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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章  硬件描述语言 Verilog HDL 设计进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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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task 和 function 说明语句的区别 

task 和 function 说明语句分别用来定义任务和函数。利用任务和函数可以把一个很大的程序模块分解成许

多较小的任务和函数便于理解和调试。输入、输出和总线信号的值可以传入或传出任务和函数。 

任务和函数往往是大的程序模块中在不同地点多次用到的相同的程序段。学会使用 task 和 function 语句可

以简化程序的结构，使程序明白易懂，是编写大型模块的基本功。 

任务和函数有些不同，主要的不同有以下 4 点。 

（1）函数只能与主模块共用同一个仿真时间单位，而任务可以定义自己的仿真时间单位。 

（2）函数不能启动任务，而任务能启动其他任务和函数。 

（3）函数至少要有一个输入变量，而任务可以没有或有多个任何类型的变量。 

（4）函数返回一个值，而任务则不返回值。 

函数的目的是通过返回一个值来响应输入信号的值。任务却能支持多种目的，能计算多个结果值，这些结

果值只能通过被调用的任务的输出或总线端口送出。Verilog HDL 模块使用函数时是把它当作表达式中的

操作符，这个操作的结果值就是这个函数的返回值。下面让我们用例子来说明。 

例如，定义一任务或函数对一个 16 位的字进行操作让高字节与低字节互换，把它变为另一个字(假定这个

任务或函数名为：switch_bytes)。 

任务返回的新字是通过输出端口的变量，16 位字的字节互换任务的调用源码如下： 
 
switch_bytes(old_word,new_word); 
 

任务 switch_bytes 把输入 old_word 的字的高、低字节互换放入 new_word 端口输出。 

而函数返回的新字是通过函数本身的返回值，16 位字的字节互换函数的调用源码如下： 
 
new_word = switch_bytes(old_word); 
 

下面分别介绍任务和函数语句的要点。 

4.2  Verilog HDL 高级语法结构——任务（TASK） 

如果传给任务的变量值和任务完成后接收结果的变量已定义，就可以用一条语句启动任务。任务完成以后

控制就传回启动过程。如任务内部有定时控制，则启动的时间可以与控制返回的时间不同。 

任务可以启动其他的任务，其他任务又可以启动别的任务，可以启动的任务数是没有限制的。不管有多少

任务启动，只有当所有的启动任务完成以后，控制才能返回。 

1．任务定义	

定义任务的语法如下： 
 
任务: 

task <任务名>; 

      <端口及数据类型声明语句> 

      <语句 1> 

      <语句 2> 

      ... 

      <语句 n> 

endtask 
 

这些声明语句的语法与模块定义中的对应声明语句的语法是一致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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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任务调用及变量传递	

调用任务并传递输入/输出变量的声明语句的语法如下： 
 
<任务名>(端口 1，端口 2，...，端口 n); 
 

下面的例子说明怎样定义任务和调用任务。 

任务定义如下所示： 
 
task  my_task; 

     input a, b; 

     inout  c; 

     output d, e; 

     … 

     <语句>                 //执行任务工作相应的语句 

     … 

     c = foo1;            //赋初始值 

     d = foo2;            //对任务的输出变量赋值 

     e = foo3; 

endtask 
 

任务调用如下所示： 
 
my_task(v,w,x,y,z); 
 

任务调用变量(v、w、x、y、z)和任务定义的 I/O 变量(a、b、c、d、e)之间是一一对应的。当任务启动时，

由 v、w 和 x 传入的变量赋给了 a、b 和 c。当任务完成后的输出又通过 c、d 和 e 赋给了 x、y 和 z。下面

用一个具体的例子用来说明怎样在模块的设计中使用任务，使程序容易读懂。 
 
module traffic_lights; 
      reg  clock, red, amber, green; 
      parameter  on=1, off=0, red_tics=350, 
      amber_tics=30,green_tics=200; 
      initial    red=off;                          //交通灯初始化 
      initial    amber=off; 
      initial    green=off; 
 
      always begin                                 //交通灯控制时序 
           red=on;                                  //开红灯 
           light(red,red_tics);                  //调用等待任务 
           green=on;                                //开绿灯 
           light(green,green_tics);              //等待 
           amber=on;                                //开黄灯 
           light(amber,amber_tics);              //等待 
      end 
 
      task  light（color,tics）;                  //定义交通灯开启时间的任务 
           output  color; 
           input［31:0］ tics; 
           begin 
                repeat(tics) @(posedge clock);  //等待 tics个时钟的上升沿 
                color=off;                           //关灯 
           end 
      endtask 
 
      always begin                                //产生时钟脉冲的 always块 
            #100 clock=0; 
            #100 clock=1; 
      end 
endmodu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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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例子描述了一个简单的交通灯的时序控制，并且该交通灯有它自己的时钟产生器。 

4.3  Verilog HDL 高级语法结构——任务（function） 

函数的目的是返回一个用于表达式的值。 

1．函数定义语法	

 
function <返回值的类型或范围> (函数名); 

      <端口说明语句> 

      <变量类型说明语句> begin 

      <语句> 

      ... 

      end 

endfunction 
 

请注意<返回值的类型或范围>这一项是可选项，如缺省则返回值为一位寄存器类型数据。下面用例子说明： 
 
function ［7:0］ getbyte; 

      input ［15:0］ address; 

      begin 

           <说明语句>                             //从地址字中提取低字节的程序 

           getbyte = result_expression;      //把结果赋予函数的返回字节 

      end 

endfunction 

2．函数返回值	

函数的定义蕴含声明了与函数同名的、函数内部的寄存器。如在函数的声明语句中<返回值的类型或范围>

为缺省,则这个寄存器是一位的；否则是与函数定义中<返回值的类型或范围>一致的寄存器。 

函数的定义把函数返回值所赋值寄存器的名称初始化为与函数同名的内部变量。上面的例子说明了这个概

念：getbyte 被赋予的值就是函数的返回值。 

3．函数调用	

函数的调用是通过将函数作为表达式中的操作数来实现的，其调用格式如下： 
 
<函数名> (<表达式><,<表达式>>*) 
 

其中函数名作为确认符。下面的例子中通过对两次调用函数 getbyte 的结果值进行位拼接运算来生成一个

字。 
 
word = control? {getbyte(msbyte),getbyte(lsbyte)} : 0; 

4．函数使用规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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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任务相比函数的使用有较多的约束，下面给出的是函数的使用规则。 

