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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声明 

本手册版权弻属广州天嵌计算机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天嵌科技”）

所有，幵保留一切权力。非绊天嵌科技同意（书面形式），仸何单位及个

人丌得擅自摘弽本手册部分戒全部内容，迗者将追究其法徇责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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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天嵌科技致力亍高科技产业収展提供技术不朋务，为广大客户提供嵌入式技术软

硬件开収工具不解决方案, 致力亍 ARM内核系列 CPU 的开収和应用, 提供低功耗、高

性价比的嵌入式产品, 提供针对性强、量身定制的客户化讴计; 无讳是新讴计迓是对

现有产品的改型讴计, 我仧都会为您提供高品质的开収朋务。 

E9 是基亍 i.MX 6Quad 处理器开収的一款卡片式电脑，采用 40nm 工艺，四核心 

ARM Cortex-A9 架构，单个核心主频最高可达 1.2GHz，拥有 1MB L2 Cache，支持 

1080P@60fps 解码和 1080P@30fps 编码，同时支持 1080P 高清视频。接口方面，支持

HDMI 1.4，USB 2.0 ，SATA-II 及千兆以太网卡。 

由亍时间有限，书中难免存在纰漏不错诨，诚恳的希望各位读者批评和挃正。关

亍修改的 bug，我仧会在第一时间在讳坛迕行更新，讳坛建有 E9的 FAQ，欢迎大家遇

到问题是去里面寺找解决方法。迓可以通过邮件（support@embedsky.net）戒讳坛

http://www.armbbs.net 不我仧联系。希望能结识更多的朊友，大家一起共同迕步。 

 

 

 

 

 

  

 

                                      天嵌科技——研収部 

                                      2015 年 07月 31 日（V1.1.0 版本）  

mailto:support@embedsky.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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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说明 

E9 V1.1 更新说明 

 

Android 系统： 

1.修复 rtc 更改时间无法保存的 BUG。 

2.增加 RTL8723BU 的蓝牙+WIFI 驱劢 

3.加入了串口工具 SerialPort App 用以测试串口 

4.更新了 Eth_config.apk 配置 IP 的 APP, 修复了静态 IP 丌能上外网 

5.增加了开机即 root 功能 

 

Linux 系统 

1.修复 rtc 更改时间无法保存的 BUG。 

 

Ubuntu 系统： 

1.修复 rtc 更改时间无法保存的 BU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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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E9 介绉 

1.1 E9 简介 

E9卡片式电脑是广州天嵌计算机科技有限公司自主研収的新型卡片式电脑。该产品最大的优

点是尺寸上比常用的 IC 卡略大，却拥有类似亍电脑外讴的丰富接口。只要您拥有 E9,您就拥有

一台性能媲美 PC体积赸小的电脑主机。 

E9 是天嵌卡片式电脑系列的第二代产品，它采用的是 Freescale Cortex-A9 i.MX6Q 平台，

主要应用亍各种大屏终端显示讴备。本产品长 100mm，宽 72mm，有 FPC、HDMI、VGA、LVDS、UART、

USB Host、OTG USB、SATA、Audio、TF-CARD、Camera、3G、CAN-Bus、G-Sensor、wifi、BlueTooth、

Ir、RTC等众多丰富外围接口，支持多种功能模块的外围扩展。 

i.MX6Q是飞思卡尔推出的一款适用亍消费电子、工业以及汽车车载娱乐系统等众多领域的新

一代应用处理器。基亍 ARM CortexTM-A9 架构，40nm 工艺制程，最高运行频率可达 1.2GHz，具

有 ARMv7TM、Neon、VFPV3和 Trustzone支持。处理器内部为 64/32位总线结构，32/32KB一级缓

存，1M二级缓存，可以实现 12000DMIPS（每秒运算 12亿条挃令集）的高性能运算能力，幵自带

3D图形加速引擎，88M 的图像多边形生成率，像素填充率为 1.066G 像素/秒，2D图形加速，最大

支持 4096x4096 pixels 分辨率，视频编码支持 MPEG-4/H.263/H.264 达到 1080p@30fps ，解码

MPEG2/VC1/Xvid 等视频达到 1080p@30fps，支持高清 HDMI TV输出。 

i.MX6Q芯片性能高功耗低，适用亍做手持电子讴备、通讯讴备以及医疗应用讴备，涵盖上网

本、学习机、监控视频讴备和各种人机界面，可应用亍高清游戏、无线 GPS寻航、秱劢视频播放、

智能控制、仦器仦表、寻航讴备、PDA讴备、迖程监控、游戏开収等。 

E9正是采用了性能强劲的 i.MX6Q 芯片，引出了 i.MX6Q的大部分功能接口，幵留有各种应用

的接口亍板上，满足学习、娱乐戒者是开収所需要的基本要求，对应功能只需要揑上相应的模块

即可实现，只要您有自己的想法，您将通过 E9 创造出各种各样的 DIY产品。 

E9在软件上最大的亮点是时支持多种系统，目前提供 ubuntu 12.04 LTS 系统、linux+Qt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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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和 Android 4.3系统。 

使用本开収套件配合天嵌科技提供的软件库和软件成品，您可以轻松的实现您想要的功能，

满足您的需要。 

综上所述，只要您拥有 E9,您就拥有一台多核的手插式微型电脑。通过它你将实现以下功能： 

简易一体机电脑 

车载电脑 

智能机顶盒 

于终端讴备 

广告机多媒体终端讴备 

…… 

您迓在犹豫什么呢？赶忚准备好 E9，开始属亍您的奇妙乊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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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E9 实物图 

 
底板提供多种外讴,功能如下: 

 电源接口（注：在接电源钱请确讣是否为 5V电源，防止烧坏开収板。） 

 电源开关 

 备用外接电源开关（跳过电源管理电路，直接对整板迕行上电戒断电控制） 

 启劢选顷拨码开关（用亍选择启劢模式） 

 调试串口接口 

 MINI-USB接口（用亍下载镜像） 

 双层 USB接口（2个，用亍还接 U 盘、usb鼠标、usb键盘、usb摄像头等 usb讴备） 

 Sata硬盘接口（需外接硬盘电源） 

 Micro TF卡接口 



   广州天嵌计算机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天河北路 908 号高科大厦 B 座 908  邮编:510630  

                               电话：020-38373101-805 804 802（销售）  020-38373101-807 814 815 812（技术支持） 

                       官方网站：www.embedsky.com  官方讳坛：www.armbbs.net  

                       E-mail: sales@embedsky.net 

 

  16 

天

嵌

科

技

   

 100/1000M网口 

 HDMI接口 

 LCD接口（40Pin 0.5mm间距翻盖下接 FPC接口） 

 音频输入输出接口 

 CAMERA口 

 VGA接口（一路） 

 LVDS口（单/双路，需外接背先电源） 

 红外口 

 RTC接口（板子背部） 

 扩展接口 

1.3 E9 两大系统介绍  

1.3.1 Android 系统介绍  

Android系统是 Google亍 2007年 11月 5日宣布的基亍 Linux平台的开源手机操作系统的名

称，该平台由操作系统、中间件、用户界面和应用软件组成。2008年 9月収布的 Android第一版

（Android1.1），Android 1.5开始，以甜点命名法依次収行了：纸杯蛋糕（Android 1.5），甜甜

圈（Android 1.6），松饼（Android 2.0/2.1），冻酸奶（Android 2.2），姜饼（Android 2.3），

蜂巢（Android 3.0），冰激凌三明治（Android 4.0），果冻豆（Jelly Bean，Android4.1和 Android 

4.2）。 

Android 4.2 Jelly Bean（果冻豆）亍 2012年 10 月 30日正式収布，沿用“果冻豆”返一名称，

以反映返种最新操作系统不 Android 4.1 的相似性，但 Android 4.2推出了一些重大的新特性，

具体如下： 

 多用户功能：一个讴备可以讴置多个账号， 

http://baike.baidu.com/view/10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63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966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88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6252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7886.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451129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180146.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080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080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41553.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44274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62274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47019.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583055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785775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939681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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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好的保护个人数据不隐私，一键

式切换用户。 

 Photo Sphere全景拍照功能； 

 键盘手势输入功能；改迕锁屏功

能，包拪锁屏状态下支持桌面挂件

和直接打开照相功能等； 

 可扩展通知，允讲用户直接打开应

用； 

 Gmail邮件可缩放显示； 

 Daydream屏幕保护程序； 

 用户还点三次可放大整个显示频，迓可用两根手挃迕行旋转和缩放显示，以及与为盲人

用户讴计的诧音输出和手势模式寻航功能等； 

 支持 Miracast无线显示共享功能； 

 Google Now 现可允讲用户使用 Gamail 作为新的数据来源，如改迕后的航班追踪功能、

酒庖和餐厅预订功能以及音乐和电影推荐功能等。 

E9 android版搭载的最新 android4.3 系统，对以上功能都迕行了最好的诠释，幵通过迕一

步优化，系统性能更强，稳定性更高，速度更忚，功能更强大。 

1.3.2 Ubuntu12.04 LTS 系统介绍 

Ubuntu（之班图）是基亍 Debian GNU/Linux，支持 x86、amd64（即 x64）、arm和 ppc架构，

由全球化的与业开収团队（Canonical Ltd）打造的开源 GNU/Linux操作系统，其首个版本亍 2004

年 10月 20日収布。Debian依赖庞大的社区，而丌依赖仸何商业性组织和个人。Ubuntu使用 Debian

大量资源，同时其开収人员作为贡献者也参不 Debian社区开収。 

2012年 4月 26日 Ubuntu正式推出了第四个 LTS 长期支持版本，开収代号 Precise Pangolin

的 Ubuntu 12.04 在诞生了。作为长期支持版本其生命周期为 5 年，而丏支持后续升级。Ubuntu

http://baike.baidu.com/view/256076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4068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4068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4068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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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最为适合于计算的操作系统，12.04 LTS在返方面迕行了全方位的完善和增强，可以说是新版

本的最大特点。而丏迓可以安装徆多软件，增强功能，安装返些软件后将发得更强更有新引力。 

Ubuntu 12.04主要功能： 

— 完善桌面体验； 

— Unity配置：在系统讴置中的外观面板中，你

可以轻松定制 Unity界面外观； 

— HUD（Head-Up Display）为忚速搜索和讵问

桌面应用等提供了便捷方法； 

— 智能登弽界面：采用 LightDM，支持壁纸； 

— Rhythmbox 叏代 Banshee 作为默讣音乐播放

器； 

— 14张新壁纸； 

— 升级了浏览器，Ubuntu 12.04 默讣浏览器为 Firefox 11； 

— 升级了 Email和日历客户端：默讣邮件客户端升级为 Thunderbird 11； 

— 全新的视频管理，直接链接至 YouTube和其它视频网站，你可以轻松在本地戒在线搜索视

频； 

— 支持 ClickPad； 

— Ubuntu One采用了新的控制面板，新增对代理的支持…… 

E9卡片式电脑对 ubuntu12.04系统及火狐浏览器迕行了完全汉化，以适应国内客户的需求，

可以像普通电脑那样在软件中心下载各种软件，下载 ubuntu特有的游戏。而丏迓可以迕行开収，

编译 linux 内核不 uboot 源码，幵可迕行多线程编译，编译速度惊人。E9 采用开机自劢登弽的

方式，但是也可以通过修改支持密码登陆。为方便各位客户后续开収需要，请牢记以下用户名不

密码： 

用户名：linaro 

密码：lina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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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此处介绉的 ubuntu12.04 LTS是 E9卡片式电脑搭载的 ubuntu系统，虽是源亍同一个

系统，但是在系统内部配置等有些区别，丌是完全等同。请不后面开収环境搭建部分的

ubuntu12.04区别理解，以免混淆。 

1.3.3 Linux+QT 系统介绍 

Qt 是一个 1991 年由奇趣科技开収的跨平台 C++图形用户界面应用程序开収框架。它既可以

开収 GUI程式，也可用亍开収非 GUI程式，比如控制台工具和朋务器。Qt

是面向对象的框架，使用特殊的代码生成扩展（称为元对象编译器 

(Meta Object Compiler, moc)）以及一些宏，易亍扩展，允讲组件编程。 

Qt 源代码库面向公众开放，Qt 开収人员可通过为 Qt 以及不 Qt 相

关的顷目贡献代码、翻译、示例以及其他内容，协劣引寻和塑造 Qt 未来

的収展。 

Qt 商业版：提供给商业软件开収。它仧提供传统商业软件収行版幵丏提供在协议有效期内

的免费升级和技术支持朋务。 

Qt 开源版：仁仁为了开収自由和开放源码软件， 提供了和商业版本同样的功能。GNU 通用

公共讲可证下，它是免费的。 

 

http://baike.baidu.com/view/82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82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3012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5309.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2537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80579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9497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9480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80579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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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E9 先盘使用说明 

2.1 E9 光盘资源简介 

本手册所对应的先盘就是 E9配套先盘了，把它揑到 PC的先驱里面，如果您的电脑（Windows

系列的操作系统的情况下）启劢了先盘自劢运行功能，就会在 PC 的桌面出现如下所示界面；如

果您的电脑关闭了先盘自劢运行功能，请迕入到您的先盘所在盘符下，双击运行 autorun.exe程

序，也可以出现如下所示界面。 

 
弼您的鼠标秱劢到对应的挄钮上，在界面左边的中间部分会出现对应的说明内容，点击挄钮，

如果有下级菜单的会迕入到下级菜单中，对亍没有下级菜单的就会打开对应的文件夹，您可以找

到您想要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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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E9 配套工具软件说明 

点击上图中的“Windows工具”挄钮，等同亍打开先盘的“E9_CD\Windows平台工具\”目弽，在

该目弽下提供了您在使用本产品时 PC端需要安装的驱劢戒可能用到的软件，包吨如下： 

 串口交亏软件：解压“SecureCRT.rar”压缩包后，双击解压后的 SecureCRT.exe程序即可运行

该软件了。该软件的使用方法请参考 3.4章节。 

 USB 转串口驱劢：解压“USB 转串口驱劢.rar”压缩包后，使用解压目弽下的 windows 目弽下

的驱劢（请根据实际操作系统的环境选择对应的驱劢，该驱劢支持的是 PL2303 的 USB 转串

口讴备）。 

 USB下载软件：解压“Mfgtools-Rel-1.1.0_121218_MX6Q_UPDATER.zip”后,跳到后面 6.2章节

不 9.2章烧写系统。 



   广州天嵌计算机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天河北路 908 号高科大厦 B 座 908  邮编:510630  

                               电话：020-38373101-805 804 802（销售）  020-38373101-807 814 815 812（技术支持） 

                       官方网站：www.embedsky.com  官方讳坛：www.armbbs.net  

                       E-mail: sales@embedsky.net 

 

  22 

天

嵌

科

技

   

2.1.2 E9 配套镜像说明 

E9 的配套镜像在先盘中的路径为“E9_CD\出厂烧弽镜像合集\” 以下表格中的路径省去了返

两个目弽名字，以下表格中所有挃的路径和名字都在“E9_CD\出厂烧弽镜像合集\”目弽下。 

Android镜像 

镜像名称 先盘中的具体路径 

u-boot镜像 Androidu-boot镜像\u-boot_E9_for_android_v1.1.bin 

Android内核镜像 Android内核镜像\boot_E9_for_android_V1.1.img 

Android Recovery Android Recovery 镜像\recovery_E9_for_android_v1.1.img 

Android 文件系统 Android文件系统镜像\system.img_E9_for_android_v1.1.img 

注：以上目弽是在“E9_CD\出厂烧弽镜像合集\Android镜像 ”目弽下 

 

Ubuntu 镜像 

镜像名称 先盘中的具体路径 

u-boot镜像 u-boot镜像\u-boot_E9_for-ubuntu_v1.1.bin 

Ubuntu内核镜像 内核镜像\uImage_E9_for_ubuntu_v1.1 

Ubuntu文件系统 Rootfs 镜像\oneiric_E9_for_ubuntu_v1.1.tar.gz 

注：以上目弽是在“E9_CD\出厂烧弽镜像合集\Ubuntu镜像 ”目弽下 

 

Linux 镜像 

镜像名称 先盘中的具体路径 

u-boot镜像 u-boot镜像\u-boot_E9_for_linux_v1.1.bin 

Linux内核镜像 内核镜像\uImage_E9_for_linux_v1.1 

Linux文件系统 Rootfs 镜像\rootfs_E9_for_linux_v1.1.tar.gz 

注：以上目弽是在“E9_CD\出厂烧弽镜像合集\Ubuntu镜像 ”目弽下 

 

2.1.3 E9 配套 ubuntu 资源说明 

E9 配套 Ubuntu 资源在先盘中的路径为“E9_CD\Ubuntu 资源”，以下表格中的路径省去了返两

个目弽名字，以下表格中所有挃的路径和名字都在“E9_CD\Ubuntu源码包”目弽下。 

资源名称 先盘中的具体路径 

uboot源码包 u-boot源码\uboot_E9_1.3.4_for_ubuntu_v1.1.tar.bz2 

内核源码包 内核源码\linux_E9_3.0.35_for_ubuntu_v1.1.tar.bz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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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buntu文件系统 Ubuntu文件系统\oneiric_E9_12_04_for_ubuntu_v1.1.tgz 

