬件结合处理，对系统进行需求分析。比如：CPU 是否需要一个硬

件加速乘法器，设计中所需要的外围器件及数量，是否需要 DMA 通道释放 CPU 在进

行数据拷贝时所占用的资源。 

2 硬件开发：用 SOPC Builder 定义 NiosII 处理器系统，用 Quartus 软件定义器件、分配

管脚并编译。 

3 软件开发：C/C++程序开发，开发定制硬件的驱动程序，定制硬件平台为目标进行编

译连接。 

4 下载到开发板上进行验证 

5 成功完成 NiosII 系统设计 

2.1 硬件开发流程 

 用 SOPC Builder 来选择合适的 CPU、存储器及外围器件，比如 片内存储器、PIO、

UART 和片外存储器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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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用 QuartusII 软件选取具体的器件，并对 SOPC Builder 生成 HDL 设计文件进行布

局布线；再根据开发板分配 I/O 管脚。编译完后生适合目标器件的网表。 

 可以使用下载电缆将配置文件下载到开发板上。当校验硬件或时钟完毕时软件开发

工作就可以开始了 

2.2 软件开发流程 

系统软件设计具体工作如下： 

1 在用 SOPC Builder 系统集成软件进行硬件设计同时，局开始编写 C/C++软件，比如

算法或控制程序。用户可以使用现成的的软件库和开放的操作系统内核加快开发进程  

2 在 NiosII IDE 中建立新的软件工程时，IDE 会根据 SOPC Builder 对系统的硬件配置

自动定制 HAL（硬件抽象层）系统库。这个系统库可以为程序和底层硬件的通信提供接

口驱动程序 

3 使用 NiosII IDE 编译调试软件 

4 硬件以下到板上的基础上将软件下载到开发板上并在硬件上运行。 

第二部分 NiosII 上机实验 

实验一 NiosII 开发流程实例---LED 显示 

一 实验目的： 

1．熟悉 QuartusⅡ，SOPC Builder 和 NiosⅡIDE 的使用方法； 

2．学习 NiosⅡ嵌入式处理器的软，硬件开发方法； 

3．熟悉实验板的基本结构。 

二 实验说明： 

        本次实验重点在于熟悉使用 QuartusⅡ和SOPC Builder来创建一个NiosⅡ嵌入

式处理器系统，并通过软件编程实现对实验板上面的 LED 灯的控制，具体实现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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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 

1.创建一个 QuartusⅡ工程： 

单击 File 菜单下的 New Project Wizard: Introduction，按照下面提示创建一

个 QuartusⅡ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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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生成一个 Nios 系统： 

选择 Tools 菜单下面的 SopcBuilder,启动 Alter SOPC Builder 界面进行系统的创

建： 

 

如图，在 Create New System 对话框里面填写系统名称和语言种类后单击 OK。 

再在模块池里面选择 NiosⅡ Processor – Alter corporation 单击 Add 弹出

Altera niosII 对话框，选择 NoisⅡ/e 类型，后面可以按照提示说明生成实验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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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为生成的 Nios 系统添加模块： 

下面为我们生成的 CPU 添加模块。 

首先，选择模块池里面 Memory 下拉菜单里面的 On-Chip Memory(RAM or ROM)。在

弹出的对话框里面对要加如的存储器进行设置，Memory Type 选择 RAM；Data Width 选

择 32bits,Total Memory Size 可以选择 2K bytes,然后选择 Finish 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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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我们双击模块池里面 Other 下面的 PIO(ParallelI/O)对 CPU 进行输入输出端

口的设置。如下图，我们选择 8bit 的输出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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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分别选择 System ->Auto-Assign Base Addresses 和 Sysetm->Auto-Assign 

IRQs,让系统自动分配基地址和中断。 

b) 进行系统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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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生成系统模块的过程中会遇到 More “CPU” Setting 界面： 

 

