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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篇（1）：初识 Perl 语言 

为了方便在校童鞋们和新加入 ASIC 的同行门快速查阅和学习，把之

前发表的“Perl 在 ASIC 中的应用”系列整理成合集，分为： 

基础篇，主要介绍 Perl 的基本语法、数组、哈希、输入输出、函数等。 

高级篇，介绍 Perl 的正则表达式、模块 module、面向对象 OOP、

多进程等。 

实战篇，介绍 Perl 在芯片设计、验证中的应用。 

另外，修正了一些笔误，补充部分内容，和增加练习题参考答案。 

 

先来做点准备工作 

1. Perl 是什么？ 

Perl 是最流行的脚本语言之一。可运行于 Linux，windows、Mac 等

平台。 

2. Perl 可以用来做什么？ 

Perl 可以用来做一切你想做的事，比如文本处理、数据库编程、网络

编程、图形界面等。在 ASIC 领域，你可以用来建立前后端 work flow、

构建验证环境、仿真结果的处理、RTL 代码的预处理、IP core 的自动

生成等等。 

3. Perl 怎样安装？ 

Perl 支持 Linux，windows 等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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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ux 平台系统一般已经预装了 Perl，如果没有安装的话，可以用

yum(RHEL/Centos)、apt-get(Ubuntu/Debian)来安装。或者去 Perl

的官网 https://www.perl.org 下载源码自己编译安装。 

windows 平 台 有 很 多 已 经 编 译 好 ， 可 以 直 接 安 装 的 Perl 。 如

ActivePerl(www.activestate.com) ，

StrawberryPerl (http://strawberryperl.com)。可以进入他们的官方

网站直接下载安装。 

4. Perl 有哪些入门级学习资料？ 

首推官网的学习文档 https://www.perl.org/learn.html 

Perl 语言入门(第 5 版)——人称“小骆驼” 

当然还有本微信公众号的“Perl 在 ASIC 中的应用”系列文章。 

 

咳咳，下面正式开讲了。 

 

变量的定义、初始化及使用 

        Perl 中变量分为标量 scalar、数组 array、哈希数组 hash。变

量定义一般用关键字 my。 

 

        标量是最普通的变量，可以用来存储数字、字符、字符串。标量

以$开头。如： 

        my $name = "bill"; 

        my $year =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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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y $money = 1.05; 

        在 Perl 中，变量是弱类型，并不用太在意是字符串、整数、还

是浮点数。给变量赋什么类型的值，变量就是什么类型。这一点与 C

语言不太一样。 

        my $old_year = $year; 

 

        标量可以直接赋值给另一个标量。 

 

 

 

        数组就是同一类标量的集合。例如 RTL 中所有 module 的名字，

验证中 testcase 列表。数组以@开头，如： 

        my @modules = ("top", "sub_module_a", 

"sub_module_b"); 

        my @testcases = ("tc_function_a", "tc_function_b");  

        数组的初始化用()，并以逗号隔开。定义数组的同时就初始化是

一个好习惯，如： 

        my @filelist = (); 

        数组的引用方法：把数组的@变为$，在方括号[]内用数字来索

引，如$modules[0]表示数组的第一个元素。注意，数组索引是从 0

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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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希数组，又叫关联数组，一种类似用字符串标签来索引的数组。

像字典中的每个单词是索引，而单词的释义便是索引指向的内容。哈

希数组以%开头，如： 

        my %dict = ( 

                "book" => "a set of pages that have been fastened 

together inside a cover to be read or written in", 

                "people" => "men, women and children" 

        ); 

        如上，哈希数组的初始化用()，用=>为哈希数组的每一个元素

赋值。 

        哈希数组的引用方法：把哈希数组的%变成$，如$dict{"book"}

用来表示“book”对应的值，可以赋值给其它标量。如： 

        my $define_a_book = $dict{"book"}; 

 

数组和哈希的地址 

        对于数组和哈希，我们有时候希望用其地址（或者叫指针）来传

递，而不是数据拷贝。在 C++里是&符号，在 Perl 里是\符号。例如， 

        my $arr_ref = \@arrs; 

        my $hash_ref = \%hashs; 

        在需要时，可以用@和%根据地址恢复出实际数组和哈希，例如， 

        my @tmp = @$arr_ref; 

        my %tmp = %$hash_re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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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篇（2）：变量的初始化和使用 

在 Perl 在 ASIC 中的应用——基础篇（1）中我们主要介绍了各种变

量（标量、数组、哈希数组）的定义、初始化和使用。 

今天我们来深入介绍这部分内容。 

 

 

 

标量可以用来存储数字和字符串。 

数字 

1.25 小数/符点数 

255 整数 

-7.25e45 科学计数法的符点数 

125_231_000_001 数字中间可以用下划线隔开 

0377 八进制，以 0 开头 

0xFF 十六进制，以 0x 开头 

0b0000_1001 二进制，以 0b 开头 

数学运算符 

2 + 3 加 

5.1 - 2.0 减 

3 * 4 乘 

12 / 6 除 

10 / 3 除，等于 3.333333...，这一点不同于 C 语言的整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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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符串 

 

字符串用单引号或双引号括起来。单引号内不作转义，而双引号内转

义。如： 

'fred' 

'hello\n' 其中的\n 不代表换行，代表\和 n 两个字符 

 

'a\'b' 单引号中的'需要用转义符\ 

"fred" 与单引号的'fred'相同 

"hello\n" 双引号内的转义符\n 表示换行 

"hello\nperl" 双引号内的转义符\t 表示制表符（tab） 

双引号字符串内可以内插其它标量。如 

my $a = "abc"; 

 

my $b = "def$a"; $b 实际等于"defabc" 

注意单引号字符串中的$仅表示美元符，不会内插。 

 

字符串操作符 

 

字符串用.来拼接字符串。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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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rdi" . " -2001" . " -nologo" 拼接 

 

"#" x 40 表示#重复 40 次 

"-" x (40+5) 表示-重复 45 次 

字符串常用函数 

1、$position = index(string，substring，skipchars)； 

        该函数返回子串 substring 在字符串 string 中的位置。 

2、rindex(string，substring，skipchars); 

        功能与 index()类似，不同的是它从 string 的右端开始查找。 

3、$Len = length(string); 

        求字符串的长度。 

4、$substring = substr(string，skipchars，length); 

        该函 数在字 符 串 string 中 跳 过 skipchars 个字 符 的位置 (从

skipchars 位置处)开始抽取长度为 length 的子串。第一个字符的位

置为 0。 

5、lc(string); 

把 string 中的所有字母都转换成小写字母。 

6、uc(string); 

把 string 中的所有字母都转换成大写字母。 

7、lcfirst(string); 

把 string 中的第一个字母转换成小写字母。 

8、ucfirst(string); 



 11 / 93 
 

把 string 中的第一个字母转换成大写字母。 

9、join(sepatorstring，list); 

把列表 list 中的所有元素串联到同一个字符串中，相邻两个元素之间

使用 sepatorstring 分隔。 

10、sprintf(formatstring，field1，field2，...，fieldn); 

该函数的功能同 C 语言中的 sprintf()函数；都是多字符串进行格式化，

不同的是该函数返回格式化后的结果字符串。 

 

数组 

如果对数组尾端的元素进行赋值，数组将会根据需要自动扩大。数组

长度没有上限，只要内存足够大。 

my @myarray = (); 

$myarray[0] = "0"; 

$myarray[1] = "1"; 

$myarray[2] = "2"; 

$myarray[99] = "99";  数组元素个数是 100 个，3 到 98 的元素值是

undef。 

数组的最后一个元素的索引值是$#myarray，比元素个数少 1，因为

数组索引是从 0 开始的。 

数组的常用操作函数 

push    在数据末尾新增一个元素 

pop     取出数组末尾的元素，数组的个数减一 



 12 / 93 
 

shift     取出数组开头的元素，数组的个数减一 

unshift 在数组开头新增一个元素 

sort     对数组排序 

用 foreach 来遍历数组 

foreach my $e (@myarray){ 

    print "$e\n"; 

} 

 

哈希数组 

my %food = ( 'apple' => 'fruit', 'pear' => 'fruit', 'carrot' => 

'vegetable'); 

=>的左边称为键 Key，=>右边称为值 Value。 

keys 函数用来返回所有关键字构成的数组。如， 

my @mykey = keys %food; 

因此可通过遍历关键字数组来遍历整个哈希数组。如， 

foreach my $key (keys %food){ 

    print "$key : $mykey{$key}\n"; 

} 

values 函数用来返回所有值构成的数组。如， 

my @myvalue = values %food; 

exists 用来确定某个键 Key 是否存在。如， 

if( exists $food{'appl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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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delete 函数用来删除某个键和值。如， 

delete $food{'apple'}; 

