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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支持变形基16FFT算法并

行访存的地址转换单元，包括16个相同的地址转

换电路，每个所述地址转换电路均由一个三输入

异或门和三个二输入异或门组成，用以实现该路

运算访存或结果输出对原来按存储体低位地址

编址的访存地址的变换。本发明具有实现方法简

单、硬件开销小等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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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支持变形基16  FFT算法并行访存的地址转换单元，其特征在于，包括16个相同

的地址转换电路，每个所述地址转换电路均由一个三输入异或门和三个二输入异或门组

成，用以实现对应路的运算访存或结果输出对原来按存储体低位地址编址的访存地址的变

换；

将512点FFT运算数据访存所使用的9位地址标记为a[8:0]，按存储体低位交叉编址，提

供所需并行访问带宽；其中，使用地址位a[3:0]以区分处理器的16个存储体，地址高位a[8:

4]表示数据地址所在的行地址；将b[8:0]表示为通过所述地址转换单元进行地址转换之后

的访存地址，则b[3:0]表示地址转换后的数据所在存储体地址，高位b[8:4]表示地址转换

后的数据所在的存储体行地址。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支持变形基16  FFT算法并行访存的地址转换单元，其特征在

于，原始地址位a[0]和a[6]为一个二输入异或门的输入端，输出端为b[0]；原始地址位a[5]

和a[1]为一个二输入异或门的输入端，输出端为b[1]；原始地址位a[7]、a[4]和a[2]是一个

三输入异或门的输入端，输出端为b[2]；原始地址位a[8]和a[3]是一个二输入异或门的输

入端，输出端为b[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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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支持变形基16FFT算法并行访存的地址转换单元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主要涉及到FFT处理器领域，特指一种适用于高吞吐率专用FFT处理器的支

持变形基16FFT算法并行访存的地址转换单元。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IEEE为促进无线通讯领域的发展，订立了多种标准，比如IEEE  802.11a/g/

n、802.15.3c、IEEE  802.16e和IEEE  802.16e等标准。随着应用的发展，无线通讯领域对FFT

处理器的实时性和处理速度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如针对高速无线个人局域网(WPANs，

high-rate  Wireless  Personal  Area  Networks)设计的802.15.3c标准，要求512点的FFT

运算时间不大于222.2纳秒，如果对采样频率为2.592GHz的512点数据进行FFT运算，假设

FFT处理器处理时钟为采样频率的八分之一，则FFT处理器完成512点数据的运算最多只有

72个时钟周期，这对处理器的设计实现带来了极大的挑战。基2、基4等低基FFT算法需要大

量并行的基2或基4蝶形运算单元，但运算吞吐率比高基FFT运算低，难以满足性能要求。因

此在高性能专用FFT处理器中，常常使用高基FFT运算。基16FFT算法能在不增加硬件实现代

价的基础上，获得较高的FFT运算吞吐率，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0003] 变形基16FFT算法原理如下：

[0004] k＝0，1，…，N-1    (1)

[0005] 其中x(n)和X(k)分别为DFT序列的输入和输出， N＝512。

假设n＝32n1+n2，k＝k1+16*k2，n1，k1＝[0:15]；n2，k2＝[0:31].    (2)

[0006] 将(2)带入式子(1)中，得式(3)：

[0007]

[0008] 令n1＝4m1+m2，k1＝t1+4t2，m1，m2，t1，t2＝[0:3]，得式(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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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9]