  函数的定义不能包含有任何的时间控制语句，即任何用＃、@、或 wait 来标识的语句。 

  函数不能启动任务。 

  定义函数时至少要有一个输入参量。 

  在函数的定义中必须有一条赋值语句给函数中的一个内部变量赋以函数的结果值，该内部变量具

有和函数名相同的名字。 

5．实例详解	

下面的例子中定义了一个可进行阶乘运算的名为 factorial的函数，该函数返回一个32位的寄存器类型的值，

该函数可后向调用自身，并且打印出部分结果值。 
 
module  tryfact;                                          //模块开始 

//函数的定义------------------------------- 

function［31:0］factorial;                            //函数开始 

      input［3:0］operand;                             //函数的入口 

      reg［3:0］index;                                  //函数的寄存器 

      begin 

           factorial = operand? 1 : 0;              //若 operand全为 0，则为 0 

           for(index=2;index<=operand;index=index+1) //循环语句 

                 factorial = index * factorial;    //乘法器 

      end 

endfunction                                            //函数结束 

//函数的测试------------------------------------- 

reg［31:0］result; 

reg［3:0］n; 

initial begin 

      result=1; 

      for(n=2;n<=9;n=n+1) begin                     //循环语句（调用函数） 

           $display("Partial result n= %d result= %d", n, result);  //每次函数的执行结果 

           result = n * factorial(n)/((n*2)+1);   //调用函数 

      end 

      $display("Finalresult=%d",result);           //打印结果 

end 

endmodule                                               //模块结束 

4.4  有限状态机的设计原理及其代码风格 

由于 Verilog HDL 和 VHDL 行为描述用于综合的历史还只有短短的几年，可综合风格的 Verilog HDL 和

VHDL 的语法只是它们各自语言的一个子集。又由于 HDL 的可综合性研究近年来非常活跃，可综合子集

的国际标准目前尚未最后形成，因此各厂商的综合器所支持的 HDL 子集也略有所不同。 

本书中有关可综合风格的 Verilog HDL 的内容，我们只着重介绍 RTL 级、算法级和门级逻辑结构的描述，

而系统级（数据流级）的综合由于还不太成熟，暂不作介绍。 

由于寄存器传输级（RTL）描述是以时序逻辑抽象所得到的有限状态机为依据的，所以把一个时序逻辑抽

象成一个同步有限状态机是设计可综合风格的 Verilog HDL 模块的关键。 

在本章中我们将通过各种实例由浅入深地来介绍各种可综合风格的 Verilog HDL 模块，并把重点放在时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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逻辑的可综合有限状态机的 Verilog HDL 设计要点。至于组合逻辑，因为比较简单，只需阅读典型的用

Verilog HDL 描述的可综合的组合逻辑的例子就可以掌握。 

为了更好地掌握可综合风格，还需要较深入地了解阻塞和非阻塞赋值的差别和在不同的情况下正确使用这

两种赋值的方法。只有深入地理解阻塞和非阻塞赋值语句的细微不同，才有可能写出不仅可以仿真也可以

综合的 Verilog HDL 模块。 

只要按照一定的原则来编写代码就可以保证 Verilog 模块综合前和综合后仿真的一致性。符合这样条件的

可综合模块是我们设计的目标，因为这种代码是可移植的，可综合到不同的 FPGA 和不同工艺的 ASIC 中，

是具有知识产权价值的软核。 

4.4.1  有限状态机（FSM）设计原理 

有限状态机是由寄存器组和组合逻辑构成的硬件时序电路。有限状态机的状态（即由寄存器组的 1 和 0 的

组合状态所构成的有限个状态）只可能在同一时钟跳变沿的情况下才能从一个状态转向另一个状态。 

有限状态机的下一个状态不但取决于各个输入值，还取决于当前所在状态。这里指的是米里 Mealy 型有限

状态机，而莫尔 Moore 型有限状态机的下一个状态只决于当前状态。 

Verilog HDL 中可以用许多种方法来描述有限状态机，最常用的方法是用 always 语句和 case 语句。如图 4.1

所示的状态转移图表示了一个有限状 态机，例 4.1 的程序就是

该有限状态机的多种 Verilog HDL 模 型之一。 

图 4.1 的状态转移图表示了一个四状 态的有限状态机。它的

同步时钟是 Clock，输入信号是 A 和 Reset，输出信号是 F 和

G。 

状态的转移只能在同步时钟（Clock） 的上升沿时发生，往哪

个状态的转移则取决于目前所在的状 态和输入的信号（Reset

和 A）。下面的例子是该有限状态机的 Verilog HDL 模型之一。 

例 4.1：Gray 码有限状态机模型 1。 
 

F, G);           //模块module  fsm (Clock, Reset, A,  

声明 

      input Clock, Reset, A; 

      output F,G; 

      reg F,G; 

      reg ［1:0］ state ; 

 

      parameter                                      //状态声明 

            Idle  = 2’b00,  Start = 2’b01,  

            Stop = 2’b10, Clear = 2’b11; 

 

      always @(posedge Clock) 

            if (!Reset) begin  

                 state <= Idle;  F<=0; G<=0;      //默认状态 

            end 

            else case (state) 

                  idle:  begin                       //Idle状态 

                        if (A)  begin  

                              state <= Start; 

                              G<=0; 

                        end 

 
图 4.1  四状态有限状态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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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lsestate <= idle; 

                  end 

                  start:                              //Start状态 

                       if (!A)  state <= Stop; 

                       else    state <= start; 

                  Stop:  begin                       //Stop状态 

                       if (A) begin  

                             state <= Clear; 

                             F <= 1; 

                       end 

                       else   state <= Stop; 

                       end 

                  Clear: begin                        //Clear状态 

                        if (!A)  begin   

                             state <=Idle; 

                             F <=0; G <=1; 

                        end 

                  else   state <= Clear; 

                  end 

            endcase 

endmodule  
 

也可以用下面的 Verilog HDL 模型来表示同一个有限状态。 

例 4.2：独热码有限状态和模型。 
 
module  fsm (Clock, Reset, A,  F, G);         //模块声明 

      input Clock, Reset, A; 

      output F,G; 

      reg F,G; 

      reg ［3:0］ state ; 

 

      parameter                                    //状态声明 

           Idle     = 4’b1000,   

           Start    = 4’b0100,   

           Stop     = 4’b0010,  

           Clear    = 4’b0001; 

 

      always @(posedge clock) 

           if (!Reset) begin  

                 state <= Idle;  F<=0; G<=0;    //默认状态 

           end 

           else case (state) 

                 Idle:  begin                      //Idel状态 

                      if (A)  begin  

                            state <= Start; 

                            G<=0; 

                            end 

                      else state <= Id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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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nd 

                 Start:                             //Start状态 

                       if (!A)  state <= Stop;  

                             else  state <= Start; 

                 Stop:  begin                      //Stop状态 

                       if (A) begin  

                                  state <= Clear; 

                                  F <= 1; 

                             end 

                       else  state <= Stop; 

                 end 

                 Clear: begin                      //Clear状态 

                       if (!A)  begin   

                             state <=Idle; 

                             F<=0;  G<=1; 

                       end 

                       else   state <= Clear; 

                 end 

                 default:  state <=Idle;         //默认状态 

            endcase 

endmodule  

例 4.2 与例 4.1 的主要不同点是状态编码方式。例 4.2 采用了独热编码，而例 4.1 则采用 Gray 码，究竟采

用哪一种编码好要看具体情况而定。 

对于用 FPGA 实现的有限状态机建议采用独热码。因为虽然采用独热编码多用了两个触发器，但所用组合

电路可省下许多，因而使电路的速度和可靠性有显著提高，而总的单元数并无显著增加。 

采用了独热码后有了多余的状态，就有一些不可到达的状态，为此在 CASE 语句的最后需要增加 default

分支项，以确保多余状态能回到 Idle 状态。 

另外还可以用另一种风格的 Verilog HDL 模型来表示同一个有限状态。在这个模型中，我们用 always 语句

和连续赋值语句把状态机的触发器部分和组合逻辑部分分成两部分来描述，如下所示。 

例 4.3：有限状态机模型 3 
 
module  fsm (Clock, Reset, A,  F, G);               //模块声明 

      input Clock, Reset, A; 

      output F,G; 

      reg ［1:0］ state ; 

      wire ［1:0］ Nextstate; 