删除所有的键与值，只需要赋值成空哈希。如， 

%food = (); 

 

练习题： 

用 Perl 脚本统计芯片综合或 PR 网表中的 cell 类型及每种 cell 的使用

的个数。 

参考答案： 

[配图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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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次，我们将重点介绍 Perl 的控制流语句：条件 if, 循环 while,for

等。 

 

基础篇（3）：流控制语句 

今天介绍 Perl 语言的控制流语句：条件 if 和循环 while、for、foreach。 

 

条件 if 

条件 if 有三种形式：if ...， if ... else ... ，if ... elsif ... else ...。如： 

if($cell_cnt > 0){ 

    print "$cell_cnt"; 

} 

注意：在 Perl 中，即使{}中的语句 statement 只有一条，{}也不能省

略。这一点与 C 语言不同。当{}语句只有一条时，Perl 提供了一种简

便的写法：statement if (); 上面的 if 可写成如下形式： 

print "$cell_cnt" if($cell_cnt > 0); 

 

有 else 分支的例子： 

if($cell_cnt < 10){ print "cell counter is less than 10\n"; } 

elsif($cell_cnt < 20){ print "cell counter is between 10 and 

20\n"; } 

else { print "cell counter is greater than 20\n"; } 



 15 / 93 
 

注意：elsif 不可写成 C 语言的 else if 

 

循环 while 

while 有两种形式：while(){}和 do {}while()。如， 

my $i = 10; 

while($i > 0){ 

    print "$i "; 

    $i--; 

} 

上面的代码将输出 10 9 8 7 6 5 4 3 2 1。也可以用 do{}while()来改

写： 

my $i = 10; 

do { 

    print "$i "; 

}while($i > 0); 

区别是 do{}while()先执行后判断，即使条件不满足也会执行一次。例

如： 

my $i = 0; 

do { 

    print "$i "; 

}while($i > 0); 

这个代码仍会打印出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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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环 for 

for 循环语法：for(initialization; test; increment){} 

for 语句执行顺序， 

1. 先执行初始化 

2. 做 test 条件判断。如果 test 为真，执行 for 的主体。如果 test 为假，

结束 for 语句。 

3. 执行递增 increment 语句（当第 2 步 test 为真时，for 主体执行完后）。 

例如： 

for(my $i = 0; $i<10; $i++){ 

    print "$i "; 

} 

上面的 for 语句将会输出 0 1 2 3 4 5 6 7 8 9  

 

foreach 是 for 循环的一种特殊情况，通常用来遍历数组，从第一个

元素循环到最后一个元素。如， 

foreach my $e (@myarray){ 

    print "$e\n"; 

} 

 

循环的退出 last 与 n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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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Perl 中，用 last 退出整个循环，next 退出当前一次循环。last 类

似 C 语言的 break，next 类似 C 语言的 continue。如： 

for(my $i = 0; $i<10; $i++){ 

    if($i == 5)last; 

    print "$i "; 

} 

上面的 for 语句将会输出 0 1 2 3 4 。 

for(my $i = 0; $i<10; $i++){ 

    if($i == 5)next; 

    print "$i "; 

} 

把 last 改成 next 后，将输出 0 1 2 3 4 6 7 8 9 ，可以看到 5 被跳过

去了。 

 

练习题： 

利用 Perl 语言实现打印出杨辉三角。 

1 

1    1 

1    2    1 

1    3    3    1 

1    4    6    4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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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答案： 

[配图 1-3-1] 

 

[配图 1-3-2] 

 

下一次，我们将重点介绍 Perl 的输入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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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篇（4）：输入输出 

今天介绍 Perl 语言输入输出。输入输出分两类，一类是键盘输入和显

示屏输出，另一类是读和写文件。 

 

先介绍从键盘输入。 

在 Perl 中，尖括号<>表示读入一行，<STDIN>表示从标准输入流中

读取一行。<STDIN>会一直读取用户在键盘上输入的字符，直到用户

输入回车。如， 

my $line = <STDIN>; 

注意：回车符也会保存到变量$line 里。 

 

输出到显示器 

在 Perl 里用 STDOUT 表示输出的显示器（或终端界面）。例如： 

print STDOUT "Hello";  

一般把 STDOUT 省略掉，写成 print "Hello"; 

 

下面介绍读写文件， 

对读写文件来说有几种操作：打开文件 open，移动读写指针 seek，

读文件 read，写文件 write，关闭文件 close。 

 

open(filehandle, mode, filename); 

filehandle 是文件句柄，相当于文件的指针，一般用大写字母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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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 定义了文件操作模式：读<、写>、追加>>等。 

filename 是文件名，读的时候文件不存在则会报错，写的时候文件不

存在则会自动创建。 

返回值：0 表示失败，1 表示成功。 

 

例如， 

open(FIN, "<", "testcase.lst") || die "Cannot open file, $!";  

其中 FIN 是新定义的文件句柄，文件句柄不需要 my 修饰，也不需要

$符号。"<"和"testcase.lst"也可以合并在一起简写成"<testcase.lst"。

当文件打开失败，open 返回 0，||逻辑或后面的语句将会执行，die

函数输出文件不能打开的错误信息，并终止 Perl 脚本的执行。 

 

seek(filehandle, position, whence); 

filehandile 是文件句柄。 

position 是相对于 whence 相对偏移字节数。 

whence 是三个值：0 表示文件一开头，1 表示当前位置，2 表示文件

末尾。 

返回值 0 表示失败，1 表示成功。 

 

例如， 

seek(FIN, 54, 0); #相对于文件开头，偏移 54 个字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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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ek(FIN, -5, 2); #相对于文件末尾，偏移 5 个字符，注意偏移量用负

数。 

 

可以用<FIN>来读取文件一行，配合 while 循环就可读取整个文件。

如， 

my $file = ""; 

while(<FIN>){ 

    $file .= $_; 

} 

其中，$_是 Perl 的内置变量，跟据上下文，这里表示的是<FIN>刚刚

读入的一行数据。 

 

使用技巧 

使用<FIN>如何一次读入整个文件。下面是一个例子： 

open(FIN, "<testcase.lst"); 

{ 

    local $/ = undef;  #默认值是回车符 

    $file = <FIN>; 

} 

close(FIN); 

上面这段代码，用{}把 local $/ = undef 限定在局部作用域，不影响

全局的$/。当$/=undef 时，<FIN>就会一直读到文件末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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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myarray 一次性读入文件到数组，例如， 

my @myarray = <FIN>;  

 

利用 read()来读取任意字节（不要求是一行）。read 函数定义如下。 

read(filehandle, $buffer, length); 

filehandle 是文件句柄。 

$buffer 是一个标量，用来存放读取的数据。 

length 是要求读取的字节数。 

返回值是读取的实际字节数。如果读出错，则返回 undef。 

 

例如： 

my $buf; 

while(read(FIN, $buf, 1)); 

每次读一字节，直到文件最后。 

 

Perl 语言里当然也有读一行的函数 readline()，如： 

my $line = readline( *FIN );  

print "$line"; 

注意，函数传递文件句柄时前面要加星号*。 

 

print 和 printf 是写文件最常用的方法。用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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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nt filehandle ("$buffer"); 

printf filehandle ("format", arg1, arg2, ..., argN); 

例如， 

print FOUT ("#This is a test perl "); 

 

当然 Perl 也有 write()函数，一种用法与 printf 相同。另一种用法与

select()函数搭配使用，可以省去 write 函数的 filehandle，如： 

select(FOUT); 

write("Num is %d\n", 50); 

 

binmode(filehandle)用来设定以二进制方式读写文件，如： 

open(FIN, "<test.bmp"); 

binmode(FIN); 

seek(FIN, 54, 0); 

my $blue; 

read(FIN, $blue, 1); 

my $green; 

read(FIN, $green, 1); 

my $red; 

read(FIN, $red, 1); 

close(FIN); 

open(FOUT, ">test.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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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nt FOUT ("Pixel 1: rgb(%d, %d, %d)", $red, $green, $blue); 

close(FOUT); 

上面这段代码，先以二进制模式打开一幅 bmp 格式的图片，跳过 54

字节的文件头，读取第一个像素的蓝、绿、红三色。再把第一像素的

颜色值记录到一个文本文件。 

 

提醒一下，不管读还是写文件，最后不要忘记用 close(filehandle)函

数关闭文件。 

 

练习题： 

用 Perl 语言写一个回归测试的脚本程序：从文件读取 testcase 列表，

逐个调用仿真函数 run_sim()进行仿真，并把每个 testcase 仿真的结

果 PASS/FAIL 写入到汇总报告。（假设 run_sim()的输入参数就是

testcase 名，返回值 0 表示 PASS，返回值 1 表示 FAIL。） 

 

