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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简介 

目前互联网非常强大，很多用户希望能通过网络浏览摄像头，因

此我们通过移植 mjpg-stramer 来实现该功能。mjpg-stramer 是一个开

源软件，其基本原理是通过在嵌入式系统中搭建视频流 web 服务器，

使得其他用户可以通过网页远程浏览视频图像。 

1.1. jpeg 库的移植 

1.2. 获取源码包 

把源码/mjpg-streamer 目录下的 jpegsrc.v8b.tar.gz 拷贝到 PC 机

的 ubuntu 系统下，比如拷贝到 

  /home/waveshare/API/mjpg-streamer 目录。 

用户也可以通过网络进行下载：http://www.ijg.org/files/。 

1.3. 解压源码包 

解压： 

#cd  /home/waveshare/API/mjpg-streamer 

#tar -xvf jpegsrc.v8b.tar.gz  

解压后产生 jpeg-8b 文件。 

http://www.ijg.org/fi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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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配置源码包 

创建文件夹用于存放生成的 jpeg 依赖库文件 

# mkdir /home/waveshare/API/mjpg-streamer/jpeg 

#cd jpeg-8b 

# ./configure --prefix=/home/waveshare/API/mjpg-streamer/jpeg 

--host=arm-none-linux-gnueabi  

 

参数说明： 

1) ./configure：配置源代码树 

2) –prefix=XX：安装目录 

3) –host：指定编译器 

1.5. 编译 

#make 

1.6. 安装 

#make install 

在/home/waveshare/API/mjpg-streamer/jpeg 路径下会生成 b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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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clude、lib、share 目录，这些文件将在下一章中用到。 

 

 

第二章 mjpg-streamer 的移植 

2.1. 获取源码包 

把源码/mjpg-streamer目录下的mjpg-streamer.tar.gz拷贝到PC

的 ubuntu 系统下，比如拷贝到 

/home/waveshare/API/ mjpg-streamer 目录。 

用户也可以通过网络进行下载：

http://sourceforge.net/projects/mjpg-streamer/。 

2.2. 解压源码包 

解压： 

#tar -xvf mjpg-streamer.tar.gz 

解压后产生 mjpg-streamer 文件。 

2.3. 配置源码包 

#cd /home/waveshare/API/mjpg-streamer/mjpg-streamer 

修改顶层 Makefile 以及 plugins 目录下各级 Makefile，将 CC=gcc 

http://sourceforge.net/projects/mjpg-stream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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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为： 

CC = arm-none-linux-gnueabi-gcc 

 

再修改 plugins/input_uvc/目录下的 Makefile，即指定第二章中移

植好的 mjpg 图形库路径： 

#vi plugins/input_uvc/Makefile 

在 CFLAGS += -O2 -DLINUX -D_GNU_SOURCE -Wall -shared -fPIC 后

面加入图形库链接路径 

-I/home/waveshare/API/ mjpg-streamer/jpeg/include 

在 $(CC) $(CFLAGS) -ljpeg -o $@ input_uvc.c v4l2uvc.lo 

jpeg_utils.lodynctrl.lo“-o”前加入 jpeg 图形库的 lib 路径 

-L/home/waveshare/ API/mjpg-streamer/jpeg/lib 



 

深圳市微雪电子有限公司     www.waveshare.net  5 

 

 

 

2.4. 修改视频的编码格式 

#vi plugins/input_uvc/input_uvc.c 

将 format = V4L2_PIX_FMT_MJPEG 修改为 

format = V4L2_PIX_FMT_YUY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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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编译 

#make 

将在本目录下生成视频流服务器运行时需要的动态库及相关脚

本。 

2.6. 安装 

最后把 mjpg-streamer 整个文件夹拷贝到开发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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