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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章节介绍硬核处理器系统 (HPS) 组件实现的接口，包括时钟和复位。
大部分的复位可以被单独地使能。h2f_reset 接口例外，它总是处于使能状态。
您必须声明每个 HPS- to- FPGA 时钟的频率以用于评估时序。每个可能的时钟，包括在
外设中可用的时钟，均有本身的参数以进行时钟频率说明。声明 HPS- to- FPGA 时钟的
频率为您指定如何配置 PLL 和外设，以便使能 TimeQuest 来准确地评估系统时序。它
对 PLL 设置没有影响。
f 要了解关于例化 HPS 组件的更多信息，请参考 Cyclone® V 器件手册第 3 卷的
Instantiating the HPS Component 章节。要了解关于 Avalon ™ 协议时序的更多信息，
请参考 Avalon Interface Specifications。要了解关于 Advanced Microcontroller
Bus Architecture (AMBA®) Advanced eXtensible Interface (AXI ™ ) 协议时序的更多
信息，可从 ARM 网站 (infocenter.arm.com) 下载 AMBA AXI 协议规范 v1.0 以进行参
考。

存储器-映射的接口
FPGA- to- HPS 桥接
表 28–1. FPGA- to- HPS 桥接和时钟
接口名称
f2h_axi_slave

说明
FPGA- to- HPS AXI 从接口

相关时钟接口

(1)

f2h_axi_clock

表 28–1 注释：
(1) 要了解时钟接口的更多信息，请参考

第 28–4 页的 “ 时钟 ” 。

FPGA- to- HPS 接口是一个可配置的数据宽度 AXI 从端口，支持 FPGA 主器件对 HPS 发起
事务。该接口支持 FPGA 内核逻辑访问大部分的 HPS 从器件。该接口也提供一个相干存
储器接口。
FPGA- to- HPS 接口是一个 AXI- 3 兼容的接口，具有以下功能：
■

可配置的数据宽度：32、64 或 128 位

■

Accelerator Coherency Port ( 加速器一致性端口，ACP) 旁带信号

■

管理时钟域过渡、缓冲和数据宽度转换的 HPS- side AXI 桥接

FPGA 内核逻辑中的其它接口标准，例如连接到 Avalon® 存储器映射的 (Avalon- MM) 接
口，可通过使用软逻辑适配器支持。Qsys 系统集成工具自动生成适配器逻辑以将 AXI
连接到 Avalon- MM 接口。
该接口具有 32 位的地址宽度。要访问现有的 Avalon- MM/AXI 主器件，可以使用
Altera® 地址跨度扩展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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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要了解关于FPGA- to- HPS桥接的更多信息，请参考Cyclone V器件手册第3卷的 HPS- FPGA
AXI Bridges 章节。要了解关于地址跨度扩展卡的更多信息，请参考 Cyclone V 器件手
册第 3 卷的 Instantiating the HPS Component 章节的 “ 使用地址跨度扩展卡组件
”。

ACP 旁带信号
要实现与微处理器单元 (MPU) 子系统的 ACP 的通信，AXI 旁带信号用于介绍进行传输的
内部缓存属性。
f 要了解关于 ACP 旁带信号的更多信息，请参考 Cyclone V 器件手册第 3 卷的 Cortex- A9
Microprocessor Unit Subsystem 章节。

HPS- to- FPGA 和轻型 HPS- to- FPGA 桥接
表 28–2. HPS- to- FPGA 和轻型 HPS- to- FPGA 桥接以及时钟
接口名称

说明

相关时钟接口

h2f_axi_master

HPS- to- FPGA AXI 主接口

h2f_axi_clock

h2f_lw_axi_master

HPS- to- FPGA 轻型 AXI 主接口

h2f_lw_axi_clock

(1)