参考答案： 

[配图 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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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次，我们将重点介绍 Perl 语言的函数定义与调用。 

基础篇（5）：函数 

今天开始介绍 Perl 语言里的函数。 

 

函数的定义用 sub，如 

sub add2 { 

    my $para1 = shift(@_); 

    my $para2 = shift(@_); 

 

    my $ret = $para1 + $para2; 

    return $re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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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是一个加法的函数，add2 后面不需要像 C 语言写一个参数列表。

函数主体用{}括起来。 

@_是 Perl 的内置变量，保存着传递到函数的参数，shift()是取出第一

个参数，shift(@_);也可简写成 shift;。 

返回值用关键字 return。如果没有关键字 return，函数会返回最后一

个表达式的值。 

 

函数的调用有以下两种形式： 

my $val = add2(10, 20); 

my $val = &add2(10, 20); 

当函数定义在前调用在后用第一种；当函数调用在前定义在后用第二

种，第二种需要加一个&。 

 

当需要传递数组给一个函数时，通常把数组的地址（指针）作为参数

进行传递。如， 

sub add_arrary { 

    my $array_ref = shift; 

    my @myarray = @$array_ref; 

    my $ret = 0; 

    foreach my $e (@myarray){ 

        $ret += $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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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turn $ret; 

} 

my @test_array = (1, 2 , 3 ,4, 5, 6, 7, 8, 9); 

my $sum = add_array(\@test_array); 

上面的代码中，函数 add_array 的参数定义成一个标量，用来保存数

组的地址。在函数内部通过@$array_ref 将数组的地址恢复成数组。

在函数调用过通过\@test_array 取出数组的地址。 

 

函数的变量作用域 

一般来说，函数内的变量仅函数内有效。 

sub test { 

    my $a = 0; 

} 

my $a = 20; 

test(); 

print $a; 

将输出 20。 

 

如果需要在子函数内部控制外面的变量，外面的变量就需要 local 定

义，如： 

sub test { 

    $a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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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cal $a = 20; 

test(); 

print $a; 

将输出 0。 

 

如果需要在外面访问到子函数内部的变量，即变量不会在函数调用完

后消失时，子函数内部的变量用 our 定义。如， 

sub test { 

    our $a = 0; 

} 

our $a = 20; 

test(); 

将输出 0。 

 

练习题： 

用函数递归解决下面这个问题： 

有一只猴子吃一堆果子，已知每天吃昨天剩下的果子的一半再多一个，

直到第 10 天才吃完。问原来这堆多少个？ 

参考答案： 

[配图 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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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图 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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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篇 

  



 31 / 93 
 

高级篇（1）：正则表达式 

从今天开始，我们介绍 Perl 在 ASIC 应用中的高级篇。高级篇主要介

绍正则表达式、module、package、面向对象、进程等。 

 

 

正则表达式最常见的有两个应用，高级查找和替换。而替换的核心部

分也是查找。 

 

那么，我们如何定义这个查找（或者说叫匹配）的规则。匹配的基本

语法是： 

m/.../ 

匹配规则就写在 m 开头的两个斜杠之间。 

 

定义规则中的特殊字符称为元字符。元字符有以下这些（只列了常用

的，基本够用了）： 

分类一：(转义) 

\    反斜杠加接元字符表示转义，比如\+, \*, \?等，表示这些字符本

身 

\b    匹配单词边界 

\B    非单词边界 

\d    数字，就是 0-9 中的任一个字符 

\D    非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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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匹配大小写字母和下划线 

\W   非大小写字母和下划线  

\s    匹配空白字符，包括空格、制表符等 

\S    非空白字符 

\n    换行符，ASCII 的 0x0A 

\t    制表符 

\x    \x 后接十六进制数，匹配这个数的 ASCII 符号 

 

分类二： 

^    匹配开头 

$    匹配结尾 

.    区配除换行符以外的所有字符 

 

分类三：(匹配次数) 

*    匹配零次或多次 

+    匹配一次或多次 

?    匹配零次或一次 

 

分类四：括号(), [], {} 

()    圆括号表示取值，把()里的值存到$1, $2, ... , $n 里 

[]    表示多选一。如[abc]匹配 a 或 b 或 c。连续的字符可以简写，如

[a-z]，[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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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示[]里列出的其它字符 

{n}    匹配 n 次 

{n,m}    匹配 n 到 m 次 

|    分组，如 m/bill|mike/，表示 bill 或 mike 

？    当？跟在*，+，？等后面时，表示非贪婪模式。如， 

        my $test = "aaaaabb"; 

        $test =~ m/a+?/; 

        匹配的结果是"a"，而不是"aaaaa" 

     

Perl 的绑定操作符 

=~ 表示满足匹配 

!~ 表示不满足匹配 

如： 

if($tc =~ m/^tc_/){ ... } 表示如果$tc 变量以 tc_开头，则执行{}里的

语句。 

if($tc !~ m/^tc_/){ ... } 表示如果$tc 变量不以 tc_开头，则执行{}里

的语句。 

 

正则表达式的匹配模式 

i    忽略大小写 

m    多行处理，即字符串中的换行符把字符串分为多行。匹配时不能

越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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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单行处理，在这个模式下，元字符.可以匹配换行符 

x    允许正则表达式换行和加注释，忽略空白字符 

g    查到全局所有可能的匹配，即会匹配多次 

e    用于替换，表示替换的新值要先计算，如 

        s/(ab+c)/&replace($1)/e 

        表示查换 ab+c，并把找到的结果传给 replace()函数，用函数的

返回值来替换。这种方法可用于复杂的查找替换。这种用法，我在编

辑 APR 的 IO 坐标文件时实际用过，比 GVIM 或者 Emacs 的列填充

更强大。 

 

下面举几个例子： 

1.     m/(output|input|inout)\s+wire|reg\s*(\[.*\])?(\w+),/     脚 本

提取 RTL 端口定义 

2.     s/\s*(\w+)\s*/.$1\t\t($1)/    可 用 来 模 块 例 化 时 ， 自 动 连 接 端

口    

3.     my @testcase = `ls`; 

            foreach my $tc (@testcase){ 

                if($tc =~ m/^tc_/){ 

                    ...  #查找目录下的"tc_"开头所有的文件名，在写仿真

脚本时常用到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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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if($pwd =~ m/\/(trunk|tags|release)$/){ 

                ... #通过脚本确认当前目录是否是项目根目录 

            } 

 

Perl 正则表达式是非常博大精深的，需要在工作中慢慢积累。所以，

今天的练习题多一点，主要是想多提供一些实际使用场景，并自己动

手解决问题。 

 

练习题： 

1.    用正则表达式从 RTL 里抓取所有寄存器的路径。（用于自动产生

UVM 寄存器模型） 

        参考答案：读取寄存器相关的 verilog 文件，提取 output 端口，

根 据 output 端 口 所 在 文 件 ， 产 生 寄 存 器 的 路 径 ， 如

“tb.top.Idigital.u_reg_manage.u_cmd_page1.reg_d”。把端口和

路径存到哈希数组里。 

        然后，在读取 excel 格式的寄存器定义 spec，来哈希数组里查

找对应的路径。 

[配图 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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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图 2-1-2] 

 

[配图 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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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图 2-1-4] 

 

2.    用正则表达式把门级网表拆分成多个仅包含单个 module 的文件。 

 

       参 考 答 案 ： 完 整 代

码 http://www.exasic.com/example/split_netlist.zip 

[配图 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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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用正则表达式把 PR 网表中大小写敏感的 net 改成大小写不敏感。

（用于 calibre 做 LVS） 

 

        参考答案：网表中同时出现 N1 和 n1 的 wire 变量。我们把 N1

变成 N1_。 

[配图 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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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次，我们将开始介绍 module。 

高级篇（2）：模块 

今天我们来介绍模块（module）的使用，这是很重要的一部分。

模块可以让我们的代码具有层次、容易维护和复用。 

 

Perl 的 module 是什么? 

Perl 的 module 可以看作是完成特定功能的 Perl 库文件。 

  

如何定义一个 module? 

