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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WON1101 简介 

WON1101 开发板基于 TI AM3354 处理器，运行主频最高 1G，支持 Linux， WinCE， Android 三

大操作系统及 StarterWare 裸机程序，可用于工业产品设计。 WON1101 由核心板和底板组成，核心板主

要芯片有： CPU， NandFlash， Memory， PowerManage， FPGA。使用我们的核心板，只需要根据您的

业务需求开发自己的底板，这样可加速您的产品上市时间，让您从平台搭建的复杂环境中脱离。下面我们

具体描述 WON1101 核心板和底板资源。 

 

下图为 WON1101 的核心板 WON1101，详细硬件介绍请参见硬件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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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运行 Linux 系统 

WON1101 的所有软件都向用户开源，用户可以通过光盘获取软件和硬件的文档及源码, Linux 内核版

本为 3.2.0，资料位于光盘目录 linux 文件夹下，以下文档中提到的所有目录（bin，src，filesytem，tools

等）都以 WON1101 用户光盘\WON1101 用户光盘（A）\Linux 为根目录。 

 

注意：我们提供了 Qt 版本的文件系统 rootfs.tar.bz2 和非 Qt 版本的文件系统 rootfs-base.tar.bz2，默认

情况下烧写到 NandFlash 的文件系统为全功能文件系统，即带有 Qt 环境的文件系统，如果您不使用 Qt 

或不使用  LCD 屏幕，建议您使用  base 文件系统，该文件系统占用  NandFlash 空间小，烧写到 

NandFlash 的速度快，方便您产品开发。 

 

问：如何设置拨码开关从 SD 卡启动或者 NandFlash 启动呢？ 

答： 

1.  从   SD 卡   启动： 1 Off，2 On     (On  代表拨到上方，Off 代表拨到下方) 

2.  从 NandFlash  启动： 1 On，2 Off     (On  代表拨到上方，Off 代表拨到下方) 

问：如何查看内核的打印信息？ 

答： 

1.  通过开发板附带的串口线连接 PC 机（假设 PC 机上的系统为 Win7 64bit）和开发板的 COM0 

2.  确认 PC 机上调试串口占用端口，右键 PC 机桌面的“计算机”，点击“属性”，再点击“设备管理器”，

查看“端口(COM 和 LPT)”，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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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打开串口调试工具（推荐使用 SecureCRT），点击“File”，选择“Quick Connect…”新建一个会话，设

置如下图： 

 

注意：图中 Port 部分的 COM31 为步骤 2 中查询得到的端口，注意修改为实际获取的端口号。 

 

设置完成后，从 SD 卡或者 NandFlash 启动就可以看到调试信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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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自动烧写 Linux 系统说明 

所谓的自动烧写 Linux 系统是指：从 SD 卡启动的开发板会将 SD 卡中的 Linux 镜像自动烧写到 

NandFlash 中，此过程不需要人工干预。 

步骤如下： 

2.1.1  格式化 SD 卡 

1.  把 SD 卡通过读卡器接入 PC； 

2.  双击运行 HPUSBFW.EXE（该软件位于 WON1101 用户光盘（A）\Linux\tools 目录，支持 Window XP, 

Win7 32 位，Win7 64 位操作系统）； 

3.  运行 HPUSBFW 工具之后，会扫描到您的 SD 卡； 

注意：请确认 HPUSBFW 工具扫描到的 SD 卡，就是您的 SDHC 卡，以防出现误操作。  

4.  选择“FAT32”系统格式以及“Quick Format”选项，点击“Start”；  

5.  等待格式化完成，点击“OK”。 

 

下图为运行 HPUSBFW 工具后的图片： 

 

注意：使用 SD 卡时，必须使用 HPUSBFW.EXE 或其它可将 SD 卡分区置为活动分区的工具进行格式化

操作，否则设置无法识别 SD 卡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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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拷贝 Linux 系统镜像文件 

