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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dvteclipse 工具简介  
这几天，在公司体验了开发 verilog，systemverilog，UVM 的 IDE，真是不用不知道，一用

吓一跳，该 IDE 的功能真是太强大了，简直是开发 verilog，systemverilog，UVM 的神器。 

 该工具的官方网站如下： 

https://www.dvteclipse.com/ 

 该网页上的 DOCS，介绍了该软件的使用方法。该软件，支持 5 种语言，verilog，

systemverilog，verilog-AMS，VHDL，e language。 

 

 下图是该软件的界面。左边是目录树，中间是代码编辑区，右边是待编辑代码的相关

信息，右下角是显示信息。因为该软件，是基于 eclipse 开发的，因此界面，使用和 eclipse

是一样的。 

 

 该软件，是一个收费的软件，需要购买 license，不过还好，公司已经购买，所以可以

直接使用。下面是该软件在.cshrc 中的配置信息。 

https://www.dvteclips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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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tenv DVTLMD_LICENSE_FILE  20000@shint-cluster1 

setenv DVT_LICENSE_FILE FLEXLM 

setenv DVT_LICENSE_IDLE_TIME 240 

setenv DVT_HOME ~/tools/eclipse_source/dvt_eclipse 

set path = ($DVT_HOME)/bin $path) 

alias dvt "dvt.sh &" 

 设置 license 的位置，设置 DVT_HOME 环境变量，指向 DVT 安装的位置。然后将

DVT 安装目录下的 bin 目录，加入到 PATH 环境变量中，这样，我们才可以直接执行

dvt.sh 启动 DVT 软件。 

 后面，我会介绍一下，该软件的使用，让大家感受下，这软件的强大之处。 

二、 dvteclipse 打开的 demo 工程 
下面，介绍一下，该软件如何打开 demo 工程。 

在终端，输入 dvt， 就会启动 dvt 软件。 

 

 打开软件后，在左上角工程目录，会自动出现 2 个文件夹。其中 DVT-Examples，里

面是软件提供的 demo 工程，可以使用这些 demo，来熟悉工具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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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开，选择 systemverilog 下的 uvm-1.2_ubus 工程。 

 

 此时，在工程目录，就会出现该工程，并且自动打开 README.txt，然后开始对代码

进行 build。此处的 build，是对工程中的源代码，进行语法分析，以及建立依赖关系，和

EDA 工具的 compile 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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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uild 结果出现 error 

Error: UNDEFINED_OPERATION: Operator ‘?’ is undefined for argument types ‘logic’, 

‘string’ at line 960 in 

/tools/…../base/uvm_root.svh[compile index 60] 

查看报错原因，是因为 uvm_root.svh 代码有错误，可是这个是 UVM 的官方代码了，

是不应该会报错的。这个问题，稍后来解决。 

 展开.dvt 文件夹，下面有一个 default.build 文件。这个文件很重要，该文件，向工具指

示了需要 build 哪些文件。 

 

 -uvm： 工具需要 build UVM 的源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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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环境变量，$UVM_HOME 有指定，那么 build 这个环境变量指定的 UVM 库。 

 如果环境变量，$UVM_HOME 没有指定，那么 build $DVT_UVM_HOME 这个环境变

量指定的 UVM 库。 

 examples/ubus_tb_top.sv:  build 当前目录下 examples 文件夹下的 ubus_tb_top.sv 文件 

 +incdir+sv: 将当前目录下 sv 文件夹，加入到 include 的搜索目录，当代码中有`include

时，会 include 的搜索目录中搜索。 

 +incdir+examples: 将当前目录下 examples 文件夹，加入到 include 的搜索目录 

 刚刚 build 出现的 error，就是因为这个-uvm 选项出现问题。DVT 工具自己有一套内部

的 verilog，systemverilog 解析器，而这个解析器，可能相比 VCS，IRUN，版本会比较低

些，有些 sv 的语法支持不太好，因此 build UVM 库，就不要 build VCS 或者 IRUN 下的

UVM 库，而是应该 build DVT 下的 UVM 库。 

 将-uvm，改成以下，直接 build DVT 下的 UVM 库。注意，要使用绝对路径。 

 

 工程右键，选择 Project->Rebuild，对工程进行 bui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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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uild 成功，console 打印 build 过程中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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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看源文件，会发现源文件，语法高亮了。 

 

 DVT 是实时检查语法的，每隔一定时间，或者是每当我们保存源文件，会对文件修改

的地方进行检查。如果发现错误，就会提示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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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以下有一个 error，定义了不存在的类型，aaa。这些 DVT 工具，都会提示 error 信

息。我们根据这些 error 信息，就可以提前知道代码哪里写得有问题，就可以直接进行修

改，就不用等之后代码在 EDA 工具上，编译的时候，才能发现问题。 

 

  

