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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ynq UltraScale+ Says“Hello World”
祝贺赛灵思，特别要祝贺 Zynq® UltraScale+ ™ MPSoC 设计团队，其设计的首款 Zynq 

MPSoC XCZU9EG 器件比原计划提前一个季度发货。这让赛灵思实现了三连冠，即作为可编

程逻辑公司连续第三次击败竞争对手率先推出采用领先工艺节点的器件。赛灵思的 7 系列产

品率先采用 28nm，UltraScale ™ 系列率先采用 20nm，如今又是 UltraScale+ 率先使用 16/14nm 
FinFET 工艺技术。

这条新闻在 9 月 30 日已发布，当时赛灵思宣布向两家客户提供了新器件的首批样片。该

设计从投片到发货历时两个半月，充分展示了赛灵思 Zynq MPSoC 设计与质量团队以及台积 
(TSMC) 代工厂员工精湛的工程技能。

赛灵思是在九月底收到第一颗用于特性描述和测试的芯片，仅几个小时内就在这款新型器

件上启动了上游 Linux 内核（观看视频演示）。

该视频演示了“Upstream”Linux 内核在新型 Zynq UltraScale+ MPSoC 上的启动过程，该

器件是赛灵思 UltraScale+ 产品系列中的首款产品我们在《赛灵思中国通讯》第 55 期的封面报

道中重点介绍了这款新器件的架构特征以及性能功耗比优势。采用台积公司 (TSMC) 的 16nm 
FinFET+ 工艺实现的 Zynq MPSoC 在单个器件上集成了一个四核 64 位 ARM® Cortex ™ -A53 应
用处理器、一个 32 位 ARM Cortex-R5 实时处理器和一个 ARM Mali-400MP 图形处理器，以及 
16nm FPGA 逻辑（具有 UltraRAM）、多种外设、安全与可靠性特性以及一种创新的电源控制

技术。最新 Zynq UltraScale+ MPSoC 器件能够让用户打造出相比采用 28nm Zynq SoC 开发的系

统的性能功耗比优势高出 5 倍。

在担任《Xcell 出版物》的发行人期间，我通过阅读了解到我们的读者利用 28nm Zynq-
7000 All Programmable SoC 开发出了令人惊艳的创新产品，这种感觉真是棒极了。因此，我迫

不及待地想要看到您会利用这款最新具备各种多处理功能的 Zynq MPSoC 器件做哪些事。接下

来的几个季度内我们会陆续推广这款器件，希望您能向《赛灵思中国通讯》以及面向软件开发

人员的新杂志《Xcell 软件刊》投稿，与同行分享您的 Zynq MPSoC 设计经验。我期待看到您

的出色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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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linx 加速客户医疗创
新技术的上市速度

封面专题

作者：Mike Santarini
赛灵思公司 Xcell杂志发行人
mike.santarini@xilinx.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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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l Programmable 平台、医

疗认证 IP 和软件协议栈助

力赛灵思客户更早向市场推

出能够挽救生命的设备。

电
子产品以很多种方式影响我们的生

活，但在一个领域中电子设备具有生

死攸关的影响，那就是医疗行业。人

们的寿命越来越长，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医疗

水平的不断提高，而医疗水命的提高又受益于

医疗电子设备的快速进步。客户在过去三十年

里利用赛灵思 All Programmable 器件创造了一

系列创新技术。

如今，赛灵思 FPGA（包括不断增加的片

上系统，例如 Zynq®-7000 All Programmable 

SoC）已成为越来越多医疗系统的核心器件。

终端产品包括外科手术机器人、病人监护仪、

呼吸机、医疗成像（CT、MRI 和超声）、X 光

机、除纤颤器、内窥镜检查机、输液泵和分析

仪。FPGA 也是高性能计算系统的核心器件。

这些高性能计算系统可以让研究人员以极快的

速度进行基因组定序，让科学家和医药公司更

快速地开发和精炼药品以治疗疾病症状。

FPGA 在医疗领域担当如此重要角色的原

因很简单。FPGA 以及最近的 Zynq SoC 技术

使医疗设备开发者能够降低失败风险并加快设

备的监管审核速度。有了 All Programmable 器

件，设计人员就可将必须满足高度可靠性的系

统功能放在赛灵思器件逻辑中实现，同时在软

件中运行其他不太重要的功能（图 1）。

“医疗技术正在快速发展。”赛灵思的医疗

组高级产品营销工程师 Kamran Khan 说，“这

些设备变得更智能，连接功能更强，集成度更

高，更小型化，而且侵入程度更低以使患者的

恢复更快。更为重要的是它们的功效也更好。”

随着世界人口的增加以及人寿命增长，人们对

于具有高级功能的医疗设备的需求也越来越

大，这在一定程度上要得益于过去 50 年里医疗

水平的快速发展。

活得更长，更健康

医疗行业以及医疗设备市场的最大增长驱

动力是世界人口的增长预期。如今，全球人口

大约 73 亿 ；预计到 2050 年全球人口将增长到

97 亿。然而，目前 65 岁和 65 岁以上人口大约

封 面 专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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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 Zynq SoC 平台使医疗设备公司能够快速制作创新的最优化系统，并将产品引入市场。

占世界人口的 23%，到 2050 年这个

数字预计将达到 32% 或 31 亿人。老

年人也是人口中最需要定期医疗护理

的人群。

Khan 说 ：“人的寿命比以前更长

了，这是因为我们的生活质量以及对

医学的理解都比以前要好。由于人们

的寿命更长，所以需要在老龄时期得

到更好的医疗护理，这样，我们就要

为此提供副作用更少的低创伤技术。”

随着越来越多地转向国家监管式

的医疗服务，人口增长和人口老龄化

对于全世界的医学界以及政府来说是

很大的挑战。同时，人口增长对于医

疗电子和其他医疗领域而言也代表了

极大的创新机遇。因此，Khan 说，医

疗市场预计到 2019 年将增长至 2120

亿美元，在半导体上花费预计将达到

60 亿美元。

Khan 指出 ：“医疗电子行业过去

非常集中，因此，西门子和通用电气

这样的公司可以按照自己的节奏开发

新产品。现如今，X 光和超声设备已

经变成商品。现在，人们意识到即便

有监管问题，进入这些成熟的低风险

应用领域也并不是很难。我们看到医

疗设备小企业正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发

展，而且这是全球化的，有很多来自

中国和南美的新公司进入市场。一些

国家，例如中国和巴西，特别青睐家

用产品，因此出现了很多新公司来服

务这些新市场。”

Khan 说，新的竞争肯定会增大

各方面的产品上市时间压力和定价

压力。同时，这样也会更快地为医

疗界带来更大价值和创新，让所有

人受益。

Khan 说 ：“市场要求产品具有更

多集成功能和更高的便携性。医疗设

备以前都是用一台机器专门完成一项

特定任务。每台机器都很大，如果需

要多台不同机器，就会在医院中占用

很大空间。”

另外，Khan 还说，这些系统可能

无法相互通信或者兼容，会产生其他

问题。因此，现在需要用单个设备执

行多种任务。还有，用户偏爱更小的

尺寸，这样设备所占空间更小而且容

易在不同房间移动。如果设备能用电

池供电更好，这样在没有电源的地方

或急救车上也可以使用。同时，越来

越需要每个系统都能与其他设备实时

进行交互，这样的好处是，例如根据

患者的生命特征变化改变用药剂量。

Khan 说 ：“举例来说，病人监

护仪过去非常简单，但现在不是这

样了。过去它们采集几路模拟的生

物遥测信号，做一些非常简单的处

理，并在监视器上显示信息。这种设

备非常简单，因此很多都采用 TI 或

电机

控制

单元

视频

单元

网络 网络

处理器

分析

外设
外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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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医疗设备必须更加 

综合与智能。系统必须能 

进行通信和协调工作。

Freescale 等公司的嵌入式处理器。

不过现在的医疗设备必须更加综合与

智能。系统必须能够进行通信和协同

工作。”

例如，他说，病人监护仪必须

能与呼吸机和输液泵对话。如果病人

的生命体征开始出现尖峰，两种系统

必须做出相应的响应 ：呼吸泵应调整

氧气混合，输液泵应调整药物剂量。

Khan 说 ：“它们还要与医院的主网络

进行通信，以使员工获悉紧急情况。”

另外，该信息必须作为患者长期医疗

记录的一部分进行保存。

Khan 说，医疗行业也使用物联

网、云计算和现代网络基础设施。这

些技术发展使医院能够监测门诊患者

的健康并远程记录健康模式，以及对

紧急情况做出实时响应。实时监测患

者健康是一个蓬勃发展的新兴行业，

其操作方式与家居安防公司监控财产

的方式十分相似。

不断增长的监管挑战

该行业正在不断增长，医疗系统

朝着更智能、更综合、更具连接性的

方向发展，在此过程中，厂商需要确

保设备满足全世界越来越多的监管机

构所制定的越来越严格的安全与可靠

性条例。

变化的监管环境经常成为医疗设

备公司如今所面对的最大挑战。公司

只有在通过严格的监管指南和测试后

才能合法销售他们的产品。医疗设备

故障会导致医疗责任诉讼。

监管审核时间主要取决于公司要

上市销售的设备类型，并与之相应变

化。不接触患者身体的仅完成简单任

务的设备通常需要大概半年的监管审

核时间，而接触患者身体执行重要功

能的设备则需要大约两年的审核周期

才能上市销售。

Khan 说：“即使是病人监护或超声

这样的成熟市场，也需要一年至一年

半的监管审核周期，通常是因为要涉

及到众多的文件和测试工作。公司必

须建立用来支持产品的技术文件，并

将文档提交至监管机构，监管机构经

过长时间审核后确定产品是否予以通

过。设备生产商的目标是一次通过，

因为如果第一次没有通过，那么第二

次审核就会更详细，并需要更长的周

期。这就像美国国税局审计一样。”

Khan 说，真正的目标是理解和

量化医疗系统的风险。Khan 说 ：“人

们的理解是医疗设备不能有故障，但

监管机构清楚任何设备都会出现故

障。他们想做的是让 OEM 厂商理解

并降低故障风险，同时知道设备出故

障的所有可能情况以及出故障时会发

生什么。”

Khan 说，尽管全世界各个监管机

构都会同时检查硬件和软件，但他们

更倾向于仔细观察软件，因为软件故

障更有可能导致系统进入未知的故障

状态。Khan 说 ：“大部分人都遇到过

PC 或移动设备上出现软件错误，而

硬件错误并不常见，因此，医疗设备

中的软件一般会面临更严格的监管审

查。”

他继续说 ：“进入市场的很多医

疗设备通常需要嵌入式处理器。它们

可能不需要很多计算资源，但包含一

些嵌入式处理和软件。难点在于，如

何向监管机构和客户展示设备是安全

的？不会伤害患者？例如，如果是一

台提供日常药品的输液泵，那么我如

何知道该设备能按时提供正确药量而

且不会在半夜停止呢？”

随着设备变得更加复杂，用以

执行多种任务，代码也会随之变得更

复杂和更庞大。Khan 说 ：“可靠的软

件仍然没有被很好地理解。软件非常

复杂，很难调试和理解它的风险。

这种高故障可能性会导致高风险，即

使对于不关乎生命的一般医疗系统

亦是如此。”这也是 FPGA 和最近

的 Zynq SoC 如此受医疗设备制造商

欢迎的主要原因之一。有了这些 All 

Programmable 器件，公司就可以降低

故障风险并加快监管审核过程。他们

可将必须具备可靠性的系统功能在赛

灵思器件的逻辑中实现，同时将其他

不太重要的功能用软件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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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O 61508
ISO 62304
ISO 9001

图 2 – 赛灵思具有经过验证的设计工具，可降低风险并加快设计的监管审核速度。

赛灵思器件加速医疗创新

Khan 说，凭借在医疗电子领域

中的几十年经验，赛灵思开发出了一

套全面的医疗工具箱，其中包含重要

的赛灵思 All Programmable FPGA 和

SoC。该工具箱还包含可确保质量、

可靠性和冗余性的认证设计工具和方

法，以及来自赛灵思和赛灵思联盟计

划成员的经过验证的芯片 IP 和软件

栈。公司最新的 SDSoC ™ 开发环境

将使医疗领域客户能够更快速地开

发最优化系统，将关键功能在 Zynq 

SoC 的逻辑中实现，并使次要功能在

Zynq SoC 的 ARM® 处理系统上运行

（图 2）。

赛灵思在医疗行业已服务 3 0

年，而在过去 10 年中，FPGA 正快速

在医疗设备中替代 ASIC 和 ASSP。

医疗设备的销量相对较低，因此，成

本因素以及严格、耗时的测试与监管

过程使得 ASIC 和 ASSP 变得难以接

受。因此，当今绝大部分医疗设备都

采用一定容量的赛灵思器件。

Khan 说，从 1980 年代末和 1990

年代初开始，客户开始使用较小的赛

灵思 FPGA 作为医疗设备中的传感

器接口。随着时间的推移，FPGA 开

始取代 ASIC 和 ASSP，公司也逐渐

在这种器件中执行更重要的功能。在

最新的设备中，赛灵思器件正在系

统核心位置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尤其是 Zynq SoC 和最近推出的 Zynq 

UltraScale+ ™ MPSoC，这种器件具有

超越 Zynq SoC 的更多安全特性。

Khan 说 ：“凭借 Zynq SoC 产品

组合，我们可以降低风险并加快医疗

创新产品上市速度。我们利用最新的

SDSoC 工具开发设计的软件元素，再

在可编程逻辑架构（而非软件）中实

施，然后添加几层冗余以便在系统中

实现更大的可靠性。”

例如，Khan 说，如果某公司设计

输液泵，部分系统用来控制电机，以

准确地在指定时间提供准确的药量，

并且所有指标完全符合医生的设定

值。同时，输液泵的另一部分起到生

物遥测作用，用来监测患者并确保他

或她状态良好。

Khan 说 ：“利用我们的隔离设计

流程，客户可将系统分为关键和非关

键功能，在逻辑中实现关键功能，并

在系统中的关键功能之间建立物理屏

障。他们可构建额外的安全机制，这

样如果有一种故障条件出现，它就

会在安全和可预测的方式下关闭。此

外，他们可向监管机构展示他们使用

业经验证的赛灵思架构来构建设计。

完整的医疗工具箱

降低风险，缩短开发和认证时间

降低监管风险

降低风险 =
减少监管

审核工作

隔离设计流程

隔离验证流程

12 至 15 年 +
备件提供

全面的医疗 RTOS 和

OS 选择

预认证的工具

与器件

超过医疗产品

寿命的器件

最长寿命 每种 RTOS医疗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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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 TOPIC Embedded Products 的 Dyplo IP 有助于加速医疗产品的设计与开发。

然后，他们可以使用 IDT 工具生成的

报告向监管机构展示信号路径、可预

测的结果以及故障保护。”

凭借赛灵思最新的 SDx 开发环

境（S D A c c e l ™ , 用于将 C、C + +

和 OpenCL ™设计输入 FPGA ；以

及 SDSoC，用于将 C/C++ 设计输入

Zynq SoC），医疗设备公司可以用 C

语言开发系统的原型设计 ；确定哪种

功能（关键和非关键）最适合在硬件

还是软件中运行 ；然后使用隔离设计

流程更详细地实现硬件功能，并添加

冗余层以获得更高可靠性。Khan 说 ：

“使用系统级方法最后可将设计周期

缩短数月。”

Khan 指出，赛灵思在军事和航空

航天领域拥有丰富的经验，因此医疗

设备中所使用的赛灵思商用器件已经

超越了任何辐射要求。另外，赛灵思

竭力确保其器件、Vivado® 设计套件

以及 IP（公司自己的 IP 核以及服务于

医疗设备市场的联盟成员的 IP 核）都

符合严格的质量和安全标准。其中包

括 ISO 60601 第 3 版和 ISO 13485 医

疗器件设计标准 ；国际标准包括 ICE 

61508（功能安全）和 ICE 62304 (RTOS

集成 )。最终结果就是加快客户最终

产品设计的监管审核过程。

Khan 说 ：“客户必须对其最终产

品而非单个器件进行认证，而我们所

做的是确保我们的器件、工具和 IP 符

合这些标准。例如，ICE 62304 是一

种 RTOS 集成标准。联盟成员 QNX

的 RTOS 已经预先通过了 62304 认

证，因此在 Zynq SoC 上使用其产品

可将认证过程缩短六个月。同样，联

盟成员 TOPIC Embedded Products 提

供出色的 IP 产品以进一步加速原型

开发与设计。他们的 IP、设计流程和

SOM 板通过了预先认证，已符合 ISO 

13485 质量管理标准。这使客户能够

进一步缩短监管审核过程。”（可访问

优酷观看相应视频，图 3）

平台策略

随着监管负担和产品上市时间压

力的加重，如今有很多医疗公司都在

采用围绕 Zynq SoC 的平台设计业务

战略。 

Khan 说 ：“市场正快速意识到不

能每款产品都从零开发，需要实施可

扩展的产品线方案。基于平台的设计

和成本很巨大，例如，在医疗成像领

域，公司产品线中包含便携版本、低

端、中端和高端版本。通过针对高端

产品设计基于 Zynq SoC 的平台，就

可以为每个产品等级使用相同硬件，

并对功能进行扩展，通过减少功能来

适应每个终端市场的需求。”

Khan 说，与包含多个分立部件的

平台相比，围绕 Zynq SoC 而构建的

平台方案具有很多优势。他说：“医疗

设备在市场中的生命期通常为 10 至

15 年，比消费了产品长得多，后者通

常只有 2 至 3 年的生命期。医疗设备

的设计时间一般是 3 年，监管审核时

间为 1 至 3 年，最后在市场中的生命

周期为 10 年以上。但是，当今大多

数嵌入式处理器的生命周期大约为 5

年，然后就会出现更新的器件版本。

这是因为大多数都针对消费类市场而

设计。但是在医疗设备行业，如果芯

片因为旧版本停产而需要更换为新版

本，那么整个产品就需要再次进行监

管审核。”

Khan 说，Zynq SoC 和 MPSoC

系列产品能为客户提供嵌入式处理器

或多处理器的性能优势，以及灵活

性、产品差异化和编程安全性。最为

重要的是可提供 I/O 灵活性，以适应

多种协议、传感器和视频配置。Khan

说 ：“Zynq SoC 和 MPSoC 系列产品

中集成了多种系统功能，这样与多芯

片平台相比可显著节省空间、材料成

本和功耗，并加快医疗创新产品的上

市速度。”

如需详细了解赛灵思在医疗应用

领域的信息，请访问 ：http://china.

xilinx. com/applications/medical.