[0010] 这里 表示第一级的第n2个基16碟形运算操作的第k1个输出。

表示基16FFT算法分解成为基4FFT算法的第一子级的第m2个基4FFT运算的第t1个输出；

表示第二子级的第t1个基4FFT运算的第t2个输出。这种基16FFT算法的变形可以

利用简单的基4碟形运算单元(PE)为基础进行运算，单路变形基16FFT运算单元中包含一个

基4蝶形运算单元，需要四个双端口存储体提供运算的访存带宽。为了提高FFT处理器的性

能，专用FFT处理器采用多路PE单元并行操作以提高吞吐率和运算性能。

[0011] 针对512点专用FFT处理器，需要4路变形基16FFT运算单元，因此运算访存需要的

存储器共由16个存储体构成。在基于存储结构的FFT处理器中，需要使用两组这样的存储

器，I/O和数据运算通过交换开关实现对这两组存储器的并行连续访问。数据运算时需要读

取即将运算的操作数并同时按原位存储上次数据运算结果，因此存储体需要支持读、写双

端口访问。如果经过合理的数据安排，变形基16FFT算法就可在第二级蝶形运算完成后，直

接进行基2FFT运算，这样数据就不用存入存储体后再取出进行基2FFT运算，这相当于节省

了一级蝶形运算，缩短了运算时间。这种基于存储架构的FFT处理器具有占用面积小，功耗

低的优点。

[0012] 在采用多路PE并行运算的结构下，存储接口是连接存储器与输入和输出(I/O)单

元以及PE之间的桥梁，只有存储系统支持多个操作数无冲突并行访问，才能避免访存冲突

引起FFT运算停顿，发挥出FFT处理器所有PE的最大运算能力；同时，I/O单元传输带宽性能

匹配或高于PE的运算性能才能完全隐藏数据传输延迟，实现连续的数据流处理，因此数据

I/O单元也需要高效支持并行存取。然而由于在FFT运算的开始或者结束时需要进行位反序

(bit  reversal)操作，这给输入或者输出的并行带来了困难。例如，实现频域FFT算法时，数

据的输入是顺序并行输入，然而结果输出时，需要进行位反序操作，这给运算结果的按序并

行输出带来了挑战。如果不采取任何措施，运算结果输出就由于不能并行按序输出而占用

较多时钟周期。因此，一个支持运算过程中操作数并行访问，并支持数据按序并行输入或输

出的存储系统至关重要，这直接影响着FFT处理器的实际性能。

发明内容

[0013] 本发明要解决的技术问题就在于：针对现有技术存在的技术问题，本发明提供一

种实现方法简单、硬件开销小的支持变形基16FFT算法并行访存的地址转换单元。

[0014]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采用以下技术方案：

[0015] 一种支持变形基16FFT算法并行访存的地址转换单元，包括16个相同的地址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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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路，每个所述地址转换电路均由一个三输入异或门和三个二输入异或门组成，用以实现

该路运算访存或结果输出对原来按存储体低位地址编址的访存地址的变换。

[0016] 作为本发明的进一步改进：将512点FFT运算数据访存所使用的9位地址标记为a

[8:0]，按存储体低位交叉编址，提供所需并行访问带宽；其中，使用地址位a[3:0]以区分该

处理器的16个存储体，地址高位a[8:4]表示数据地址所在的行地址；将b[8:0]表示为通过

所述地址转换单元进行地址转换之后的访存地址，则b[3:0]表示地址转换后的数据所在存

储体地址，高位b[8:4]表示地址转换后的数据所在的存储体行地址。

[0017] 作为本发明的进一步改进：原始地址位a[0]和a[6]为一个二输入异或门的输入

端，输出端为b[0]；原始地址位a[5]和a[1]为一个二输入异或门的输入端，输出端为b[1]；

原始地址位a[7]、a[4]和a[2]是一个三输入异或门的输入端，输出端为b[2]；原始地址位a

[8]和a[3]是一个二输入异或门的输入端，输出端为b[3]。

[0018]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优点在于：

[0019] 1、本发明对变形基16FFT算法的数据并行访存和I/O访问的寻址方法进行了优化，

以较低的硬件开销支持四路并行访存单元无冲突并行访问，并且支持FFT运算结果的按序

并行输入/输出，提高了512点变形基16FFT的运算效能。

[0020] 2、本发明提出的地址转换单元可用于FFT运算数据访存过程中的地址转换，改变

常用的按地址低位交叉方式编址的并行访存方式，实现变形基16四路并行的无冲突访问。

[0021] 3、本发明在采用DIF的FFT处理器中，由于数据输入为顺序输入，可以实现完全并

行，不需要输入数据转换；对于输出端，运算结果到I/O的输出通路中利用本发明可以对输

出端地址生成单元一次生成的地址进行转换，实现在逆序情况下的高速并行输出。

附图说明

[0022] 图1是本发明应用于基16FFT处理器的结构示意图。

[0023] 图2是本发明在具体应用中相连接的运算过程中地址单元生成示意图。

[0024] 图3是本发明在具体应用中相连接的运算结果输出端的地址单元生成示意图。

[0025] 图4是本发明在具体应用中地址转换单元电路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6] 以下将结合说明书附图和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做进一步详细说明。

[0027] 本发明是针对512点高性能专用FFT处理器，所提出的一种支持四路变形基16并行

访存的地址转换单元，它能以极低的硬件代价支持FFT运算的无冲突连续数据流访存，充分

开发了蝶形运算单元的运算能力。

[0028] 如图1和图4所示，本发明的支持变形基16FFT算法并行访存的地址转换单元，包括

16个相同的地址转换电路，每个地址转换电路由一个三输入异或门和三个二输入异或门组

成，用以实现该路运算访存或结果输出对原来按存储体低位地址编址的访存地址的变换。

[0029] 512点FFT运算数据访存一共需要使用9位地址，标记为a[8:0]；按存储体低位交叉

编址，提供所需并行访问带宽；即：使用地址位a[3:0]以区分该专用处理器的16个存储体，

地址高位a[8:4]表示数据地址所在的行地址。将b[8:0]表示为通过所述地址转换单元进行

地址转换之后的访存地址，则b[3:0]表示地址转换后的数据所在存储体地址，高位b[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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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地址转换后的数据所在的存储体行地址。这样的话，本发明的单个地址转换电路中，转

