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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核处理器系统 (HPS) 提供 3 个通用 I/O (GPIO) 接口模块。GPIO 模块是 Synopsys®
DesignWare® APB 通用编程 I/O (DW_apb_gpio) 外设的实例。

GPIO 接口的功能
GPIO 接口提供以下功能：
■

支持数字去抖动

■

可配置的中断模式

■

支持高达 71 个 I/O 管脚和 14 个输入专用管脚 (input-only pin)。

GPIO 接口结构图和系统集成
图 22–1 显示了 GPIO 接口的结构图。
图 22–1. GPIO 接口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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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PIO 接口的功能说明
该部分提供 GPIO 接口的功能详细信息。

去抖动操作
HPS 中的 GPIO 模块包括可选的去抖动性能。外部信号可以被去除抖动，以便移除所有
少于外部去抖动时钟 gpio_db_clk 一个周期的杂散毛刺。
使用 gpio_db_clk 去抖动时钟对输入中断信号去除抖动时，信号必须保持有效最低两个
周期的去抖动时钟以便保证它们被寄存。任何少于一个去抖动时钟周期的输入脉冲宽
度都被滤除。如果输入信号脉冲宽度在一个和两个去抖动时钟宽度之间，那么根据它
与去抖动时钟的相位关系，它可能会或不会被滤除。如果输入脉冲跨越去抖动时钟的
两个上升沿，那么它被寄存。如果它只跨越一个上升沿，那么它不被寄存。
图 22–2 显示了两个情况中去抖动电路的时序图 ：一个带抖动输入信号和后面的一个
可传播输入信号。
图 22–2. 异步复位触发器的去抖动时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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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抖动时钟的2个周期要求

使能去抖动电路使中断延迟增加了两个时钟周期的去抖动时钟。

管脚方向
管脚 GPIO 到 GPIO 可配置成输入或输出信号。管脚 HLGPI0 到 HLGPI13 与 HPS DDR 控制器
共享管脚并且为输入专用信号 (input-only signal)。

GPIO 接口编程模型
通过设置 gpio_debounce 寄存器中的相应位，端口 A 的每个输入信号的去抖动性能可以
在软件控制下使能或禁用。使能去抖动性能之前，去抖动时钟必须稳定以及可操作。
软件控制下，外部 I/O pad 的方向由 gpio_swportx_ddr 寄存器的写操作控制。当配置为
输入模式时，读 gpio_ext_porta 将会读取外部 I/O pad 的信号值。当配置为输出模式
时，写入 gpio_swporta_dr 寄存器的数据驱动 I/O pad 的输出缓冲器。输入和输出模式
共享相同管脚，所以它们不可以同时被配置为输入和输出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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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PIO 接口地址映射和寄存器定义
f 地址映射和寄存器定义位于该手册卷附带的 hps.html 文件中。点击链接以打开文件。
要查看模块说明和基地址，请找到并且点击以下其中一个模块实例的链接：
■

gpio0

■

gpio1

■

gpio2

然后要查看寄存器和域说明，找到并且点击寄存器名称。寄存器地址是相对于每个模
块实例的基地址的偏移。
f 所有模块的基地址也在 Cyclone V 器件手册第 3 卷的 Introduction to the Hard
Processor System 章节中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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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1 显示了该文档的修订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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