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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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linx FPGA 推动人群 
自动监测技术的发展

基于 Spartan 6 的实时运动

分类系统为人群的自动监测

和监控开辟新途径。

人
群的监控与监测已经成为当

前的一个重要领域。政府和

安全部门都已经开始

寻求在公共场所智能监测人群的

更先进的方式，从而避免在来不及采

取行动之前检测到任何异常活动。但

是在有效达成这一目的之前还需要克

服一些障碍。例如，如果需要一天 24 

小时同时监测整个城市里所有可能的

人群活动，仅靠全人工监测是不可能

的，尤其在安装有数千部监控闭路电

视摄像头的情况下更是如此。

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案在于开发全

新的智能摄像头或视觉系统，借助先

进的视频分析技术自动监测人群的活

动，从而能够立即向中央控制站报告

任何异常事件。

设计这种智能摄像头 / 视觉系统

不仅需要标准的成像传感器和光学设

备，还需要高性能视频处理器来执行

视频分析工作。使用这种功能强大的

板载视频处理器的原因在于先进视频

分析技术具有较高的处理要求，大多

数此类技术通常会使用计算密集型视

频处理算法。

FPG A 非常适合于此类高性能

要求的应用。借助赛灵思  Vivado ® 

Design Suite 中高层次综合 (HLS) 功

能实现的 UltraFast ™ 设计方法，现

在可以为 FPGA 轻松创建理想的高性

能设计。此外，赛灵思 MicroBlaze ™ 

等嵌入式处理器与  FPGA 可重配置

逻辑的完美融合，让用户现在能够将

具有复杂控制流的应用方便地移植到 

FPGA 上。

鉴于这种情况，我们使用 Vivado 

HLS、赛灵思嵌入式开发套件 (EDK) 

和 ISE® Design Suite 中基于软件的

EDA 工具，设计出一种用于人群运

视 觉 系 统 领 域 的 出 色 表 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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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加权绝对差之和（SWAD），

我们计算出图像上分布的

 900 多个运动向量。

动分类和监测系统的原型。这种设计

方法基于我们所认为的软件控制和硬

件加速架构。我们的设计采用低成本

的赛灵思 Spartan®-6 LX45 FPGA。

我们在较短时间内即完成了总体系统

设计，其在设计的实时性能、低成本

和高灵活性方面均展现出颇有前景的

结果。

系统设计

总体系统设计分两个阶段完成。

第一阶段是开发人群运动分类算法。

在这个算法的验证完成后，接下来是

把它实现到 FPGA 中。在开发的第二

阶段，我们主要关注基于 FPGA 的实

时视频处理应用的架构设计方面。具

体工作包括开发实时视频流水线、开

发硬件加速器，最后将二者集成并实

现到算法控制和数据流中，从而完成

系统设计。

下面介绍每个开发阶段，首先从

简要介绍算法设计开始，然后详细介

绍如何将算法实现到 FPGA 平台上。

算法设计

就人群监视和监控而言，文献中

提出了多种算法。大多数此类算法从

在人群场景中检测（或布置）特征点

开始，然后随时间推移跟踪这些特征

点，采集运动统计数据。随后把这些

运动统计数据投射到一些之前预先计

算好的运动模型上，用来预测任何

异常活动 [1]。进一步改进包括聚集

特征点，跟踪这些集群而非单独的

特征点 [2]。

本文的人群运动分类算法基于

相同的概念，除了我们优先使用模板

匹配方法进行运动估计，而不是采用 

Kanade-Lucas- Tomasi (KLT) 特征跟踪

器等传统方法。该模板匹配方法经验

证表明，增加一些计算量能显著改善

低对比度或对比度不断变化情况下的

运动估计。

为将这一方法用于运动估计，我

们将视频帧划分为更小矩形贴片组成

的网格，然后使用基于加权绝对差之

和（SWAD）的方法对每个贴片的当

前图像和之前图像进行运动计算。每

个贴片相应地提供一个运动向量，用

于说明该特定位置两帧之间的运动范

围和方向。结果就是需要在整个图像

上计算超过  900 个运动向量。计算

这些运动向量涉及的具体步骤如图 1

所示。

此外，我们使用加权高斯内核实

现图像中遮挡区和零对比度区的可靠

性。而且，用于计算一个运动向量的

一个贴片处理工作独立于其它贴片的

处理工作，因此该方法非常适合使用 

FPGA 上的并行实现方案。

在计算完整个图像上的运动向

量后，该算法随即计算它们的统计属

性。这些属性包括平均运动向量长

度、运动向量数量、运动的主导方向

和类似指标。

另外我们还计算了运动向量方向

的 360 度柱状图，进一步分析其标准

偏差、平均偏差和偏差系数等属性。

这些统计属性随后被投射到预先计算

好的运动模型上，从而将当前运动分

类到几大类别之一。随后我们运用多

个帧来解释这些统计属性，从而确认

分类结果。

预先计算好的运动模型采用加权

决策树分类器的形式构建，其充分考

虑了这些统计属性来对所观察到的运

动进行分类。例如，如果观察到运动

速度快而且场景中有动量突变，同时

运动方向随机或超出图像平面，就可

以分类为可能的恐慌情况。该算法的

开发工作使用微软 Visual C++ 配合 

OpenCV 库完成。算法的完整演示请

参阅本文文末提供的 Web 链接。

FPGA 实现方案
系统设计的第二阶段是该算法

的 FPGA 实现过程。   这一步实现工作

有它自己的设计难题，例如 FPGA 设

计现在要包括视频输入 / 输出和帧缓

存。此外，有限的资源和可用性能可

 16 赛灵思中国通讯 2015 年第四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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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 计算运动向量的步骤，从图像采集开始（上）

能需要必要的设计优化。

鉴于这些设计特点和其它架构考

虑，整个  FPGA 实现方案被分为三

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在  FPGA 上开

发通用的实时视频流水线，用于处理

必要的视频输入 / 输出和帧缓存。第

二部分是开发算法专用硬件加速器。

最后在设计的第三阶段，我们把它们

集成到一起，实现算法控制和数据

流。这就完成了整个基于  FPGA 的

系统设计。

下面对这个过程的每一阶段进行

更详细的介绍。

实时视频流水线

在为  FPGA 平台开发任何视频

处理应用时，实时视频流水线都是最

重要的构建模块。这个流水线对用户

隐藏了视频输入 / 输出和帧缓存相关

的复杂存储器管理工作，而是提供了

简单的访问界面以供用户处理视频帧

数据。

虽然在这方面目前有几种先进

的、商业许可的视频流水线 [3]，我们

选择构建针对这个用途的定制视频流

水线。我们基于赛灵思 EDK 构建该

流水线，使用定制视频采集 / 显示端

口处理视频输入 / 输出数据。这个流

水线也可以方便地进行配置，从而用

于其它赛灵思 FPGA 系列。

视频采集端口负责解码来自视频 

ADC 的输入视频流数据并在本地缓

存。随后该数据被转发至主存储器，

用于创建视频帧。与此类似，视频显

示端口负责对本地缓存中存储的视频

帧数据进行编码，然后将其转发到视

频 DAC 中供显示使用。视频输入输

出端口连接到 MicroBlaze 主机处理器

的主外设总线，该处理器负责处理与

主存储器之间的视频数据流量。

视频端口能够生成中断，以通

知  MicroBlaze  处理器在视频输入

端口有可用的新数据或视频输入端

口需要新数据。两种视频端口采用

“往复式”缓存管理方案，这样即

使是 MicroBlaze 处理器都无法立即

响应视频端口，也不会发生缓存溢

出或欠载。图 2 所示是视频端口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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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 视频端口及其互联

MicroBlaze 处理器之间的互联。

视频端口设计用于检测和生成视

频行数量、场 ID（如果是隔行视频）

和视频输入 / 输出流中的其它控制信

息。当有足够数量的视频数据被视频

输入端口缓存，或当视频显示端口请

求的数据达到足够数量时，该信息就

会通过视频端口的中断服务例程 (ISR) 

传递给 MicroBlaze 处理器。这些服务

例程相应地通过 DMA 完成视频端口

本地存储器和主存储器之间的视频数

据传输。

除了视频端口 ISR，还有我们称

之为“视频帧队列 API”的一套高级

视频帧队列管理功能在这些 ISR 和用

户层应用之间工作。该 API 负责维持

多个采集帧和显示帧的队列，以支持

双帧或三帧缓存方案。在 MicroBlaze

上运行的用户应用能轻松获得视频采

集帧，或利用“视频帧队列 API”功

能提供视频显示帧。图 3 显示了在层

级结构中各级别的相关功能。

将 M i c r o B l a z e  用作主机处理

器以连接系统中的各个构建模块能

产生众多优势。例如我们可以使用 

MicroBlaze 方便地连接各种外部存储

器（SRAM、SDRAM 等），加载或

存储来自视频端口的视频帧数据。类

似地，我们可以使用 EDK 中的 DMA 

控制器，在视频端口和主存储器之间

传输视频数据。此外，我们还可用 

MicroBlaze 处理器以同样方式连接定

制硬件加速器。

这些“视频帧队列 API”功能加

上视频端口  ISR 和视频输入输出端

口让设计中的视频处理流水线的构造

更加完善。图 4 所示的是使用 FPGA 

上的本视频流水线采集、处理和显示

实际的视频帧。它还显示了通过计算

出的运动向量缩小视图实现的画中画

功能。

基于 Vivado HLS的硬件加速器
在前文介绍的人群运动分类算法

中，最为耗时、计算最密集的工作是计

算运动向量。另一项系统工作——进

行分类——因不涉及像素级的处理，

非常简单而且易于实现。注意到设计

的这个方面，我们为计算运动向量构

建了一个硬件加速器。我们借助赛

灵思 Vivado HLS，用 C/C++ 语言在 

RTL 中对该加速器进行了设计、测试

和综合。

Vivado 生成的 RTL 代码的关键

MicroBlaze 处理器

视频采集端口

说明：  分别表示“控制”和“存储器”接口。

中断控制器

处理器内核

视频显示 DMA 
控制器

M
icroB

laze 外
设
总
线

 (P
LB

 或
 A

X
I)

采集端口界 
面控制器

视频采集端口

视频显示端口

本
地
存
储
器

BT-656 
流编码器

视频 ADC

摄像头

显示器

视频 DAC

BT-656 
流编码器

本
地
存
储
器

显示端口界面

控制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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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 视频端口 ISR 和视频帧队列 API 功能

图 4 – 右下被运动向量网格覆盖的、经过 FPGA 处理后的实际帧

特征之一是其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过了

精心优化。Vivado HSL 把阵列存取

（例如存储在阵列中的像素数据）综

合到存储器接口中，通过分析代码自

动生成所需的地址。Vivado HSL 还可

分析预先计算好的偏移和常量，从而

非常快速地执行所谓的“跨步式”存

储器访问。跨步式存储器访问从图像

的多行数据访问开始（就如同在 2D 

卷积中）。

设计基于 Vivado 的加速器的主

要考虑因素是并行处理运动向量的计

算，最大限度地提高从主存储器中的

数据读取。为此目的，我们使用八个 

Block RAM 并行加载和存储视频帧数

据。硬件加速器的内核能够并行计算

四个运动向量，而且在计算中它会用

到所有八个 Block RAM。从主存储

器传输到这些 Block RAM 的数据由 

MicroBlaze 通过 DMA 加以控制。

Vivado HLS 生成的硬件加速器具

有部分自动生成的握手信号，这些信

号对于启停硬件加速器必不可少。这

些握手信号包含“启动”、“繁忙”、

“闲置”、“完成”等标志。这些标志

通过 GPIO 传送到 MicroBlaze 处理器

以完成握手。图 5 所示为该硬件加速

器、八个 Block RAM 和 MicroBlaze 

处理器主外设总线之间的互联。

图 5 中分别被命名为 SA1、TA1 

到 SA4、TA4 的这些 Block RAM，每

个的容量为 16KB。每对 SA1、TA1 

到 SA4、TA4 能够保存计算一个完整

行的运动向量所需的数据。因此硬件

加速器在完成运行后，会输出四行运

动向量写回到相同的 Block RAM 存储

器中。这些计算完的运动向量随即由 

MicroBlaze 处理器读回，然后把结果

以运动向量网格的形式复制到自己的

主存储器中。（图 4 所示的是被硬件

加速器计算出的运动向量网格覆盖的

实际帧）

该硬件加速器在 200MHz 频率下

工作，计算整个图像的运动向量所需

的全部处理任务能够在不足 10 毫秒

内完成，包括与存储器之间的所有数

据往来传输。

算法控制和数据流

在视频流水线和硬件加速器开发

就绪后，完成该系统的最后一步是把

这两个单元与 MicroBlaze 主机处理

器集成，并使用赛灵思软件开发套件 

(SDK_，用 C/C++ 实现用户层应用的

算法控制和数据流。   在赛灵思 SDK 

中实现算法控制和数据流能为设计带

来极大的灵活性。这是因为用户可以

用相同的方式设计和集成新的硬件加

速器，同时还可以修改必要的控制和

数据流以集成新的硬件加速器。最终

得到的就是一种软件控制、硬件加速

的设计，其灵活度可媲美纯软件实现

方案，同时其性能可媲美纯硬件实现

方案。

用户应用

（算法控制与数据流）

视频帧队列 API

视频端口低层 IS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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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 基于 Vivado HLS 的硬件加速器及其互联

本文介绍的人群运动分类算法的

控制和数据流从通过视频帧队列 API 

功能采集视频帧开始。当视频帧获取

完毕，用户应用把当前的和之前的视

频帧数据传输到硬件加速器，完成运

动向量的计算。

此时系统在软件中计算运动向

量的统计属性和分类结果。这样做的

原因是这些步骤不涉及任何像素级处

理，只会增加很少的处理开销。当

分类结果计算完成时，用屏幕显示

（OSD）功能把结果和运动向量显示在

处理后的帧上。这些屏幕显示功能也

是在赛灵思 SDK 中用 C/C++ 语言实

现的。

这些构建模块（实时视频流水

线、硬件加速器和算法控制 / 数据

流）全部就绪后，总体系统设计即告

完成。随后我们对基于 FPGA 的实现

方案进行了测试，并与之前的桌面 PC 

型实现方案比较结果的准确性。两个

结果是完全一致的。我们使用来自明

尼苏达大学数据库 (http://mha.cs.umn.

edu/proj_recognition.sht- ml) 和来自 

www.gettyimages.com 的各种测试视频

对本系统进行了测试。

实现方案结果

整个设计只使用了  Spar tan-6-

LX45 FPGA 上 30% 的 Slice LUT、

60% 的 BRAM 和 12% 的 DSP48E 乘

法器资源。

图  6  所示是硬件设置（上）和

MicroBlaze 处理器

硬件加速器
DMA 控制器

中断控制器

SWAD
引擎 -1

SWAD
引擎 -2

SWAD
引擎 -3

SWAD
引擎 -4

控制握手

处理器内核

M
icroB

laze PLB
 或

 A
XI 外

设
总
线

搜索区域

控制器

4 核 SAD 计算硬件加速

模板区域

控制器

SA-X、TA-X
芯片 - 选择 

GPIO 控制器

硬件加速器

握手 GPIO
控制器

说明：  表示存储器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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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 硬件设置（上）和把场景分类为惊恐的实际 FPGA 处理后的帧

vec- tors-computation-on-fpga_news

http://www.dailymotion.com/

video/  x28sq1c_crowd-motion-

classifica-  tion-using-motion-

vectors-statisti- cal-features_school

巨大的未来潜力

FPGA 是面向实时视频处理等需

要高性能的应用的理想平台。开发这

种应用要求进行一定的架构考量，以

充分发挥所选 FPGA 的性能优势。此

外使用 EDK 和 Vivado HLS 等先进工

具，能够以比过去高得多的效率和更

短的开发时间实现总体系统设计。

因此正如我们在本文中所展示

的，利用上述工具在 FPGA 上实现性

能关键型应用有着巨大的潜力。有这

样成功运行的平台作为先例，我们期

望把这一成果推广用于解决更多的技

术问题，例如自动化交通监测、医院

中的自动病患观察等更多的应用。  

参考资料

1 Ramin Mehran、Mubarak Shah，《使

用社会力模型检测异常人群行为》，

IEEE 计算机视觉与模式识别 (CVPR) 
国际会议，迈阿密，2009 年 

2 Duan-Yu Chen、Po-Chung Huang，
《基于运动的人群异常事件检测》，

《视觉计算和图像显示期刊（Journal 
o f  Visual  Computat ion and Image   
Representation）》，2011 年第 2 期第 
22 卷，第 178-186 页

3 OmniTek OSVP ：http://omnitek.tv/sites/ 
default/files/OSVP.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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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系统输出。硬件设置由 Digilent 

Atlys Spartan 6 FPGA 板和定制视频接

口卡组成，利用视频 ADC 和 DAC 可

为 FPGA 提供视频输入 / 输出功能。

如欲观看该系统的详细演示视频，敬

请访问下列 Web 链接 ：

http://www.dailymotion.com/

video/ x2av1wo_fpga-based-real-

t ime -hu -  man- c rowd-mot ion -

classification-de- mo_school

http://www.dailymotion.com/

vid- eo/x23icxj_real-time-mo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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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 Zynq SoC  
测试新型存储器 
技术芯片 
基于赛灵思 ZC706 评估套件的平台被

证实用作高通 Qualcomm 的 MRAM 测

试，足够快速灵活。

测试测量领域的出色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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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
子产业正在大力投资开发 PRAM、

MRAM 和 RRAM 等新型存储器技

术。新型存储器技术测试芯片的性

能快速提高，但这种存储器要做到能与传统存

储器全面抗衡乃至取代传统存储器还需要更多

的努力。

通常说来，有了新型存储器技术的测试芯

片，能够完成制造相关的基础测试，例如会检

查固化故障、转换故障和地址解码故障等。同

时还有一种测试也是必需的，那就是要进行性

能相关的测试，了解芯片可靠存取的速度能有

多快，以及芯片存取速度如何影响整个计算系

统性能。

为了成功进行规划的性能测试，测试环境

必须能够生成可配置的数字波形来存取芯片。

同时还要创建整个计算环境来测量芯片存取速

度的影响。创建或购买测试环境、满足上述需

求有多种方法。我们在高通的团队决定采用赛

灵思 Zynq®-7000 All Programmable SoC ZC706 

评估套件来打造自己的环境。

存储器进出

DRAM、SRAM 和闪存等传统存储器技术

用存储器单元中的电荷来存储 0 和 1。DRAM 

广泛被 PC 和移动计算设备用来运行程序和存

储临时数据。SRAM 通常用作微处理器的高速

缓存存储器和寄存器薄，同时也经常用于对功

耗问题很敏感的嵌入式系统中。与 DRAM 和 

SRAM 不同，闪存存储器在系统断电后仍能永

久保存数据。闪存存储器的运行速度比其他存

储器要慢，大量编程循环后可能会磨损。

相对于传统基于电荷的存储器技术而言，

新型存储器技术基于存储元件的其他物理属

性。举例来说，磁阻 RAM (MRAM) 的存储器

元件由两个铁磁板组成，这两个铁磁板由一层

薄薄的绝缘层隔离。每片铁磁板都能保有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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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运行在 Zynq SoC 的

