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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产品概述 

DVK530 和 DVK531 是针对 BeagleBone Black 开发板所推出的功

能扩展板。其中 DVK530 扩展出支持本公司提供的 4.3 寸和 7 寸电阻

屏；DVK531 则对 BeagleBone Black 常用的 I/O 进行扩展。DVK530 和

DVK531 都不能单独使用，必须配合 BeagleBone Black 使用。 

 

第二章 准备工作 

2.1.  TF 卡系统镜像的烧写 

烧写我们提供的基于 TF 卡启动的 Angstrom 镜像。操作如下： 

1) 解压系统镜像 

使用光盘 DVD_DVK53X_CN\相关软件\目录下的 7z920.exe压缩

工具解压光盘 DVD_DVK53X_CN\系统镜像\目录下的镜像文件

Angstrom-Cloud9-IDE-GNOME-eglibc-ipk-v2012.12-beaglebone

-2013.05.24-waveshare.img.7z。 

2) 格式化 TF 卡 

打开光盘 DVD_DVK53X_CN\相关软件\HPUSBDisk.exe格式化 TF

卡。 

注意：必须确保 TF 卡的容量不低于 4GB！ 



 

深圳市微雪电子有限公司     www.waveshare.net  2 

 

 

3) 烧写系统镜像 

打 开 光 盘 DVD_DVK53X_CN\ 相 关 软 件

\Win32DiskImager\Win32DiskImager.exe，选择刚才解压出来的

系统镜像，点击“write”进行烧写。烧写完毕，取下 TF 卡。 

 

2.2. USB 转串口驱动的安装 

把 DVK531 的 USB TO UART 接口通过 USB 线连接到 PC 机。打开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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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 DVD_DVK53X_CN\ 相 关 软 件

\pl2303_Win_Driver\PL2303_Prolific_DriverInstaller_v1.8.0.

exe 进行驱动的安装。成功安装驱动后，在 DVD_DVK53X_CN\相关软件

目录下打开串口查看软件 putty.exe，进行设置，然后“Open”。 

 

 

注意：COM 口具体是多少需要查看自己 PC 机的“设备管理器”。 

 

第三章 API 源码 

测试的 API 源码在光盘 DVD_DVK53X_CN\源码\API 目录下， 

在系统镜像/home/xuser/waveshare_demo/API 目录下。 

 

第四章 功能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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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把烧写好镜像的 TF卡插入 BeagleBone Black的卡槽中，按住 BOOT

按钮，然后上电（上电后可以松开 BOOT 按钮）。 

2) 当系统启动后，输入“root”，即可进入 Bash Shell 环境，可以

输入 shell 命令。后面提到的操作命令都是在此终端进行。 

 
 

 

注意：确保是使用我们提供的 TF 卡镜像，并且系统必须是从 TF

卡启动（即按住 BOOT 按钮，然后上电），否则无法测试！ 

 

 

4.1. LCD 显示测试 

说明：系统默认是使用 7 寸屏显示！ 

1) 当使用 4.3 寸屏时，输入命令： 

root@beaglebone:~# test_lcd4.3 

系统断电,把 4.3 寸屏接到 LCD4.3 接口，系统重新上电。 

2) 当使用 7 寸屏时，输入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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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ot@beaglebone:~# test_lcd7 

系统断电,把 7 寸屏接到 LCD7 接口，系统重新上电。 

3) 更改显示方式后，需要重新校准触摸屏，输入命令： 

root@beaglebone:~# rm -rf /etc/pointercal* 

root@beaglebone:~# ts_calibrate 

root@beaglebone:~# sync 

重启系统后触摸正常。 

注意：如果存在触摸不准的情况，则再次进行校准或重启系统。 

 

4.2.  LED 测试 

短接上 LED 跳线帽，在终端输入： 

root@beaglebone:~# test_led 

可以看到 4 个 LED 作循环的流动，按键盘 Ctrl+C 结束实验。 

 