 

      parameter                                         //状态声明 

           Idle  = 2’b00,  Start = 2’b01,   

           Stop = 2’b10,   Clear = 2’b11; 

 

      always @(posedge Clock) 

           if (!Reset) begin  

                 state <= Idle;                        //复位状态 

           end 

           else 

                state <= Nextstate;                   //状态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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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ssign Nextstate =                              //状态变换条件 

           (state == Idle ) ?   (A ?  Start : Idle): 

           (state==Start ) ?   (!A ?  Stop  : Start ): 

           (state== Stop ) ?   (A ?  Clear : Stop ): 

           (state== Clear) ?   (!A ?  Idle   : Clear) : Idle; 

 

      assign   F  = (( state == Stop) && A );       //状态输出 

      assign   G =  (( state == Clear) && (!A || !Reset)) //状态输出 

endmodule  
 

下面是第 4 种风格的 Verilog HDL 模型来表示同一个有限状态。在这个模型中，我们分别用沿触发的 always

语句和电平敏感的 always 语句把状态机的触发器部分和组合逻辑部分分成两部分来描述。 

例 4.4：有限状态机模型 4。 
 
module  fsm (Clock, Reset, A,  F, G);           //模块声明 

      input Clock, Reset, A; 

      output F,G; 

      reg ［1:0］ state, Nextstate; 

 

      parameter                                      //状态声明 

           Idle  = 2’b00,  Start = 2’b01,   

           Stop = 2’b10, Clear = 2’b11; 

 

      always @(posedge Clock) 

           if (!Reset) begin  

                 state <= Idle;                   //默认状态 

           end 

           else 

                 state <= Nextstate;             //状态转换 

 

      always @( state or A ) begin 

           F=0;  

           G=0; 

           if (state == Idle) begin             //处于 Idel状态时，对 A判断 

                 if (A) 

                      Nextstate  =  Start;        //Start状态 

                 else  

                      Nextstate  =  Idle;         //保持 Idel状态 

                 G=1; 

           end 

           else if (state == Start)             //处于 Start状态时，对!A判断 

                 if (!A) 

                      Nextstate  =  Stop;         //Stop状态 

                 else  

                      Nextstate  =  Start;        //保持 Start状态 

           else if (state == Stop)               //处于 Stop状态时，对 A判断 

                 if (A) 

                      Nextstate  =  Clear;        //Clear状态 

                 el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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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xtstate  =  Stop;         //保持 Stop状态 

           else if (state == Clear) begin      //处于 Clear状态时，对!A判断 

                 if (!A) 

                      Nextstate  =  Idle;         //Idel状态 

                 else  

                      Nextstate  =  Clear;        //保持 Clear状态 

                 F=1; 

                 end 

           else 

                 Nextstate= Idle;                 //默认状态 

      End  

endmodule  
 

上面 4 个例子是同一个状态机的 4 种不同的 Verilog HDL 模型，它们都是可综合的，在设计复杂程度不同

的状态机时有它们各自的优势。如用不同的综合器对这 4 个例子进行综合，综合出的逻辑电路可能会有些

不同，但逻辑功能是相同的。 

下面讲解有限状态机设计的一般步骤。 

（1）逻辑抽象，得出状态转换图。 

就是把给出的一个实际逻辑关系表示为时序逻辑函数，可以用状态转换表来描述，也可以用状态转换

图来描述，这就需要完成以下任务。 

① 分析给定的逻辑问题，确定输入变量、输出变量以及电路的状态数。通常是取原因（或条件）作

为输入变量，取结果作为输出变量。 

② 定义输入、输出逻辑状态的含意，并将电路状态顺序编号。 

③ 按照要求列出电路的状态转换表或画出状态转换图。 

这样，就把给定的逻辑问题抽象到一个时序逻辑函数了。 

（2）状态化简。 

如果在状态转换图中出现这样两个状态，它们在相同的输入下转换到同一状态去，并得到一样的输出，

则称它们为等价状态。显然等价状态是重复的，可以合并为一个。电路的状态数越少，存储电路也就越简

单。状态化简的目的就在于将等价状态尽可能地合并，以得到最简的状态转换图。 

（3）状态分配。 

状态分配又称状态编码。通常有很多编码方法，编码方案选择得当，设计的电路可以很简单。反之，

若编码方案选得不好，则设计的电路就会复杂许多。 

实际设计时，需综合考虑电路复杂度与电路性能之间的折衷。在触发器资源丰富的 FPGA 或 ASIC 设

计中，采用独热编码（one-hot-coding）既可以使电路性能得到保证，又可充分利用其触发器数量多的优势。 

（4）选定触发器的类型并求出状态方程、驱动方程和输出方程。 

（5）按照方程得出逻辑图。 

用 Verilog HDL 来描述有限状态机，可以充分发挥硬件描述语言的抽象建模能力，使用 always 块语句

和 case（if）等条件语句及赋值语句即可方便实现。具体的逻辑化简及逻辑电路到触发器映射均可由计算

机自动完成。上述设计步骤中的第（2）、（4）、（5）步不再需要很多的人为干预，使电路设计工作得到简

化，效率也有很大的提高。 

4.4.2  FSM 设计实例 

例 4.5：宇宙飞船控制器的状态机。 
 
module  statmch1(   launch_shuttle, land_shuttle, start_countdown, 
                       start_trip_meter, clk, all_systems_go,  
                       just_launched, is_landed, cnt, abort_missi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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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I/O说明 
      output launch_shuttle, land_shuttle, start_countdown,start_trip_meter; 
      input  clk, just_launched, is_landed, abort_mission,all_systems_go; 
      input  ［3:0］  cnt; 
      reg    launch_shuttle, land_shuttle, start_countdown,start_trip_meter; 
      reg  ［4:0］  present_state,  next_state; 
      //设置独热码状态的参数 
      parameter  HOLD=5'h1, SEQUENCE=5'h2, LAUNCH=5'h4; 
      parameter  ON_MISSION=5'h8， LAND=5'h10; 
 
      always @(negedge clk or posedge abort_mission) begin 
            //把输出设置成某个缺省值,在下面的 case语句中就不必再设置输出的缺省值 
            {launch_shuttle, land_shuttle, start_trip_meter, start_countdown} = 4'b0; 
            //检查异步 reset的值,即 abort_mission的值 
            if(abort_mission) 
                 next_state = LAND; 
            else begin 
                 //如果 abort_mission为零,把 next_state赋值为 present_state 
                 next_state = present_state; 
                 //根据 present_state 和输入信号,设置 next_state和输出 output 
                 case ( present_state ) 
                      HOLD:                               //HOLD状态 
                            if(all_systems_go) begin 
                                 next_state = SEQUENCE; 
                                 start_countdown = 1; 
                            end 
                      SEQUENCE:                          //SEQUENCE状态 
                            if(cnt==0) 
                                 next_state = LAUNCH; 
                      LAUNCH: begin                     //LAUNCH状态 
                            next_state = ON_MISSION; 
                            launch_shuttle = 1; 
                            end 
                      ON_MISSION:                       //ON_MISSION状态 
                            if(just_launched) 
                                 start_trip_meter = 1; //取消使命前，一直留在使命状态 
                      LAND:                              //LAND状态 
                           if(is_landed) 
                                 next_state = HOLD; 
                           else land_shuttle = 1; 
                      default:  next_state = 'bx;//把缺省状态设置为'bx(无关)或某种已 
                                                    //知状态，使其在做仿真时，在复位前就 
                                                    //与实际情况相一致 
                 endcase 
           end                   // if-else语句结束 
           present_state = next_state;        //把当前状态变量设置为下一状态， 
                                                   //待下一有效时钟沿来到时，当前状 
                                                    //态变量已设置了正确的状态值 
     end                         //always块结束 
endmodule 