三、 dvteclipse 软件使用 
下面，简单介绍下，该软件的一些功能。 

1、 自动补全 

输入一部分，按 ctrl + 空格，就会弹出对话框，进行选择，要自动补全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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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VT 还支持，缩写补全，比如上面的 uvm_table_printer ，可以输入 u_t_p，然后按 

ctrl + 空格，就会自动补全成 uvm_table_printer。 

 

2、 显示类的类型层次关系 

对于一个类，可以查看该类的类型层次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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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类名，右键 Show->Type Hierarchy，或者 F4。 

 

可以显示类的类别层次关系。可以看出，该类，ubus_example_base_test 类继承

uvm_test，uvm_test 继承 uvm_component，最终从 uvm_void 继承而来，而

ubus_example_base_test 又有 3 个子类，分别是 test_2m_4s，test_r8_w8_r4_w4，

test_read_modify_write 这 3 个类。 

 

3、 宏展开 

 这个功能，是我让我感觉到有亮点的一个功能。对于 v，sv 写的宏，不论是 VCS 工

具，还是 IRUN 工具等，都没法将宏进行展开，让我们能清晰的看清楚，宏被替换后的代

码是怎么的，但是 DVT 工具，提供了这个功能。 

 比如在 UVM 中，我们会使用 `uvm_component_utils 宏来进行类的注册。但是这个宏

展开后，是什么样，就不知道了。 

 对宏名，右键，Macros->Expand All Lev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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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可以看到展开之后的宏的代码，并且宏参数，已经进行了替换。从这里，也可以清

晰的看出，type_id 这个东西，是类中一个类类型。 

 

4、 查看申明，文件跳转 

 对一个函数，可以查看该函数的申明，对于 include 的文件，可以查看源文件。对需要

查看的东西，鼠标放在之上，然后按住 ctrl 键，会弹出对话框，进行选择，即可实现跳

转。 

 

5、 显示 UVM 结构 

 对于 UVM 搭建的环境，我们一般是在环境中，使用 print_topology 函数，打印出

UVM 的结构。但是在 DVT 中，可以直接，查看 UVM 的结构。 

 对顶层的 test，右键，Show->Verification Hierarc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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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右边的 Verification Hierarchy，就会显示当 ubus_example_base_test 作为 UVM 的顶

层时，UVM 的结构。 

 

 

6、 显示类的 UML 图 

对类名，右键 Show->Diag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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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得到该类的 UML 图。 

 

 

7、 自动生成 UVM_FIELD 

s 

 

 代码区域，右键，Source->UVM Field Edi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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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弹出对话框，左边选择需要 field automation 的变量，右边，选择参数。 

 

 点击 OK，就会生成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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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编辑器选择 

 对于在 linux 下工作，一般喜欢用 vi，或者 emacs，DVT 功能，也支持这些编辑器。 

 

 在右上角，4 个方框组成的图形，边上有下拉菜单，可以选择使用哪一种编辑器。 

 

9、 代码格式调整 

 对于以下这段代码，格式不友好。 

 

 代码区，右键，Source->Format Source。对代码格式进行调整。 



个人网站：http://www.lujun.org.cn/ 

18 

 

 

 调整后，格式变得友好。 

 

 

10、 lint 功能 

 可以对工程，进行 line 操作，进行统计。 

 工程右键，Lint with->SystemVerilog UVM Compliance Ru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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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弹出对话框，根据需要进行选择。 

 

 如对于 Architecture，根据分类，显示各个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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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工程 build 

 当对代码进行修改完毕后，必须重新进行一次 build。 

 工程右键，Project->Rebui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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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软件的功能，还有很多，这就需要大家在使用的时候，多尝试，多摸索了。 

 

四、 dvteclipse 配置 run 
DVT 可以配置 run 功能，直接在 DVT 中，运行仿真任务。 

工程右键，Run As->Run Configur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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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mo 工程，预设了几个 RUN 配置。以支持 debug 模式，run 模式，以及不同的仿真

工具。 

 

 右下角，配置 RUN 的命令。这里是执行 make 命令。sh –c，说明以 bash 解释器，来

执行后面的命令。 

 在 Shortcuts，可以配置这个 RUN 的快捷键。可以创建快捷图标。如以下创建快捷图

标，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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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在界面的左上角，就会出现 1 这个快捷图标，当我们鼠标点击这个图标时，就

运行了这个图标对应的 RUN 配置。 

 

 RUN 之后，右下角就会弹出 console 对话框，打印 run 执行的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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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dvteclipse 创建新工程 
下面，以一个 UVM 的验证环境，说明一下，怎么使用 DVT 工具，创建工程。 

验证环境如下： 

 

 flist:  file list，包含了环境中需要编译，仿真的文件 

 get_file.sh：  自动生成 flist 文件的脚本 

 Makefile： 执行编译，仿真的 makefile 

 source：   RTL 源代码目录 

 top_tb.sv： 验证环境顶层 

 uvm_code： UVM 验证代码目录 

 打开 dvt 工具。选择 File->New->DVT Project，创建一个工程。 

 

