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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章

引言
本指南适用于希望使用 SDAccel™ 开发环境创建 FPGA 加速应用程序的软件开发者和 RTL 设计师。它向开发者介绍了
基于 FPGA 的加速的基本概念，并提供了以最佳性能加速应用程序的步骤。

基于 FPGA 的加速：工业比喻
CPU、GPU 和 FPGA 之间存在明显差异。了解这些差异是有效开发各种器件和实现最佳加速的关键。
CPU 和 GPU 都具有预定义的架构，具有固定数量的核、固定指令集和刚性内存架构。GPU 通过核数量和采用 SIMD/
SIMT 并行性来扩展性能。相比之下，FPGA 是完全可定制的架构。开发者创建针对应用程序需求进行最优化的计算单
元。性能是通过创建深度流水线化的数据路径而不是增加计算单元的数量来实现的。
将 CPU 视为一系列车间，每个车间都雇佣一名技术熟练的工人。这些工人可以使用通用工具，让他们几乎可以构建任
何东西。每个工人一次制作一件产品，先后使用不同的工具将原料转化为成品。此顺序转换过程可能需要许多步骤，具
体取决于任务的性质。车间是独立的，工人可以在不分心或不考虑协调问题的情况下完成不同的任务。
GPU 也有车间和工人，但它拥有的数量更多，且工人更专业。他们只能使用特定工具，可以做更少的事情，但他们可
以非常有效地完成这些工作。GPU 工人在重复执行相同的几个任务时，以及当所有人同时执行相同操作时，性能最
佳。毕竟，有这么多不同的工人，给他们所有人相同的订单更有效率。
可以将 FPGA 的车间比喻为工业化时代。如果 CPU 和 GPU 是按顺序步骤将输入转换为输出的各个工作组，则 FPGA
是设有装配线和输送带的工厂。原材料被沿着装配线分派的工人群组逐渐转变为成品。每个工人重复执行相同的任务，
并且半成品在输送带上从工人转移到工人。这可实现更高的生产量。
FPGA 的另一个主要区别在于工厂和装配线事实上并不存在，这与 CPU 和 GPU 中的车间和工人不同。为了让比喻更形
象，我们把 FPGA 比喻成待开发的空地。这意味着 FPGA 开发者可以构建工厂、装配线和工作站，然后针对所需任务
自定义它们，而不是使用通用工具。就像空地大小一样，FPGA 空间不是无限的，这限制了可以在 FPGA 中构建的工厂
的数量和大小。因此，正确构建和配置这些工厂是 FPGA 编程过程的关键部分。
传统的软件开发是在预定义的架构上编程功能。FPGA 开发是编程架构以实现所需的功能。

方法简介
该方法包括两个主要阶段：
1. 构建应用程序
2. 开发 C/C++ 内核
在第一阶段，开发者通过确定应将哪些软件函数映射到 FPGA 内核，需要多少并行度以及如何交付，来做出关于应用
程序架构的关键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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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二阶段，开发者实现内核。这主要涉及构造源代码并应用所需的编译器编译指示来创建所需的内核架构并满足性能
目标。

图 1:   方法简介

性能最优化是一个迭代过程。加速应用程序的初始版本可能无法产生最佳结果。本指南中描述的方法是一个涉及持续性
能分析和对实现的所有方面的重复更改的过程。

建议
很好地理解 SDAccel 编程和执行模型对于使用这种方法开发项目至关重要。以下资源提供了使用 SDAccel 提高工作效
率所需的知识：
• 《SDAccel 环境编程指南》 (UG1277)

• SDAccel 教程 (GitHub)

除了理解 SDAccel 环境的关键方面之外，对以下主题的充分理解将有助于使用此方法获得最佳结果：
• 应用域
• 软件加速原理
• FPGA 的概念、特性和架构
• 目标 FPGA 加速卡和相应 shell 的功能
• 硬件实现中的并行度 (http://kastner.ucsd.edu/hls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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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

构建 FPGA 加速应用程序的方法
在开始开发加速应用程序之前，正确构建它是很重要的。在此阶段，开发者对应用程序的架构做出关键决策，并确定诸
如应将哪些软件函数映射到 FPGA 内核，需要多少并行度以及应如何交付等因素。

图 2:   构建应用程序方法

本节将介绍此过程中涉及的各个步骤。采用迭代方法完成此过程有助于优化分析并带来更好的设计决策。

步骤 1：基线应用程序性能和制定目标
首先测量目标应用程序的运行时间和吞吐量性能。应为整个应用程序（端到端）以及应用程序中的每个主要函数生成这
些性能数据。这些数据为大部分后续分析过程提供了基线。

测量运行时间
测量运行时间是软件开发的标准做法。这可以使用常见的软件分析工具（如 gprof）来完成，也可以使用定时器和性能
计数器检测代码来完成。

第 2 章: 构建 FPGA 加速应用程序的方法

UG1346 (v2019.1) 2019 年 5 月 22 日  china.xilinx.com
SDAccel 方法指南  6

Send Feedback

https://china.xilinx.com
https://china.xilinx.com/about/feedback/document-feedback.html?docType=User_Guides&docId=UG1346&Title=SDAccel%20%26%2326041%3B%26%2327861%3B%26%2325351%3B%26%2321335%3B&releaseVersion=2019.1&docPage=6