表 28–2 注释：
(1) 请参考 第 28–4 页的 “ 时钟 ” 以了解关于时钟接口的更多信息。

HPS- to- FPGA 接口是可配置的数据宽度 AXI 主端口 (32、64 或 128 位 )，可支持 HPS 主
器件对 FPGA 内核逻辑发起传输。
轻型 HPS- to- FPGA 接口是一个 32- bit AXI 主端口，可支持 HPS 主端口对 FPGA 内核逻
辑发起传输。
两个 HPS- to- FPGA 接口都是 AXI- 3 兼容的。HPS- side AXI 桥接在需要时管理时钟域过
渡、缓冲和数据宽度转换。
FPGA 内核逻辑中的其它接口标准，例如连接到 Avalon- MM 接口，可通过使用软逻辑适
配器支持。Qsys 系统集成工具自动生成适配器逻辑，以便将 AXI 连接到 Avalon- MM 接
口。
每个 AXI 桥接从 FPGA 内核逻辑接受时钟输入并且从内部执行时钟域交互。内核外部的
AXI 接口在和 FPGA 内核逻辑提供的时钟的相同时钟域上进行操作。
f 要了解更多信息，请参考 Cyclone V 器件手册第 3 卷的 HPS- FPGA AXI Bridges 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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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PGA- to- HPS SDRAM 接口
FPGA- to- HPS SDRAM 接口是 FPGA 内核逻辑和 HPS SDRAM 控制器之间的直接连接。该接
口是高度可配置的，支持端口数和端口宽度之间的混合。接口支持 AXI- 3 和 Avalon- MM
协议。
表 28–3. HPGA- to- HPS SDRAM 接口和时钟
接口名称

说明

相关时钟接口

f2h_sdram0_data

SDRAM AXI 或 Avalon- MM 端口 0

f2h_sdram0_clock

f2h_sdram1_data

SDRAM AXI 或 Avalon- MM 端口 1

f2h_sdram1_clock

f2h_sdram2_data

SDRAM AXI 或 Avalon- MM 端口 2

f2h_sdram2_clock

f2h_sdram3_data

SDRAM AXI 或 Avalon- MM 端口 3

f2h_sdram3_clock

f2h_sdram4_data

SDRAM AXI 或 Avalon- MM 端口 4

f2h_sdram4_clock

f2h_sdram5_data

SDRAM AXI 或 Avalon- MM 端口 5

f2h_sdram5_clock

(1)

表 28–3 注释：
(1) 请参考 第 28–4 页的 “ 时钟 ” 以便了解关于时钟接口的更多信息。

FPGA- to- HPS SDRAM 接口是多端口 SDRAM 控制器的可配置接口。
所有接口的整个数据宽度在读方向被限制为最高 256 位，在写方向被限制为最高 256
位。该接口被实现为 4 个 64 位读端口和 4 个 64 位写端口。结果，无论接口的数量或
类型如何，接口使用的最小数据宽度是 64 位。
可通过以下方式配置该接口：
■

AXI- 3 或 Avalon- MM 协议

■

接口数

■

接口的数据宽度

FPGA- to- HPS SDRAM 接口支持 6 个命令端口，允许高达 6 个 Avalon- MM 接口或 3 个双向
AXI 接口。
每个命令端口可用于实现 AXI 的读或写命令端口，或用于形成 Avalon- MM 接口的一部
分。
可以使用一个混合的 Avalon- MM 和 AXI 接口 ( 受限于命令 / 数据端口数 )。一些 AXI 功
能在 Avalon- MM 接口中不出现。
该接口具有 32 位的地址宽度。要访问现有的 Avalon- MM/AXI 主端口，可以使用 Altera
地址跨度扩展卡。
f 要了解关于可用接口和端口组合的更多信息，请参考 Cyclone V器件手册第3卷的 SDRAM
Controller Subsystem 章节。要了解关于地址跨度扩展卡的更多信息，请参考
Cyclone V 器件手册第 3 卷的 Instantiating the HPS Component 章节的 “ 使用地址
跨度扩展卡组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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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钟
HPS- to- FPGA 时钟接口对 FPGA 提供物理时钟和复位。这些时钟和复位在 HPS 中被生
成。

