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硬件加速仿真实现存储市场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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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云计算如火如荼，数据中心在全球各地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固态硬盘 (SSD) 作为此类及其他存储应用的核
心设备，也正在迅速发展。复杂的控制器是这种硬盘的一个主要元器件，其必须执行各种各样的任务以
便准确可靠地接收、监控和传输数据。为确保以最优方式构建这种控制器并快速推向市场，越来越多的
控制器设计团队转向基于硬件加速仿真的验证方法。
我们来看看存储市场面临的挑战、SSD 的演变以及基于硬件加速仿真的验证方法如何给设计团队带来重大
优势。
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来说，很难想象一个没有存储能
力的世界。存储设备是保存重要商业文件和家庭
照片的必需品。多年来，存储介质已从磁带发展到
软盘、硬盘、CD、DAT、DVD 和 CompactFlash®。
事实上，存储发展仍在进行，而且创新步伐愈来
愈快。
通过观察技术演进过程及其日益增加的应用，可
以更好地了解该市场的活跃状况。最开始，存储
器主要是用于备份。现在，它在很大程度上已转
向频繁的非结构化数据存储、处理和检索。这便
产生了一系列全新的性能、可靠性和容量要求。
此外，存储系统必须符合关于安全信息处理的法

图 1. 数据存储设备的演变。

律法规，而飞涨的管理成本则导致了服务商业模
式的增加。
市场要求安全存储并能随时随地访问大量数据和信息。这种需求正在推动关键技术和使用模式的采用。
固态硬盘 (SSD) 的容量、尺寸和性能使其成为对未来应用极有意义的技术。此外，云使得存储更加方便和
易用。通过以太网或光纤通道传输的非易失性存储器传输规范 (NVMe™) 现已逐渐成为连接设备和服务器的
领先解决方案。
当前关于新存储介质的研究仍在继续，有全息存储、忆阻器、乃至 DNA 存储。科学家已经能够在 DNA 中
编码文字、图像、视频、甚至操作系统。这将开启无限的可能性，我们有望使用非常紧凑且耐用的设备
播放视频。研究人员相信，DNA 不会随着时间流逝而降低性能或过时淘汰。但是，要真正将这些先进技术
投入使用，实现它们的价值，我们还相距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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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储市场现状
目前领先的 HDD 和 SSD 存储技术
据 GSMAintelligence.com 研究，新产生的数字数据每两年便要翻一番。这就意味着存储量必须以同样的速
度增加。据 Statista 报告，机械硬盘 (HDD) 出货量仍居首位，但 SSD 也正在不断增长。然而，无论是 HDD
还是 SSD，现今均面临着巨大的挑战，而且越来越严峻。
制造机械硬盘需要洁净室、超精密机器人和有经验的员工，资金投入数以亿计，非常之高昂。一度曾有
数十家公司逐鹿中原，而现在却仅剩三家：Seagate®、Toshiba® 和 Western Digital®。进入这一行业的资金
门槛非常高，而且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市场未来难以预测。另外，所有专利都在现存制造商手里。
与制造磁性硬盘相比，生产 SSD 的资金门槛要低很多。许多 SSD 厂家将闪存芯片与其自己设计或从其他
公司购得的控制器结合起来，这对于资源有限的诸多公司来说是一种可行的商业模式。介质（闪存）的
来源有几家（Intel®/Micron®、Samsung®、Toshiba/Western Digital、SK Hynix® 和 Powerchip®），但关键的区
分因素并非这些介质。

图 2. SSD 控制器市场的主要厂商。

控制器才是其中的关键元器件。每个控制器都需要算法和固件 (FW) 来管理各类闪存读写的复杂性。随着
NAND、3DNAND、3DXPoint 和未来技术的到来，介质正在迅速改变。竞争非常激烈，如今的市场正如当
年三分天下之前而 HDD 行业群雄并起的境况一般。

HDD 控制器和相关的验证挑战
硬盘控制器本身就极为复杂，其带有混合信号电子器件，存在常见的功耗和性能限制，并且很难集成和
调试第三方 IP，例如带前置放大器和伺服机构的读／写通道和数字后端（参见图 3）。
验证工程师必须确保整个系统同固件一起正常工作，唯有如此才能宣称设计通过验证（参见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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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典型 HDD 控制器 SoC 验证考虑和挑战。

图 4. 机械硬盘控制器非常复杂且难以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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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SD 控制器和相关的验证挑战
随着行业转向 SSD，控制器面临着完全不同的挑战，而且其数量之多出人意料。后端 NAND 通道的性能现
在可能会让 PCIe 总线饱和，这是旋转磁盘中从未出现过的情况。因此，必须精确地构建架构模型，确保
功耗与性能折衷决策满足要求。

