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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公开的各个实施例涉及具有多个扇区的

可编程电路。本发明公开了涉及可编程电路的系

统和方法。该可编程电路包括多个扇区。每个扇

区包括可配置功能块、可配置路由接线、用于存

储针对可配置功能块和可配置路由接线的配置

的配置位、以及用于与配置位进行接口以配置扇

区的局部控制电路系统。该可编程电路可以包括

用于与局部控制电路系统进行接口以配置扇区

的全局控制电路系统。每个扇区是独立地可操作

的并且/或者与其他扇区并行地可操作的。操作

该可编程电路可以包括：使用局部控制电路系统

来与配置位进行接口并且配置扇区。另外，操作

该可编程电路可以包括：使用全局控制电路系统

来与相应的局部控制电路系统进行接口并且配

置扇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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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可编程电路，包括：

多个扇区，其中每个扇区包括：

至少一个可配置功能块；

多个可配置路由接线；

存储器，其具有至少一个配置位，所述至少一个配置位存储用于所述至少一个可配置

功能块和所述多个可配置路由接线的配置；以及

局部控制电路系统，其通过将所述至少一个配置位编程到所述存储器中来配置所述扇

区，并且生成驱动所述扇区的时钟线的信号；以及

全局控制电路系统，其向用于所述多个扇区中的每个扇区的相应的局部控制电路系统

发送至少一个相应配置位；

其中由所述多个扇区中的第一扇区的第一局部控制电路系统生成的第一信号被配置

为以第一频率驱动所述第一扇区的至少第一时钟线；

其中由所述多个扇区中的第二扇区的第二局部控制电路系统生成的第二信号被配置

为以第二频率驱动所述第二扇区的至少第二时钟线；以及

其中所述第一频率不同于所述第二频率。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可编程电路，其中所述全局控制电路系统进一步配置为：

向用于所述多个扇区中的每个扇区的相应的局部控制电路系统发送一个或多个全局

信号，其中所述一个或多个全局信号与用于每个扇区的配置模式、测试模式和时钟模式中

的至少一个相关。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可编程电路，其中每个扇区进一步包括：

电源；以及

功率控制电路系统，与所述局部控制电路系统通信。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可编程电路，其中用于每个扇区的所述局部控制电路系统进

一步配置为：

检索存储在所述至少一个配置位中的数据；

检测存储的所述数据是否已经由于单粒子翻转的影响而改变；以及

响应于检测到存储的所述数据已经改变，而发送用于所述至少一个配置位的校正数

据。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可编程电路，其中所述局部控制电路系统和所述全局控制电

路系统中的至少一个进一步配置为：

配置所述多个扇区中的第一扇区，其中所述第一扇区包括与所述多个扇区中的第二扇

区不同数目的可配置功能块、可配置路由接线或者二者。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可编程电路，其中所述局部控制电路系统和所述全局控制电

路系统中的至少一个进一步配置为：

配置所述扇区的第一部分；以及

将所述第一部分配置为用于所述扇区的第二部分的冗余区域；

其中所述第一部分包括与所述第二部分不同数目的可配置功能块、可配置路由接线或

者二者。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可编程电路，其中用于每个扇区的所述局部控制电路系统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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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状态机和存储程序处理器中的至少一个。

8.一种用于操作可编程电路的方法，所述可编程电路包括全局控制电路系统和多个扇

区，每个扇区包括：至少一个可配置功能块、多个可配置路由接线、被配置为存储相应比特

流的存储器、被配置为修改并且读回所述至少一个配置位的多条位线和多条字线、被配置

为访问所述多条位线和所述多条字线的多个移位寄存器、以及局部控制电路系统，所述相

应比特流配置所述至少一个可配置功能块和所述多个可配置路由接线以执行相应程序，所

述方法包括：

使用所述局部控制电路系统来将所述相应比特流编程到所述存储器中，以通过控制所

述多个移位寄存器、经由所述多条位线和所述多条字线来配置所述扇区以执行所述相应程

序；以及

使用所述全局控制电路系统向用于所述多个扇区中的每个扇区的相应局部控制电路

系统发送所述相应比特流的至少一个相应配置位。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方法，进一步包括：

通过使用所述全局控制电路系统，向用于所述多个扇区中的每个扇区的相应的局部控

制电路系统发送一个或多个全局信号，其中所述一个或多个全局信号与用于每个扇区的配

置模式、测试模式和时钟模式中的至少一个相关。

10.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方法，其中每个扇区进一步包括电源、以及与所述局部控制

电路系统通信的功率控制电路系统。

11.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方法，进一步包括：

使用所述局部控制电路系统来检索被存储在所述存储器中的数据；

使用所述局部控制电路系统来检测所述数据是否已经由于单粒子翻转的影响而改变；

以及

响应于检测到所述数据已经改变，使用所述局部控制电路系统，来发送用于已经改变

的数据的校正数据。

12.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方法，进一步包括：

使用所述局部控制电路系统和所述全局控制电路系统中的至少一个来配置所述多个

扇区中的第一扇区，其中所述第一扇区的所述至少一个可配置功能块、所述存储器或者二

者具有与所述多个扇区中的第二扇区的所述至少一个可配置功能块、所述存储器或者二者

不同的大小。

13.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方法，进一步包括：

使用所述局部控制电路和所述全局控制电路系统中的至少一个来配置所述扇区的第

一部分；以及

指定所述第一部分作为用于所述扇区的第二部分的冗余区域，

其中所述第一部分的所述至少一个可配置功能块、所述存储器或者二者具有与所述第

二部分的所述至少一个可配置功能块、所述存储器或者二者不同的大小。

14.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方法，其中用于每个扇区的所述局部控制电路系统包括状态

机和存储程序处理器中的至少一个。

15.一种可编程电路，包括：

多个扇区，其中每个扇区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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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一个可配置功能块；