4.4.3  设计可综合状态机的指导原则 

（1）独热码。 

因为大多数 FPGA 内部的触发器数目相当多，又加上独热码状态机（one hot state machine)的译码逻辑最为

简单，所以在设计采用 FPGA 实现的状态机时，往往采用独热码状态机(即每个状态只有一个寄存器置位的

状态机)。 

（2）case 语句。 

建议采用 case、casex 或 casez 语句来建立状态机的模型。因为这些语句表达清晰明了，可以方便地从当前

状态分支转向下一个状态并设置输出。 

采用这些语句设计状态机时，不要忘记写上 case 语句的最后一个分支 default，并将状态变量设为'bx。这

就等于告知综合器：case 语句已经指定了所有的状态。这样综合器就可以删除不需要的译码电路，使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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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电路简洁，并与设计要求一致。 

如果将缺省状态设置为某一确定的状态(例如：设置 default：state = state1)，行不行呢？”这样做有一个问

题需要注意：因为尽管综合器产生的逻辑和设置“default：state='bx”时相同，但是状态机的 Verilog HDL

模型综合前和综合后的仿真结果会不一致。 

为什么会是这样呢？因为启动仿真器时，状态机所有的输入都不确定，因此立即进入 default 状态。如果通

过设置将状态变量设为 state1，但是实际硬件电路的状态机在通电之后，进入的状态是不确定的，很可能

不是 state1 的状态，这样就会产生不必要的冲突。 

因此，还是设置“default：state='bx”与实际硬件电路相一致。但在有多余状态的情况下还是应将缺省状态

设置为某一确定的有效状态，因为这样做能使状态机若偶然进入多余状态后仍能在下一时钟跳变沿时返回

正常工作状态，否则会引起死锁。 

（3）复位。 

状态机应该有一个异步或同步复位端，以便在通电时将硬件电路复位到有效状态，也可以在操作中将硬件

电路复位（大多数 FPGA 结构都允许使用异步复位端）。 

（4）惟一触发。 

目前大多数综合器往往不支持在一个 always 块中由多个事件触发的状态机（即隐含状态机，implicit state 

machines）。因此为了能综合出有效的电路，用 Verilog HDL 描述的状态机应明确地由惟一时钟触发。 

（5）异步状态机。 

异步状态机是没有确定时钟的状态机，它的状态转移不是由惟一的时钟跳变沿所触发。目前大多数综合器

不能综合采用 Verilog HDL 描述的异步状态机。 

因此应尽量不要使用综合工具来设计异步状态机。因为目前大多数综合工具在对异步状态机进行逻辑优化

时会胡乱地简化逻辑，使综合后的异步状态机不能正常工作。如果一定要设计异步状态机，建议采用电路

图输入的方法，而不要用 Verilog HDL 输入的方法。 

（6）状态赋值。 

Verilog HDL 中，状态必须明确赋值，通常使用参数 parameters 或宏定义 define 语句加上赋值语句来实现。 

使用参数 parameters 语句赋状态值如下所示： 
 
parameter  state1 = 2 'h1,  state2 = 2 'h2； 

... 

current_state = state2;           //把 current state设置成 2'h2 

... 
 

使用宏定义 define 语句赋状态值如下所示： 
 
'define state1  2 'h1 

'define state2  2 'h2 

... 

current_state = 'state2;           //把 current state设置成 2 'h2 

4.5  逻辑综合的原则以及可综合的代码设计风格 

4.5.1  always 块语言指导原则 

使用 always 块进行可综合的代码设计时需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1）每个 always 块只能有一个事件控制“@(event-expression)”，而且要紧跟在 always 关键字后面。 

（2）always 块可以表示时序逻辑或者组合逻辑，也可以用 always 块既表示电平敏感的透明锁存器又同时

表示组合逻辑。但是不推荐使用这种描述方法，因为这容易产生错误和多余的电平敏感的透明锁存器。 

（3） 带有 posedge 或 negedge 关键字的事件表达式表示沿触发的时序逻辑；没有 posedge 或 negedge 关键

字的表示组合逻辑或电平敏感的锁存器，或者两种都表示。在表示时序和组合逻辑的事件控制表达式中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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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多个沿和多个电平，其间必须用关键字“or” 连接 。 

（4）每个表示时序逻辑的 always 块只能由一个时钟跳变沿触发，置位或复位最好也由该时钟跳变沿触发。 

（5）每个在 always 块中赋值的信号都必需定义成 reg 型或整型。整型变量缺省为 32bit，使用 Verilog 操作

符可对其进行二进制求补的算术运算。综合器还支持整型量的范围说明，这样就允许产生不是 32 位的整

型量，句法结构如下： 
 
integer［<msb>:<lsb>］<identifier>。 
 

（6）always 块中应该避免组合反馈回路。每次执行 always 块时，在生成组合逻辑的 always 块中赋值的所有

信号必需都有明确的值；否则需要设计者在设计中加入电平敏感的锁存器来保持赋值前的最后一个值。 

只有这样，综合器才能正常生成电路。如果不这样做，综合器会发出警告，提示设计中插入了锁存器。如

果在设计中存在综合器认为不是电平敏感锁存器的组合回路时，综合器会发出错误信息(例如设计中有异步

状态机时)。 

用 always 块设计纯组合逻辑电路时，在生成组合逻辑的 always 块中，参与赋值的所有信号都必须有明确

的值，即在赋值表达式右端参与赋值的信号都必需在 always @(敏感电平列表)中列出。 

如果在赋值表达式右端引用了敏感电平列表中没有列出的信号，那么在综合时，将会为该信号产生一个隐

含的透明锁存器。这是因为该信号的变化不会立刻引起所赋值的变化，而必须等到敏感电平列表中某一个

信号变化时，它的作用才显现出来。 

也就是相当于存在着一个透明锁存器把该信号的变化暂存起来，待敏感电平列表中某一个信号变化时再起

作用，纯组合逻辑电路不可能做到这一点。这样，综合后所得电路已经不是纯组合逻辑电路了。这时综合

器会发出警告提示设计中插入了锁存器，如下所示： 
 
input a,b,c; 

reg e,d; 

always @(a or b or c) begin  

      e = d & a & b;       //因为 d没有在敏感电平列表中,所以 d变化时,e不能立刻变化, 

                              //要等到 a或 b或 c变化时才体现出来。这就是说实际上相当于存在 

                              //一个电平敏感的透明锁存器在起作用, 把 d信号的变化锁存其中 

      d = e | c;  

end 
 

（7）对一个寄存器型（reg）或整型（integer）变量的赋值只允许在一个 always 块内进行，如果在另一 always

块也对其赋值，这是非法的。 

（8）把某一信号值赋为'bx，综合器就把它解释成无关状态，因而综合器为其生成的硬件电路最简洁。 

4.5.2  可综合风格的 Verilog HDL 模块实例 

1．组合逻辑电路设计实例	

例 4.6：8 位带进位端的加法器的设计实例（利用简单的算法描述）。 
 
module adder_8(cout,sum,a,b,cin);               //模块声明 

      output cout; 

      output ［7:0］ sum; 

      input cin; 

      input［7:0］ a,b;                             //端口声明 

      assign {cout,sum} = a + b + cin;          //加法器算法 

endmodule 
 

例 4.7：指令译码电路的设计实例（利用电平敏感的 always 块来设计组合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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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fine plus     3'd0                         //操作码的宏定义 

