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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PGA/CPLD和 CPLD图书推荐 

 

一本好的参考书对 PLD、HDL的初学者是非常必要的，我们推荐初学者准备两本

以上参考本，这样可以加深理解，相互对照。 本栏目收录了国内主要 PLD/FPGA

和 HDL的出版物，但并不表示本站推荐所有所列图书，我们只对少部分图书做

了评价（五角星表示本站的评价，部分书籍本站尚未评价），该评价只表示编

者个人意见。  

  

 

 

《现代 DSP技术》评价：★★★ 

作者： 潘松 黄继业 王国栋 出版日期：2003年 8月 书

号：ISBN 7-5606-1281–4  

全书深入、系统地介绍了如何利用 MATLAB，DSP Builder

和 QuartusII等工具开发高性能 DSP系统的基本方法。本

书内容新颖，为 DSP领域的读者展示了有别于传统 TI DSP

处理器的、全新的基于 FPGA的 DSP实现技术。适合于从

事信号处理工作的读者。 

本书可直接在西电出版社网站订购 

地址：北京东路 668号科技京城西楼－1C21      邮编：200001 
电话：021－53084329 021－28304329 传真：021－53084329 技术支持：13918349251 
网址：http://www.husoon.com 
销售信箱：sales@husoon.com 技术支持 service@husoo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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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HDL应用与开发实践》评价：暂无 

作者：甘历 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年 6月 ISBN 

7030114256  

本书可直接从或当当网上书店定购 

 

 

 

  

《CPLD/FPGA高级应用开发指南》 评价：暂无 

作者：任晓东 电子工业出版社 2003年 6月 ISBN：

7505387642  

本书系统介绍了 Xilinx最新的器件、设计流程和开发工

具，论述了 CPLD/FPGA设计的时序约束、仿真验证和综合

实现，重点介绍了嵌入 PowerPC405的平台 FPGA开发以及

FPGA在数字信号处理领域的最新应用。 

地址：北京东路 668号科技京城西楼－1C21      邮编：200001 
电话：021－53084329 021－28304329 传真：021－53084329 技术支持：13918349251 
网址：http://www.husoon.com 
销售信箱：sales@husoon.com 技术支持 service@husoo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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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可直接从电子工业出版社网站或当当网上书店定购 

 

 

  

《FPGA/CPLD设计工具--XilinxISE5.X使用详解》 评价：

★★★ 

EDA先锋工作室 人民邮电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6 

ISBN：7115112665 

本书非常详细介绍了 ISE5.x软件的使用，是目前介绍 ISE

软件最全面的书籍之一，推荐给 ISE软件的使用者。 

 

 

 

  

《VHDL数字控制系统设计范例》评价：暂无 

林明权等 5053-8386-8/TN.1739 2003-01  

本书可直接从或当当网上书店定购 

地址：北京东路 668号科技京城西楼－1C21      邮编：200001 
电话：021－53084329 021－28304329 传真：021－53084329 技术支持：13918349251 
网址：http://www.husoon.com 
销售信箱：sales@husoon.com 技术支持 service@husoo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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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HDL与 FPGA设计》 评价：★★★ 

作者:胡振华 中国铁道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 ISBN：

7113050468 

本书主要结合 Modelsim软件讲述了 VHDL语法，以及利用

VHDL进行 FPGA设计的流程，对 Modelsim的使用有较多

讲解，可以当成 Modlesim的使用教材。 总体上看全书内

容比较实用，对理解 VHDL的开发流程有很多帮助，但对

一些不常用的语法讲述偏多，建议初学者对 2-5和第 3，

4,7,8章可以快速略过，不用深究 

本书可直接从当当网上书店定购 

 

欢迎在参考书论坛发表对此书评论！ 

    

地址：北京东路 668号科技京城西楼－1C21      邮编：200001 
电话：021－53084329 021－28304329 传真：021－53084329 技术支持：13918349251 
网址：http://www.husoon.com 
销售信箱：sales@husoon.com 技术支持 service@husoo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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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A技术实用教程》评价：★★★★ 

作者：潘松，黄继业 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11 编

号 7-03-010853-1/TP.1844 

本书介绍了 EDA技术，PLD/FPGA设计以及 VHDL语法，其

中 VHDL语法部分继承了《VHDL实用教程》中的大部分内

容，全书内容非常实用，概念清楚，有很多实例，强力推

荐！ 

 

欢迎在参考书论坛发表对此书评论！ 

 

 

《集成电路设计 VHDL教程》评价：暂无 

译作者：赵俊超 北京希望电子出版社 2002年 8月 

 

欢迎在参考书论坛发表对此书评论！ 

地址：北京东路 668号科技京城西楼－1C21      邮编：200001 
电话：021－53084329 021－28304329 传真：021－53084329 技术支持：13918349251 
网址：http://www.husoon.com 
销售信箱：sales@husoon.com 技术支持 service@husoo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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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PGA设计及应用》 评价：★★★ 