多个可配置路由接线；

存储器，其被配置为存储相应比特流，所述相应比特流配置所述至少一个可配置功能

块和所述多个可配置路由接线以执行相应程序；以及

局部控制电路系统，被配置为通过以下来配置所述扇区：

将所述相应比特流编程到所述存储器中；

确定被编程到所述存储器中的所述相应比特流的至少一个配置位是否发生改变；

确定用于所述至少一个配置位的校正数据；以及

将用于所述至少一个配置位的所述校正数据编程到所述存储器中，

其中每个扇区基于相应局部控制电路系统引起的配置而独立地可操作并且与其他扇

区并行地可操作。

16.根据权利要求15所述的可编程电路，其中每个扇区进一步包括：

电源；以及

功率控制电路系统，与所述局部控制电路系统通信。

17.根据权利要求15所述的可编程电路，其中所述局部控制电路系统进一步配置为：

配置所述多个扇区中的第一扇区，其中所述第一扇区包括与所述多个扇区中的第二扇

区不同数目的可配置功能块、可配置路由接线或者二者。

18.根据权利要求15所述的可编程电路，其中所述局部控制电路系统进一步配置为：

配置所述扇区的第一部分；以及

指定所述第一部分作为用于所述扇区的第二部分的冗余区域；

其中所述第一部分包括与所述第二部分不同数目的可配置功能块、可配置路由接线或

者二者。

19.根据权利要求15所述的可编程电路，其中用于每个扇区的所述局部控制电路系统

包括状态机和存储程序处理器中的至少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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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多个扇区的可编程电路

技术领域

[0001] 本公开涉及一种用于可编程电路诸如现场可编程门阵列(FPGA)的内部组织。

背景技术

[0002] 可编程电路，诸如现场可编程门阵列(FPGA)，可以通过使用在制造之后可对其行

为和互连结构进行配置的部件来实现设计。然而，这种电路可能要求众多的并且可能是隐

藏的支持功能，以便进行配置、测试、计时以及供电。另外，由于FPGA部件计算已经成熟，所

以这些功能的面积成本已经保持不变或者已经增加，它们的带宽已经落后，并且它们的复

杂性和刚性已经延误了时间表并且减少了客户特征。

发明内容

[0003] 本公开涉及一种用于可编程电路诸如FPGA的新的内部组织，其中该电路被划分为

“扇区(sector)”，每个扇区包含用于配置、测试、计时以及供电的局部资源。扇区是可编程

电路诸如FPGA的区域，扇区包含用于配置、测试、计时以及供电中的一个或多个的局部资

源。可编程电路可以具有多个这种扇区。这些扇区在大小和资源方面可以是相同的或者不

同的。每个扇区可以包括诸如处理器、状态机、和/或总线等局部资源，这些局部资源有助于

在晶片测试、封装体测试、初始化、配置、或者其他非用户功能期间的通信和操作。可以通过

使用由独立存在的全局控制器控制的额外的全局布线，来将局部资源互连。扇区边界可以

锚定新的计时、供电、数据传输以及其他合适的特征。如此，扇区可以根据共享时钟而操作，

或者根据它们各自的独立时钟而操作。现有的实施方式已经按照全芯片级的单片方式，实

现了支持功能。然而，将支持功能分解为更小的组分会简化它们的设计，并且新的互连结构

增加了它们的带宽和灵活性。这些属性可以有助于生产更高的集成水平，并且具有降低的

实施复杂性。

[0004] 因此，描述了涉及具有扇区的可编程电路的系统和方法。在一些方面中，可编程电

路包括多个扇区。每个扇区包括可配置功能块、可配置路由接线、用于存储针对功能块和路

由接线的配置的配置位、以及用于与配置位进行接口以配置该扇区的局部控制电路系统

(或者局部控制器)。在特定实施例中，可编程电路包括全局控制电路系统系统(或者全局控

制器)，其用于与局部控制电路系统进行接口，以配置该扇区。在特定实施例中，每个扇区独

立地可操作并且/或者与其他扇区并行地可操作。

[0005] 在一些方面中，描述了一种用于操作可编程电路的方法。用于操作可编程电路的

该方法包括：通过使用局部控制电路系统，来与配置位进行接口并且配置扇区。另外，用于

操作可编程电路的该方法包括：通过使用全局控制电路系统，来与用于相应的局部控制电

路系统进行接口并且配置扇区。该过程可以由例如可编程逻辑器件的处理器实行，并且可

以在暂时性或非暂时性机器可读介质上将其编码为由处理器执行的指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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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06] 本发明的以上优点和其他优点将由于考虑以下详细说明并且结合对应附图而变

得显而易见，贯穿这些附图中，类似的附图标记表示类似的零部件，并且在附图中：

[0007] 图1描绘了根据特定实施例的用于可编程电路的示意性平面图；

[0008] 图2描绘了根据特定实施例的配置RAM(Configuration  RAM，CRAM)阵列的示意图；

[0009] 图3描绘了根据特定实施例的针对在多路复用器中的CRAM位而包括的“释抑

(hold-off)”信号的示意图；

[0010] 图4描绘了根据特定实施例的用于检测并且校正单粒子翻转(SEU)的硬件的示意

图；

[0011] 图5描绘了根据特定实施例的被划分为扇区的可编程电路的示意图；

[0012] 图6描绘了根据特定实施例的包括冗余区域的扇区化的可编程电路的示意图；

[0013] 图7描绘了根据特定实施例的具有增加的外部带宽的扇区化的可编程电路的示意

图；

[0014] 图8描绘了根据特定实施例的在扇区化的可编程电路中的扇区间通信的示意图；

[0015] 图9描绘了根据特定实施例的具有基于网格的(mesh-based)片上网络(NoC)的扇

区化的可编程电路的示意图；

[0016] 图10描绘了根据特定实施例的具有用于检测并且校正SEU的电路系统的扇区的示

意图；

[0017] 图11描绘了根据特定实施例的具有功率控制装置的扇区化的可编程电路的示意

图；

[0018] 图12描绘了根据特定实施例的采用包含本公开的各个方面的集成电路器件的示

意系统的简化框图；

[0019] 图13描绘了根据特定实施例的配置扇区化的可编程电路以便进行操作的示意过

程；以及

[0020] 图14描绘了根据特定实施例的在扇区化的可编程电路中的局部控制器检测并且

校正SEU的示意过程。

具体实施方式

[0021] 图1描绘了可编程电路诸如FPGA的示意性平面图100。在FPGA中的典型功能块可以

包括逻辑102(例如，查询表、D触发器、或者其他合适的部件)、存储器和数字信号处理(DSP)