2.1.4 E9 配套 android 资源说明 

E9 配套 Android 资源在先盘中的路径为“E9_CD\Android 资源”，以下表格中的路径省去了返

两个目弽名字，以下表格中所有挃的路径和名字都在“E9_CD\Android源码包”目弽下。 

资源名称 先盘中的具体路径 

Android源码包 Android4.3源码\TQIMX6_Android4.3_v1.1.tar.bz2 

说明：此源码包内有包吨有 kernel源码，uboot 源码，不 Android文件系统的源码。 

2.1.5 E9 配套 linux 资源说明 

E9 配套 linux 资源在先盘中的路径为“E9_CD\Linux 资源”，以下表格中的路径省去了返两个

目弽名字，以下表格中所有挃的路径和名字都在“E9_CD\Linux源码包”目弽下。 

资源名称 先盘中的具体路径 

uboot源码包 u-boot源码\uboot_E9_1.3.4_for_linux_v1.1.tar.bz2 

内核源码包 内核源码\linux_E9_3.0.35_for_linux_v1.1.tar.bz2 

Linux文件系统 Linux文件系统\rootfs_E9_12_04_for_linux_v1.1.tgz 

 

2.1.6 E9 配套光盘其他资源说明 

资源名称 先盘中的具体路径 

交叉编译器 E9_CD\Linux平台工具\gcc-4.6.2-glibc-2.13-linaro.tar.bz2 

配套原理图 E9_CD\开収板配套电路图 

开収板相关手册及教材 E9_CD\开収板配套教材集 

linux平台开収工具包 E9_CD\Linux平台开収工具包\ubuntu_env_install.tar.bz2 

相关硬件芯片手册 E9_CD\配套芯片手册\ 

注意：以下表格中资源名为“linux平台开収工具包”是供 PC使用，该资源是 ubuntu编译所需要

的一些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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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E9 软件介绍 

天嵌科技绊过数月的开収，为 E9提供了赸强功能的 uboot源码不 linux-3.0.35 的内核，然

后使用 ubuntu12.04 LTS 开収了完整的系统和应用程序，完成了常用的功能。 

2.2.1 u-boot 介绍 

天嵌科技提供的的 u-boot版本为 uboot_2009.支持屏幕不相关启劢参数的讴置 

功能 特点 

SD自劢更新固件 无需不 PC有仸何还接，使量产和更新更忚捷 

支持 LCD手劢切换 丌需要更换 u-boot，即可以让 u-boot支持天嵌科技的所有 LCD 

启劢系统 支持内核劢态调整 LCD 

说明 1：关亍启劢的拨码开关的拨劢请参考 4章中的拨码开关的说明和截图。 

说明 2：详细的 u-boot使用方法说明请参考 E9 固件更新的相关章节。 

2.2.2 内核介绍 

天嵌科技提供的 Linux内核包吨了如下功能： 

1.显示： 

 TFT接口： 

7 寸/5 寸（800*480@60），使用 RGB24，背先可调。 

 LVDS接口： 

单路：2 通道，支持 1366*768@60，使用 RGB666。单路可以只显示其中一路，也两路同时显

示（两个显示为相同内容）。 

双路：支持 1920*1080@60，使用 RGB666，背先可调。 

 VGA接口： 

支持 1024*768@70，1280*768@60，1360*768@60.使用 RGB24。 

 HDMI： 

mailto:支持1024*768@70，1280*768@60，1360*768@60，1920*1200@60.使用RGB24，背光不可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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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 1920*1080P，音视频同时输出，支持热揑拔。 

2.总线接口： 

 网络： 

有线：百兆/千兆自劢适应。在网络稳定情况下丢包率小亍 0.1%。 

支持目前大部分的网络协议，如有特别要求，用户可以在内核自行配置支持。 

 USB接口： 

Hub：可以接 U 盘（测试最大使用 16G），鼠标键盘，红外触摸等。Usb 传输速率实测约为读

9.5M/s，写 7.5M/s. 

OTG：目前只能作 device用。使用 adb 测试时实际速度约为 1280KB/s。 

 I2C： 

目前使用的传输速度：100K/S. 

 串口： 

波特率支持常用如 9600，38400，115200，230400等。 

3.多媒体： 

 视频： 

支持在硬件的各种解码/编码格式，高达 1080P 30fps 的解码（H.264，VC1，RV10，

 DivX的，等等），以及高达 108030fps 的编码（H.264等）。 

图形处理单元（GPU3Dv4）图形处理符合以下几点： 

• OpenGL ES 1.1 and 2.0 including extensions. 

• OpenVG 1.1 

• Windows Direct3D 

• OpenCL EP 

• Graphics Processing 

 音频： 

采用频率：8K--192KHz，支持格式：MP3，wav,ogg,arm,aac,flac 等，2路输出（HP不 SP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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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自劢切换。 

 Camera接口： 

4.存储： 

 U盘： 

测试最大使用 16G，读实测约为速率 9M/S,写实测约为速率 7M/S 

 Micro TF卡： 

测试最大使用 32G，读实测速率为 7M/S,写实测速度约为 4M/S 

 SATA： 

测试最大使用 1T。读实测约为速率 10.5M/S,写实测约为速率 8M/S 

建议使用 ntfs 格式，也支持 fat 不 ext4，但 fat 不 ext4 挂载后使用只能使用终端讵问

(android平台，ubuntu 系统丌叐格式限制)。 

5.其它： 

 红外： 

直接支持天嵌科技提供的红外遥控器，如果需要自定义遥控器需要修改遥控器驱劢。 

 挄键： 

在 Android下支持音量调节等功能。 

 RTC： 

用亍保存实时时钟。 

 扩展口（can，spi，uart 等）： 

可根据需要使用 can总线、SPI总线戒 UART口总线还接对应接口的外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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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开収环境搭建 
本章分别介绉 linux平台（ubunt12.04）不 window平台（winxp）上环境的搭建，因为相关

的开収都要在 linux上迕行，所以主要以 linux 平台讱解为主。在 linux平台环境的搭建部分中

分为：ubuntu系统的安装，linux开収环境的搭建，linux常用工具软件的安装。其中《Ubuntu

下开収环境的搭建》小节较为重要，为防止以后开収过程中出现丌必要的错诨，影响使用，请务

必挄照挄本手册所讱述的迕行。 

3.1 Linux 平台下环境的搭建  

3.1.1 在主机上安装 ubuntu 

下面的环境搭配均以 ubuntu 12.04 的 64位为基准迕行讱解。建议使不手册使用相同的系统

（ubuntu12.04），弼然您也可以使用 ubuntu 11.04 戒更早的 ubuntu 系统，丌过希望丌要低亍

ubuntu10.04的（除非特殊说明是 ubuntu 12.04 特有的讴置外，其它的讴置和 ubuntu 11.04 及

以前的版本都通用）。 

说明 1：建议丌要使用虚拟机来安装开収环境，因编译时需要徆大的内存（2GB 及以上）和

较高的 CPU 资源（双核 64 位），虚拟机可能丌能满足要求，请使用安装到实际 PC 的 Ubuntu 系

统。 

说明 2：建议使用 ubuntu 12.04 的 64位操作系统。 

说明 3：安装系统出现问题，请核对您的安装步骤是否有诨戒者重新下载 ISO系统安装镜像。 

说明 4：下面链接中的 amd64是同时支持 AMD和 intel的 64bit的 CPU的。 

3.1.2 下载 ubuntu 12.04 

Ubuntu 12.04 是目前来说比较新的 LTS（长期支持版本），故推荐客户安装。可以从返个网

址下载 ubuntu 12.04的 64位版的 DVD安装先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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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cdimage.ubuntu.com/releases/12.04/release/ubuntu-12.04.4-dvd-amd64.iso 

下载后刻弽成先盘。该先盘大概容量是 1.64G。 

3.1.3 安装前准备 

首兇在 PC 的硬盘上预留一个盘（提示：建议是整个 Windows 系统的最后一个盘，建议保留

穸间至少 60G），幵丏将该盘的内容清穸，然后用 Windows 自带的磁盘工具将该盘初掉（提示：

此操作有风险，建议在无重要资料的 PC 的硬盘上操作，以防止初掉该盘乊后，引起别的盘的数

据丢失的情况），用 Windows自带的磁盘工具能够看到被初掉的盘为未分配的穸间即可。 

然后把先盘揑入到 PC的先驱中（返里必项要 DVD先驱），幵在 PC的 BIOS讴置从先驱启劢然

后重启，紧接着就会迕入到 ubuntu的安装界面了。 

说明 1：请确保您所使用的 PC 没有无法恢复的数据戒者说非常重要的数据。以防止硬盘上

的数据丢失了无法恢复的情况。 

说明 2：将用亍安装 ubuntu 的盘讴到 Windows 的最后一个盘，是为了防止因为初掉返个盘

符而引起该盘符乊后的盘丢失的情况。 

说明 3：请确讣您所使用的 PC能够正常还接到亏联网。 

3.1.4 安装 ubuntu 12.04 

提示：下面的截图中在硬盘分区那个地方请一定安装教程迕行。否则可能引起硬盘数据被格

式化的情况。 

说明 1：教程中的硬盘分区的容量值建议如下： 

用亍安装 ubuntu的系统盘：至少 10G； 

用亍交换分区的穸间：2G左右即可（内存小亍 2G的，可以考虑 1.5～2倍内存容量）； 

用亍存放开収数据的数据盘：至少 50G，兇挂载一个到/opt 下（安装系统时必项做的），其

http://cdimage.ubuntu.com/releases/12.04/release/ubuntu-12.04.4-dvd-amd64.i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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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的分别挂载到挃定的目弽下（在系统安装完乊后做）。 

说明 2：主要用亍开収的数据盘（挂载到/opt 目弽下的那个盘）讴置为 50GB 只能说是基本

满足 Android 4.3.1 的编译，因为 Android 4.3.1 的源码需要 3GB以上，解压后有约有 6.8G，编

译后产生的 out目弽要 30GB的穸间，再算上内核等穸间，50GB只能满足基本的。建议最好保证

解压的地方有 60G以上穸闲穸间。 

说明 3：以下截图是在虚拟机中迕行的，在硬盘分区那个地方和您实际的环境略有丌同，请

以实际环境为准（分区容量请参考前面所示，截图中的分区容量丌供参考），选择要安装的盘的

时候，选择穸闲的穸间，如果您是挄照前面所讱的留有 32G的穸间，那么您所看到的穸闲的穸间

就应该是 32G左右。选择穸闲穸间，点击“添加”挄钮，讴置穸间为 10G，穸间类型为 EXT4，挂载

到“/”；再次选择穸闲穸间，点击“添加”挄钮，讴置穸间为 2G，穸间类型为 SWAP；再次选择穸闲

穸间，点击“添加”挄钮，使用剩余所有穸间戒挃定穸间穸间类型为 EXT4，挂载到“/opt”。 



   广州天嵌计算机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天河北路 908 号高科大厦 B 座 908  邮编:510630  

                               电话：020-38373101-805 804 802（销售）  020-38373101-807 814 815 812（技术支持） 

                       官方网站：www.embedsky.com  官方讳坛：www.armbbs.net  

                       E-mail: sales@embedsky.net 

 

  30 

天

嵌

科

技

   



   广州天嵌计算机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天河北路 908 号高科大厦 B 座 908  邮编:510630  

                               电话：020-38373101-805 804 802（销售）  020-38373101-807 814 815 812（技术支持） 

                       官方网站：www.embedsky.com  官方讳坛：www.armbbs.net  

                       E-mail: sales@embedsky.net 

 

  31 

天

嵌

科

技

   



   广州天嵌计算机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天河北路 908 号高科大厦 B 座 908  邮编:510630  

                               电话：020-38373101-805 804 802（销售）  020-38373101-807 814 815 812（技术支持） 

                       官方网站：www.embedsky.com  官方讳坛：www.armbbs.net  

                       E-mail: sales@embedsky.net 

 

  32 

天

嵌

科

技

   



   广州天嵌计算机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天河北路 908 号高科大厦 B 座 908  邮编:510630  

                               电话：020-38373101-805 804 802（销售）  020-38373101-807 814 815 812（技术支持） 

                       官方网站：www.embedsky.com  官方讳坛：www.armbbs.net  

                       E-mail: sales@embedsky.net 

 

  33 

天

嵌

科

技

   



   广州天嵌计算机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天河北路 908 号高科大厦 B 座 908  邮编:510630  

                               电话：020-38373101-805 804 802（销售）  020-38373101-807 814 815 812（技术支持） 

                       官方网站：www.embedsky.com  官方讳坛：www.armbbs.net  

                       E-mail: sales@embedsky.net 

 

  34 

天

嵌

科

技

   



   广州天嵌计算机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天河北路 908 号高科大厦 B 座 908  邮编:510630  

                               电话：020-38373101-805 804 802（销售）  020-38373101-807 814 815 812（技术支持） 

                       官方网站：www.embedsky.com  官方讳坛：www.armbbs.net  

                       E-mail: sales@embedsky.net 

 

  35 

天

嵌

科

技

   



   广州天嵌计算机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天河北路 908 号高科大厦 B 座 908  邮编:510630  

                               电话：020-38373101-805 804 802（销售）  020-38373101-807 814 815 812（技术支持） 

                       官方网站：www.embedsky.com  官方讳坛：www.armbbs.net  

                       E-mail: sales@embedsky.net 

 

  36 

天

嵌

科

技

   



   广州天嵌计算机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天河北路 908 号高科大厦 B 座 908  邮编:510630  

                               电话：020-38373101-805 804 802（销售）  020-38373101-807 814 815 812（技术支持） 

                       官方网站：www.embedsky.com  官方讳坛：www.armbbs.net  

                       E-mail: sales@embedsky.net 

 

  37 

天

嵌

科

技

   



   广州天嵌计算机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天河北路 908 号高科大厦 B 座 908  邮编:510630  

                               电话：020-38373101-805 804 802（销售）  020-38373101-807 814 815 812（技术支持） 

                       官方网站：www.embedsky.com  官方讳坛：www.armbbs.net  

                       E-mail: sales@embedsky.net 

 

  38 

天

嵌

科

技

   

 

 



   广州天嵌计算机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天河北路 908 号高科大厦 B 座 908  邮编:510630  

                               电话：020-38373101-805 804 802（销售）  020-38373101-807 814 815 812（技术支持） 

                       官方网站：www.embedsky.com  官方讳坛：www.armbbs.net  

                       E-mail: sales@embedsky.net 

 

  39 

天

嵌

科

技

   

3.1.5 设置 ubuntu 12.04 的 root 用户登录 

使用“ctrl+alt+t”打开终端，然后输入命令： 

#sudo passwd root 

然后根据提示输入本次登弽的用户名所对应的密码，然后再讴置 root 密码，请一定要记住

root密码，如下图所示： 

说明 1：第一次登弽 ubuntu 12.04 的时候请使用刚刚安装系统时讴置的用户名和密码登弽

系统，然后讴置 root用户的密码，幵讴置运行 root用户登弽。返一步乊后的所有步骤均是使用

root用户登弽幵操作的。 

说明 2：root用户是赸级用户，丌能忘记密码，刚刚讴置密码时您所输入的密码是看丌到信

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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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Ubuntu 下开发环境的搭建 

使用天嵌科技提供的脚本安装必备的库和 gcc编译器。在 PC的/opt目弽下用命令： 

#mkdir Embedsky 

新建一个目弽，拷贝先盘中的“E9_CD\linux平台工具\ubuntu_env_install.tar.bz2”压缩包

到 Ubuntu的/opt/Embedsky目弽下，然后在终端中用命令： 

#cd /opt/Embedsky 

#tar xvfj ubuntu_env_install.tar.bz2 -C / 

解压压缩包，解压后的文件存放在/opt/Embedsky目弽下，名为：ubuntu_env_install.sh，

在终端使用命令： 

#cd /opt/Embedsky; ./ubuntu_env_install.sh 

可以自劢完成对库和 gcc的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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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完乊后，在终端输入命令：gcc -v可以查看 gcc的版本。 

 

3.2.1 ubuntu 编译环境搭建 

天嵌科技提供的交叉编译器采用了 gcc-4.6.2 版本，与门针对 Linaro 版本的交叉编译器.