ARM A9 处理器上，而存储器控制器

内核则用可编程逻辑创建。

图 1 – 测试环境的硬件架构

化属性，一个是永久性的，另一个可

有外部场改变，从而存储数据。通过

测量元件电阻即能读取存储的数据。

MRAM 存取速度类似于 SRAM，密

度类似于  DRAM。相比于闪存存储

器，MRAM 运行速度更快，而且不会

因编程而被磨损。

要求分析

在设计  M RA M  测试芯片评估

方案时，我们决定采用 Zynq SoC 方

法，这主要出于以下考虑 ：

• ZC706 开发板的  FPGA 夹层卡 

(FMC) 接口通过 FMC 子卡提供进

出存储器测试芯片的高速信号发送

功能。

• Zynq SoC 的可编程逻辑 (PL) 部分

能构建参数化存储器控制器内核。

这对满足测试芯片差异化存取速度

的要求很重要。

• Zynq SoC 的处理系统 (PS) 包括两

个 ARM® A9 内核，能通过软件修

改测试芯片存取速度。

• PS 也能构建完整的计算系统，这

对满足测试系统在全面计算环境下

测量芯片存取速度的影响的要求很

重要。

硬件和系统架构

芯片测试环境的硬件架构如图 1 

所示。软件运行在 Zynq SoC 的 ARM 

A9 处理器上，而存储器控制器内核

用可编程逻辑创建。我们在 PS 和控

制器内核之间建立 DMA 通道，以便

在彼此之间能方便地移动大数据块。

存储器测试芯片位于 FMC 子卡上，

赛灵思 ZC706 评估板

存储器控制器 测试芯片

FMC子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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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 测试环境的系统架构

应用 测试配置

性能特性分析

操作系统 Linaro Linux

设备驱动程序 存储器控制器

设备驱动程序

内核 2 个 ARM A9  
处理器

存储器控制器

器件 XC7Z045 SoC 存储器测试芯片

单板 ZC706 评估板 FMC 子卡

其通过 FMC 接口与存储器控制器内

核通信。

系统架构如图  2  所示。底部三

层为硬件层，顶部三层为软件层。我

们选择 Linux 为操作系统，因为这是

一种开源系统，源代码能根据需要修

改。虽然目前开发阶段没有进行修

改，但今后这种新型存储器芯片发挥

独特属性优势时或许能用得上。

我们在应用层编写的软件分为

两类。一类用于配置存储器控制器内

核 ；另一类涉及存储器芯片和整体系

统性能的特性分析。

软硬件轻松移植

在当地赛灵思现场应用工程师

(FAE) 的帮助下，我们一个月就建起

了测试环境。我们大部分精力放在设

计和实现软硬件层之间的接口上，这

也是我们喜欢 Zynq SoC 的一大原因：

它在单个器件中集成了微处理器和可

编程逻辑，这就使得软硬件之间功

能迁移变得相当简单。在我们的设计

中，我们几次微调软硬件分区，最终

才确定我们喜欢的方案。为了在基于 

Zynq SoC 的系统上方便地工作，需要

比较深入地了解软硬件。

我们也很喜欢 Vivado® 设计套件

工具链。Vivado 环境能简单直观地展

示设计模块，自动分配寄存器地址并

检查错误，然后再导出硬件信息到软

件开发阶段。Vivado 设计套件还提供

系统内信号级调试功能，这是明确发

现 RTL 问题根源的必备功能。

最后我们要提的就是 Linux OS。

我们应用层的软件主要基于  GUI，

Linux OS 倍受青睐，也让我们能利用

此前 Linux GUI 的开发经验，从而快

速启动并运行测试程序。

快速和低成本

采用 Zynq-7000 All Programmable 

SoC ZC706 评估套件，我们的团队能

快速构建完整的计算环境，从而以最

低成本测试新型存储器技术芯片。我

们希望有朝一日能用相同的设计方法

去构建用于其他目的的类似系统。  

赛灵思宣布推出 
Spartan-7 FPGA 系列 

为成本敏感型应用而设计的灵

活的I/O密集型器件

2015 年 11 月 24 日，北京 — 赛

灵思公司 (NASDAQ:XLNX) 今天宣

布为成本敏感型应用推出灵活的 I/O 

密集型器件 —— Spartan®-7 FPGA 系

列。该新型系列器件可满足汽车、消

费类电子、工业物联网、数据中心、

有线 / 无线通信和便携式医疗解决方

案等多种不同市场领域的连接需求。

全新的 Spartan-7 FPGA 将得到免费 

Vivado® 设计套件 WebPACK ™ 版本

以及 Vivado 设计版本和系统版本的

支持，能够快速集成和实现。

Spartan-7 FPGA 系列采用小型封

装却拥有高比例的 I/O 数量，这对成

本敏感型市场至关重要。该系列的单

位功耗性价比相较前代产品提升多达 

4 倍，可提供灵活的连接能力、接口

桥接和辅助芯片等功能。

赛灵思公司 FPGA 和 SoC 产品

管理和市场营销高级总监 Kirk Saban 

指出 ：“赛灵思长期以来通过 Spartan

系列产品提供低成本最优化解决方

案，Spartan-7 FPGA 系列的推出再次

证明了我们对这一传统市场的承诺，

同时也进一步扩展了我们在  I/O 密

度、小型化封装和能效等方面连续数

代的领先地位。”

该最新系列器件将与业界领先的 

Vivado 设计套件进行协同优化，提

供以 IP 和系统为中心的开发环境，

以应对各种成本敏感市场常见的更短

开发周期的需求和严格的产品上市

时间的压力。Spartan-7 FPGA 系列的

推出，将进一步壮大采用台积公司 

(TSMC) 28nm HPL 工艺的现有赛灵

思 7 系列产品阵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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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 Artix-7 FPGA 
设计高性能 USB 
器件

低功耗赛灵思 FPGA 系列使

总线供电的 USB 器件设计垂手可得。

测试测量领域的出色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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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Tom Myers
高级硬件工程师，Anritsu 公司

tom.myers@anritsu.com

凭借在市场中数十亿的端口数量，通用串行

总线 (USB) 成为实现主机与外设之间千兆位以下

连接的首选接口。不过，由于 USB 规范有着严格

的浪涌电流和稳态工作电流限值要求，因此由总

线供电的器件应用经常忽视 FPGA，而是更愿意

采用性能和灵活性都不及 FPGA 的微控制器解决

方案。

随着赛灵思低功耗系列器件中最新成员 

Artix®-7 的问世，这种情况将不复存在。通过严加

注意系统级功率转换效率和排序，并使用 Vivado® 

Design Suite 中的功耗估算和优化工具，设计人员

能够克服这些挑战性限制，从而实现高性能、紧

密集成的并由总线供电的定制器件。

让我们来看一下如何以 Artix-7 MicroBlaze ™ 

平台为基础构建由总线供电的 USB 2.0 高速器件。

在 Anritsu 公司，我们成功利用该方案开发出一

款最新的微波功率测量产品。该新产品设计采用 

USB 2.0 高速接口，相比前一代采用 USB 全速微

控制器解决方案的产品而言，显著提高了测量吞

吐量。更高的测量吞吐量可缩短制造生产测试应

用的测试时间。最终可帮助客户节约成本。

系统设计

Anritsu 项目中，我们必须要克服的主要障碍

是 500 毫安（额定 5V）的稳态电流消耗限值。因

测 试 测 量 领 域 的 出 色 表 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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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器件的晶片温度能减少漏电流功耗。 

策略包括尽可能减小器件晶片尺寸 

并选择尽可能大的封装。

图 1 – 基于 Artix-7 的设计方案的系统架构

此，我们的系统设计方案以功耗预算

为中心。我们将数据手册上电流消耗

的典型值和最大值制成功率预算电子

数据表。

功率预算中的大部分是针对 

200MB 的最小片外存储器需求。最

适合此需求的是标准 4Gb LPDDR2 器

件。我们利用厂商应用指南提供的详

细方法生成该器件的电流消耗估算，

并应用估算的数据流配置文件。我们

还利用 Xilinx Power Estimator (XPE) 

等工具 , 通过假设功能、时钟速率和

触发率 , 对各种可编程器件及其它解

决方案进行了评估。

我们确定了几款备选器件，并且

利用 MicroBlaze、存储器控制器（使

用存储器接口生成器 (MIG)）构建出

完整系统的子系统，再使用 Vivado 的 

IP Integrator 工具添加各种外设的接口

模块，以精确功耗、尺寸和 I/O 估算

值。我们快速获得可综合目标，并利

用 Vivado 功耗报告精算功耗大小。

由于 MIG 本身不提供到 LPDDR2 

器件的 AXI 本地连接，因此我们过后

自己开发该链路。在我们的 AXI 层

(shim) 做好之前，我们使用 MIG 生成

的 LPDDR2 实例设计进行初步的功耗

估算和尺寸调整。图 1 给出了得到的

系统架构。

正如“Vivado Design Suite 用

总线供电的 Artix-7 USB 器件架构

LPDDR2
存储器接口

PLL, 内核逻辑速率

为 100 MHz

AXI 垫片

(shim)

AXI4
互连

中断控制器

JTAG
配置 / 调试

JTAG
连接器

AXI4 Lite
高速缓存

USB
内核

USB

32 位数据

路径 @ 
100 MHz

XADC
温度 / 电压

监控器

SPI
控制器

SPI 闪存配置 / 启动 
256Mb/1.8V

FPGA
赛灵思

XC7A100TFGG484-2L

系统时钟

AXI4 Lite
互连

USB ULPI
收发器

USB
连接器

5V 至 1.8V
Reg

5V 至 1.2V
Reg

5V 至 1.0V
Reg

复位控制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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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 QuickBoot 闪存存储器组件和配置方法

图 2 – QuickBoot 闪存存储器组件和配置方法

户 指 南 ：赛 灵 思 功 耗 分 析 与 优

化”(UG907) 中介绍的那样，降低器

件的晶片温度能够减少漏电流功耗。

我们使用的策略包括根据应用严格的

板级空间约束，尽可能缩小器件晶片

尺寸并选择尽可能大的器件封装。

我们通过减少电源数量来最大程

度降低转换损耗和稳压器电路成本。

在确定器件功耗要求后，我们设计了

电压转换电路，用以将额定的  USB 

5V 总线电压降至电轨电压。

目前为止，我们一直在关注稳态

电流消耗。不过，还必须考虑到浪涌

电流消耗。最小化浪涌电流的方法之

一是选择具有软启动功能的稳压器控

制上电排序。您必须将 FPGA 的上电

顺序和斜坡时间要求与 USB 要求进行

权衡。

从容应对意料之外的情况

尽管提供各种机制用以正确地关

闭和移除 USB 设备，但现实中很多

用户会不顾警告鲁莽地拔下设备。如

果固件更新过程不够稳健可靠，就会

出现问题，导致无响应的“砖头”设

备，客户不悦，以及成本不菲的设备

返厂以进行固件恢复。Anritsu 凭借大

批量制造测试的可靠性和速度，在竞

争中脱颖而出。因此，我们的主要要

求包括快速启动时间和快速固件升级

时间。

我们通过实现赛灵思应用指南 

XAPP1081 介绍的和图  2 中总结的 

QuickBoot 黄金镜像固件升级架构与

流程，解决了这个问题。传统 7 系列

回读多重启动解决方案采用的启动过

程可保持已知正确的“黄金”镜像，

在配置闪存存储器中包含比特流。在

更新过程中，更新的“工作”镜像

在“黄金”镜像之后载入存储器。如

果更新过程失败或者“工作”镜像损

坏，FPGA 会自动检测错误并回读至

“黄金”镜像。XAPP1081 Quick-Boot 

方法进一步扩展该过程，使其具备更

完善的配置时间和“黄金”镜像更新

特性。

在该项目成功的基础之上，我们

进一步展望下一代赛灵思器件将如何

为 Anritsu 产品实现更多功能。例如，

大量的功耗预算被片外 SDRAM 互联

占用。我们期望研究如何利用更新的 

16nm UltraScale+ 系列的 UltraRAM 来

减少或消除该负载，或许可以在应用

中采用支持 ARM7 的 Zynq®-7000 All 

Programmable SoC 产品线。

如需了解更多信息，敬请联系 ：

tom.myers@anritsu.com.  

配置步骤 1 ：FPGA 配
置从这里开始 – 读取

关键开关字

组件 1:QuickBoot 报
头

配置步骤 2A ：如果关键开关字

为“ON”，那么执行热启动并

跳至更新比特流。

配置步骤 2B: 同步和加

载更新比特流。

配置步骤 3A: 如果关键开

关字为“OFF”，那么忽

略热启动序列。

配置步骤 3B: 同步和加载

黄金比特流。

闪存存储器

关键开关字

热启动跳转序列

组件 2:黄金比特流

组件 3:更新比特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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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基于 FPGA 的
模糊控制器控制

蔗糖提取

工业领域的出色表现

作者：Deepali Vyas
在读硕士研究生

印度拉贾斯坦 Lakshmangarh 市  
Mody 科技大学

deepalivyas100@yahoo.com

Yogesh Misra 研究员 
印度拉贾斯坦 Chittorgarh 市 Mewar 大学

yogeshmisra@yahoo.com

H. R. Kamath
主任

印度中央邦 Indore 市 Malwa 理工学院 
rskamath272@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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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赛灵思 Virtex-6 FPGA 实现的三

输入模糊控制器可在甘蔗制糖过程中

保持甘蔗水平高度。

食
糖是日常生活中广泛使用的

重要食品配料成分。全球一

半以上的原糖都从甘蔗中榨

取获得。印度是仅次于巴西的世界第

二大食糖生产国，从事甘蔗种植的农

民及其家属数量有 6000 万，产值达 

120 亿美元。

由于甘蔗汁的提取是非线性过

程，因此我们的团队将模糊逻辑作

为改善流量的方法。Mody 科技大学 

(MITS) 研究人员的分析表明，利用赛

灵思 FPGA 设计和实现的模糊控制器

的性能优于传统控制器。如果每天压

榨 2,500 吨甘蔗，就需要 26.6 kg/s 的

流速。

在具体研究如何实现三输入模糊

控制器之前，我们有必要了解食糖制

造的基本知识。

如何提取甘蔗

图 1 给出了甘蔗汁提取流程图。

甘蔗坯料是指制糖厂把从甘蔗种植者

手中收购来的甘蔗进行称重，并卸在

院子内。利用起重机将甘蔗放在传送

带上。甘蔗传送带不断移动，负责将

甘蔗送到食糖生产厂房内。

甘蔗首先通过两组旋转切刀。

切刀将甘蔗切成小段，然后撕蔗机将

小段甘蔗切成小块纤维。倾斜传送

带将这些大约  1-2cm 的甘蔗块送入 

Donnelly 榨糖机。压榨机的两三个压

辊对甘蔗块进行压榨以提取甘蔗汁。

该过程在五六套压榨机中重复进行。

剩余的残留物称为甘蔗渣 , 被送到锅

炉中作为燃料使用 ；提取的甘蔗汁需

要送去净化，然后送到蒸发器中做成

蔗糖。

待加工的甘蔗非常不均匀，在提

取汁液过程中会对压榨机效率产生不

利影响，可导致压榨机故障、停机和

设备堵塞。为了获得最佳的甘蔗汁提

取效果，有必要使 Donnelly 榨糖机中

的甘蔗水平面保持所需的高度。

我们希望模糊逻辑比传统控制器

更好地改变倾斜传送带的速度，以消

除甘蔗供给不均的问题并保持所需的

甘蔗水平高度。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尝

试将模糊逻辑概念引入制糖领域。

2014 年，我们所做的第一步是设

计一款双输入模糊控制器 [1]，用来精

确监测两个参数的变化 ：倾斜传送带

上的甘蔗重量以及 Donnelly 榨糖机中

的甘蔗高度。该控制器的作用是保持

榨糖机中的恒定高度，以维持所需的

26.6kg/s 的流速。当我们将检测结果

与传统控制器的结果进行对比时，可

清楚看到双输入模糊控制器的效果要

好得多。由于甘蔗在辊子间被压碎，

因此我们决定在相同算法中导入第三

个参数——辊速——作为实验参数。

在加入第三个参数辊速后表明，该变

量与其他两个变量同样重要。

因此，2014 年我们将辊速作为第

三个参数 [2]。我们利用这个附加参数

重新设计了算法，并使用 MATLAB® 

实现。当新型三输入控制器软件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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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 甘蔗汁提取流程图

方案完成后 [3]，下一步是实现算法

和使用赛灵思 FPGA 开发整个模糊系

统。FPGA 这种可重编程芯片能够对

电子电路进行实时的硬件实现。这种

芯片非常可靠，性价比高，而且可在

制造之前检查电路性能。因此，赛灵

思 Virtex®-6 FPGA 成为了完美的硬件

实现解决方案。

硬件设计

图  2  给出了三输入模糊控制器

的算法。三输入模糊控制器的控制原

理与双输入版本相同，只是根据三个

输入进行修改，并在 MATLAB 上实

现。控制原理为 ：控制器控制重量、

高度和辊速的三个速度等级，即低

辊速 (RL ：12cm/s)，中辊速 (RM ：

14.3cm/s) 和高辊速 (RR ：16.6cm/s)。

在 MATLAB 上设计控制器后，

下一步是设计用于测量输入参数所需

的硬件。称重传感器用于测量倾斜传

送带上的甘蔗量。为了测量榨糖机中

的甘蔗水平高度，我们在设计中添加

了高度传感器。测速发电机用于测量

辊子的旋转速度。

称重传感器、高度传感器和测

速发电机的输出仅为微伏。为了能在

接下来的步骤中使用这些指标，我们

必须将输出电压值放大成可测量的电

平，也就是从微伏变为毫伏。我们使

用 PSpice 上的信号调节系统来进行放

大。接下来，我们利用与调节系统串

联的模数转换器 (ADC) 将结果转为数

字值。这样，放大后的输入就被送到

控制器中。

五步过程

使用赛灵思硬件的模糊控制器的 

VHDL 实现过程分为五个步骤 ：输入

模糊化、规则评估、逻辑蕴涵、聚合

和去模糊化。

设计模糊逻辑控制器有两种方

法，即 Mamdani 和 Sugeno。Mamdani 

法难度大而且非常复杂。根据研究显

示，Mamdani 方法需要通过对不断变

化的函数进行积分来得到二维形状的

几何中心。因此，这种方法在计算上

不够高效。另一方面，而 Sugeno 设

计方法则简单得多。因此，我们采用

了 Sugeno 实现方法。

第一步是模糊化，包括将明确

值转换为模糊值，然后由隶属函数代

表。明确值为特定集 ；模糊值属于特

定范围但不限于特定集内。

三个输入变量分别是重量、高度

和辊速。使用三角隶属函数来代表这

些输入变量。输入参数“重量”的论

域为 500kg-1,000kg，它被模糊化为 

11 个三角语言变量 (LV)。输入参数

“高度”的论域为 0-180cm，它被模糊

化为 7 个三角语言变量 (LV)。输入参

数“辊速”的论域为 12cm/s-16.6cm/

s，它被模糊化为 3 个三角语言变量

(LV)。

VHDL 代码方面的模糊化如下所

示。我们用三个点和两个斜率定义每

个隶属函数，如图 3 所示。使用下列

等式计算上斜率（斜率 1）和下斜率

（斜率 2）：

S1= (y2-y1/Point2-x1) 