下面直接给出一个例子 mymodule.pm： 

package mymodule;   #mymodule 就是模块的名字 

  

#使用 Exporter 模块来导出变量和函数 

use vars qw(@ISA @EX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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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 Exporter; 

@ISA = qw(Exporter); 

@EXPORT = qw(subroutine1 subroutine2); 

  

my $var1; 

my $var2; 

sub subroutine1 { ... } 

sub subroutine2 { … } 

sub subroutine3 { … } 

  

#模块需要返回值 1 

1; 

  

简单的来说，Perl 模块函数的导出是通过预定义的全局变量@ISA 来

实现的。@ISA 数组里存放的是一些模块名。当在当前模块里找不到

函数定义时，就会去@ISA 数组里查找其它模块里没有没定义。 

比如上面的例子中，把模块名 Exporter 加入到@ISA 里，如果找不到

定义就会到 Exporter 模块里查找。 

我们先把 subroutine1 和 subroutine2 加入到全局数组@EXPORT

里，Exporter 模块会把@EXPORT 里的函数导出。 

而没有加入@EXPORT 的函数是私有的，只能在 module 内部调用。

上面的例子中，subroutine3()只能在 mymodule 模块内部被调用。 



 41 / 93 
 

  

注意：模块的后缀名是 pm，文件名必须与模块名相同。 

  

我们还需要把模块 pm 文件放到某个路径下，让 Perl 可以找到。默认

PERL 会在当前目录和 Perl 的安装目录的 lib 下面查找。当然我们也可

以用环境变量 PERL5LIB 增加指定查找目录，如 cshell 环境下： 

setenv PERL5LIB /home/xx/mypmlib 

使用自定义的模块查找目录更容易项目文件归档，不受 Perl 安装目录

限制。 

  

如何调用 module? 

下面给出一个示例 test.pl： 

#!/usr/bin/perl –w 

use strict; 

use mymodule;  #使用刚定义的模块 mymodule 

  

print subroutine1(para);  

print subroutine1(para); 

可以看到，在使用时自定义模块时，调用 mymodule 里的函数和本地

的函数没有什么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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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AN 查找 module 

http://search.cpan.org 是模块搜索网站，上面已经有超过 18 万个模

块，包括各种各样的应用。所以我们需要某个功能时，可以先去 cpan

上找找有没有现成的，不用自己从零开始。 

高级篇（3）：面向对象编程 

今天介绍 Perl 的面向对象编程。Perl 虽然是强大的面向过程的编程语

言，但 Perl 也完全支持面向对象。在 C++中，我们知道有类 Class，

对象 object，成员变量 member variables，方法 method，多态

Polymorphic 等。在 Perl 里也有对应的实现方法。 

 

类怎样定义？ 

在 Perl 中的“类”用 package 来定义，包里的函数就是类的方法

method。举个例子： 

package regbit; 

#new 函数即为构造函数 

sub new{ 

    my $class = shift; 

    my $self = { 

        hw_rst_val => shift; 

        sw_rst_val => shift; 

        val => shif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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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less($self, $class); 

    return $self;     

} 

sub init_regbit { 

    my $self = shift; 

    $self{'hw_rst_val'} = shift; 

    $self{"sw_rst_val"} = shift; 

    $self{"val"} = shift; 

} 

sub get_hw_rst_val { 

    my $self = shift; 

    return $self{'hw_rst_v'}; 

} 

sub get_sw_rst_val { 

    my $self = shift; 

    return $self{'sw_rst_v'}; 

} 

sub get_regbit_val { 

    my $self = shift; 

    return $self{"va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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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l 用 bless()函数来构造对象，通过 bless 把一个引用与这个类名关

联。new()函数的返回值$self 就是新创建的对象。其它方法 method

的第一个参数传进对象，后面的操作都是对这个$self 哈希结构操作。 

 

类的析构函数 

在 Perl 中，当最后一个引用释放时，会自动析构和存储空间释放。如

果你想在析构时做点什么，也可以显示定义析构函数。如下： 

sub DESTORY { 

    print "regbit: DESTORY called\n"; 

} 

 

类怎么使用？ 

my $obj = regbit::new(0x00, 0x01, 0x02); 

$obj->init_regbit(0x03, 0x04, 0x05); 

my $rst_val = $obj->get_regbit_val(); 

先使用双冒号::new()来创建对象，后续使用->来调动类的方法。 

 

Perl 的多态 

从上面的介绍来看，类就是用哈希数据结构存储的特殊的包 package。

那么 Perl 是不是就没有多态性了呢？当然不是。Perl 中可以通过预定

义的全局变量数组@ISA 来实现函数重写。上一讲介绍 Perl 的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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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ule 中，我们知道，如果在当前模块 module（模块也是包 package）

找到函数定义，就会去@ISA 数组里查找。下面举个例子： 

package regbit_extend; 

use regbit;  #use“基类” 

 

our @ISA = qw(regbit);  #把"基类"放到@ISA 里，供向上查找未定

义的方法 

sub new{ 

    my $class = shift; 

    my $self = { 

        hw_rst_val => shift; 

        sw_rst_val => shift; 

        val => shift; 

        rtl_val => shift;   #新加的 

    }; 

    bless($self, $class); 

    return $self;     

} 

sub init_regbit { 

    my $self = shift; 

    $self{'hw_rst_val'} = shift; 

    $self{"sw_rst_val"} = shi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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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lf{"val"} = shift; 

    $self{"rtl_val"} = shift;  #新加的 

} 

#这个“派生类”里下面这几个方法没有定义 

#sub get_hw_rst_val {} 

#sub sub get_sw_rst_val {} 

#sub get_regbit_val {} 

上面这个例子里，我们新创建了一个类，并把“基类”regbit 加到

@ISA 里，当遇到当前没有定义的方法时，就会去基类里查找，从而

实现的多态性。 

 

Perl 的重载 

Perl 用 overload 来实现重载，包括重载操作符、重载函数等。例如， 

use overload '+' => \&myadd;  #定义了加号运算符+重载 

sub myadd { 

    my ($x, $y) = @_; 

    my $value = ref($x) ? $$x : $x; 

    $value += ref($y) ? $$y : $y; 

    return bless(\$value, ref($x)); 

} 

下一次我们将介绍 Perl 的进程。 

高级篇（4）：多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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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给大家介绍 Perl 的多进程。 

 

 

和 SystemVerilog 的 fork join/join_any/join_none 类似，在 Perl

中也有一个 fork()函数。多进程即并行执行的意思。一般 VCS 和 NCSim

都是单个 CPU 跑仿真，为了加快速度，我们采用并行化，用多个 CPU

核同时跑多个仿真。那么我们的回归测试脚本就可以用 fork()开多个

进程，具体实现方法方法我们后面会介绍到。 

 

 

如何新建一个子进程 

 

先来看 Perk 中的 fork()的使用方法。在 Perl 中用 fork()函数创建子

进程。根据 fork()函数的返回值来判断当前进程是子进程还是主进程。

子进程返回值是 0，主进程返回值是子进程 ID 号（不为 0）。下面是

一个例子： 

 

 

my $ret = fork(); 

if ($ret == 0) { 

  #这里是子进程 

  &do_somet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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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it(0); 

 

} else { 

  #这里是主进程 

  &main_routine(); 

 

} 

#这里继续主进程 

 

这个例子中，新开一个子进程，在子进程中执行 do_something()函数，

同时主进程立即执行 main_routine()函数，不需要等待子进程执行完。 

 

 

当然我们要主进程里也可以用 wait()函数来等待子进程执行结束，返

回值是子进程的 ID。另一个函数 waitpid()等待指定的子进程结束，

waitpid(proid, waitflag)。例如， 

  

my $procid1 = fork(); 

my $procid2; 

 

if ($procid1 == 0) { 

  #子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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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int("this line is printed first\n"); 

  exit(0); 

} else { 

  #主进程 

  $procid2 = fork(); 

  if($procid2 == 0){ 

    #子进程 2 

 

    print("this line is printed second\n"); 

 

    exit(0); 

 

  }else{ 

  waitpid ($procid1, 0); 

  print("this line is printed third\n"); 

  } 

 

} 

 

 

上面的例子中，我们新建了两个子进程 procid1 和 procid2。在主进

程中，先等待子进程 procid1 执行结束后，再执行后续的功能。相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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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SystemVerilog 中的 fork join_any。 

[配图 2-4-1] 

 

 

子进程间怎样通信 

Perl 多进程之间的通信方式有管道 pipe、信号 signal、Socket 等。

还可以用读写同一个文件来交互信息。进程间用管道 pipe 通信的一个

例子。 

 

 

 

pipe (INPUT, OUTPUT); #建立管道，把 INPUT 和 OUTPUT 连接起来 

 

my $retval = fork(); 

if ($retval == 0) { 

  #子进程 

  close (OUTPUT); 

  $line = <INPUT>; #读取主进程发来的消息 

 

  print ($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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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it (0); 

} else { 

  #主进程 

  close (INPUT); 

  print OUTPUT ("Hello child process\n"); #主进程给子进程

发消息 

} 

 

 