'define minus    3'd1 

'define band     3'd2 

'define bor      3'd3' 

'define unegate  3'd4 

 

module alu(out,opcode,a,b);                 //模块声明 

      output ［7:0］ out; 

      input ［2:0］ opcode; 

      input ［7:0］ a,b;                       //端口声明 

      reg   ［7:0］ out;                      //寄存器声明 

 

      always @(opcode or a or b) begin       //用电平敏感的 always块描述组合逻辑 

            case(opcode) 

                  'plus: out = a + b;         //算术运算 

                  'minus: out = a - b; 

                  'band: out = a & b;          //位运算 

                  'bor:  out = a | b; 

                  'unegate: out = ~a;        //单目运算 

                   default: out = 8'hx; 

      endcase 

      end 

endmodule 
 

例 4.8：比较后重组信号的组合逻辑（利用 task 和电平敏感的 always 块设计）。 
 
module sort4(ra,rb,rc,rd,a,b,c,d);         //模块声明 

      output ［t:0］ ra, rb, rc, rd; 

      input ［t:0］ a, b, c, d;               //端口声明 

      reg ［t:0］ ra, rb, rc, rd; 

      reg ［t:0］ va, vb, vc, vd;             //寄存器声明 

      parameter t=3;                            //参数声明 

 

      always @(a or b or c or d) begin       //用电平敏感的 always块描述组合逻辑 

           {va,vb,vc,vd}={a,b,c,d}; 

           sort2(va,vc);                        //信号重组 

           sort2(vb,vd); 

           sort2(va,vb);  

           sort2(vc,vd); 

           sort2(vb,vc); 

           {ra,rb,rc,rd}={va,vb,vc,vd}; 

      end 

 

      task sort2;                             //x与 y互换任务 

            inout ［t:0］ x,y; 

            reg ［t:0］ tmp; 

            if(x > y) begin 

                 tmp = x;               //使用临时变量 tmp保存 x的值 

                 x =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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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 = tmp; 

      end 

      endtask 

endmodule 
 

例 4.9：比较器的设计实例（利用赋值语句设计组合逻辑）。 
 
module compare(equal,a,b);              //模块声明 

      output equal; 

      input ［size-1:0］ a,b;            //端口声明 

      parameter size=1;                  //参数声明 

      assign  equal =（a==b）? 1 : 0;  //比较器 

endmodule 
 

例 4.10：3-8 译码器设计实例（利用赋值语句设计组合逻辑）。 
 
module decoder(out,in);             //模块声明 

      output ［7:0］ out; 

      input ［2:0］ in;                 //端口声明 

      assign  out = 1'b1<<in;       //把最低位的 1左移 in（根据从 in口输入的值）位 

                                          //将移位结果赋予 out 

endmodule 
 

例 4.11：3-8 编码器的设计实例。 

编码器设计方案一。 
 
module encoder1(none_on,out,in);            //模块声明 

      output none_on; 

      output ［2:0］ out; 

      input ［7:0］ in;                         //端口声明 

      reg ［2:0］ out; 

      reg none_on;                              //寄存器声明 

      always @(in) begin: local                //in有变化时，触发 

            integer  i;                           //变量声明 

            out = 0; 

            none_on = 1;                         //初始化 

            for( i=0; i<8; i=i+1 ) begin      //for循环语句 

                 if( in［i］ ) begin         //将 in中值为 1的位编码 

                      out = i; 

                      none_on = 0; 

                 end 

            end 

      end 

endmodule 
 

编码器设计方案二。 
 
module encoder2 ( none_on,out2,out1,out0,h,g,f,e,d,c,b,a);     //模块声明 

      input h,g,f,e,d,c,b,a; 

      output none_on,out2,out1,out0;         //端口声明 

      wire ［3:0］ outvec;                      //向量声明 

      assign outvec =                           //使用 assign语句实现输出向量赋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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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 ? 4'b0111 : g ? 4'b0110 : f ? 4'b0101: 

            e ? 4'b0100 : d ? 4'b0011 : c ? 4'b0010 : 

            b ? 4'b0001 : a ? 4'b0000 : 4'b1000; 

      assign none_on = outvec［3］;            //使用 assign语句进行编码 

      assign    out2 = outvec［2］; 

      assign    out1 = outvec［1］; 

      assign    out0 = outvec［0］; 

endmodule 
 

编码器设计方案三。 
 
module encoder3 ( none_on,out2,out1,out0,h,g,f,e,d,c,b,a);     //模块声明 

      input h,g,f,e,d,c,b,a; 

      output none_on,out2,out1,out0;      //端口声明 

      wire ［3:0］ outvec;                    //向量声明 

      assign {none_on,out2,out1,out0} = outvec;   //与上例的编码方式一致 

      always @( a or b or c or d or e or f or g or h) begin 

            if(h)       outvec=4'b0111;     //使用 if_else语句实现向量赋值 

            else if(g) outvec=4'b0110; //共 9个分支，其中向量的低 3位有 8种编码方式 

            else if(f) outvec=4'b0101; 

            else if(e) outvec=4'b0100; 

            else if(d) outvec=4'b0011; 

            else if(c) outvec=4'b0010; 

            else if(b) outvec=4'b0001; 

            else if(a) outvec=4'b0000; 

            else         outvec=4'b1000; 

      end 

endmodule 
 

例 4.12：多路器的设计实例。 

使用 assign 赋值语句、case 语句或 if-else 语句可以生成多路器电路。如果条件语句（case 或 if-else）中分

支条件是互斥的话，综合器能自动地生成并行的多路器。 

多路器设计方案一。 
 
modul emux1(out,a,b,sel);                //模块声明 

     output out; 

     input a,b,sel;                         //端口声明 

                                               //使用 assign语句检查输入信号 sel的值 

     assign out = sel ? a : b;            //当 sel为 1时，out为 a；否则为 b 

endmodule 
 

多路器设计方案二。 
 
module  mux2( out,a,b,sel);          //模块声明 

      output out; 

      input a,b,sel;                    //端口声明 

      reg out; 

      always @(a or b or sel) begin //用电平触发的 always块来设计多路器的组合逻辑 

            case( sel )                 //使用 case语句检查输入信号 sel的值 

                1'b1: out = a;         //如果为 1，输出 out为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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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b0: out = b;         //如果为 0，输出 out为 b 

                default: out = 'bx;   //默认状态 

            endcase 

      end 

endmodule 
 

多路器设计方案三。 
 
module mux3( out,a,b sel);                 //模块声明 
      output out; 
      input a, b, sel;                       //端口声明 
      reg out; 
      always @( a or b or sel ) begin 
           if( sel )                          //使用 if_else语句检查输入信号 sel的值 
                out = a;                      //如果为 1，输出 out为 a 
           else 
                out = b;                      //如果为 0，输出 out为 b 
      end 
endmodule 
 

