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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 2021-2022 京微齐力（北京）科技有限公司版

权所有 

未经京微齐力（北京）科技有限公司书面许

可，不得以任何形式或方式，如电子，机械，形

式，包括影印、录音或其他数据储存和检索系统

形式复制或转移此文档的任何部分，或将其翻译

为其它任何语言或计算机语言。 

所有商标均为京微齐力（北京）科技有限公

司所有。 

 

手册版本号 

HME-H1(C02)ANC02-ISC 

 

联系我们 

如果您在使用我们的产品过程中有任何疑问

或问题，请与京微齐力（北京）科技有限公司或

者您当地的代理商联系，或发送邮件至： 

sales@hercules-micro.com 

环境保护 

本产品中包含的某些物质可能会对环境或人

体健康有害，为避免将有害物质释放到环境中或

危害人体健康，建议采用适当的方法回收本产

品，以确保大部分材料可正确地重复使用或回

收。有关处理或回收的信息，请与当地权威机构

联系。 

声明 

本手册中包含的信息已经仔细检查并认为是完全

可靠的。但是，不对手册中可能或潜在的错误负责。

京微齐力（北京）科技有限公司保留停止发布或修改

手册而不事先通知的权利。为确保获得最新的产品信

息，建议用户及时更新手册版本。 

 

本手册介绍的产品并没有被授权用作为生命保障

设备或系统中的关键部件。在此使用到的术语有如下

定义：1.生命保障设备或系统是满 足以下条件的设备

或系统，(a)被通过手术植入人体内或（b)用来保障或

维持生命，当按照标签上的使用说明正确使用时，有

理由认为其工作的中断将会给使用者带来巨大的伤

害。2.所谓关键部件是指生命保障设备或系统中满足以

下条件的部件，即有理由认为该部件中断工作将会导

致整个生命保障设备或系统中断工作，或者是影响到

后者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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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本手册 

本文档为 HME-H1C02 系列芯片的在线配置软件的设计要点和注意事项，保证应用设计质量。 

H1C02 的 datasheet 请访问： 

http://www.hercules-micro.com/Upload/File/202007/20200703135507_5191.pdf。 

H1C02 的 8051 开发寄存器手册请访问： 

http://www.hercules-micro.com/Upload/File/201911/20191125184049_7457.pdf。 

 

 

http://www.hercules-micro.com/
http://www.hercules-micro.com/Upload/File/202007/20200703135507_5191.pdf
http://www.hercules-micro.com/Upload/File/201911/20191125184049_7457.pdf


1. 

H1C02 ISC 简介 

本章为 H1C02 ISC 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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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H1C02 ISC 简介 

H1C02 系列具有 ISC（In system configuration，在线配置）功能，可以使应用程序以 AS 模式动态或静

态地重新配置 H1C02 设备。 

H1C02 系列上的 ISC 相应寄存器，使 H1C02 器件从某个 SPI Flash 地址中重载相应的映像，从而实现

重配置。在动态重新配置期间，应用程序从外部（USART 或其他接口）读取映像，通过 SPI 接口将映像写入

相应的映像空间，并更新映像。然后，应用程序将地址和指令写入 ISC 的相应寄存器，并使用更新后的映像

配置应用程序。借助 ISC 功能，H1C02 器件实际上可以通过 SPI FLASH 空间扩展器件的体积。换句话说，

如果每个程序映像逻辑都可以在同一 H1C02 的板上实现，则 H1C02 器件可以满足多种应用。 

H1C02 器件的配置映像由 FPGA 配置数据和 8051 编程代码组成。配置映像存储在 SPI FLASH 中。扇

区是存储程序映像的最小单位。一张程序映像大约需要 3 个扇区。此外，一张程序映像可以占用多个扇区。

图 1 描述了存储在 SPI FLASH 中的多映像的映射，其中映像大小小于三个扇区。 

ISC 的功能图如图 1 所示： 

 

图 1 总体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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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接口介绍 

本章介绍 SOC_AHB_MASTER_BUS 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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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接口介绍 

FPGA 通过 SOC_AHB_MASTER_BUS 接口对配置块中的 ISC 寄存器进行操作，以实现 ISC 功能。 

SOC_AHB_MASTER_BUS 接口总线介绍如表 1 所示： 

表 1 SOC_AHB_MASTER_BUS 信号介绍 

信号 方向 描述 

fp_resetn input Bus reset, active low 

fp_clk input Bus clock input 

fp_hwdata[31:0] input Bus write data input, bit width is 32 bits 

fp_haddr[5:0] input 
Bus address access interface, bit width is 6 

bits 

fp_hwrite input 
When HIGH this signal indicates a write 

transfer and when LOW a read transfer 

fp_htrans input 
Indicates the type of the current transfer，

active high 

fp_hrdata[31:0] output Bus read data input, bit width is 32 bits 

fp_hready output 

When HIGH the HREADY signal indicates 

that a transfer has finished on the bus. This 

signal may be driven LOW to extend a 

transf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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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ISC 寄存器介绍 

本章介绍用于控制 ISC 功能的 FP_RECFG_CTRL 寄存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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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ISC 寄存器介绍 

用于控制 ISC 功能的 FP_RECFG_CTRL 寄存器是 32 位内部寄存器。SOC_AHB_MASTER_BUS 是 32

位总线。FPGA 通过访问 SOC_AHB_MASTER_BUS 的固定地址（如表 2 所示），以写入 FP_RECFG_CTRL

寄存器重配置地址（如表 3 所示）以及开始重配置。 

表 2 SOC_AHB_MASTER_BUS 地址与 FP_RECFG_CTRL 寄存器映射关系 

SOC_AHB_MASTER_BUS 地址 FP_RECFG_CTRL 地址 

00001 0x4170_0160 

表 3 FP_RECFG_CTRL 寄存器 

Bits 名称 类型 默认值 描述 

31 Fp_recfg_start RW 0 FPGA start reconfig, active 

30:24  RO   

23:0 As_source_addr RW 0 

FPGA reconfig start address. The H1D03 device 

will load the image to configure the device from 

the As_source_addr 

SOC_AHB_MASTER_BUS 需要遵循以下总线协议操作才能访问 RECFG_CTRL 寄存器。整个操作时序

如图 2 所示。 

 

图 2 SOC_AHB_MASTER_BUS 时序 

当 FPGA 初始化结束后，fp_hready 将拉高，SOC_AHB_MASTER_BUS 开始访问地址 00001，并拉高

fp_hwrite 与 fp_htrans，等待 fp_hready 拉低，开始往 fp_hwrite 写入 32 位数据，该数据最终会写入

http://www.hercules-micro.com/


ISC 寄存器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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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P_RECFG_CTRL Register。若 bit 31 为高，H1C02 器件直接从 bit 23:0 对应的地址开始，从 SPI Flash 的

该地址开始重配置器件。 

http://www.hercules-micr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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