这个例子中，先用 pipe()建立管道，当从 OUTPUT 写入信息，从 INPUT

就可以读出信息。调用 fork 之后，pipe()的 INPUT 和 OUTPUT 在子进

程中也复制了一份（INPUT 和 OUTPUT 为地址引用）。如果主进程发消

息给子进程则在主进程中 close(INPUT)且子进程中 close(OUTPUT)。

如果子进程发消息给主进程则在主进程中 close(OUTPUT)且子进程中

close(INPUT)。如果需要双向通信则需要建立两个管道。 

 

 

用文件作为进程间的通信的原理很简单，就是一个进程把消息写入文

件，另一个进程打开文件查看消息。但要保证多一个进程不会同时操

作这个文件。现实方法就是给文件加锁：操作前加锁，操作完解锁。

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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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 $procid1 = fork(); 

my $procid2; 

 

if ($procid1 == 0) { 

  #子进程 

  open(OUTPUT, ">tmp.txt"); 

  flock(OUTPUT, LOCK_EX); 

 

  ... 

  close(OUTPUT); #关闭文件句柄就会自动解锁 

 

  exit(0); 

} else { 

  #主进程 

  $procid2 = fork(); 

  if($procid2 == 0){ 

    #子进程 2 

 

    open(INPUT, "<tmp.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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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lock(INPUT, LOCK_EX); 

    my $line = <INPUT>; 

    ... 

    close(INPUT); 

 

    exit(0); 

 

  }else{ 

  wait(); 

  print("all child process exit\n"); 

  } 

 

} 

每个子进程对文件的操作都加锁和解锁，保证同一时刻只有一个进程

在操作文件。 

 

Perl 里是否有多线程 

 

是的，Perl 有多线程，通过模块 use Thread 来实现。多线程就不展

开 了 ， 需 要 的 话 可 以 参 考 官 方 帮 助 文 档

http://perldoc.perl.org/Thread.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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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习题： 

假设有一个 testcase 列表文件 tc.lst，用 Perl 的多进程编一个脚本

实现如下功能： 

1. 建立四个并行的进程 

 

2. 每 个 进 程 都 是 从 tc.lst 中 取 一 个 testcase 并 调 用

run_sim(testcase)仿真函数，每取一个 testcase，tc.lst 中就会少

一个。 

 

3. 每个进程仿真完一个 testcase，就立即从 tc.lst 中再取一个进行

仿真，直至所有 testcase 都仿真完。 

 

    参考答案：见 实战篇(2):回归测试脚本 

 

 

 

下一次我们将介绍 Perl 在 ASIC 中的应用——实战篇。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yMjYxNzA4NQ==&mid=2247483722&idx=1&sn=34944bae021513734e28918e5e1e4e63&chksm=e82b8dd8df5c04cee3fe43862e4c641a18d2c67067ed8732f406c8b3d8ec392b4111ebe3a85f&scene=21#wechat_redir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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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战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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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战篇（1）：仿真脚本 

经过了 Perl 语言的基础篇和高级篇，大家应该对 Perl 已经有了比较

全面的了解。然后就需要在项目中多练习、多实践。一切重复性的、

人工易错的、需要自动化的地方都可以用 Perl 来提高工作效率。记住

一点：我们学 Perl 的最终目的是提高工作效率。 

 

今天我们介绍用 Perl 语言来实现仿真脚本。 

 

对仿真来说有这么几个步骤： 

1. 准备阶段 

2. 调用仿真软件如 NC、VCS 进行前仿或后仿 

3. 分析仿真报告 

4. 看波形调试 

 

分析需求 

详细分析下我们仿真脚本的需求， 

准备阶段：准备阶段可能需要建立仿真目录、清理仿真目录、拷贝

testcase.v、读入各种 file list、调用 nLint 检查代码语法错误等。 

仿真阶段：仿真阶段就是设置各种仿真参数，如 timescale、宏定义、

仿真 model 及搜索路径，并调用 NC、VCS 等仿真工具。 

分析报告：仿真结束后，能够分析出仿真是成功还是失败，并给出总

结性的提示。如果出错，可以分析具体出错位置及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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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形调试：仿真完后，支持看波形、单步调试等。 

 

细化功能 

1. 建立仿真目录 

2. 清理目录 

3. 拷贝测试文件 

4. 读入 file list 

5. 检查语法 

6. 设置仿真参数 

7. 仿真 

8. 分析报告 

9. 调用 Verdi 调试 RTL 

10. 调用 NCSIM 和 DVE 单步调试 Testbench 

 

实现方案 

 

参数定义 

首先，我们的仿真脚本要能接受用户的不同选项，跟据选项进行不同

的操作。我们用 Perl 的模块 Getopt::Long，这是 Perl 自带的库

lib\Getopt\Long.pm。我们举个例子： 

use Getopt::Long; 

my %args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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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tOptions(\%args, "help|h", "nlint", "verdi", "tc=s", "post=s", 

"clean", "gui", "sim=s"); 

这个例子中，使用了 Getopt::Long 模块里的函数 GetOptions。第一

个参数\%args 是一个哈希数据，前面的\表示是引用，相当于取地址。

从第二个参数开始，描述的是“KEY”=“Value 类型”。等于号右边

是 Value 的类型，常用的有 s（字符串）、i（整形数字）、f（符点型）

等。比如“post=s”，在调用时就可以写作-post=max 或-post=min。

等于号右边的类型可以省略，类似 Verilog 里`define A 和`define 

A=5 的区别。比如“nlint”在调用时可以写作-nlint。 

 

参数的判断和使用 

我们可以判断哈希 key 是否存在来判断参数是否定义。如， 

if(exists $args{'nlint'}){  #判断是否要调用 nLint 来检查语法 

  &run_nlint(); 

} 

if(exists $args{'post'}){  #判断当前是不是后仿 

  if($args{'post'} eq "max"){ ... }  #slow corner 后仿 

  elsif($args{'post'} eq "min"){ ... } #fast corner 后仿 

  else { ... } #typical corner 后仿 

} 

 

建立仿真目录和清理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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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开始仿真前，我们通常需要为每个 Testcase 建立单独的仿真目录。

可以从$args{"tc"}来取得 Testcase 名。如， 

mkdir("$args{'tc'}");  #建立以 Testcase 名命名的目录，即我们的仿

真目录 

chdir("$args{'tc'}");    

mkdir("report");        #并建立 report 和 log 等子目录 

mkdir("log"); 

&run();                       #调用仿真函数，开始仿真 

如果是重新仿真，可能需要先清理一下仿真目录的临时文件。方法如

下： 

if(exists $args{"clean"}){ 

  system("rm -rf INCA_*");  #或者 

  system("rm -rf csrc simv"); 

} 

 

拷贝测试文件 

某些时候，我们需要把 testcase1.v 或 testcase2.v 复制到仿真目录，

并重命名成 tc.v。示例代码如下， 

system("cp prj/tc/testcase1.v tc.v");  #或者 

use File::Copy; 

copy("prj/tc/testcase1.v" "tc.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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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入 File List 

很多时候为了不同项目间复用仿真脚本，我们把项目相关的东西放到

配置文件里。如 RTL，tb/tc，工艺库，模拟电路仿真 model 等分开

放到几个文件列表里。比如我们有 RTL 文件列表： 

top.v 

a.v 

b.v 

c/c.v 

d/d.v 

读 RTL 脚本如下： 

my $rtl = ""; 

my $file; 

open(RTL_FLIST, "<rtl.flist"); 

while(<RTL_FLIST>){ 

  $file = $_; 

  if($file =~ m/^\s*\/\//){ next; }  #忽略注释行 

  chomp($file); 

  $rtl .= " prj/rtl/$file";  #拼接成 RTL 列表 

} 

其它配置文件也用类似的方法读入。有人会有疑问为什么不用 nc 或

vcs 的-f 参数？因为自定义格式的配置文件更灵活，也不需要关心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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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路径，这些在 Perl 脚本里都可以自动处理好。可以更方便地复用到

综合脚本、LEC 脚本等。 

 

调用 nLint 与 Verdi 

这两个功能与仿真是互斥的，就是说，语法检查时就不仿真，仿真就

不会看波形调试。如果同时设置了 nlint，verdi，和仿真的参数，那

么我们要做好优先级。一般来说 nlint>verdi>仿真，所以， 

if(exists $args{'nlint'}){ 

  &run_nlint(); 

  exit;   #nlint 结束后退出 

} 

if(exits $args{'verdi'}){ 

  &run_verdi(); 

  exit;   #verdi 结束后也退出 

} 

&run_sim();  #当不存在 nlint 和 verdi 时才做仿真 

 

设置参数及仿真 

通常会设置 timescale、define、前仿选 RTL 后仿选网表等，这些主

要是与仿真工具相关的。另外，我们还可以同时兼容 NC 和 VCS，方

法如下： 

if(exists $args{'sim'} eq "v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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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un_vcs(); 