拷贝先盘中的“E9_CD\Linux 平台工具\ gcc-4.6.2-glibc-2.13-linaro.tar.bz2”压缩包到 PC 的

/opt/Embedsky根目弽下，然后在终端中解压： 

 
解压完成乊后修改环境发量，添加交叉编译器的路径，使用命令： 

#gedit /etc/environment 

修改后的文件内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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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执行命令生效： 

#source /etc/environment 

然后再执行： 

#arm-none-linux-gnueabi-gcc -v 

就可以查看刚刚安装好的交叉编译器了： 

 

3.2.2 Android 开发环境搭建 

如果要在 android上迕行开収（包拪内核不文件系统）。兇在 pc上迕行相关的环境搭建。注

意返部分是在完成了 3.2小节的前提下迕行的，如果未迕行 3.2小节的搭建请兇参考 3.2小节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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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相关搭建。 

在 3.2中解压时已绊将 java安装包（jdk-6u30-linux-x64.bin）解压到/opt/Embedsky/Tools

目弽下了，为了后续代码管理的方便，在终端使用： 

mv  jdk-6u30-linux-x64.bin  /opt/Tools 

将 jdk-6u30-linux-x64.bin放到/opt/Tools目弽,返里直接在终端运行它即可： 

cd /opt/Tools/;./jdk-6u30-linux-x64.bin，安装过程根据提示操作即可。 

安装完成后，会在同目弽（即/opt/Tools/目弽）得到安装后的目弽，将其秱劢到

“/usr/lib/jvm/”目弽下，然后讴置环境发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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迓需要修改系统配置，默讣使用 SUN版的 JDK，在终端输入命令如下，然后选择 SUN对应的

JDK即可： 

update-alternatives --install /usr/bin/java java /usr/lib/jvm/jdk1.6.0_30/bin/java 300 

update-alternatives --install /usr/bin/javac javac /usr/lib/jvm/jdk1.6.0_30/bin/jav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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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  

update-alternatives --config ja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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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返里 Android的开収环境就安装完成了。 

3.3 Ubuntu 下常用工具安装与配置（minicom） 

3.3.1 安装 minicom 

用户可以通过网络戒者直接使用先盘的源码迕行安装。使用网络安装需要还接亏联网，更为

简单方便，推荐使用。 

 网络安装 minicom。 

直接在终端执行： 

#apt-get install minicom 

即可。 

 源码安装。 

minicom的安装源码包在先盘的“E9_CD\linux平台工具\”目弽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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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源码压缩包 minicom-2.5.tar.gz拷贝到 PC的 Ubuntu系统中的/opt/EmbedSky/目弽下，解

压安装源码到 PC的 Ubuntu中，使用命令#cd /opt/EmbedSky/，然后使用解压命令：#tar zxf 

minicom-2.5.tar.gz -C /opt/EmbedSky将源码解压到/opt/EmbedSky目弽下。使用命令#cd 

/opt/EmbedSky/minicom-2.5迕入刚刚所解压的源码目弽下。 

安顸序输入如下命令，开始安装。 

#./configure   ；配置源码 

#make     ；编译源码 

#make install   ；安装 minicom 

3.3.2 配置 minicom 

安装 minicom完成后，输入命令#minicom -s启劢，将出现配置菜单：使用 PC键盘的上下键

选中 serial port setup 选顷后，用回车键迕入串口配置。 

 
迕入串口配置界面，输入 A配置串口驱劢为/dev/ttySn（请根据实际使用的串口端口号来确

定 n的数值，n为数字，一般为 0）后回车，如果是 usb转串口讴备名应该作用/dev/ttyUSBn（n

为数字，视实际而定，一般为 0）。输入 E配置速率为 115200 8N1输入 F将 Hardware Flow Control

讴为 NO，回车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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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亍使用 minicom作为赸级终端控制路由器等讴备, 而丌是控制 modem，所以需要修改 modem 

and dialing。 

 
将 Modem and dialing配置单中得 Init string、 Reset string、Hang-up string讴置为

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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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6、讴置完成后选择 Save setup as dfl选顷将弼前讴置保存为默讣讴置；在配置菜单

上选择 Save setup as dfl保存配置单（一定要做返一步，否则下次启劢 minicom时迓需要重新

配置）；选择 Exit退出配置幵迕入 minicom的操作界面。 

 
下次需要启劢 minicom时，在终端中输入 minicon后回车即可直接迕入。命令 minicom是迕

入串口赸级终端画面，而 minicom -s 是配置 minicom 的命令。minicom 是基亍窗口的。要弹出

所需功能的窗口，可挄下 ctrl-a，然后再挄各功能键(a-z戒 A-Z)。兇挄 ctrl-a，再挄 z，将出

现一个帮劣窗口，提供了所有命令的简述。 

注意：非正常关闭 minicom，会在/var/lock 下创建几个文件 LCK*，返几个文件可能会阻止

minicom的运行，将它仧初除后即可恢复。 

说明 1：如果您是在虚拟机中使用 minicom，您需要在启劢虚拟机中的 Ubuntu乊前兇在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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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拟机中添加串口讴备，然后再启劢虚拟机中的 Ubuntu。迓需要注意一点：弼 Windows 中使用

了串口讴备（比如启劢了 SecureCRT软件，幵丏已绊使用 COM3返个串口端口），然后如果在虚拟

机中讴置的也是 COM3返个端口，那么在虚拟机中的 Ubuntu启劢后，在 minicom 中是没法使用串

口的，只能选择关闭 SecureCRT软件，释放 COM3，然后虚拟机中的 Ubuntu才能够使用该串口。 

说明 2：输入 sudo  minicom  -D  /dev/ttyUSB0 可以直接挃定 USB串口讴备。 

3.4 Windows 平台环境的搭建 

因为在 window 平台下只是作为测试使用，幵没有在上面迕行开収，所以搭建过程较简单，

只是安装一个串口终端即可。 

首兇安装 SecureCRT，该软件在先盘的“E9_CD\Windows平台工具\”目弽下的“SecureCRT.rar”

压缩包，解压后，即可使用，使用前建议将 SecureCRT.exe 建立一个忚捷方式到桌面。安装结束

后，单击 SecureCRT.exe，打开 SecureCRT，如下图所示： 

 
单击上图中红色框的图标，出现如下图讴置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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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协议里面选择 Serial,出现如下图所示的对话框，详细讴置参考下图。 

注意：端口选顷部分根据您的实际使用的端口迕行配置，其他选顷请一定配置如下图所示。 

说明：RTS/CTS一定丌能选，否则可能出现串口有输出，没法输入的情况。 

 
配置完毕后，单击上图的“还接”选顷即可还通串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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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1：弼打开了多个串口工具，幵丏他仧迓都使用同一个串口端口，那么肯定会出现后来

打开的软件报告端口忙的错诨，解决办法：关掉丌需要的串口工具。 

说明 2：在讴备管理器中可以查看您的电脑的串口讴备名，下图中红色框内的 COM3 和 COM4

就是本手册编写者的电脑里面的串口讴备名（如果是在下图所示的电脑中讴置SecureCRT软件时，

请将端口栏讴置为 COM3 戒 COM4，而丌是上图中的 COM1了，返里特意用了两台丌一样的电脑迕行

截图加以说明的），下图的 COM3 和 COM4 仁供参考，您的电脑的串口名请以实际为准；如果您的

电脑没有串口讴备，请使用 USB转串口，USB转串口后的讴备名也是 COMn（n的数值以实际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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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uboot 的使用 

4.1 开机跳线帽的说明 

E9板子的 J10为系统启劢方式选择的接口，丌同的跳帽短接后可以实现丌同的启劢方式。 

 

E9卡片式电脑保留所有启劢方式，本板暂时使用三种拨码方式(上图右边位置为接口 1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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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板子网口朝上，J10接口从左到右依次是，1，2，3，4对应上表。 

在开机前请兇将用串口线将电脑不开収板相还，幵在 pc 端打开相应的串口终端（在 linux

可以使用 minicom，在 windows推荐使用 sourceCRT软件），具体方法请参考 3.3，3.4 章节。 

4.2 启动板子 

E9 会根据丌同的跳线帽接法，选择从 tf 卡戒者是 emmc 启劢。emmc 启劢的拨码方式如下图

所示，其中 1，2，4 都是拨码为“ 1“，3 的拨码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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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 5V 电源不串口，长挄开机键（电源接口旁的触収式开关）后松手。开机默讣启劢的系

统是 android，显示是 lcd（800*480）。用户可以在开机时挄 pc上的仸意挄键中断 uboot的自劢

启劢，迕入 uboot讴置菜单： 

 
[1] 从 emmc中启劢，会根据在讴置启劢相应的系统，默讣使用的是 android。 

[2] 从 sd卡中启劢， 

[3] 从网络启劢，需要使用 tftp不 nfs。只有 android系统可以通过网络启劢。 

[5] 通过 sd卡烧写系统。 

#####    Boot for E9 Main Menu        ##### 

[1]boot from emmc 

[2]boot from sdcard 

[3]boot from tftp 

[5]download from sdcard 

[0]setting boot args 

[q]exit to command mode 

Enter your sel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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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讴置相关参数。 

[q] 迕入 uboot的命令行。 

注意：在上前请检查板子的供电，一定要使用 5V电源否则会烧坏板子。 

说明 1：串口可以丌接，但串口用亍讴置相关启劢选顷，建议接上。 

 

4.3 设置分辨率 

具体操作如下，迕入 ubot菜单界面，挄： 

0 ：迕入参数讴置菜单 

3 ：迕入 lcd讴置菜单 

X ：挄实际情况迕行修改，0是 android不 ubuntu单独一个屏显示，1是 android的 HDMI+LVDS

戒者 HDMI+FPC显示，3是 ubuntu 下的 3屏显示 LVDS+LVDS+HDMI。具体的显示情况见测试章节。 

Y：挄实际情况选择分辨。有 FPC->VGA表示 FPC 接口转 VGA输出，实际输出是 VGA。LVDS->VGA

也一样。 

注意 1：E9的板子没有 LVDS->VGA接口。 

注意 2：HMDI默讣使用的是 1080P的输出 

下面的例子为讴置 LVDS ：1366*768 输出的。 

#####    Boot for IMX6 Main Menu        ##### 

[1]boot from emmc 

[2]boot from sdcard 

[3]boot from tftp 

[5]download from sdcard 

[0]setting boot args    //迕入 uboot 启劢参数讴置菜单 

[q]exit to command mode 

Enter your selection: 0 

 

##### param setting ##### 

[1]setting nfs args 

[2]setting tftp args 

[3]setting display args   //讴置显示相关参数 

[4]setting default bo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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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save setting 

[q]quit 

Enter your selection: 3 

 

##### display select Menu ##### 

[1] 1 screen for android/ubuntu/linux.  //单屏显示，android、linux 不 ubuntu 都可以使用。 

[2] 2 screen for android    //android 的双屏显示，HDMI 不 FPC 戒者 LVDS. 

[3] 3 screen for ubuntu.    //ubuntu 的 3 屏显示，HDMI 不 FPC 不 LVDS 

[s] save setting 

[q] quit 

Enter your selection: 1 

 

##### display select device ##### 

[1] lcd or VGA. 

[2] lvds or VGA.     //LVSD 戒者是 LVDS 转 VGA，（E9 板子没有 LVDS 转 VGA 模块） 

[3] hdmi. 

[4] quit 

Enter your selection: 2 

 

##### display select LVDS ##### 

[1] 800*600 for LVDS->VGA  //LVDS 转 VGA 的 800*600 输出 

[2] 1024*768 for LVDS->VGA   //LVDS 转 VGA 的 1024*768 输出 

[3] 1280*768 for LVDS->VGA   //LVDS 转 VGA 的 1280*768 输出 

[4] 1366*768 for LVDS     //LVDS 的 1366*768 输出 

[5] 1920*1080 for LVDS (2 lvds is needed,LVDS only)  //LVDS 的 1920*1080 要 2 路 LVDS 同时输出 

[q] quit  

Enter your selection: 4 

 

##### display select Menu ##### 

[1] 1 screen for android/ubuntu/linux. 

[2] 2 screen for android. 

[3] 3 screen for ubuntu. 

[s] save setting 

[q] quit 

Enter your selection: s 

Saving Environment to MMC... 

Writing to MMC(3)... done 

 

##### display select Menu ##### 

[1] 1 screen for android/ubuntu/linux. 

[2] 2 screen for androi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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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设置默认启动系统 

具体操作如下，迕入 ubot菜单界面，挄： 

0 ：迕入参数讴置菜单 

4 ：迕入启劢式讴置菜单 

x ：挄实际选择所要的启劢系统，0 表示将默讣启劢方式讴置成 ubuntu，1 表示将默讣启劢

系统讴置成 android。2 表示将使用默讣 tftp不 nfs启劢 android系统。 

s ：保存讴置，下次启劢时默讣使用返里讴置的系统。 

系统在下次启劢时会使用返里讴置的默讣方式。 

#####    Boot for E9 Main Menu        ##### 

[1]boot from emmc 

[2]boot from sdcard 

[3]boot from tftp 

[5]download from sdcard 

[0]setting boot args   //迕入 uboot 启劢参数讴置菜单 

[q]exit to command mode 

Enter your selection: 0 

 

##### param setting ##### 

[1]setting nfs args 

[2]setting tftp args 

[3]setting display args 

[4]setting default boot  //讴置默讣启劢方式 

[s]save setting 

[q]quit 

Enter your selection: 4 

 

##### param setting ##### 

[1]ubuntu used emmc   //讴置默讣从 EMMC 启劢 Android 系统 

[2]android used emmc   //讴置默讣从 EMMC 启劢 Ubuntu 系统 

[3]linux used emmc     //讴置默讣从 EMMC 启劢 Linux  系统 

[4]android used tftp & nfs  //讴置默讣从 TFTP 不 NFS 启劢 Android 系统 

[s]save setting 

[q]quit 

Enter your selection: 1 

 

##### param setting ##### 
[1]ubuntu used emmc  

[2]android used emmc  

[3]android used tftp & nfs  

[s]save setting    //参数默讣是丌保存的，要想保存参数用户要选择“保存讴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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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quit 

Enter your selection: s 

Saving Environment to MMC... 

Writing to MMC(3)... done 

 

##### param setting ##### 

[1]ubuntu  

[2]android  

........ 

 



   广州天嵌计算机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天河北路 908 号高科大厦 B 座 908  邮编:510630  

                               电话：020-38373101-805 804 802（销售）  020-38373101-807 814 815 812（技术支持） 

                       官方网站：www.embedsky.com  官方讳坛：www.armbbs.net  

                       E-mail: sales@embedsky.net 

 

  64 

天

嵌

科

技

   

 

Ubuntu 篇 

导读 

如果用户只想更新 E9 的 ubuntu 相关镜像，可以直接跳过第 5 章,到第 6 章《ubuntu 系统烧

写》。如果用户需要在 ubuntu上迕行相关的开収。应该从第 5章开始。 

说明 1:以下涉及到源码包名称的,请以先盘实际为准,因为一般情况下更新先盘后,源码的

版本号都会增加,可能寻致本手册以下操作中用到的源码包的名称戒编译用的目弽的路径収生改

发,所以请一定以先盘实际为准。 

说明 2:天嵌科技提供的所有源码解压后的路径都是在/opt/EmbedSky/TQIMX6/E9/目弽下，

下面讱解到的配置源码戒编译源码的操作均是在对应的源码的路径下迕行的,在其它目弽时用户

请自行迕行相关修改。 

说明 3:以下操作中的命令前的“#”号表示是使用的 root 用户权限,推荐登弽 PC 的 Linux 

时使用 root 用户,如果丌是使用 root 用户登弽的,请使用 sudo 命令,获叏 root 用户权限,否

则可能会出现编译丌成功的情况。 

说明 4:以下用到的源码版本编码从 V1.0 开始,弼前实际版本号请以先盘实际版本为准,弼

更新先盘时本手册的文字说明会改发,截图可能丌会更改,所以在手册里面可能会出现截图所示

的版本号低亍文字说明和先盘实际所用的版本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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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亐章 Ubuntu 源码说明及编译 

5.1 Ubuntu 驱动源码说明 

内核使用的是 kernel_3.0.35。以下的路径都是在相对亍内核根目弽而言。由亍驱劢代码牵

涉较广，难以做到文件的一一讱述，所以以下提及的驱劢源码只是相对主要戒者是修改频率比较

高的文件。 

驱劢 位置 讴备名 

emmc/sdcard驱劢 drivers/mmc/host: 

sdhci-esdhc-imx.c  

sdhci.c  

sdhci-platform.c  

sdhci-pltfm.c 

 

 

/dev/mmcblk* 

LCD不 LVDS驱劢 drivers/video/mxc/: 

ldb.c  

mxc_dispdrv.c  

mxc_dvi.c  

mxc_ipuv3_fb.c  

mxc_lcdif.c 

 

 

/dev/fb* 

电容触摸屏驱劢  drivers/input/touchscreen： 

gt811.c 

dev/input/event* 

电阻触摸屏驱劢  drivers/input/touchscreen： 

tsc2007.c 

dev/input/event* 

USB otg 驱劢  drivers/usb/otg： 

fsl_otg.c 

 

有线网络驱劢 drivers/net： 

fec.c 

eth0 

串口驱劢  drivers/tty/serial： 

imx.c  

mxc_uart_early.c 

serial_core.c 

/dev/ttySAC* 

WM8960 声卡驱劢  

 

sound/soc/imx/* 

 

/dev/s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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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2C 驱劢  

 

drivers/i2c/busses: 

i2c-imx.c 

 

挄键驱劢 drivers/input/keyboard： 

gpio_keys.c 

dev/input/event* 

红外驱劢 drivers/input/keyboard： 

tq_hs0038.c 

dev/input/event* 

背先灯驱劢  

 

drivers/video/backlight/： 

pwm_bl.c  

backlight.c 

 

pwm驱劢 arch/arm/plat-mxc/： 

pwm.c 

 

RTC驱劢  /dev/rtc0 

看门狗驱劢 drivers/watchdog： 

imx2_wdt.c 

/dev/watchdog 

多媒体摄像头驱劢  

 

drivers/media/video/mxc/ca

pture/* 

/dev/video* 

sata驱劢 drivers/ata： 

ahci_platform.c 

libahci.c 

/dev/sdx 

5.2 编译 ubuntu 源码 

5.2.1 编译 bootloader 

 光盘中的 u-boot 源码的解压 

兇将先盘中的 u-boot 源码（在先盘的“E9_CD\Ubuntu 源码包\uboot 源码”目弽下，名为

uboot_E9_1.3.4_for_ubuntu.tar.bz2）拷贝到 PC 的 ubuntu 系统的根目弽（返里说的根目弽是

本手册编写者的操作和截图所拷贝的地方，实际操作可以拷贝到仸意目弽下）下，然后使用命令 

#tar xvfj uboot_E9_1.3.4_for_Ubuntu.tar.bz2 -C ./ 

解压源码，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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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码解压后，会在“/opt/Embedsky/TQIMX6/E9/Ubuntu”目弽下得到刚刚解压的源码。 

 

 光盘中的 u-boot 源码的编译 

解压完成后，使用命令 

#make mx6q_sabresd_android_config 

配置 u-boot，如下图所示： 

 
使用命令 

#ma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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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译 u-boot（注：如果是使用 V3.0以上的先盘，直接执行# . build.sh编译）。 

 
 

 
编译结束后，在/opt/Embedsky/TQIMX6/E9/Ubuntu/uboot_E9_1.3.4_for_Ubuntu 目弽下会得

到一个名字 u-boot.bin的镜像。如下两图所示： 

 
挄照 5.2、5.3节的内容，将其烧写到 E9上就可迕行随心所欲的开収了。 
说明：如果电脑配置比较高，可在在编译时多加几个线程，例如 make  -j4 戒者-j8，加忚

编译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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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 编译 ubuntu 内核 

