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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低的界定，低于1.7为低电平，高于1.7为高电平界定的模拟信息体现的是数字信息	例		1.7以下的电压都表示逻辑0		1.7以上的电压都表示逻辑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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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低电平      1     未知       1.5    高电平     3	其中： 1   和  1.5 就是双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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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惯了，导致有时没注意，时间用的是六十进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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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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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同时    1 不同是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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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同时   0不同是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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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式的换算和表达，用于前期数字电路设计和规划的书面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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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断开lynn：考虑电路中无法真正的完全断开，以高阻态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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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使用与非门，可搭建出任意功能的组合逻辑，包括时序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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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意的组合逻辑表达式都可转换成与非的表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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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值是对或门的取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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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与非门相似，可搭建任意功能的组合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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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任意组合逻辑表达式，可转换成或非的表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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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功能需求推出逻辑表达式通过逻辑表达式推出逻辑门电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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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选一，多个输入端，一个输出端，同时只能有一个输入端和输出端相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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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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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电路中，任何数学运算最终都是由加法器承担





Administrator
铅笔

Administrator
线条

Administrator
打字机文本
比较的三种状态	大于	等于	小于



Administrator
线条

Administrator
打字机文本
FPGA中有提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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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输入 1输出0001	00010	10011	10100	10101	00111	1          说明	可看成输入的组合逻辑在表项中，可随意设置输出值，达到灵活控制，以及实现外界无规律的功能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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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信号后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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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V，导通电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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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向击穿电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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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电压在稳压二极管中，偏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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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S的升级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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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上面模块的封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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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件描述语言         对应的是通过界面的图标和硬件结构建立一一对应关系                    说明	这种语言，感觉就是软件编程中的汇编语言	想想如果用汇编来写一个大型游戏是怎样的体验                    总结	硬件的结构都必须清楚，以及自己组织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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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形化设计的弊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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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PGA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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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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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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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层·应用编程中层    嵌入式编程下层     FPGA编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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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件编译过程          HDL              ↓          基础门级网表                ↓           芯片内部具体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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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当于软件设计中的二进制文件，可执行文件流文件就是FPGA的可执行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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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程序执行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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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源供给转换电路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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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转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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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对应A输入引脚的两个编程点左侧的与A输入信号同步右侧的与A输入信号取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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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门的可编程控制接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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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标识，则编程中，配置该点为接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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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大厂商	Xilinx	Alt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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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PGA发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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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成开发环境：I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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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成开发环境：Quart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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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特性，在军用和宇航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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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输入，单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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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linx公司	逻辑资源块	CLB    →  若干slice    →    若干LUT、寄存器、异或门和复用器等LUT	查找表（多输入，单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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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M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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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tera公司	      逻辑资源块	CLB    →   若干ALUT和寄存器等 	ALUT   →    若干LUT、全加器和复用器等



Administrator
线条

Administrator
线条

Administrator
打字机文本
就是异或操作

Administrator
线条

Administrator
线条

Administrator
打字机文本
时序逻辑的基础





















Administrator
线条

Administrator
线条

Administrator
打字机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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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电路的两大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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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ministrator
线条

Administrator
打字机文本
时序逻辑电路

Administrator
线条

Administrator
打字机文本
当前输出，由当前输入和过去的状态共同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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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序逻辑电路的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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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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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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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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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钟不同

Administrator
线条

Administrator
打字机文本
时钟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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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方式不同（一个是时钟，一个是逻辑电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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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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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级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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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做工作：综合、翻译融合、映射、布局布线、配置文件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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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换为门级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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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换为后续作业工具所能识别的逻辑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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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芯片中具体的各种资源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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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换到芯片具体数字电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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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的三部分：library、entity、archite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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