例 4.13：奇偶校验位生成器设计实例。 
 
module parity( even_numbits,odd_numbits,input_bus);  //模块声明 

      output even_numbits, odd_numbits; 

      input ［7:0］ input_bus;                  //端口声明 

      assign odd_numbits = ^input_bus; //当 input_bus中 1的个数为奇数时，输出为 1 

      assign even_numbits = ~odd_numbits;  //此时输出 even_numbits为 0 

endmodule 
 

例 4.14：三态输出驱动器设计实例（用连续赋值语句建立三态门模型）。 

三态输出驱动器设计方案一。 
 
module trist1( out,in,enable);            //模块声明 

      output out; 

      input in, enable;                     //端口声明 

      assign  out = enable? in: 'bz;      //使用 assign语句判断 enable的值 

endmodule 
 

三态输出驱动器设计方案二。 
 
module trist2( out,in,enable );    //模块声明 

      output out; 

      input in,enable;                //端口声明 

      bufif1 mybuf1(out, in, enable); //bufif1是一个 Verilog门级原语（primitive） 

                                         //通过实例化该原语，实现三态门的调用 

endmodule 
 

例 4.15：三态双向驱动器设计实例。 
 
module bidir(tri_inout,out,in,en,b);         //模块声明 

      inout tri_inout; 

      output out; 

      input in,en,b;                             //端口声明 

      assign tri_inout = en? in : 'bz;       //三态门的输入为 in 

      assign out = tri_inout ^ b;             //三态门的输出为 b 

endmodu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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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时序逻辑电路设计实例	

例 4.16：触发器设计实例。 
 
module dff( q,data,clk);                  //模块声明 

      output q; 

      input data,clk;                       //端口声明 

      reg q; 

      always @( posedge clk ) begin      //边缘检测 

            q = data;                        //通过 always语句，实现触发器 

      end 

endmodule 
 

例 4.17：电平敏感型锁存器设计实例一（assign 语句）。 
 
module latch1( q,data,clk);                //模块声明 

      output q; 

      input data,clk;                        //端口声明 

      assign q = clk ? data : q;           //通过 assign语句，实现的是一个锁存器 

endmodule 
 

例 4.18：带置位和复位端的电平敏感型锁存器设计实例二（assign 语句）。 
 
module latch2( q,data,clk,set,reset);   //模块声明 

      output q; 

      input data,clk,set,reset;           //端口声明 

      assign q= reset ? 0 : ( set? 1:(clk? data : q ) ); 

                                               //通过 assign语句，实现的是一个锁存器 

                                               //其中，set为置位端，reset为复位端 

                                               //在clk为高电平时，锁存data，否则保持q值 

endmodule 
 

例 4.19：电平敏感型锁存器设计实例三（always 块）。 
 
module latch3( q, data, clk);           //模块声明 

      output q; 

      input data,clk;                      //端口声明 

      reg q; 

      always @(clk or data) begin       //电平检测 

            if(clk)                         //clk为高电平时，q锁存 data值 

                  q = data; 

      end 

endmodule 
 

 注意 
有的综合器会产生一个警告信息，提示将产生了一个电平敏感型锁存器。因为此例中设计的就

是一个电平敏感型锁存器，所以这个警告信息是没有问题的。 
 

例 4.20：移位寄存器设计实例。 
 
module shifter( din,clk,clr,dout);         //模块声明 

      input din,clk,clr; 

      output ［7:0］ dout;                     //端口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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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g ［7:0］ dout; 

      always @(posedge clk) begin 

            if(clr)                             //清零 

                   dout = 8'b0; 

            else begin 

                   dout = dout<<1;             //左移一位 

                   dout［0］ = din;             //把输入信号放入寄存器的最低位 

            end 

      end 

endmodule 

例 4.21：8 位计数器设计实例一。 
 
module counter1( out, cout, data, load, cin, clk);     //模块声明 

      output ［7:0］ out; 

      output cout; 

      input ［7:0］ data; 

      input load, cin, clk;                //端口声明 

      reg ［7:0］ out; 

      always @(posedge clk) begin         //边缘检测 

            if( load )                        //加载信号检测 

                 out = data; 

            else 

                 out = out + cin; 

            end 

      assign cout= & out & cin;           //只有当 out［7:0］的所有各位都为 1 

                                               //并且进位 cin也为 1时才能产生进位 cout 

endmodule 
 

例 4.22：8 位计数器设计实例二。 
 
module counter2( out, cout, data, load, cin, clk);     //模块声明 

      output ［7:0］ out; 

      output cout; 

      input ［7:0］ data; 

      input load, cin, clk;                     //端口声明 

      reg ［7:0］ out; 

      reg cout; 

      reg ［7:0］ preout;                         //寄存器声明 

      always @(posedge clk) begin              //边缘检测 

            out = preout;                         //触发器 

            end 

      //计算计数器和进位的下一个状态，为提高性能，load不应影响进位 

      always @( out or data or load or cin ) begin 

            {cout, preout} = out + cin;        //进位操作 

            if(load) preout = data;             //判断加载信号 

            end 

endmodu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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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典型实例 6：状态机应用 

4.6.1  实例的内容及目标 

1．实例的主要内容	

状态机设计是 HDL 设计里面的精华，几乎所有的设计里面都或多或少地使用了状态机的思想。状态机，

顾名思义，就是一系列状态组成的一个循环机制，这样的结构使得编程人员能够更好地使用 HDL 语言，

同时具有特定风格的状态机也能提高程序的可读性和调试性。 

本实例通过设计一个状态机来控制红色飓风 II 代 Xilinx 开发板上面的 8 个 LED 灯循环闪烁。在本实例状

态机的设计过程中，读者需要着重注意状态机设计的一些特性。 

  FSM 设计方法（米勒型和摩尔型）。 

  状态机的编码（Binary、gray-code、one-hot 等）。 

  状态机的初始化状态和默认状态（完整状态机设计）。 

  状态机的状态定义风格（使用 parameter 参数定义状态）。 

  状态机的编写风格（状态任务与状态转换分离） 

2．实例目的	

通过本实例，读者应达到下面的目标。 

  熟悉 Xilinx ISE 开发环境。 

  熟悉红色飓风 II 代 Xilinx 开发板的使用。 

  了解状态机设计输入方法。 

  掌握状态机在系统设计中的应用。 

4.6.2  实例详解 

本实例的具体步骤可参见 2.6 节，在此不再详述，仅给出主要的操作流程以及状态机的设计输入方法。 

（1）启动 ISE 软件。 

（2）创建新工程。 

（3）编写状态机 Verilog 代码。 

状态机的代码可以直接进行手动编写，如图 4.2 所示。 

 
图 4.2  手动编写状态机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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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简单的状态机，使用手动输入的方式进行编写是最直接的。但是如果需要进行复杂的状态机设计，使