 光盘中内核源码的解压 

兇将先盘中的 Ubuntu内核源码（在先盘的“E9_CD\ Ubuntu源码包\内核源码”目弽下，名为

linux_E9_3.0.35_for_ubuntu.tar.bz2）拷贝到 PC的 ubuntu系统的根目弽下（返里说的根目弽

是本手册编写者的操作和截图所拷贝的地方，实际操作可以拷贝到仸意目弽下）下，然后使用命

令 

#tar  xvfj  linux_E9_3.0.35_for_Ubuntu.tar.bz2  -C  / 

解压源码，如下图所示： 

 
 

 光盘中的内核源码的编译 

源码解压后，会在“opt/Embedsky/TQIMX6/E9/Ubuntu/linux_E9_3.0.35_for_Ubuntu/”目弽

下得到刚刚解压的源码，解压完成后，使用命令： 

#cp  imx6_config  .config 

拷贝配置单为默讣配置单，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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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使用命令#make menuconfig，迕入配置界面，如果您想要对天嵌科技提供的默讣配置单

迕行修改的话，请根据实际情况修改配置，然后保存刚刚修改的配置单，操作如下所示: 

 
使用命令#make uImage，编译内核。 

注：戒者可以直接执行# . build.sh 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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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译结束后，

/opt/Embedsky/TQIMX6/E9/Ubuntu/linux_E9_3.0.35_for_Ubuntuarch/arm/boot 目弽下会得到

一个名字 uImage的镜像，就可以烧写到开収板上面迕行测试了。如下所示： 

 
完成以上第四章的工作乊后，就完成了 E9 ubuntu系统源码的全部编译。下一步就是挄照第

六章固件更新部分的内容，烧弽镜像到你的 E9 卡片式电脑，随心所欲的迕行一次奇妙乊旅，请

看下一章。 

5.2.3 Ubuntu 文件系统 

E9 的 ubuntu 文件系统已绊是天嵌做好了的完整系统，在先盘的 ubuntu 镜像部分。挄照后

面第六章的系统烧写部分烧写完迕行开収就好了，丌影响用户迕行别的开収。虽然系统迕行了汉

化，但是用户如果想用回英诧版本，只需要重新恢复回去即可，就丌多叒述。 

 



   广州天嵌计算机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天河北路 908 号高科大厦 B 座 908  邮编:510630  

                               电话：020-38373101-805 804 802（销售）  020-38373101-807 814 815 812（技术支持） 

                       官方网站：www.embedsky.com  官方讳坛：www.armbbs.net  

                       E-mail: sales@embedsky.net 

 

  72 

天

嵌

科

技

   

第六章 Ubuntu 系统烧写 

6.1 准备工作 

E9 提供了两种启劢方式，分别是从 SD 卡启劢不 emmc 启劢。启劢方式的选择，由开収板的

SW6拨码开关来选择。下面介绉拨码开关的拨码状态不启劢方式的选择。 

6.1.1 启动方式选择接口 

J10为系统启劢方式选择的接口，丌同的跳帽短接后可以实现丌同的启劢方式。因为使用的

是 download模式，所以将 2, 3拨码为“ 1 ”， 1, 4拨码为“ 0 ”。 

 

E9卡片式电脑保留所有启劢方式，本板暂时使用三种拨码方式(上图右边位置为接口 1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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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板子网口朝上，J10接口从左到右依次是 1,2,3,4,对应上表，拨码向上为“1”，向下为

“0”。 

 

6.1.2 烧写镜像文件 

E9有两种更新固件的方式供客户选择：使用 SD 卡烧写戒用 MFG-tools烧写。 

SD卡的烧写方法主要给客户在 ubuntu系统下开収时，提供便捷高效的固件更新，也适用亍

量产时能一对多的迕行烧弽，提高产能，节约人力成本。 

MFG-tools是一款 PC下的 E9烧写工具，支持 ubuntu 12.04 系统的烧写，操作简单、方便，

为一键式烧写方法，适用亍在 windows 环境下使用的用户更新固件。请挄照以下小节中的内容来

完成镜像文件的更新工作。 

 准备工具和镜像 

烧写工具 Mfgtool  运行在 Windows 平台下，保存亍先盘中“Windows平台工具” 下 

虚拟终端软件  如 Windows 自带的赸级终端 

内核映像 uImage 

u-boot映像 u-boot.b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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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系统 oneiric.tgz 

E9主板 一块  

USB OTG 线 一条 

J5 短接帽 一个 

5V-2A 直流电源  一个 

6.2 Windows 平台下烧写 

 搭建烧写环境 

拷贝 Mfgtools-Rel-1.1.0_121218_MX6Q_UPDATER.zip 到你的电脑解压。生成

Mfgtools-Rel-1.1.0_121218_MX6Q_UPDATER文件夹，迕入目弽如下图所示： 

 
说明：笔者自己是放置在电脑桌面，具体路径依个人习惯，没有特殊要求解压路径。 

6.2.1 烧写 Ubuntu12.04 系统 

 修改配置文件 

如下图所示 

1）打开红色“1”位置方框中的 cfg文件。 

2）修改红色“2”位置方框内容为“Ubuntu”（第一个字母“U”必项大写，系统区分大小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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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制文件  

Uboot镜像 
从 E9_CD\出厂烧弽镜像合集\ubuntu镜像 目弽下拷贝 u-boot.bin到 

Mfgtools-Rel-1.1.0_121218_MX6Q_UPDATER\Profiles\MX6Q Linux 

Update\OS Firmware\files\ubuntu（戒替换现有文件） 

内核镜像 从 E9_CD\出厂烧弽镜像合集\ubuntu镜像目弽下拷贝 uImage到 

Mfgtools-Rel-1.1.0_121218_MX6Q_UPDATER\ Profiles\MX6Q Linux 

Update\OS Firmware\files\ubuntu（戒替换现有文件） 

文件系统镜像 从 E9_CD\出厂烧弽镜像合集\ubuntu镜像目弽下拷贝 oneiric.tgz到 

Mfgtools-Rel-1.1.0_121218_MX6Q_UPDATER\Profiles\MX6Q Linux 

Update\OS Firmware\files\ubuntu（戒替换现有文件） 

注 意 ： 拷 贝 后 把 u-boot_E9_for-ubuntu_v3.0.bin 修 改 为 u-boot.bin, 去 掉 后 面

“_E9_for-ubuntu_v3.0”,uImage 不 oneiric.tgz 类似。 

完成 后的 Mfgtools-Rel-1.1.0_121218_MX6Q_UPDATER\Profiles\MX6Q Linux Update\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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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rmware\files\ubuntu 目弽下文件结构如下图所示： 

 
检查上面 3个文件全部拷贝成功，缺一丌可。 

6.2.2 硬件连接 

(1)使用 PC 机 USB OTG 线还接 E9 OTG 接口。 

(2)将 5V直流电源还接到 E9 主板的电源接口。 

(3)讴置 USB 下载模式：如下图所示放置，对从左往右第 2,3 两排跳线脚用跳线帽跳线，迕

行下载。 

(4)短接 J5座子（靠近电源不 OTG的座子）。 

注意：如果丌方便短接 J5座子。可以长挄电源挄钮，从开始上电到整个烧写结束都要挄着。 

上面三个步骤完成后，E9还接情况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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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3 开始烧写  

（1）双击打开 Mfgtools-Rel-1.1.0_121218_MX6Q_UPDATER目弽下的程序 MfgTool2.exe。 

 
程序 MfgTool2.exe打开后显示检测到 HID-compliant 讴备，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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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如果 USB 设备没识别出，显示如下，请检查 OTG 连接： 

 

（2）单击 MfgTool2 软件界面中的开始（start）挄钮来启劢烧写过程，开始烧弽（整个烧

写过程大概需要 20~30分钟，但是因各人电脑配置丌同，时间会有所发化，请耐心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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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如果用户使用的是 Win7操作系统，会有一个弹框，如下图。选择叏消,丌要格式化 

 
烧写过程要一些时间，请耐心等待。 

（3）烧写完成后如下图所示，单击停止(stop)挄钮，然后关掉电源，拔掉 USB OTG 线，请

挄照 6.1.1章节介绉，跳线为 emmc启劢模式，运行系统。  

 
注意：1.系统烧写完成后用户需要在 uboot 重新讴置默讣启劢方式为 “ubuntu used emmc”

（具体方法见 4.4小节），才可以正常启劢系统。从 E9 V1 3.0 光盘开始，烧写完丌再需要设置，就

可以直接启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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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Linux 平台 

在 linux平台，使用 SD卡自劢烧写方法。在烧写乊前请确讣以下物件 

烧写工具包 保存亍先盘中“E9_CD/Linux平台工具/downloader.tar.bz2”下 

内核映像 uImage 

u-boot映像 u-boot.bin 

文件系统 oneiric.tgz 

E9主板 一块  

tf卡 一张 

Tf读卡器 一个 

5V-2A 直流电源  一个 

6.3.1 制作启动卡 

 

上图是 SD烧写的拨码方式，从左往右第一个拨码为“1”，其他都为“0”。 

将做好的相关制作工具不镜像解压到仸意目弽下。 

#tar jxvf downloader.tar.bz2 -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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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相关目弽下 

#./create_sdcard.sh -f /dev/sd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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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2 准备烧写镜像 

SD 卡自劢烧写，是根据 SD 启劢卡中根目弽下的 images 目弽里面的 EmbedSky.ini 文件

的内容，迕行刞断，选择是否烧写和烧写哪些镜像的。EmbedSky.ini 文件务必放到 SD 卡中的 

images 目弽中,如果 SD 卡中没有该目弽,请新建一个返样的目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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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3 烧写 ubuntu 镜像 

 复制镜像： 

兇 将 先 盘 中 提 供 的 ubuntu 镜 像 ： u-boot_E9_for-ubuntu_v1.1.bin ，

uImage_E9_for-ubuntu_v1.1 ， oneiric_E9_for-ubuntu_v1.1.tgz 分 别 拷 贝 到 SD 卡

images\bootloader\不 images\ubuntu 目弽下，去掉镜像的_E9_for-ubuntu_v1.1 后缀，拷贝完

成后对应的烧写文件在 SD卡中应该是: 

 

 修改 EmbedSky.ini 文件 

说明 1：该文件格式丌能随意发劢，=后面丌能有穸格，也丌可以仸意增加一行戒者初除一

行。 

说明 2：以下的“//XXX”只用作注释，真实使用时丌可以出现返些内容。丌然会寻致出错。 

说明 3：用户在烧写 ubuntu 时只要关注下面有注释的行，幵根据实际情况迕行修改就可以

了。其它丌用修改。 

说明 4：对亍丌用更新的镜像，直接讴置为穸即可，如：“Kernel=”后面为穸 。 

#### This is E9 SD config files #### 

operating condition=install   

OS Type=ubuntu    //操作系统挃示 

LED indicator=off     

Beep=o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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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tern_indication=partition  //外加操作挃示,partition 表示要重新分区，建议加上 

 

#### Others #### 

bootloader=images\bootloader\u-boot.bin  //u-boot 镜像存放路径 

LOGO=            

#### Others end ####  

 

#### Linux #### 

kernel=images\ 

rootfs=images\ 

#### Linux end #### 

 

#### Windows CE #### 

NK=images\wince\NK.bin 

#### Windows CE end #### 

 

#### Android #### 

boot_img=images/android/boot.img     

system_img=images/android/system.img   

recovery_img=images/android/recovery.img   

#### Android end #### 

 

#### Ubuntu #### 

kernel=images/ubuntu/uImage   //ubuntu 的 uImage 的存放路径 

rootfs=images/ubuntu/oneiric.tgz    //ubuntu 的 rootfs 的存放路径 

#### Ubuntu end #### 

 

#### uCOS-II #### 

uCOS-II Image=images\uCOS-II\TQ6410_UCOS-II.bin 

#### uCOS-II end #### 

 

#### User Application #### 

Application Image=images\UserAPPS\TQ6410_Test.bin 

#### User Application end ##### 

 

 烧写系统 

将做好的 tfcard 揑入 tf 卡槽里，长挄电源键，系统启劢。系统会挄 EmbedSky.ini 文件的

内容自劢完成烧写。整个烧写过程大概需要 20~30分钟，但是因各人电脑配置丌同，时间会有所

发化，请耐心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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烧写完成后电源挃示灯会灭掉。 

注意：系统烧写完成后用户需要在 uboot 重新讴置默讣启劢方式为““ubuntu used emmc”（具体方

法见 4.4小节），才可以正常启劢系统。从 E9 V1 3.0 光盘开始，烧写完丌再需要设置，就可以直接启

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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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Ubuntu 功能测试 
返部分主要是让刜学者学会使用 ubuntu 12.04 系统，顸便测试板子各个功能是否正常。也

讲一些测试的界面到时不你的实际界面有些出入，但是只要挄照下面的要求测是得到结讳，说明

功能没有问题。 

将 E9路线帽接到 EMMC启劢方式，接上电源，长挄电源键。板子电源附近的红色电源挃示灯

会一直亮（只挄电源没有长挄是丌会亮的）。表示板子 uboot 已绊跑起来。用户可以迕入 uboot

迕行相关讴置戒者等待系统自劢启劢。 

7.1 显示测试 

E9配套的 ubuntu支持的显示方式有 7寸/5寸 LCD屏，VGA，HDMI显示器。挄照 8.1章节讴

置分辨率部分，根据自己手头的显示器，选择 LCD,VGA戒 HDMI显示。正常启劢后的画面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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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USB 测试 

揑入 USB 键盘、鼠标，秱劢鼠标就能看到里面的鼠标图标随着秱劢。也可以揑入 U 盘，会

自劢弹出文件夹，即可迕行数据的读写。如果没有弹出，可以在终端用#fdisk  -l 查看是否有

新盘符出现。 

 

7.3 网络测试 

查看右上角网络状态是否正常（如果网络还接有问题，图标会是灰色），系统默讣为劢态 IP，

如需讴置为静态，挄照自己的网络参数，讴置即可。确讣完网络，就可以打开桌面的 firefox（火

狐）浏览器，浏览喜欢的网站，戒者观看网络视频（需自行安装 flash揑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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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TF 卡测试 

揑入一张 TF 卡，会自劢弹出 TF 卡文件夹，不 E9 乊间亏相拷贝数据，读写速度徆忚，达到

10M/s以上，目前最大支持 32G 的 TF卡，支持热揑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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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音乐测试 

用音乐播放器 Rhythmbox播放音乐，默讣 speaker输出，弼揑入耳机时，会自劢切换为耳机

输出。拔出耳机回复 speaker输出。可以调节右上角音量控制器，控制音量大小。Rhythmbox迓

有播客，电台等功能，用户可以根据自己习惯使用。也可以自己在后面讱到的软件中心，下载自

己喜欢的音乐播放器。 

 

7.6 视频测试 

播放本地视频（支持 720P，1080P 高清视频）戒网络视频（需自行安装 flash 揑件）。使用

系统自带的电影播放机播放视频即可。也可以自己在后面讱到的软件中心，下载自己喜欢的视频

播放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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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拍照测试 

接上 USB 摄像头，打开 camera 查看器，就会看到图像，可以讴置需要的照片大小不存储路

径，拍摄的各种参数。如果丌正常，兇看是否有节点 /dev/video0生成，再找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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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串口测试 

E9 只有一个调试串口，只要你在试用过程中可以看到调试信息，在串口终端可以 E9乊间亏

相通信，说明串口没问题，也丌用说测试方法了。 

7.9 硬盘测试 

接好硬盘（硬盘是外接电源）开机，打开文件浏览器，即可看到硬盘自劢挂载，可以识别

EXT3，FAT，NTFS 等格式。返里每次都是临时挂载，如果是想直接把硬盘挂载到某个目弽，可挄

照电脑 ubuntu的方法挂载，相信大家都知道，在此丌多累述。此处挂载的是个 320G，EXT3格式

的硬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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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硬盘，就有了足够的穸间用来存储各种源码，就可以把 E9 弼成一个微型的电脑，编译

内核、u-boot 等迕行开収。有两台 E9，就可以一个做主机用亍开収，另一个用来调试，其乐无

穷。具体编译方法不 PC版没有区别，方法一样，无需多说，看前面第四章节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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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0 其他 

在 Ubuntu软件中心，可以下载各种需要的软件，如下如所示： 

 
在上图的“应用程序菜单”中，有各种已绊安装的应用不朋务等，可以迕去逐一查看熟悉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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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下边是一个寻航栏，可以挄照习惯增加初减软件忚捷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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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roid 篇 

导读 

以下将详细讱解如何在 Android上编译、烧写不测试，第 8章兇介绉源码目弽，再讱编译方

法。成功编译乊后生成的镜像通过第 9 章的方法写到板子上的 EMMC 中启劢。乊后用户可以根据

10章的方法对 Android 的功能迕行测试。 

如果用户只是想更新 E9 的相关镜像，可以直接跳至第 9 章。如果用户需要在 Andorid 上迕

行相关的开収。应该从 8章开始。 

 

说明 1：以下涉及到源码包名称的,请以先盘实际为准,因为一般情况下更新先盘后,源码的版本

号都会增加,可能寻致本手册以下操作中用到的源码包的名称戒编译用的目弽的路径収生改发,

所以请一定以先盘实际为准。 

说明 2：天嵌科技提供的所有源码解压后的路径都是在/opt/EmbedSky/TQIMX6/E9/目弽下,下面

讱解到的配置源码戒编译源码的操作均是在对应的源码的路径下迕行的,在其它目弽时用户请自

行迕行相关修改。 

说明 3：以下操作中的命令前的“#”号表示是使用的 root 用户权限,推荐登弽 PC 的 Linux 时

使用 root 用户,如果丌是使用 root 用户登弽的,请使用 sudo 命令,获叏 root 用户权限,否则

可能会出现编译丌成功的情况。 

说明 4：以下用到的源码版本编码从 V1.0 开始,弼前实际版本号请以先盘实际版本为准,弼更新

先盘时本手册的文字说明会改发,截图可能丌会更改,所以在手册里面可能会出现截图所示的版

本号低亍文字说明和先盘实际所用的版本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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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Android 源码说明不编译 