S2= (y2-y1/x2- Point 2)

隶属度  (DOM) 函数  (µ)  是模

糊化的下一步。我们的算法将隶属

函数分成四个部分，即  S e g m e n t -

1(µ=0),Segment-2{(Input - point 1)* 

slope 1},Segment-3{(Input-point 2)* 

slope 2} 以及 Segment-4 (µ=0)。DOM 

值计算如下 ：

• 如果输入值 < Point 1 (Segment 1)，

那么 DOM =0。

• 如果输入值 ≤ Point 2，且 ≥ Point 1 

(Segment 2)，那么 DOM = (Input-

Point 1) * Slope 1。

• 如果输入值 ≤ Point 3，且 ≥ Point 

1 (Segment 3)，那么 DOM = FF- 

(Input–Point 2) * Slope 2。

• 如果输入值  ≥ Point 3 (Segment 

4)，那么 DOM = 0。

甘蔗传送带

甘蔗切刀

撕蔗机

用于锅炉的甘
蔗渣

需净化的
甘蔗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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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 三输入模糊控制器算法开发

Roll Speed

RL RM RR

‘HEIGHT’ = EL ‘HEIGHT’ = VL ‘HEIGHT’ = L

NO NO NO

YES YES YES

‘HEIGHT’ = VH ‘HEIGHT’ = H ‘HEIGHT’ = JR

NO NO NO

YES YES YES

Feed Rate = +42% of Flow Rate

For ‘WEIGHT’ = SL, UL, EL, VL, l,
JR, H, VH, EH, UH and SH

Feed Rate = +31% of Flow Rate

For ‘WEIGHT’ = SL, UL, EL, VL, l,
JR, H, VH, EH, UH and SH

Feed Rate = +20% of Flow Rate

For ‘WEIGHT’ = SL, UL, EL, VL, l,
JR, H, VH, EH, UH and SH

Feed Rate = +31% of Flow Rate

For ‘WEIGHT’ = SL, UL, EL, VL, l,
JR, H, VH, EH, UH and SH

Feed Rate = +20% of Flow Rate

For ‘WEIGHT’ = SL, UL, EL, VL, l,
JR, H, VH, EH, UH and SH

Feed Rate = Flow Rate

For ‘WEIGHT’ = SL, UL, EL, VL, l,
JR, H, VH, EH, UH and SH

Feed Rate = +20% of Flow Rate

For ‘WEIGHT’ = SL, UL, EL, VL, l,
JR, H, VH, EH, UH and SH

‘HEIGHT’ = EH

YES

NO

图 3 – 由三个点和两个斜率定义的隶属函数

Y2

Y1

X1 X2

1

1.5

0

0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

Segment 1
Segment 2 Segment 3 Segment 4

Point 1

Point 2

Point 3

Slope 1
Slope 2

辊速

 32 赛灵思中国通讯 2015 年第四季度  2015 年第四季度  赛灵思中国通讯  33

工 业 领 域 的 出 色 表 现



表 1 – 甘蔗高度在 90cm 时，每次抽样辊速都不同。

* FPGA 实现的系统每次抽样后的甘蔗高度      ** MATLAB 实现的系统每次抽样后的甘蔗高度

不同的隶属度

下一步是规则设计，以确定为

响应不同隶属度函数所采取的行动。

使用简单的 If-Then 条件构成模糊规

则，其中每个先行词 (antecedent) 都

有结果。MATLAB 中的“Fuzzy Logic 

Toolbox”提供用以组合多个先行词

的不同运算符。我们选择 AND 运算

符将三个先行词进行组合，因为它的

多个先行词运算最少。对于三输入控

制器而言，总共生成  231 条规则。

我们为这些规则设计了一个规格表。

最小值函数可以找到三个值中的最小

值，即计算出三个输入变量中的最小 

DOM 值。

我们还发现很多规则的结果是

相同的。收集所有具有相同结果的规

则，并使用最大值函数计算这些值中

的最大数。下一步，我们收集所有具

有相同结果的规则。编写不同的最大

值函数用以评估整个语言变量 (LV) 的

最大值。

在识别每个规则的输出之后，最

后一步是将所有输出整合成单个值，

换句话说，就是将这些值转换为确定

值。这可通过去模糊化来完成。

去模糊化是模糊系统设计中的最

后一步也是重要的一步。去模糊化的

值可用来生成一个确定值，它就是倾

斜电机的速度。我们所用的 Sugeno 

去模糊法属于加权平均法。在该方法

中，我们将从聚合中获得的模糊输出

与相应的单个值相乘，然后用这些值

的总和除以从规则评估中获得的所有

模糊输出（也就是聚合后获得的值）

的总和。

VIRTEX-6 实现
在实现以上步骤后，我们成功使

用三角从属函数和中心去模糊法设计

出一种三输入模糊控制器。程序代码

已经由作者提供。我们使用 MATLAB 

7.11.0.584 版本 (R2020b) 的 Fuzzy 

Toolbox 仿真三输入模糊控制器，并

利用赛灵思的 ISE® Design Suite14.5 

参数 甘蔗水平
高度
(cm) 

甘蔗
重量
(kg)

电机
速度
(rpm)

传送带
速度

(cm/s)

传送带中
的甘蔗

(kg/cm)

进料
速度

(kg/s)

下次
抽样
数据

甘蔗水平
高度

*(VHDL)

甘蔗
(MATLAB)

** (cm)
时间

(秒)
辊速

(cm/s)
kg cm

0 15.4 90.0 750 47.0 24.6 0.938 23.1 -16.0 -6.4 83.6 85.7
10 15.8 83.6 729 52.0 27.2 0.911 24.8 -5.0 -2.0 81.6 84.3
20 15.0 81.6 792 50.0 26.2 0.990 25.9 +19.0 +7.6 89.2 90.4
30 16.2 89.2 908 42.0 22.0 1.135 25.0 -9.0 -3.6 85.6 86.5
40 16.6 85.6 965 44.0 23.0 1.206 27.7 +11.0 +3.9 89.5 90.5
50 13.4 89.5 720 49.0 25.7 0.900 23.1 +16.0 +6.4 95.9 95.9
60 13.8 95.9 760 39.0 20.4 0.950 19.4 -27.0 -9.6 86.3 86.3
70 13.4 86.3 790 44.0 23.0 0.988 22.7 +12.0 +4.8 91.1 91.3
80 15.4 91.1 820 46.0 24.1 1.025 24.7 0.0 0.0 91.1 93.4
90 16.2 91.1 555 73.0 38.2 0.694 26.5 -4.0 -1.6 89.5 93.4
100 13.0 89.5 609 51.0 26.7 0.761 20.3 -5.0 -2.0 87.5 92.3
110 14.3 87.5 578 62.0 32.5 0.723 23.5 +6.0 +2.4 89.9 90.2
120 14.6 89.9 598 57.0 29.8 0.748 22.3 -11.0 -4.4 85.5 87.0
130 12.3 85.5 700 44.0 23.0 0.875 20.1 +4.0 +1.6 87.1 88.8
140 12.6 87.1 679 48.0 25.1 0.849 21.3 +11.0 +4.4 91.5 91.7
150 15.4 91.5 800 46.0 24.1 1.000 24.1 -6.0 -2.4 89.1 91.3
160 12.0 89.1 845 32.0 16.8 1.056 17.7 -15.0 -6.0 83.1 84.2
170 14.3 83.1 835 45.0 23.6 1.044 24.6 +17.0 +6.1 89.2 90.3
180 14.6 89.2 874 42.0 22.0 1.093 24.0 +6.0 +2.4 91.6 92.1
190 15.0 91.6 900 41.0 21.5 1.125 24.2 +2.0 +0.8 92.4 92.1
200 15.4 92.4 924 40.0 20.9 1.155 24.1 -6.0 -2.4 90.0 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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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 当重量为 750kg，高度为 90cm，辊速为 16.6 cm/s 时的仿真波形

表 2 – 结果对比

并使用  VHDL 在赛灵思  Vi r t ex -6 

FPGA 上 将其实现。采样周期为 10 

秒，仿真总时长为 200 秒。

我们调差了六个不同情况下总共 

756 种不同的输入参数条件，但我们

重点研究的是仿真最初阶段传送带上

甘蔗高度和甘蔗重量分别为 90cm 和 

750kg 的这种情况。辊速在每次抽样

时均有所变化。表 1 给出了仿真结果。

硬件实现步骤包括在我们 MITS 

校园实验室中进行的 VHDL 建模、

仿真、综合和  FPGA 实现。我们使

用混合型建模方法来设计三输入模糊

控制器的 VHDL 模型，其中包括行

为建模和结构建模。该设计在赛灵思

的 ISim 仿真器上进行仿真。ISim 生

成的波形用来验证控制器的功能。

图 4 给出了倾斜传送带中甘蔗重量

为 750kg，Donnelly 榨糖机中甘蔗高

度为 90cm，辊速为 16.6cm/s 时的仿

真波形。在这些条件下，期望的倾斜

电机速度为 54.2rpm (MATLAB)。去

模糊化仿真结果为 36H 或 54 rpm, 与 

MATLAB 结果匹配 , 并验证了设计。

仿真之后，我们对设计进行综

合，以生成技术原理图和粗略的器

件利用报告。我们发现我们的设计

使用了 78% 以上的 Virtex-6 Slice 查

找表 (LUT)，93% 的已占用 Slice，

1% 的  S l ice  寄存器，以及  1% 的 

LUT 触发器。

然后，我们将 VHDL 结果与传统

控制器结果进行对比（见表 2）。对比

结果表明模糊逻辑系统比传统控制器

效率更高。

位于 MITS 的实验室提供一块用

于研究的 Spartan®-6 FPGA。然而，

我们发现所需的 LUT 模块数量超出了

目标器件的容量。这就是为什么我们

转而在 Virtex-6 上实现设计。但是，

由于缺少资源，我们无法在实验室中

进行实时实现。下一步中，我们希望

与印度国家制糖学会管理部门联合开

发整个系统，并在真实环境中验证结

果。我们已经向印度国家制糖学会交

付方案演示，并收到了正面回应。我

们坚信模糊逻辑概念很有可能改变制

糖工业的未来。  

参考资料

1 Y. Misra 与 H.R.Kamath 共同编撰的

“为保持制糖过程中甘蔗的水平高度专

门设计一种传统模糊控制器算法”，

摘自《智能系统与应用国际期刊》，期

刊编号 ：2074-9058，第 7 卷第 1 章，

2014 年 12 月

2 Y. Misra 与 H.R.Kamath 共同编撰的

“在使用 VHDL 的 FPGA 中对三输入

传统控制器进行实现方案与性能分

析，以确保甘蔗压榨过程中甘蔗水平

高度”， 摘自《工程研究与技术国际期

刊》(IJERT)，期刊编号 ：2278-0181，
第 3 卷第 9 期，2014 年 9 月

3 Y. Misra 与 H.R.Kamath 共同编撰的

“对用于保持制糖过程中甘蔗高度的三

输入模糊系统进行分析和设计”， 摘自

《自动化控制杂志》（已接受），期刊编

号 ：2372-3041

三输入传统
控制器

三输入模糊
控制器

(MATLAB)

三输入模糊
控制器

(Xilinx VHDL)

甘蔗高度介于 85cm-95cm 之间的时间 
占比（%）

45.8 94.7 88.0

榨糖机中的最低甘蔗高度(cm) 61.7 84.2 81.6

榨糖机中的最高甘蔗高度(cm) 103.5 95.9 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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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ynq MPSoC 得到 
Xen 管理程序支持

手把手课堂： FPGA 101

作者：Steven H. VanderLeest
DornerWorks 公司首席运营官

Steve.VanderLeest@DornerWork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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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灵思最新 Zynq 器件采

用 Xen 管理程序，但选

择这种开源虚拟化方案

的关键在于其支持能力。

Xen 开源管理程序是一种功能齐全

的虚拟化技术，通常用于云计算，最近

才进入嵌入式系统领域。DornerWorks 在

新型 Zynq®  UltraScale+ MPSoC 器件上

提供 Xen 支持，为赛灵思用户带来多种

优势。Xen Zynq 管理程序不仅实现快速

的软件集成和更高的系统安全性与保密

性，而且还能将企业级的云计算能力运

用到嵌入式领域。

管理程序提供的严格设计分区功

能有助于在计算器件上快速集成新软件

（包括整个操作系统）。同时，这种隔离

方式可减少甚至消除独立软件功能之间

的意外干扰。

此外，这种隔离方式还能减少功能

间的意外交互，缩小受风险威胁的攻击

面，从而极大增强系统的安全性与保密

性，进而更容易实现安全性或保密性属

性。企业级云计算给嵌入式领域同样带

来了诸多优势，例如只需少许修改就能

将原有软件在新的硬件上部署。

我们在具体介绍 Zynq MPSoC 上的

开源 Xen 管理程序 Xen Zynq 之前，首先

简单了解一下什么是管理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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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管理程序 ?
管理程序是实现虚拟化的基础软

件层。正如操作系统 (OS) 管理同时运

行的多个应用程序，每个应用程序包

含在一个进程中，可以访问由操作系

统管理的机器资源 ；管理程序管理同

时运行的多个操作系统，每个操作系

统包含在一个虚拟机中，可以访问由

管理程序管理的机器资源。

虚拟化概念可追溯到二十世纪

六十年代。Popek 和 Goldberg 在 1974 

年用三个特征定义了虚拟机监视程序 

(VMM) 的概念 ：

• VMM 程序具有与原（物理）机器

相同的运行时间 ( 虚拟 ) 环境。

• VMM 对性能的影响可以忽略不

计。

• VMM 管理系统资源。

管理程序是一种几乎只关注基本

机器管理任务的 VMM。这意味着文

件系统、图形用户界面和网络协议栈

等常见任务不在这层实现，而是委托

给更高的层，例如运行在由管理程序

托管的虚拟机上的客户操作系统内。

如上所述，在硬件上运行的管

理程序被称为  1 类管理程序。相比

之下，2 类管理程序不是最低的软件

层，而是托管在操作系统上。这类管

理程序通常用来让一种操作系统运行

在另一种操作系统之上，例如，Mac 

用户利用 Parallels 在 MacBook 上运

行 Windows，或者 Windows 用户使

用 VirtualBox 在虚拟机上启动并运行 

Linux。

企业管理程序与嵌入式管理程序

之间也存在重大区别。云计算和大数

据是管理程序的典型企业级用例。管

理程序是最近才进入嵌入式领域的。

随着具备足够高性能和较低功耗的处

理器出现才被该领域所采用。

嵌入式管理程序的用例具有一

个共同特点 ：将多个复杂功能整合到

单个计算平台中，同时保持一定间

距。在航空航天领域，管理程序经常

用于支持集成式模块化航空电子设

备，将以前在联合式（独立）航空电

子硬件上执行的软件整合到单个计算

平台中。功能包括飞行控制、导航、

飞行管理系统、防碰等。联邦航空局 

(FAA) 要求以前在独立硬件上运行的

软件功能在整合后不能相互影响。这

种隔离性通过 DO-248C 等标准定义的

严格的分区模式来实现。

当整合功能时，FAA 考虑的是航

班安全问题，而军用航空电子设备也

同样需要隔离以支持保密性。在单个

系统上通过严格分区支持多个分类等

级的这种方法采用一种名为多重独立

安全等级 (MILS) 的架构。

医疗保健行业也考虑使用管理程

序为高端医疗设备实现类似的整合，

例如核磁共振扫描仪、机器人（或机

器人辅助）外科手术设备以及 CT 扫

描仪，所有这些设备目前都包含多个

独立处理系统。整合的功能有可能包

括内科医生图形用户界面、图像处

理、实时电机控制、患者信息数据库

和系统管理功能。

在汽车领域，要想将汽车内嵌的

数十个独立微处理器和微控制器整合

在一起，使用管理程序是一种不错的

方法。几乎所有汽车 OEM 厂商都在

考虑使用管理程序将信息娱乐、驾驶

员与乘客控制、高级驾驶员辅助系统 

(ADAS)、仪表板、导航系统、互联网

连接以及实时控制等功能进行整合。

考虑虚拟化解决方案时，一定要

评估 VMM 对性能的影响是否小到可

以被忽略。管理程序可控制所有硬件

资源（CPU、存储器和 I/O），因此

有可能影响所有资源的性能。就 CPU 

而言，一项重要指标是使内核从运行

一台虚拟机切换为运行另一台虚拟机

所需的时间。该指标有时被称为上下

文切换时间，但也称为分区或域切换

时间，这是为了将它与操作系统在进

程间的切换这个类似概念加以区分。

还有一个相关的指标是抖动，该指标

用来衡量切换时间的变化有多大，以

及这种变化对于确定性和可预测性的

影响。

实时任务设计人员还会测量可调

度的最小时间片，这能约束 CPU 调

度的最大频率，或者换句话说，能约

束给定时间内可执行的最大虚拟机数

量。当测量对存储器的影响时，管理

程序内核的存储足迹由不变的基本部

分以及针对每个被添加客户机 ( 虚拟

机 ) 的增量部分组成。累积的存储足

迹约束虚拟机的最大数量。在 I/O 性

能方面，应对每个目标器件测量带宽

和时延这两个关键数值，不过您也可

根据一些通用指标（例如总的中断时

延或原始通信带宽）进行估算。

很多管理程序支持两种  I /O 方

案 ：即专用和共享。专用 I/O 一般开

销较低。这种方式下，管理程序会提

供一个可直接或唯一性地访问特定 I/

O 器件的虚拟机，该 I/O 器件通常被

称为“直通”器件。共享 I/O 开销较

高，因为管理程序必须采取一些机制

来实现共享方案。

开源方面

“开源”一词用来描述软件是开放

的，但不一定是免费的。开源软件的

源代码允许在精心制定的许可协议下

修改和共享，以使软件的自由性得到

保护。最为广泛认可的开源许可证协

议是 GNU 通用公共许可证 ( 有效版本

为 GPLv2 和 GPLv3）、GNU 宽通用

公共许可证、Apache 许可证和 BS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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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 典型启动顺序显示直到客户操作系统运行为止的各个阶段。