块104、内部存储器块106、锁相环(PLL)块108、高速串行收发器互连块110-114、通用操作I/

O  116(例如，DDR存储器接口或者其他合适的部件)、计时、以及其他合适的资源中的一个或

多个。用于可编程电路的可编程互连结构(fabric)可以包括可编程开关和路由接线的网

络，这些可编程开关由SRAM位或者其他合适的装置配置而成，以在各个块之间实施路由连

接。可编程电路可以利用“点对点”路由，其中在源信号发生器与其目的地之间的路径在编

译之时是固定的。在涉及部分重配置的特定实施例中，可编程电路可以利用其他合适的路

由方法来实施块级替换。

[0022] 为了明确其功能，可以使每个功能块与“配置RAM”位相关联，它们共同地形成配置

RAM阵列202，如图2所示。这些位可以向配置其功能的逻辑提供恒定值204。图2也示出了附

说　明　书 2/12 页

6

CN 105373493 B

6



加的一个逻辑，即，包括数据寄存器206和地址寄存器208的配置机(Configuration 

Machine)，该配置机可以在上电时用于通过独立存在的专用端口来接受位流、并且然后将

该位流写入配置RAM位。

[0023] 在特定实施例中，随着将位流写入CRAM阵列，与正在被写入的CRAM位相关联的逻

辑的功能性可以动态地改变。取决于多路复用器和其他逻辑的电路级实施方式，该动态可

能导致间歇性短路以及其他不期望的影响。因此，配置机可以生成多种“释抑”信号，以强制

配置的逻辑处于静止，直到所有CRAM位已经被写入。图3描绘了被包括在具有输入302和输

出310的多路复用器300中的这种“释抑”信号的说明性实施例。该实施例包括“独热(one-

hot)”实施方式，其中每个开关306由独立的CRAM位304直接地并且独立地控制。字线驱动器

和位线驱动器可以包括附加的电路系统和控制信号，从而可以强制它们所有分别地为HIGH

和LOW。这可以强制所有CRAM位为零，并且从而可以切断在多路复用器中的所有支路，从而

避免短路。然而，在这种情况下，多路复用器300中的汇聚点(point  of  convergence)可能

没有被驱动，并且从而可能添加有晶体管308以将该节点驱动为HIGH。局部控制器可以在内

部生成信号，这些信号可以将字线和位线强制为HIGH以及将多路复用器300驱动为HIGH。

[0024] 在特定实施例中，可编程电路诸如FPGA在正常操作期间可能如其他数字逻辑一样

易受单粒子翻转(SEU)的影响。在其他逻辑中，这些SEU可能不可预测地更改设计的状态；但

是在使用可编程电路的情况下，由于设计自身的结构存储在存储器位中，所以SEU还可能不

可预测地更改该设计，并且从而更改其功能。为此，对可编程电路诸如FPGA而言，对SEU的缓

和(mitigation)是一个重要的考虑因素。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可以增强背景硬件以连续地

重读(re-read)FPGA的配置、使用CRC和/或ECC技术以在这些位中检测并且校正SEU，并且然

后在需要时写回(write  back)更新。图4描绘了这种背景硬件的说明性实施例。特别地，数

据寄存器400可以包括擦除控制器408、以及用于接收位线402的读取锁存器404。擦除包括：

检查扇区，以发现在存储的数据中的错误；并且通过使用之前存储的数据副本或者其他冗

余信息，来校正该错误。CRC计算块406、CRC寄存器410和比较器块412可以协同地工作，并且

使用CRC和/或ECC技术以在这些位中检测故障414并且校正SEU。这些技术可以由擦除控制

器408管理，并且在需要时写回更新以对这些位进行校正。

[0025] 在特定实施例中，可编程电路可以包括扇区化的配置存储器。图5描绘了被划分为

4个扇区502的FPGA的配置存储器500的说明性实施例。每个扇区可以包括配置RAM位，这些

配置RAM位指定了在该扇区中或跨该扇区的子部件和接线的功能和/或互连结构。每个扇区

可以包括彼此成直角的位线512和字线514。可以使用这些位线和字线来修改并且读回配置

RAM的内容。沿着扇区边缘，可以包括用于字线的字线驱动器以及用于位线的位线驱动器和

感测放大器。它们可以通过相邻的移位寄存器506而被访问，这将可能的大量的字线和位线

减少为仅仅几个时钟线508和数据线510。可以通过使用仅仅这几个时钟线508和数据线

510，来完全地加载和卸载(读回)寄存器。为了控制移位寄存器506，每个扇区可以包括局部

控制器504。这些控制器可以操纵并且观察时钟线508和数据线510。而且，局部控制器504可

以经由简单的通信网络而连接至全局控制器。全局控制器可以连接至装置引脚，通过这些

装置引脚，全局控制器能够与外部世界通信。若要求，全局控制器可以位于这些引脚和局部

控制器之间，从而向局部控制器发送命令并且在控制器和装置引脚之间传送数据。

[0026] 在非扇区化的FPGA中，仅仅存在左上方的“扇区”，并且全局控制器和单个局部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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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器会组合为一个单个控制块。其字线和位线会跨整个芯片运行。扇区化的FPGA的第一个

