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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光纤通道 ( fibre channel)网络具有低延迟、高带宽、高可靠性等特性 ,是新一代综合式航空电子系

统统一网络的最佳选择。在对光纤通道协议分析的基础上 ,研究并提出了适用于航空电子系统的光纤

通道接口卡设计方案 ,详述了设计中的关键点 ,对航空电子系统中光纤通道的研究和应用具有一定的借

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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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 s avionics fibre channel (FC) network has low latency, high bandwidth and high2reliability, it is

the best choice of next2generation avionics data networks.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fiber channel p rotocol, a so2
lution of the FC interface board which is useful for avionics system s is researched and raised, and the key

points of the design are introduced in detail. The reference for future research and app lication of FC in avionics

system s is p rovi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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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纤通道 ( FC, fiber channel)是美国国家标准委

员会 (ANSI)的 X3T11工作组于 1988年提出的一种高

速串行传输协议 ,具有高带宽、高实时性、高可靠性、扩

展性好、传输速率高、抗干扰性强、拓扑结构和服务类

型灵活、支持多种上层协议和底层传输介质等特性。

为了适应航空电子环境的应用 ,光纤通道提供了一组

在航空电子环境中应用的协议子集 FC2AE ( fibre chan2
nel avionics environment) [ 1 ]。光纤通道技术在美国正

在研制的新一代战机和诸多现役飞机的改造中获得应

用 [ 2 ] ,已成为新一代先进综合式航空电子系统统一网

络互连的首选方案。国内对航空电子环境中光纤通道

的应用还处于预研阶段 ,航空电子光纤通道接口卡的

研制还处于起步阶段。

采用光纤通道技术构建航空电子系统统一网络 ,

光纤通道网络接口卡作为航电子系统与网络的接口 ,

保证了航电系统之间数据交换的安全和可靠性 ,是构

建光纤通道网络的关键。因此光纤通道网络接口卡的

研制已成为一个现实而迫切的任务。

以下在对光纤通道协议分析的基础上 ,研究并提

出了适用于航空电子系统的光纤通道接口卡设计方

案 ,详述了设计中的关键点 ,对航空电子光纤通道的研

究和使用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1　航空电子光纤通道协议分析

1. 1　光纤通道协议结构分析

光纤通道将通道传输的高速性和网络传输的灵活

性两种优点结合在一起 ,可以在统一网络上运行当前

流行的通道标准和网络协议。

光纤通道按协议层进行分层 ,各层之间技术相互

独立 ,留有增长空间 ,并且由被认可的标准化机构进行

开发 ,光纤通道协议结构如图 1所示。

FC20是光纤通道结构的最低层 ,定义连接的物理

特性 ; FC2l定义了传输协议 ,包括串行编码和解码规

则以及差错控制 ; FC22定义了节点间的数据传输方

·99·航空电子光纤通道协议分析与接口卡设计



式 ,以及帧格式、帧序列、通信协议和服务分类 ; FC23
对物理和信号 ( FC2PH)层以上的高层协议提供了一套

通用的公共通信服务 ; FC24是光纤通道协议结构的最

高层 ,定义了光纤通道的应用接口 ,规定了上层协议到

光纤通道的映射 ,该层提供了在光纤通道上使用现有

的协议而不需要修改协议的方法。

图 1　光纤通道协议结构

1. 2　航空电子光纤通道技术研究

针对航空电子实时通信的特点 ,美国 ANSI编制

了航空电子环境 FC协议 ( FC2AE) [ 3 ]
,推荐了匿名消

息传输 (ASM )、虚拟接口 (V I)、FC轻量协议 ( FC2LP)

和远程直接存储器访问 ( RDMA )、M IL2STD21553B 影

射协议 5种高层协议 ,能共同使用且实现实时光纤通

道网络特征 ,具备了支持不同航空电子系统需求的网

络能力。下面说明各个协议的特点。

①匿名消息传输 (ASM )协议 :具有消息传输安

全、低延时的特点 ,适用于航空电子中处理器与传感

器、测试设备和显示器间通信的应用模式。

②虚拟接口 (V I)协议 :具有低延时、高可靠的特

点 ,支持航空电子系统各设备间的通信。

③ FC轻量 ( FC2LP)协议 :具有低延时、高可靠、有

效带宽高的特点 ,支持航空电子系统各设备间的通信。

④远程直接存储器访问 (RDMA )协议 :具有低延

时的特点 ,采用了主从模式结构 ,适合主计算机对共享

存储器和大容量存储设备访问模式。

⑤M IL2STD21553B影射协议 : FC2AE21553B基本

遵循 M IL2STD21553结构 ,是为航空电子设备提供的一

种集中控制命令 /响应应用协议 ,并为传统的 M IL2
STD21553航空电子系统设计提供兼容性支持和协议

转换方法。

2　航空电子光纤通道接口卡设计

本设计提出了一种基于光纤通道 FC协议芯片的

航空电子光纤通道接口卡的实现方案。该方案为航空

电子光纤通道接口卡的研制和工程应用提供一定的参

考 ,具有一定通用性。

2. 1　航空电子光纤通道接口卡功能组成

航空电子光纤通道接口卡主要由光纤通道接口协

议芯片、PC I接口模块、数据缓冲存储器模块、接口控

制逻辑、大容量存储器模块、光纤通道接口模块、程序

加载模块和调试 /测试接口模块组成。接口卡功能组

成框图如图 2所示。

图 2　航空电子光纤通道接口卡功能组成框图

各模块的功能如下 :

