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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介绍异步 FIFO 存储器应用及其结构 ,详细分析了异步 FIFO 的标志逻辑设计及亚稳态的消除 ,提出

了一种基于 FPGA 芯片利用格雷码对地址编码解决异步读、写时钟问题的思路及方法 ,并给出了 VHDL 程序.

该方法具有高速、可移植性强、工作效率高的特点 ,在数字系统设计中具有一定的意义和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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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步 FIFO ( First In First Out ,先进先出对列)存储器是 1 种在数字系统中得到广泛应用的先进先出

逻辑器件. 在现代集成电路芯片中 ,由于设计规模的不断扩大 ,一个系统中往往含有多个时钟 ,使用异步

FIFO 可以在 2 个不同时钟系统之间 ,快速而方便地传输实时数据 ,所以异步 FIFO 常用于数据的缓存和

容纳异步信号的频率或相位的差异. 因此在网络接口、图像处理、数字通信等领域 ,异步 FIFO 均得到了广

泛的应用[1 ] . 但在异步电路中 ,由于时钟之间周期和相位完全独立 ,因而数据的丢失概率不为零[2 ] . 对于

异步 FIFO 存储器而言 ,数据是由某一个时钟域的控制信号写入 FIFO ,而由另一个时钟域的控制信号将

数据读出 FIFO. 也就是说数据读、写操作是跨时钟域的. 因此如何设计一个高可靠性、高速异步 FIFO 存

储器电路便成为一个难点[2 ] .

近年来随着 FPGA ( Field Programmable Gate Array ,现场可编程门阵列) 技术的发展 , FPGA 的低功

耗、高可靠性、在线可编程、可重构性、开发周期短、开发费用低廉等特性 ,使得利用其实现高可靠性、高速

的异步 FIFO 存储器成为可能[3 ] . 本文讨论了利用 V HDL 硬件描述语言 ,直接调用其 FPGA 芯片内部可

编程的底层硬件资源 ,完成高速异步 FIFO 存储器设计的思路和方法 ,并着重分析了异步 FIFO 的标志逻

辑设计及亚稳态现象的解决方案 ,提出了一种新的设计算法 ,给出了 1 种基于 Xilinx 公司的 Spantan Ⅱ系

列 FPGA 芯片 ,在 ISE 设计平台下 ,编译实现的高速异步 FIFO 存储器模型.

1 　异步 FIFO 存储器的设计

1. 1 　FIFO 存储器的结构 　FIFO 存储器通常采用的是基于带 2 个指针的环行 FIFO 结构. 要写入数据的

存储地址放在写指针中 ,存储单元中要读出的第 1 个数据的地址放在读指针中. 其基本结构包括存储器阵

列 ,标志逻辑和扩展逻辑. 存储器阵列由双端口存储单元构成 ,允许同时对存储单元的 2 个端口 (读端口和

写端口)进行存取.

标志逻辑用于比较 2 个地址指针的值 ,如果 2 个值的比较结果为零 ,FIFO 存储器为全空 ,全空标志为

真. 如果 2 个值的比较结果等于存储器的容量深度 ,说明存储器全满 ,全满标志为真. 还可以根据要求设置

其他标志 ,如半满 ,可编程接近满 ,可编程接近空等标志.

扩展逻辑包括深度扩展与字宽扩展 2 种模式. 深度扩展可以实现逻辑上容量更深的 FIFO 存储器. 在

此模式中采用令牌传递方法 ,对多个存储单元按容量深度扩展结构进行级联 ,形成更深存储容量的 FIF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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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储器. 在普通模式下 (没有进行容量深度级联的模式) ,每一个地址在到达最大值后 ,会跳回到零. 在容量

深度扩展模式下 ,当地址指针到达最大值后 ,一个脉冲信号会送到扩展端口 ,该端口把令牌传到另一个

FIFO 存储器中 ,直到令牌重新传回来 ,此时地址指针才会增加 ,从而实现深度扩展. 字宽扩展可以使 FI2
FO 存储器有更宽的数据通路. 在此模式中 ,读操作、写操作和重传输都一样. 因此要在字宽上扩展多个

FIFO 存储器 ,必须同时对每个存储器的状态标志进行操作生成“混合标志”. 混合标志也包括全空标志和

全满标志. 这样才能保证 FIFO 存储器保持同步 ,达到字宽扩展的目的[4 ] .