许可证 ( 有多个不同版本 )。

开源不一定免费。以开源产品为

主的公司与传统软件公司有所不同，

通常使用不同的收入模式，例如销售

产品支持、附件 ( 例如印刷版用户手

册 )、培训或定制设计服务。Red Hat 

是最有名的开源公司之一，他们围绕

开源 Linux 操作系统打造出一家数十

亿美元的企业。

将 XEN 映射到新的 ZYNQ
赛灵思的最新 Zynq UltraScale+ 

MPSoC 可提供一个用来运行 Xen 管

理程序的强大平台。该器件具有一

个四核  ARM® Cortex ™ -A53 处理

器，并具有硬件虚拟化扩展和 64 位

的 ARMv8 指令集。强大的硬件需要

配以丰富的软件支持，以充分利用其

功能和性能。开发新款 Zynq MPSoC 

时，赛灵思对各行业的主要客户进行

了调研，包括航空航天与军用、医

疗、电信和汽车行业。结论是 ：大部

分客户都希望新型器件提供管理程

序，其中一半希望是开源管理程序。

赛灵思选择 Xen 作为开源管理程序，

并选择 DornerWorks 为新的 Xen Zynq 

提供支持服务。

Xen 管理程序在虚拟机中托管客

户操作系统，为它们提供底层机器的

虚拟化视图。然后，客户操作系统及

其应用程序使用虚拟化的 CPU、存储

器和 I/O，同时由 Xen 管理如何将虚

拟化资源映射到物理资源。

在  Xen 中，每个虚拟机都被称

为一个域。为了使管理程序内核尽可

能小，Xen 会给一个域赋予特权。这

个系统域称为 dom0。该域启动其他

客户域 ( 每个客户域称为 domU)，配

置由内核强制执行的调度和存储器映

射，以及管理 I/O 访问权限。为了更

详细说明，我们考虑一下管理程序环

境的的几个视图 ：启动顺序、ARM 

异常级别、运行调度和资源管理。

从加电开始，可通过多种方式

配置新型 Zynq MPSoC 上的启动顺

序，包括哪个处理器（Cortex-A53 或 

Cortex-R5）先启动。在大多数用例

中，两个处理器都相当独立，因此，

标准 Xen Zynq 管理程序版本只运行

在 Cortex-A53 上。图 1 给出了一个

典型的启动顺序。如果 Cortex-R5 用

来托管独立的非虚拟化的安全操作系

统，那么它通常从简单的第一阶段引

导加载程序 (FSBL) 中首先启动。R5 

启动后，接下来接着启动 A53，并从

其自身的 FSBL 开始。第二阶段引导

加载程序（例如 U-Boot），通常用来

提供更多的启动功能，可能包括管理

程序内核镜像的完整性检查。

在这个阶段，Xen 管理程序内核

被调用。内核启动包括检查有效的 

dom0。接下来，dom0 检查客户域的

有效镜像，然后在一个或多个内核上

启动和调度它们。大多数情况下，

dom0 会继续运行，以便监控系统，

提供对共享资源的管理，并处理特性

第一阶段引导

加载程序

（FSBL）

Xen
内核

客户机 1

客户机 2
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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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级调用与系统调用类似，后者允许应用

程序调用操作系统服务，而这里则是

调用管理程序服务。

默认下，dom0 可进行任何管理程序调用。

图 2 – ARM 异常级别图显示了映射到 EL2 的管理程序。

系统故障。管理程序内核在每个域上

下文切换期间运行，也通过超级调用

来调用。超级调用与系统调用类似，

后者允许应用程序调用操作系统服

务，而这里则是调用管理程序服务。

默认方式下，dom0 可进行任何管理

程序调用，而  domU 只能做特定的

管理程序调用。不过，开发人员可以

使用 Xen 模块 XSM-FLASK 对超级

调用访问实现更为精细的控制。

处理器硬件强制执行由  A R M 

异常级别模型定义的分类特权。

Cortex-A53 使用 ARMv8 架构，该

架构定义四个异常级别，如图  2 所

示，图中最底部的级别具有最高特

权，随着级别上升特权降低。完整访

问特权在异常级别 EL3 赋予，用于

实现 ARM Trust Zone 监控。管理程

序在 EL2 级上运行，以实现客户域

的虚拟化。在每个被托管的虚拟机

中，托管的操作系统运行在 EL1 级

上。最后，用户应用程序在 EL0 级

以最低权限运行。当变为权限较低的

异常级别时，虚拟机寄存器必须具有

相同宽度或者更窄。这意味着你可

以使用 64 位管理程序和 32 位的客

户机，但不能颠倒。Xen Zynq 使用 

ARMv8 架构的 AArch64 执行模型，

从而支持 64 位或 32 位客户机。

特权域 dom0 建立调度，以决定

各域何时运行以及在哪个或哪些内核

上运行。然后，管理程序内核执行配

置后的调度计划。为达到某种类型的

确定性，应配置一个调度计划，使客

户域在它的时隙内对机器具有唯一访

问权。图 3 给出的实例中，客户机 1

（与 dom0 一起）在单个时隙内运行在

多个内核上，而客户机 2 和 3 则没有

这个限制，因此可以在其他时隙内以

混合匹配的负载平衡计划对它们进行

调度。

管理程序管理所有机器资源。

CPU 内核主要进行分时管理，如上

所述。管理程序使用硬件定时器执

行调度。存储器不是通过分时进行

共享，而是分空间共享，把存储器的

一部分分配给每个客户域。管理程序

使用硬件存储器管理单元 (MMU) 来

实施存储器布局。I/O 的管理差异很

大，取决于器件的类型。有些 I/O 器

件可被直接映射到  Cortex-A53，而

其他  I /O 器件必须配置后才能连通 

FPGA 可编程架构。

客户机对 I/O 器件的访问由 dom0 

进行配置和管理，利用对 Xen 内核进

行合适的超级调用来建立指向器件的

存储器映射。Dom0 可授权客户域访

值得信赖的 
App 5

值得信赖的 
App 6

客户 OS 1

管理程序

TrustZone 监视程序

客户 O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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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 多核调度程序将客户机 1 放在专有时隙中，并将客户机 2 和 3 混合。

问所需的特定 I/O 器件，也可能自己

管理共享 I/O，起到网关的作用以实

现共享机制。Xen 中的域间通信 ( 包

括 I/O) 通常使用 Xen 事件通道进行

通知，使用共享存储器来传送数据。

Xen 共享 I/O 器件驱动程序采用分离

驱动模式，客户域中的上一半驱动

程序将  API 提供至客户操作系统，

将用来往返传送数据的功能提供至

dom0。然后，dom0 中的下一半驱动

程序执行器件的实际 I/O 操作。

建立对 XEN ZYNQ 的支持
赛灵思针对备受期待的下一代 

Zynq SoC 器件搜集的客户反馈显示，

很多客户期望有强大的管理程序支

持，其中一半想要开源选择。这种支

持不能停留在简单的服务台模式上，

而是要具备更多支持选项，以帮助设

计可平衡各种需求（例如高带宽、低

延迟、低功耗、高可靠性）的嵌入式

系统，而且能连接到嵌入式环境中的

多种系统设备。赛灵思之所以选择 

DornerWorks，是因为我们具备 Xen 

管理程序方面的专业技术以及嵌入式

工程设计经验，而且我们是赛灵思联

盟计划的高级成员，能为客户提供更

多支持选择，为他们系统中的 FPGA 

设计部分提供支持。

DornerWorks 与赛灵思协作完成

了 Xen 与新的 Zynq MPSoC 的端口，

然后通过认证和验证测试来确认正确

性。我们的测试不仅涵盖  Xen 管理

程序内核在硬件上正确运行，还包

内核 0

内核 1

内核 2

内核 3

时间

客户机 1

客户机 1

客户机 1

管
理
程
序

管
理
程
序

管
理
程
序

管
理
程
序

管
理
程
序

管
理
程
序

管
理

程
序

管
理

程
序

管
理

程
序

管
理
程
序

管
理
程
序

管
理
程
序

客户机 3

客户机 2

客户机 3

客户机 3

客户机 3

客户机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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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 连续集成法自动进行 Xen Zynq 的构建与测试。

括特权域 dom0( 运行 Linux) 以及具

有多种客户操作系统支持的客户域。

我们将这个软件包命名为 Xen Zynq 

Distribution。

开发实际硬件之前，我们要进

行附加测试。我们的硬件替代模型

为 QEMU 开源机器仿真软件，可运

行在 x86 开发人员系统上进行独立的

调试与测试，或者运行在我们团队的

构建服务器上进行连续集成测试。   此

外，我们还使用仿真板 Remus( 不要

与同名的 Xen 动态迁移工具混淆 ) 进

行开发，该仿真板使用六个赛灵思 

Virtex®-7 FPGA 来仿真 Zynq MPSoC。

图  4  给出了我们的连续集成方

案，以构建与测试服务器为核心。服

务器会定期查询源代码库。如果检测

到任何变化，服务器会对构建映像的

相关部分执行增量编译。然后，它将

每个测试所需的映像加载到目标机群

的每个器件上，并调用测试脚本。有

些测试情况下，需要对目标机群应用

外部刺激。测试服务器收集并核对结

果，然后通过总结面板给出测试套件

的总体健康度视图或者指出哪里有需

要解决的问题。

DornerWorks 还开发了相应的基

础架构，以为赛灵思客户提供全面支

持，方便他们在新的 Zynq MPSoC 上

使用 Xen 管理程序。基本支持由开源

社区积极分子推动，用户可交换意见

和共享信息。DornerWorks 会主持论

坛并从社区收集问题。我们将 Jira 作

为跟踪工具，用以追踪赛灵思发现的

问题、内部检测的问题以及客户 ( 通

过社区或付费订阅 ) 发现的问题。为

了维持 Xen 工作，我们还提供付费订

阅和定制设计支持服务，即应很多客

户要求提供关键业务的合同式支持，

以降低客户业务风险和确保对客户需

求的及时响应。您可登陆以下网址，

了解支持选项的更多详情 ：http: / / 

http://xen.world。

亲自测试 XEN
新的 Zynq MPSoC 器件明年初

出货，您在等待过程中可首先了解 

Xen。Xen 在普通 x86 PC 上运行，既

可作为 1 类管理程序本地运行，也可

托管在基于 Windows 的 VirtualBox 的

内部。要尝试嵌入式 Xen，你需要仿

真的或实际的 ARM 硬件。选择一个具

有虚拟化扩展的 ARM 处理器，最理想

的是 Cortex-A53，但其他处理器，例

如 Cortex-A15 也能提供颇具代表性的

环境。图 5 描述了构建针对嵌入式目

标的完整管理程序系统的工作流程。

库

面板

I/O 激励

目标机群构建与测试

服务器

要测试的代码测试

脚本激励定义

解析结果

测试测量值

构建映像

加载映像

运行测试

客户
OS 测试

未来
扩展

构建
配置

开发人员
构建与
调试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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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 Xen 开发工作流程

您可在网址 ：http://www.xenproject.

org/ 中找到 Xen，并了解如何构建作

为 dom0 的 Linux 映像以及构建多种

客户操作系统映像。

DornerWorks 已经发布了针对

最新器件 Zynq MPSoC 的 Xen Zynq 

Distr ibut ion,  并在我们的网站上提

供下载 ：http://dornerworks.com/

services/ XilinxXen。只需添加客户

操作系统映像，就可拥有自己的嵌入

式虚拟化系统。

凭借最新 Zynq MPSoC 器件上的 

Xen，您可将云计算收入囊中。 

开发人员 PC

Xen 源

64 位 ARM GCC
交叉编译器

提取

编译

提取

构建

编程

作为虚拟 SATA 
驱动器通过加载

加载

加载

加载

目标机器

片上存储器

提取

生成

赛灵思 Linux、
ARM FSBL、

U-Boot 源

ARM FSBL、
U-Boot、赛灵思 

Linux 映像

Buildroot 源

Xen 映像 dom0 映像

Xilinx宣布支持16nm 
UltraScale+ 器件的工

具与文档公开提供

支持主流市场现在即可采用或

者验证新一代器件，系统级性能功

耗比将比28nm 器件高2-5倍

2015 年 12 月 11 日， 中国北京 — All 

Programmable 技术和器件的全球领先企业

赛灵思公司（Xilinx, Inc. (NASDAQ:XLNX)）

今天宣布支持 16nm UltraScale+ ™ 系列的

工具及文档面向公众公开提供，其中包含 

Vivado® 设计套件 HLx 版、嵌入式软件开

发工具、赛灵思 Power Estimator （功耗评估

器），以及用于 Zynq® UltraScale+ MPSoC

及 Kintex® UltraScale+ 器件的技术文档。设

计开发者们现在就可以在自己特定的设计

上，通过 UltraScale+ 产品系列实现比 28nm 

器件高出 2-5 倍的系统级性能功耗比。这

项发布标志着针对 16nm 器件有了业界首款

公开可用的工具，为更广大市场的采用提

供了支持。 通过与 Vivado 设计套件的协同

优化可以完全发挥 UltraScale+ 产品系列的

功耗性能比优势，以及 SmartCORE ™ 及 

LogiCORE ™ IP 的完整目录。此次发布延续

了赛灵思在 UltraScale+ 产品上所创造的一

系列里程碑。 其中包括 2015 年 7 月的首次

投产与早期试用，2015 年 9 月的首次出货。

赛灵思 FPGA 与 SoC 产品管理和营销

资深总监 Kirk Saban 表示 ：“作为业界唯一

公开提供 16nm 可编程器件工具与文件的供

应商，赛灵思加速了主流市场采用最先进 

SoC 与 FPGA 的进程。现在，所有客户都能

为其新一代应用马上验证 UltraScale+ 产品

系列卓越的系统级性能功耗比优势。 

供货进程

Vivado 设计套件  HLx 版已可支持 

Zynq UltraScale+ 与 Kintex UltraScale+。赛

灵思软件设计工具、赛灵思 Power Estimator 

与 Zynq UltraScale+ 及 Kintex UltraScale+ 产

品系列相关技术文档也已开放下载。欲了解

更多相关资讯，请浏览赛灵思硬件开发者专

区与赛灵思软件开发者专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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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vado IPI 为 Aurora 
设计开放 FPGA  
共享资源

手把手课堂： FPGA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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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灵思的 IP Integrator 工具

可帮助您改善设计输入生产

力和多核  Aurora 设计的资

源优化。

客户在必须由单个 FPGA 实现的大

型设计中使用多个知识产权  (IP) 实例

时，面临的主要挑战之一是如何在整个

系统中有效共享资源。赛灵思 Aurora 串

行通信内核的共享逻辑特性使用户可以

在多个实例中共享资源。Vivado® 设计套

件中的 IP Integrator 工具对于充分利用共

享资源至关重要。

电子行业正快速转向高速串行连

接解决方案，同时逐渐舍弃并行通信标

准。行业标准串行协议具有固定的线路

速率和确定的信道宽度，有时无法充分

利用千兆位串行收发器的功能。

Aurora 是赛灵思的高速串行通信协

议，一直在行业内非常受欢迎。当某些

应用领域中的行业协议实现过程太过复

杂或者太耗费资源时，Aurora 通常是首

选方案。Aurora 能实现低成本、高数据

速率的可扩展 IP 解决方案，可用于灵活

地构建高速串行数据通道。

需要同时对线路速率和通道宽度进

行扩展的高性能系统和应用正在期待将 

Aurora 作为解决方案。此外，Aurora 还

被应用于 ASIC 设计以及包含多块 FPGA

的系统（用背板传输千兆位的数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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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I 工具将内核作为顶层模块进行可视化。

标准接口之间的连接现在更加直观和智能化，

在有些情况下甚至可实现自动化。

Tx Aurora Protocol
Engine

Tx Aurora Protocol
Engine

Scrambler
Scrambler

DescramblerRx Aurora Protocol
EngineRx Aurora Protocol

Engine

TxRx Startup
FSM

CBCC

FIFO

CBCC

FIFO

TXMMCM

GT
Common

User IF GT1 GT2

IBUFDS

IBUFDS_GT

BUFG

BUFG

BUFGCE

64 64 64

64 64
32

32

gt_ref_clk

drp_clk drp_clk

user_clk

rxrec_clk

rxusr_clk
rxusr_clk2

init_clk

txusr_clk

txusr_clk2

tx_out_clk
X

X

图 1 – 用橙色突出显示的 Aurora 64b66b 内核中的共享资源

Aurora 采用简单的帧结构，并具有协

议扩展流量控制功能，可用于封装现

有协议的数据。它的电气要求与产品

设备兼容。赛灵思提供 Aurora 64b66b 

和 Aurora 8b10b 内核，作为 Vivado 设

计套件 IP 目录的一部分。

Vivado IP Integrator (IPI) 是用

于复杂多核系统中资源优化的重要

工具。就这一点而言，IPI 将帮助您

充分利用 Aurora 64b66b 和 Aurora 

8b10b 内核中的共享资源，尤其是

“共享逻辑”特性。为了方便起见，

我们重点介绍 Aurora 64b66b IP，同

时您要了解类似技术也适用于 Aurora 

8b10b 内核。

AURORA 的共享资源一览

图 1 是 Aurora 64b66b 内核的

 46 赛灵思中国通讯 2015 年第四季度

手 把 手 课 堂 ： F P G A  1 0 1



 16 信道 Aurora 设计
 器件中提供的 Aurora
资源 数量 使用的数量

MMCME2_ADV 10 1

IBUFDS_GTE2 8 2

GTE2_COMMON 4 4

GTXE2_CHANNEL 16 16

表 1 – Kintex-7 FPGA KC705 评估套件上的时钟和 GT 资源利用率

典型方框图。突出显示部分为时钟

资源，例如混合模式时钟管理器 

(MMCM)、BUFG 和 IBUFDS ；以及

千兆位收发器 (GT) 资源，例如 GT 

common 和 GT 通道，在图中标示为

赛灵思 7 系列器件双路设计的 GT1 和 

GT2。

就像 Kintex®-7 FPGA KC705 评估

套件那样，典型 16 路 Aurora 64b66b 

内核所需的时钟和 GT 资源已在表 1 

中列出。

FPGA 中的时钟和 GT 资源取决

于所选的器件和封装类型。多个  IP 

内核经常要求在系统级使用资源。因

此，必须要优化利用这些宝贵资源，

以降低系统成本和功耗。

AURORA 资源共享

因为多款基于 GT 的赛灵思内核

都支持共享逻辑特性，Aurora 内核

可配置为“内核 ( 主机 ) 中的共享逻

辑”或“实例设计 ( 从机 ) 中的共享

逻辑”。当在系统级进行实例化时，

两种配置的组合可支持在主机与从机

之间共享时钟和 GT 资源。

对于需要使用共享逻辑特性的应

用，手动建立多个 IP 之间的连接有

可能会产生错误，并增加总的设计输

入时间。借助工具进行设计输入是一

种解决该问题的方法，而赛灵思的 

IP Integrator 能游刃有余地完成这个

任务。

IPI 工具将内核作为顶层模块进

行可视化 ；标准接口之间的连接现在

更加直观和智能化，在有些情况下甚

至可实现自动化。正确的设计规则检

查被置入工具以及 IP 周围，以确保突

出显示错误连接，以便设计人员在设

计输入时发现它们。该工具能自动生

成顶层封装文件以及调用正确的引脚

级 I/O 要求，因此可帮助系统设计人

员提高生产力。如果您已经设计了定

制子模块，可以考虑依照赛灵思应用

指南 1168，“针对 Vivado IP Integrator 

打包定制 AXI IP”(XAPP1168) 对设

计进行打包，并在 IPI 中使用子模块。

Aurora 的共享逻辑特性不仅可让

用户在多个实例中共享资源，而且还

能在相同 GT Quad 封装中使用 GT 通

道，无需编辑 GT common、PLL、时

钟以及相关模块。唯一的约束是“共

享”内核的线路速率应该相同（允许

存在谐波，只要您能接受其对时钟资

源的影响即可 )。

典型的共享逻辑设计在一个 Quad 

中包含一个主机以及一个或多个从机

实例。与大多数其它通信 IP 不同，

Aurora 不仅限于单个  Quad 共享。

Aurora 内核的共享逻辑定义可扩展用

于任意数量的受支持信道。

下面的一些实例展示了 Aurora 共

享逻辑特性的应用情况。

多个单信道设计

单部 FPGA 中的多个单信道设计

与多信道设计的不同之处在于前者需

要通道绑定。我们可以直观地看到多

个单信道设计所需的资源会在系统级

线性增加。让我们考虑不同情况，并

了解共享逻辑特性如何在每种情况下

起作用。

我们首先从包含四条单信道的

设计开始。通过实例化四个单信道 

Aurora 内核，您可直接构建这类设

计。如果我们实际执行该实现方案，

会发现每个 Aurora 设计都有一个 GT 

common 实例 ；因此，该设计的布局

和资源利用会遍及四个 GT Quad。这

种方法消耗太多资源，不一定总是可

行。为实现更好的布局以及在功耗和

资源方面精心优化的解决方案，所选

的四个 GT 应来自同一个 GT Quad。

如果没有共享逻辑特性，而是通

过手动处理所生成的设计来满足该要

求，需要花费很大精力。要想有效使

用共享逻辑特性，您需要生成一个主

机模式的 Aurora 内核以及其它三个从

机模式的 Aurora 内核，如图 2 所示。

另外，还有一些其它的系统级考虑因

素，例如主机内核控制了进入从机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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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 使用一个主机 Aurora 内核 ( 左 ) 和三个从机的共享逻辑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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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有 4 条单信道的设计