4.3. 蜂鸣器测试 

短接上蜂鸣器跳线帽，在终端输入： 

root@beaglebone:~# ls /sys/devices/ocp.3/ 

可以看到“pwm_ehrpwm1b.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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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ot@beaglebone:~# test_pwm 14 

蜂鸣器会发出不同频率的响声。 

 

4.4. DS18B20 测试 

插上 DS18B20 到 1-WIRE 接口，并跳上 1-WIRE 短接帽，在终端上

输入： 

root@beaglebone:~#ls /sys/bus/w1/devices/ 

可以看到 28-00000 57c5948（每个 DS18B20 的后 7 位数不同，以

你自己的为准，比如我这里的后 7 位是 57c5948） 

然后在终端上输入： 

root@beaglebone:~#test_ds18b20  57c5948 

终端上会把当前环境的温度打印出来。 

 

4.5. 摇杆和独立按键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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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 8 Push Buttons 模块插入 8I/O 接口，跳上短接帽，在终端上

输入： 

root@beaglebone:~# test_key 

分别按下 8 个按键和板载的摇杆，终端上会显示所按下或松开的

按键，按键盘 Ctrl+C 结束实验。 

注意：进行按键或摇杆测试时，如果接有 LCD 屏，屏幕会有被触

摸的反应，这是正常现象。 

 

4.6.  AT45DB 读写测试 

把 AT45DBXX DataFlash Board 插入 SPI1 接口，在终端上输入： 

root@beaglebone:~# test_at45db 

终端上会显示写入和读出的数据。 

 

4.7.  PCF8563 RTC 测试 

把 PCF8563 RTC BOARD 模块插入 I2C1 接口，并保证该模块已经使

用纽扣电池（短接帽跳接到 BAT），在终端上输入相应命令： 

1) 读取系统时间： 

root@beaglebone:~# date 

2) 设置系统时间： 

root@beaglebone:~# date 020809302014.23 

3) 设置 RTC 时钟模块的硬件时间： 

http://192.168.1.49/shop/AT45DBXX-DataFlash-Board.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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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ot@beaglebone:~# hwclock –w –f /dev/rtc1 

4) 读取 RTC 时钟模块的硬件时间： 

root@beaglebone:~# hwclock –r –f /dev/rtc1 

5) RTC 时钟模块的硬件时间同步到系统时间： 

root@beaglebone:~# hwclock –s –f /dev/rtc1 

 

6) 断电重启，读取 RTC 的硬件时间，并同步到系统时间，输入命令： 

root@beaglebone:~# hwclock –r –f /dev/rtc1 

root@beaglebone:~# hwclock –s –f /dev/rtc1 

root@beaglebone:~# 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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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软、硬件时间已经同步，RTC 正常工作。 

 

4.8. MAG3110 测试 

把 MAG3110 Board 模块插入 I2C2 接口，在终端上输入： 

root@beaglebone:~# test_mag3110 

将模块在同一平面内旋转一周来记录最大最小均值参数，矫正完

成后终端上会显示正确的指南角度。旋转模块，可以看到变化的

数据。 

按键盘 Ctrl+C 结束实验。 

 

4.9. CAN 测试 

BeagleBone Black可以作为一个 CAN 设备使用，测试时连接两块

DVK531 扩展板。把 SN65HVD230 CAN Board 模块分别插入 CAN1 接

口。并分别对应的用连接线连接 CAN 模块的 CANH、CANL到另一模

http://www.waveshare.net/photo/accBoard/MAG3110-Board/MAG3110-Board-1.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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块的 CANH、CANL 端，当然，用户是可以使用自己的 CAN 设备进行

测试的。 

输入相应命令： 

1) 设置波特率： 

root@beaglebone:~#canconfig can0 bitrate 115200 ctrlmode 

triple-sampling on 

2) 使能 CAN 设备： 

root@beaglebone:~# canconfig can0 start 

两个 CAN 设备分别作为接收端和发送端，接收端应先处于接收状

态，然后发送端再发送。 

3) 接收端： 

root@beaglebone:~# candump can0 

接收端接收的结果如下： 

 