下图显示了使用 gprof 生成的示例性分析文件报告。这些报告可以方便地显示调用函数的次数以及花费的时间（运行时
间）。

图 3:   Gprof 输出示例

测量吞吐量
吞吐量是处理数据的速率。要计算给定函数的吞吐量，请将函数处理的数据量除以函数的运行时间。

TSW = 最大（VINPUT，VOUTPUT） / 运行时间
某些函数处理预定量的数据。在这种情况下，可以使用简单的代码检查来确定此数据量。在其他一些情况下，数据量是
可变的。在这种情况下，使用计数器检测应用程序代码以动态测量数据量非常有用。
测量吞吐量与测量运行时间一样重要。虽然 FPGA 内核可以缩短整体运行时间，但它们对应用程序吞吐量的影响更
大。因此，将吞吐量视为主要最优化目标非常重要。

确定可达到的最大吞吐量
在大多数 FPGA 加速系统中，可实现的最大吞吐量受到 PCIe® 总线的限制。PCIe 性能受许多不同方面的影响，例如主
板、驱动程序、目标 shell 和传输大小等。预先运行 DMA 测试以测量 PCIe 传输的有效吞吐量，从而确定加速潜力的上
限，例如 xbutil dma 测试。

图 4:   Alveo U200 上的 DMA 测试样本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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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系统将受 I/O 限制，因此无法满足超过此上限吞吐量的加速目标。同样，在定义内核性能和 I/O 要求时，请记住
这个上限。

制定总体加速目标
在开发早期确定加速目标是必要的，因为加速目标和基准性能之间的比率将推动分析和决策过程。
加速目标可能是硬目标或软目标。例如，实时视频应用程序可能需要每秒处理 60 帧。数据科学应用程序可能具有软目
标，只要比其他实现快 10 倍即可。
无论哪种方式，领域专业知识对于设置可实现且有意义的加速目标都是很重要的。

步骤 2：确定要加速的函数
在建立性能基准之后，下一步是确定应在 FPGA 器件中加速哪些函数。在这个意义上，需要考虑两个方面：
• 性能瓶颈: 应用程序最常调用哪些函数？
• 加速潜力: 这些函数是否具有加速潜力？

识别性能瓶颈
在纯粹的顺序应用程序中，通过查看分析报告可以轻松识别性能瓶颈。但是，大多数实际应用程序都是多线程的，在寻
找性能瓶颈时考虑并行度的影响非常重要。
图 5 表示具有两个并行路径的应用程序的性能分析。每个矩形的宽度与每个函数的性能成比例。

图 5:   具有两条平行路径的应用程序

并行化环境中的上述性能可视化表明，仅加速两条路径中的一条路径不会提高应用程序的整体性能。因为路径 A 和 B
重新收敛，所以它们彼此依赖完成。同样，即使把 A2 加速 100 倍，也不会对上面路径的性能产生重大影响。因此，
该示例中的性能瓶颈是函数 A1、B1、B2 和 B3。
在寻找加速对象时，请考虑整个应用程序的性能，而不仅仅考虑单个函数。

确定加速潜力
属于软件应用程序瓶颈的函数并不一定会在 FPGA 中运行得更快。通常需要详细分析来准确地确定特定函数的实际加
速潜力。但是，可以使用一些简单的指南来评估函数是否具有硬件加速的潜力：
• 该函数的计算复杂度是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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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FPGA 中，通过创建高度并行且深度流水线化的数据路径来实现加速。这仿佛是先前比喻中的装配线。装配线越
长，工作站越多，与在车间中执行连续步骤的工人相比，效率就越高。
合适的加速对象是需要对每个输入样本执行深度操作序列以产生输出样本的函数。

• 该函数的吞吐量与 FPGA 中可达到的最大值相比如何？
应用程序的吞吐量不能超过 PCIe 总线的吞吐量。这是上限。因此，开发者可以通过将 PCIe 的吞吐量除以所选函数
的吞吐量来确定最大加速潜力。
最大加速潜力 = TPCIe / TSW

例如，假设 PCIe 的吞吐量为 10 GB/秒，软件吞吐量为 50 MB/秒，则该函数的最大加速因子是 200x。
这两个标准并不能保证加速，但它们是确定能在 FPGA 上加速的合适函数的可靠工具。

步骤 3：确定 FPGA 器件并行化需求
一旦确定了要加速的函数并确定了总体加速目标，下一步就是确定实现目标所需的并行化级别。
工厂的比喻再一次有助于理解内核中可能的并行度。
如上所述，装配线允许逐步和同时处理输入。在硬件中，这种并行性称为流水线。装配线上的工作站数量对应于硬件流
水线中的级数。
内核中的另一个并行维度是能够同时处理多个样本。这就像在输送带上同时放置不只一个，而是多个样本。为了适应这
种情况，需定制装配线工作站以并行处理多个样本。这样有效地定义了内核中数据路径的宽度。
通过增加装配线的数量可以进一步扩展性能。这可以通过在工厂中布置多条装配线来实现，也可以通过构建多个相同的
工厂并在其中布置一条或多条装配线来实现。
开发者需要确定哪种并行化技术组合在满足加速目标方面最有效。

确定内核可能实现的吞吐量
内核的吞吐量可以近似地按下列公式计算：

THW = 时钟频率/ 采样率
频率是内核的时钟频率。此值由目标加速平台或 shell 确定。例如，Alveo™ U200 卡上内核的最高时钟频率当前为 300
MHz。
采样率是以新的输入或新输出之间的时钟周期衡量的时间间隔。采样率为 1 意味着内核可以在每个时钟周期处理一个
样本。这是最佳可能的方案，当要加速的函数中没有反馈路径或循环附有的相依性时，可以很容易地实现这一点。如果
不是这种情况，粗略地审查代码可以帮助评估反馈路径的复杂性并估计可实现的采样率。
估计可能实现的采样率对于确定是否可以实现性能目标或是否需要额外的并行度非常有用。