在这里也可以人为的对内存和中断地址进行设置。 

c) 生成系统模块： 

在上面的界面里面单击 Next 将进入 System generation 界面。在这里一共有三个选

项： 

SDK 选项：SOPC Builder 会在用户每一次生成系统的时候给系统中的每一个 CPU 自动生

成一个专用的 SDK，其中包含了对每个系统元件的各种软件文件（驱动库和实力程序）。 

HDL 选项：SOPC Builder 会在用户每一次生成系统的时候以 VerilogHDL 或 VHDL 语

言的形式生成系统级的硬件描速语言文件。 

Simulation 选项：SOPC Builder 会在用户每一次生成系统的时候创建一个 modelsim

的工程目录。 

按照需要选择以后点击 Generration 按键便可以生成系统。之后再在 QuartusII 中，

打开 SOPC Builder 生成的 niosII_e.bsf,检查一下引脚，看看跟你的设想是否有误，

niosII_e 有两个 input:clk,reset_n,一组 output:out_port_from_the_piop[7:0]。接

下来我们就要为这个系统添加输入输出管脚。 

d) 编写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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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Alter SOPC Builder 中，点击 Run Nios II IDE,启动 Nios II IDE,如下图： 

 

选择 File -> New -> Project 打开 New Project 对话框，并在里面选择 C/C++ 

Application,如下图。然后选择 Next,进入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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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可以填写工程名字并选择 CPU 和工程模板，之后单击 Finish。 

由于我们选用的是 2k 的 RAM，所以将 while(i<200000)修改为 while(i<20000)。然

后选择 Project->Build All, 编译整个项目。 

3 译并下载到实验板上面： 

最后我们还要回到 QuartusⅡ里面对整个系统进行编译，选择 Processing 菜单下面

的 Star Compilation。编译成功以后我们就可以选择 Tools 菜单里面的 Programmer,

下载整个配置到 FPGA 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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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实验要求： 

1、要通过本次实验熟悉 NiosII 系统的设计流程 

2、本次实验要求掌握使用 SOPC Builder 建立一个嵌入式处理器的硬件构架 

3、并使用 Nios II IDE 对模板程序进行修改 

4、实现对实验板上面 LED 循环点亮。 

四 实验报告要求： 

1、总结 niosII 设计流程 

2、看懂模板 c 程序并对程序作注释、 

实验二 niosII 计数显示模板实例 

一 实验目的： 

1、习使用 QuartusⅡ，SOPC Builder 和 NiosⅡIDE 设计并实现一个计数器的功能； 

2、悉实验板上面各种显示器件的使用。 

二 实验要求： 

本次实验要求实现一个要求的计数器，并可以在实验板上面分别使用 LED 灯，数码

显示器和 LCD 显示器显示所实现的系统的技术功能。 

三种显示器的使用状态要有拨码开关来控制，具体说明如下： 

SW0：使用 LED 显示计数器； 

SW1：使用数码管显示计数器； 

SW2：使用 LCD 显示器显示计数器； 

SW3：同时使用上面 3 种显示方式显示计数器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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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实验说明： 

本次实验要实现计数器需要的硬件主要有： 

1 JTAG UART Interface：它是 NiosII 系统嵌入式处理器新添加的接口元件，通过内嵌在

Atera FPGA 内部的联合测试行动组（JTAG）电路，在 PC 主机和 SOPC Builer 只见进行

串行字符流通信 

2 定时器：定时器对于 HAL 系统库中的器件驱动非常有用，比如 JTAG UART 驱动使

用定时器来实现十秒钟的暂停。选择 Interval timer 在设置向导中周期选择 1msec 预设

置中选择 Full-featured 

3 添加外部 flash 地址宽度 23bits，带宽 8bits 

4 添加外部 sdram  

5 添加外部 ram 总线（Avalon Tri-State Bridge）。软件使用 Avalon 接口来连接片上元件和

Avalon 主从端口的。在 nios 开发板上，要实现 nios 系统与 FPGA 片外存储器通信，就

必须在 Avalon 总线和连接外部存储器的总线之间添加一个桥 

6 添加输入设备与显示设备 PIO：按键、7 段数码管、LED。 

7 添加 LCD 显示 

指定 FLASH 其实地址为基地址 

软件方面可以直接调用 NiosⅡIDE 工程模版里面的 count_binary_0。 

编译后直接选择 RUN—NIOSII Hardware 

四 实验报告要求： 

1、总结 niosII 设计流程 

2、看懂模板 c 程序并对程序作注释 

3、适当修改代码、下载调试成功并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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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三 计数器实验 