用状态图设计输入方式则会更加方便。下面介绍使用状态图进行状态机设计的一般步骤。 

使用 ISE 创建工程后，为工程添加新的设计输入，选择“State Diagram”选项，如图 4.3 所示。 

 
图 4.3  状态图设计输入方式 

此时 ISE 将打开如图 4.4 所示的 StateCAD 工具进行状态机设计。 

 
图 4.4  StateCAD 状态机设计工具 

在这个专门的工具中，读者就可以很方便地进行状态机的设计。使用这个工具进行状态机设计的步骤

主要分为 3 个，下面分别介绍。 

（1）创建状态机。 

单击工具栏上的 图标，打开状态机输入向导，如图 4.5 所示。 

在本实例中，我们在向导第 1 页设置一个 8 状态的状态机，如图 4.5 所示。在该页中，还可以设置状

态机图形的形状。在对话框的右侧有图形的预览效果，用户可根据自己的喜好设置图形的形状。 

在状态机向导的第 2 页，我们为状态机使用同步复位模式，建立一个同步状态机，如图 4.6 所示。 

      
               图 4.5  状态机向导                              图 4.6  同步状态机 

在状态机向导的第 3 页，可以设置状态机的转换模式，本实例中使用 Next 转换模式，如图 4.7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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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7  状态机转换模式 

设置完毕后，单击“Finish”按钮即可完成状态机的创建。在 StateCAD 工具的工作区将出现如图 4.8

所示的状态机图形。 

（2）添加状态任务。 

创建状态机后，就要为其中的每一个状态添加状态任务。首先，双击如图 4.8 所示的图形中的

STATE0 状态，为 STATE0 添加任务。此时，将出现如图 4.9 所示的状态任务编辑器。 

 
图 4.8  创建的状态机 

单击“Output Wizard”按钮，打开输出向导对话框，如图 4.10 所示。 

         
             图 4.9  状态任务编辑器                           图 4.10  状态输出向导对话框 

在输出向导对话框里面有很多可以选择的逻辑，根据不同的需要选择逻辑资源，并输入参数。单击

“OK”按钮即可完成对 STATE0 的状态任务编辑。 

按照相同的方法分别为每个状态加载任务，得到如图 4.11 所示的状态机。 

（3）添加状态转换条件。 

设置完状态任务后，还需要为状态之间的转换调价条件。可以双击两个状态之间的连线设定状态转移

条件，此时将出现条件编辑器，如图 4.12 所示。 

在该对话框中，可以在“Condition”下面填写转移条件（例如：cnt=10），也可以单击“Output Wiz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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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钮打开输出向导进行设置。设置结束后，单击“OK”按钮，完成两个状态之间的转换条件设置。 

 
图 4.11  添加任务的状态机图形 

     
   图 4.12  状态转换条件编辑器 

按照同样的方法为需要添加转换条件的状态连线加载状态转移条件。完成后，得到如图 4.13 所示的状

态机。 

至此，一个基本的状态机已经建立完毕。这样的一个状态机已经可以在我们的系统中使用。不过在使用之

前，我们还需要为 StateCAD 工具做一些设置，才能使图形形式的状态机转化为 HDL 语言的形式。 

1．优化设置	

首先对状态机进行优化设置，选择 StateCAD 工具条上的 按钮，打开优化设置向导，如图 4.1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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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3  添加状态转换条件的状态机 

 
图 4.14  优化设置向导 

在如图 4.14 所示的向导中，提示将进行 5 个步骤的设置，下面分别介绍。 

① 选择目标器件。本实例中选择 FPGA，如图 4.15 所示。 

 
图 4.15  选择目标器件 

② 选择状态机的优化方向，用户可以选择速度优先、占用面积优先以及手动设置。在本实例中我们

选择速度优先，如图 4.16 所示。 

③ 对状态机的性能改善方式进行选择，如图 4.17 所示，本实例选择保证覆盖面积模式。 

 

图 4.16  状态机优化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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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4.17  状态机性能改善模式 

④ 加载优化参数设置，如图 4.18 所示。 

 
图 4.18  加载优化参数设置 

⑤ 为状态机选择输出的 HDL 语言形式以及综合的 EDA 工具。在本实例中，选择 Verilog 语言及 Xilinx 

XST 综合工具，如图 4.19 所示。 

    
图 4.19  选择目标 HDL 语言和 EDA 工具 

经过这 5 个步骤的设置，就完成了状态机的优化设置，可以开始生成 Verilog 语言形式的状态机了。 

选择 StateCAD 工具栏上的 按钮，开始生成 Verilog 状态机。如

果设计没有错误，将出现如图 4.20 所示的结果对 话框。 

单击“Close”按钮后，就可以看见生成的与状态 机名称相同、后缀

为.v 的源文件了。 

2．添加设计输入	

将使用 StateCAD 生成的状态机源文件加入工程 中，即可查看并编

辑相关的状态机的代码了。 

3．设置器件及管脚约束	

按照开发板的说明进行相关的设置。 
 

图 4.20  状态机生成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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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下载验证	

本实例的状态机在开发板上下载后，将能看到开发板上的 8 个 LED 循环变亮，即实现跑马灯的功能。 

4.6.3  参考设计 

本实例相关参考设计文件在本书实例代码的“典型实例 6”文件夹。 

4.7  典型实例 7：自动转换量程频率计控制器 

4.7.1  实例内容及目标 

1．实例内容	

本实例使用 Verilog HDL 设计一个可自动转换量程的频率计控制器。在设计过程中，使用了状态机的设计

方法，读者可根据综合实例 6 的流程将本实例的语言设计模块添加到自己的工程中。 

2．实例目标	

通过本实例，读者应达到下面的目的。 

  掌握使用 Verilog 设计状态机的方法。 

  掌握 Verilog 设计的一般方法。 

4.7.2  原理简介 

频率计是电路调试里面常常用到的一种仪器。本实例提到的自动转换量程频率计控制器并不是讲解如何设

计一个频率计，而是讲解如何设计这个频率计的量程转换机制。通过 Verilog 语言设计将量程转换变成自

动化，自适应地将输入反映至量程上。 

此自动转换量程频率计需要外部提供一个超量程信号和一个欠量程信号，代表输入比当前量程的状态。这

两个信号可以通过其他的模块或者装置获得，读者可自行分析。 

同时，该频率计还向外部提供一个用于选择标准时基的信号。通过该信号，频率计可以完成量程的切换和

显示。读者可根据频率计其他模块的需要调整输出信号的设计。 

4.7.3  代码分析 

下面给出自动转换量程频率计控制器的 Verilog 源代码，首先介绍端口信号的定义及说明，读者可以通过

这些端口将此控制器模块实例化至自己的工程设计中。 

  clk：输入时钟。 

  clear：异步复位信号。 

  reset：用来在量程转换开始时复位计数器。 

  std_f_sel：用来选择标准时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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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ntover：代表超量程。 

  cntlow：代表欠量程。 

在状态机设计中，常常将状态转换和状态输出控制分为两个部分进行设计，方便语言的编写修改和读写规

则。在下面的源代码中读者应该注意这个设计的特点。 
 
module control(std_f_sel,reset,clk,clear,cntover,cntlow); 

          //端口说明 

          output［1:0］ std_f_sel; 

          output reset; 

          input clk,clear,cntover,cntlow; 

           

          //内部信号说明 

          reg［1:0］ std_f_sel; 

          reg reset; 

          reg［5:0］ present,next;                //用于保存当前状态和次态的中间变量 

           