图 5. SSD 有其自己的额外复杂性需要应对。

为了管理所有不同类型的 NAND，需要复杂的耗损均衡、表格管理和垃圾回收技术，还有硬盘的所有接口
要求 —— 安全、压缩和纠错码 (ECC)。

图 6. 系统验证过于复杂，无法继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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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验证流程方法
前端验证
验证工程师通常采取自下而上的方法，依次创建块级、子模块级、模块级和最终的系统级验证。当在公
司内部进行验证时，不同团队相隔很近，上述方法至少到模块级是很有效的。
随着设计不断变大以及复杂性的提高，设计的某些部分要从第三方供应商购买。这样一来，就不可避免
地会带来集成问题。此外，系统级仿真也不再是一个可行方案，因为所花时间太长，而效率又太低。
某些情况下，将 FPGA 原型用于硬件验证和早期软件开发是一个极具诱惑力的解决方案，但这也意味着需
要安排时间预算以获得有效的电路板。小心谨慎的话，通过 FPGA 原型可以确保功能正常运行，但模块划
分和调试问题可能变成噩梦，进而导致计划延迟。很多情况下，本该早就完成的验证工作被一拖再拖，
无法尽早进行设计变更和折衷决策，最后只能寄希望于通过 FPGA 找出全部问题。错误发现得越晚，修复
错误的代价就越大。如果架构问题发现得太迟，可能导致整个项目失败。

后端验证
芯片回来后，工程师通常会根据所用的适配器类型（可以是 PCIe、SATA 或 SAS）测试设计，最后再将其
连接到终端客户库进行最终验证。

图 7. 后端阶段的测试场景。

当前方法的缺陷
仿真和 FPGA 原型方法
仿真对设计的寄存器和网络有完全可见性，但随着设计规模扩大，开展全面的系统级仿真变得不切实际。
验证工程师注意到：它会花费很长时间；由于缺乏激励，很难在合理时间范围内创建特殊用例；而且很
难将固件集成到设计中并让它像预期那样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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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FPGA 原型用于验证时，可以支持全面的系统级仿真。遗憾的是，FPGA 原型的可见性有限，
因此很难调试设计问题。另外，FPGA 板可连接到外部主机，但不能全速运行。FPGA 原型适合测试备用
数据路径（因为运行速度较慢），但不能验证全速连接。
此外，在将片上系统 (SoC) 放入带实际固件的完整系统中之前，没有任何简便办法可用来测量实际性能。
这种情况下，验证工程师可以估计性能，但习惯性地会遗漏一些东西。
为了根据传送配置检查最优特性，工程师们往往会选择实施 A/B 测试或拆分测试。这意味着对不同的
NAND、不同规模的驱动器、不同的配置和不同的连接分别进行验证。对 FPGA 原型来说，其有可能实现
但具有一定的挑战性，不过对仿真而言则几乎不可能。

验证缺陷是否有改善？
验证缺陷是否有改善？实际上没有，但为何会如此呢？闪存技术的特性造成了一些有意思的挑战，驱动
器首次上电后数小时，即一次或多次硬盘填充之后，便需要应对这些挑战。

图 8. 8 个器件的 NAND SSD 性能状态（RND 4KiB 写操作）。

硬盘性能的这一新情况使得利用传统方法仿真完整的系统几乎不可能实现。首次仿真通常仅利用实际的
硬盘硬件和固件进行，或是利用预载有可能的硬盘状态，产生一些有意义的测试用例的模型，进而进行
仿真。如此一来，可能会给首次完成硬盘集成造成一些令人不快的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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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解决这个问题，必须尽早执行性能测试和 A/B 配置测试，从而判断建议的架构和设计是否能达到预期
目的。
大多数系统级 SSD 前端测试的常见估计方法都有水分，相比之下，在读写硬盘的同时测量 SSD 控制器垃
圾回收能力的方案，能够更好地反映其实际性能。
功耗优化、安全性和压缩甚至比以前更为重要，因为利用较少的功耗实现安全存储是数据中心的迫切
需求。