 1 处，填入工程的目录，2 处，填入工程的名字，3 处，选择 Verilog/SystemVerilog。 



个人网站：http://www.lujun.org.cn/ 

25 

 

 

 点击 finish，创建工程。工程创建后，工具会自动对该工程进行 build。修

改.dvt/default.build 文件。 

 

 文件内容改为： 

 

 4-5 行，指定 UVM 库为 DVT 工具下的 UVM 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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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 行，指定源代码以及 include 的搜索目录 

 对工程进行 rebuild。 

 

 配置 RUN。打开 Run Configurations。 

 

 双击 DVT Generic，创建 1 个新的 run 配置。 

 name 中输入 vcs_run，给 run 配置取一个名字。Project，选择 Browse WorkSpace，选

择 dvt_test 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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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1 处，选择 command，然后在下面，填入要执行的命令。 

 

 可以为这个 run 配置，设置个快捷图标。 

 

 这样，在软件的左上角，会出现这个快捷图标。 

 

 点击这个快捷图标，进行仿真。console 会打印仿真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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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dvteclipse 代码预处理 
 dvteclipse 工具，提供了对代码预处理的功能。 

 官网上，也对代码预处理进行了介绍： 

https://www.dvteclipse.com/documentation/sv/Preprocessed_Files_Support.html 

 

 这里，以使用 ep3 命令对代码进行预处理为例，进行说明。 

 工程结构如下： 

 

test.svp： 需要使用 ep3 命令预处理的源文件 

test.sv:   使用 ep3 命令转换之后的文件 

Makefile： 使用 ep3 命令预处理 test.svp 文件 

 

 dvt 的代码预处理，关键是 default.build 的文件编写 

https://www.dvteclipse.com/documentation/sv/Preprocessed_Files_Suppor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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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le: default.build 

+dvt_pverilog_ext_map+.svp=.sv 

+dvt_pverilog_ext_path_map+./=./ 

+dvt_pverilog_run_on_save+"ep3" 

 

+dvt_init+dvt 

test.sv 

 dvt_pverilog_ext_map：指示预处理之前文件后缀和预处理之后文件后缀 

 dvt_pverilog_ext_path_map： 指示预处理文件位置和预处理之后文件位置，工具会自

动将 2 个目录下的同名文件但不同文件后缀，进行对应 

 dvt_pverilog_run_on_save： 指示当预处理文件保存时，指定执行的 run 

 

配置好 default.build 文件后，重新 build 工程。打开预处理文件，需要文件右键，选择

Open With->PVerilog Language Editor。 

 

 如果没有这个选项，选择 Other，在界面中选择 PVerilog Language Edi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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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时 test.svp 的代码区域，变成下面的界面，在左下角，有[p],[g],Compare。分别表示

源文件，生成文件，文件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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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成文件界面： 

 

 比较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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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时，对源文件进行修改，左下角，选择[p]test.svp，切换到源文件。修改后保存，就

会自动运行设置的 run-ep3，在 default.build 中配置的 run，从而对源文件进行预处理，生成

新的文件。 

 

 ep3 这个 run，其实就是执行 make 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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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就是 dvt 的文件预处理介绍，其实就是配置 run 参数，然后对于预处理文件，

自动运行该 run，得到生成文件，然后工具将源文件和生成文件，进行对应。 

 以上的 run 参数，写得比较简单。源文件和生成文件均在同一个目录，而且文件是固

定的，如果文件不是固定的，并且源文件和生成文件不是在同一个目录，就需要写比较复

杂的 run 参数。 

 如以下的 run 参数。能将 dvt 中选中的文件，自动预处理，生成到指定的位置去。能

够识别.svp, vfp, vp 三种待预处理文件。 

#!/bin/tcsh 

set src_root = `dirname ${selected_resource_loc}` 

set gen_root = `echo $src_root | sed 

"s#$PROJ_SRC_ROOT#$PROJ_GEN_ROOT" 

 

set svp_file = ${selected_resource_name} 

set file_exten = `echo $svp_file | awk -F"." '{print $NF}'` 

 

if ( $file_exten == "svp" ) then 

 set sv_file = `basename $svp_file .svp`.sv 

else if ( $file_exten == "vfp" ) then 

 set sv_file = `basename $svp_file .vfp`.vf 

el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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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t sv_file = `basename $svp_file .vp`.v 

endif 

ep3 $src_root/$svp_file -noprotect > $gen_root/$sv_file 

emacs --no-site-file --batch -l verilog-mode.el $gen_root/$sv_file 

-f remove-pound -f verilog-auto -f save-buffer 

 ${selected_resource_loc}： dvt 的内建变量，选中文件的绝对路径 

 ${selected_resource_name}： dvt 的内建变量，选中文件的文件名 

首先得到源文件目录和生成文件目录，提取文件后缀，判断源文件类型，然后调用

ep3 命令，在使用 emacd 的 verilog-mode 插件，对源文件进行预处理。 

 这样，每当源文件保存的时候，就会自动触发该 run，对源文件进行预处理，得到目

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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