 无共享 有共享

资源 逻辑 逻辑

MMCME2_ADV 4 1

IBUFDS_GTE2 4 1

GTE2_COMMON 4 1

GTXE2_CHANNEL 4 4

表 2 – 在包含四条单信道的设计中使用共享逻辑所实现的资源利用率优势

核的时钟，所以需要对内核复位。只

有用相同的线路速率配置 Aurora 内

核，才能立即实现这种配置和资源优

化。表 2 定量地说明了在系统中为四

个单信道设计使用共享逻辑特性所能

实现的优势。

占用 12 个 GT 通道的设计

对于 7 系列 FPGA 而言，基于南

北时钟的要求是如果从中间 Quad 中

选择单个参考时钟源，其最多可服务 

12 个 GT 通道。

让我们考虑下这种使用情况，

其需要 12 个单信道设计使用尽可能

少的时钟资源。如果您将图 2 所示的

“一个主机加三个从机”配置进行延

伸，便可节省时钟资源。如果将这种 

1+3 配置延伸为三个 Guad，那么设计

一共需要六个差分时钟资源。不过，

如果您选择让其中两个主机设计接受

一个单端 INIT_CLK 和一个 GT 参考

时钟，那么还能节省更多资源。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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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 面向 3 个连续 Quad 上四信道 Aurora 设计的“1 个主机和 2 个从机”配置

表 3 – 在包含 12 条单信道的设计中使用共享逻辑功能所实现的资源优势

 具有 12 条单信道的设计
   有共享逻辑
  有共享逻辑 （使用单端主机 
资源 无共享逻辑 （默认） 输入时钟） 

MMCME2_ADV 12 3 3

IBUFDS_GTE2 12 3 1

GTE2_COMMON 12 3 3

GTXE2_CHANNEL 12 12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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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将该系统的差分时钟输入从六

个减少至两个，从而节省  IBUFDS/

IBUFDS_GTE2 资源需求 ( 参见表 

3)。设计中的 IBUFDS_GTE2 资源节

省实际上还意味着可以节省外部时钟

资源以及设计管脚。此外，还可针对 

MMCM 进行类似的优化。

3X4 信道设计

假设需要 3 个四信道设计，如果

没有共享逻辑特性，您可能要创建 3 

个主机模式的四信道 Aurora 内核，然

后对生成的设计进行手动处理，以获

得最佳的时钟资源利用率。如果您能

直接实现同样的结果呢？您可按图 3 

所示对一个主机内核和两个从机内核

进行定制，以实现此目的。

而更大尺寸 (16 个或以上 ) 的单

信道 Aurora 设计就更加需要共享逻

辑。有时候甚至需要 48 个单信道独

立双工链路。允许的 Aurora 单信道链

路数量仅受所选器件的可用 GT 资源

数量限制。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有

效利用共享逻辑特性，很难实现这类

系统设计。

该设计覆盖 12 个 Quad，因此需

要 2*12 个差分时钟资源，从电路板

设计角度看，这实在是项令人生畏的

艰巨任务。您可利用“12 条单信道设

计”案例中所提到的技术方法，减少

整个系统的差分时钟和 MMCM 需求

( 参见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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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 用 Aurora 实现跨链路的非对称数据传输

表 4 – 3 个四信道设计的最优信道选择

 3x4 单信道设计的最优信道选择 

GTQ2 Master1_3 Master1_4

 Slave2_3 Slave2_4

GTQ1 Slave2_1 Slave2_2

 Slave1_4 Master1_2

GTQ0 Slave1_3 Slave1_2

 Master1_1 Slave1_1

Tx

TxRx

Rx

Board1/Chip1 Board2/Chip2
N != M

#M lanes

#N lanes

实现多个 Aurora 内核的系统设计人员需要 

知道器件具体的时钟要求和限制。 

节约时钟资源会提高系统的性价比。

非对称信道和其它定制优化

在视频投影机这样的设备中，主

流数据以高吞吐量单方向流动，而吞

吐量较低的反向通道则用来传输辅助

或控制信息。在此类应用设备中，采

用全面的双工链路意味着使用更少的

带宽，本质上会降低系统设计的投资

回报率。这种问题的理想解决方案

是 ：如图 4 所示，采用非对称的链路

宽度以及最优的 GT 资源利用率，其

中，具有较高吞吐量的数据流方向上

的信道数量要多于具有较低吞吐量的

数据流方向上的信道数量。

由于 Aurora 内核中现有的数据流

模式（单工 / 双工），目前只能以相同

的 TX 和 RX 信道数量来配置内核。

要想使两个方向的信道数量不同，您

需要为每个方向生成两个 Aurora 单

工内核。赛灵思应用指南 1227，“采

用 Aurora 64B/66B IP 核的非对称信道

设计” (XAPP1227) 中介绍了在 7 系列 

FPGA 上构建非对称信道设计的方法。

另外一个有用的设计策略是 

BUFG 资源优化。通常，为了实现在

相同或不同线路速率下工作的多个 

Aurora 内核，系统设计人员需要知道

器件具体的时钟要求和限制。要想实

现很多条 Aurora 链路，就需要为每

条链路生成时钟。节约时钟资源会提

高系统的性价比。如果系统设计具有

多个模块，而且时钟资源 (BUFG) 紧

张，那么应考虑用 BUFR/BUFH 代替 

BUFG。建议您使用相同类型的缓冲

器驱动 GT 内核的两个 TX 路径用户

时钟。

7 系列 Aurora 内核需要一个额外

的动态重配置端口 (DRP) 时钟输入，

否则将需要使用一个  BUFG。如果 

Aurora 的自由运行时钟频率选定在允

许的 DRP 时钟范围内，那么 Aurora 

输出的自由运行时钟可以重复使用并

连接回到 DRP 时钟。这样您可节省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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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 条单信道设计

 无共享 有共享

资源 逻辑 逻辑

MMCME2_ADV 48 4

IBUFDS_GTE2 48 4

GTE2_COMMON 48 12

GTXE2_CHANNEL 48 48

表 5 – 在 48 条单信道设计中使用共享逻辑特性所实现的资源优势

生成设计中的 BUFG 数量。

在为多个 Aurora 设计选择线路

速率时，您应记住 ：如果线路速率是

整数倍数，便于时钟推导和在多条链

路之间共享，这样您就可共享时钟资

源。如果将共享逻辑特性延伸到谐波

线路速率，您就可以通过少量的额外

时钟分频器为从机 Aurora 内核生成所

需的输入频率。

未来机遇

Aurora 具有很高的灵活性，可

用来创建多种系统配置和应用。在

赛灵思 Vivado IP Integrator 这样的强

大工具帮助下，较高的设计输入生

产力和系统级资源共享正在加速 All 

Programmable 应用领域的创新。凭借

赛灵思 UltraScale ™ 架构，具备更多 

GT 通道的器件可受益于更强的 GT 线

路速率支持，因此能够实现更多的设

计可能性和更高的资源利用率。

如需评估 Aurora 内核，敬请查

看 IP Catalog、IPI 和 Aurora 产品 

Web 页面 ：http://china.xilinx. com/

products/design_resources/conn_ 

central/grouping/aurora.htm. 

Xilinx 和 IBM 宣布战略合作携手加速数据中心应用

双方团队联手开发开放式加速基础架构、软件和中间件，

应对不断加重的数据中心工作负载

2015 年 11 月 19 日，北京 — IBM（NYSE:IBM）和赛灵思公司（NASDAQ: XLNX）今天联合宣布开展一项多

年战略协作，在 IBM POWER 系统上运用赛灵思 FPGA 加速工作负载处理技术，以打造更高性能、更高能效的数据

中心应用。IBM 和赛灵思已签署一项（保密）协议，并将通过 OpenPOWER 基金会进行合作，共同开发开放式加

速基础架构、软件和中间件，以满足机器学习、网络功能虚拟化 (NFV)、基因分析、高性能计算 (HPC) 和大数据分

析等新兴应用的需求。 

随着异构工作负载日益普及，许多数据中心开始采用应用加速器以低功耗满足吞吐量和时延要求。赛灵思 All 

Programmable FPGA 的高能效特性，使加速器得以部署在数据中心的各个位置。IBM 的开放式和授权的 POWER 架

构与赛灵思 FPGA 相结合，可提供出色的性能、性能功耗比和更低的总拥有成本，可满足下一代数据中心的工作负

载需求。

作为 IBM 和赛灵思战略协作的一部分，IBM 系统部开发人员将运用赛灵思 FPGA 加速器为基于 POWER 的服务

器、存储系统和中间件系统，打造出解决方案协议栈，满足 OpenStack、Docker 和 Spark 等数据中心架构的要求。

IBM 还将开发并认证用于 IBM Power System 服务器的赛灵思加速器板。赛灵思正在开发并将发布其业界领先的软件

定义 SDAccel ™开发环境 POWER 专属版本，以及专门为满足 OpenPOWER 开发者社区需求而提供的各种库。

此外，IBM 和赛灵思将继续进一步利用 IBM 创新型一致性加速器处理器接口 (CAPI)，帮助客户提升计算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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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 XDC 时序约束

为您效力

手把手课堂： FPGA 101

作者：Adam Taylor
e2v 公司首席工程师

aptaylor@theiet.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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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序和布局约束是实现设计

要求的关键因素。

本文是介绍其使用方法的入

门读物。

完
成 RTL 设计只是 FPGA 设计量产

准备工作中的一部分。接下来的挑

战是确保设计满足芯片内的时序和

性能要求。为此，您经常需要定义时序和布

局约束。

我们了解一下在基于赛灵思  FPGA 和 

SoC 设计系统时如何创建和使用这两种约束。

时序约束

最基本的时序约束定义了系统时钟的工

作频率。然而，更高级的约束能建立时钟路

径之间的关系。工程师利用这类约束确定是

否有必要对路径进行分析，或者在时钟路径

之间不存在有效的时序关系时忽视路径。

默认情况下，赛灵思的 Vivado® 设计套

件会分析所有关系。然而，并非设计中的所

有时钟之间都有可以准确分析的时序关系。

例如当时钟是异步的，就无法准确确定它们

的相位，如图 1 所示。

您可通过在约束文件中声明时钟组来管

理时钟路径之间的关系。当声明时钟组时，

Vivado 工具不会对组内定义的时钟之间的任

何方向执行时序分析。

为了有助于生成时序约束，Vivado 工具

将时钟定义为三种类型 ：同步、异步或不可

扩展。

• 同步时钟具有可预测的时序 / 相位关系。

通常主时钟及其衍生时钟符合这种特性，

因为它们具有公共的根起源和周期。

• 异步时钟之间不具备可预测的时序 / 相位

关系。通常不同的主时钟（及其衍生时

钟）符合这种特性。异步时钟有不同的

起源。

• 如果超过 1,000 个周期后，仍无法确定公

共周期，那么两个时钟就是不可扩展的。

如果是这种情况，将使用 1,000 个周期内

的最差建立时间关系。不过，无法保证这

就是实际的最差情况。

 52 赛灵思中国通讯 2015 年第四季度  2015 年第四季度  赛灵思中国通讯  53

手 把 手 课 堂 ： F P G A  1 0 1



声明多周期路径能实现更合适而且

要求放松的时序分析，从而让时序引擎

集中处理其它更关键的路径。

图 1 – 时钟域 CLK1 和 CLK2 相互之间异步。

使用 Vivado 生成的时钟报告来

确定您所处理的时钟是哪种类型。

该报告可帮助您识别异步和不可扩

展时钟。

识别出这些时钟后，您就可利用

“set clock group”约束禁止它们之间

的时序分析。Vivado 套件使用的是赛

灵思设计约束 (XDC)，其基于广泛使

用的 Tcl 约束格式的 Synopsys 设计约

束 (SDC)。通过 XDC 约束，您可使

用以下命令定义时钟组 ：

set_clock_groups -name 

- l o g i c a l l y _ e x c l u s i v e 

- p h y s i c a l l y _ e x c l u s i v e 

-asynchronous -group

- n a m e  是为组赋予的名称。 -

group 选项是定义组成员（即没有时

序关系的时钟）的位置。当有多个用

来驱动时钟树的时钟源可供选择，包

括 BUFGMUX 和 BUFGCTL，应使

用 logically 和 physically exclusive 选

项。从而，这些时钟不能同时出现在

时钟树上。所以，我们不希望 Vivado 

分析这些时钟之间的关系，因为它们

是互斥的。最后，–asynchronous 约束

可用来定义异步时钟路径。

建立时序关系的最后一个方面

是考虑时钟的非理想关系，尤其是抖

动。您需要考虑两种形式的抖动 ：输

入抖动和系统抖动。输入抖动出现在

主时钟输入上，体现了实际跳变出现

时间与理想条件下跳变出现时间之间

的差异。系统抖动源自设计中存在的

噪声。

您可以使用 set_input_jitter 约束

来定义每个主输入时钟的抖动。同

时，使用 set_system_jitter 约束为整个

设计 ( 所有时钟 ) 设定系统抖动。

时序例外

当有时序例外时，您还必须关

注已定义的时钟组内发生了什么。然

而，什么是时序例外呢？

一种常见的时序例外是只有每隔

一个时钟周期所采样的结果。另一种

情况是将数据从慢时钟传输到更快的

时钟（或相反 )，其中两个时钟都是

同步的。事实上，这两种时序例外一

般被称为多周期路径，如图 2 所示。

为这些路径声明多周期路径能实

现更合适而且要求放松的时序分析，

从而让时序引擎集中处理其它更关键

的路径。最后的益处是能够提高结果

质量。

您可以在 XDC 文件中使用以下 

XDC 命令声明多周期路径 ：

set_multicycle_path path_ 

multiplier [-setup|-hold]

[-start|-end][-from <start- 

points>] [-to <endpoints>]

[-through <pins|cells|nets>]

CLK1
时钟域

CLK2
时钟域

CLK1
时钟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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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 多周期路径是一种时序例外的例子。

当您声明多周期路径时，实际上

是将建立或保持 ( 或二者皆有 ) 分析

要求与 path_mutiplier 相乘。例如在上

面的第一个实例中，每两个时钟周期

有一次输出，因此对于建立时序而言 

path_multiplier 是 2。

由于多周期路径既可应用到建立

时间又可应用到保持时间，那么您可

以选择其应用位置。当您声明建立时

间乘数时，最佳做法通常是使用下面

的公式同时声明一个保持时间乘数。

保持周期 = 建立乘数 – 1 – 保持

乘数

这对于我们所介绍的下列简单实

例意味着，保持乘数由下面这个公式

确定 ：

保持乘数 = 建立乘数 – 1，当使

用公共时钟时。

为了演示多周期路径的重要性，

我创建了一个简单实例，您可在这里

下载。在 XDC 文件中有一个实例包

含了建立和保持这两个已被同时声明

的多周期路径。

物理约束

最常用的物理约束是 I/O 引脚布

局和与 I/O 引脚有关的参数定义，例

如标准驱动强度。不过，还有其它类

型的物理约束，包括布局、布线、I/O 

和配置约束等。布局约束能够定义单

元的位置，而布线约束可用来定义信

号的布线。I/O 约束可用来定义 I/O 位

置及其参数。最后，配置约束可用来

定义配置方法。

同样，也有一些约束不属于这几

组约束。Vivado 设计套件包含三种这

样的约束，它们主要用于网表中。

• DONT_TOUCH – 该约束可用来阻

止优化，这样当实现安全关键型或

高可靠性系统时该约束会非常有

用。

• MARK_DEBUG – 该约束可用来保

存 RTL 信号，以便随后用于调试。

• CLOCK_DEDICATED_ROUTE – 

该约束可用来识别时钟布线。

最常用的约束与 I/O 布局和 I/O 

的配置有关。将 I/O 放在 FPGA 上，

需要使用布局约束找到物理引脚，使

用 I/O 约束配置 I/O 标准和斜率等 I/O 

属性。

现代化的 FPGA 支持多种单端和

差分 I/O 标准。这些均可通过 I/O 约

束来进行定义。不过，您必须确保遵

守 I/O Banking 规则，这取决于最后

的引脚布局。

但什么是  I /O Banking 规则？

将 FPGA 中的用户 I/O 分组为若干

个 Bank，每个 Bank 包含多组 I/O。

这些 Bank 具有独立的电压源，能支

持多种 I/O 标准。在 Zynq®-7000 All 

Programmable SoC（以及其它 7 系列

器件 ) 中，I/O Bank 被进一步分为高

性能和大范围这两个大的组别。这种

类别划分能进一步约束性能，并要求

工程师针对接口使用正确的类别。

高性能 (HP) 类别针对更高的数据

速率进行了精心优化。它使用更低的

工作电压，而且不支持 LVCMOS 3v3 

和 2v5。另一个是大范围 (HR) 类别，

其可处理  HP 不支持的更多  I /O 标

准。因此，HR 支持传统的 3v3 和 2v5 

接口。图 3 给出了这些 Bank。

当您决定为信号使用哪种  Bank 

后，仍然可以更改信号驱动强度和斜

率。这些都是硬件设计团队很感兴趣

的指标，因为他们要努力确保单板的

信号完整性达到最优。选择结果还会

影响单板设计的时序。为此，您可以

使用信号完整性工具。

SI 工具需要 IBIS 模型。当您打

传播时间

> 1 个 CLK 周期

寄存器之间的时序分析默认使用 1 个 CLK 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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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 赛灵思 7 系列器件上的高性能（左）和大范围 I/O B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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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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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I/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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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P