HPS PLL 的替代时钟输入
该部分列出了 HPS PLL 的替代时钟输入。
■

f2h_periph_ref_clock—FPGA- to- HPS 外设 PLL 参考时钟。可以将该时钟输入连接到设
计中由 FPGA 侧的时钟网络驱动的时钟。

■

f2h_sdram_ref_clock—FPGA- to- HPS SDRAM PLL 参考时钟。可以将该时钟连接到设计
中 FPGA 侧的时钟网络驱动的时钟。

用户时钟
用户时钟为一个 PLL 输出，连接到 FPGA 内核逻辑而不是 HPS。可以将一个用户时钟连
接到 FPGA 内核逻辑中例化的逻辑。
■

h2f_user0_clock—HPS- to- FPGA 用户时钟，从主 PLL 驱动

■

h2f_user1_clock—HPS- to- FPGA 用户时钟，从外设 PLL 驱动

■

h2f_user2_clock—HPS- to- FPGA 用户时钟，从 SDRAM PLL 驱动

AXI 桥接 FPGA 接口时钟
在 FPGA- to- HPS 桥接中，AXI 接口具有一个异步时钟交互。FPGA- to- HPS 和
HPS- to- FPGA 接口同步于 FPGA 内核逻辑中生成的时钟。这些接口可能异步于彼此。
SDRAM 控制器的多端口前端 (MPFE) 在 FPGA 和 HPS 时钟域之间传输数据。
■

f2h_axi_clock—FPGA- to- HPS 桥接的 AXI 从接口时钟，在 FPGA 内核逻辑中生成。

■

h2f_axi_clock—HPS- to- FPGA 桥接的 AXI 主接口时钟，在 FPGA 内核逻辑中生成。

■

h2f_lw_axi_clock— 轻型 HPS- to- FPGA 桥接的 AXI 主接口时钟，在 FPGA 内核逻辑中生
成。

SDRAM 时钟
您可以使用高达 6 个 FPGA- to- HPS SDRAM 时钟对 HPS 组件进行配置。
到 SDRAM 控制器的每个命令通道都有一个来自 FPGA 内核逻辑的独立时钟源。接口时钟
总是由 FPGA 内核逻辑提供，其中时钟交叉出现在边界的 HPS 侧。
FPGA- to- HPS SDRAM 时钟由 FPGA 内核逻辑中的软逻辑驱动。
■

f2h_sdram0_clock— 端口 0 的 SDRAM 时钟

■

f2h_sdram1_clock— 端口 1 的 SDRAM 时钟

■

f2h_sdram2_clock— 端口 2 的 SDRAM 时钟

■

f2h_sdram3_clock— 端口 3 的 SDRAM 时钟

■

f2h_sdram4_clock— 端口 4 的 SDRAM 时钟

■

f2h_sdram5_clock— 端口 5 的 SDRAM 时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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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位
该部分介绍 HPS 组件的复位接口。
f 要了解关于 HPS 复位序列的详细信息，请参考 Cyclone V 器件手册第 3 卷的 Reset
Manager 章节中的 “ 复位管理器的功能说明 ”。

HPS- to- FPGA 复位接口
以下接口支持 HPS 对 FPGA 内核逻辑中的软逻辑进行复位：
■

h2f_reset—HPS- to- FPGA 冷和暖复位

■

h2f_cold_reset—HPS- to - FPGA 冷复位

■

h2f_warm_reset_handshake—HPS 和 FPGA 之间的暖复位请求和确认接口

HPS 外部复位源
以下接口支持 FPGA 内核逻辑中的软逻辑对 HPS 进行复位：
■

f2h_cold_reset_req—FPGA- to- HPS 冷复位请求

■

f2h_warm_reset_req—FPGA- to- HPS 暖复位请求

■

f2h_dbg_reset_req—FPGA- to- HPS 调试复位请求

调试和跟踪接口
跟踪端口接口单元
TPIU 是片上跟踪源和跟踪端口之间的桥接。
■

h2f_tpiu

■

h2f_tpiu_clock_in

FPGA 系统跟踪宏单元事件接口
系统跟踪宏单元 (STM) 硬件事件支持 FPGA 中的逻辑对跟踪流插入信息。
■

f2h_stm_hw_events

FPGA 交叉触发接口
交叉触发接口 (CTI) 支持触发源和接收器与嵌入式交叉触发 (ECT) 相连接。
■

h2f_cti

■

h2f_cti_clock

调试 APB 接口
调试高级外设总线 (APB ™ ) 接口支持 FPGA 内核逻辑中的调试组件对 CoreSight ™调试
APB 上组件进行调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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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2f_debug_apb_sideband