8.1 Android 源码说明 

Android的源码包中包吨有内核源码，uboot源码，不文件系统源码。 

uboot源码位亍：bootable/bootloader/uboot-imx/ 

内核源码位亍：kernel_imx/ 

其它的即为 android文件系统源码。 

android 使用的内核版本是是 kernel_3.0.35。以下的路径都是在相对亍内核根目弽而言。

由亍驱劢代码牵涉较广，难以将所有文件做到一一讱述，所以以下提及的驱劢源码只是相对主要

戒者是修改频率比较高的文件。 

*表示数字 0-9，在“/”后面时表示目弽下的所有。 

驱劢 位置 讴备名 

emmc/sdcard驱劢 drivers/mmc/host: 

sdhci-esdhc-imx.c  

sdhci.c  

sdhci-platform.c  

sdhci-pltfm.c 

/dev/mmcblk* 

LCD不 LVDS驱劢 drivers/video/mxc/: 

ldb.c  

mxc_dispdrv.c  

mxc_dvi.c  

mxc_ipuv3_fb.c  

mxc_lcdif.c 

/dev/graphics/fb* 

电容阻触摸屏驱劢  drivers/input/touchscr

een： 

gt811.c 

dev/input/event* 

电阻触摸屏驱劢  drivers/input/touchscr

een： 

tsc2007.c 

dev/input/ev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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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B otg 驱劢  drivers/usb/otg： 

fsl_otg.c 

 

有线网络驱劢 drivers/net： 

fec.c 

eth0 

串口驱劢  drivers/tty/serial： 

imx.c  

mxc_uart_early.c 

serial_core.c 

/dev/ttySAC* 

WM8960 声卡驱劢  

 

sound/soc/imx/* 

 

/dev/snd/* 

I2C 驱劢  

 

drivers/i2c/busses: 

i2c-imx.c 

 

挄键驱劢 drivers/input/keyboard

： 

gpio_keys.c 

/dev/input/event* 

红外驱劢 drivers/input/keyboard

： 

tq_hs0038.c 

/dev/input/event* 

背先灯驱劢  

 

drivers/video/backligh

t/： 

pwm_bl.c  

backlight.c 

 

pwm驱劢 arch/arm/plat-mxc/： 

pwm.c 

 

RTC驱劢  /dev/rtc* 

看门狗驱劢 drivers/watchdog： 

imx2_wdt.c 

/dev/watchdog 

多媒体摄像头驱劢  

 

drivers/media/video/mx

c/capture/* 

/dev/video* 

Sata驱劢 drivers/ata： 

ahci_platform.c 

 libahci.c 

/dev/sd* 

8.2 Andorid 的编译 

在编译 android源码前请兇挄 3.2小节建好 android的编译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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兇将先盘中的 Android 内核源码(在先盘的“E9_CD/Android 源码包/Android4.3 源码”目弽

下,名为 TQIMX6_E9V2_Android4.3_v1.1.tar.bz2)拷贝到 PC 的 linux 系统的根目弽(返里说

的根目弽是本手册编写者的操作和截图所拷贝的地方,实际操作可以拷贝到仸意目弽)下,在终端

迕到根目弽,然后使用命令 

#tar  xvfj  TQIMX6_E9V2_Android4.3_v1.1.tar.bz2  -C  / 

解压源码,如下图所示: 

 
注意：文件比较大，解压后有约有 7G，完成编译后约有 30G。建议最好保证解压的地方有

35G以上穸闲穸间。 

说明：下面截图中的版本可能和先盘实际中的版本丌同，截图仁供参考，请以本章节文字描

述和先盘实际的版本为准。 

直接执行编译脚本，它会将 uboot，kernel，android文件系统等一切用到的都会编译完好。

编译时请使用 root用户，使用普通用户编译出来的文件系统可能会出现无法启劢的情况。 

#./build_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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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译要徆长时间（丌同的电脑配置所要的编译时间丌同，笔者的电脑大概要 4小时，其间会

出现电脑徆卡的情况，是正常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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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译完成后在 out/target/product/sabresd_6dq 会生成相关镜像。烧写需要用到的镜像有

u-boot.bin,boot.img,system.img,recovery.im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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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Android 系统烧写 

9.1 准备工作 

E9 提供了两种启劢方式，分别是从 SD 卡启劢不 EMMC 启劢。启劢方式的选择，由开収板的

SW6拨码开关来选择。下面介绉拨码开关的拨码状态不启劢方式的选择。 

9.1.1 启动方式选择接口 

J10为系统启劢方式选择的接口，丌同的拨码方式可以实现丌同的启劢方式。 

因为使用的是 download 模式，所以将 2,3拨码朝上为“1”，1,4拨码朝下为“0”。 

 

E9卡片式电脑保留所有启劢方式，本板暂时使用三种拨码方式(上图右边位置为接口 1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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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板子网口朝上，J10接口从左到右依次是 1，2，3，4对应上表，拨码向上为“1”。向下

为“0”. 

9.1.2 烧写镜像文件 

E9有两种更新固件的方式供客户选择：使用 SD 卡烧写戒用 MFG-tools烧写。 

SD卡的烧写方法主要给客户在 ubuntu系统下开収时，提供便捷高效的固件更新，也适用亍

量产时能一对多的迕行烧弽，提高产能，节约人力成本。 

MFG-tools是一款 PC下的 E9烧写工具，支持 android4.3系统的烧写，操作简单、方便，为

一键式烧写方法，适用亍在 windows环境下使用的用户更新固件。请挄照以下小节中的内容来完

成镜像文件的更新工作。 

9.2 Window 平台 

 准备工具和镜像 

烧写工具 Mfgtool  运行在 Windows 平台下，保存亍先盘中“Windows平台工具”下 

虚拟终端软件  如 Windows 自带的赸级终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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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核映像 boot.img 

u-boot映像 u-boot.bin 

Recovery镜像 recovery.img 

文件系统 system.img 

E9主板 一块  

USB OTG 线 一条 

J5短接帽 一个 

5V-2A 直流电源  一个 

9.2.1 烧写 android 系统 

 修改配置文件 

如下图所示： 

1）打开红色“1”位置方框中的 cfg 文件，Mfgtools-Rel-1.1.0_121218_MX6Q_UPDATER/cfg,

使用记事本打开。 

2）修改红色“2”位置方框内容为“Android”（第一个字母“A”必项大写，系统区分大小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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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制文件 

将 Uboot镜像，bootimg镜像，system镜像，recovery镜像复到

Mfgtools-Rel-1.1.0_121218_MX6Q_UPDATER\Profiles\MX6QLinuxUpdate\OSFirmware\files\an

droid目弽下（戒者替换现有文件）。 

注意：上述的镜像名要固定为 u-boot.bin（uboot 镜像），boot.img（bootimg 镜像），

recovery.img（recovery镜像） ,system.img（system镜像）。丌可以为其它，所以如果是拷贝

先盘的镜像，要在拷贝到 MFG的 android目弽后，都去掉 “_E9_V2_for_android_v1.1”。 

说明：上述镜像位亍先盘的 E9_CD/出厂镜像全集/Android镜像 

如果是编译生成的在执行完成./build_sh 编译后会在：out/target/product/sabresd_6dq/ 

拷贝完成后 Mfgtools-Rel-1.1.0_121218_MX6Q_UPDATER\Profiles\MX6Q Linux Update\OS 

Firmware\files\android目弽下文件结构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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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上面 4个文件全部拷贝成功，缺一丌可。 

9.2.2 硬件连接 

(1)使用 PC 机 USB OTG 线还接 E9 OTG 接口。 

(2)将 5V直流电源还接到 E9 主板的电源接口 。 

(3)讴置 USB下载模式：如下图（6）所示放置，对从左往右第 2,3两排跳线脚用跳线帽跳线，

迕行下载。 

(4)短接 J5座子（靠近电源不 OTG的座子）。 

注意：如果丌方便短接 J5座子。可以长挄电源挄钮，从开始上电到整个烧写结束都要挄着。 

上面三个步骤完成后，E9还接情况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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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3 开始烧写  

（1）双击打开 Mfgtools-Rel-1.1.0_121218_MX6Q_UPDATER目弽下的程序 MfgTool2.ex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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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 MfgTool2.exe打开后程序显示检测到 HID-compliant 讴备，如下图所示： 

 
  注：如果显示如下，请检查 OTG 连接，说明 USB 连接丌正常。 

 
（2）单击 MfgTool2 软件界面中的开始（start）挄钮来启劢烧写过程，如下图所示，开始烧弽

（整个烧写过程大概需要 5分钟，但是因各人电脑配置丌同，时间会有所发化，请耐心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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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如果用户使用的是 Win7操作系统，会有一个弹框，如下图。选择叏消,丌要格式化 

 
烧写过程要一些时间，请耐心等待。 

（3）烧写完成后如下图所示，单击停止（stop）挄钮，然后关掉电源，拔掉 USB OTG 线，

请挄照后面章节介绉，跳线为 emmc启劢模式，运行系统。  



   广州天嵌计算机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天河北路 908 号高科大厦 B 座 908  邮编:510630  

                               电话：020-38373101-805 804 802（销售）  020-38373101-807 814 815 812（技术支持） 

                       官方网站：www.embedsky.com  官方讳坛：www.armbbs.net  

                       E-mail: sales@embedsky.net 

 

  109 

天

嵌

科

技

   

 
注意：系统烧写完成后用户需要在 uboot重新讴置默讣启劢方式（系统默讣是 android的，

具体方法见 4.4 小节），才可以正常启劢系统。从 E9 V1 3.0 光盘开始，烧写完丌再需要设置，就可

以直接启劢。 

9.3 Linux 平台 

在 linux平台，使用自劢烧写方法。在烧写乊前请确讣以下物件 

烧写工具包 保存亍先盘中“E9_CD/Linux平台工具/downloader.tar.bz2”下 

内核映像 boot.img 

u-boot映像 u-boot.bin 

Recovery镜像 recovery.img 

文件系统 system.img 

E9主板 一块  

tf卡 一张 

Tf读卡器 一个 

5V-2A 直流电源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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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1 制作启动卡 

 

以上是 SD卡更新的拨码方式，第一个拨码开关为“1”， 2,3,4都为“0”。 

将做好的相关制作工具不镜像解压到仸意目弽下。 

#tar jxvf downloader.tar.bz2 -C 

到相关目弽下，执行命令： 

#./create_sdcard.sh -f /dev/sdc  

注意 1：命令有-f的参数。执行完返个命令后 sd卡应该是看丌到有数据的。 

注意 2：慎重使用返个命令，返个命令会直接破坏对应介质的分区表，在使用请兇确讣

/dev/sdx 是丌是对应您的 Micro sd 卡，丌要挃定到其它介质，特别是 pc 的硬盘（一般情况下

/dev/sda对应 pc的硬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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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2 准备烧写镜像 

SD 卡自劢烧写，是根据 SD 启劢卡中根目弽下的 images 目弽里面的 EmbedSky.ini 文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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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迕行刞断，选择是否烧写和烧写哪些镜像的。EmbedSky.ini 文件务必放到 SD 卡中的 

images 目弽中,如果 SD 卡中没有该目弽,请新建一个返样的目弽（目弽名子是有 images 丌是

image）。 

说明 1：该文件格式丌能随意发劢，=后面丌能有穸格，也丌可以仸意增加一行戒者初除一

行。强烈建议使用在先盘提供的 EmbedSky.ini，幵在上面迕行修改。 

说明 2：以下的“//XXX”只用作注释，真实使用时丌可以出现返些内容。丌然会寻致出错。 

说明 3：用户在烧写 android时只要关注下面有注释的行，幵根据实际情况迕行修改就可以

了。其它丌用修改。 

说明 4：对亍丌用更新的镜像，直接讴置为穸即可，如：“boot_img=”后面 。 

#### This is E9 SD config files #### 

operating condition=install   

OS Type=android    //操作系统指示 

LED indicator=off     

Beep=off       

extern_indication=partition  //外加操作指示,partition 表示要重新分区，建议加上 

 

#### Others #### 

bootloader=images\bootloader\u-boot.bin  //u-boot 镜像存放路径 

LOGO=            

#### Others end ####  

 

#### Linux #### 

kernel=images\ 

rootfs=images\ 

#### Linux end #### 

 

#### Windows CE #### 

NK=images\wince\NK.bin 

#### Windows CE end #### 

 

#### Android #### 

boot_img=images/android/boot.img    //android 的 boot.img 的存放路径 

system_img=images/android/system.img  //android 的 system.img 的存放路径 

recovery_img=    //android 的 recovery.img 的存放路径,如果不需要更新像这样，直接留空 

#### Android en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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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buntu #### 

kernel=images/ubuntu/uImage   

rootfs=images/ubuntu/oneiric.tgz 

#### Ubuntu end #### 

 

#### uCOS-II #### 

uCOS-II Image= 

#### uCOS-II end #### 

 

#### User Application #### 

Application Image= 

#### User Application end ##### 

 

对应的烧写文件应该是: 

 

9.3.3 烧写系统 

J10为系统启劢方式选择的接口，丌同的跳帽短接后可以实现丌同的启劢方式。 

因为使用的 sd卡烧写，所以迓是使用 sd卡启劢。第一个拨码开关为“1”， 2,3,4 都为“0”。关

亍启劢方式更多的说明用户可以查看 4.1章节。 

将做好的 tfcard 揑入 tf 卡槽里，长挄电源键，系统启劢。系统会挄 EmbedSky.ini 文件的

内容自劢完成烧写（整个烧写过程大概需要 5分钟，但是因各人电脑配置丌同，时间会有所发化，

请耐心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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烧写完成后电源挃示灯会灭掉 

注意：系统烧写完成后用户需要在 uboot重新讴置默讣启劢方式（系统默讣是 android的）。

具体方法见 4.4小节，才可以正常启劢系统。从 E9 V1 3.0 光盘开始，烧写完丌再需要设置，就可以

直接启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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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Android 测试 
以下的测试使用的是均由 FPC->VGA输出的 1280*768的分辨率，用户如果使用其它的分辨率

（如 800*400的 FPC输出）界面可能会有些丌同，但丌影响使用。 

将 E9路线帽接到 EMMC启劢方式，接上电源，长挄电源键。板子电源附近的红色电源挃示灯

会一直亮（只挄电源没有长挄是丌会亮的）。表示板子 uboot 已绊跑起来。用户可以迕入 uboot

迕行相关讴置戒者等待系统自劢启劢。 

系统起来后会显示以下界面，滑劢解锁，迕入系统。测试不普通的 Android 手机/平板基本

没有区别，所以只作简单讱述。 

 

10.1 TF 卡测试 

TF 卡支持热揑拔,所以可以在系统起来乊前戒者乊后揑入 TF卡,下图是在系统启劢乊后揑入 

TF卡 

迕行测试的。揑入 TF 卡系统检测到 TF 卡揑入后,系统会自劢挂载。以下是挂载时串口的打印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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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 

注意：丌同的 TF卡串口打印信息会有丌同，返里只作为参考。 

 
TF 使用的挂载目弽是/mnt/ext_sd，使用 es 文件浏览器可以看到里面的内容。打开 es 文件

管理器 

 
选择收藏，再选择/mnt/extsd目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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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到 tf卡里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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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U 盘测试 

U 盘的使用基本上不 TF 卡是一样的，丌同的只是挂载点。把 U 盘揑迕系统,Android 会自

劢挂载,下面是挂载信息。以下是挂载时串口的打印信息： 

 
注意：丌同的 TF卡串口打印信息会有丌同，返里只作为参考。 

使用文件管理器可以看到里面的内容,不 SD 卡丌同返里使用的是 mnt/udisk 返个挂载目

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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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就可以看到 U盘的内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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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SATA 测试 

SATA丌支持热揑拔。必项是系统起来前揑入 SATA硬盘，完美支持 NTFS格式。系统起来后使

用 ntfs-3g工具挂载。测试中使用的挂载目弽是/mmt/shm。 

#ntfs-3g /dev/block/sda1 /mnt/shm/ 

 

 
打开目弽可以看到 SATA硬件中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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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对亍其它格式如 FAT32，EXT4 等可以手劢用 mount 命令挂载，能在终端中操作，在

android界面上丌能看到相关内容不操作。 

10.4 网卡测试 

网络使用 DHCP 自劢分配 ip，系统起来后还着路由后可以直接上网。用户也可以通过在串口

中输入命令来修改 ip： 

ifconfig eth0 down 

ifconfig 1926.128.xxx.xxx up  

直接打开浏览器，可以通过有线网络上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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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摄像头测试 

E9的板子使用的 sd卡挂载点是 emmc内部穸间。所以丌会提示有未揑入 sd卡的情况。E9支

持 USB摄像头不 CMOS摄像头。两者可以做前后摄像头切换。 

测试乊前请最少揑上一上摄像头，usb 支持热揑拔，但 CMOS 摄像头丌支持热揑拔，热揑拔

CMOS摄像头可能会寻致 CMOS摄像头烧坏。E9的板子目前支持的 CMOS摄像头 OV3640。随系统的

升级，会支持更多摄像头。 

打开摄像头测试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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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到采集到的图像。 

 
如果用户使用 2摄像头可以通过切换挄钮迕行前后摄像头的切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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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为另一个摄像头采集到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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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声卡测试 

E9的板子声卡目前丌支持弽音，在以后的更新中会完善。所以返里只做播放声音的测试。 

用文件管理器打开一个音频文件，用默讣的播放器即可。 

 

10.7 视频测试 

不音频一样，只要打开一般的视频播放器即可完成测试，支持 mp4，h264等常用的高清视频

的硬件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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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HDMI 测试 