优点可以是：字线和位线短得多，并且从而操作更快、并且访问每个位所需要的功率更小。

附加地，有利地，扇区化的局部控制器独立地可操作并且并行地可操作。全局控制器可以以

高得多的速率来接受命令和数据，这是因为全局控制器负责了少得多的全局通信；这可以

按照循环(round-robin)的方式发送至局部控制器，例如，其中每个局部控制器按照更低的

速率但是并行地操作。该并行关系也可以有助于扇区化的FPGA在配置期间的更大操作速度

和更大带宽。另外，在每个扇区中的局部控制器的内含物可以允许用一组全局接线替换所

有的上述独立接线。本应已经在之前独立的接线上进行的活动现在被事务化

(transactionalize)，并且局部控制器可以将这些事务解码、并且执行适当的局部操作。由

此，局部控制器可以用作解码器，该解码器可以用于大量地降低全局接线计数。

[0027] 除了与配置位进行接口的字线和位线之外，局部控制器也可以控制“隐藏”模式控

制信号和“释抑”信号，其负责使得在扇区中的逻辑平稳地脱离配置并且进入正常操作中等

等。局部控制器的独立性和局部控制器所控制的扇区的独立性还可以提供其他优点。在接

通电源后，可能需要相当一段时间来使所有配置数据进入FPGA中，并且这可能延迟了装置

的全部既定功能。在一些应用中，要求其中一些功能比可以配置的FPGA的全部功能更加快

速地呈现。该失配可以通过以下方式来校正：仅仅配置一个扇区，或者仅仅配置提供初始功

能所要求的最小数量的扇区，并且然后仅仅在完成了该过程的情况下才解除“释抑”/冻结

信号，从而初始功能可以开始操作。该“部分初始配置”能力意味着至少一部分芯片可以更

加快速地开始发挥功能。

[0028] 可以使用独立扇区以更加容易地支持部分重配置。在特定实施例中，选择在已经

充分配置的部分中的一个或多个扇区，用于进行重配置。由于扇区的独立性，所以正被重配

置的扇区可以接收并且存储配置数据，同时其他扇区可以像以前一样操作。该像以前一样

的操作可以包括：擦除，以校正SEU(即，检查扇区以发现在存储的数据中的错误，并且通过

使用之前存储的数据副本或者其他冗余信息来校正该错误)，从而可以在对所感兴趣的扇

区进行重配置的同时确保不相关的扇区的可靠操作。在没有独立扇区的FPGA中，该混合不

能够得到支持。

[0029] 部分初始配置和部分重配置两者，都是在FPGA中已经提供的特征。然而，迄今为

止，它们的实施方式在全局控制器(配置机)中要求特殊模式和额外功能，并且甚少对该设

计效果进行充分投入以使其恰当地发挥作用。而且，这两个特征都要求附加的专用软件支

持；由于硬件支持的差异会导致客户需求的差异的影响，迄今为止尚未将附加专用软件支

持的完成设定很高的优先级。利用扇区化的FPGA，所有的配置模式变得相同：完全配置、部

分初始配置、和部分重配置，都由对一个或多个扇区的配置所组成。因此，支持所有这三种

方式变得更加简单，并且要求更少的独特的附加支持。

[0030] 许多因素都可以影响到扇区的最佳大小或扇区的大小。更小的扇区可以被更加迅

速地与要求用于其自身组装的相同的时间的包含阵列(containing  array)组装在一起。然

而，更大的扇区可以更加容易地包含如按客户偏好确定的期望比例的FPGA部件类型，但是

这一更优匹配可能难以针对在一个FPGA产品系列中的其他器件所需的不同比例而再利用。

另外，扇区不是最高级的FPGA设计中的唯一的大的块。在最高级的FPGA设计中的其他大的

块有：包括高速串行收发器包的高速串行接口(HSSI)包、和多重常规I/O的I/O块。如果HS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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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I/O块和扇区都具有相同的高度，那么对于芯片组装过程可能是有利的，这是由于该“间

距匹配(pitch-matching)”可以使得更容易通过它们来组装完整的芯片。有利地，该布置可

以扩展到可以被包括在该完整的芯片中的其他大块，诸如可选的处理器和其他合适的大

块。

[0031] 可以从图1发现：FPGA通常由多行更小的块组装而成。最后，当组装包含有更小的

块的这些行时，在每组行中都包括进“备用行(spare  row)”可以是有利的，从而，如果在一

个特定行中存在缺陷，那么可以使在该行和在该行以下的行中的这部分设计向下滑动，重

新填充在该组的底部的备用行。由于在扇区之间滑动可能呈现出额外的复杂性，所以扇区

的高度(在该扇区中的这样的行的数量)可以对应于这样一组行的高度，称为“冗余区域”。

然后，在一行扇区中，如果发现任何子行(包含在一个扇区中的行)包含缺陷，那么在这行扇

区内部可以将跨这行扇区的所有对应子行地向下移动。该布置可以在没有添加扇区间异常

的情况下支持冗余，如图6所图示的。如图所示，可编程电路600包括扇区602和冗余区域

604。扇区602的高度对应于冗余区域604的高度。

[0032] 在特定实施例中，可编程电路被结构化，从而使得局部控制器从全局控制器接受

命令和数据，并且通过使用受控信号(诸如，字线和位线)的适当排序来将该数据写入配置

存储器中。同样，响应于来自全局控制器的命令，局部控制器可以安排对配置存储器的读

取，并且然后将所得的数据发送回全局控制器。除了这些基本操作之外，局部控制器可以增

加有许多附加能力。例如，这种能力可以包括：对读取和写入进行局部排序，以对配置RAM阵

列实施错误检测和校正；以及对测试控制信号进行排序，以实现多种测试模式。

[0033] 在特定实施例中，将局部控制器实施为状态机。在特定实施例中，将局部控制器实

施为最小处理器。它们支持的每个操作可以被实施为在包含控制程序的存储器中的独立存

在的例程。在特定实施例中，该控制程序存储器可以固定在例如只读存储器(ROM)中。ROM可

以比实际所需的更大，从而使每个例程具有多种变型，这取决于局部控制器可以处于的“模

式”。在特定实施例中，将控制程序存储器实施为随机存取存储器(RAM)。可以将该RAM与新

的例程一起写入，以便将新的操作和功能实施到扇区中。这可以按照有效的并且容易理解

的方式来提供可用的可扩展性。这可能是有用的，这是因为仅仅以在全局控制器和局部控

制器之间的少量通信为代价，新命令就可以在扇区内产生大量局部活动。在无该可扩展性

的情况下，新的功能可能需要借由预先存在的操作(并且很有可能是许多预先存在的操作)

来实施。这可能增加了在全局处理器和局部处理器之间所需的通信量，并且阻止了局部控

制器的完全地并行的使用。

[0034] 由于全局控制器负责协调局部控制器的操作、确保在外部世界与局部控制器之间

的数据传输、以及安全特征等等，所以全局控制器(或者，全局控制器的至少部分)也可以实

施在处理器中。这可以是专用处理器、用于已经被包括在装置设计中的用户可见处理器的

特殊启动码、或者另一合适的布置。

[0035] 在特定实施例中，在配置和测试操作期间，特别是在晶片测试期间，局部控制器提

供了增加在可编程电路与外部世界之间的带宽的机会。在将可编程电路(诸如，FPGA)运送

给客户之前，要求对它们进行全面测试。它们的可配置性可以是有利的，这是由于可以将多

重设计编程到可编程电路的每个部分中，直到已经测试了每个可能的操作。然而，这所导致

的成本是：将不同的“测试设计”加载至每个部分中所需的时间、以及可能需要的测试向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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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测试响应。首先执行最具区别性的(discriminating)测试以尽可能早地检测出不良部