换后地址高位b[8:4]分别对应原地址位a[8:4]，也即本发明并不对数据地址所在的存储体

行地址进行转换。

[0030] 在具体应用实例中，原始地址位a[0]和a[6]为一个二输入异或门的输入端，输出

端为b[0]；原始地址位a[5]和a[1]为一个二输入异或门的输入端，输出端为b[1]；原始地址

位a[7]、a[4]和a[2]是一个三输入异或门的输入端，输出端为b[2]；原始地址位a[8]和a[3]

是一个二输入异或门的输入端，输出端为b[3]。如此，则构成完整的单个地址转换电路。16

个地址转换电路构成本发明的地址转换单元，实现对四路并行访存中16个存储体的连续访

问。

[0031] 如图4所示，为本发明在具体应用实例中的单个地址转换单元电路图。该电路主要

完成如下功能：

[0032] bank＝{a[8]^a[3]，a[7]^a[4]^a[2]，a[5]^a[1]，a[6]^a[0]}；

[0033] addr＝a[8:4]；    (6)

[0034] 其中bank为b[3:0]，表示地址访问的存储体地址；addr为b[8:4]，表示地址所在的

存储体行地址。

[0035] 在具体应用时，如图1所示，为支持连续数据流的基于存储结构的基16FFT处理器

结构图。两组存储器RAM0、RAM1分别通过两个交换开关(switch0、switch1)与I/O单元和PE

运算单元相连，每组存储器中包含16个存储体(bank0～bank15)；PE_16代表高效的变形基

16运算单元，一共需要四个(PE_16_0～PE_16_3)；PE_2代表正常的基2运算单元，一共需要8

个(PE_2_0～PE_2_7)。TF功能单元在每个节拍生成对应的旋转因子，和操作数一起参与运

算。地址生成单元主要有两部分组成，一部分为操作数地址生成单元OAG，另外一部分为I/O

地址生成单元IOAG。本发明的第一组地址转换单元ATU和OAG连接，另外一组ATU和IOAG连

接。

[0036] 如图2所示，为与本发明相连接的运算过程中地址生成单元示意图(即图1中OAG和

ATU相连接)，其中Counter  C[4:0]表示累加器，FFT  Stage为0和1，分别表示两级运算；ATU

表示本发明的地址转换单元。一共需要16个地址转换电路和图2中的地址生成单元相连接，

以生成16个分布在不同存储体中的地址。其中bank_sX和addr_sX代表转换后第X个地址对

应的存储体地址和所在存储体行地址。

[0037] 如图3所示，为与本发明相连接的逆序结果输出地址生成单元示意图(即图1中

IOAG和ATU相连接)，其中Counter  C[4:0]表示累加器，从0开始累加，一直到32。图中ATU表

示本发明的地址转换单元，一共也需要16个地址转换单元和图3中的运算结果输出单元相

连接。其中bank_sX和addr_sX代表转换后第X个地址对应的存储体地址和所在存储体行地

址。图2和图3中的生成地址主要通过switch0/1分别对应一组RAM，即若图2的bank_sX和

addr_sX对应图1中的RAM0，则图3中的bank_sX和addr_sX对应RAM1。

[0038] 下表1为512点数据在变形基16FFT算法下，第一级的数据访问顺序，一共需要32次

访问。

[0039] 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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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0]

[0041] 下表2中为512点数据在变形基16FFT算法下，第二级的数据访问顺序，一共需要32

次数据访问。采用变形基16FFT算法运算完成后，表格中PE_0和PE_1对应的地址可以直接进

行基2FFT运算，不需要将结果原位存储到之前位置，即可直接运算，这就相当于节省了一级

运算。

[0042] 表2

[0043]

[0044] 下表3为不进行地址转换的数据排列方式。表中加粗地址标出了第一级第一个周

期需要访问的操作数在存储体的位置。可以看出，常规低位交叉排列时，需要一次从一个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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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体取出四个操作数，而这是不可能的。

[0045] 表3

[0046]

[0047] 下表4为采用本发明的方法后，原始数据地址新的排列方式。对照表1和表2后，可

以发现，两级访问数据均存放在表4所示地址的不同位置，也即本发明的方法完全支持每一

级运算的并行数据访问。

[0048] 表4

[0049]

[0050] 下表5中k为输出数据地址，n为输入数据地址。bank表示不同的存储体，addr表示

地址所在行地址。表4中每一行k的16个地址经过逆序和地址转换后，均可以分布在不同的

存储体中，也即本发明的方法完全支持逆序输出结果的并行按序输出。

[0051] 表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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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2]

[0053] 以上仅是本发明的优选实施方式，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并不仅局限于上述实施例，

凡属于本发明思路下的技术方案均属于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应当指出，对于本技术领域的

普通技术人员来说，在不脱离本发明原理前提下的若干改进和润饰，应视为本发明的保护

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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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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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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