提升固件是否有助于当前方法？
随着固件大小和范围的增加，需要尽早开始固件开发和验证，通常是与硬件设计一起进行。

图 9. 固件的大小和范围在增加。

验证工程师通过变更流程来适应这一复杂性：
1. 固件开发和硬件开发同时开始，以在流片之前找出错误。
2. 创建一个计划，在流片之前用实际硬件测试固件（在 FPGA 或硬件加速仿真中），以加快固件和硬件
的开发及测试过程。假定二者同时开发，然后制定相应的调试计划。
3. 流片之前，针对一定设计成熟度和系统级测试制定计划，否则就需要改版芯片。

硬件加速仿真是否是可行方案？
流程中的硬件加速仿真
很显然，硬件加速仿真对验证流程的很多部分是可行方案。一般而言，仿真能提供完全可见性，工程师
可轻松设置错误状况，验证设计块，观察实验室中发现的缺陷。另一方面，FPGA 原型支持更快速、更全
面的测试，允许控制器连接到硬盘所用的外部硬件，而固件测试开发可以利用实际硬件进行，但其对调
试的可见性有限且不够灵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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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件加速仿真填补了仿真和 FPGA 原型之间的空白，其速度比仿真快，提供的可见性多于 FPGA，允许控
制器连接到硬盘所用的外部硬件，可在实际固件上运行，让工程师可以在 FPGA 原型可用之前建立信心，
而且前端和后端验证可以使用同一设置。此外，硬件加速仿真可与 FPGA 原型配合工作，实现更有效的调
试和根本原因分析。

图 10. 存储验证的三个基础。

在线硬件加速仿真 (ICE) 模式
在 ICE 模式下，硬件加速器与物理接口器件相连，从而可以执行和调试嵌入式系统。调试器适配器支持
利用处理器调试固件（而不仅仅是模型）以及进行使用验证。主机速度适配器（例如 PCIe、SATA 和 SAS）
可以连接到主机测试仪，同时复用现有测试脚本。利用此设置，设计人员可以开发、测试及调试针对
SoC 的全套试验。验证工程师可以在流片之前找出 SoC 错误，从而减少产品出货所需的流片次数。

图 11. ICE 模式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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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ICE 模式下，存储控制器的硬件加速器设置可能大致如图 12 所示。

图 12. 存储控制器的硬件加速仿真设置。

从硬件加速器到外部硬件乃使用物理线缆进行连接，本例中是 Mentor, a Siemens Business 的 Veloce® iSolve™
PCIe 速度适配器，其将实际主机流量换算成硬件加速器速度。连接一个外部子板以便测试最新 NAND 闪
存，该子板装有 NAND 器件和相关控制器。NOR 和 DRAM 存储器模型已连接，物理 JTAG 支持软件调试和
固件代码的单步调试。被测设计 (DUT) 的衬底为 RTL 形式，且仍包含在硬件加速器中。与 FPGA 类似，采
用 ICE 方法时，被验证的系统不再是最终系统的一一对应表示，因为硬件加速器的运行速度比不上其所
连接的外设。
这种方法有一些显而易见的局限性。我们必须为 NAND 器件创建子板，而且该器件必须可用。为系统提
供时钟现在是一个复杂过程，停止外部器件的时钟可能会有负面的和意外的后果。很多时候，这些后
果会导致外部器件不能正常工作。速度适配器的局限性使得主机和器件不能以相同速度运行，这可能
会隐藏一些时序问题。另外，注入错误是极其困难的，因为速度适配器不会将主机产生的大部分错误
传送给器件。
不过，最主要的限制是难以针对不同介质配置系统。单个 SSD 控制器需支持多种 SSD 容量，即通过增加
或移除 NAND 通道，或通过选择不同 NAND 芯片，因此会有不同数量的片选信号、平面、块，甚至一个
块内的页面数量和页面大小也不同。为支持对所有确定的配置进行测试，至少需要一个带插孔的外部卡
以支持不同的 NAND 芯片；当切换不同配置时，还要有人插拔 NAND 芯片。让这种测试自动化进行，即使
并非不可能，也是非常困难的，而且不同配置的测试速度会很慢。此外，控制器开发更像是多款控制器
路线图中的单个项目，支持当前控制器并规划下一款控制器是关键所在。这就要求支持多代 NAND 闪存，
使 ICE 模式测试进一步复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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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个大问题是固件已成为 SSD 所提供功能的重要组成部分。整个系统需要作为一个整体工作才能成
为产品，所以仅仅测试没有相关固件的控制器会在验证方法中留下一个很大的漏洞。很显然，固件已成
为 SSD 成功的关键，同时也决定了所需的工程师数量和时间计划。为使项目有竞争力，硬件和固件计划
不能再顺次安排。相反，固件开发需要在硬件尚不成熟时便开始，并且二者需要作为一个系统进行整体
调试。幸运的是，我们有办法来处理上述每个问题，即利用虚拟环境。