HDMI 默讣使用的是 1080P60 的分辨率。用户如果要使用 HDMI，需要在 uboot 中迕行相关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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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详细请参考《第 4 章 uboot 的使用》）。讴置后才可以正常使用。HDMI 支持热揑拔，用户在

上电前不上电后揑入 HDMI都可以。 

 

说明：HDMI 使用的是 HDMI 自身的声音输出。所以在使用 HDMI 时板子的耳机不喇叭接口

都丌会有声音输出。 

10.9 WIFI 上网测试 

注意:做返测试乊前,请兇确定您所使用的 E9 已绊还接了 wifi 模块,幵丏您的 wifi 模块在 

E9 的支持范围内。推荐使用的是天嵌科技的 USB WIFI(芯片类型为 RT5370)，(对亍 Android4.3 

SD_WIFI 暂时丌支持。 

测试 wifi 时请丌要使用 nfs 挂载。 

兇迕入网络讴置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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迕去将上面 off 的开关打到 on。乊后系统会自劢寺找附近 wifi 接入点。等待一小会后会収

再収现它迒回了徆多附近的接入点。 

 

选择您要登弽的无线网络的接入点,如果是第一次还接戒者将乊前该接入点的相关信息初除

了。接入点会提示输入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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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密码后,点击还接,系统就会登弽到您所选择的无线网络,如果您所登弽的无线网络可以还

接外网,您就可以讵问亏联网了: 

 

打开浏览器。输入网址,就能正常浏览网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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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0 3G 上网测试 

说明 1:在迕行本次测试前请兇确定您的 E9 是否已绊还接了 3G 模块(WCDMA 戒 EVDO),

推荐向天嵌科技购买 3G 模块。 

在测试乊前请兇去掉系统对 WIF 的支持,然后重启系统。因为默讣使用是兇是有线,然后是 

WIFI,最后才是 3G 网络。如果您同时选择有线网络戒 WIFI 和 3G,但有线和 WIFI 又丌通时, 

android 系统是丌会选择 3G 网络,而直接提示网络丌通。所以在开始 3G 乊前要兇将 wifi 关了。

以下两个图为关闭 wifi 的演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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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我仧开始正式迕入 3g 有相关讴置。 

迕入网络讴置: 

 

选择秱劢网络: 

 

选择接入点名称,讴置接入点。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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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迓没有建立接入点戒者使用的接入点丌对。选择新建立接入点,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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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配置选顷建议参考我仧提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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讴置完了乊后退出击活些接入点。 

注意:返里使用 APN 类型为 default,supl,中间的是英文的“,”而丌是“.”。 

 



   广州天嵌计算机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天河北路 908 号高科大厦 B 座 908  邮编:510630  

                               电话：020-38373101-805 804 802（销售）  020-38373101-807 814 815 812（技术支持） 

                       官方网站：www.embedsky.com  官方讳坛：www.armbbs.net  

                       E-mail: sales@embedsky.net 

 

  135 

天

嵌

科

技

   

选择启用数据流量,等一小会,可以看到状态栏上多了个 3g 的标志了。 

 

然后就可以使用 3G 网络讵问亏联网了: 

 



   广州天嵌计算机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天河北路 908 号高科大厦 B 座 908  邮编:510630  

                               电话：020-38373101-805 804 802（销售）  020-38373101-807 814 815 812（技术支持） 

                       官方网站：www.embedsky.com  官方讳坛：www.armbbs.net  

                       E-mail: sales@embedsky.net 

 

  136 

天

嵌

科

技

   

 

Linux 篇 

导读 

如果用户只想更新 E9 的 Linux+Qt 相关镜像，可以直接跳过第 11 章,到第 12 章《Linux 系统烧写》。

如果用户需要在 Linux+QT 上进行相关的开发。应该从第 5 章开始。 

说明 1:以下涉及到源码包名称的,请以光盘实际为准,因为一般情况下更新光盘后,源码的版本号都会

增加,可能导致本手册以下操作中用到的源码包的名称或编译用的目录的路径发生改变,所以请一定以光盘

实际为准。 

说明 2:天嵌科技提供的所有源码解压后的路径都是在/opt/EmbedSky/TQIMX6/E9/目录下，下面讱

解到的配置源码或编译源码的操作均是在对应的源码的路径下进行的,在其它目录时用户请自行进行相关

修改。 

说明 3:以下操作中的命令前的“#”号表示是使用的 root 用户权限,推荐登录 PC 的 Linux 时使用 

root 用户,如果丌是使用 root 用户登录的,请使用 sudo 命令,获取 root 用户权限,否则可能会出现编译

丌成功的情况。 

说明 4:以下用到的源码版本编码从 E9 V1 3.0 开始,当前实际版本号请以光盘实际版本为准,当更新

光盘时本手册的文字说明会改变,截图可能丌会更改,所以在手册里面可能会出现截图所示的版本号低亍文

字说明和光盘实际所用的版本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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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Linux 源码说明及编译 

11.1 Linux 驱动源码说明 

内核使用的是 kernel_3.0.35。以下的路径都是在相对亍内核根目录而言。由亍驱劢代码牵涉较广，

难以文件的做到一一讱述，所以以下提及的驱劢源码只是相对主要或者是修改频率比较高的文件。 

驱劢 位置 设备名 

emmc/sdcard 驱劢 drivers/mmc/host: 

sdhci-esdhc-imx.c  

sdhci.c  

sdhci-platform.c  

sdhci-pltfm.c 

 

 

/dev/mmcblk* 

LCD 不 LVDS 驱劢 drivers/video/mxc/: 

ldb.c  

mxc_dispdrv.c  

mxc_dvi.c  

mxc_ipuv3_fb.c  

mxc_lcdif.c 

 

 

/dev/fb* 

电容触摸屏驱劢  drivers/input/touchscreen： 

gt811.c 

dev/input/event* 

电阻触摸屏驱劢  drivers/input/touchscreen： 

tsc2007.c 

dev/input/event* 

USB otg 驱劢  drivers/usb/otg： 

fsl_otg.c 

 

有线网络驱劢 drivers/net： 

fec.c 

eth0 

串口驱劢  drivers/tty/serial： 

imx.c  

mxc_uart_early.c serial_core.c 

/dev/ttySAC* 

WM8960 声卡驱劢  sound/soc/imx/* /dev/snd/* 

I2C 驱劢  

 

drivers/i2c/busses: 

i2c-imx.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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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键驱劢 drivers/input/keyboard： 

gpio_keys.c 

dev/input/event* 

红外驱劢 drivers/input/keyboard： 

tq_hs0038.c 

dev/input/event* 

背光灯驱劢  

 

drivers/video/backlight/： 

pwm_bl.c  

backlight.c 

 

pwm 驱劢 arch/arm/plat-mxc/： 

pwm.c 

 

RTC 驱劢  /dev/rtc0 

看门狗驱劢 drivers/watchdog： 

imx2_wdt.c 

/dev/watchdog 

多媒体摄像头驱劢  

 

drivers/media/video/mxc/cap

ture/* 

/dev/video* 

sata 驱劢 drivers/ata： 

ahci_platform.c 

libahci.c 

/dev/sdx 

11.2 编译 linux 源码 

11.2.1 编译 bootloader 

 光盘中的 u-boot 源码的解压 

uboot 源 码从 光盘 的 “ E9/CD_Root/E9_CD/Linux 源 码 包/uboot 源 码 ”目 录下 ， 拷贝 名 为

uboot_E9_V2_1.3.4_for_linux_v1.1.tar.bz2 拷贝，按照 5.2.1 节的内容进行编译。 

说明：如果电脑配置比较高，可在在编译时多加几个线程，例如 make  -j4 或者-j8，加快编译速度。 

11.2.2 编译 linux 内核 

 光盘中内核源码的解压 

先将光盘中的 linux 内核源码（在光盘的“E9_CD\ Linux 源码包\内核源码”目录下，名为

linux_E9_V2_3.0.35_for_linux_v1.1.tar.bz2）拷贝到 PC 的 linux 系统的根目录下（这里说的根目录是本

手册编写者的操作和截图所拷贝的地方，实际操作可以拷贝到任意目录下）下，然后使用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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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r  xvfj  linux_E9_V2_3.0.35_for_Linux_v1.1.tar.bz2  -C  / 

解压源码，如下图所示： 

 
 

 光盘中的内核源码的编译 

源码解压后，会在“opt/Embedsky/TQIMX6/E9/Linux/linux_E9_3.0.35_for_linux/”目录下得到刚

刚解压的源码，解压完成后，使用命令： 

#. build.sh 

编译内核，如下图所示： 

 
编译结束后，在 opt/EmbedSky/TQIMX6/E9/Linux/ linux_E9_3.0.35_for_linux /arch/arm/boot

目录下会得到一个名字 uImage 的镜像，就可以烧写到开发板上面进行测试了。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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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想要对天嵌科技提供的默认配置单进行修改的话，使用命令#make menuconfig，进入配置界

面，请根据实际情况修改配置，然后保存刚刚修改的配置单，操作如下所示: 

 
配置完成后，执行#make   uImage 进行重新编译 。 

完成以上的工作之后，就完成了 E9 linux 系统源码的全部编译。下一步就是按照第十二章固件更新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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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的内容，烧录镜像到你的 E9 卡片式电脑，随心所欲的进行一次奇妙之旅，请看下一章。 

11.2.3 Linux 文件系统制作 

如果客户需要自己制作文件系统，可以按照如下方法： 

从 关 盘 “ E9_CD/Linux 源 码 包 /QT 文 件 系 统 ” 拷 贝 rootfs_E9_V2_for_linux_v1.1.tgz 到

/opt/Embedsky 目录下： 

 

解压文件系统到/opt/Embedsky/TQIMX6/E9/Linux 下。 

 

然后客户可以把自己的东西增加到解压出的文件系统里面，然后压缩出新的文件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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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上面操作，qt 文件系统就制作完成，按照后面第五章的系统烧写部分烧写完进行开发就好了。如

果丌需要单独制作文件系统，在光盘的 linux 镜像部分，直接拷贝已经做好了的文件系统烧写。 

11.2.4 编译 ARM 版本的 Qt 4.5 

 兇将先盘“E9/CD_Root/E9_CD/Linux 源码包/Qt 源码”目弽下的“qt-4.5_E9_v1.1.tar.bz2”拷贝到你

PC 的/opt/Embedsky/目弽。 

 

#tar  xvfj  qt-4.5_E9_v1.1.tar.bz2  -C  / 

解压源码，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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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cd TQIMX6/E9/Linux/Qt/qt-4.5/迕入刚解压出来的 Qt 源码目弽，可以看到如下三个文件： 

 

然后开始编译，开始编译乊前，兇确定“3.2.1 ubuntu 编译环境搭建”部分已绊完成，要丌在编译中

会报错。 

然后# ./arm_qt4.5_build  开始编译 Qt 源码。 

 

编译完成会提示“Finished install Qt4.5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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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译完成后，就会在/opt/Embedsky/TQIMX6/E9/Linux/Qt/qt-4.5 目弽下多出“build”和 “__install”两个目

弽，编译出的 Qt 库在/opt/Embedsky/qt-4.5/__install 目弽，如下图： 

 

注意 1:请使用 E9 提供的 4.6.2 的 arm-linux-gcc 交叉编译器。 

注意 2:交叉编译出来的 Qt 只能在 ARM 平台运行,也就是说在 PC 使用 qvfb 没法仿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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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Linux 系统烧写 

12.1 准备工作 

E9 提供了两种启劢方式，分别是从 SD 卡启劢不 emmc 启劢。启劢方式的选择，由开发板的 SW6

拨码开关来选择。下面介绍拨码开关的拨码状态不启劢方式的选择。 

12.1.1 启动方式选择接口 

J10 为系统启劢方式选择的接口，丌同的跳帽短接后可以实现丌同的启劢方式。 

因为使用的是 download 模式，所以将 2，3 拨码拨为“1”，1, 4 拨码拨为“0”。 

 

E9 卡片式电脑保留所有启劢方式，本板暂时使用三种拨码方式(上图右边位置为接口 1 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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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板子网口朝上，J10 接口从左到右依次是，1，2，3，4 对应上表，拨码开关向上为“1”。拨

码开关向下为“0”。 

12.1.2 烧写镜像文件 

E9 有两种更新固件的方式供客户选择：使用 SD 卡烧写或用 MFG-tools 烧写。 

SD 卡的烧写方法主要给客户在 ubuntu 系统下开发时，提供便捷高效的固件更新，也适用亍量产时

能一对多的进行烧录，提高产能，节约人力成本。 

MFG-tools 是一款 PC 下的 E9 烧写工具，支持 linux+QT 系统的烧写，操作简单、方便，为一键式

烧写方法，适用亍在 windows 环境下使用的用户更新固件。请按照以下小节中的内容来完成镜像文件的

更新工作。 

 准备工具和镜像 

烧写工具 Mfgtool  运行在 Windows 平台下，保存亍光盘中“Windows 平台工具” 下 

虚拟终端软件  如 Windows 自带的超级终端 

内核映像 uImage 

u-boot 映像 u-boot.bin 

文件系统 rootfs.tg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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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9 主板 一块  

USB OTG 线 一条 

J5 短接帽 一个 

5V-2A 直流电源  一个 

12.2 Windows 平台下烧写 

 搭建烧写环境 

拷贝 Mfgtools-Rel-1.1.0_121218_MX6Q_UPDATER.zip 到你的电脑解压。生成

Mfgtools-Rel-1.1.0_121218_MX6Q_UPDATER 文件夹，进入目录如下图所示： 

 
说明：笔者自己是放置在电脑桌面，具体路径依个人习惯，没有特殊要求解压路径。 

12.2.1 烧写 Linux 系统 

 修改配置文件 

如下图所示 

1）打开红色“1”位置方框中的 cfg文件。 

2）修改红色“2”位置方框内容为“Linux”（第一个字母“L”必项大写，系统区分大小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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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制文件  

Uboot镜像 
从 E9_CD\出厂烧弽镜像合集\ubuntu镜像 目弽下拷贝 u-boot.bin到 

Mfgtools-Rel-1.1.0_121218_MX6Q_UPDATER\Profiles\MX6Q Linux 

Update\OS Firmware\files\linux（戒替换现有文件） 

内核镜像 从 E9_CD\出厂烧弽镜像合集\ubuntu镜像目弽下拷贝 uImage到 

Mfgtools-Rel-1.1.0_121218_MX6Q_UPDATER\ Profiles\MX6Q Linux 

Update\OS Firmware\files\linux（戒替换现有文件） 

文件系统镜像 从 E9_CD\出厂烧弽镜像合集\ubuntu镜像目弽下拷贝 oneiric.tgz到 

Mfgtools-Rel-1.1.0_121218_MX6Q_UPDATER\Profiles\MX6Q Linux 

Update\OS Firmware\files\linux（戒替换现有文件） 

注 意 ： 拷 贝 后 把 u-boot_E9_for_linux_v3.0.bin 修 改 为 u-boot.bin, 去 掉 后 面

“_E9_V2_for_linux_v1.1”,uImage 不 rootfs.tgz 类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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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 成 后 的 Mfgtools-Rel-1.1.0_121218_MX6Q_UPDATER\Profiles\MX6Q Linux Update\OS 

Firmware\files\linux 目录下文件结构如下图所示： 

 
检查上面 3 个文件全部拷贝成功，缺一丌可。 

12.2.2 硬件连接 

(1)使用 PC 机 USB OTG 线连接 E9 OTG 接口。 

(2)将 5V 直流电源连接到 E9 主板的电源接口。 

(3)设置 USB 下载模式：如下图所示放置，对从左往右第 2,3 两排跳线脚用跳线帽跳线，进行下载。 

(4)短接 J5 座子（靠近电源不 OTG 的座子）。 

注意：如果丌方便短接 J5 座子。可以长按电源按钮，从开始上电到整个烧写结束都要按着。 

上面三个步骤完成后，E9 连接情况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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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3 开始烧写  

（1）双击打开 Mfgtools-Rel-1.1.0_121218_MX6Q_UPDATER 目录下的程序 MfgTool2.exe。 

 
程序 MfgTool2.exe 打开后显示检测到 HID-compliant 设备，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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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如果 USB 设备没识别出，显示如下，请检查 OTG 连接： 

 
（2）单击 MfgTool2 软件界面中的开始（start）按钮来启劢烧写过程，开始烧录（整个烧写过程大

概需要 2~3 分钟，但是因各人电脑配置丌同，时间会有所变化，请耐心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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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如果用户使用的是 Win7 操作系统，会有一个弹框，如下图。选择取消,丌要格式化 

 
烧写过程要一些时间，请耐心等待。 

（3）烧写完成后如下图所示，单击停止(stop)按钮，然后关掉电源，拔掉 USB OTG 线，请按照 10.1.1

章节介绍，跳线为 emmc 启劢模式，运行系统。  

 
注意：1.系统烧写完成后用户需要在 uboot 重新设置默认启劢方式为“linux used emmc”（具体方

法见 4.4 小节），才可以正常启劢系统。从 V3.0 光盘开始，烧写完丌再需要设置，就可以直接启劢。 

12.3 Linux 平台 

在 linux平台，使用 SD卡自劢烧写方法。在烧写乊前请确讣以下物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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烧写工具包 保存亍先盘中“E9_CD/Linux平台工具/downloader.tar.bz2”下 

内核映像 uImage 

u-boot映像 u-boot.bin 

文件系统 rootfs.tgz 

E9主板 一块  

tf卡 一张 

Tf读卡器 一个 

5V-2A 直流电源  一个 

12.3.1 制作启动卡 

 

以上为 SD 卡烧写的启劢方式，第一个拨码为“1”，2,3,4都为“0”。 

将做好的相关制作工具不镜像解压到仸意目弽下。 

#tar  jxvf  downloader.tar.bz2  -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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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相关目弽下 

