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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概述： 

 SATA3.0 主控制器是我公司自主研发的数字逻辑 IP 核。本 IP 核应用于 FPGA 芯片中，为用

户屏蔽复杂的 SATA 协议，使用户通过简便易用的逻辑接口即可实现对 SATA 接口硬盘的快速读

写控制。本 IP 核产品经过长期测试和广泛使用，性能稳定可靠。SiZOOM 向用户提供完善的技

术支持服务，辅助用户完成该控制器 IP 核的移植，确保 IP 核能在用户的设计中工作起来。 

技术特性： 

基于 FPGA 实现 

 基于 Xilinx 7 系列及 UltraScale 系列 FPGA 器件 

 使用 FPGA 内置的高速串行解串器（SerDes）实现 SATA 协议物理层。 

 使用 FPGA 内部通用逻辑资源实现 SATA 协议链路层及传输层。 

 只需占用约 6K 个寄存器和 40KB 存储器资源。 

基本性能 

 SATA3.0（6Gbps）速率标准 

 支持 SATA3.0 接口的硬盘，包括磁盘/固态盘, 3.5 寸/2.5 寸/mSATA 等形式。 

 固态硬盘连续写入速率优于每秒 350M 字节。 

 固态硬盘连续读出速率优于每秒 420M 字节。 

 高度封装 

 用户无需了解 SATA 协议细节，只需操作简单接口即可实现使用。 

 非常简洁的控制接口（寄存器形式及 FIFO 形式）和数据接口（FIFO 形式）。 

 稳定可靠 

 经长时间测试、多个项目产品实际应用，确保稳定可靠。 

 技术服务 

 为客户提供电路设计支持、逻辑移植与使用支持、确保客户能够用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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逻辑构架： 

 本 IP 核逻辑构架如下。 

 

 

 

 

 

 

 

 

 

 

 

 

 

 

 

 

 

 

 

 

SiZOOM 提供的 SATA 控制器完全遵循相关协议规范（Serial ATA Revision 3.0）设计，其中

SATA 协议的物理层使用 FPGA 内部集成的高速串行数据收发控制器实现，完成诸如时钟恢复、

逗点检测、8B10B 编解码等功能；控制器的链路层和传输层则完全通过 FPGA 内部的可编程逻辑

模块实现，完成诸如数据 CRC 校验、扰码、协议原语生成与解析，帧组装和解析等功能。 

 为封闭 SATA 协议的复杂细节、简化用户对 IP 核的使用，本控制器采用了极其简单的对外

接口。外部逻辑只需对最常见的寄存器及 FIFO 模块进行接口驱动即可实现对硬盘的读写控制。 

 数据接口采用两个独立 FIFO，一个用于向硬盘写入数据，一个用于读出硬盘数据。控制接

口采用 2 个寄存器及 1 个指令 FIFO 接口，用户只需向指令 FIFO 写入参数和指令即可控制 IP 核

进行硬盘读写工作；在寄存器接口读取数据即可获知 IP 运行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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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口说明： 

 本 IP 核提供给用户的接口信号如下（VHDL 语言描述）。 

 

  

接口信号简要说明如下。 

 

信号名 说明 

GCLK 来自物理层的 150MHz 时钟。 

Reset_Trans_n 对传输层及链路层的复位信号，‘0’ 有效。异步信号。 

TCriStatus 传输层状态输出。同步于 AppCmdFIFO_WrCLK 时钟。 

该寄存器主要用于对 IP 核的工作状态进行指示，例如指示 IP 核是否完成了

用户发送的指令、是否出现错误等。 

PCriStatus 物理层状态输出。同步于 AppCmdFIFO_WrCLK 时钟。 

该寄存器用于输出物理层（如 Xilinx GTX 模块）关键信号状态，例如发送、

接收路径是否正常，是否出现一些物理层错误（例如 8B10B 编码错误）。 

AppCmdFIFO_* 指令写入端口。本组信号与 IP 核内部的一个标准 FIFO 的写入端口直接耦合。

用户发起的操作指令直接写入该 FIFO，IP 核内部逻辑再从该 FIFO 的读出端

口取出指令并进行解析。 

DataWrFIFO_* 数据写入端口。本组信号与 IP 核内部的一个标准 FIFO 的写入端口直接耦合。

向硬盘写入数据时，由用户通过本组信号将数据写入 FIFO 进行缓冲，再由

IP 核内部逻辑将数据读出并写入硬盘。 

DataRdFIFO_* 数据读出端口。本组信号与 IP 内部的一个标准 FIFO 的读出端口直接耦合。

读硬盘时，从硬盘读出的数据、信息（例如硬件识别“Identify”信息）等内

容被 IP 核内部逻辑写入该 FIFO 进行缓冲，再由用户从本端口读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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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流程： 

