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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关于发布 

V1.9.8.09 版本发布包括高云®半导体云源®软件的特征和增强功能，高

云半导体建议下载此版本以获得最新的软件改进。 

功能和增强总述 

软件发布功能项如下表： 

特征 描述 

云源软件：V1.9.8.09 

PN 支持 
  GW2A-18C 器件： 

- GW2A-LV18PG484CC8/I7 

新功能 

 支持新增原语 ELVDS_IBUF_MIPI； 

 GW2AN-55C-UBGA676 封装更新支持； 

 删除器件：GW1NS-2、GW1NS-2C、GW1NSE-2C、GW1NSR-2、

GW1NSR-2C。 

增强 

 更新仿真工具名称为 DSim Cloud； 

 更新 IP：goConfig（GW2AN-18X/9X）、SDIO SDR104 Slave 

Controller、PSRAM Memory Interface HS V2.0、RiscV AE250、

MIPI RX to DPI、DPI to MIPI T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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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平台支持 

本次软件发布支持的平台有： 

Windows 
Windows 7/8/10/11 (64 bits)  

Windows XP (32 bits) 

Linux 
Centos 6.8/7.0/7.5 (64 bits)  

Ubuntu 18.04/20.04 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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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使用端口 

端口号 端口类别 端口说明 

36545 自定义协议端口 高云在线逻辑分析仪前端显示与 JTAG server 通信 

36546 自定义协议端口 高云在线逻辑分析仪前端显示与 JTAG server 通信 

10559 自定义协议端口 云源软件 license server 端口 

10558 自定义协议端口 云源软件 license server 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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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文档 

本次软件发布文档包含云源软件的文档，PDF 文档已打包到安装目录

下，文档列表如下： 

文档 使用 

SUG501，Gowin 云源软件快速安装启动指南 PDF 

SUG918，Gowin 云源软件快速入门指南 PDF 

SUG100，Gowin 云源软件用户指南 PDF 

SUG940，Gowin 设计时序约束用户指南 PDF 

SUG114，Gowin 在线逻辑分析仪用户指南 PDF 

SUG282，Gowin 功耗分析工具用户指南 PDF 

SUG283，Gowin 原语指南 PDF 

SUG550，GowinSynthesis 用户指南 PDF 

SUG935，Gowin 设计物理约束指南 PDF 

SUG502，Gowin Programmer 用户指南 PDF 

SUG937，Gowin 云源软件用户消息帮助文档 Online help, PDF 

SUG755，Gowin HDL 设计原理图查看器用户指南 PDF 

SUG949，Gowin HDL 编码风格用户指南 PDF 

UG287，Gowin 数字信号处理器(DSP)用户指南 PDF 

UG285，Gowin 存储器(BSRAM & SSRAM)用户指南 PDF 

UG286，Gowin 时钟资源(Clock)用户指南 PDF 

UG288，Gowin 可配置功能单元(CFU)用户指南 PDF 

UG289，Gowin 可编程通用管脚(GPIO)用户指南 PDF 

UG295，Gowin 闪存资源(User Flash)用户指南 PDF 

 

http://cdn.gowinsemi.com.cn/SUG501.pdf
http://cdn.gowinsemi.com.cn/SUG918.pdf
http://cdn.gowinsemi.com.cn/SUG100.pdf
http://cdn.gowinsemi.com.cn/SUG940.pdf
http://cdn.gowinsemi.com.cn/SUG114.pdf
http://cdn.gowinsemi.com.cn/SUG282.pdf
http://cdn.gowinsemi.com.cn/SUG283.pdf
http://cdn.gowinsemi.com.cn/SUG550.pdf
http://cdn.gowinsemi.com.cn/SUG935.pdf
http://cdn.gowinsemi.com.cn/SUG502.pdf
http://cdn.gowinsemi.com.cn/SUG937.pdf
http://cdn.gowinsemi.com.cn/SUG755.pdf
http://cdn.gowinsemi.com.cn/SUG949.pdf
http://cdn.gowinsemi.com.cn/UG287.pdf
http://cdn.gowinsemi.com.cn/UG285.pdf
http://cdn.gowinsemi.com.cn/UG286.pdf
http://cdn.gowinsemi.com.cn/UG288.pdf
http://cdn.gowinsemi.com.cn/UG289.pdf
http://cdn.gowinsemi.com.cn/UG295.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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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已知问题和解决方案 

以下问题适用于高云软件支持的功能。 

License 配置失败 

在 license manager 窗口配置完 license 文件后，点击 check，如果弹

出 ERROR，请检查 license 文件是否为 license2.0 文件，因为从 1.9.8.01

版本开始，软件 license 升级到 license2.0 算法，进一步增强软件 license

的安全性。 

解决方案：请与高云技术支持联系获取 license2.0 文件。 

GAO 捕获信号失败 

解决方案：请尝试减小捕获信号数目和捕获深度。如问题仍存在，请联

系高云技术支持。 

GAO 布局布线失败 

ERROR (PR1011): Failed to capture GAO signal<name>, because th

ere's no wire to route for the signal. 

解决方案：检查该信号是不是硬连线，如 IOLOGIC 的输出。 

Ubuntu 18.04 LTS 系统信息框内容显示乱码 

Linux 下信息框内容显示乱码，然而把信息框的内容粘贴到代码编辑窗

口则显示正常。 

解决方案：ide/lib/libfreetype.so.6 删除掉，使软件使用用户电脑系统自

带的库。 

https://www.linuxidc.com/topicnews.aspx?tid=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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