}elsif(exists $args{'sim'} eq "nc"){ 

  &run_nc(); 

} 

另外，我们一般还会统计仿真所花时间： 

my $start_time = `date +%s`;   #记录仿真开始的时间 

&run_sim(); 

my $end_time = `date +%s`;   #记录仿真结束的时间 

my $delta_time = $end_time - $start_time;  #计算仿真花费的时

间（单位：秒） 

&hms($delta_time);  #把秒转换成时分秒 

 

分析报告 

举个简单的例子，我们可以搜索仿真 log 有没有 FAIL 或 ERROR 字符，

来判断仿真结果，并记录到一个总结性的报告里。如： 

if(`grep -P "FAIL|ERROR" ./log/sim.log` == 0){ 

   print(FSUMMARY, hms($delta_time) . "$args{'tc'} FAIL\n"); 

}else{ 

   print(FSUMMARY, hms($delta_time) . "$args{'tc'} PASS\n"); 

} 

 

单步调试 



 63 / 93 
 

在 NC 和 VCS 里开启图形界面的参数都是-gui，所以我们只需要增加

设置这个选项即可。如： 

if($args{'gui'}){ 

    $cmd .= " -gui"; 

} 

 

总结一下 

在这里我们用 Perl 实现了一个简单的仿真脚本，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如果你觉得还不够完善，那你可以去思考如何改进。本文如果能起到

抛砖引玉的作用就足矣。 

 

下一次我们将介绍回归测试的脚本。 

 

实战篇（2）：回归测试脚本 

今天介绍用 Perl 实现回归测试脚本。 

 

回归测试是指修改了 RTL 后，重新进行测试以确认修改没有引入新的

错误或导致其他代码产生错误。在芯片开发的各个阶段，特别是后期

会进行多次回归测试。 

 

分析背景 

回归测试的特点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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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为保证回归测试的效果，选用的 testcases 多 

2. 仿真时间长，短则几小时，多则几天到数周。 

3. 占用大量服务器资源 

传统的解决方法是在夜间服务器较空闲的时候跑回归测试。因此，无

需人工看管也是基本要求之一。 

 

整理需求 

因此，我们的回归测试脚本需要实现以下几个 Features： 

1. 读入 testcase 列表 

2. 一个 testcase 仿真完后，自动立即仿真下一个 

3. 多进程仿真，加快仿真速度 

4. 自动生成测试报告 

5. 仿真 FAIL 时，自动增加 Dump 波形选项，重新跑一次仿真。 

6. 两个 testcases 之间判断 CPU 负载是否过重，等待 CPU 较空闲时再

继续仿真 

 

实现方案 

1. 读入 testcase 列表文件与多进程仿真控制 

还记得《Perl 在 ASIC 中的应用——高级篇（4）：多进程》最后练习

题吗？那题就是回归测试里的情形，我们在这里来实现它。（需要看

原题的，可以点击公众号菜单的“历史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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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 $proc_num = 4;  #4 个进程 

my @procids = (); #存放子进程的 ID 号，方便需要 kill 

for(my $i=0; $i<$proc_num; $i++){ 

    my $pid = fork(); 

    if($pid == 0){ 

       #这里是子进程 

       while(1){ 

           while(cpu_load() > 0.7);  #当 cpu 资源使用超过 70%时，

暂停仿真 

           lock_tc_list(); #多进程文件加锁 

           if(get_tc() != 0){ run_sim(); } #如果取到一个 testcase 就开

始仿真 

           else { exit(0); } #如果取不到 testcase，即 testcase 列表为

空，表示全部仿真结束，退出子进程。 

           unlock_tc_list(); #多进程文件解锁 

       } 

    }else{ 

       push(@procids, $pid); #存入进程 ID 号 

    } 

} 

#后续的主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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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的几个函数说明： 

get_tc() #取文件第一行，获得一个 testcase 名，并从文件中删掉此

行。 

lock_tc_list() 和 unlock_tc_list() 目 的 是 为 了 避 免 多 进 程 同 时 操 作

testcase 列表文件。 

run_sim()函数是调试仿真脚本，在上一篇文章中介绍得比较详细。在

回归测试里，为了终端显示简洁，用>/dev/null 2>&1 把仿真过程不

在屏幕上显示。屏幕上只显示总结性报告即可，例子见“自动生成测

试报告”。 

 

 

2. 自动生成测试报告 

举个例子，我们可以复用仿真脚本的自动报告实现方法。搜索仿真 log

有没有 FAIL 或 ERROR 字符，来判断仿真结果，并记录到一个总结性

的报告里。如： 

my $now = `date +%Y-%m-%d' '%H:%M%S`; 

open(REGRESSION_REPORT, ">>../regression.rpt"); #追加报告到

文件 

if(`grep -P "FAIL|ERROR" ./log/sim.log` == 0){ 

   print(REGRESSION_REPORT, $now . hms($delta_time) . 

"$args{'tc'} FAIL\n"); #记录到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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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int($now . hms($delta_time) . "$args{'tc'} FAIL\n"); #显示在

终端 

}else{ 

   print(REGRESSION_REPORT, $now . hms($delta_time) . 

"$args{'tc'} PASS\n"); #记录到文件 

   print($now . hms($delta_time) . "$args{'tc'} PASS\n"); #显示在

终端 

} 

 

最终报告看起来像下面这个样子： 

2017-5-8 03:02:46 3h:5m:21s tc_func_a PASS 

2017-5-8 05:23:01 2h:20:56s tc_func_b FAIL 

... 

 

3. 失败重新仿真 

my $result = run_sim(); #仿真 

       if($result == "FAIL" && !exists $args{'dump'}){  

          #如果仿真失败，且没有 dump 波形，就打开 dump 波形选项，

重新仿真一次。 

          run_sim("-reru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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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加快仿真速度，默认 dump 波形的选项是关闭的，当仿真

失败时再打开 dump 选项重新仿真。即加快了大部分 testcase 仿真

的速度，也方便后续调试仿真失败的 testcase。 

 

总结一下 

脚本没有最好的，只有适用的。每家公司每个项目的情况和需求都不

尽相同，我们需要根据实际情况来增减功能。 

 

下一次我们将介绍 Perl 在网表后处理中的应用。 

实战篇（3）：网表处理 

首先感谢各位在 IC 行业艰苦奋斗的童鞋对 ExASIC 的关注，由于有大

家的鼓励和支持，本公众号现已成功开通原创、留言、赞赏等功能。

我会继续分享工作经验和方法，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方向。 

 

 

今天开始讲 Perl 语言在网表处理中的一些应用。我们都听说 Perl 的

优势是文本处理，而我们的网表正是有一定语法格式的文本。简单点

说，就是用 Perl 对网表中的内容进行高级查找替换。 

 

我们看一些实际中遇到的需求： 

1. 在综合网表的开头插入一些注释，比如网表产生的时间日期。 

2. 用 buffer 替换网表中的 assign 语句。 



 69 / 93 
 

3. 把寄存器 register file 模块的 DFF 全部替换成同时带复位 reset、置

位 set、输出 Q 和 Q 非的 DFF。 

4. 把网表 wire 名称大小写敏感转成大小写不敏感。 

 

插入注释 

原理：用 Perl 先读入原网表到内部数组，利用数组的索引确定插入的

位置。 

例如 

#读入原网表 

my @netlist; 

open(FH_I, "<digital.v"); 

@netlist = <FH_I>; 

close(FH_I); 

#定义待插入的内容 

my $now = `date +%Y-%m-%d' '%H:%M:%S`; 

my $insert = "//this netlist is generated on $now\n"; 

#插入并写出网表 

my $len = $#netlist; 

open(FH_O, ">digital_new.v"); 

my $num = 10; #指定插入的行号 

my $i; 

for($i=0; $i<$num - 1; $i++){  #先输出插入行之前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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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int FH_O shift(@netlist); 

} 

print FH_O "$insert";               #输出新插入的内容 

for($i=$num - 1; $i<=$len; $i++){   #最后输出剩下的内容 

    print FH_O shift(@netlist); 

} 

上面这段 Perl 代码实现了在指定行号位置插入文件。如果指定行号为

0，就表示插在网表的开头。如果指定行号为$len+1，就表示插在网

表末尾。这段代码是不是很简单？有人说“我可以用 sed 命令一行代

码就实现了”。是的，sed 命令的确很好用。Perl 的优势是灵活、高

效，适合较复杂的情形，并且对超大型网表速度也很快。 

 

处理 assign 语句 

在综合或者 PR 网表里，偶尔会出现 assign 语句。当然在综合时应该

首先尽量用 DC 或 RC 去处理 through 型连线，multiple port net，

常量等。我们这里的办法只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对于一条 assign 语句

格式通常如下： 

    assign B = A; 