确定需要多少并行度
期望吞吐量与估计吞吐量之间的比率指出了需要多少额外的并行度。

需要并行度 = TGoal / TH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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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估计的吞吐量不足以满足目标性能，则需要额外的并行度。这种并行度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实现：扩展数据路径、使
用多个引擎，以及使用多个内核实例。然后，开发者应根据自己的需求和应用程序的特征确定最佳组合。

确定数据路径可以和应该并行处理多少样本
一种可能性是通过创建更宽的数据路径和并行处理更多样本来加速计算。某些算法很适合这种方法，而其他算法则不
然。重要的是要了解算法的性质以确定此方法是否有效，如果可行，应并行处理多少样本才能满足性能目标。
使用更宽的数据路径并行处理更多样本可通过减少加速函数的时延（运行时间）来提高性能。

确定器件中可以和应该实例化多少内核
如果数据路径无法并行化（或不充分），那么请考虑添加更多内核实例。这通常被称为使用多个计算单元 (CU)。
添加更多内核实例可允许并行执行更多目标函数的调用，因此能够提高应用程序的性能，如下所示。多个数据集由不同
的实例同时处理。应用程序性能与实例数呈线性关系，前提是主机应用程序可以使内核高效工作。
如本教程和《SDAccel 环境编程指南》 (UG1277) 中的本链接所述，SDAccel™ 通过添加更多实例，可以轻松扩展性
能。

图 6:   使用多个计算单元提高性能

此时，开发者应该很好地理解硬件中为实现性能目标所需的并行度数量，以及如何通过数据路径宽度和内核实例的组合
实现并行度

步骤 4：确定软件应用程序并行度需求
虽然硬件器件及其内核的架构旨在提供潜在的并行度，但必须合理设计软件应用程序以利用这种潜在的并行度。
软件应用程序中的并行度是主机应用程序执行下列操作的能力：
• 在 FPGA 内核运行时，最大限度地减少空闲时间并执行其他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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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可能早地使 FPGA 内核处于活动状态以执行新计算
• 最优化与 FPGA 之间的数据传输。

图 7:   软件最优化目标

在工厂和装配线的世界中，主机应用程序是规划下一代产品的繁忙的总部，而工厂制造当代产品。
同样，总部必须协调货物往返工厂的运输并向他们发送要求。如果物流部门没有向他们发送原材料或要创建产品的蓝
图，那么建造许多工厂有什么意义呢？

在 FPGA 内核运行时最大限度地减少 CPU 空闲时间
FPGA 加速是将某些计算从主处理器卸载到 FPGA 器件中的内核。在纯粹的顺序模型中，应用程序将等待结果准备就绪
然后才恢复处理，如上图所示。
设计软件应用程序时应避免这种空闲周期。首先确定不依赖于内核结果的应用程序部分。然后构造应用程序，以便这些
函数可以在主机上与器件中运行的内核并行执行。

保持 FPGA 内核的利用率
内核可能存在于 FPGA 器件中，但它们仅在应用程序请求时运行。为了最大限度地提高性能，在设计应用程序时应使
内核保持繁忙。
从概念上讲，这是通过在当前请求完成之前发出下一个请求来实现的。这将导致流水线化和重叠执行，使内核得到最佳
利用，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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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流水线加速器的执行

在此示例中，原始应用程序重复调用 func1、func2 和 func3。已经为这三个函数创建了相应的内核（K1、K2、
K3）。一个简单的实现将使三个内核按顺序运行，就像原始软件应用程序一样。但这意味着每个内核只有三分之一的
时间处于活动状态。更好的方法是构建软件应用程序，以便它可以向内核发出流水线请求。这允许 K1 在 K2 开始处理
K1 的第一个输出的同时开始处理新数据集。通过这种方法，三个内核始终以最大利用率运行。
有关软件流水线化的更多信息，请参阅《SDAccel 环境剖析和最优化指南》 (UG1207) 中的此链接、《并行内核执行
(C) 示例》和《主机代码最优化教程》。

最优化与 FPGA 之间的数据传输
在加速应用程序中，必须将数据从主机传输到器件。这会产生时延，对于应用程序的整体性能来说可能代价高昂。
需要在正确的时间传输数据，否则如果内核必须等待可用的数据，则应用程序性能会受到负面影响。因此，在内核需要
之前传输数据非常重要。这是通过重叠数据传输和内核执行来实现的，如上一节所述。如上图所述以及《SDAccel 环境
剖析和最优化指南》 (UG1207) 中的此链接的更详细说明，此方法可以隐藏 PCIe 传输的时延开销，避免内核等待数
据。
最优化数据传输的另一种方法是传输最佳大小的缓存。如下图所示，有效的 PCIe 吞吐量根据传输的缓存的大小而有很
大差异。缓存越大，吞吐量越大，因此就更能确保加速器始终具有操作数据并且不浪费周期。通常最好进行 1 MB 或更
多的数据传输。预先运行 DMA 测试对于找到最佳缓存大小非常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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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PCIe 传输的性能是缓存大小的函数

根据建议，在公共缓存中集合多组数据，以实现尽可能高的吞吐量。

概念化所需的应用程序时间轴
开发者现在应该很好地理解了需要加速哪些函数，满足性能目标需要什么样的并行度以及如何实现它们。
此时，以预期的应用程序时间轴的形式汇总此信息非常有用。应用程序时间轴序列（例如前一章中显示的序列）是在应
用程序运行时表示性能和并行度的非常有效的方法。它代表了应用程序如何调动构建到架构中的潜在并行度。