 

这里以典型的获取 Identify 信息、数据读出和数据写入操作为例，说明本 IP 核的操作流程。 

 

获取 Idenify 信息流程。本操作目的是获取硬盘的 512 字节 Identify 信息，该操作的主要流程

如下。 

 

# 操作名称 操作说明 

1 确认空闲 查看< TCriStatus >寄存器端口相关 bit 位，确认 IP 处于空闲。 

2 写入指令 向< AppCmdFIFO_*>端口写入指令字（1 个 32bits 字），其中包含读指令码

信息。 

3 等待就绪 查看< TCriStatus >寄存器端口相关 bit 位，确认指令已执行。 

4 读出数据 根据< DataRdFIFO_*>端口时序，从 FIFO 读出 512 字节数据。 

5 监测状态 监测< TCriStatus >寄存器端口相关 bit 位，确认指令完成。 

 

数据读出操作流程。本操作目的是读出硬盘内一片指定扇区地址空间中的数据，以读出扇

区地址 0x100~0x1FF，共计 256 个扇区的 128KB 数据（256*512B）为例，该操作的主要流程如下。 

 

# 操作名称 操作说明 

1 确认空闲 查看< TCriStatus >寄存器端口相关 bit 位，确认 IP 处于空闲。 

2 写入指令 向< AppCmdFIFO_*>端口写入一组（例如 6 个）指令字，其中包含读指令

码、起始扇区（0x100）及扇区数量（256）信息。 

3 等待就绪 查看< TCriStatus >寄存器端口相关 bit 位，确认指令已执行。 

4 读出数据 根据< DataRdFIFO_*>端口时序，从 FIFO 读出数据。 

5 监测状态 监测< TCriStatus >寄存器端口相关 bit 位，确认指令完成。 

  

数据写入操作流程。本操作目的是向硬盘内一片指定扇区地址空间写入数据，以向扇区地

址 0x100~0x1FF，共计 256 个扇区写入 128KB 数据（256*512B）为例，操作的主要流程如下。 

 

# 操作名称 操作说明 

1 确认空闲 查看< TCriStatus >寄存器端口相关 bit 位，确认 IP 处于空闲。 

2 写入指令 向< AppCmdFIFO_*>端口写入一组（例如 6 个）指令字，其中包含写指令

码、起始扇区（0x100）及扇区数量（256）信息。 

3 等待就绪 查看< TCriStatus >寄存器端口相关 bit 位，确认指令已执行。 

4 读出数据 根据< DataWrFIFO _*>端口时序，向 FIFO 写入数据。 

5 监测状态 监测< TCriStatus >寄存器端口相关 bit 位，确认指令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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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工程： 

 SiZOOM 提供 IP 核演示工程，其逻辑构架如下图。 

 

 

 

 

 

 

 

 

 

 

 

 

 

 

 

 

 

 

 

  

FPGA 通过两对高速串行收发信号驱动“SATA 接口硬盘”；使用外部 150MHz 时钟作为 SATA

参考时钟源；使用 100MHz 时钟作为全局逻辑驱动时钟。 

 FPGA 内部自建“数据产生器”和“数据检测器”用于数据测试，数据产生器产生连续计数

值写入硬盘；数据检测器则对读出数据进行比较，如果读出的数据与预期不符则给出提示。 

 FPGA 内部使用 Xilinx 公司的软核处理器“Microblaze”对 IP 核进行控制调度，同时对外以

串口形式提供人机交互。用户可以通过串口指令控制台或串口数据指令帧两种形式进行操作并得

到内部逻辑工作状态信息。例如，在串口控制台模式下，用户从串口终端输入“read -100”，即

表示读取第 100 扇区地址上的数据，演示工程随即会获取数据并在串口终端上打印出该扇区的所

有数据数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