50 I/0

Bank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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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I/0

Bank 12
HP

50 I/0

Bank 13
HP

50 I/0

Bank 14
HP

50 I/0

Bank 15
HP

50 I/0

开了 Impelmented Design 时，您可使

用 File->Export->Export IBIS 模型选

项从 Vivado 工具中提取设计的 IBIS 

模型。然后，使用该文件解决系统级 

SI 问题和最终 PCB 布局的时序分析。

如果设计团队整体上对 SI 性能

以及系统的时序感到满意，您就会得

到针对设计中 I/O 的多个约束，如下

所示。

set_property PACKAGE_PIN 

G17 [get_ports {dout}] 

set_property IOSTAN- DARD 

LVCMOS33 [get_ports

{dout}]

set_property SLEW SLOW 

[get_ports {dout}]

set_property DRIVE 4 [get_ ports 

{dout}]

对于 HP I/O Bank，您还可使用数

控阻抗正确做 IO 端接并增加系统的 

SI，无需使用外部端接方案。如果没

有信号驱动 I/O，例如将 I/O 连接到外

部连接器，这时您还必须考虑 I/O 的

影响。这种情况下，您可使用 I/O 约

束实现上拉或下拉电阻，以防止由于 

FPGA 输入信号悬置而导致系统问题。

当然，您也可以使用物理约束在 

I/O block 内放置最终的输出触发器，

以改善设计的时序。这样做能缩短

clock to out 的时间。您也可以对输入

信号做相同的处理，以使设计满足引

脚到引脚的建立和保持时间要求。

物理约束从布局开始

您可能出于多种原因想对布局进

行约束，例如帮助达到时序要求，或

者在设计的不同区域间实现隔离。就

此而言，有三种类型的约束很重要 ：

• BEL – 将网表单元放在 slice 中的

基本的逻辑元素。

• LOC – 将网表的单元放在器件内的

一个位置。

• PBlock – 可使用物理（或“P”）

block 将逻辑 block 约束到 FPGA 

的一个区域。

因此，LOC 允许在器件内定义一

个 slice 或其它位置 ；BEL 约束可用

来定义触发器在 slice 中使用的更精细

粒度。当对设计的大面积区域进行分

段时，PBlock 可用来将逻辑集合在一

起。PBlock 的另一个用途是在执行部

分重配置时定义逻辑区域。

有些情况下，您需要将较小的

逻辑功能放在一组，以确保时序达

到最佳。尽管可以用  PBlock  来实

现，但更常见的方法是使用相对放

置的宏命令。

相对放置的宏命令 (RPM) 允许

将 DSP、触发器、LUT 和 RAM 等设

计元素在布局中放在一起。与 PBlock 

不同，RPM 不会将这些元素的位置约

束在器件的特定区域 ( 除非您想这样

做 )，而是在布局时将这些元素放在

一起。

将设计元素放在一起能实现两个

目标。这样能改善资源效率，让您能

够精细调节互联长度，以实现更好的

时序性能。

要将设计元素放在一起，可使用

三种类型的约束，这些约束用  HDL 

源文件进行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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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 源代码中的约束

SIGNAL ip_sync : STD_LOGIC_VECTOR(1 DOWNTO 0) :=(OTHERS =>’0’);
SIGNEL shr_reg : STD_LOGIC_VECTOR(31 DOWNTO 0) :=(OTHERS =>’0’);

ATTRIBUTE RLOC : STRING;
ATTRIBUTE HU_SET : STRING;
ATTRIBUTE HU_SET OF ip_sync : SIGNAL IS “ip_sync”;
ATTRIBUTE HU_SET of shr_reg : SIGNAL IS “shr_reg”;

• U_SET 可定义一个与层级无关的

单元 RPM 集。

• H U _ S E T  可定义有层级的单元 

RPM 集。

• RLOC 给定义好的 SET 分配相对

位置。

RLOC 约束被定义为  RLOC = 

XmYm，其中 X 和 Y 与 FPGA 阵列的

坐标有关。当定义 RLOC 时，既可以

用相对坐标也可以用绝对坐标，取决

于您是否添加了 RPM_GRID 属性。

添加这个属性后，该定义将成为绝对

坐标而非相对的。

由于这些约束在 HDL 中定义，如

图 4 所示，因此在将约束添加到 HDL 

文件之前，通常需要首先运行布局布

线设计反复，以便正确定义布局。

总之，理解时序和布局约束并学

习如何正确使用它们，对于在赛灵思

可编程逻辑设计中获得最佳结果质量

至关重要。 

Xilinx 推出 Vivado 设计套件 HLx 版
为主流系统及平台设计人员带来超高生产力

HLx 配合补充 SDx 环境，用于创建并扩展部署可复用的 All Programmable 系统平台

2015 年 12 月 2 日，北京 – 赛灵思公司 (NASDAQ:XLNX) 今天宣布推出 Vivado® 设计套件 HLx 版本，为 All Programmable SoC 和 FPGA

以及打造可复用的平台提供了全新超高生产力设计方法。新版 HLx 包括 HL 系统版本、HL 设计版本和 HL WebPACK ™ 版本。所有 HLx 版本

均包括带有 C/C++ 库的 Vivado 高层次综合 (HLS)、Vivado IP 集成器 (IPI)、LogicCORE ™ IP 子系统以及完整的 Vivado 实现工具套件，使主流

用户能够方便地采用生产力最高、最先进的 C 语言和 IP 设计流程。结合最新 UltraFast ™ 高级生产力设计方法指南，相比采用传统方法而言，

用户可将生产力提升 10-15 倍。全新 HLx 版本将作为 Vivado 设计套件的免费升级版提供。

为创建和编程可复用的平台工作带来超高生产力  

过去 3 年来，赛灵思前沿客户率先采用基于 C 语言和 IP 的设计技术与方法，并推动有关技术和方法不断完善，走向成熟，这些成熟的技

术和方法现已納入 HLx 版本中，实践证明有望将生产力提升 10-15 倍。

为了支持这些高生产力的设计流程，全新 HLx 各版本均包括 Vivado HLS、Vivado IPI、LogicCORE IP 子系统和完整的 Vivado 实现工具

套件。此外，赛灵思及其联盟生态系统还在不断扩展特定市场的 C 语言库，诸如针对视频和图像处理的 OpenCV，以及面向汽车驾驶员辅助系

统 (ADAS) 和数据中心应用的机器学习等。赛灵思的全新 LogiCORE IP 子系统是一种高度可配置的、专为特定市场量身定制的构建模块，其集

成了多达 80 个不同的 IP 核、软件驱动程序、设计范例和多种测试平台。新型 IP 子系统可用于以太网、PCIe®、视频处理、图像传感器处理以及 

OTN 开发。这些 IP 子系统采用 AMBA® AXI 4 互联协议、IEEE P1735 加密和 IP-XACT 等业界标准，可与赛灵思及其联盟成员提供的 IP 实现互

操作，并加速集成。

基于 C 的 IP 和预封装的 IP 子系统相结合，能利用 Vivado IPI 实现集成自动化。Vivado IPI 的集成自动化提供了具有器件和平台感知的

互动开发环境。该环境可支持关键 IP 接口的智能自动连接、一键式 IP 子系统生成、实时 DRC，以及接口更换通知，同时还具备强大的调试功

能。具有平台感知的智能功能可对 Zynq® SoC 和 MPSoC 处理系统预先配置适当的外设、驱动程序和存储器映射，以便支持目标开发板。设计团

队现在能够针对 ARM® 处理系统和高性能 FPGA 逻辑快速识别、重用并集成软硬件 IP 核。 

HLx 配合补充 SDx 以创建并部署平台 

HLx 可帮助硬件工程师加速 All Programmable 平台的创建、修改和编程工作，并进一步完善了赛灵思专为软件和系统工程师量身定制的

SDx 开发环境（SDSoC、SDAccel 和 SDNet）。SDx 系列开发环境能用 C、C++、OpenCL 和用于数据包处理的新兴 P4 语言的组合通過 HLx 生

成的平台进行软件定义编程。HLx 和 SDx 代表了赛灵思设计实现解决方案的新时代，为用户借助   Zynq SoC、MPSoC、ASIC 级 FPGA 和 3D 

IC 等新一代 All Programmable 器件开发更智能、互联互通的差异化系统提供强大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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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非对称多处理
系统实现更简单的
软件开发

卓越工具

作者 :Arvind Raghuraman
工程师

Mentor Graphics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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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ntor 嵌入式多核框架能

消除异构硬件和软件环境的

管理复杂性，从而简化 SoC
系统设计。

异构多处理对于当今的嵌入式

应用来说正变得越来越重要。片上系

统  (SoC) 架构，例如赛灵思的  Zynq® 

UltraScale+ ™ MPSoC 提供包含四个 

ARM® Cortex®-A53 内核以及两个 ARM 

Cortex-R5 内核的强大异构多处理基础

架构。除了核心的计算基础架构外，

SoC 还包含一系列丰富的硬化外设 IP 和 

FPGA 架构，可实现灵活的设计模式，

从而帮助系统开发人员创建高性能多处

理系统。

各种软件开发模式的出现使开发

人员可以充分利用  S o C（例如  Z y n q 

MPSoC）提供的多处理功能优势。对称

多处理 (SMP) 操作系统提供了必需的基

础架构，能够在多处理系统中的多个同

构内核之间以对称或非对称方式平衡应

用工作负荷。不过，要想利用系统中异

构处理器提供的计算带宽，需要使用非

对称多处理 (AMP) 软件架构。

AMP 架构通常需要在 SoC 中不同

处理内核上运行的多种软件环境（例如 

Linux、实时操作系统 (RTOS) 或裸机软

件），协同工作实现最终应用的设计目

卓 越 工 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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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ntor 选用 Linux 3.4.x 内核以及更新版本 

中的 remoteproc 和 rpmsg API。

图 1 – RTOS 和裸机环境中的 Mentor 嵌入式多核框架 (a)，以及 Linux 内核中的 remoteproc 和 rpmsg (b)

标。在典型设计中，主内核上的软件

环境根据需要驱动一个远程内核上的

远程软件环境，用于分担计算任务。

主处理器、远程处理器及其相关软件

环境 ( 即它们的操作系统环境 ) 可以

是同构或者异构的。为有效管理不同

处理器上多个操作系统的生命周期，

同时提供处理器间通信 (IPC) 基础架

构以分担计算工作负荷，需要采用经

过改善的新软件功能和方法。

Mentor Graphics 公司的 Mentor 

嵌入式多核框架是一种软件框架，

能够为 AMP 系统开发人员提供两大

重要功能 ：用于对远程处理器及其

相关软件环境进行生命周期管理的 

remoteproc 组件和 API ；用于在 AMP 

环境中的操作系统之间实现  IPC 的 

rpmsg 组件和 API。该框架为用户提

供了简化的应用级接口，从而消除了

管理异构硬件和软件环境的复杂性。

让我们详细了解一下如何使用这

种新的开发框架来管理 AMP 系统中

的异构计算。

兼容性和起源

在为 Mentor 嵌入式多核框架选

择合适的  API 时，对开放标准的兼

容性以及在  Linux 社区中的应用情

况是重要的考量指标。Mentor 选用

了 Linux 3.4.x 内核以及更新版本中

的 remoteproc 和 rpmsg API。Linux 

remoteproc 和 rpmsg 基础架构最初由 

Texas  Instruments 设计开发，并专门

用于 Linux 内核。该基础架构允许主

处理器上的 Linux 操作系统管理远程

处理器上远程软件环境的生命周期和

通信。

然而，Linux 提供的基础架构存

在一些限制。首先，Linux rpmsg 隐式

地假设 Linux 总是主操作系统，而且

不支持将 Linux 作为 AMP 配置中的

远程操作系统。 此外，remoteproc 和 

rpmsg API 只能从 Linux 内核空间获

得，没有可用于其它操作系统和运行

时间的等效 API 或库。

Mentor 嵌入式多核框架是一种用 

C 语言编写的独立库。它能干净地实

现在 RTOS 或裸机软件环境中使用的 

应用

硬件

Mentor 嵌入式多核框架 Linux 内核

字符
设备

移植层 环境

RTOS
或
裸机

remoteproc 平台
驱动程序

rpmsg 用户设备
驱动程序

应用

硬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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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u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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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moteproc remoteproc

图 2 – Mentor 多核框架支持的 AMP 配置

remoteproc 和 rpmsg 功能，并具备与 

Linux 中对应的 remoteproc 和 rpmsg 

的 API 级兼容性和功能对称性。图 1a 

显示了 Mentor 嵌入式多核框架的软

件栈图及其在 RTOS 或裸机环境中的

使用。如图所示，该框架经过抽象的

移植层由硬件接口层和操作系统抽象

( 环境 ) 层构成，让用户能够方便地将

框架移植到其它处理器和操作系统。

图  1b  显示了  Linux 内核中的 

r emoteproc  和  rpmsg  基础框架。

remoteproc 和 rpmsg 内核空间驱动

程序为 remoteproc 平台驱动程序和 

rpmsg 用户设备驱动程序提供服务。

remoteproc 平台驱动程序支持远程生

命周期管理 ；rpmsg 用户设备驱动程

序向用户空间应用提供 IPC 服务。

除了能在 AMP 架构中实现 RTOS 

和裸机环境与 Linux remoteproc/rpmsg 

基础架构的互操作外，Mentor 嵌入式

多核框架还提供相应的工作流程和运

行时间基础架构，用于将 Linux 进行

封装并作为 AMP 配置中的远程操作

系统启动。图 2 显示了该框架支持的

各种 AMP 配置。

用例与应用

Mentor 嵌入式多核框架非常适合

无监督和有监督的 AMP 架构。

无监督的 AMP (uAMP) 架构适

用于不需要对参与的操作系统环境进

行严格分离的应用。在该架构中，参

与的操作系统在系统中的处理器上本

地运行。如图 3a 所示，Mentor 嵌入

式多核框架提供一种简单有效的基础

架构，其中，主（引导）处理器上的

主软件环境可以管理生命周期，并将

计算任务分配给 SoC 中的其它计算

资源。

有监督的非对称多处理 (sAMP) 

架构最适合需要对软件环境和系统资

源虚拟化进行隔离的应用。在 sAMP 

中，参与的客户操作系统运行在客户

虚拟机中，而客户虚拟机由管理程序

（也称为虚拟机监视程序）进行管理和

调度。管理程序为虚拟机提供隔离和

虚拟化服务。Mentor 嵌入式多核框架

使 sAMP 架构能够管理 SoC 中异构计

算资源的计算任务。

如图 3b 所示，该框架有两种应

用方式 ：在客户操作系统环境下，进

行无监督的异构计算资源管理 ；在管

理程序中，进行有监督的异构计算资

源管理，使管理程序能够监督客户操

作系统与远程环境之间的交互。

总之，Mentor 嵌入式多核框架最

适合需要将计算功能按照需求分配给

多处理芯片中专用内核的应用。对于

功率受限的器件，该框架能够根据需

要开启和关闭计算资源，实现最佳功

率利用率。

该框架还便于将传统的单核嵌

入式系统整合到功能更强大的多处理 

SoC 上。此外，该框架能够轻松地移

植针对单核芯片而开发的传统软件，

以便与更新、更强大的多处理芯片上

的增强系统功能进行互操作。

最后，该框架还有助于实现容错

型系统架构。例如，该框架能支持处

主内核

配置 a 配置 b 配置 c

主内核 主内核远程内核 远程内核 远程内核

RTOS
或

裸机

RTOS
或

裸机

RTOS
或

裸机

RTOS
或

裸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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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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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ux
Guest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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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es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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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moteproc

Cortex-
R5

Core Cort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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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e

remoteproc
rpmsg

remoteproc
rpmsg

图 3 – Mentor 嵌入式多核框架用例，包括 uAMP (a) 和 sAMP (b) 架构

理关键系统功能的 RTOS 环境 ( 主机 )

来管理负责非关键系统功能的 Linux 

环境。当  Linux 子系统出故障时，

RTOS 可重启故障子系统，而且不会

对关键系统功能产生任何不利影响。

系统级考虑因素

Mentor 嵌入式多核框架 API 提供

所需的软件基础架构，以管理  AMP 

系统中的计算。然而在使用上述 API 

开发应用软件之前，设计 AMP 系统

必须考虑特定的系统级考虑因素。

在初始设计阶段，您需要确定 

AMP 拓扑结构。该框架可在星形拓扑

（单个主机管理多个远程机）或链式拓

扑（主机和远程节点链接在一起）中

使用。当您选择合适的拓扑结构后，

下一步是确定存储器布局。应为每个

参与的操作系统运行时间分配存储区

域，并为操作系统实例之间的 IPC 分

配共享存储区域。在存储器布局最终

确定后，您需要更新框架提供的、用

于反映所选存储器架构的特定平台配

置数据。

现成的操作系统通常假定其拥有

整个 SoC，因此无法直接在无监督的 

AMP 环境中运行，因为该环境要求合

作使用共享资源，并且互斥地使用非

共享资源。AMP 系统中每个参与的

操作系统都要进行修改，以便通过合

作方式使用共享资源。例如，远程操

作系统不应复位和重新初始化已经在

主机环境中使用的共享全局中断控制

器 ；也不能修改共享时钟树或外设，

以免导致冲突。这些变更通常包括对

参与的操作系统内核或 BSP 源文件

（或二者皆有）进行修改。

下一步是执行系统分区。必须在

参与的操作系统之间对系统资源（例

如存储器和非共享 I/O 器件）进行分

区，这样，每个操作系统都只能显示

和访问所分配的资源。为实现上述任

务，您可以对提供给操作系统的平

台数据 ( 器件和存储器定义 ) 进行修

改。例如，修改 Linux OS 的 Linux 器

件树源文件 (DTS) 中的存储器和器件

定义 ；Nucleus RTOS 的平台定义文件

中的存储器和器件定义 ；裸机环境中

平台专用报头文件的存储器和器件定

义。

利用 rpmsg 实现操作系统环境之间的 IPC

裸机
裸机

管理程序

Mentor 
嵌入式 

Linux (SMP)

利用 rpmsg 实现操作系统环境之间的 IP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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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框架提供相应的工作流程， 