图 10:   应用程序时间轴

SDAccel 开发环境从实际应用程序运行中生成时间轴视图。如果开发者考虑了所需的时间轴，则他可以将其与实际结果
进行比较，识别潜在问题，迭代并收敛于最佳结果，如上图所示。

步骤 5：优化架构细节
继续开发应用程序及其内核之前的最后一步包括，从到目前为止做出的顶层决策中优化和推导二级架构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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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内核边界
如前所述，可以通过创建多个内核实例（计算单元）来提高性能。但是，添加 CU 会在 I/O 端口、带宽和资源方面产生
成本。
在 SDAccel 流程中，内核端口的最大宽度为 512 位（64 字节），并且在 FPGA 资源方面具有固定的成本。最重要的
是，目标平台设置了可以使用的最大端口数量的限制。请注意这些限制并最佳地使用这些端口及其带宽。
使用多个计算单元进行扩展的替代方法是通过在内核中添加多个引擎来扩展。这种方法允许以与添加更多 CU 相同的方
式提高性能：多个数据集由内核中的不同引擎同时处理。
将多个引擎放在同一个内核中可以充分利用内核 I/O 端口的带宽。如果数据路径引擎不需要端口的完整 512 位，那么
在内核中添加更多引擎比在其中创建具有单个引擎的多个 CU 更有效。
将多个引擎放入内核还可以减少端口数量和需要仲裁的全局内存传输事务的数量，从而提高有效带宽。
另一方面，这种转换需要在内核中编写显式 I/O 复用行为。这是开发者需要做出的利弊取舍。

确定内核布局和连接
一旦最终确定了内核边界，开发者就会确切地知道将实例化多少内核，以及需要将多少端口连接到全局内存资源。
此时，了解目标平台 (shell) 的功能以及可用的全局内存资源非常重要。例如，Alveo U200 平台拥有 4x16GB 的 DDR4
和 3x128KB 的 PLRAM 库，分布在 3 个超级逻辑区域 (SLR) 上。如需了解更多信息，请参阅《SDAccel 环境版本说
明、安装和许可指南》 (UG1238) 中的此链接。
如果内核是工厂，那么全局存储库就是货物通过其进出工厂的仓库。SLR 类似于不同的工业区，已在此预先建好了仓
库，还可以建造工厂。虽然可以将货物从一个区域的仓库转移到另一个区域的工厂，但这可能会增加延迟和复杂性。
使用多个 DDR 有助于平衡数据传输负载并提高性能。然而，这需要成本，因为每个 DDR 控制器都会消耗 FPGA 资
源。在决定如何将内核端口连接到存储库时，请平衡考虑这些注意事项。
如《SDAccel 环境编程指南》 (UG1277) 中的此链接所述，通过一个简单的编译器开关建立这些连接，这样可以在必要
时可轻松更改配置。
在完善架构细节之后，开发者应该拥有开始实现内核并最终组装整个应用程序所需的所有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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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章

开发 C/C++ 内核的方法
SDAccel™ 支持以 C/C++ 或 RTL（Verilog、VHDL、System Verilog）建模的内核。此方法指南适用于 C/C++ 内核。有
关开发 RTL 内核的详细信息，请参阅《SDAccel 环境用户指南》 (UG1023) 中的此链接。
在架构定义阶段，应该已经确定了以下关于最佳应用程序性能的关键内核要求：
• 吞吐量目标
• 时延目标
• 数据路径宽度
• 引擎数
• 接口带宽
这些要求推动了内核开发和最优化过程。实现内核吞吐量目标是主要目标，因为整体应用程序性能取决于满足指定吞吐
量的每个内核。
因此，内核开发方法遵循吞吐量驱动的方法，并从外向内开展。这种方法有两个阶段，如下图所示：
1. 定义和实现内核的宏架构
2. 编码和最优化内核的微架构

图 11:   内核开发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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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高层次综合编译器
在开始内核开发过程之前，开发者应该熟悉高层次综合 (HLS) 概念。HLS 编译器将 C/C++ 代码转换为 RTL 设计，这将
进一步映射到 FPGA 结构。
HLS 编译器比标准软件编译器的限制更多。例如，存在不受支持的结构，包括：系统函数调用、动态内存分配和递归
函数。如需了解更多有关不支持的结构的信息，请参阅《Vivado Design Suite 用户指南：高层次综合》 (UG902) 中的
链接。
更重要的是，请始终牢记 C/C++ 源代码的结构对生成的硬件实现的性能有很大影响。此方法指南将帮助您构建代码以
满足应用程序吞吐量目标。如需了解更多有关 HLS 编程概念的信息，请参阅《SDAccel 环境编程指南》 (UG1277) 中
的此链接。

验证考虑因素
本指南中描述的这种方法本质上是迭代，涉及连续的代码修改。赛灵思建议在每次修改后验证代码。这可以使用标准软
件验证方法或 SDAccel 仿真流程来完成。在任何一种情况下，请确保您的测试提供足够的覆盖率和验证质量。

步骤 1：将代码分区为加载-计算-存储模式
内核开发方法的第一步需要将内核代码结构化为加载-计算-存储模式。
这意味着创建带有下列元素的顶层函数：
• 与所需内核接口匹配的接口参数。
• 三个子函数：加载、计算和存储。
• 本地数组或 hls::stream 变量，用于在这些函数之间传递数据。