分，特别是在该不良部分上执行其他费时的操作之前检测出该不良部分，可能是有利的。除

了测试之外，另一费时的操作是封装该部分。因此，可能期望尽可能地加速对未封装部分的

测试。测试未封装部分的一种方式可以是：在已经将晶片划片为独立存在的裸片之前。在该

步骤中的测试称为“晶片测试”，并且涉及将一组探头应用至晶片上的每个裸片位置。为了

提高在该步骤期间的数据速率并且降低测试的时间和成本，可能期望支持尽可能多的探头

(并且具有可能的最高的数据速率)。

[0036] 有利地，以上描述的并且在图7图示的这种布置实施在扇区化的可编程电路700

中，这是由于每个局部控制器704、706和708可以成为注入数据的自然位置(natural 

place)。非扇区化的可编程电路或者FPGA可能要求数据流经全局控制器。但是在扇区化的

可编程电路或者FPGA中，局部控制器的阵列可以并行地接受数据并且将该数据向前传递至

其扇区。每个局部控制器可以按照多种方式接受其自己的数据。在特定实施例中，可以通过

附近的I/O引脚施加数据，该I/O引脚的键合焊盘可以由探头(例如，针对局部控制器706所

图示的)接触。取决于稍后为该部分选择的封装选项地，这些I/O引脚中的一些可以不被键

合(即，保留为不被连接)，从而使得仅仅需要在晶片测试期间实现连接结构。可替代地，可

以将探头焊盘添加至局部控制器，特别地并且仅仅针对晶片测试(例如，如针对局部控制器

708所图示的)。局部控制器也可以并行地接受作为来自全局控制器的广播的配置数据。这

可以使相同的扇区同时配置有相同的测试设计。作为另一种选择，可以在高速串行收发器

(例如，在28Gb/s的速度下操作)和最近的局部控制器之间包括连接结构，以在极高的数据

速率下传送数据，如受测试设备的限制的(例如，如针对局部控制器702所图示的)。

[0037] 图8描绘了可编程电路800的说明性实施例，示出了在扇区806之间的扇区间通信。

每个局部控制器804与全局控制器802通信。全局控制器802协调它们的操作并且传达从装

置外部发起的命令。为了支持该通信，可能存在在全局控制器和每个扇区的局部控制器之

间的连接结构的网络。该网络可以按照许多方式实施，并且也可以用于除了该基本通信之

外的其他用途。在特定实施例中，扇区可以与其他类型的块(诸如面向I/O的(I/O-

oriented)块)相邻并且被该其他类型的块包围。扇区可以具有如图8所示分布的面向I/O的

块808和810的行或者列。在特定实施例中，控制器间的通信接线不仅定位在扇区的行与列

之间，而且这些接线中的一些也出现在面向I/O的列或者行中。该布置可以节省空间并且也

可以提供其他优点。在其他实施例中，这些接线可以流经扇区本身，特别是在扇区包含共同

的对象(诸如，AR和/或DR)的地方，这些共同对象位于所有扇区中处在相同位置中。

[0038] 通往以及来自I/O块的设计连接结构通常需要比一般的连接结构更长。如此，靠近

I/O块可能需要更长的接线。可以通过沿着I/O块提供额外的通用接线，来至少部分地满足

该需要。该实施方式可与已经被部分地推入I/O列或者行内部的扇区间通信接线相结合。在

配置或者其他非设计操作期间，可以使用接线以在控制器(全局和/或局部的)之间传达信

息。在设计操作期间，这些接线可以用于将I/O引脚连接至设计的核心。

[0039] 图9描绘了在扇区906与面向I/O的块908和910之间具有基于网格的片上网络

(NoC)的可编程电路900的说明性实施例。每个局部控制器904与全局控制器902通信。全局

控制器902协调它们的操作并且传达从装置外面发起的命令。在该布置中，扇区间的、控制

器到控制器的通信网络912在其已经被配置进该部分之后通常地(in  general)可用于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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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可以在标题为“Programmable  Logic  Device  with  Integrated  Network-on-Chip”