褚振勇 翁木云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 2002年 7月 

ISBN 7-5606-1132-X 30.00 

介绍 altera器件，MaxplusII，

QuartusII,FPGAexpress,Leonardo等软件的使用。书中

还讨论了数的表示方法，时钟设计等常见问题，本书收录

了许多设计实例。 随书送一张光盘，内有 altera的数据

手册及 QuartusII,Leonardo等软件。这是一本近两年来

比较全面系统介绍 PLD/FPGA最新技术发展的书籍。 

本书可直接在西电出版社网站订购 

 

 

  

《CPLD/FPGA的开发与运用》 评价：★★★  

徐志军等 电子工业出版社 2002年 7月 

7-5053-6909-1/TN.1457 29.00元 

介绍 Xilinx的器件和 Foundation的使用。这本后半部分

地址：北京东路 668号科技京城西楼－1C21      邮编：200001 
电话：021－53084329 021－28304329 传真：021－53084329 技术支持：13918349251 
网址：http://www.husoon.com 
销售信箱：sales@husoon.com 技术支持 service@husoo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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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许多非常有启发意义的例子，例如小数分频原理，实现

位同步，CRC校验，MCU与 PLD的接口等，对提高 PLD的

设计水平和拓宽设计思路非常有帮助。  

本书可直接从电子工业出版社网站或当当网上书店定购 

 

 

《VHDL 数字系统设计与高层次综合》 评价：★★ 

林敏等编著 2002-01 5053-7094-4/TN.1479 33.00元 

着重介绍高层次的系统设计方法,适合中大规模 FPGA的

设计者和 VHDL中高级用户阅读 

本书可直接从电子工业出版社网站定购 

欢迎在参考书论坛发表对此书评论！ 

 

  

《数字系统设计与 Verilog HDL》 评价：★★★ 

王金明等编 电子工业出版社 2002-06 

5053-6912-1/TN.1460 28.00元 

依次介绍 PLD器件,开发软件和 verilog语言,实用性强,

地址：北京东路 668号科技京城西楼－1C21      邮编：200001 
电话：021－53084329 021－28304329 传真：021－53084329 技术支持：13918349251 
网址：http://www.husoon.com 
销售信箱：sales@husoon.com 技术支持 service@husoo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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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俗易懂,虽然对 verilog语言的讲解不是非常深入和全

面，但非常适合初学者阅读。 

本书可直接从电子工业出版社网站定购 

欢迎在参考书论坛发表对此书评论！ 

 

《IC设计入门》(含光盘,繁体原版) 评价：★★★  

台湾学贯出版行销公司发行 作者：胡师贤  

PLD/FPGA设计和 IC前端设计的入门教材，由台湾 IC设

计专家撰写。着重讲述硬件描述语言开发 PLD/FPGA的流

程，包括综合，仿真和实验。配有多媒体教学光盘和 FPGA

开发软件。 浅显易懂，图文并茂,不过讲解的还不深入，

但非常适合初学者。 

本书可直接从上海探矽网站定购  

 

 

  

《VHDL设计表示和综合》(原书第 2版,附光盘) 评价：

暂无 

美.阿姆斯特朗 美.格雷 李宗伯翻译 机械工业出版社 

地址：北京东路 668号科技京城西楼－1C21      邮编：200001 
电话：021－53084329 021－28304329 传真：021－53084329 技术支持：13918349251 
网址：http://www.husoon.com 
销售信箱：sales@husoon.com 技术支持 service@husoo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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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 5月 65.00元 

 

本书可直接从机械工业出版社或当当网上书店定购  

 

 

  

《CPLD 系统设计技术入门与应用》(含光盘) 评价：暂无

黄正瑾等 电子工业出版社 2002-03 

5053-7501-6/TN.1563 40.00元 

 

本书可直接从电子工业出版社网站定购 

 

 

  

《可编程逻辑设计技术及应用》 评价： 暂无 

高书莉 罗朝霞 人民邮电出版社 2001年 9月 ISBN 

7-115-09624 35 元 

地址：北京东路 668号科技京城西楼－1C21      邮编：200001 
电话：021－53084329 021－28304329 传真：021－53084329 技术支持：13918349251 
网址：http://www.husoon.com 
销售信箱：sales@husoon.com 技术支持 service@husoo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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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配有多媒体学习软件（光盘） 

本书可直接从人民邮电出版社网站定购 

 

 

  

《VHDL实用教程》（修订版） 评价：★★★★ 

潘松 王国栋 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 2001.7 ISBN 

7-81065-290-7/TP.172 25.00 元 

本书的实用性很强，严格按照硬件设计的思路来讲解

VHDL,对语言的理解相当深刻，与国内多数简单的 VHDL语

法书不在一个技术层面上。本书对 VHDL仿真和综合论述

的也非常好，有很多实际运用的例子，适合各类层次的

VHDL用户阅读。 值得推荐！  

 