图 12:   加载-计算-存储模式

Load Compute StorePing Pong 
Buffer/FIFO

From DDR/Stream Ping Pong 
Buffer/FIFO

TO DDR/Stream

X22612-040219

以这种方式构建内核代码可启用任务级流水线操作，也称为 HLS 数据流。此编译器最优化可使设计中的每个函数同时
运行，从而创建任务并发运行的流水线。这是我们工厂装配线的前提，这种结构是实现和维持所需吞吐量的关键。如需
了解更多有关 HLS 数据流的信息，请参阅《SDAccel 环境编程指南》 (UG1277) 中的此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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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载函数负责将内核外部的数据（即全局内存）移动到内核内部的计算函数。此函数不进行任何数据处理，而是侧重于
有效的数据传输，包括必要时的缓存和高速缓存。
顾名思义，计算函数是完成所有处理的地方。在开发流程的这个阶段，计算函数的内部结构并不重要。
存储函数的操作与加载函数的操作相反。它负责将数据移出内核，获取计算函数的结果并将它们传输到内核外的全局内
存。
创建满足性能目标的加载-计算-存储结构首先要在内核中设计数据流。需要考虑的一些因素包括：
• 数据如何从内核外部流入内核？
• 内核处理这些数据的速度有多快？
• 如何将处理后的数据写入内核的输出？
以框图的形式理解和可视化数据移动将有助于分区和构建内核中的不同函数。
可以在 SDAccel 示例 GitHub 存储库中找到具有加载-计算-存储模式的实用示例。

使用所需的接口创建顶层函数
SDAccel 从顶层函数的参数引用内核接口。因此，首先编写一个内核顶层函数，其参数与所需的接口相匹配。
输入参数应作为标量传递。输入和输出数据块应作为指针传递。应使用编译器编译指示来完成接口定义。完整详细信
息，请参阅《SDAccel 环境编程指南》 (UG1277) 中的此链接和《SDAccel 环境用户指南》 (UG1023) 中的此链接。

编码加载和存储函数
内核和全局内存之间的数据传输对整体系统性能有很大影响。如果做得不好，它们会限制内核。因此，最优化加载和存
储函数以有效地将数据移入和移出内核并最佳地提供给计算函数非常重要。
全局存储器中的数据布局与软件应用程序中的数据布局相匹配。在编写加载和存储函数时必须知道此布局。相反，如果
某个数据布局更有利于将数据移入和移出内核，则可以在软件应用程序中调整缓存布局。无论哪种方式，内核开发者和
应用程序开发者都需要就缓存和全局内存中数据的组织方式达成一致。
以下是提高进出内核的数据传输效率的指南。

将端口宽度与数据路径宽度匹配
在 SDAccel 中,内核的端口最大宽度可以达到 512 位，这意味着内核每个端口每个时钟周期可以读取或写入多达 64 个
字节。
建议将内核端口的宽度与计算函数中数据路径的宽度相匹配。例如，如果数据路径需要并行处理 16 个字节以满足所需
的吞吐量，则端口应为 128 位宽，以允许并行读写 16 个字节。
在某些情况下，即使数据路径不需要，访问接口的完整 512 位也很有帮助。当许多内核尝试访问同一个全局存储库
时，这有助于减少争夺。但是，这通常会导致需要增加内核中的额外缓存和内部内存资源。

使用突发传输
对全局内存的第一次读取或写入请求代价高昂，但后续的连续操作则不然。以突发方式传输数据可以隐藏内存访问时延
并提高内存控制器的带宽使用率和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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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非绝对需要，否则应始终避免对全局内存的原子访问。加载和存储函数应编码为始终引用突发传输事务。这可通过使
用 memcpy 操作来实现，如此 GitHub 示例中所述，或者通过为顺序访问所有必需值的循环创建一个严格的时序来实
现，如《SDAccel 环境编程指南》 (UG1277) 中的此链接所述。

最大限度地减少全局内存的数据传输次数
由于访问全局内存可能会给应用程序增加大量时延，因此只应进行必要的传输。
该指南建议仅读写必要的值，并且只执行一次。在计算函数必须多次使用相同值的情况下，在本地缓存此值而不是再次
从全局内存中读取它。编码适当的缓存和高速缓存结构可能是实现吞吐量目标的关键。

编码计算函数
计算函数是完成所有实际处理的地方。该方法的第一步专注于使顶层结构正确并最优化数据移动。优先考虑的是具有正
确接口的函数并确保功能正确。以下部分重点介绍计算函数的内部结构。

连接加载、计算和存储函数
使用标准 C/C++ 变量和数组来连接顶层接口以及加载、计算和存储函数。使用 hls::stream 类也很有用，它可以为流传
输建模。
流传输是一种数据传输形式，其中数据样本从第一个样本开始按顺序发送。流传输不需要地址管理，可以使用 FIFO 实
现。如需了解更多有关 hls::stream 类的信息，请参阅《Vivado Design Suite 用户指南：高层次综合》 (UG902) 中的链
接。
连接函数时，请使用 HLS 编译器所需的规范形式。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SDAccel 环境编程指南》 (UG1277) 中的
此链接。这有助于编译器使用数据流最优化来构建高吞吐量的任务集。主要建议包括：
• 应仅正向传输数据，尽可能避免反馈。
• 每个连接应该有一个生产者和一个消费者。
• 只有加载和存储函数才能访问内核的主接口。
此时，开发者已经创建了内核的顶层函数，对接口和加载/存储函数进行了编码，目的是以所需的吞吐量在内核中移动
数据。

步骤 2：将计算块分区为较小的函数
下一步是优化主计算函数，将其分解为一系列较小的子函数，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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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计算块子函数