1. 2 　异步 FIFO 存储器的设计思想 　从硬件角度分析 ,FIFO 存储器本质是一块双端口数据内存 ,一个端

口用于将数据存入 FIFO ;另一个端口用于将数据从 FIFO 中取出. FIFO 的相关操作可以看作是 2 个指针

的定位 ,写指针指向要写的内存部分 ,读指针指向要读的内存部分. FIFO 控制器通过外部的读、写信号控

制这 2 个指针移动 ,并由此产生 FIFO 空信号或满信号. 所以硬件上来实现 FIFO 存储器 ,一般采用双端口

的 SRAM 单元来存取数据. 利用二进制计数器实现指针对 SRAM 的存储器地址的操作.

异步 FIFO 存储器使用了 2 个时钟信号分别控制存储器的读操作和写操作 ,数据由某一个时钟域的

控制信号写入 FIFO ,而由另一个时钟域的控制信号将数据读出 FIFO. 与同步 FIFO 存储器相比 ,它的读、

写指针的变化由不同的时钟产生 ,是完全独立的 ,因此其时序控制更为复杂. 由于对于异步 FIFO 存储器

空、满的判断是跨时钟域的 ,所以在一段特定的时间内 ,异步 FIFO 存储器难以准确地计算出可用的存储

单元数量. 在设计异步 FIFO 存储器时 ,必须设计一套全新的存储器状态信号来表示存储器内部的使用情

况.

异步 FIFO 存储器设计模型如图 1 所示 ,以双端口随机访问存储器为中心 ;在数据输出端 ,添加读操

作的控制逻辑与地址指针控制单元和写操作的控制逻辑与地址指针控制单元 ,并且读操作控制逻辑单元

与写操作控制逻辑单元采用两个独立的时钟. 还可在数据输出端 ,添加一个输出寄存器以保证输出数据的

稳定性 ,并利用状态标志逻辑输出 FIFO 存储器状态信息[5 ] .

图 1 　异步 FIFO存储器结构框图

Fig. 1 The framework asynchronous FIFO memory

1. 3 　异步 FIFO 存储器设计难点

1. 3. 1 　标志产生逻辑的设计 　空/ 满标志的产生是设计异步 FIFO 存储器的核心部分. 能否正确设计此

部分的逻辑功能 ,直接影响到 FIFO 的性能. 空/ 满标志产生的一般设计原则为 :写满不溢出 ,读空不多读.

即无论在什么时候 ,都不应出现读、写地址同时对一个存储器地址操作的情况.

对于同步 FIFO 存储器 ,读、写指针都指向一个内存的初始位置 ,每进行 1 次读写操作 ,相应的指针就

递增 1 次 ,指向下一个内存位置. 当指针移动到了内存的最后一个位置时 ,它又重新跳回初始位置. 在 FI2
FO 非满或非空的情况下 ,此过程将随着读写控制信号的变化一直进行下去. 如果 FIFO 处于空的状态 ,下

一个读动作将会导致向下溢出 (underflow) ,一个无效的数据被读入 ;同样 ,对于一个已满的 FIFO ,进行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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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作将会导致向上溢出 (overflow) ,一个有用的数据被新写入的数据覆盖. 这 2 种情况都属于误动作 ,因此

需要设置满和空 2 个信号 ,对满信号置位表示 FIFO 处于满状态 ,对满信号复位表示 FIFO 非满 ,还有空间

可以写入数据 ;对空信号置位表示 FIFO 处于空状态 ,对空信号复位表示 FIFO 非空 ,还有有效的数据可以

读出.