 

  

《VHDL语言程序设计及应用》 评价： 暂无 

 

姜立东 等编 北京邮电大学出版社 2001年 6月 ISBN：

地址：北京东路 668号科技京城西楼－1C21      邮编：200001 
电话：021－53084329 021－28304329 传真：021－53084329 技术支持：13918349251 
网址：http://www.husoon.com 
销售信箱：sales@husoon.com 技术支持 service@husoo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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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63505229 38.00元  

 

本书可直接从当当网上书店定购  

 

 

  

《Verilog HDL 硬件描述语言》 评价：★  

(美)贝斯克(Bhasker,J.)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01-7 

7-111-07890-X 19。00 

本书可直接在机械工业出版社网站订购 

 

 

《VHDL与数字电路设计》 评价：★★★ 

卢毅 赖杰 科学出版社 2001年 4月 

7-03-009042-X/TP.1477 49.00 

这本书由简单的例子入手，由浅入深的介绍 VHDL常见语

法。整本书着重于实际应用，不去深纠复杂和冷僻的语法，

风格轻松活泼，阅读时不会觉得枯燥，联想到国内大多数

地址：北京东路 668号科技京城西楼－1C21      邮编：200001 
电话：021－53084329 021－28304329 传真：021－53084329 技术支持：13918349251 
网址：http://www.husoon.com 
销售信箱：sales@husoon.com 技术支持 service@husoo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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呆板枯燥的 VHDL读物，不得不佩服两位台湾作家的功力。

此书是目前我们见到的最优秀的 VHDL入门书籍之一，非

常适合初学者。 建议阅读完本书以后，再阅读一些内容

深入的参考书，以提高对 VHDL的认识。 本书附一张光盘，

收录了书中提到的所有例子。值得推荐！ 

本书可以在科学出版社网站上找到邮购方法 

 

 

《用 VHDL 设计电子线路》 评价：暂无 

边计年等翻译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1-4 7-302-03932-1 

42.00 

本书可在清华大学出版社网站定购 

 

 

  

《可编程逻辑器件原理、开发与应用》 评价：暂无 

赵曙光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 2001-04 ISBN 

7-5606-0900-7 22.00 元 

地址：北京东路 668号科技京城西楼－1C21      邮编：200001 
电话：021－53084329 021－28304329 传真：021－53084329 技术支持：13918349251 
网址：http://www.husoon.com 
销售信箱：sales@husoon.com 技术支持 service@husoo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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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可直接在西电出版社网站订购 

 

 

  

《VHDL语言 100例详解——北京理工大学 ASIC研究所》

评价: 不推荐 

北京理工大学 ASIC研究所 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年 4

月版 7-900625-02- 52.00元  

里面有不 VHDL的例子（但比较简单），对一些概念的理

解有帮助。不过大部分例子只适合仿真，不能用于 PLD实

现，这一点要千万注意，不推荐给初学者。      

本书可在清华大学出版社网站定购 

 

 

  

《VHDL硬件描述语言与数字逻设计》 评价：★★★ 

侯伯亨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 2001-04 ISBN 

地址：北京东路 668号科技京城西楼－1C21      邮编：200001 
电话：021－53084329 021－28304329 传真：021－53084329 技术支持：13918349251 
网址：http://www.husoon.com 
销售信箱：sales@husoon.com 技术支持 service@husoo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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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606-0534-6 20.80 元 

已 Altera的产品为载体，介绍 VHDL语言。基本概念清楚，

比较适合初学者。 

本书可直接在西电出版社网站订购 

 

  

 

  

《VHDL 程序设计》(第二版) 评价：暂无 

曾繁泰等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1-3 7-302-03896-1 37.00

有网友反映本书的一个例子有错误 

本书可在清华大学出版社网站定购 

 

  

地址：北京东路 668号科技京城西楼－1C21      邮编：200001 
电话：021－53084329 021－28304329 传真：021－53084329 技术支持：13918349251 
网址：http://www.husoon.com 
销售信箱：sales@husoon.com 技术支持 service@husoo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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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系统设计与 PLD应用技术》 评价：暂无 

蒋璇 电子工业出版社 2001-02 5053-6165-1/TP.3305 

25.00元 

本书可直接从电子工业出版社网站定购 

 

 

  

《VHDL入门与应用》 评价：★★ 

陈雪松 滕立中 人民邮电出版社 

2000.12  ISBN7-115-08950-7/TP.1943 RMB32.00 

基本概念清楚，结合实例讲解，例子较多，适合初学者阅

读，书中还介绍了 MaxplusII和 Quartus软件。  

本书可直接从人民邮电出版社网站或当当网上书店定购 

 