Kernel Top-level

Load Compute Store

Compute Compute

for (…) {
   for (…) {
     …
   }
 }

Compute block, recursively decomposed
In smaller sub-functions consisting of

Single, perfectly-nested, loops

X22611-040219

分解以识别吞吐量目标
在与使用这种方法创建的类似数据流系统中，最慢的任务将成为瓶颈。

Throughput(Kernel) = °min(Throughput(Task1), Throughput(Task2), …,
Throughput(TaskN))

因此，在分解过程中，始终牢记内核吞吐量目标，并评估每个子函数是否能够满足此吞吐量目标。
在此方法的以下步骤中，开发者将从运行 SDAccel HLS 编译器获得实际吞吐量数据。如果无法改进这些结果，开发者
将不得不迭代并进一步分解计算阶段。

以具有单循环嵌套的函数为目标
作为一般规则，如果函数中包含顺序循环，则这些循环在 HLS 编译器生成的硬件实现中按顺序执行。这通常是不可取
的，因为顺序执行会妨碍吞吐量。
但是，如果将这些顺序循环推送到顺序函数中，则 HLS 编译器可以应用数据流最优化并生成允许每个任务的流水线化
和重叠执行的实现。如需了解更多有关数据流最优化的信息，请参阅《Vivado Design Suite 用户指南：高层次综合》
(UG902) 中的此链接。
在此分区和优化过程中，将顺序循环放入单个函数中。理想情况下，最低级别的计算块应该只包含一个完美嵌套的循
环。如需了解更多有关循环的信息，请参阅《Vivado Design Suite 用户指南：高层次综合》 (UG902) 中的此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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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数据流“规范形式”连接计算函数
在分解计算函数时，适用与顶层函数内的连接相同的规则。以建立前馈连接为目标，并为每个连接变量设置单个生产者
和消费者。如果变量必须由多个函数使用，则应明确复制它。
将数据块从一个计算块移动到另一个计算块时，开发者可以选择使用数组或 hls::stream 对象。
使用数组需要更少的代码更改，这通常是在分解过程中取得进展的最快方法。但是，使用 hls::stream 对象可能会导致
设计使用更少的内存资源并缩短时延。它还有助于开发者了解数据如何在内核中移动，在最优化吞吐量时这始终是一件
需要了解的重要事情。
使用 hls::stream 对象通常是一件好事，但是由开发者决定将数组转换为流的最佳时刻。某些开发者很早就会这样做，
而其他开发者会在最后做这件事，将其作为最后的最优化步骤。这也可以使用编译指示来完成。如需了解更多信息，请
参阅《SDx 编译指示参考指南》 (UG1253) 中的链接。
在此阶段，维护内核架构的图形表示对于推理数据相依性、数据移动、控制流和并发度非常有用。

步骤 3：确定需要最优化的循环
此时，开发者已经创建了一个数据流架构，其中包含数据运动和处理函数，旨在维持内核的吞吐量目标。下一步是确保
每个处理函数以提供预期吞吐量的方式得以实现。
如前所述，函数的吞吐量是通过将处理的数据量除以函数的时延或运行时间来衡量的。

T = max(VINPUT, VOUTPUT) / 时延
在该方法中描述的“从外到内”分解过程的此阶段，应该知道目标吞吐量以及由该函数消耗和产生的数据量。从而，开
发者可以轻松地得到每个函数的时延目标。
SDAccel HLS 编译器生成有关函数和循环的吞吐量和时延的详细报告。确定目标时延后，使用 HLS 报告确定哪些函数
和循环不符合其时延目标并需要引起注意。
循环的时延可以计算如下：

LatencyLoop = (Steps + II x (TripCount – 1)) x ClockPeriod

其中
• Steps: 单循环迭代的持续时间，以时钟周期数度量
• TripCount: 循环中的迭代次数。
• II: 启动间隔，两次连续迭代开始之间的时钟周期数。当循环未流水线化时，其 II 等于步数。
假设时钟周期已给定，有三种方法可以减少循环的时延，从而提高函数的吞吐量：
• 减少循环中的步数（花费更少的时间来执行一次迭代）。
• 减少循环次数，以便循环执行更少的迭代。
• 缩短启动间隔，以便循环迭代可以更频繁地启动。
假设循环次数远大于步数，将 II 或循环次数减半可足以使循环的吞吐量加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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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此信息是最优化时延超过其目标的循环的关键。默认情况下，SDAccel HLS 编译器将尝试以尽可能低的 II 生成循
环实现。首先看看如何通过减少循环次数或步数来改善时延。有关 HLS 编译器如何处理循环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SDAccel 环境编程指南》 (UG1277) 中的此链接。

步骤 4：改善循环时延
在识别出超过其目标的循环时延之后，要考虑的第一个最优化是循环展开。

应用循环展开
循环展开可解开循环，允许循环的多次迭代一起执行，减少了循环的总循环次数。
以工业生产做个比方，工厂是内核，装配线是数据流水线，而工作站是计算函数。展开创建的工作站可以处理输送带上
同时到达的多个对象，从而提高性能。

图 14:   循环展开

循环展开能够按相应因子扩大结果数据路径。因为并行处理更多样本，所以通常会增加带宽要求。这有两个含义：
• 函数 I/O 的宽度必须与数据路径的宽度匹配，反之亦然。
• 通过循环展开和将数据路径扩展到 I/O 要求超过内核端口最大大小（512 位/64 个字节）的点，无法获得额外的好

处。
以下指南将有助于最优化循环展开的使用：
• 从循环嵌套中的最内层循环开始。
• 评估哪个展开因子将消除所有循环附有的相依性。
• 为了获得更有效的结果，请展开具有固定循环次数的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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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在展开的循环中存在函数调用，则内联这些函数可以通过更好的资源共享改善结果，但代价是更长的综合时
间。另请注意，互联可能会变得越来越复杂，以后会导致布线问题。