的美国专利申请第2014/0126572号中找到有关片上网络和FPGA的进一步信息，其全部内容

以引用的方式并入本文。NoC可以承载适度的带宽命令和状态流量。由于可以在用户设计正

在运行的同时仍然将扇区间通信网络用于其原始的非用户功能，所以可以限制其分配给用

户数据传送的这部分带宽。然而，也可以过度地提供该NoC，从而使得可以通过其发送更大

量的用户数据。

[0040] 图10描绘了具有用于检测和校正单粒子翻转(SEU)的电路系统1002的扇区1000的

说明性实施例。在常规的FPGA中，可以连续地读回CRAM阵列，并且可以将CRC应用到数据流

以便检测位是否已经由于SEU的影响而发生了改变(如参照图5所图示的)。对该方法的改进

可以是在如图10所示的每列的中部包括CRC计算器，用于检测在输入数据1004中的SEU并且

输出校正的数据1006。该CRC计算器可以通过使用移位位块1008、感测驱动块1010、移位寄

存器1012和比较器1014来实施。这可以允许并行地使用于每列的CRC计算，从而大大加快了

检测过程。在支持部分重配置的装置中，局部控制器也可以解决翻转位，并且经由部分重配

置将擦除的位流施加回扇区，从而支持跨扇区的并行的擦除。在扇区化的FPGA中，可以在每

个扇区中应用该布置。CRC计算器可以出现在在先芯片高(previously-chip-tall)列的每

个扇区大小的(sector-sized)片段中，从而进一步提升并行性。作为并行CRC计算的另一优

点，CRC计算的局部化减少了配置结构到数据寄存器所经过的总距离(从而，减少了电容和

功耗)，允许直接计算错误所在位置(局部化到该扇区)，并且允许在局部等级进行擦除，从

而进一步减少了数据传输和功耗。

[0041] 扇区化的SEU缓和，可能存在附加的益处。在许多系统中，设计的特定部分比其他

部分更为关键。虽然SEU同样地可能在同样大小的区域中，但是当SEU出现在这些部分中时

具有更大的系统影响力。例如，在接线导线桥(wireline  bridge)中，在控制平面逻辑中的

错误可能导致错误的分类以及对所有封装的错误处理或者对不正确路由器配置的错误封

锁，而在数据净荷中的错误可能导致通过更高等级协议(诸如后面的CRC检查)而捕捉到的

封装的瞬态错误。在特定实施例中，扇区包括配置存储(CRAM或者瞬态寄存器)，该配置存储

装置包含优先级设置，例如，K存储元件指示在当前扇区内的错误的优先级为2k等级。错误

检测CRC电路针对该扇区的输出可以用作对全局控制器的中断，该中断可以向外部监视器

发出信号。在一个示例中，针对在其CRC中观察到软错误的空扇区，指定0的优先级。这导致

通过擦除处理永久地掩盖该错误，并且不会造成系统重置。在特定实施例中，将CRC输出接

线改变为一组k+m个输出接线，从而向全局控制器指示回该错误的优先级和位置，其中指示

2k优先级和2m扇区ID。

[0042] 因为一些类型的配置错误可以指示不可恢复的错误状态或者危险的或者安全关

键性的错误状态，所以，可以期望在检测到的特定优先级的错误与由在装置上的全局控制

器或者其他逻辑执行的信号之间创建直接连接。在特定实施例中，将最新近的SEU粒子的优

先级等级从全局控制器导出到用户逻辑(片上嵌入式处理器)，或者作为外露的引脚导出到

实施在FPGA中的用户硬件，以便处理。这可以允许FPGA操作的快速重置或者暂停，而不要求

通过监测FPGA的外部处理器进行错误分类。

[0043] 在特定实施例中，跨扇区操作的独立性可以提供多重益处。首先，可以期望降低并

行性并且从而降低用于SEU缓和的功率。这可以通过减少在任何一个时候执行CRC检查的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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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的数量来实现，并且可以使活跃地执行检查的扇区子集轮换，从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通

过由所有扇区组成的完整集合。由于由多扇区CRC引擎所提供的并行性的影响，所以小扇区

可能可以按照非常快的速率执行CRC计算，例如，按照当前EPGA可达到的速率的1000倍的速

率。然而，由于功耗方面的原因，不期望在所有扇区中执行该计算，这是由于这会使基本功

率乘以比例数。在特定实施例中，常常可以使用紧急优先级来调度更经常地或更不经常地

(more  or  less  often)执行CRC引擎。扇区可以包括CRAM或者其他模式存储装置，该其他模

式存储装置被指定为指示局部控制器应该的执行CRC计算的速度，并且仅仅在快时钟速度

下检测被指定为关键性的扇区，而更不经常地检查低优先级的扇区。指示CRC检查的频率的

优先级位可以是或者可以不是与用于报告上面描述的错误的优先级的位相同的位。

[0044] 接下来，可能期望在执行一些其他操作(例如，部分重配置)的同时禁用在特定扇

区子集中的SEU的缓和。这可以允许SEU缓和进入装置的未经历重配置的该部分，这在常规

的非扇区化的FPGA中是不可能的。而且，用户设计的特征可以指出特定扇区的内容更加容

易受到SEU的影响并且需要比其他扇区更加频繁的检查。在扇区化的方法中，可以设计并

且/或者配置局部控制器(或者，放置在模式中)，从而使它们比其他扇区更加频繁地检查一

些扇区。因此，用于SEU缓和的功率将用在最重要之处。

[0045] 应该注意，虽然已经在上面的示例中已经使用了CRC计算，但是，无论使用了以下

各项中的哪一种，都要应用相同的布置和设计结构：具有“好-坏”输出的CRC、具有唯一地识

别单个位错误的校正子(syndrome)输出的编码、或者可以从中推导出待写回的正确数据的

ECC代码。

[0046] 在特定实施例中，由扇区组装可编程电路或者FPGA在逻辑表面中提供了更多的规

则性(regularity)。例如，在附带设计软件(accompany  design  software)中，可以维持叙

述每个扇区的小得多的数据库而非叙述整个芯片表面的更大的单个数据库。随着物理优先

级的增加，可能需要新的能力，用于软件物理设计和布局。在现有技术中存在多个软件机

制，用于在待实施在FPGA上的HDL设计中标记关键的实体或信号。在特定实施例中，分层标

记利用EDA软件(例如，当前由美国加利福尼亚圣何塞的Altera公司出售的

软件，或者其他对位流的综合、布局、路由的软件)限定优先级，并且然后，根据在软件的配

置中的选择，局部地放置高优先级实体的位置(locality)，并且为扇区将正确的优先级分

配到存储单元(CRAM或者寄存器)中。在特定实施例中，在放置期间指定高优先级扇区，并且

然后为那些扇区限定高优先级逻辑限制，以使得能够快速报告和错误恢复，同时避免低优

先级逻辑，以使得上述增强能够进行SEU检测。相似地，当装置不完全时，工具可以背提供有

优先地生成空扇区的选项，由此允许针对CRC将大量扇区设置为低优先级，并且提高了

EDCRC性能。

[0047] 在特定实施例中，配置网络可以在扇区中向局部控制器发送指令，以暂时禁用其

CRC检查或者执行其他功能。这种指令可以包括但不限于“停止CRC”、“重启CRC”、“改变扇区

优先级”、“改变扇区CRC频率”、“将扇区配置重置为开始(即，全零)状态”、“更新存储在配置

节点中的其他状态数据”、“准备接受长度为n的部分重配置流(跟随有流)”、“设置扇区以替

代电源(Vdd或者反偏压)状态”、“通过对其进行与/或操作以进入现有位流帧中，而对指定

的配置位或者位的组进行修改”、以及根据本公开而提出的其他合适的功率命令。配置命令

可以采取<Sector_ID>、<OPCODE>、<OPERAND>的示例性格式。在特定实施例中，这些指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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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是复杂的，并且可以传送配置地址和新的值，从而使得局部控制器对扇区的配置进行特

定改变，而非对配置数据的整个帧进行处理。这可以允许特定类型的位流更新显著地更小。

[0048] 该机制可以用于多种应用。例如，可以将设计设置为提供具有不同ROM内容的两个

小存储器，用于驱动DSP块(作为系数存储器)的输入。局部控制器并非在两个ROM内容之间

进行多路复用，而是可以做出小的配置改变，以将输入翻转(flip)至路由，驱动DSP块对替

代存储器进行改变。这使得稀有事件(诸如，系数ROM更新)不在装置中导致通过LUT资源的

传播延迟，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允许ROM被重新写入新内容而不要求保留永久的FPGA路