4) 发送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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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ot@beaglebone:~# cansend can0 -i 0x11 0x12 0x13 0x14 

发送端发送的结果如下： 

 

5) 关闭设备： 

root@beaglebone:~# canconfig can0 stop 

 

4.10. RS485 测试 

BeagleBone Black可以作为一个 RS485 设备使用，测试时连接两

块 DVK531。把 RS485 Board 模块分别插入 UART2 接口。并分别对

应的用连接线连接 RS485 模块的 A、B 到另一模块的 A、B 端，当

然，用户是可以使用自己的 RS485 设备进行测试的。 

两个 RS485 设备分别作为接收端和发送端，接收端应先处于接收

状态，然后发送端再发送。输入命令： 

root@beaglebone:~# test_485 –d /dev/ttyO2 –b 115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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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接收端选择“2”，在选择“3”停止接收前，接收端一直处于接收

状态，如下所示： 

 

2) 发送端选择“1”，输入要发送的信息，如“abc”，在选择“3”停

止发送之前发送端一直处于循环发送状态，发送端可以一直发送

数据，如下所示： 

按键盘 Ctrl+C 结束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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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 USB Camera 测试 

把我们标配的 USB Camera 插入 BeagleBone Black 的 USB Host 接

口，并插入网线，输入相应命令： 

1) 查看分配到的 ip 地址：  

root@beaglebone:~# ifconfig eth0 

 

可以看到 ip 地址为 192.168.1.143。 

2) 启动视频流服务器： 

root@beaglebone:~#cd 

/home/xuser/waveshare_demo/API/camera_test/mjpg-streamer 

root@beaglebone:~# ./ start.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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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一台连接同一子网的电脑上打开浏览器，输入地址：

http://192.168.1.143:8080/javascript.html 即可看到上传的视频流。

（默认端口号为 8080）。按键盘 Ctrl+C 结束实验。 

http://192.168.1.143:8080/javascript.html%20���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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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USB WIFI 测试 

1. 配置无线网络 

系统断电，把我们标配的 USB WIFI 模块插入 BeagleBone Black

的 USB Host 接口，系统重新上电。 

1) 查看 USB 状态： 

root@beaglebone:~# lsus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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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查看网络状态： 

root@beaglebone:~# ifconfig 

 

3) 关掉以太网卡，打开 WIFI 网卡 

root@beaglebone:~# ifconfig eth0 down 

root@beaglebone:~# ifconfig wlan0 up 

4) 查看网络状态： 

root@beaglebone:~# ifconfi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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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没有连接 AP,可以看到 wlan0 接口的接受和发送数据包计数

为 0。 

5) 配置 wlan0 的 IP： 

root@beaglebone:~# ifconfig wlan0 192.168.2.107 

6) 配置网关： 

root@beaglebone:~# route add default gw 192.168.2.1 

7) 配置 DNS： 

root@beaglebone:~# vi /etc/resolv.conf 

修改 

nameserver 127.0.0.1 

为： 

nameserver 8.8.8.8 



 

深圳市微雪电子有限公司     www.waveshare.net  18 

 

 

保存后退出。 

8) 扫描无线路由： 

root@beaglebone:~# iwlist wlan0 scan 

 

2. 连接无线路由 

这里以连接“ WPA/PSK 加密无线路”由为例，假设连接的无线路

由 ESSID为 waveshare，密码 12345678。 

1) 配置密匙文件/etc/wpa_supplicant.con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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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ot@beaglebone:~# vi /etc/wpa_supplicant.conf 

修改 

network={ 

        key_mgmt=NONE 

} 

为： 

network={ 

        ssid="waveshare" 

        psk="12345678" 

} 

保存后退出。 

2) 手动连接： 

root@beaglebone:~#wpa_supplicant -B -i wlan0 -c 

/etc/wpa_supplicant.conf 

3) 网络测试： 

root@beaglebone:~# ping www.baidu.com 

 

 

http://www.baidu.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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