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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发器重配置控制器提供多种不同的动态重配置模式。可以选择相应的最适合您的应用所需的重配
置模式。所有的动态重配置模式通过收发器重配置控制器PHY IP来实现。
相关链接

Cyclone V器件手册: 已知问题
列出了对Cyclone V器件手册章节规划的更新。

动态重配置功能
下表列出了可用的动态重配置功能。
表7-1: 重配置功能
重配置功能

说明

受到影响的模块

偏移取消

消除模拟电路上由于工艺、
操作所导致的偏移变化。如
果使用接收器，则必须使用
该功能。

CDR

DCD校准

补偿由时钟网络偏斜造成的
占空比失真。

TX缓冲和时钟网络偏斜

模拟控制重配置

当调试链路时，通过调整发 TX和RX缓冲的模拟电路
送器(TX)与接收器的(RX)模拟
设置，对信号完整性进行微
调。

环回模式

动态地使能或禁用Pre-和Post- PMA
CDR反向串行环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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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移取消

重配置功能

说明

受到影响的模块

通过增加或者减少数据速率(/ TX本地时钟分频器
1, /2, /4, /8)实现自动协商的目
的，例如：CPRI和SATA/SAS
应用
重配置TX PLL的设置实现对 TX PLL
多种数据速率支持的协议(例
如：CPRI)
数据速率的变化

在多个TX PLL之间进行切换 • TX PLL
用于多数据速率的支持
• 小数式PLL(使用ALTERA_PLL_
RECONFIG宏功能重配置fPLL数据速
率。)
通道重配置—从一个数据速
率到另一个数据速率重配置
RX CDR

CDR

相关链接

• 28 nm FPGA的背板应用
• AN661: Implementing Fractional PLL Reconfiguration with ALTERA_PLL and
ALTERA_PLL_RECONFIG Megafunctions
关于重配置fPLL数据速率的信息。

偏移取消
偏移取消调整CDR参数中的偏移用于工艺差异。
每个收发器通道均含有偏移取消电路来补偿由工艺操作导致的偏移变化。偏移取消电路由收发器重
配置控制器中的偏移取消控制逻辑IP来控制。在用户模式期间复位收发器重配置控制器不会触发偏
移取消过程。
完成偏移取消校准后，置低reconfig_busy状态信号来表明完成了偏移校准过程。
由收发器重配置控制器使用的时钟(mgmt_clk_clk)也用于收发器校准，并且在没有使能Hard IP
for PCIe Express IP内核时，必须是75-125 MHz。使能了Hard IP for PCIe Express时，频率范围是75-100
MHz。如果mgmt_clk_clk不是自激时钟，那么保持重配置控制器在复位状态(mgmt_rst_reset)
直到时钟稳定。

发送器占空比失真校准
占空比校准功能将发送器调整到最小占空比失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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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MA模拟控制重配置

由CMU生成的发送器时钟穿过时钟网络可能会引入占空失真(DCD)。使用收发器重配置控制器中
集成的DCD校准IP来降低DCD。
在满足下面其中一个条件时，使能Cyclone GT器件的DCD校准IP，来改善TX抖动性能：
• 数据速率 ≥ 4915.2 Mbps
• 时钟网络切换 (TX PLL切换)，数据速率是 ≥ 4915.2 Mbps
支持DCD校准如下：
• 上电模式状态的DCD标准
• 用户模式期间的手动DCD校准
如果使能了所连接的收发器通道的Calibrate duty cycle during power up选项，那么在器件配置后，
进入用户模式之前，DCD校准自动进行。在下面的情况下，您可以在用户模式中手动选择触发DCD
校准：
• 从较低的数据速率到较高的数据速率(≥ 4.9152 Gbps)重配置收发器。
• 执行时钟网络切换(TX PLL切换)并切换到数据速率≥ 4915.2 Mbps
如果收发器运行在4.9152 Gbps以下，那么不需要使能DCD校准。
当DCD校准和偏移取消被使能时，重配置控制器中的reconfig_busy信号被置低，表明完成这两
个过程。如果没有使能DCD校准，那么reconfig_busy信号的置低表明偏移取消过程的完成。
相关链接

• AN 676: Using the Transceiver Reconfiguration Controller for Dynamic Reconfiguration in Arria V
and Cyclone V Devices
• Altera Transceiver PHY IP Core User Guide

PMA模拟控制重配置
完成偏移校准和执行复位流程后，可以动态地重配置模拟控制设置。 当reconfig_busy信号处于
低电平时，您可以继续接下来的模拟控制的重配置。reconfig_busy信号为高电平时表明正在进
行重配置操作。
可重配置收发器模拟控制如下：
•
•
•
•

发送器预加重
差分输出电压(VOD)
接收器均衡器控制
直流(DC)增益设置

要重配置模拟控制设置，请对重配置控制器中的PMA模拟设置重配置控制IP执行读写操作。
相关链接

Altera Transceiver PHY IP Core User Guide
关于重配置控制器的读写操作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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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回模式的动态重配置