由资源。在另一示例中，对在很少改变的状态中的装置的操作进行动态的配置的ROM内容，

可以经由这种指令由局部控制器“存数(poke)”到新的值。这减少了对结构互连的不必要的

使用，以路由指示状态的常量。

[0049] 在特定实施例中，全局控制器和局部控制器在设计的功能中可以起到积极的作

用，诸如，将状态从应用处理器传播至局部控制器的组。在特定实施例中，这些命令可以采

取广播命令的形式。例如，全局控制器可以执行如下形式的一组指令：“所有的P型扇区，准

备新的位流作为部分重配置并且冻结”、“向每个扇区广播新的位流”、“解冻逻辑”、以及其

他合适的指令。根据该机制，压缩版本的特定维护位流(例如，用于测试扇区的性能的简单

环形振荡器)施加到给定类型的每个扇区，从而使用仅仅单个扇区实例而不要求整个芯片

位流的外部存储。

[0050] 在特定实施例中，在扇区中的局部控制器可以从用户逻辑接受路由的输入，然后

通过配置网络将其传送到全局控制器或者嵌入式处理器。这可以允许从在设计中的单独位

置传播低发错误状态，从而减轻用于极其稀有的信号的标准结构的负担。为了促进上述机

制，可以设置MegaFunction。MegaFunction是一种设计部件，通常在其他设计部件的库中递

送，由FPGA制造商提供，供它们的客户在用FPGA进行设计时使用。MegaFunction成为进入映

射软件的输入的部分，该映射软件用于将客户的设计转换为在FPGA内部的特定组的资源和

互联结构。MegaFunction在目标FPGA中可以成为一个大资源、许多小资源、或者其任何组

合。在一些实施例中，MegaFunction是高度参数化的，并且可以提供附带软件以从更加容易

被设计者理解的更小集合中指定参数。这可以允许将配置输入端口具体化到用户设计中。

设计工具诸如 软件(当前由美国加利福尼亚圣何塞的Altera公司出售)可

以为配置输入端口创建可放置的对象，将其作为位置和路由的部分而放置在扇区的局部控

制器上，并且提供用于寄存由软件所选择的用于应用嵌入式处理器的块的扇区ID的机制。

这可以导致在配置网络上带外地(out  of  band)执行全局中断。

[0051] 可编程电路或者FPGA可以包括多种类型的与调试有关的特征。在特定实施例中，

将可编程电路扇区化可以按照许多方式来支持并且加强这些特征中的一些，主要通过扇区

的独立性以及扇区间通信网络的包括。扇区的独立性可以导致扫描链更短以及多路复用器

网络更浅，这是由于它们整个包含在一个更小扇区内。扇区间通信网络对于提供调试功能

是有价值的。不需要稍后修改、重新编译并且重配置用户设计以包括调试连接，这是由于通

信网络可以用于提供至少是扇区间等级的调试连接。即使一个扇区可以使得其逻辑被更改

以便包括额外的局部调试连接，但这会是可以通过使用部分重配置而产生的局部改变。另

外，每个扇区的局部控制器可以具有动态加载到其中的新的调试模式行为。例如，针对多种

模式，可以期望监测在一种模式下的接线组、在另一种模式下的不同接线组，等等。可以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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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部控制器的控制程序动态地扩展以执行该功能，这可以使在一些时间点处监测到的接线