用来封装 Linux、RTOS 或裸机 

软件映像以及所需的引导程序固件， 

从而生成 ELF 格式的远程固件映像。

使用 REMOTEPROC 进行生命周期

管理

在完成系统级设计决策以及针对

参与操作系统的修改后，就可使用应

用软件的 Mentor 嵌入式多核框架。该

框架提供相应的工作流程，用来封装 

Linux、RTOS 或裸机软件映像以及所

需的引导程序固件，从而生成 ELF 格

式的远程固件映像。

远程固件  ELF 映像包含一个名

为资源表的特殊区域。资源表是一个

预先定义捆绑的静态数据结构，用户

可在这里指定远程固件所需的资源。

资源表提供的一些重要定义内容包括

远程固件所需的存储器以及远程固件

所支持的 IPC 功能。主软件环境中的 

remoteproc 组件使用资源表定义来分

配资源并建立与远程环境的通信。

框架主机使用  remoteproc_init 

API 初始化远程处理器环境。在调用

时，remoteproc 主机取出远程固件映

像、解码、获得资源表、并对其解

析，以确定远程固件的资源要求。

remoteproc 根据资源表定义建立远

程固件所需的物理存储器，并执行 

rpmsg/VirtIO IPC 的特定初始化功能。

在 remoteproc 完成初始化后，可

使用 remoteproc_boot API 启动相关软

件环境中的远程处理器。在调用时，

找到固件映像以便在存储器中适当执

行，同时，远程处理器解除复位状态

以执行该映像。remoteproc_shutdown 

和 remote- proc_deinit API 允许应用关

闭远程处理器，并分别解除各类资源

的初始化。( 图 5 中的伪代码模块给

出了 remoteproc API 在主机环境中的

使用实例。)

在远程环境中，启动和关闭 

API 不适用。为了对 remoteproc 组

件进行初始化和解除初始化，必须

使用 remoteproc_resource_init API 

和 remoteproc_resource_deinit API。

如欲了解在  Linux 环境中如何使用 

remoteproc，敬请参见 Linux 内核文档。

RPMSG和处理器间通信

一旦远程固件启动并在远程处理

器上运行，就可使用 rpmsg API 在主

机与远程软件环境之间实现处理器间

通信。当使用 rpmsg 时需要理解的关

键抽象和概念如下 ：

• 从主机角度看，rpmsg 器件代表一

个远程处理器。

• rpmsg 通道是主机与远程处理器

( 也称为 rpmsg 设备 ) 之间的双向

通信通道。

• rpmsg 端点是可出现在 rpmsg 通道

任意一侧的逻辑抽象。

• 端点提供用于在主机与远程环境之

间发送目标消息的基础架构。

• 当创建端点时，用户提供唯一的端

点索引或允许 rpmsg 组件为端点分

配一个索引。此外，用户提供应用

定义的回调，并将其与正在创建的

端点关联。

• 当收到针对给定端点索引的消息

时，rpmsg 会参考所收到的数据负

荷调用相关的接收回调。

• 用户可在 rpmsg 通道的任意一侧创

建任意数量的端点。

• 没有明确指向目标端点索引的消息

会到达与 rpmsg 通道相关联的默认

端点。

• rpmsg 组件利用在初始化过程中注

册的、用户提供的回调为用户应用

通知通道创建和删除等事件。

图 4 所示为 rpmsg 通道和端点

抽象及其使用情况。 rpmsg 组件与 

remoteproc 协同建立并管理主机与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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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 rpmsg 通道和端点抽象

程环境之间的 rpmsg 通信通道。一旦

主机上的 remoteproc 启动远程环境，

远程环境上的 rpmsg 就会发送名称服

务公告。收到名称服务公告后，主机

会注册已宣布的 rpmsg 器件，并建立 

rpmsg 通道。通道建立后，在两侧调

用由 rpmsg 通道创建的回调，通知主

机和远程应用通道已建立。

此时，主机和远程环境可利用

分别针对分块和不分块传输请求的 

rpmsg_sendxx API 和 rpmsg_trysendxx 

API  相互传输数据。当远程环境调

用 remoteproc_resource_deinit 时，由 

rpmsg 通道删除的回调向主机应用通

知该事件，以平稳终止基于 rpmsg 的

通信链路。在远程环境无法响应的情

况下，主机可选择使用 remoteproc_

shutdown API 异步地关闭远程处理

器。图 5 中的伪代码段给出了在主机

环境中 rpmsg API 与 remoteproc API 

的协同使用情况。

rpmsg 组件将 VirtIO 作为共享

存储器传输抽象层。VirtIO 有自己的

根，可用作 lguest、KVM 和 Mentor 

嵌入式管理程序中客机到主机通信

的 I/O 虚拟化标准。rpmsg 驱动程序

使用 VirtIO 层提供的服务与对方实现

共享存储器通信。rpmsg 驱动程序实

例化一个 rpmsg VirtIO 器件，并使用 

VirtQueue 接口推送和消耗其通信另一

方的数据。

用于开发 AMP 系统的工具

AMP 应用软件的开发会产生一

些独特的挑战。系统开发人员通常

不得不同时调试异构 SoC 上部署在

不同处理器的不同操作系统环境。

采用可感知操作系统的统一调试环

境不仅能改善调试体验，还能提高

生产力。Mentor Embedded Sourcery 

CodeBench 工具提供可感知所有受

支持操作系统环境（包括 M e n t o r 

Embedded Linux 和 Nucleus RTOS) 的

统一 IDE。此外，Sourcery CodeBench 

还支持多种调试选项，包括用于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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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pmsg channel created callback - invoked on channel creation */
void rpmsg_channel_created(struct rpmsg_channel *rp_chnl) {
    ..
 /* Use RTOS provided primitives (ex., semaphores) to 
    release the application context blocked on rpmsg 
    channel creation */
}

/* rpmsg channel deletion callback - invoked on channel deletion */
void rpmsg_channel_deleted(struct rpmsg_channel *rp_chnl) {
    ..
 /* Use RTOS provided primitives (ex., semaphores) to 
    release the application context blocked on rpmsg 
    channel deletion */
}

/* rpmsg receive callback - invoked when data received on 
default endpoint */
void rpmsg_rx_cb(struct rpmsg_channel *rp_chnl, void *data, 
     int len, void * priv, unsigned long src) {
    ..
 /* Copy received data to application buffer and use 
 RTOS provided primitives (ex., semaphores) to release 
 the application IPC data processing context */
}

/* Initialize remote context */
int Initialize_Remote_Context(..) {
    ...
    /* Initialize remote context */
    remoteproc_init(remote_fw_info, 
        rpmsg_channel_created, rpmsg_channel_deleted, 
        rpmsg_rx_cb, &proc);

 /* Boot remote context */
    remoteproc_boot(proc);
 ...
}

/* Send data to remote context after rpmsg channel creation */
int Send_Data_To_Remote(..) {
    ..
 rpmsg_send(app_rp_chnl, user_buff, sizeof(user_buff));
 ..
}

/* Finalize remote context after rpmsg channel deletion */
int Finalize_Remote_Context(..) {
    ..
 /* Shut down and finalize the remote processor */
 remoteproc_shutdown(proc);
 remoteproc_deinit(proc);
 ..
}

图 5 – 伪代码给出了主机环境下关键 remoteproc 和 rpmsg API 的使用情况

试 Linux 内核空间、Nucleus RTOS 

和裸机环境的 JTAG 调试 ；以及针对 

Linux 用户空间和 Nucleus RTOS 应用

的 GDB 调试。

在开发 AMP 系统时，软件特性

分析工具很有用，可用来了解异构操

作系统上部署的各种应用在运行时间

的相互交互情况。每个操作系统实例

通常使用一个独立时钟参考，而且给

定操作系统环境中收集的任何特性

分析数据都以操作系统本地的时基

为基础。Mentor Embedded Sourcery 

Analyzer 主机工具和 Mentor 的操作

系统包含内置算法，使用户能够以图

形方式查看和分析从统一时间参考的

不同操作系统资源中收集到的跟踪数

据。该功能使用户能够深入了解复杂

交互情况以及开发 AMP 软件时难以

发现的时序问题。

开源运行时间组件

Mentor 嵌入式多核框架与 Mentor 

的开发工具和操作系统紧密集成。它

支持各种不同的基于 ARM 的 SoC 和

平台。通过使用具有 Mentor 工具和

操作系统的框架，用户不必从头设计 

AMP 系统，而是只需执行“系统级

考虑因素”一节中所讨论的任务。用

户可利用其中一种参考配置开始 AMP 

应用的开发工作，然后对系统配置进

行定制化处理，以满足不同需求。

对于  A M P 系统设计而言，亟

需一种标准化的软件框架，使开发

出的  RTOS 或裸机软件能够与开源 

L inux  社区所采用的接口进行互操

作。为满足该需求并促进在行业中

的应用，Mentor Graphics 与赛灵思

共同通过 OpenAMP 开源项目开放了 

Mentor 嵌入式多核框架的运行时间组

件源代码，并提供针对 Zynq-7000 All 

Programmable SoC 的平台支持。该项

目目前由 Mentor Graphics 和赛灵思共

同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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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件支持

新器件

该版本支持以下 UltraScale ™ 
器件：

• Kintex® UltraScale 器件 ：

XCKU095、XCKU025、
XCKU085

对支持器件的常规使用

以下为生产就绪型器件 (-1 和 -2 速度

等级 )
• Kintex UltraScale 器件 ：

XCKU095、 XCKU025、 XCKU085
• Virtex® UltraScale 器件 ：

XCVU095、 XCVU080

Vivado 2015.3 版本的
最新消息
赛灵思不断改进其产品、IP 和设计工具，努力帮助设计人员提高工作效率。本文将介绍赛灵思设计工具的当

前最新更新情况，其中包括为加速赛灵思 All Programmable 器件设计而构建的以 IP 及系统为中心的全新一

代革命性创新型设计环境 Vivado® 设计套件。如欲了解有关 Vivado 设计套件的更多信息，敬请访问：china.

xilinx.com/vivado。

通过产品升级，赛灵思设计工具的功能将得到显著增强并新增一些新特性。保持及时更新升级是确保实现最

佳设计结果的简单方式。

Vivado 设计套件 2015.1 版本可从赛灵思下载中心下载 ：china.xilinx.com/download。

VIVADO Design Suite 2015.3 版本亮点

Vivado Design Suite 2015.3 版本推出了专为特定市场量身定制的全新即插

即用 IP 子系统。有了这些新的子系统，再结合 Vivado IP Integrator (IPI) 

以及用于 C/C++ 和 SystemC 设计的高层次综合 (HLS) 的增强功能，可将

耗时的 RTL 开发抽象化，从而大大减轻设计创建与集成工作量。

另外，Vivado 2015.3 版本还增加了一些新特性，其中包括 ：流水线报

告、自动流水线插入与重定时、增强型交叉探测以及核心引擎增强功能。

VIVADO DESIGN SUITE： 
设计版本升级

部分重配置和串联配置

新版  Vivado Design Sui te  扩展了

对  UltraScale 器件的支持，包括对 
KU085、KU095、VU065 和 VU080 的
布局布线支持，使被支持的 UltraScale 

器件的总数量增加到 12 个。

现已针对 KU060、KU095、KU115 和 
VU095 量产芯片提供部分比特流文件

生成功能，将支持比特流的器件总数

量增加至 6 个。

该版本的新功能还包括部分重配置

分离器  IP (Partial Reconfiguration 

Decoupler IP)。这款新型 IP 核便于设

计人员在重配置过程中将可重配置分

区与静态设计隔离。

如需了解更多信息 , 敬请参见赛灵思 
IP 页面 ：http://china.xilinx.com/

products/intel- lectual-property/pr-

decoupler.html。

Vivado IP Integrator
为了加速设计集成，新版本能方便地

从 IP Integrator (IPI) 访问 IP 实例设计，

以及增强型可配置实例设计。其中包

括包括配置 MicroBlaze ™ 处理器实例

设计。

Vivado 仿真器
最新的仿真器版本将细化运行时间性

能提升 3 倍。

Vivado 调试与报告 
赛灵思新增了一系列报告以加速时序

收敛和调试。report_design_analysis 
命令报告一个路径列表，其中的路径

在当前设计阶段和前一个阶段都属于

关键路径。通过该方式可检查工具在

每个阶段将重点关注哪条关键路径。

另一条新命令 report_pipeline_analysis 
能假设向设计添加时延 ( 流水线级 )，
并报告所得的最新 Fmax，从而评估

潜在的设计性能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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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VADO DESIGN SUITE： 
系统版本升级

Vivado 高层次综合
为加速基于 C 语言的 IP 开发，Vivado 
HLS 现可在运行 C/RTL 协同仿真之后启

动 Vivado 波形查看器，以查看 仿真波

形。只需点击“Open Wave Viewer”工

具栏按钮。另一个新功能是通过 hls_half.
h 报头文件支持半精度浮点数。半精度

功能可实现更小、更快的设计，同时在

很多情况下可保持足够的数值精度。

如需了解更多信息，敬请参见 Vivado 
Design Suite 用户指南 ：高层次综合

(UG902)。

System Generator for DSP
System Generator 的新功能是支持 
MATLAB® 2015B，实现更紧密的集

成，允许 HDL Coder 自动生成包含高层

次 RTL 和目标优化 IP 的组合模型。

为提高可用性，赛灵思增强了 System 
Generator 的数字上变频器和数字下变

频器 (DUC/DDC) 模块集功能，极大简

化了该模块集，以便进行无线算法开

发。新模块添加了一些增强功能，可改

善验证和编译运行时间，所有这些只

需七个或更少的参数来配置。数字 FIR 
滤波器模块与 MathWorks 公司提供的 
Filter Design 和 Analysis Tool 紧密集成，

可构建出占位面积更小的滤波器，包

括固定分数插值滤波器 (fixed-fractional 
interpolation) 或抽取滤波器。正弦波和

复数乘积 (complex-product) 模块能极大

简化调制解调器设计，用以在高采样率

下进行频率变换。再量化模块能快速操

作数据类型，以便在数据路径中任一点

将动态范围最大化。

System Generator for DSP 还新增了交互

式交叉探测功能，可加速设计探索并实

现迭代设计收敛。凭借时序分析交叉探

测功能，算法开发人员可快速识别关键

路径，并找出可能影响算法的吞吐量和

算法时延，以便快速做出调整。该版本

的最新内容还包括 System Generator 的

硬件协同仿真的改善，可将验证运行速

度加快 45 倍。

赛灵思知识产权 (IP) 升级
赛灵思最新 LogiCORE ™ IP 子系统是

一款高度可配置的、专为特定市场量身

定制的构建块，其集成了多达 80 个不

同的 IP 核、软件驱动程序、设计实例

和测试平台。Vivado Design Suite 2015.3 
版本推出了可用于以太网、PCIe®、视

频处理、图像传感器处理和 OTN 开发

的新型 IP 子系统。这些 IP 子系统采用 
AMBA® AXI-4 互联协议、IEEE P1735 
加密和 IP-XACT 等行业标准，可与赛

灵思及其联盟成员提供的 IP 核实现互

操作性，并加速集成。

高度可配置的视频处理子系统支持 
4K2K 视频管道。全面的视频支持包括 
VDMA、去隔行扫描器、色度重采样

和定标器等。该子系统还能利用自动

生成的 AXI 接口和 Vivado IPI，方便地

对 DisplayPort、HDMI 和 MIPI 接口供

电和同步。新的视频 IP 子系统可替代

赛灵思的 VIPP 内核。

了解更多
如需了解更多信息，敬请参见 ：

Vivado Design Suite 2015.3 版本说明。

QuickTake 视频教程
Vivado Design Suite QuickTake 教程

是一套基础知识视频，介绍 Vivado 
Design Suite 和 UltraFast ™ 设计方法的

特性。

观看所有 QuickTake 视频 ： 
china.xilinx.com/training/vivado。

培训

如需参加  V ivado  Des ign  Su i t e、
UltraFast 设计方法等方面的讲师指导

的培训课程，敬请访问网址 ：

china.xilinx.com/training。

立即下载 Vivado Design Suite 2015.3 
版本：http://china.xilinx.com/down- 

load。

加速第二代分布式计算普及

IBM-Xilinx 启动首届异构计

算大赛 

【2015 年 12 月 18 日，中国 北京】继今年 9

月 OpenPOWER 基金会推出第二代分布式计算

概念并成立联盟这一全球计算领域的里程碑式

事件之后，为加速第二代分布式计算的进一步普

及及落地应用，OpenHW 开源硬件社区 （http://

www.openhw.org）、IBM 公司和 Xilinx 公司联

合宣布首届 IBM-Xilinx 异构计算大赛今日正式

启动，面向全国工程和学术研究领域征集最具创

意的异构计算方案， 并为这些方案的实现提供强

大的技术支持。 

清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复旦大学、天津

大学和北京交通大学的学界专家和 IBM、Xilinx

公司的企业专家将组成强大的专家评审组，全程

关注并支持各个参赛团队从创意到实现。同时，

为鼓励参赛团队积极参与此次大赛，组委会特设

立丰富奖项奖金。获奖者还将获得 Xilinx 公司

捐赠的核心 FPGA 芯片。此外，获奖作品还将

有机会在全球四大 FPGA 国际学术会议中展示。 

云计算、大数据、认知计算等新型应用负载

的爆发，迎来了以通用处理器和应用加速器的混

合异构计算为主要特征的第二代分布式计算时

代。为了推动第二代分布式计算的落地应用，

IBM 与 Xilinx 公司在全球展开了一系列战略合

作，如共同开发相关的加速基础架构、软件和中

间件技术和方案等，此次大赛是双方进一步推动

第二代分布式计算模式普及落地的重要举措。 

首届 IBM-Xilinx 异构计算大赛分为报名、

培训、设计、答疑和决赛几个阶段，从即日起

开始到明年 4 月份举行最终决赛。比赛将基于

POWER 处理器以及 CAPI 技术和 Xilinx FPGA

硬件平台。竞赛题目分为指定命题和开放命题

两部分。开放命题选题可以在大数据分析、网

络、机器学习、基因计算、图像编解码等领域

自由选择。参赛选手将设计方案上传 IBM 中国

研究院打造的 SuperVessel 超能云（http://www.

ptopenlab.com） 平台进行验证测试，并由专家评

审组评出最终获奖作品。 

首届 IBM-Xilinx 异构计算大赛专家评审组

专家清华大学汪玉教授表示 ：“云计算和大数据

时代新型工作负载的涌现和处理器性能功耗比的

制约，使通用处理器计算和特定目的协处理器计

算（应用加速器，如 FPGA 器件）相结合的混合

异构计算更加普遍。混合异构计算需要将基于处

理器软件编程和基于 FPGA 硬件编程相结合，

这给传统的应用编程带来了新的挑战。 IBM-

Xilinx 异构计算大赛将集合高校、开源硬件社区

等优质技术资源，对于新型编程人才的培养将起

到积极作用，对于普及推广先进的第二代分布式

计算模式也具有重要意义。” 

OpenHW 开源硬件社区 将为本次大赛的官

方网站。获取更多信息及报名请登录 ：http://

www.openhw.org/events/capi.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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