地址：北京东路 668号科技京城西楼－1C21      邮编：200001 
电话：021－53084329 021－28304329 传真：021－53084329 技术支持：13918349251 
网址：http://www.husoon.com 
销售信箱：sales@husoon.com 技术支持 service@husoo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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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HDL编程与仿真》 评价：暂无 

王毅平 张振荣 人民邮电出版社 2000年 7月 ISBN 

7-115-08641 30 元  

本书可直接从人民邮电出版社定购 

 

 

  

《CPLD技术及应用》 评价：★★ 

宋万杰等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 2000-06 

ISBN7-5606-0769-1/TP.0395  RMB25.00  

介绍 Altera软硬件产品，前半部以翻译 Databook为主，

后半部的提高篇是作者经验的总结，值得一看。 

本书可直接在西电出版社网站订购 

 

  

地址：北京东路 668号科技京城西楼－1C21      邮编：200001 
电话：021－53084329 021－28304329 传真：021－53084329 技术支持：13918349251 
网址：http://www.husoon.com 
销售信箱：sales@husoon.com 技术支持 service@husoon.com   

16

http://www.ptpress.com.cn/
http://www.ptpress.com.cn/
http://www.xduph.com/


FPGA/CPLD和 CPLD图书推荐 

 

《大规模可编程逻辑器件及其应用》 评价：★★ 

徐志军等 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 2000年 11月 

ISDN7-81065-042-4/TP.266  21.00元 

印刷质量略感粗糙，但书写的比较全面和实用，同时介绍

Altera，Xilinx，Lattice/Vantis三家公司的硬件和开

发软件，对于全面了解市场上的 PLD/FPGA产品很有帮助 

 

 

  

《数字电路设计与 Verllog HDL》评价：暂无 

张亮 人民邮电出版社 2000年 10月 ISBN 7-115-08770 

35 元 

 

本书可直接从人民邮电出版社网站定购 

 

 

  

《用 VHDL设计电子线路》 评价：暂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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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址：http://www.husoo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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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长阁 薛宏熙 翻译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0.8 

ISBN7-302-03932-1/TP.2300 RMB42.00 

比较详细和系统，有不少例子，本书的一个特点是每章都

有练习题和部分答案 

 

 

  

《PLD器件与 EDA技术》 评价：★★ 

李冬梅   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 2000年 1月 ISBN 

7-81004-870-8/G.509   22.00元 

以 Altera公司产品和软件为主，分四章介绍了 PLD结

构,MaxplusII,AHDL,VHDL等,其中 VHDL部分很简洁，只

介绍最基本语法，一看即懂，是入门性读物。 

 

 

  

《FPGA原理及应用》 评价：★★ 

赵雅兴 天津大学出版社 1999  RMB19.00 

地址：北京东路 668号科技京城西楼－1C21      邮编：20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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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 Altera软硬件产品，软件部分写的比较清楚，硬件

部分有些内容略旧，AHDL讲的非常详细，是学习 AHDL的

好教材 

 

 

  

《VHDL硬件描述语言与数字逻辑电路设计——电子工程

师必备知识》评价：★★ 

西电出版社,1999年修订版 

书名虽然是长了一点，但是是一本好书，尤其是修订版，

改正了第一版不少的错误，值得一读。 

 

 

  

《可编程逻辑系统的 VHDL设计技术》 评价：★★ 

Kevin Skahill 东南大学出版社 1998.9 

ISBN7-81050-379-0/TP.56 RMB32.00 

以 Cypress的 PLD产品为载体，对可编程逻辑器件的基本

概念及原理讲的很清楚，由浅入深的讲述了 VHDL，是一

地址：北京东路 668号科技京城西楼－1C21      邮编：20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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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好的 VHDL和可编程逻辑器件入门和进阶教材。值得推

荐。 

 

 

《VHDL简明教程》 评价：★ 

王小军 清华大学出版社 1997.10 

ISBN7-302-02647-5/TP.1365 RMB19.50 

书不厚，是比较简明的 VHDL教程，非常用的语句讲的偏

多，基本概念讲述还不够深入 

 

 

  

《ALTERA可编程器件及其应用》 评价：★★ 

刘宝琴等 清华大学出版社 1995    ISBN 

7-302-01804-9/TP.803 RMB40.00 

最早介绍 Altera产品的中文书之一，内容严谨，以翻译

为主，关于如何消除毛刺，如何提高设计的稳定性讲的比

较好,但由于出版时间较早，有些内容现在已显陈旧 

 

地址：北京东路 668号科技京城西楼－1C21      邮编：200001 
电话：021－53084329 021－28304329 传真：021－53084329 技术支持：13918349251 
网址：http://www.husoon.com 
销售信箱：sales@husoon.com 技术支持 service@husoon.com   

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