一 实验目的： 

1、熟悉实验一里面的实验步骤，复习 QuartusⅡ，SOPC Builder 和 NiosⅡIDE 的使用方

法； 

2、通过在 NiosⅡIDE 界面编写程序，实现对数码管的控制； 

3、掌握计数器的工作原理。 

二 实验要求： 

本次实验要求在实验板上面模拟一个事先规定好的计数器的功能，并通过数码管显

示所实现的功能。计数器的种类很多，有正计数和倒计数等，本次实验主要模仿 74LS160

和 74LS161 两个计数器，他们分别为十进制和十六进制的计数器。并要求每个数码管代

表一位，一共显示 4 位。通过按键可以实现置数，复位的功能。   

三 实验说明： 

1、硬件设计需要并行输出 PIO，片内 ram，flash，sdram 等 

2、软件设计可以参考实验二的计数部分 

四 实验报告要求： 

1． 分别写出你的软，硬件设计流程； 

2． 写出你的程序代码并作注释； 

3． 描述实验现象。 

实验四 十字路口交通灯控制 

一 实验目的： 

1、熟悉在 SOPC Builder 环境下建立一个 CPU 并为之添加必需的硬件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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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了解在 Nios II IDE 环境下编程的基本方法； 

3、学习对外围器件，如 LED 和数码管的编程控制。 

二 实验要求： 

本次实验要求通过在 Nios II IDE 环境下的编程在实验板上面实现对十字路口的交

通灯的模拟。首先，我们要了解红，黄，绿三种交通灯的点亮顺序和时间：本次实验要

求交通灯能够按照红，黄，绿，红的顺序循环点亮，时间依次为：红灯 30 秒，黄灯 15

秒，绿灯 30 秒，并且每种灯亮的时候，要能够在数码管上面显示时间的倒计时。 

三 实验说明： 

1 做本次实验首先要对本次实验进行软，硬件的规划。 

2 硬件主要有 LED PIO，两位七段数码显示器 PIO，片内 RAM 和定时器 sdram，flash

等设备 

3 软件系统要实现交通灯的功能则需要有显示和倒计时两部分功能。 

四 实验报告要求： 

1、 分别写出你的软，硬件设计流程； 

2、 打印硬件设计电路图； 

3、 打印程序代码并作注释； 

实验五 实现 LCD 滚屏显示 

一 实验目的： 

了解在 niosII 环境下编程的基本方法，实现对外围器件 LCD 的编程控制 

二 实验要求： 

在 niosII IDE 环境下编程实现 LCD 显示滚动字符效果，显示你的姓名与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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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实验说明： 

1、硬件设计需要添加片内 ram、lcd 控制模块 

2、软件设计可参考计数器试验模板的液晶显示部分 

四 实验报告要求： 

1、 写出你的软，硬件设计流程； 

2、 打印硬件设计电路图； 

3、 打印程序代码并作注释； 

 

实验六 实现串口通信 

一 实验目的： 

了解在 NiosII 环境下编程的基本方法，实现对串口的编程控制 

二 实验要求： 

在 NiosII IDE 环境下编程实现串口的收发通信。Nios 通过串口向主机发送字符串，

主机接受并显示出来；主机通过串口向 Nios 发送字符串，Nios 接收字符串并在 LCD 上

显示 

三 实验报告要求： 

1 写出你的软，硬件设计流程； 

2 打印硬件设计电路图； 

3 打印程序代码并作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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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七 简单数字钟 