对于异步 FIFO 存储器 ,写地址产生模块根据读地址和写地址关系产生 FIFO 的满标志. 满标志有效

主要分为 2 种情况 :一是写使能信号地址加 2 之后等于读地址时 ;二是写使能信号无效 ,并且写加址加 1

之后等于读地址时. 此时 FIFO 已满 ,外部电路不应对 FIFO 发数据. 在满信号有效时写数据 ,应根据设计

的要求 ,或保持、或抛弃重发. 读地址产生模块根据读地址和写地址的差产生 FIFO 的空标志. 当读使能信

号有效 ,写地址 - 1 = 读地址时 ;或当读使能信号无效 ,写地址 = 读地址时 ,空标志有效. 此时 FIFO 空 ,可

对 FIFO 进行写数据 ,按照以上方法提前一个时钟周期 ,产生了对应的标志信号.

由此看出 ,可以采用读、写地址相比较来产生空、满标志. 如图 2 所示 ,当读写地址的差值等于一个预

设值的时候 ,空、满信号被置位. 这种实现方法逻辑简单 ,但它是由减法器构成的一个较大的组合逻辑电

路 ,因而限制了 FIFO 的速度. 所以 ,一般只采用相等不相等的比较逻辑 ,避免使用减法器.

图 2 　FIFO标志产生逻辑

Fig. 2 The logic of FIFO

由于空标志和满标志控制了 FIFO 的操作 ,因此标志错

误会引起操作的错误. 如上所述 ,标志的产生是通过对读、写

地址的比较产生的 ,当读、写时钟完全异步时 ,对读、写地址进

行比较时 ,可能得出错误的结果. 例如 ,在读地址变化过程中 ,

由于读地址的各位变化并不同步 ,计算读、写地址的差值 ,可

能产生错误的差值 ,导致产生错误的满标志信号. 若将未满标

志置为满标志时 ,可能降低了应用的性能 ,降低写数据速率 ;

而将满置标志置为未满时 ,执行一次写操作 ,则可能产生溢出

错误 ,这对于实际应用来说是一定要避免的. 空标志信号的产生也可能出现类似的错误.

1. 3. 2 　异步电路中的亚稳态问题 　在数字系统中 ,触发器要满足建立时间 (Setup time)和保持时间 ( Hold

time)的时间要求. (建立时间是指在时钟边沿前 ,数据信号需要保持不变的时间. 保持时间是指时钟跳变

边沿后数据信号需要保持不变的时间. )当一个信号被寄存器锁存时 ,如果信号和时钟之间不满足这个要

求 ,输出端的值是不确定的 ,并且在未知时刻会固定到高电平或低电平. 这个过程称为亚稳态 (Metastabili2
ty) . 图 3 所示为异步时钟和亚稳态 ,图 3 中 clka 和 clkb 为异步时钟 ; dat 为数据输入 ;adat ,bdat 为输出数

据流.

图 3 　异步时钟和亚稳态

Fig. 3 The asynchronous clock and metastability

在异步 FIFO 存储器的设计过程中会发生亚稳态现象. 由于在异步 FIFO 中 ,电路外部的输入和内部

的时钟之间是毫无时间关系的 ,因此 setup/ hold 冲突是必然的 ;同时在电路内部的 2 个没有关系的时钟域

之间的信号传递 ,也必须会导致 setup/ hold 冲突[6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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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4 　异步 FIFO 存储器设计的改进方案 　从以上分析中可以看出 ,异步 FIFO 之所以会发生错误是因为

在地址变化时 ,由于多位地址各位变化时间不同 ,异步时钟对其进行采样时数值可能为不同于地址变化之

后数值的其他值 ,因此异步产生错误的空标志和满标志 ,而且由于在异步时钟下亚稳态是不可避免的 ,所

以产生了对 FIFO 存储器的操作错误. 经过分析可知 ,采用格雷编码的改进设计可以将错误发生的概率降

低到一个可以接受的程度.

格雷码是一种在相邻计数值之间只有 1 位发生变化的编码方式. 由实践得知 ,同步多个异步输入信号

出现亚稳态的概率远远大于同步 1 个异步信号的概率. 若对多个触发器的输出所组成的读写地址采用格

雷码编码方式. 由于格雷码每次只变化 1 位 ,因此可以有效的避免异步产生错误的空/ 满标志及亚稳态的

产生 ,从而减少对 FIFO 存储器的操作错误概率 ,可解决上述问题[7 ] .