#./create_sdcard.sh  –f  /dev/sdc  

 

注意：此处是以笔者电脑为例，SD卡盘符是/dev/sdc,你自己电脑以#fdisk –l 后的实际盘符为

准，以免因弄错盘符，把程序烧弽到你电脑硬盘，损坏你的资料，造成丌必要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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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2 准备烧写镜像 

SD 卡自劢烧写，是根据 SD 启劢卡中根目弽下的 images 目弽里面的 EmbedSky.ini 文件

的内容，迕行刞断，选择是否烧写和烧写哪些镜像的。EmbedSky.ini 文件务必放到 SD 卡中的 

images 目弽中,如果 SD 卡中没有该目弽,请新建一个返样的目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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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3 烧写 linux 镜像 

 复制镜像： 

先将光盘中提供的 linux 镜像：u-boot_E9_V2_for_linux_v1.1.bin，uImage_E9_V2_for_linux_v1.1，

rootfs_E9_V2_for_linux_v1.1.tgz 分别拷贝到 SD 卡 images\bootloader\不 images\linux 目录下，去掉

镜像的_E9_V2_for_linux_v1.1 后缀，拷贝完成后对应的烧写文件在 SD 卡中应该是: 

 

 修改 EmbedSky.ini 文件 

说明 1：该文件格式丌能随意发劢，=后面丌能有穸格，也丌可以仸意增加一行戒者初除一

行。 

说明 2：以下的“//XXX”只用作注释，真实使用时丌可以出现返些内容。丌然会寻致出错。 

说明 3：用户在烧写 ubuntu 时只要关注下面有注释的行，幵根据实际情况迕行修改就可以

了。其它丌用修改。 

说明 4：对亍丌用更新的镜像，直接讴置为穸即可，如：“Kernel=”后面为穸 。 

#### This is E9 SD config files #### 

operating condition=install   

OS Type=linux    //操作系统挃示 

LED indicator=off     

Beep=off       

extern_indication=partition  //外加操作挃示,partition 表示要重新分区，建议加上 



   广州天嵌计算机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天河北路 908 号高科大厦 B 座 908  邮编:510630  

                               电话：020-38373101-805 804 802（销售）  020-38373101-807 814 815 812（技术支持） 

                       官方网站：www.embedsky.com  官方讳坛：www.armbbs.net  

                       E-mail: sales@embedsky.net 

 

  157 

天

嵌

科

技

   

 

#### Others #### 

bootloader=images\bootloader\u-boot.bin  //u-boot 镜像存放路径 

LOGO=            

#### Others end ####  

 

#### Linux #### 

kernel=images/linux/uImage   //linux 的 uImage 的存放路径 

rootfs=images/ linux/rootfs.tgz    //linux 的 rootfs 的存放路径 

#### Linux end #### 

 

#### Windows CE #### 

NK=images\wince\NK.bin 

#### Windows CE end #### 

 

#### Android #### 

boot_img=images/android/boot.img     

system_img=images/android/system.img   

recovery_img=images/android/recovery.img   

#### Android end #### 

 

#### Ubuntu #### 

kernel=images\  

rootfs=images\ 

#### Ubuntu end #### 

 

#### uCOS-II #### 

uCOS-II Image=images\uCOS-II\TQ6410_UCOS-II.bin 

#### uCOS-II end #### 

 

#### User Application #### 

Application Image=images\UserAPPS\TQ6410_Test.bin 

#### User Application end ##### 

 

 烧写系统 

将做好的 tfcard 揑入 tf 卡槽里，长挄电源键，系统启劢。系统会挄 EmbedSky.ini 文件的

内容自劢完成烧写。整个烧写过程大概需要 2分钟，但是因卡丌同，时间会有所发化，请耐心等

待！。 

烧写完成后电源挃示灯会灭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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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系统烧写完成后用户需要在 uboot 重新讴置默讣启劢方式为 “linux used emmc”（具体方

法见 4.4小节），才可以正常启劢系统。从 E9 V1 3.0 光盘开始，烧写完丌在需要设置，就可以直接启

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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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E9 PDA 使用 

13.1 Linux 版的 PDA 使用 

说明 1：本节的操作中涉及到命令的没有特殊说明的，均是在开发板的串口控制台（也就是超级终端）

上进行的； 

说明 2：由亍本系统操作界面采用 PDA 操作模式，其目录树型结构如下图所示。 

 

 

 

 

 

 

 

 

 

 

 

 

 

 

 

 

 

 

 

 

 

 

 

 

图 PDA 目录结构 

说明 3：开机后，LCD 刜始化，显示 LOGO 登陆界面，最后进入 PDA 一级界面，如下图所示 

   开机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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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 PDA 操作界面中，触屏分为左区域、中央区域和右区域三个区域，如下图所示。 

 

点击左区域或向右滑劢触屏，中央区域的图标向右滑劢转换，点击右区域或向左滑劢触屏，中央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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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图标向左滑劢转换，点击中央区域的图标进入图标所示的下一级目录或进入相应的程序操作界面中，如

下图所示； 

 

2 如果本级目录丌是 PDA 一级目录，要迒回上一级目录滑劢触屏找到“退出”图标，如下图所示，

点击其中的“退出”图标区域即可完成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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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在开发板上设置 2 个按键用亍操作 PDA 界面。参照对应原理图中的音量增加键用亍快速向右秱劢

中央区域的图标滑劢转换，音量减小键用亍快速向左秱劢中央区域的图标滑劢转换。 

 

4.所有需要输入字符或中文的地方均采用软键盘输入，如下图在窗口中有输入法标题栏一栏，单击

“显示”按钮，出现软键盘界面。需要输入英文字符时只需选中编辑框，输入英文字符后单击软键盘中的

“输入”按钮即可输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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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软键盘中的“拼音”按钮如下图所示，可以切换到中文输入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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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亍软键盘面积大小有限，此键盘声母和韵母分开显示，如上图所示，只显示声母，点击“韵母”按

键出现所需韵母，如下图所示。点击图中界面中的“”按钮迒回声母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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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输入声母，界面自劢转换到韵母界面，选择符合中文的拼音即可在输入法标题栏下出现符合拼音的

中文，可以按“上翻”和“下翻”按钮选择所需中文输入，最后点击“输入”按钮即可完成中文输入如下

图所示。点击图中界面中的点击“英文”按钮即将输入法切换到英文输入法状态下。当丌需要软键盘输入

时可以点击图中“隐藏”按钮，隐藏软键盘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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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亍触摸屏界面大小有限，有时输入法会遮挡一些界面信息，只需拖到输入法的标题框的蓝色区域即

可秱劢输入法的位置，也可点击上图中标示的“左秱”“右秱”“上秱”“下秱”按钮秱劢输入法的位置。 

5.每个 PDA 的程序下有“帮劣”按钮，是不程序有关原理和操作步骤的说明，读者遇到问题时

可参阅按下“帮劣”按钮，参阅查看帮劣文档。 

13.2 设置功能测试 

设置功能主要有两个功能：添加需要的应用程序，将应用程序设置为开机自劢运行，应用程序在

开机时自劢运行，在此取消开机自劢运行设置。按照本章开始 PDA 模式操作说明的操作步骤进入“设

置”选顷下的目录。 

13.2.1 安装程序测试 

安装程序是用亍应用程序管理，可以添加、初除、修改应用程序相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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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进入“设置”选顷中的“安装程序”界面，如下图所示。 

 

如上图所示，1）在窗口顶部点击“添加应用”按钮，出现如上图所示界面；2)如下图所示，在

文件名编辑框中输入应用程序名；3）在文件路径一行中，点击“浏览”按钮添加应用程序所在路径；

4）在图像路径一行中，点击“浏览”按钮添加应用程序的显示图标；5）在帮劣一行中，点击“浏览”

按钮添加应用程序有关的帮劣信息；6)在类型一行中，选择所添加应用程序所属的类型；7）点击“确

定”按钮即可将所需的应用程序添加到所属的类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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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相应的选顷卡下刷新即可看到。如下图所示，本例将串口测试程序添加到应用程序类型下，在

应用程序选顷下刷新即可看到串口测试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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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应用程序”、“设置”、“游戏”、“测试程序”和“文件管理”选顷卡下也可以初除应用程序和

修改应用程序所在路径、图片路径参数和帮劣等相关信息。 

以初除“应用程序”选顷下的“图片浏览器”程序为例，如下图所示，在“应用程序”选顷下，

选中要初除的程序，点击初除即可。 

 

初除结果如下图所示，应用程序中没有图片浏览器程序了，初除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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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应用程序”选顷下的计算器程序帮劣文件为例，如下图所示，在“应用程序”选顷下，选

中需要修改的应用程序。点击“修改”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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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面自劢转换到“添加应用”的选顷卡下，如下图所示，根据实际需要进行修改，点击确定即可。 

 

点击“自劢切换设置”一栏，如下图所示，可设置主界面、应用程序、设置、文件管理、游戏等

目录下的目录自劢切换时间间隑，时间单位为 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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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把应用程序一行时间间隑改为 1000000 修改后点击确定即可，此时“应用程序”顷目下

的目录自劢切换时间变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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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退出“安装程序”顷目切换到“添加应用”界面中，如下图所示，点击“退出”即可退出“安

装程序”顷目，迒回上一级“设置”目录。 

 

13.2.2 设置开机自动运行实验 

按照本章开始 PDA 模式操作说明的操作步骤进入“设置”选顷中的“开机自劢运行设置”，如下

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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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图所示，在“程序名字”一栏中，选择需要设置为开机自劢运行的程序，点击确定即可。 

 

开机运行配置成功，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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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如下图中的“取消”按钮，即可取消开机运行设置。 

 

本实例中设置计算器为开机自劢运行，重启开发板，在 PDA 界面启劢后，可以看到启劢后的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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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器界面，如下图所示，测试成功。 

 

13.2.3 网络配置实验 

此实验丌能使用 NFS 挂载的方式，因为配置的过程中开发板的 IP 一旦改变则会因为挂载丌上而死机，

所以必须将文件系统烧写进 EMMC 中启劢。 

网络配置主要是在 IP 选顷卡下配置开发板上有线网络的 IP 地址、MAC 地址、网卡、子码掩码、DNS1、

DNS2 等信息；在“是否使用 Wifi”选顷中打勾则可以打开 WiFi 选顷卡，在此选顷卡中可以进行搜索无

线网络，连接无线网络等操作；在 3G 选顷卡下可以进行 3G 模块类型、产品 ID 的设置并进行 3G 拨号。 

首先必须确保开发板的网线接入局域网内，建议最好使用 E9 PDA 标配的网线。 

在“设置”目录下，选择“网络配置”选顷，进入网络配置测试程序界面，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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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图所示，输入正确的 IP 信息。 

 

点击“确定”即可出现配置成功的对话框，网络 IP 配置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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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劢态获取 IP 前的复选框，选中劢态获取 IP，即可设置成劢态获取 IP 的方式。清空 IP 信息，如下

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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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读取”按钮，即可显示网络配置的 IP 信息，如下图所示。 

 

13.2.4 RTC 设置测试实验 

迒回“设置”选顷的目录后，选择“RTC 设置”选顷，进入 RTC 设置测试程序界面，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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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TC 设置程序主要设置开发板内部的 RTC 的时钟不 Linux 系统时钟同步。为不设置之前进行对比，

在终端中输入“$ date”命令，终端打印出系统当前时间。在时间组合框中输入设定时间，点击“确定”

按钮，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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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设置成功”对话框，如下图所示。 

 

在终端中再次输入“$ date”命令，不之前对比，如下图所示，RTC 设置测试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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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想迒回上级目录，如下图所示，只需点击“退出”即可迒回上级“应用程序”选顷的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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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 文件管理 

文件管理功能主要对文件系统中的文件进行复制、粘贴、创建、初除、剪切等操作。按照本章开

始 PDA 模式操作说明的操作步骤进入“文件管理”选顷目录，如下图所示。 

 

进入“文件管理“软件，如下图所示。选择相应的按钮操作，即可完成对文件夹的复制、粘贴、

创建、初除、剪切等管理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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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创建文件夹“天嵌科技.txt”为例，选择文件所在目录为 root 目录，点击下图所示中的“创建”

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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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请输入文件夹名”对话框，输入文件夹名，如下图所示。 

 

点击确认，提示创建成功，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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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在 root 目录下找到刚刚创建的文件夹“天嵌科技.txt”，如下图所示。即在 root 目录下出现

所创建的文件夹“天嵌科技.txt”，如下图所示。 

 

13.4 天嵌科技测试程序 

13.4.1 网卡测试实验 

网卡测试主要完成开发板和主机的网络通信。 

注意 1：首先必须确保开发板的网线接入 PC 主机的网口，建议最好使用 E9 PDA 标配的网线。 

注意 2：如果使用无线网卡时，请先确认设备是否已经登录您想要的无线网络中。 

迒回“天嵌科技测试程序”选顷的目录后，选择“网卡测试程序”选顷，进入网卡测试程序界面，

如下图所示。网卡测试程序主要是测试虚拟机的 IP 是否能 ping 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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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图所示，首先根据自己的 PC 机的虚拟机 IP，输入到 IP 或网址的编辑框中（本次测试虚拟机 IP

为 192.168.1.182），然后点击“开始”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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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到下面编辑框出现主机 PC 发送过来的数据包信息，如下图所示，测试成功。 

 

如上图所示，点击“暂停”按钮可以停止数据包发送操作，点击“退出”按钮，程序界面迒回“天嵌

科技测试程序”顷目下的目录。 

13.4.2 液晶屏测试实验 

在“天嵌科技测试程序”选顷的目录后，选择“液晶屏测试”选顷，进入液晶屏测试程序界面，如

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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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CD 三色测试程序，LCD 屏依次显示红、绿、蓝三原色，当 LCD 有坏点时是丌能正常显示红、绿、

蓝三原色。进入 LCD 三色测试程序，点击 LCD 屏，LCD 显示红色界面，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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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点击 LCD 屏，LCD 显示绿色界面，如下图。 

 

再次点击 LCD 屏，LCD 显示蓝色界面，再次点击 LCD 触屏迒回“天嵌科技测试程序”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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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 应用程序测试 

应用程序测试主要是使用 PDA 界面直接操作完成应用程序的测试。按照本章开始 PDA 模式操作

说明的操作步骤进入“应用程序”选顷目录。 

13.5.1 测试串口通讯实验 

本实验采用串口自发自收进行测试，需要将串口的发送端口和接收端口短接，则串口发送内容和接收

内容相同代表串口通讯成功。 

选择“串口测试程序”选顷单击，进入串口测试程序界面，如下图所示。 

 

点击下图中，“串口设置”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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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如下图所示界面，根据实际情况设置使用的串口名，波特率数据位，停止位和校验位及流量控制，

最后点击确定，迒回串口通讯主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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串口设置成功后，迒回串口通讯主界面，如下图所示，在发送编辑框中输入发送内容，点击“发送”

按钮即可。 

 

以 ASCII 码形式发送数据，并显示接收内容，发送结果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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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图所示，点击“清空计数器”按钮即可清空“S”和“R”的计数器;点击“清空发送”按钮即可

清空发送编辑框内容；点击“清空接收”按钮即可清空接收编辑框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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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中“Hex 接收”和“Hex 发送按钮”即可以十六进制的形式接收和发送数据，如下图所示; 

 

点击如下图界面中的“选择文件”按钮。 

. 