而 BUF 的例化格式： 

    BUF0 u_buf_fix_assign_0 (.Z(B), .I(A)); 

所以我们需要一个高级查找替换，帮我们做这个事情。如果网表中有

多处 assign，那么 BUF0 的例化名需要每次加 1。 



 71 / 93 
 

my $netlist = ""; 

open(FH_I, "<digital.v"); #读入网表 

while(<FH_I>){ 

    $netlist .= $_; 

} 

close(FH_I); 

#查找替换 

local $i = 0; #子函数里可以修改 

 

$netlist =~ 

s/^\s*assign\s+(\w+)\s*=\s*(\w+)\s*;/&replace_assign($1, 

$2)/ge; 

open(FH_O, ">digital_new.v"); 

print FH_O "$netlist"; 

close(FH_O); 

 

sub replace_assign { 

    our $i; 

    my $B = shift; 

    my $A = shift; 

    my $ret = "\tBUF0 u_buf_fix_assign_$i (.Z($B), .I($A));\n"; 



 72 / 93 
 

    $i++; #用全局变量 

 

    return $ret; 

} 

上面利用正则 s///e 来调用子函数实现复杂的替换，而 s///g 用来做

全局替换。 

 

DFF 换类型 

为了方便做 ECO 把 register file 的 DFF 换成同时带复位 reset、置位

set、输出 Q 和 Q 非的 DFF。比如有 DFFR 和 DFFSRQ： 

DFF u_dff (.Q(Q),  

                    .CLK(CLK),  

                    .R(R),  

                    .D(D)); 

DFFSRQ u_dff (.Q(Q),  

                    .QN(),  

                    .CLK(CLK),  

                    .R(R),  

 

                    .S(tiehi_net),  

                    .D(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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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就可以查找 reg_file 中的 DFF 替换成 DFFSRQ。初一看和 assign

处理的情况有点类似，但又有点不一样。不一样在这里的 install 写成

了多行。我这里就只写出替换部分的代码： 

$netlist =~ s/^\s*DFF\s+(\w+)\s+\(    #取 instance 名 

                             \.Q\(        (\w+)  \),   #取 Q 的 wire 

                             \.CLK\(   (\w+)  \),   #取 CLK 的 wire 

                             \.R\(        (\w+)  \),   #取 R 的 wire 

                             \.D\(        (\w+)  \)    #取 D 的 wire 

                             \);/&replace_dff($1, $2, $3, $4, 

$5)/xge; 

sub replace_dff { 

    my $inst = shift;  

    my $Q = shift; 

    ... 

    my $ret =  "DFFSRQ u_dff (.Q($Q), \n"; 

    $ret .= "                .QN(), \n"; 

    $ret .= "                .CLK($CLK), \n"; 

    $ret .= "                .R($R), \n"; 

    $ret .= "                .S(tiehi_net),  \n"; 

    $ret .= "                .D($D)); \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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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童鞋可能已经注意到了 s///x，这里的 x 是为了正则表达式可以换

行、加空白字符，还可以加注释。是不是很方便？ 

 

大小写敏感变不敏感 

在 verilog 里是大小写敏感的，仅大小写不同的变量，如 ABC、abc、

Abc 是三个不同的变量。但模拟电路里通常不做区别，认为是同一个

变量。所以在用 calibre 做 chip 层 LVS 时，需要大小写不敏感的数字

电路。我们假设网表里有： 

wire n1; 

wire n2; 

wire N1; 

wire N2; 

wire n3; 

一个简单粗暴的方法是把所有大写的“N 加数字”的变量后面加上下

划线，即 N1->N1_，N2->N2_，N3->N3_，虽然 N3 不需要转换。 

s/^\s*wire\s+N(\d+)\s*;/\twire N$1_;/g 

所有 instance 连线的地方也需要转换。 

s/\.(\w+)\s*\(N(d+)\)/.$1(N$2_)/g; 

 

我们接着寻找更好的解决方案： 

把网表拆分成若干个单个模块，在每个模块内查找大小写敏感的变量，

然后再逐个转换。这个就当作今天的练习题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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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次，我们介绍 Perl 的图形界面编程在仿真和测试中的应用。 

实战篇（4）：图形界面编程 

今天我们介绍 Perl 的图形界面编程在芯片验证和测试中的应用。 

 

在芯片验证中，我们可能需要用软件模拟实际使用的场景，提供一个

直观的操作界面来和 RTL 联合仿真。比如鼠标点击模拟实际按键 -> 

通过 DPI 接口来触发 RTL 的信号 Key1_press 的 toggle -> RTL 仿真

得到结果 -> 通过 DPI 接口把结果显示到联合仿真的图形界面上。 

 

在 FPGA 验证和测试中，我们经常需要有一个图形界面来调节 RTL 或

芯片寄存器参数和发送测试数据。 

 

Perl 在图形界面编程方面提供了 Tk 接口，可以直接调用 Tk 库来实现。

由于 Perl 的灵活性，在规模较小的测试软件中有广泛的应用。Perl

有两个 Package 提供了对 Tk 的封装：Tk 和 Tkx。在较新的 Perl 里

已经集成了这两种包（cpan 的链接地址： 

Tk: https://metacpan.org/pod/distribution/Tk/Tk.pod ，

Tkx:https://metacpan.org/pod/Tkx）Tkx 的优势是只对 Tk 库作基

本 的 封 装 ， 可 以 直 接 参 数 Tk 的 帮 助 文 档

（http://www.tcl.tk/man/tcl8.5/TkCmd/contents.htm）。（注：

公众号不支持外链，自己复制到浏览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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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主要介绍用 Tkx 来实现图形界面编程。首先来看一个 Hello 

world 的例子： 

use Tkx; 

my $mw = Tkx::widget->new("."); #新建一个顶层窗口 

$mw->new_button(                        #新建一个按钮 

        -text => "Hello world",            #指定按键上的文字 

        -command => sub { $mw->g_destroy; }    #点击按钮时执行

的函数 

)->g_pack; 

Tkx::MainLoop();    #开始主循环，等待鼠标和键盘的 Event 

上面的代码，先新建一个顶层窗口，在窗口里新建一个按钮，并指定

了点击按钮时执行的函数 sub{}，最后进入事件主循环等待鼠标按键。 

运行效果如下： 

[配图 3-4-1] 

 

我们现在举一个 FPGA 验证项目中的实际例子。最终效果如下图： 

[配图 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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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分析 

1. 可通过图形界面来设置 RTL 的寄存器。 

2. 可通过图形界面来发送测试图片。 

 

解决方案 

1. 用 checkbutton 来描述 Enable/Disable 类的寄存器。用 spinbox

来描述数值型寄存器，可以点击上下箭头使数值加减一。 

2. 用一个 entry 和 button 来选择测试图片的路径，并用一个 button

作 为 测 试 图 片 的 发 送 按 钮 。 因 为 图 片 发 送 比 较 慢 ， 所 以 用 一 个

ttk::progressbar 来显示测试图片发送进度。 

 

实现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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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窗口 

my $mw = Tkx::widget->new(".");  #根节点是"." 

$mw->g_wm_title("Project XXXX Image Process FPGA 

Verification GUI"); #设置标题 

$mw->g_wm_geometry("600x400"); #设置窗口大小 

 

#checkbuttom 

my $ce_en_val = 0; #定义与 checkbutton 关联的变量 

$mw->new_label(-text=>"Color Enhance")->g_grid(-row=>0, 

-column=>0); 

$mw->new_checkbutton( 

    -text=>"Enable", 

    -variable=>\$ce_en_val)->g_grid(-row=>0, -column=>1); 

关联变量\$ce_en_val 为 0 时，checkbutton 显示不选中状态，当

\$ce_en_val 为 1 时，checkbutton 显示选中状态。另一方面，当用

鼠标选中 checkbutton，checkbutton 就会变成 1。事件关联变量

\$ce_en_val 开 头 的 \表 示 引 用 。 其 中 的 label 是 一 个 显 示 文 字 的

widget，一般做提示用途。 

 

#spinbox 

my $coeffh0_val = 0x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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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w->new_label(-text=>"coeffh0")->g_grid(-row=>1, 

-column=>0); 

$mw->new_spinbox(-from=>0, -to=>255, -width=>10, 

-textvariable=>\$coeffh0_val)->g_grid(-row=>1, 

-column=>1); 

我们设置 spinbox 的最小值-from 0 和最大值-to 255，并关联变量

\$coeffh0_val。这样我们就可以点鼠标调节值的大小了。 

 

#entry & button 

my $bmpfile; 