2 　异步 FIFO 的实现

2. 1 　异步 FIFO 存储器功能描述 　异步 FIFO 存储器的接口信号如图 4 所示 ,包括异步的写时钟 (wr

clk) 、读时钟 (rd clk) 、与写时钟同步的写有效 (wr en) 、写数据 (wr data) 、及与读时钟同步的读有效 ( rd

en) 、读数据 (rd data) . 为了实现正确的读写和避免异步 FIFO 存储器的上溢或下溢 ,给出的与读时钟和

写时钟同步的 FIFO 的空标志 (empty) 、满标志 (full)以禁止非法读、写操作. 由图 4 可以看出 ,写地址产生

模块根据写时钟和写有效信号产生递增的写地址 ,读地址产生模块根据读时钟和读有效信号产生递增的

读地址. 在写时钟 wr clk 的上升沿 ,当 wr en 有效时 ,将 wr data 写 双口 RAM 中写地址对应的位置

中 ;并始终将读地址对应的双口 RAM 中的数据输出到读数据总线上 ,从而实现了先进先出的功能.

图 4 　异步 FIFO内部模块和接口信号

Fig. 4 The interior module and the signal of asynchronous FIFO memory

2. 2 　VHDL 语言代码分析 　V HDL (Very High Speed IC Hardware Description Language)语言是一种全方

位的硬件描述语言 ,包括系统行为级、寄存器传输级和逻辑门级多个设计层次 ,支持结构、数据流、行为 3

种描述形式的混合描述. V HDL 采用自顶向下的设计 ,其代码简洁明描 ,灵活方便 ,可读性强 ,易于修改和

发现错误. 其设计不依赖于特定的器件 ,因此移植性好. 本文采用 V HDL 硬件描述语言完成异步 FIFO 存

储器设计. 在此给出算法中核心模块的 V HDL 语言源程序 ,结合代码分析上述异步 FIFO 存储器核心算法

的实现[8 ] .

2. 2. 1 　基于格雷码的读地址产生逻辑模块

rd allow α‘1’when rden =‘1’and empty int =‘0’else‘0’;

wr allow α‘1’when wren =‘1’and full int =‘0’else‘0’; ———读、写允许信号生成

process (rd clk ,reset) ———读地址逻辑产生进程

　variable addr :std logic vector (rd addr’rang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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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gin

if reset =‘1’then

　addr : = (others = 〉‘0’) ;

　 rd addr gray1 α bin to gray (addr) ; ———调用二进制码至格雷码的转换函数

　addr : = addr + 1 ;

　 rd addr α addr ;

elsif rd clk’event and rd clk =‘1’then

　if rd allow =‘1’then

　　 rd addr gray1 α bin to gray (rd addr) ;

　　 rd addr α rd addr + 1 ;

　end if ;

　end if ;

end process ;

2. 2. 2 　空标志产生逻辑模块

empty match α‘1’when rd addr gray1 = wr addr gray2 else‘0’; ——根据算法定义空匹配

　process (rd clk ,empty match) ———空标志产生进程

　　begin

　　　if empty match =‘1’then

　　　　empty int α‘1 ;

　　　elsif rd clk’event and rd clk =‘1’then

　　　　empty int α empty match ;

　　　end if ;

　　end process ;

　　empty α empty int ;

由于基于格雷码的写地址产生逻辑模块和满标志产生逻辑模块与上述代码类似 ,在此略去.

2 . 3 　系统编译测试 　异步 FIFO 存储器使用 2 个独立的时钟信号 ,测试时必须保证每一个输出数据和输

出状态都是符合设计要求的. 本设计选用了 Xilinx 公司的 Spantan Ⅱ系列 FPGA 芯片进行编译和仿真 ,编

译结果如表 1 所示. 本设计实现 256 bit 数据深度的 8 位异步 FIFO 存储器 ,由于系统内部的存储模块调用

了芯片内部嵌入的 Block RAM 资源 ,没有使用分布式结构来实现存储单元 ,因此芯片的宏单元消耗很

小[9 ] .

