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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说明 

 为了区别在 PC 机和开发板上的操作，约定为：PC 机的 ubuntu 终

端输入的命令前加“#”，并且是 root 用户权限；开发板终端输入的

命令前加“$”。 

 

第一章 系统架构概述 

产品的开发，可以基于已有的固件，直接对 script.bin、uImage

或其它文件进行修改更新，修改后重启系统即可生效。系统启动

后，根据 TF 卡或 nand 启动方式的不同，相应的文件分别对应在

/dev/目录下的不同分区。可以通过挂载到/mnt/目录下进行相应

操作。 

1.1. TF 卡启动 

/dev/目录下的mmcblk0p1包含uEnv.txt 、script.bin和uImage；

mmcblk0p2 是文件系统。挂载相应目录，执行命令： 

$mkdir /mnt/mmp1 

$mkdir /mnt/mmp2 

$mount /dev/mmcblk0p1 /mnt/mmp1 

$mount /dev/mmcblk0p2 /mnt/mmp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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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Nand 启动 

/dev/目录下的 nanda 包含 boot.ini、sprite.axf、uEnv.txt、

script.bin 和 uImage 等；nandb 是文件系统。挂载相应目录，执

行命令： 

$mkdir /mnt/nanda 

$mkdir /mnt/nandb 

$mount /dev/nanda /mnt/nanda 

$mount /dev/nandb /mnt/nandb 

 

第二章 script.bin 的操作 

开发板系统启动后，可以对 script.bin 进行操作。但

script.bin 为二进制文件，不可以直接更改，需要通过 bin2fex

命令转换为 script.fex。script.fex为文本格式，可以直接更改。

更改后，再通过 fex2bin命令把 script.fex转换成 script.bin。 

如果没有 bin2fex 和 fex2bin 命令，需要安装，在终端输入相应

命令： 

 $ apt-get install git 

 $ git clone git://github.com/linux-sunxi/sunxi-tools.git 

通过该命令，会在当前目录下得到安装文件 sunxi-tools。 

 $ cd sunxi-tools/ 

 $ apt-get install ma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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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apt-get install gcc 

 $ apt-get install libusb-1.0 

 $ make 

sunxi-tools 目录下会产生 fex2bin 与 bin2fex 两个工具。把它们拷贝

到/usr/bin 目录下。 

 $ cp fex2bin bin2fex /usr/bin/ 

 相应的转换操作如下： 

 $fex2bin script.fex script.bin 

$bin2fex script.bin script.fex 

修改 script.fex 需要使用 vim，执行以下命令安装： 

$apt-get install vim 

 

第三章 uImage 的更新 

uImage的编译是在 PC机的 ubuntu系统中，编译出来的 uImage

可以通过各种方式更新到系统。（可以参考第四章：NFS 的使用）。 

更新 uImage 的同时，如果编译内核模块，也需要更新到系统。

通过执行命令： 

#make uImage 

#make modules 

#make modules_install 

会把所有内核模块安装到 PC 机 ubuntu 的/lib/modules/xxxx/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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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下，可以把 xxxx 整个目录更新到/dev/mmcblk0p2（或者

/dev/nandb）的/lib/modules/目录下。 

说明：xxxx 是指以内核版本命名的文件夹。 

 

第四章 NFS 的使用 

4.1. PC 机上 ubuntu 的操作 

1) 安装 NFS server 端口映射和服务 

#apt-get install nfs-kernel-server 

2) 重启 portmap 服务 

#/etc/init.d/portmap restart 

3) 修改配置文件 

#vi /etc/exports 

添加如下内容： 

/opt/filesystem *(subtree_check,rw,no_root_squash,async) 

说明：/opt/filesystem 为共享目录。 

4) 每次修改/etc/exports 后执行： 

#exportfs 

5) 重启 NFS 服务器 

#/etc/init.d/nfs-kernel-server restart  

 

4.2. 开发板上的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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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安装 nfs-common 

$ apt-get install nfs-common 

2) 创建挂载目录 

$ mkdir /mnt/nfs 

3) 手动挂载 

$mount 192.168.1.202:/home/filesystem /mnt/nfs/ -t nfs 

说明：192.168.1.202 是 PC 机 ubuntu 的 IP。 

成功挂载后，PC 机上 ubuntu 的/opt/filesystem/目录下全部

内容就挂载到开发板上/mnt/nfs 目录下了。可以进行文件的

访问或拷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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