$mw->new_label(-text=>"BMP Data:")->g_grid(-row=>15, 

-column=>0); 

$mw->new_entry(-width=>50, 

-textvariable=>\$bmpfile)->g_grid(-row=>15, -column=>1, 

-columnspan=>4); 

$mw->new_button( 

    -text=>"Location", 

    -width=>12, 

    -height=>2, 

    -command=>sub{ &my_open; } 

    )->g_grid(-row=>15, -column=>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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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这段代码，新建了一个文本框 entry，用来显示测试图片的路径，

并 与 变 量 \$bmpfile 关 联 。 再 新 建 一 个 按 钮 button ， 关 联 函 数

&my_open，当点击按钮时，就会执行 my_open 函数。my_open

函数如下： 

sub my_open { 

    my $f = Tkx::tk___getOpenFile( 

        -parent => $mw, 

    ); 

    $bmpfile = $f; 

} 

my_open 函数调用 Tkx::tk___getOpenFile()文件选择对话框，用户

选择文件并确定后，返回文件路径。我们把返回值存到$bmpfile 全局

变量里。效果如下： 

[配图 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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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我们来实现发送测试图片按钮和发送进度条显示。 

my $pb_val = 0; 

$mw->new_label(-text=>"Progress:")->g_grid(-row=>16, 

-column=>0); 

$mw->new_ttk__progressbar(-orient=>"horizontal", 

-length=>350, -mode=>"determinate", 

-variable=>\$pb_val)->g_grid(-row=>16, -column=>1, 

-columnspan=>4);     

$mw->new_button( 

    -text=>"Apply", 

    -width=>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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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ight=>2, 

    -bg=>"green", 

    -command=>sub{ &apply_to_fpga; })->g_grid(-row=>16, 

-column=>5); 

我们新建进度条 widget，并与变量\$pb_val 关联。我们再发送测试

图片时，先读出图片的分辨率大小，计算总的数据量。每发送一个数

据包，就更新下$pb_val 的值，0~100 之间的整数。0 表示 0%，100

表示 100%。再新建发送按钮，并关联&apply_to_fpga 函数。具体

代码如下： 

sub write_bmp { 

    my $testfile = shift; 

    ...     

    $pb_val = 0; 

    print "SEND $testfile to FPGA by UART.COM3 ... 00%"; 

     

    $perc_old = 0; 

    $perc_new = 0; 

    for($i=0; $i<=0xe1002; $i=$i+64) 

    {         

        #send packet here 

        ...         

        $perc_new = int($i * 100 / 0xe1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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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f($perc_new > $perc_old) 

        { 

            $perc_old = $perc_new; 

            $pb_val = $perc_new; 

            Tkx::i::DoOneEvent(0);   #刷新进度条显示 

            printf("%c%c%c%02d%%", 0x08, 0x08, 0x08, 

$perc_old); 

        } 

    } 

    $pb_val = 100; 

    print " DONE!\n"; 

    ... 

} 

其中，Tkx::i::DoOneEvent(0)用来强制刷新进度条。 

 

最后再来讲一个 Perl Tkx 里的布局函数 g_grid()。g_grid 有两个常用

参数-row 和-column。g_grid 是一种表格型的布局方法，row 和

column 用来指定放在第几行第几列。 

[配图 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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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 需 要 跨 行 或 跨 列 时 用 -columnspan 。 如 -column=>1, 

-columnspan=>4 表示从第一列开始，宽度占 4 列，也就是到第五

列结束。 

 

 

完整代码请到这里下载： 

http://www.exasic.com/example/project_xxxx_debug_gui.pl 

Perl 的图形界面编程的资料较少，本文也只是开了个头，希望能起到

抛砖引玉的作用。如果遇到问题还需要多查看本文开头提到的那些官

方文档。 

 

下一次我们将介绍 Perl 的网络编程（TCP/IP）在芯片验证中的应用。 

实战篇（5）：网络编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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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介绍 Perl 在网络编程方面的应用，包括 TCP/UDP 通信、发送邮

件 SMTP 等。在芯片验证时，可以建立一个 tcp server，用来收集分

布在不同服务器上仿真的回归测试结果。发送邮件的脚本则可以把回

归测试结果发送出来，而不用不停的登陆服务器查看结果。 

 

TCP/UDP 通信分为 Server 端和 Client 端。在 Perl 里可以使用

IO::Socket 包来实现。 

 

1、我们先建立 Server 端。 

如下，使用 new 函数，并指定本机的 IP 为 127.0.0.1、端口 27555、

使用 tcp 协议、和监听的客户端数量 5。 

 

use strict; 

use IO::Socket; 

 

my $socket = IO::Socket::INET->new( 

    LocalAddr => "127.0.0.1",   #本机 

    LocalPort => "27555", 

    Proto => "tcp", 

    Listen => 5 

    ) || die "Can't build tcp server\n"; 

print "TCP Server is running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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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ile(1){  #作为 server 端，永远不会结束运行 

    my $client_socket = $socket->accept();  

    #用 accept()函数等待从 client 端过来的请求 

    print "Client connected\n"; 

 

    #receive data till 'end' 

    my $rev = ""; 

    while(1){ 

    my $tmp = ""; 

    my $client_addr = $client_socket->recv($tmp, 1024, 0); 

    if($tmp ne ""){ $rev .= $tmp; }         

 

    if($rev =~ m/end/){ last; } 

    #由于 recv 是 noblocking 的方式，所以我们一直读，直到读到 end

时退出 

    } 

 

    #print & reply  

    print "$rev"; #接收到 end 后，打印出 client 传过来的数据，也

可以写到 log 文件 

    $client_socket->send("server received successfully\n", 



 87 / 93 
 

0); #send()回复数据 

 

    close($client_socket); #关闭当前 client 连接 

     

} 

 

close($socket); 

 

2、我们再来建立客户端 client。 

在客户端中，我们发送 10 行数据，再发送 end 标志。最后再读取 server

回复的数据，并打印。 

 

use strict; 

use IO::Socket; 

 

my $socket = IO::Socket::INET->new( 

    PeerAddr => "127.0.0.1", 

    PeerPort => "27555", 

    Proto => "tcp"   #相比 server，少了 listen 参数 

    ) || die "can't connect to server\n"; 

print "Connected to Serve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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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送数据，及 end 标志 

for(my $i=0;$i<10;$i++){ 

    $socket->send("$i ...\n", 0); 

} 

$socket->send("end\n", 0); 

 

#从 server 端接收数据 

my $rev = ""; 

my $tmp = ""; 

while(1){ 

    $socket->recv($tmp, 1024, 0); 

    if($tmp ne ""){ $rev .= $tmp; last; } 

} 

print "$rev"; 

 

close($socket); #结束通信 

 

3. 实际测试结果 

[配图 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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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图 3-5-2] 

 

我们再来看看在 perl 脚本里如何发送邮件。 

Perl 脚本发送邮件主要由 Net::SMTP 包来实现。而验证发送邮箱的用

户名和密码是由 Authen::SASL 包来实现。大概分成几步： 

1. 连接到 smtp 服务器 

2. 验证用户名和密码 

3. 发送邮件头（发件人、收件人、主题等） 

4. 发送正文 

5. 退出 smtp 服务器 

下面是一个实例脚本： 

 

use strict; 

use Net::SMT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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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 $host = 'smtpcom.263xmail.com:25'; 

my $from = 'feng.chen@xxxx.com'; 

my $to   = 'chenfengrugao@163.com'; 

my $user = 'feng.chen@xxxx.com'; 

my $pass = '********'; 

my $subj = "test perl smtp"; 

my $msg  = "this is a test mail from perl\n"; 

 

my $smtp = Net::SMTP->new 

    ( 

     $host, 

     Timeout => 60, 

     Debug => 1 

    ); 

 

$smtp->auth($user, $pass) || die "Could not auth, $!\n"; 

$smtp->mail($from); 

$smtp->to($to); 

 

$smtp->data(); 

$smtp->datasend("From: $from\n"); 

$smtp->datasend("To: $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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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tp->datasend("Subject: $subj\n"); 

$smtp->datasend("$msg\n"); 

$smtp->dataend(); 

 

$smtp->quit(); 

 

下面是发送成功的截图： 

[配图 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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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去 163 邮箱收信： 

[配图 3-5-4] 

 

 

总结： 

Perl 在网络方面的编程功能非常强大，而我们这里也只是开了个头。

还要靠大家在实际项目中多挖掘。另外，Perl 的网页编程可以用来帮

助我们整理覆盖率或者 BUG 的报告，汇报时领导肯定对你刮目相看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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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教程请关注 ExASIC 

 

分享数字集成电路设计中的经验和方法 

分享让工作更轻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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