表 1 　编译结果及说明

Tab. 1 Compiler outcome and explainer

项 　　目 　　 编译结果 　　　 编译结果说明 　　　

工程名 fifo async generic 无

芯片族 Spantan Ⅱ 无

芯片型号 xc2s50 - pq208 无

宏单元消耗 31 out of 768 (4 %) 芯片总的宏单元资源为 768 个 ,本设计使用了 31 个
内部存储器资源消

耗
1 out of 8 (25 %) 芯片总的存储单元为 8 个 ,本设计用了 1 个

宏模块调用 RAMB4 S16 S16 :1 调用芯片内部嵌入的 Block RAM 资源 1 块

管脚消耗 21 out of 144 (14 %) 芯片共 144 个管脚 ,本设计使用了 21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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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4 　系统仿真波形测试 　读、写时钟异步使得 FIFO 存储器的输入和输出数据速率不相等 ,在读操作时

钟频率高于写操作时钟频率时 ,可能出现“读空”状态 ;当写操作时钟频率高于读操作时钟频率时 ,可能出

现“写满”状态. 以下选取第 2 种情况进行仿真. 在 ModelSim 仿真软件输入波形图 ,仿真结果如图 5 所示.

图 5 　异步 FIFO存储器仿真波形

Fig. 5 The emulational wave of asynchronous FIFO memory

从波形图中可以看到存储器中状态信号的变化过程 ,及 wr data ,rd data 的数据波形 ,验证了读、写

过程的正确性 ,异步 FIFO 存储器的设计符合要求.

3 　结 　论

本文所设计的异步 FIFO 存储器模型在 Xilinx 公司的 Spantan Ⅱ系列 XC2S50 FPGA 器件下载实现 ,

经过实验验证 , 结果正确. 用 ISE6. 3 平台的时序分析工具进行分析 , 读、写时钟最高频率可达

167. 084 MHz. 当读、写时钟均为最高时钟频率时 ,在理想状态下数据吞吐率可达 167 MB ,即异步 FIFO 存

储器每秒可完成 167 MB 数据的读、写操作. 高于传统调用知识产权核实现的异步 FIFO 存储器 20 %以

上. 此模型实现了高可靠性、高速的异步 FIFO 存储器 ,同时由于基于 V HDL 语言实现 ,使用者可以根据不

同的设计要求 ,灵活的修改参数生成各种模式 ,以及不同大小的异步 FIFO 存储器 ,所以这种设计方法也

具备较高的可移植性、可重构性. 以上实验研究表明 ,采用基于 FPGA 的异步 FIFO 存储器能很好地解决

在异步数字系统设计中高可靠性及高速的要求 ,提高了系统的效率 ,其思想和方法 ,具有一定的应用价值

和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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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稳定性、有效性 ;

(4) 二叉树形冲突分解技术在一点多址通信系统中运用 ,本文所提出的变 p 值二叉树形冲突分解算

法 ,对提高通信系统的性能是有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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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isolated algorithm of conflictresolution with

alterable values of p for binary trees

ZHAN G Feng1 , ZHAO Dong2feng1 , WAN G Shu2lan2 , CHEN G J un2lin1

(1. Department of Communication Engineering , Yunnan University , Kunming 650091 ,China ;

2. Kunming Metallurgy College , Kunming 650204 ,China)

Abstract : It is presented an improved isolated algorithm of conflict resolution for binary tree ,and analyzed

the packet conflict resolution in random multiple access system. Furthermore ,the average times of packet con2
flict resolution and the analytic formulae of the throughput of improved isolated algorithm are explicitly ob2
tained. The simulation results shows that the theory results of packet conflict resolution are accorded with its

simulation results.

Key words :binary trees ;packet conflict resolution ;t ree algorithm ;throughput ;alterable values of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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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of high2speed asynchronous FIFO memory based on V HDL

YAN G J un , KON G Bing , SON G Ke2jian , YIN Hang
(College of Information , Yunnan University , Kunming 650091 ,China)

Abstract : It is presented the asynchronous FIFO memory structure and its applications. It was analysised

the asynchronous FIFO memory flags logic design and eliminate metastability. It is proposed an approach based

on FPGA chips by using Grey code to address coding solution asynchronous reading and writing of the ideas

and methods clock ,and show a code of V HDL . The method has portability st rong ,efficient features which can

be widely used digital system design related.

Key words :asynchronous FIFO ;flags logic ; Grey code ; FPGA ;V HD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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