■

h2f_debug_apb_reset

■

h2f_debug_apb_clock

外设信号接口
DMA 控制器外设请求接口
DMA 控制器接口支持 FPGA 内核逻辑中的软 IP 与 HPS 中的 DMA 控制器进行通信。您可以
配置高达 8 个单独的接口通道。
■

f2h_dma_req0—FPGA DMA 控制器外设请求接口 0

■

f2h_dma_req1—FPGA DMA 控制器外设请求接口 1

■

f2h_dma_req2—FPGA DMA 控制器外设请求接口 2

■

f2h_dma_req3—FPGA DMA 控制器外设请求接口 3

■

f2h_dma_req4—FPGA DMA 控制器外设请求接口 4

■

f2h_dma_req5—FPGA DMA 控制器外设请求接口 5

■

f2h_dma_req6—FPGA DMA 控制器外设请求接口 6

■

f2h_dma_req7—FPGA DMA 控制器外设请求接口 7

f 要了解更多信息，请参考 Cyclone V 器件手册第 3 卷的 DMA Controller 章节。

其它接口
MPU 备用和事件接口
MPU 备用和事件信号对 FPGA 内核逻辑提示 MPU 处于备用。事件信号用于从等待事件
(WFE) 状态唤醒 Cortex- A9 处理器。备用和事件信号被包含在以下的接口中：
■

■

h2f_mpu_events—MPU 备用和事件接口，包含以下信号：
■

h2f_mpu_eventi— 从 FPGA 内核逻辑中的逻辑到 MPU 发送一个事件。该FPGA- to- HPS
信号用于唤醒处于等待事件状态的处理器。置位该信号和 Cortex- A9 执行 SEV 指
令具有相同的效果。该信号必须被置低直到 FPGA 内核逻辑被上电和配置。

■

h2f_mpu_evento— 从 MPU 到 FPGA 内核逻辑中的逻辑发送一个事件。当 SEV 指令由其
中一个 Cortex- A9 处理器执行时，该 HPS- to- FPGA 信号被置位。

■

h2f_mpu_standbywfe[1:0]— 表明是否每个 Cortex- A9 处理器处于 WFE 状态。

■

h2f_mpu_standbywfi[1:0]— 表明每个 Cortex- A9 处理器是否处于等待中断 (WFI) 状
态。

h2f_mpu_gp— 通用接口

MPU 提供信号以表明它什么时候处于备用状态。这些信号可用于定制 FPGA 内核逻辑中
的硬件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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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要了解更多信息，请参考 Cyclone V器件手册第3卷的 Cortex- A9 Microprocessor Unit
Subsystem 章节。

FPGA- to- HPS 中断
您可以配置 HPS 组件以提供 64 个通用 FPGA- to- HPS 中断，从而使 FPGA 内核逻辑中的
软 IP 能够触发 MPU 的通用中断控制器 (GIC) 的中断。中断通过以下 32 位接口实现：
■

f2h_irq0—FPGA- to- HPS 中断 0 到 31

■

f2h_irq1—FPGA- to- HPS 中断 32 到 63

FPGA- to- HPS 中断在 FPGA 接口为异步。在 HPS 内，中断同步于 MPU 的内部外设时钟
(periphclk)。

通用接口
可以使用 FPGA 管理器对 h2f_mpu_gp 接口供应以下通用信号：
■

32 个 FPGA- to- HPS 信号

■

32 个 HPS- to- FPGA 信号

f 要了解更多信息，请参考 ,Cyclone V 器件手册第 3 卷的 FPGA Manager 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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