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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安装 PhoenixSuit 软件 

1.1 安装 

双击图标运行 PhoenixSuit 软件安装程序 PhoenixSuitPacket.msi, 如图 1.1 所示 

 
图 1.1 

安装过程按照下图提示点击： 

 



 

 



 
注意：在运行安装过程中可能会出现如图 1.3 和 1.4 所示询问对话框，请按提示进行进

一步操作继续完成安装进程。 

 
图 1.3 



 

图 1.4 

1.2 程序位置 

1.2.1 安装提示界面自动关闭后，打开开始菜单可以看到： 

 

点击 即可启动 PhoenixSuit 软件。 

1.2.2 除了上面这个方法，还可以通过双击桌面快捷方式的方法启动 PhoenixSuit 软件。 

 

2. 运行 PhoenixSuit 软件 

2.1 运行 PhoenixSuit 软件 

在桌面双击 PhoenixSuit 快捷方式 或者点击开始菜单中对应的快捷方

式来运行 PhoenixSuit 软件，软件运行界面如图 2.1.1 所示。 
注意：切勿与 LiveSuit 软件或者其它量产工具同时运行。 



 
图 2.1.1 

设备接入之后，如图 2.1.2 所示。 
注意：软件一次只能操作一个智能设备，请勿同时插入多个开启了 adb 连接的智能设备。 

 
图 2.1.2 



2.2 PhoenixSuit 软件简介 

 
图 2.2.1 

2.2.1 软件最上方区域是客户区，左键按住可以拖动窗口移动。客户区 4 个主功能按钮，

点选不同的按钮可以切换到不同的功能页面。程序启动之后默认处于首页页面。 
2.2.2 软件中间是主操作区，设备进入时，切换至设备信息显示页面。 

2.2.3 状态栏用于显示软件的版本信息。点击 ，在弹出的如下窗

口中点击 Update 按钮可以连接网络进行 PhoenixSuit 的软件升级。 

 
图 2.2.2 

2.2.4 客户区命令按钮 

，左边是最小化按钮，右边是关闭按钮。点击最小化按钮 ，程序

窗口将会最小化至系统任务栏。点击关闭按钮 ，程序将会关闭窗口并退出。 



3 PhoenixSuit 软件功能模块使用说明 

软件界面分为 4 个功能模块，默认功能模块是主页，程序打开时默认进入的第一个模块。 

3.1 主页功能模块 

运行 PhoenixSuit 程序时默认进入的第一个模块，也可以通过点击按钮 进入主

页界面，主页界面如图 3.1.1 所以： 

 
图 3.1.1 

插入 Android 智能设备之后，打开 Android 设备的 adb 连接开关，软件检测到设备插入，

获取设备信息并在主页界面进行显示，显示的信息包括： 
1) 设备型号。 
2) 固件版本信息。 
3) 固件编译发行时间。 
4) Android 版本信息。 
5) 芯片型号。 
6) Linux 内核版本信息。 
如图 3.1.2 所示： 



 
图 3.1.2 

3.2 一键刷机功能模块 

检测到设备进入之后，就可以对设备进行刷机操作了。点击按钮 进入刷机模

块界面，如图 3.2.1 所示： 



 
图 3.2.1 

点击浏览按钮 在弹出的文件选择窗口中选择固件文件，如图 3.2.2 所示： 

 
图 3.2.2 

选择完固件之后，点击 按钮即可刷机，刷机界面如图 3.2.3 所



示： 

 
注意：刷机过程中请勿拔出设备，以免造成设备损坏！ 

3.3 设备管理模块 

PhoenixSuit 除了支持刷机操作之外，还支持设备管理功能：一键备份设备中的 apk 文件、

一键恢复之前备份的 apk 文件、批量安装多个 apk 文件、重启设备、切换设备至 recovery
模式。 

点击按钮 进入设备管理模块，界面如图 3.3.1 所示： 



 
图 3.3.1 

1)一键备份。点击一键备份按钮 ，程序开始备份智能设备中安装的 apk 应

用程序，如果备份中途需要中断操作，直接点击取消即可。 

 

图 3.3.2 
备份完成，如图 3.3.3 所示： 



 

图 3.3.3 
apk 应用程序备份目录为我的文档目录底下的 PhoenixSuit\Backup\下的对应的设备型号

目录。 

2)一键还原。点击一键还原按钮 ，可以将之前备份的 apk 应用恢复至智能

设备。如果中途需要中断操作，点击取消按钮即可。 

 
图 3.3.4 

恢复操作完成，如果 3.3.5 所示： 

 
图 3.3.5 

3)批量安装。点击批量安装按钮 ，在弹出的对话框中选择需要进行安装的



apk 文件，支持多选。如图 3.3.6 所示： 

 
图 3.3.6 

安装进程如图 3.3.7 所示： 

 
图 3.3.7 

如果中途需要终端操作，点击取消按钮即可。 

4)重启设备。当智能设备卡顿无法响应操作时，可以通过点击按钮 来重启

设备。 

5)恢复模式。点击按钮 可以将设备切换至 recovery 模式下。如果设备不支

持切换至 recovery 模式，那么设备将在重启之后直接进入 Android 模式，无任何不良影

响。 



3.4 新闻页面模块 

新闻页面模块通过连接至 Internet，使得用户可以浏览 AllWinner 全志公司最新的资讯

和业界的新闻。界面如图 3.4.1 所示： 

 
图 3.4.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