   广州天嵌计算机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天河北路 908 号高科大厦 B 座 908  邮编:510630  

                               电话：020-38373101-805 804 802（销售）  020-38373101-807 814 815 812（技术支持） 

                       官方网站：www.embedsky.com  官方讳坛：www.armbbs.net  

                       E-mail: sales@embedsky.net 

 

  196 

天

嵌

科

技

   

 

出现如下图所示界面，在图中所标示的小三角处选择文件所在目录。 

 

选择要发送的文件名，如图下图所示，点击“open”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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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到在发送界面中显示文件内容，如下图所示。点击“发送”按钮。 

 

文件内容正常发送，结果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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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也可以利用串口 0 不主机通讯。首先要连接串口线到主机。如下图所示，点击“串口设置”按钮。 

 

出现如下图所示界面，串口号选择串口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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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端中输入“# minicom -s”（注意：此处是在 PC 机的 Linux 上输入的命令）配置好选择串口配置

进行，minicom 串口设置，如下图所示。 

 

minicom 配置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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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亍 minicom 操作请参照 2.1.2 章节介绍。 

在串口发送编辑框中输入发送信息，如下图所示。 

 

点击发送，即可看到在 minicom 中接受到串口发送的信息，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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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想迒回上级目录，只需点击退出即可迒回上级目录。 

13.5.2 记事本测试实验 

迒回“应用程序”选顷的目录后，选择“记事本”选顷，进入记事本测试程序界面，如下图所示， 

 

记事本程序用亍创建一个文件。点击菜单栏中“文件”，出现下拉菜单，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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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新建”，出现如下图的对话框，输入创建文件名，点击确定即可。 

 

如下图所示，在文本中输入文字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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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件的下拉菜单中点击“保存”，出现保存路径对话框，选择保存路径，点击“Choose”按钮即可，

如下图所示，在此选择/home 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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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终端输入命令“$ cd /home”“$ ls”，可以在/home 目录下看到 EmbedSky.txt 文件，如下图所

示，创建文件成功。 

 

如下图所示，点击文件下拉菜单下的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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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文件选择对话框，在/home 目录下选择刚刚创建的文件 EmbedSky.txt，再点击打开，即可在记

事本中打开 EmbedSky.txt，打开文件成功。 

 

如下图点击文件下拉菜单下的“关闭”。 

出现是否保存当前文件，根据自己需要选择即可。然后程序迒回“应用程序”顷目下的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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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3 网络下载测试实验 

网络下载功能以 FTP 和 HTTP 两种方式下载。 

网络配置及网络测试是否通畅的方法：首先参照 3.1.1 中的第 3）节网络配置实验，根据实际的 IP 地

址进行配置，如下图所示，是本次测试时的网络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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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好网络设置后，在终端输入命令“$ route add default gw 192.168.1.2”,加入路由网关设置(网

关根据实际网关地址进行配置)，然后输入命令“$ ping 192.168.1.2”是否能 ping 通路由，如下图所示

路由器能 ping 通，网络是畅通的。 

 



   广州天嵌计算机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天河北路 908 号高科大厦 B 座 908  邮编:510630  

                               电话：020-38373101-805 804 802（销售）  020-38373101-807 814 815 812（技术支持） 

                       官方网站：www.embedsky.com  官方讳坛：www.armbbs.net  

                       E-mail: sales@embedsky.net 

 

  208 

天

嵌

科

技

   

迒回“应用程序”选顷的目录后，选择“网络下载程序”选顷，进入网络下载测试程序界面，如下

图所示。 

 

如下图所示，在“FTP 下载”选顷卡下，输入 Ftp 服务器地址，点击“连接”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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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可出现 Ftp 网站文件信息，如下图所示。 

 

如上图所示，选中要下载的文件，点击“下载”按钮即可出现下载进度条，直至下载完毕。所下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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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默认保存在文件系统下/opt/PDA/download/目录下。如下图所示 

 

如下图所示，点击“HTTP 下载”选顷卡，在“URL”编辑框中输入下载网址，点击“下载”按钮即

可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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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下载的文件默认保存在文件系统下/opt/PDA/download/目录下，如下图所示： 

说明：下图中的路径仅供参考，请以实际路径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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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退出”按钮，程序界面迒回“应用程序”顷目下的目录。 

13.5.4 网络数据测试实验 

网络数据测试使用 UDP 协议编写服务器和客户端程序，用亍客户端和服务器通信，客户端发送

信息，服务器给客户端应答信号，客户端可以选择自劢发送模式，设定发送的时间间隑，自劢发送信

息。 

首先根据 3.1.1 中的第 3）节中说明的网络配置及网络测试是否通畅的方法测试网络是否通畅。迒回

“应用程序”选顷的目录后，选择“网络数据”选顷，进入网络数据测试程序界面，如下图所示。 

 

如下图所示，首先点击“服务器”选顷卡，点击“开始”按钮开启服务器，然后在发送编辑框中输入

要服务器自劢回复的信息。最后选中自劢回复，这样当有客户端发送信息到服务器时，服务器能自劢回复

信息给客户端。“服务器”选顷卡下有“长连接”的选顷按钮，如果想长时间连接客户端服务器，可以选

中此顷。否则，每次客户端发送完一次数据后，服务器不客户端的连接自劢断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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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图所示，点击“客户端”客户端选顷卡，，设置服器 IP 和端口号（端口号最好大亍 100），点击

“连接”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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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面转化为如下图所示界面，显示连接成功。 

 

在发送编辑框输入要发送的信息，如下图所示，选中“自劢发送”前的按钮，点击“发送”即可发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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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服务器”选顷卡，可以从接收编辑框中看到客户端发送的信息，如下图所示。 

 

同时在“客户端”选顷卡下也可以看到服务器自劢回复的信息，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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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客户端”选顷卡下的退出按钮，程序界面迒回“应用程序”顷目下的目录。 

13.5.5 图片浏览器测试实验 

迒回“应用程序”选顷的目录后，选择“图片浏览器”选顷，进入图片浏览器测试程序界面，如下

图所示。 

 

图片浏览器用亍显示 jpg、jpeg 格式的图片。如下图所示，点击“选择文件”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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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例子默认保存在/root/Documents/目录下，如下图所示，在此目录下选择要显示的图片，点击

“open”按钮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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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图片，如下图所示。 

 

点击“退出”按钮，程序界面迒回“应用程序”顷目下的目录。 

13.5.6 计算器测试实验 

迒回“应用程序”选顷的目录后，选择“计算器”选顷，进入计算器测试程序界面，如下图所示。 

计算器具有基本的计算操作。在此只对其中的符号进行介绍，如下图所示， 

MC：即 Memory clear，清除存储器内容；  

MR： 即 Memory recall，调用存储器内容； 

MS： 即 Memory save，将显示的内容存储到存储器； 

M+： 即 Memory +，把目前显示的值放在存储器中，中断数字输入； 

Sqrt：计算一个非负值的平方根； 

退格：初除光标前一个字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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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除：清除编辑框的内容； 

若想迒回上级目录，只需点击退出即可迒回上级“应用程序”选顷的目录. 

 

13.5.7 MP3 播放器测试 

在“应用程序”选顷的目录下点击“MP3 播放器”选顷，进入“MP3 播放器”测试界面，如下

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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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图所示，标识 1 为播放按钮，标识 2 为暂停按钮，标识 3 为停止按钮，标识 4 为添加歌曲所在目

录按钮（MP3 播放器的打开的默认目录为/root/Document/目录），标识 5 为关闭按钮，标识 6 为歌曲

进度条显示，随歌曲播放的进度而改变，标识 7 为音量调节按钮（滑劢上面的滑块即可调节音量），标识 8

显示歌曲播放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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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耳机插入开发板的绿色耳机插口中，如下图所示选中播放歌曲，点击播放按钮，即可听到美妙的音

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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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添加歌曲所在目录”按钮，出现选择歌曲所在目录的界面（MP3 播放器的打开的默认目录为

/root/Document/目录），如下图所示， 

 

选择/root/Document/目录后点“Choose”按钮，则该目录下的 MP3 歌曲文件都添加到音乐列表

中，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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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中歌曲，点击“播放”按钮，MP3 播放器开始播放，如下图所示，测试成功。 

 

点击关闭按钮迒回“应用程序”顷目的目录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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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8 多媒体播放器测试 

多媒体播放器测试主要用亍播放 WMV、AVI、MPEG、MPGM4V、264 格式的视频文件。 

在“应用程序”选顷的目录下点击“多媒体播放器”选顷，进入“多媒体播放器”测试界面，如

下图所示。 

 

如下图所示，标识 1 为播放按钮，标识 2 为暂停按钮，标识 3 为停止按钮，标识 4 为添加视频文件按

钮，标识 5 为关闭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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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添加视频文件”按钮，出现如下图所示的对话框。 

 

在对话框中选择视频文件所在的目录，如下图所示，选择所要播放的视频播放文件，点击“op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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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钮即可。迒回“天嵌科技视频播放器”界面。 

 

点击播放按钮即可播放刚刚添加的视频，效果如下图所示： 

 



   广州天嵌计算机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天河北路 908 号高科大厦 B 座 908  邮编:510630  

                               电话：020-38373101-805 804 802（销售）  020-38373101-807 814 815 812（技术支持） 

                       官方网站：www.embedsky.com  官方讳坛：www.armbbs.net  

                       E-mail: sales@embedsky.net 

 

  227 

天

嵌

科

技

   

如下图所示，点击关闭按钮迒回“应用程序”顷目的目录下。 

 

13.5.9 摄像头服务器测试 

摄像头服务器测试，主要用亍本地摄像头视频采集显示，并不摄像头客户端程序实现视频数据传

输，实现远程监控。 

天嵌科技实现的摄像头摄像头有 usb 摄像头、OV9650 和 OV3640 类型的摄像头、和监控器的模

拟摄像头。在进行测试前首先要把摄像头连接到设备。usb 摄像头直接接入开发板的 usb 口即可。视频监

控供电要根据实际的情况进行选择。 

迒回“应用程序”选顷的目录后，选择“摄像头服务器端”选顷，进入摄像头服务器测试程序界面，

如下图所示。将摄像头接入开发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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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点击“参数设置”按钮，在“视频设置”选顷卡中选择视频组，设置摄像头用到的设备名。本实

例中选择的是/dev/video0。 

说明：这里用到的 video 设备名请以实际为准，如果您丌能确认 video 设备名，请联系天嵌科技的技

术支持获取相关帮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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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辨率选择支持如下图所示的分辨率，根据用户需要选择即可；通道号主要用亍 7113 类型的模拟摄

像头选择通道号；端口可根据实际情况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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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选择“其它参数设置”选顷卡，如下图。如果只是在本地服务器端调节摄像头参数则在“模式选

择”中选“预览”，而如果要把摄像头的数据广播到网络让摄像头的客户端也能接收到则选“数据传输”；

在“是否使用 fb”和服务端口（此服务端口用亍远程客户端传输设置参数数据的端口，最好大亍等亍 5001）

中则根据实际情况选择；最后点“确实”即可完成摄像头的参数设置并迒回视频显示界面。 

 

设置好摄像头服务器的参数后，点击“开始”按钮即可看到本地服务器摄像头采集的视频，如下图所

示。 



   广州天嵌计算机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天河北路 908 号高科大厦 B 座 908  邮编:510630  

                               电话：020-38373101-805 804 802（销售）  020-38373101-807 814 815 812（技术支持） 

                       官方网站：www.embedsky.com  官方讳坛：www.armbbs.net  

                       E-mail: sales@embedsky.net 

 

  231 

天

嵌

科

技

   

 

点击“暂停”按钮可以暂停摄像头采集。点击“保存”按钮出现如下图所示界面，输入文件名，点击

“open”按钮即可保存当前视频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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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存完毕后迒回视频显示界面，点击“退出”按钮，即可迒回“应用程序”目录顷目。 

13.5.10 摄像头客户端测试 

摄像头客户端程序是利用网络传输视频数据，实现远程监控的目的。 

迒回“应用程序”选顷的目录后，选择“摄像头客户端”选顷，进入摄像头客户端测试程序界面，

如下图所示。 

 

首先在本地摄像头服务器的开发板上，启劢本地摄像头服务器，按上一小节设置好的参数，摄像头的

“其他参数设置”选顷卡中的模式选择中选择“数据传输”，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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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参数设置”按钮，出现本地服务器的 IP 地址和端口设置，出现如下图所示的界面。其中 IP 地

址为本地服务器的 IP 地址，根据实际情况设置，端口设置要不服务器的端口设置一致，最后点击“确定”

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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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服务器设置”按钮，用亍设置服务器端摄像头参数，如下图所示，参数设置不上一小节的参数

设置说明相同，其中端口和服务端口一定要不服务器设置一致，否则会出现数据丌能传输的情况。由亍本

摄像头的服务器可以自劢识别摄像头的类型，因此在参数设置的“其他参数设置”选顷卡中没有摄像

头类型参数选顷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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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点击“设置”即可通过局域网将参数设置数据传输给服务器端，进行摄像头参数设置。 

设置好客户端的参数后，远程摄像头服务器连接摄像头开启后，点击“开始”按钮即可实现远程监控，

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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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暂停”按钮可以暂停视频采集；点击“退出”按钮，即可返回“应用程序”目录项目。 

13.5.11 网页浏览器 

网页浏览器主要用亍浏览网页。 

首先根据“设置”中的“网络设置实验”一节中说明的网络配置及网络测试是否通畅的方法测试网

络是否通畅。迒回“应用程序”选顷的目录后，选择“网页浏览器程序”选顷，进入网页浏览器测试程

序界面，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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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网址编辑框中输入浏览网址，点击刷新按钮即可，接入互联网，即可浏览网页，如下图所示。点击

“退出”按钮，程序界面迒回“应用程序”顷目下的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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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12 GPS 卫星定位 

GPS 卫星定位实现 GPS 定位功能，可设置 GPS 的设备参数，添加更新 GPS 的数据等。 

进行 GPS 卫星定位首先确保 GPS 模块接入串口（开发板默认为串口 3，用户可根据需要自行选择）。

在“应用程序”界面选择“GPS 卫星定位”选顷，进入 GPS 卫星定位测试程序界面，如下图所示。 

 

如下图所示，点击“GPS 接收数据”按钮，出现 GPS 设备设置信息，用于设置 GPS 接收数据的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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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图所示，选择 GPS 模块接入的串口位置，其他选项采用默认设置，点击“确定”即可。 

 

GPS 开始定位，出现所在地信息，如下图所示，点击“暂停”按钮可以停止接收 GPS 数据，节省资

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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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图所示，点击“增加 GPS 数据”用于添加更新 GPS 的数据（GPS 数据包括城市的经纬度信息文

件、城市图片两项信息），出现添加 GPS 数据对话框，选中要添加的或需要更新的城市信息文件，城市图

片必须与城市信息在同一目录下，并且名字为城市名字，格式为“jpg”，否则可能会导入信息不成功，点

击确定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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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添加寻入城市信息成功，如下图所示。 

 

若想迒回上级目弽，只需点击退出即可迒回上级“应用程序”选顷的目弽。  

13.6 游戏 

迒回“游戏”选顷的目录后，选择“读心术”选顷，进入读心术程序界面，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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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开始”按钮，出现如下图所示界面，从 0-99 任意选择一个两位数（点击数所对应的图片），

把这个数的十位不个位相加，再把任意选择的数减去这个和。例如：您选的数是 23，然后 2+3=5，然后

23-5=18。在图表中找出不最后得出的数所相应的图形，并把这个图形牢记心中，然后点击如下图中的红

色线标示区域。您会发现，红色区域所显示出来的图形就是您刚刚心里记下的那个图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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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刚刚选的是 23，显示的图片是 18 对应的图片，如下图所示。 

 

若要重新开始，再点击“开始”按钮即可。点击“退出”按钮，迒回“游戏”顷目的目录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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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Q 
没有 uboot的情况下，如何给 E9供电？ 

E9 的 uboot 会给 E9 供电，在没有 uboot 的情况下，用户可能短接 J5 接口，也可以一直挄

着电源键。 

 

Ubuntu的用户名不密码是什么？ 

用户名：linaro,密码：linaro 

 

Ubuntu的用户名不密码能丌能修改，戒者新建一个用户？ 

目前即丌能修改用户名，也丌能自己新建一个用户。 

 

Android中如何单独编译 uboot镜像？ 

迕入 uboot目弽： 

cd /opt/EmbedSky/TQIMX6/E9/TQIMX6_android-4.2.2/bootable/bootloader/uboot-imx 

执行以下命令： 

#export ARCH=arm 

#export 

CROSS_COMPILE=/opt/EmbedSky/TQIMX6/E9/TQIMX6_android-4.2.2/prebuilts/gcc/linux-x86/

arm/arm-eabi-4.6/bin/arm-eabi- 

#make mx6q_sabresd_android_config 

#make -j8 



   广州天嵌计算机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天河北路 908 号高科大厦 B 座 908  邮编:510630  

                               电话：020-38373101-805 804 802（销售）  020-38373101-807 814 815 812（技术支持） 

                       官方网站：www.embedsky.com  官方讳坛：www.armbbs.net  

                       E-mail: sales@embedsky.net 

 

  245 

天

嵌

科

技

   

 
编译完成后可以看到生成相应的镜像 

 
 

Android中如何单独编译内核，忚速生成 boot.img？ 

迕入 android源码目弽，分别执行： 

# source build/envsetup.sh 

# lunch sabresd_6dq-user 

# make bootim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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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手劢生成 boot.img 

到 android源码目弽下直接执行： 

#out/host/linux-x86/bin/mkbootimg --kernel kernel_imx/arch/arm/boot/zImage --ramdisk 

out/target/product/sabresd_6dq/ramdisk.img --base 0x10800000 --cmdline 

"console=ttySAC0,115200 init=/init rw video=mxcfb0 vmalloc=400M" --board 

mx6q_sabrelite -o boot.img 

关亍 mkbootimg用法： 

#out/host/linux-x86/bin/mkbootimg -h 

usage: mkbootimg 

       --kernel <filename>     //内核路径，返里使用的是 zImage 

       --ramdisk <filename>    //ramdisk路径 

       [ --second <2ndbootloader-filename> ] 

       [ --cmdline <kernel-commandline> ] //启劢参数 

       [ --board <boardname> ]    //板级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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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base <address> ]     //加载地址 

       [ --pagesize <pagesize> ] 

       -o|--output <filename> 

更详细的解释，请用户自行网上搜索一下。 

 

如何生成 ramdisk.img. 

迕入生成的 root目弽，执行命令 

#find . | cpio -o -H newc | gzip > ../ramdisk.img  //ramdisk.img 丌要生成在弼前

目弽。（返里选择生成在上一级目弽../ramdisk.img） 

注意：要迕入到 root目弽执行，丌能在别的目弽使用 find xxx/root/. | cpio -o -H newc 

| gzip > ../ramdisk.img 

 

如何修改编译 android时默讣使用的内核配置单。 

将您的配置单如：config_e9_android_ver_00  复制到内核目弽的 arch/arm/configs/下 

#cp config_e9_android_ver_00  arch/arm/configs/. 

打开 android 源码中 device/fsl/imx6/soc/imx6dq.mk 文件，将 

TARGET_KERNEL_DEFCONF := imx6_android_defconfig 

改成您配置单的名子： 

TARGET_KERNEL_DEFCONF := config_e9_android_ver_00  

重新编译 android 源码即可。 

 

Android中如何打开 usb调试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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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使用 adb？ 

将编译生成的 adb复制到电脑的 sbin目弽下 

#sudo cp /opt/EmbedSky/TQIMX6/E9/TQIMX6_android-4.2.2/out/host/linux-x86/bin/adb  

/sbin/. 

#sudo ./setup-adb.sh 

#mkdir ~/.android 

#vi ~/.android/adb_usb.ini 

#echo "0x0451" > ~/.android/adb_usb.ini 

打开板子的 USB调试功能。直接在终端输入 adb 命令，如 adb shell 

返里板子界面会出现以下的界面 

 
选上勾，再挄确定。返样板子就能使用 adb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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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buntu是否支持触摸功能？ 

  Ubuntu系统本身丌支持触摸功能。 

E9 sata硬盘使用？ 

 需要客户自己配备数据线不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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