环回模式的动态重配置
通过写入收发器重配置控制器相应的位，可以使能pre-CDR和post-CDR反回串行环回模式。
可使用下面的环回路径：
• Post-CDR反向串行环回路径— RX采集输入数据并且将其驱动到CDR。CDR输出的恢复数据连
接到TX分频器，并且通过TX分频器发送到TX管脚。在该路径中，可以检测RX和CDR，也可以
编程TX驱动器来使用主抽头，或者主抽头和预加重的第一个后抽头。通过收发器重配置PHY IP
中的PMA模拟重配置IP实现使能和禁用post-CDR反向串行环回模式。
• Pre-CDR反向串行环回路径— RX采集输入数据并且通过一个缓冲器将其连接回TX驱动器。利用
该路径，可以对RX和TX缓冲器的质量执行快速检查。使能或禁用pre-CDR反向串行环回模式。
注意: 通过Avalon接口或者控制端口，串行环回可以直接和收发器PHY IP一起应用。
相关链接

• Altera Transceiver PHY IP Core User Guide中的Transceiver Reconfiguration Controller章节。
• Cyclone V器件中的收发器环回支持

收发器PLL重配置
可以使用PLL重配置寄存器将参考时钟输入切换到TX PLL或者时钟数据恢复(CDR)电路。
例如，可将参考时钟从100 MHz切换到125 MHz。通过重配置连接到收发器通道的发送器PLL，您
也可以将数据速率从2.5 Gbps切换到5 Gbps。
注意: 参考时钟切换仅支持专用的REFCLK管脚。
收发器重配置PHY IP提供一个Avalon ® -MM用户接口以执行PLL重配置。
相关链接

Altera Transceiver PHY IP Core User Guide中收发器重配置控制器章节的"PLL Reconfiguration"部
分。
关于执行PLL重配置的信息。

收发器通道重配置
您可以使用通道重配置动态地重配置收发器PHY IP内核中的通道。 在该设置中，您可以动态地对
数据速率和接口宽度进行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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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配置通道有如下的方法 :
•
•
•
•

重配置接收器通道的CDR。
使能或禁用所有静态PCS子模块。
在收发器模块中选择一个alternate PLL对收发器时钟生成模块提供不同的时钟。
使用1、2、4或者8分频因子来重配置TX本地时钟分频。

每个发送器通道均有一个时钟分频器。重配置这些本地时钟分频器时，请确保收发器通道的功能模
式支持重配置的数据速率。

收发器接口重配置
通过对包括PCS-PLD和PMA-PCS接口的FPGA架构收发器通道数据宽度进行重配置，可以重配置收
发器接口。
例如，可以重配置定制PHY IP来使能或禁用8B/10B编码器/解码器。如果相关的不同的时钟支持这
种切换，那么对可重配置通道的功能模式的数量没有限制。将定制PHY IP从一种功能模式切换成
不同的功能模式时，您可能需要重配置FPGA架构收发器通道数据宽度，使能或禁用PCS子模块，
或者两者，以符合协议要求。
通道重配置仅对包括在重配置中的通道有影响(收发器通道由唯一的逻辑通道地址来指定)，而对同
一收发器重配置控制器所控制的剩余收发器通道没有影响。PLL重配置对目前使用该PLL进行传输
的通道都有影响。
不支持从Transmitter only配置到Receiver only配置或者与之相反的通道重配置。
图7-1: 收发器模块中的收发器通道和PLL重配置
下图显示了使用收发器通道和PLL重配置模式动态地进行重配置的功能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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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化的.mif重配置

相关链接

Altera Transceiver PHY IP Core User Guide中Transceiver Reconfiguration Controller章节的“Channel
and PLL Reconfiguration”部分
关于收发器通道和PLL重配置的信息

简化的.mif重配置
通过对收发器通道中仅受影响的模块进行重配置来减少重配置时间。
重配置模式仅对通道所修改的设置有影响，显著地减少了重配置的时间。例如，在SATA/SAS应用
中，自动速率协商必须在短期内完成，以符合协议规范。简化的.mif方法有助于重配置通道，从而
符合这些规范。您可以手动生成简化的.mif文件或者使用xcvr_diffmifgen.exe工具来完成。
相关链接

Altera Transceiver PHY IP Core User Guide
关于简化的.mif创建的信息。

不支持的重配置模式
下面的重配置模式未被支持：
• Receiver-only通道与Transmitter-only通道之间进行切换
• 将bonded切换到non-bonded模式，或者使用不同的xN通道数bonded模式之间的切换(例如，从
bonded x2切换成bonded x4)
• 将一个PHY IP切换到另一个PHY IP (例如，从确定性延迟PHY IP到定制PHY IP)
• 如果TX PLL连接到bonded通道中，那么TX PLL重配置不受到支持
只有使用Native PHY IP来配置收发器时，才能实现PHY到PHY IP的重配置。例如，如果使用Native
PHY IP来配置SDI模式和定制的专有IP模式(也使用Native PHY IP进行配置)，那么可在Native PHY
IP中重配置这两种模式。这个切换指的是使能或禁用SDI和定制专有IP模式的PCS子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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