虚拟硬件加速仿真模式
一般而言，虚拟解决方案是用模型代替物理实现。纯虚拟解决方案仅使用模型，从硬件加速器到物理器
件没有线缆将其连接起来。
采用一种将控制器各部分虚拟化（在接口层面上人们对这些部分已非常了解）的方法，有些公司取得了
显著成功，这种方法给设计和架构变更带来了更高的灵活性，并且提供了对 DUT 的更大可见性。
例如，众所周知，若主机设计为 PCIe/NVMe，则接口本身是标准化的。如果我们能够在系统仿真中利用
某种东西激励该接口，这种东西一方面具有很好的可配置性，足以配置特殊用例，另一方面又足够简
单，能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启动执行方案（无需撰写整个验证平台以重新发明轮子），那么它将能完成大
部分控制器测试。
与此同时，NAND 接口（Toggle 和 ONFI）是大家熟知的，但底层 3D NAND 技术和器件物理特性高度复杂，
如果您的控制器是前瞻型，此类技术可能还在开发当中。这就意味着目标器件可能还不存在，只有早期
技术规格。然而，如果存在该器件的模型，那么对主机接口执行的流程也可以用于 NAND 接口。只需用
模型代替即可。
George Box 曾说过：“所有模型都是错误的，但有些模型是有用的。”模型不能完全代表硬件本身，理解
这一点之后，我们不免要问：模型是否足够好？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用到一些经验数据。一家
公司在开发硬件的同时开始了生产固件的开发。他们利用 Veloce 软模型加速仿真 NAND 器件，并且发现
在硬件加速器上运行通过的固件（利用 NAND 软模型），在实际芯片上运行时也能一次性成功。就设计
而言，硬件加速器上的 DUT 与芯片完全相同。
事实上，精心设计的模型可加快开发时间，且可将固件集成前移到项目计划的初期阶段，如此一来，模型
与实际 NAND 器件或物理主机的差异，相比于实现基于物理 ICE 的系统所损失的时间，就显得微不足道。
图 13 所示的系统新图片显示了该虚拟化环境。
使用虚拟模式和测试虚拟系统时，硬件加速器也可以成为数据中心使用模型的一部分，因此，工程师可
以从桌面运行仿真，并同时与多名用户共享硬件加速器。
虚拟环境中的固件开发可以与设计创建同时开始。传统存储固件开发和测试是在硅片送到实验室后才开
始的，但成功的企业已证明，软件驱动的设计流程允许同时开始固件开发与硬件定义。这样做可以压缩
总设计时间和产品上市时间。
验证虚拟化的最大优势在于灵活性。机械硬盘控制器开发很少是针对多种形式的旋转介质，但这正是 SSD
控制器必须面对的现实。重新配置设计以支持全新 NAND 器件以及在制成硅片之前获得精确性能数据，
这种能力正是控制器团队的优势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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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Veloce 上的硬件加速仿真部署。

在 VELOCE 中实现 SSD 控制器
创建验证环境
为了转变现有环境以在 Veloce 上测试 SSD 控制器，或创建新环境以支持增强测试，需要完成若干步骤。
为使环境能够运行，主机接口需要的修改可能是最多的。最好使用主机 Veloce VirtuaLAB 解决方案，其可
连接到 QEMU 环境，并且允许用户运行可能已经存在的应用程序。其中包括测试脚本、性能测量应用程
序以及任何其他与主机相关的练习脚本。强烈建议使用现有测试脚本，它们是大多数回归套件的一部
分，任何 SSD 开发商都曾针对以前的产品创建过此类脚本。用户也可以运行现成的性能测量软件，以测
量性能并识别设计中的瓶颈。所有这些都会让首次流片的效果更好，并减少后续控制器改版的可能性或
必要的改版次数。
如果利用 SSD 控制器的硬件加速仿真来增强现有验证环境，那么主机接口 VTL 设计也将可用。这些与验
证流程中使用的现有 VIP 相似，不过通常是其特性的一个子集需要与合成的设计通信。
用模型代替 NAND 存储器是优先级第二高的任务。SSD 容量通常在数百 GB 到数 TB，毫不夸张的说，找到
足够可用的物理存储器来实现硬盘全部容量是有难度的。我们推荐使用 FlexMemory，它是一种在服务器
上运行的模型，服务器连接到硬件加速器，然后会根据实际使用情况动态分配 NAND 存储器，而仿真器
硬件上有一个高速缓存可提升性能。另外也可使用稀疏和全硬件存储器模型，不过这些模型都有其限
制，而 FlexMemory 版本则没有这样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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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要利用该环境来验证包括固件在内的整个设计，那么需要将一个虚拟 JTAG 主机连接到处理器以支持
调试和追踪。我们推荐同时运行 Mentor Codelink® 以支持快速调试固件。
DRAM 和 NOR 存储器也需要替换为模型。这两种存储器实现通常要比 NAND 存储器阵列小得多，故硬件
加速器上存在的硬件模型是最佳的。DRAM DFI 模型也可用，其应连接到多个 DRAM 控制器上，消除在硬
件加速器中获得一个有效 PHY 所需的实施和调试时间，同时保证能配合 Mentor 提供的 DDR DRAM 模型
工作。