• 不要盲目地展开循环。记住在展开循环时，应始终考虑特定的结果。

应用阵列分区
展开循环会更改函数的 I/O 要求和数据访问模式。如果循环进行数组访问（几乎总是如此），请确保生成的数据路径
可以并行访问所需的所有数据。
如果展开循环不会导致预期的性能提升，这几乎总是因为内存访问瓶颈造成。
默认情况下，SDAccel HLS 编译器将大型数组映射到内存资源，其字宽等于一个数组元素的大小。在大多数情况下，应
用循环展开时需要更改此默认映射。
如《SDAccel 环境编程指南》 (UG1277) 中的此链接所述，HLS 编译器支持各种编译指示来分区和重塑数组。在循环展
开时考虑使用这些编译指示来创建允许所需级别的并行访问的内存结构。
展开和分区数组足以满足目标循环的时延和吞吐量目标。如果是这样，转移到下一个感兴趣的循环。否则，请考虑其他
最优化方法以提高吞吐量。

步骤 5：提高循环吞吐量
如果通过减少循环次数来改善循环时延仍不足够，请尝试缩短启动间隔 (II) 的方法。
循环 II 是两次循环迭代开始之间的时钟周期计数。SDAccel HLS 编译器将始终尝试流水线化循环，最小化 II，并尽可能
早地开始循环迭代，理想情况是每个时钟周期（II = 1）开始新的迭代。
有两个主要因素可以限制 II：
• I/O 争夺
• 循环附有的相依性
HLS Schedule Viewer 自动突出显示限制 II 的循环相依性。在改进循环 II 时，它是一个非常有用的可视化工具。

消除 I/O 争夺
当每个循环迭代必须多次访问内部存储器资源的特定 I/O 端口时，会出现 I/O 争夺。一个循环流水线化后的 II 值不能
低于每次循环迭代访问 I/O 资源的次数。如果在循环迭代中必须访问端口 A 四次，那么最低的 II 将是 4。
开发者需要评估这些 I/O 访问是否必要或是否可以避免。减少 I/O 争夺的最常用方法是：
• 创建内部高速缓存结构
如果某些有问题的 I/O 访问涉及访问先前循环迭代中已经访问过的数据，那么可以修改代码以生成这些早期迭代访
问过的值的本地副本。维护本地数据高速缓存有助于减少对外部 I/O 访问的需求，从而改善循环的潜在 II。
SDAccel 示例 GitHub 存储库上的此示例说明了如何在本地使用移位寄存器，高速缓存先前读取过的值以及提高过
滤器的吞吐量。

• 重新配置 I/O 和存储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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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前面关于改善时延的部分所述，HLS 编译器将数组映射到存储器，默认存储器配置可以为所需的吞吐量提供足
够的带宽。阵列分区和重塑编译指示也可用于此情况中，以创建具有更高带宽的存储器结构，从而改善循环的潜在
II。

消除循环附有的相依性
循环附有相依性的最常见情况是循环迭代依赖于在先前迭代中计算的值。数组和标量变量上的相依性是有差异的。如需
了解更多信息，请参阅《Vivado Design Suite 用户指南：高层次综合》 (UG902) 中的链接。
• 消除对数组的相依性

HLS 编译器执行索引分析以确定是否存在数组相依性（读取后写入、写入后读取、写入后写入）。该工具可能无法
始终静态地解决潜在的相依性，并且在这种情况下将报告错误的相依性。
特殊的编译器编译指示可以覆盖这些相依性并改进设计的 II。在这种情况下，请小心不要覆盖有效的相依性。

• 消除对标量的相依性
在标量附有相依性的情况下，通常存在具有在多个时钟周期上调度的计算的反馈路径。通常在这些反馈路径上找到
复杂的算术运算，例如乘法、除法或取模。反馈路径中的循环次数直接限制了潜在的 II，应该减少以改善 II 和吞吐
量。为此，请分析反馈路径以确定是否可以和如何才能缩短它。这可以使用 HLS 调度约束或代码修改（例如减小位
宽）来完成。

高级技术
如果 II 为 1 通常是最好的情况，那么它极有可能不是唯一足够的情况。目的是满足时延和吞吐量目标。在这方面，II 和
展开因子的各种组合通常就足够了。
本指南中介绍的最优化方法和技术应有助于实现大多数目标。HLS 编译器还支持更多最优化选项，这些选项在特定情
况下非常有用。《SDx 编译指示参考指南》 (UG1253) 中的此链接提供了这些最优化的完整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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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附加资源与法律提示

赛灵思资源
如需了解答复记录、技术文档、下载以及论坛等支持性资源，请参阅赛灵思技术支持。

Documentation Navigator 与设计中心
赛灵思 Documentation Navigator (DocNav) 提供了访问赛灵思文档、视频和支持资源的渠道，您可以在其中筛选搜索
信息。打开 DocNav 的方法：
• 在 Vivado® IDE 中，单击“Help → Documentation and Tutorials”。
• 在 Windows 中，单击“Start → All Programs → Xilinx Design Tools → DocNav”。
• 在 Linux 命令提示中输入“docnav”。
赛灵思设计中心提供了根据设计任务和其他话题整理的文档链接，您可以使用链接了解关键概念以及常见问题解答。访
问设计中心：
• 在 DocNav 中，单击“Design Hub View”标签。
• 在赛灵思网站上，查看设计中心页面。
注释: 如需了解更多有关 DocNav 的信息，请参阅赛灵思网站上的 Documentation Navigotor。