一 实验目的： 

1． 进一步熟悉 QuartusⅡ，SOPC Builder 和 NiosⅡIDE 的使用，并在实验板上面开发

一个电子钟； 

2．熟练掌握开发过程中的软、硬件设计方法。 

二 实验要求： 

本次实验要求在实验板上面实现一个功能比较全面的电子钟。要求能够显示交为全

面的时间，如：年、月、日、小时、分钟、秒并提示时间显示状态；另外还要求能够按

照需要更改显示的时间。 

要实现电子钟的功能重点在于软件方面的设计和优化，所以通过这次实验要求同学

熟练掌握软件系统的规划。 

三 实验说明： 

硬件规划： 

LCD 显示器、按键、Flash 存储器、SRAM 存储器 

其中 Flash 存储器用来存储软、硬件的程序，并在程序运行时将其导入 SRAM。 

根据所甬道的外围器件，我们在 SOPC Builder 里面要添加的模块主要有：NiosⅡ 

32bit CPU，定时器，按键 PIO，LCD PIO，外部 RAM 总线，外部 RAM 接口，外部 Flash

存储器接口和重新设定时间请求 PIO。 

软件规划： 

电子钟的软件部分主要包括：显示、设置和时间算法三部分。 

显示部分要求能够显示年、月、日、小时、分钟、秒并提示时间显示状态（如北京

时间，日期，设置小时，设置分钟等等）。 

设置部分要求能够对电子钟显示器上面的年、月、日、小时、分钟、秒进行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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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退出设置状态。要实现这些功能就要通过实验板上面的四个按键，下面是一种推荐的

按键功能分配方法： 

    主菜单： 

    SW0：设置选择按键，依次可以选择设置年、月、日、小时、分钟、秒； 

    SW1：显示日期按键； 

    SW2：显示时间按键； 

    子菜单： 

    SW0：选项数值增加 1； 

    SW1：选项数值减少 1； 

    SW2：推出设置状态，返回主菜单。 

时间算法部分比较简单，主要是要按照时间累加的原则，并设置好时间的进位要求

（主要是每个月是有多少天组成的）。 

四 实验报告要求： 

1 写出你的软，硬件设计流程； 

2 打印硬件设计电路图； 

3 打印程序代码并作注释； 

 

试验八 Flash 功能测试实验 

一 实验目的 

1． 进一步学习使用实验板搭建系统； 

2． 了解实验板上 Flash 的各种工作状态的控制方法和工作原理； 

3． 学习应用 C语言来编写程序，测试 Flash 的工作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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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实验说明 

当在 SOPC Builder 构建的系统里面添加一个 Flash Memory 以后，我们的系统

变多了一套与 Flash 相关的端口，一般包含 Flash 的数据线，地址线和控制端口。

通过数据线 Flash 和与他相连的芯片传输数据；每次进行数据读或写的 Flash 地址

则由地址线来控制；Flash 的控制断口主要有 read、write 和 select 三个，他们分

别控制 Flash 的三种工作方式：Flash 读、Flash 写和 Flash 不工作。三个断口均为

低电平有效，当 select 为低电平的时候 Flash 不工作，当 select 为高电平的时候

Flash 的工作状态由 read 和 write 两个端口的电平来决定。 

要实现本次实验里要求的对 Flash 存储器的工作的测试就要求掌握一些相关的

C语言指令，具体如下： 

alt_get_flash_info 

    这条命令的用处在于查询 Flash 的驱动，并收集相关信息。 

alt_write_flash 

    这条命令用来实现向 Flash 写数据的功能。在具体使用这条命令的时候要将它

放在一个循环结构里面，通过这个循环来控制写入的数据的多少。 

alt_read_flash 

    这条命令用来实现从 Flash 读数据的功能。在具体使用这条命令的时候同样也

要将它放在一个循环结构里面，通过这个循环来控制读出的数据的多少。 

alt_erase_flash_block 

    通过这条指令，我们可以将 Flash 驱动重置。 

本次实验主要是要验证在一个 Nios II 系统里面 Flash 的工作状态，因此，本

次实验可以建立一个以 HAL 或者是 nCOS 为基础的系统。 

运行本次实验的程序首先就要打开名为 EXT_FLASH_NAME 的 Flash 驱动，他在

system.h 里面有详细的定义。 

三 实验要求 

        本次实验要求利用 QuartusII、SOPC Builder 和 NiosII 搭建一个系统，并利

用这个系统测试实验板上面的 Flash 存储器的工作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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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实验报告要求 

1．写出你的软、硬件设计流程 

2．写出你的 C语言程序源代码 

3．终结 Flash 的各种工作状态和他们的功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