          //状态编码，采用独热码 

          parameter   start_fl00k =   6'b000001,    //状态 A 

                     fl00k_cnt      =  6'b000010,     //状态 B 

                     start_fl0k  =  6'b000100,        //状态 C 

                     fl0k_cn      = 6'b001000,         //状态 D 

                     start_flk    =   6'b010000,      //状态 E 

                     flk_cnt     =    6'b100000;      //状态 F 

 

          always @(posedge clk or posedge clear) begin 

           if(clear) 

                present<=start_fl0k;                  //异步复位至 start_fl0k状态 

           else 

                present<=next;                         //状态转换 

          end 

 

          always @(present or cntover or cntlow) begin  //状态转换的触发信号列表 

           case(present)                               //用 case语句描述状态转换 

                 start_fl00k:                          //100k量程状态 

                       next<=fl00k_cnt; 

                 fl00k_cnt: begin                     //100k量程控制状态 

                       if(cntlow)                      //欠量程 
                            next<=start_fl0k;         //进入 10k量程状态 
                       else 
                            next<=fl00k_cnt;          //保持 100k量程控制状态 
                 end 
                 start_fl0k:                           //10k量程状态 
                       next<=fl0k_cnt; 
                 fl0k_cnt: begin                      //10k量程控制状态 
                       if(cntlow)                      //欠量程 
                            next<=start_flk;          //进入 1k量程状态 
                       else if(cntover)               //过量程 
                            next<=start_fl00k;        //进入 100k量程状态 
                       else 
                            next<=fl0k_cnt;           //保持 1k量程控制状态 
                 end 
                 start_flk:                            //1k量程状态 
                       next<=flk_c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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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lk_cnt: begin                       //1k量程控制状态 
                       if(cntover)                     //过量程 
                            next<=start_fl0k;        //进入 10k量程状态 
                       else 
                            next<=flk_cnt;            //保持 1k量程控制状态 
                 end 
                 default: 
                       next<=start_fl0k;             //缺省状态为 10k量程状态 
          endcase 
         end 
           
         //各状态的输出控制模块 
         always @(present) begin 
          case(present) 
                start_fl00k: begin                   //100k量程状态输出控制 
                      reset=1; 
                      std_f_sel=2'b00; 
                end 
                fl00k_cnt: begin                     //100k量程控制状态输出控制 
                      reset=0; 
                      std_f_sel=2'b00; 
                end 
                start_fl0k: begin                    //10k量程状态输出控制 
                      reset=1; 
                      std_f_sel=2'b01; 
                end 
                fl0k_cnt: begin                      //10k量程控制状态输出控制 
                      reset=0; 
                      std_f_sel=2'b01; 
                end 
                start_flk: begin                     //1k量程状态输出控制 
                      reset=1; 
                      std_f_sel=2'b11; 
                end 
                flk_cnt: begin                       //1k量程控制状态输出控制 
                      reset=0; 
                      std_f_sel=2'b11; 
                end 
                default: begin                       //默认（10k量程）状态输出控制 
                      reset=1; 
                      std_f_sel=2'b01; 
                end 
           endcase 
          end 
endmodule 
 

4.7.4  参考设计 

本实例相关参考设计文件在本书实例代码的“典型实例 7”文件夹。 

4.8  典型实例 8：使用函数实现简单的处理器 

4.8.1  实例的内容及目标 

1．实例内容	

本实例使用 Verilog HDL 设计一个简单 8 位处理器，可以实现两个 8 位操作数的 4 种操作。在设计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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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了函数调用的设计方法。 

2．实例目标	

通过本实例，读者应达到下面的一些目的。 

  掌握使用 Verilog 函数设计的方法。 

  掌握 Verilog 设计的一般方法。 

4.8.2  原理简介 

处理器发展到现在，已经变成一个功能极其强大，设计也极为复杂的单元。现在一颗小小的 CPU 的运算

能力远远的超过了以前的超级计算机的能力。虽然处理器处理能力的提高和很多方面的因素有关，可是处

理器最终要完成的目标还是早期 CPU 设计时的那个目标，那就是使用操作码实现对操作数的控制和计算。 

在本实例中，实现的处理器是一个 8 位处理器，只实现简单的 4 种操作：相加、相减、操作数减 1 和操作

数加 1。通过这 4 种操作向读者展示如何使用 Verilog 语言设计看似复杂的 CPU 单元。 

当然，这个处理器只是一个算术单元，处理器还包括很多其他的功能，在此不进行介绍，感兴趣的读者可

以查阅相关的书籍，按照本实例提供的设计方向补充和完善这个处理器。 

4.8.3  代码分析  

下面给出这个处理器的 Verilog 源代码，读者可以将此处理器模块实例化至自己的工程设计中。 
 
module mpc(instr,out); 

          //端口说明 

          input［17:0］ instr;               //输入指令 

          output［8:0］ out;           //输出结果 

          //内部信号说明 

          reg［8:0］ out; 

          reg func;                     //指令中提取出的操作码的内部变量 

          reg［7:0］ op1,op2;        //从指令中提取的两个操作数 

          //函数声明 

          function［16:0］ code_add;  //函数的定义，返回一个 17位的指令 

            input［17:0］ instr;       //函数的输入，采用与模块输入同样的命名，可不同 

            //函数内部信号说明 

            reg add_func;             //函数内部的操作码变量 

            reg［2:0］ code;          //操作码 

            reg［7:0］ opr1,opr2；    //两个操作数 

             

            begin 

                 code=instr［17:16］; //输入指令 instr的高 2位为操作码 code 

                 opr1=instr［7:0］;   //输入指令 instr的低 8位为操作数 opr1 

                 //通过 case语句判断操作码的类型，获得操作数 opr2 

                 case(code) 

                       2'b00: begin 

                             add_func=1; 

                             opr2=instr［15:8］; //从 instr中取第二个操作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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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nd 

                       2'b01: begin 

                             add_func=0; 

                             opr2=instr［15:8］; //从 instr中取第二个操作数 

                             end 

                       2'b10: begin 

                             add_func=1; 

                             opr2=8'd1;           //第二个操作数取为 1，实现+1操作 

                             end 

                       2'b11: begin 

                             add_func=0; 

                             opr2=8'd1;           //实现-1操作 

                             end 

                       endcase 

                       code_add={add_func,opr2,opr1}; //函数的返回值 

            end 

            endfunction 

            //函数调用模块 

            always @(instr) begin 

              {func,op2,op1}=code_add(instr);   //调用函数 

              if(func==1) 

                      out=op1+op2;                  //实现两数相加或操作数 1加 1操作 

              else 

                      out=op1-op2;                  //实现两数相减或操作数 1减 1操作 

              end 

endmodule 

联系方式 

集团官网：www.hqyj.com          嵌入式学院：www.embedu.org      移动互联网学院：www.3g-edu.org 

企业学院：www.farsight.com.cn     物联网学院：www.topsight.cn       研发中心：dev.hqyj.com  

集团总部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西三旗悦秀路北京明园大学校内 华清远见教育集团 

北京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西三旗悦秀路北京明园大学校区，电话：010-82600386/5 

上海地址：上海市徐汇区漕溪路银海大厦 A 座 8 层，电话：021-54485127 

深圳地址：深圳市龙华新区人民北路美丽 AAA 大厦 15 层，电话：0755-22193762 

成都地址：成都市武侯区科华北路 99 号科华大厦 6 层，电话：028-85405115 

南京地址：南京市白下区汉中路 185 号鸿运大厦 10 层，电话：025-86551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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