组比实际从扇区发出的用于外部监测和译释的位的数量大得多。

[0052] 针对功率控制，扇区可以形成用于功率岛的自然边界。功率岛的目的是，允许在设

计的不需要更高电压可提供的额外性能的那些子部分中降低电压并且因此降低功耗。在一

些情况下，可以并且期望完全“截断”在整个岛中的电力。功率岛可以简单地具有其自身的

电压供应，或者其可以使用首先流经功率开关或者调节器的公共电压供应。无论在哪种情

况下，如果在岛之间的电压差可以足够大，那么需要将电平转换器插入跨功率岛的所有信

号路径中。

[0053] 可以通过设计软件诸如 软件(当前由美国加利福尼亚圣何塞的

Altera公司出售)来自动地管理将扇区边界用作功率岛的边界，但是也可以通过使用在软

件中的平面布置步骤来手动地管理这些关系。具体地，可能期望迫使特定设计扇区位于在

处于特定功率控制机制下的扇区的特定区域的内部或者外部。如在图11中描绘的可编程电

路1100所图示的，每个扇区1102形成通过其自身的功率引脚1108供电的连接区域。每个扇

区1102包括局部控制器1104，该局部控制器1104可以包括功率开关和/或调节器或者控制

电路系统，以确定经由控制连接1106提供给扇区的用户逻辑的电压。除了新的功率特征之

外，现有的功率特征可以被局部控制器直接理解。例如，在 V系列的装置(当

前由美国加利福尼亚圣何塞的Altera公司出售)和其他可编程装置中的CRAM设置，可以将

用于在扇区之间流过的用户信号的电平转换器1110设置在不同电压下。CRAM设置可以将单

独的逻辑阵列块(LAB)设置为不同的反偏压状态，从而使得能够进行高速的或者低功率的

操作。可以将这些状态值移至局部控制器1104并且动态地修改。

[0054] 在特定实施例中，可编程电路诸如FPGA需要将源自I/O引脚和/或PLL的时钟分布

遍及核心逻辑。将扇区包括在时钟分布架构中，允许将其分为两个部件：扇区间时钟分布和

扇区内时钟分布。在共同拥有的其标题为“Clock  Grid  for  Integrated  Circuit”的美国

专利申请第14/137 ,086号中解决了前一种分布，该专利的全部内容以引用的方式并入本

文。后一种分布是常规的，虽然小得多的，时钟分布问题。

[0055] 扇区和局部控制器的独立性可以允许每个扇区在配置或者其他操作期间使用不

同的时钟。在扇区化的FPGA中，在常规的全芯片配置期间，可以使用不同的时钟资源，诸如

在FPGA内部的环形振荡器或者从外部提供的时钟。然而，扇区专用时钟可以在部分重配置

期间极其有用，尤其是在该部分重配置正发生在FPGA设计的另一(未改变的)部分的控制下

的情况下、和/或在存在可以同时经历部分重配置的多个区域的情况下。独立的时钟可以允

许不同的操作完全独立，并且，若期望，甚至按照不同的频率操作。

[0056] 图12图示了通过使用数据流向图实施的包括基本块模块的(例如，MAC的)电路或

者其他装置1210，其利用具有如在数据处理系统1200内的扇区的可编程电路。在特定实施

例中，集成电路或者装置1210可以是集成电路、应用专用标准产品(ASSP)、专用集成电路

(ASIC)、可编程逻辑器件(PLD)(包括：现场可编程门真理(FPGA)、全定制芯片、或者专用芯

片)。在特定实施例中，元件1210可以包括可编程电路500、600、700、800、900和/或1100。数

据处理系统1200可以包括以下部件中的一个或多个：电路1210、处理器1212、存储器1214、

I/O电路系统1208和外围装置1206。这些部件通过系统总线或者其他互连结构1216连接在

一起，并且设置在包含在最终用户系统1202中的电路板1204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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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7] 系统1200可以用于多种应用中，诸如，计算机组网、数据组网、仪表使用、视频处

理、数字信号处理、或者使用可编程或者可再编程逻辑的优点是期望的任何其他应用。电路

1210可以用于执行多种不同的逻辑功能。例如，可以将电路1210配置为与处理器1212协同

地工作的处理器或者控制器。也可以将电路1210用作判优器，用于对在系统1200中的共享

资源的判优访问。在又一示例中，可以将电路1210配置为在处理器1212与在系统1200中的

其他部件中的一个部件之间的接口。应该注意，系统1200仅仅是示例性的，并且本发明的真

实范围和精神由以下权利要求书指示。

[0058] 虽然在上述公开中的部件被描述为彼此连接，但是它们可以可能地经由在它们之

间的其他部件而连接至彼此。要理解，前述内容仅仅是对本发明的原理的图示，并且本领域

的技术人员在不脱离本发明的范围和精神的情况下可以进行多种修改。本领域的技术人员

要了解，可以通过所描述的实施例之外的实施例来实践本发明，所描述的实施例是为了说

明而非限制的目的而提出的，并且本发明仅仅受以下权利要求书的限制。

[0059] 在本公开中示出的实施例可以节省功率和面积，并且这样，也可以提高性能。虽然

这些数量或许易于测量，但是特定电路系统在本公开中示出的实施例内的单独贡献或许难

以与其他电路系统在实施该电路系统的任何装置或者芯片上的贡献分开。

[0060] 交互式接口应用和/或用于布局或者使用在此处描述的任何实施例的电路设计的

任何指令可以编码在计算机可读介质上。计算机可读介质包括能够存储数据的任何介质。

计算机可读介质可以是暂时性的，包括但不限于，传播的电信号或者电磁信号，或者可以是

非暂时性的，包括但不限于，易失性和非易失性计算机存储器或者存储装置，诸如硬盘、软

盘、USB驱动器、DVD、CD、介质卡、寄存器存储器、处理器缓存、随机存取存储器(“RAM”)等。

[0061] 图13描绘了对扇区化的可编程电路进行配置以进行操作的说明性过程1300。过程

1300可以通过可编程逻辑器件诸如图12的数据处理系统1200来实施。该过程开始于步骤

1302。在步骤1304中，用于每个扇区的局部控制电路系统与其配置位进行接口，以配置该扇

区。在步骤1306中，全局控制电路系统与相应的局部控制电路系统进行接口，以配置该扇

区。一旦配置了扇区，该过程在步骤1308处结束。

[0062] 图14描绘了在扇区化的可编程电路中的局部控制器对SEU进行检测并且校正的说

明性过程1400。过程1400可以通过可编程逻辑器件诸如图12的数据处理系统1200来实施。

该过程开始于步骤1402。在步骤1404中，局部控制电路系统对存储在配置位中的数据进行

检索。在步骤1406中，局部控制电路系统检测用于配置位的数据是否已经由于单粒子翻转

的影响而改变。如果未改变，局部控制电路系统前进至步骤1412。如果已经改变，在步骤

1408中，局部控制电路系统确定用于配置位的校正数据。参照图4和图10对此进行了描述。

在步骤1410中，局部控制电路系统发送用于配置位的校正数据。在步骤1412中，局部控制电

路系统确定是否余留有更多的配置位需要分析。如果是，局部控制电路系统前进至步骤

1404。一旦已经分析了配置位，该过程结束在步骤1414中。

[0063] 设想图13和图14的步骤或者说明可以与本公开的任何其他实施例一起使用。另

外，参照图13和图14进行描述的步骤和说明可以按照替代的顺序或者并行地进行，以实现

本公开的另外的目的。例如，这些步骤中的每个步骤可以按照任何顺序、或者并行地或者基

本同时地执行，以减少迟滞或者提高系统或者方法的速度。而且，应该注意，可以使用任何

合适的装置，诸如与参照图12所论述的数据处理系统1200相关联的这些装置，来执行在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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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和图14中的一个或多个步骤。

[0064] 要理解，前面对术语“可编程电路”和“FPGA”的使用是示例性的，并且这种使用可

以适用于可编程逻辑器件和其他合适的电路，包括但不限于，商用FPGA、可配置ASSP装置、

可配置DSP和GPU装置、混合ASIC/可编程装置、被描述为具有可编程逻辑核心的ASIC的装

置、或者具有嵌入式ASIC或者ASSP核心的可编程逻辑器件。

[0065] 要理解，前述内容仅仅是对本发明的原理的举例说明，并且本领域的技术人员在

不脱离本发明的范围和精神的情况下可以进行多种修改，并且本发明仅仅受所附的权利要

求书的限制。例如，此处已经论述的各个发明方面可以一起用在特定实施例中，或者其他实

施例可以采用仅仅一个或多个(但是少于所有)发明方面。并且，如果采用了多个(但是少于

所有)发明方面，可以涉及采用发明方面的任何组合。作为可能的修改例的另一示例，贯穿

本公开，提到了特定的参数值。这些特定值仅仅是示例，并且若期望，也可以使用其他合适

的参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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