参考资料
1. 《SDAccel 环境版本说明、安装和许可指南》 (UG1238)

2. 《SDAccel 环境剖析和最优化指南》 (UG1207)

3. 《SDAccel 环境入门教程》 (UG1021)

4. SDAccel™ 开发环境网页
5. Vivado® Design Suite 文档
6. 《Vivado Design Suite 用户指南：采用 IP 集成器设计 IP 子系统》 (UG994)

7. 《Vivado Design Suite 用户指南：创建和封装定制 IP》 (UG1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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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china.xilinx.com/support
https://china.xilinx.com/cgi-bin/docs/ndoc?t=design+hubs
https://china.xilinx.com/cgi-bin/docs/rdoc?t=docnav
https://china.xilinx.com/cgi-bin/docs/rdoc?v=2019.1;d=ug1238-sdx-rnil.pdf
https://china.xilinx.com/cgi-bin/docs/rdoc?v=2019.1;d=ug1207-sdaccel-optimization-guide.pdf
https://github.com/Xilinx/SDAccel-Tutorials/blob/master/README.md
https://china.xilinx.com/products/design-tools/software-zone/sdaccel.html
https://china.xilinx.com/cgi-bin/docs/rdoc?t=vivado+docs
https://china.xilinx.com/cgi-bin/docs/rdoc?v=2019.1;d=ug994-vivado-ip-subsystems.pdf
https://china.xilinx.com/cgi-bin/docs/rdoc?v=2019.1;d=ug1118-vivado-creating-packaging-custom-ip.pdf
https://china.xilinx.com
https://china.xilinx.com/about/feedback/document-feedback.html?docType=User_Guides&docId=UG1346&Title=SDAccel%20%26%2326041%3B%26%2327861%3B%26%2325351%3B%26%2321335%3B&releaseVersion=2019.1&docPage=24


8. 《Vivado Design Suite 用户指南：部分重配置》 (UG909)

9. 《Vivado Design Suite 用户指南：高层次综合》 (UG902)

10. 《UltraFAST 设计方法指南（适用于 Vivado Design Suite）》 (UG949)

11. 《Vivado Design Suite 属性参考指南》 (UG912)

12. Khronos Group 网页：OpenCL 的文档
13. 赛灵思 Virtex® UltraScale+™ FPGA VCU1525 加速开发套件
14. 赛灵思 Kintex® UltraScale™ FPGA KCU1500 加速开发套件
15. 赛灵思 Alveo™ 网页

请阅读：重要法律提示
本文向贵司/您所提供的信息（下称“资料”）仅在对赛灵思产品进行选择和使用时参考。在适用法律允许的最大范围
内：（1）资料均按“现状”提供，且不保证不存在任何瑕疵，赛灵思在此声明对资料及其状况不作任何保证或担保，
无论是明示、暗示还是法定的保证，包括但不限于对适销性、非侵权性或任何特定用途的适用性的保证；且（2）赛灵
思对任何因资料发生的或与资料有关的（含对资料的使用）任何损失或赔偿（包括任何直接、间接、特殊、附带或连带
损失或赔偿，如数据、利润、商誉的损失或任何因第三方行为造成的任何类型的损失或赔偿），均不承担责任，不论该
等损失或者赔偿是何种类或性质，也不论是基于合同、侵权、过失或是其他责任认定原理，即便该损失或赔偿可以合理
预见或赛灵思事前被告知有发生该损失或赔偿的可能。赛灵思无义务纠正资料中包含的任何错误，也无义务对资料或产
品说明书发生的更新进行通知。未经赛灵思公司的事先书面许可，贵司/您不得复制、修改、分发或公开展示本资料。
部分产品受赛灵思有限保证条款的约束，请参阅赛灵思销售条款：https://china.xilinx.com/legal.htm#tos；IP 核可能受
赛灵思向贵司/您签发的许可证中所包含的保证与支持条款的约束。赛灵思产品并非为故障安全保护目的而设计，也不
具备此故障安全保护功能，不能用于任何需要专门故障安全保护性能的用途。如果把赛灵思产品应用于此类特殊用途，
贵司/您将自行承担风险和责任。请参阅赛灵思销售条款：https://china.xilinx.com/legal.htm#tos。

关于与汽车相关用途的免责声明
如将汽车产品（部件编号中含“XA”字样）用于部署安全气囊或用于影响车辆控制的应用（“安全应用”），除非有
符合 ISO 26262 汽车安全标准的安全概念或冗余特性（“安全设计”），否则不在质保范围内。客户应在使用或分销
任何包含产品的系统之前为了安全的目的全面地测试此类系统。在未采用安全设计的条件下将产品用于安全应用的所有
风险，由客户自行承担，并且仅在适用的法律法规对产品责任另有规定的情况下，适用该等法律法规的规定。

商标
© Copyright 2019 赛灵思公司版权所有。Xilinx、赛灵思标识、Alveo、Artix、Kintex、Spartan、Versal、Virtex、
Vivado、Zynq 本文提到的其它指定品牌均为赛灵思在美国及其它国家的商标。 “OpenCL”和“OpenCL”标识均为
Apple Inc.的商标，经 Khronos 许可后方能使用。 “PCI”、“PCIe”和“PCI Express”均为 PCI-SIG 拥有的商标，且
经授权使用。 “AMBA”、“AMBA Designer”、“Arm”、“ARM1176JZ-SV”、“CoreSight”、“Cortex”、
“PrimeCell”、“Mali”和“MPCore”为 Arm Limited 在欧盟及其它国家的注册商标。 所有其它商标均为各自所有方
所属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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