①光纤通道接口协议芯片 :选用 HKSFCFS22G协

议芯片。该芯片是一款高集成度的系统芯片 ,具有比

特传输能力的光纤通道接口控制逻辑 ,以及一系列外

围设备接口 ,并集成了高性能的 ARM922T处理器。

② PC I接口模块 :实现 PC I总线的接口协议 ,光纤

通道接口卡要求具有很高的实时性 ,采用 32 bit 33

MHz/66 MHz PC I总线 ,支持 DMA传输。

③数据缓冲存储器模块 :用于光纤通道协议芯片

与 PC I接口模块间的高速数据缓存 ,保证高速连续大

容量数据传输的要求 ,具有读和写同时进行的能力。

④接口控制逻辑 :实现光纤通道接口协议芯片、

数据缓冲存储器和 PC I接口模块间的数据传输控制。

⑤大容量存储器模块 :用作嵌入式处理器的系统

内存。

⑥光纤通道接口模块 :包括串并转换模块和光电

转换模块 ,实现光信号到电信号的转换并为光纤通道

协议芯片提供并行数据接入电路。

⑦嵌入式处理器程序加载模块 :用于存储嵌入式

处理器执行的固件数据和程序 ,实现 FC23、FC24协议。

⑧调试 /测试接口模块 :该模块包括 JTAG接口电

路、RS232接口驱动器和以太网接口电路 ,用于实现对

接口控制逻辑和嵌入式处理器的调试。

2. 2　航空电子光纤通道接口卡关键技术研究与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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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1　航空电子光纤通道协议实现

航空电子光纤通道协议的实现是接口卡实现的核

心。需要考虑光纤通道传输的实时性和 FC2AE顶层

协议的灵活性等因素。航空电子光纤通道接口卡的实

现首先需要确定各层协议软硬件实现的交汇点和软硬

件协同工作的规则。FC20、FC21及 FC22在内的底层

协议实现数据成帧 ,需要大量数据的实时处理 ,需由硬

件逻辑实现。FC23、FC24层协议和 FC22层的注册功

能主要提供帧头的部分信息 ,数据处理量较小且需要

根据 FC2AE不同的上层协议进行灵活配置 ,应由嵌入

式处理器软件实现。

本设计选用的光纤通道接口协议芯片集成的光纤

通道接口控制器能够处理全部 FC21层及部分 FC22层
协议 ,同时集成了高性能的 ARM922T处理器 ,为 FC2
3、FC24层协议和 FC22层的注册功能提供了软件实现

平台。FC20层协议的光电转换由专用光电转换器件

GB IC实现。该协议芯片未提供将光电转换后的串行

数据转换为并行数据的功能 ,故需要串化解串器件
( serializer/derializer)实现该功能。

航空电子光纤通道接口卡明确了协议的软硬件实

现方案。通过将传输指令和有关高层协议包装成一种

新的帧格式的形式 ,为 FC2AE不同的上层协议提供了

一种通用的传输方式 ,在软件应用层上体现出其良好

的兼容性 ,有效地平衡了航空电子光纤通道数据传输

的实时性和 FC2AE顶层协议的灵活性。

2. 2. 2　高速数据传输技术

由于设计目标是实现数据的高速数据通信 ,因此

需要选用匹配的 PC I总线控制器。PC I接口模块实现

光纤通道与主机之间的高速数据通信 ,设计中应用

PLX公司的 PC I9056实现总线控制。PC I总线控制器

实现了光纤通道与计算机之间的数据通信。 PC I9056

是 32 B /66 MHz的通用主模式 PC I总线控制芯片 ,符

合 PC I总线规范 2. 2版 ,猝发传输速度为 264 MB / s,

具有先进的数据管道结构特点 ,支持 DMA传输方式 ,

可减少 CPU在传输中的干预 ,大大提高了数据的传输

速率。进一步设计中将使用 64 B /66 MHz的主模式

PC I控制器 ,提高传输速率。

在接口芯片 PC I9056中用于 DMA的内部 F IFO容

量只有 64 LWord大小 ,远不能满足高速连续大容量数

据传输的要求 ,必须在外部添加高速缓冲存储器模块 ,

同时缓冲存储器模块必须有读和写同时进行的能力。

选用大容量双端口存储器可为高速数据提供足够的缓

冲区。同时由于双端口存储器具有两组相互独立的读

写控制线路 ,可进行并行的独立操作 ,有效解决了缓冲

存储器模块读和写同时进行问题。本设计选用两片

IDT70V25L双端口 SRAM实现。

3　结束语

随着航电系统的不断发展 ,光纤通道技术成为新

一代综合式航空电子系统统一网络的首选。以上在对

光纤通道协议分析的基础上 ,研究并提出了适用于航

空电子系统的光纤通道接口卡的解决方案 ,给出了详

细设计方案 ,并对其中的关键技术进行了探讨 ,对航空

电子光纤通道的研究和使用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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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温湿值测试结果

实际温度值
/℃

测量温度值
/℃

误差
/℃

实际湿度值
/% RH

测量湿度值
/% RH

误差
/% RH

25 24. 6 0. 4 54 52. 2 1. 2

27 27. 9 0. 9 50 48. 5 1. 5

29 30. 3 1. 3 42 43. 9 1. 9

31 31. 6 0. 6 30 32. 1 2. 1

5　结束语

以上对一款低功耗无线温室监控系统的研制进行

了论述 ,并针对实际应用给出了切实可行的降低功耗

的策略和措施。实验结果表明 ,本系统在波特率 38. 4

kb / s情况下 ,在空旷地有效控制距离达到 200 m。而

且前端在 CR2477纽扣电池供电情况下可维持 2个月

以上 ,温湿值的误差也在正常允许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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