运行测试
一旦将设计移植到硬件加速器，用户便可运行一组测试来检查控制器设计。从验证环境（配合 VTL 主机
前端使用）到基于客户的可以在完整系统中检查设计的验证测试（配合 VirtuaLAB 主机前端使用），很多
测试用例应当已经存在。虽然不如实验室中的实际硬件那么快，但这些测试的运行速度会明显快于验证
环境。许多曾因为运行时间而不曾考虑的测试，现在都可以运行了，而且所需时间很少，同时还能提供
完全可见性。固件也可以加载并在硬件加速器上运行，从而在设计出现于实验室之前，便可测试生产设
计。这一环境支持开发和调试硬件设计、固件设计、验证测试脚本和客户测试脚本 —— 所有这些工作均
在流片之前完成，因而可缩短产品上市时间，提高硅片一次性成功的可能性。

调试
硬件加速器有多种测试方法来加快查找错误根本原因的速度。虽然一个设计中的所有信号都可以在一个
波形中捕获，但 Veloce 也支持仅捕获感兴趣信号的捕获模式，以便加速运行，更快找到错误。Codelink
允许固件工程师运行测试，捕获结果，然后回放测试，逐步前进或后退以隔离并修复错误。就硬件而
言，它也支持捕获和回放：Veloce 可快速捕获仿真器上试运行的测试结果，并将其下载到服务器，这样
一来，工程师便能重新运行并调试结果，而仿真器则可以留作他用。

A/B 测试
在典型实验室环境中测试不同 SSD 配置（具体说来是连接到控制器的 NAND 存储器的数量和配置不同）
具有一定的挑战性。至少，现有存储器须用新配置代替；最坏情况下，需要新创建印刷电路板并将器件
焊接到电路板上。前提条件是物理器件存在且能用于尖端技术开发。有可能 NAND 是和控制器设计并行
开发的，并且它们在原型测试中不可获得。Veloce NAND 存储器模型则解决了这些问题。即使 NAND 芯片
不可用，但一定的技术规格通常是存在的。NAND 模型基于该技术规格而创建，用于控制器的流片前测
试，以确保其符合预期。如果 NAND 芯片中的某个特性发生改变，则可以轻松更新模型以反映新特性，并
重新运行测试。
绝大多数控制器旨在支持多种规模和配置的存储器，包括不同的通道数量、块和页的数量及大小、平面
数量以及其他配置选项。利用硬件加速器测试所有这些可能的配置要轻松得多。无须替换芯片及创建新
的印刷电路板，只需创建不同的顶层文件以实例调用不同配置，重新编译，然后用新的配置运行一组新
的测试。如此一来，便能更轻松、更快速地运行采用不同配置和不同优化策略的 A/B 测试，而且如果发现
存在意外的性能或支持漏洞，控制器设计团队也能更早地权衡设计并更新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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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SSD 与传统旋转式机械硬盘有着根本上的区别，为了应对 NAND 闪存用作存储介质所带来的独特挑战，
必须发展验证方法。存储技术和使用模式不断演变，解决当今挑战所需的验证工具也要随之发展。Veloce
硬件加速器非常适合应对这些挑战，这一点已经由领先的存储公司所证实，它们当前的生产环境中正在
使用该工具。
存储技术的不同也带来了全新的机遇，工程师可以使用更灵活、更强大的工具，例如利用虚拟主机驱动
PCIe 流量和整个 NAND 配置，并且可以灵活使用软模型。这样一来，硬件加速器便可并行运行多项作业，
而其效率是使用 ICE 模式所无法达到的。此外，Veloce 的“保存和恢复”功能是设计人员极为满意的又一
特性，设计人员在调试上次运行的同时可以释放硬件加速器。

如需最新信息，请致电联系我们，或者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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