在 WON1101 发布资料中，我们提供了 Linux 系统更新镜像文件，路径为：WON1101 光盘资料（A）

\Linux\bin。 

拷贝以下文件到格式化完成的 SD 卡中（总共 5 个文件）： 

batch 目录下的 MLO 和 u-boot.img； 

当前目录下的 logo.bmp； 

当前目录下的 ubi.img； 

当前目录下的 uImage。 

这时，用于自动烧写的 SD 卡就已经完成了。 

2.1.3  设置拨码开关，上电烧写系统 

使用自动烧写的方式烧写 Linux 镜像到 NandFlash 上，用户无需敲入任何命令。 

详细步骤如下： 

1.  将制作好的 SD 卡插入到开发板 SD 卡槽中，并将拨码开关拨到 SD 卡启动（1 Off，2 On）； 

2.  连接好串口，上点启动开发板，开发板会自动执行烧写操作； 

3.  烧写过程中 led 灯会有流水效果，LCD 和串口调试终端会有进度显示，烧写成功后 led 长亮并且

串口调试终端打印： 

Update system to nand success； 

4.  烧写完成后断电，拔出 SD 卡，将拨码开关拨至 NandFlash 启动（1 On，2 Off），上电，此时 Linux 

系统便可从 NandFlash 启动了； 

说明：第一次烧写完系统后启动 linux 处理文件系统数据时间比较长，所以第一次烧写系统后开机时

间较长，用户需耐心等待。第一次启动成功后断电再启动恢复正常。 

5.  更新系统首次启动，会出现 TSLIB 校准界面，具体详见 2.6 节讲述； 

6.  完成校准之后系统自动登入（无需输入“root”）。 

2.2  手动烧写 Linux 系统说明 

所谓的手动烧写 Linux 系统是指：通过在 u-boot 命令行输入命令，将 Linux 系统镜像通过 SD 卡烧

写的方式烧写到 NandFlash 中。 

步骤如下： 

2.2.1  格式化 SD 卡 

请参考本手册第 2.1.1 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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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拷贝 Linux 系统镜像文件 

在 WON1101 发布资料中，我们提供了 Linux 系统更新镜像文件，路径为：WON1101 光盘资料（A）

\Linux\bin。 

拷贝以下文件到格式化完成的 SD 卡中（总共 5 个文件）： 

当前目录下的 MLO 和 u-boot.img； 

当前目录下的 logo.bmp； 

当前目录下的 ubi.img； 

当前目录下的 uImage。 

这时，用于手动烧写的 SD 卡就已经完成了。 

2.2.3  设置拨码开关，上电烧写系统 

把 SD 卡插入到开发板的 SD 卡插槽中，将拨码开关拨到 SD 卡（1 Off，2 On）启动，上电开机敲

击空格进入 u-boot 命令行，执行“run update_nand”命令，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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串口信息显示 Update system to nand success 表示烧写完成，如下图： 

 

 

烧写成功后，将拨码开关拨到 NAND 启动，拔出 SD 卡，上电启动，系统首次启动会出现 TSLIB 校

准界面，具体详见 2.6 节讲述； 

系统启动后，LCD 将显示以下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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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SD 卡启动 Linux 

注意：该方法主要用于 SD 卡运行 Linux 系统，如果您不需要此功能，可以跳过该节。SD 卡运行 

Linux 系统可用于双系统备份，或者 NandFlash 空间容量有限的情况下使用。 

本节内容是在 PC 的虚拟机 ubuntu（本公司使用的是 Ubuntu12.04 LTS）系统下操作的。 

2.3.1  制作用于启动 Linux 的 SD 卡 

1.  将 tools 目录下的 create-sdcard.sh 脚本拷贝到 ubuntu 系统的/home/wonhere/filesystem 目录下（建

议通过共享目录拷贝）； 

2.  通过读卡器把 SD 卡连入 PC（VMware 虚拟机用户如果 U 盘没有被虚拟机识别，可以使用如下

方式将 U 盘连接到虚拟机）； 

 

 

3.  进入/home/wonhere/filesystem 目录，执行脚本：sudo ./create-sdcard.sh 

执行上述命令后，终端会列出电脑的硬盘或 U 盘，对应选择自己的 SD 卡，回车。  

注意：判定自己的 U 盘是 sda/sdb/sdc 可以根据容量进行判断，比如自己的 U 盘容量为 8G，

则其 size 为 7676928 字节 ≈ 4G，建议用户执行此操作时不要同时插入多个 U 盘，以免混淆。 

 

这里以我们的操作为例， SD 卡制作过程如下： 

 

 



 

 

WON1101 Linux 用户手册 v0.2 

（1）  输入 1,回车 

 

 

（2）  输入 2，选择创建 2 个分区，分区 1 为 FAT32 分区，分区 2 为 EXT3 分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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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整个过程中不要敲击键盘，等待如下提示出现并输入“n”： 

 

 

通过以上三个步骤就会在 SD 卡上创建两个分区，卷标分别为 boot(FAT32)、 rootfs(EXT3)，并且会自

动挂载到 /media/boot 目录和 /media/rootfs 目录，用户可以直接使用。 

2.3.2  拷贝镜像到 SD 卡准备启动 

在 WON1101 发布资料中，进入路径：WON1101 光盘资料（A）\Linux。 

1.  将 bin 目录下的 MLO、u-boot.img、uImage、logo.bmp 拷贝到 SD 卡的 boot(FAT32) 分区中（共 4

个文件）； 

2.  将 filesystem 目录下的 rootfs.tar.bz2 拷贝到 /home/wonhere/filesystem 目录下，执行以下命令： 

# cd  /home/wonhere/filesystem 

# sudo  tar  jxvf  rootfs.tar.bz2  -C  ./ 

# sudo  cp  ./rootfs/*  /media/rootfs 

# sync 

3.  将 SD 卡插入开发板的 SD 卡插槽中，将拨码开关拨到 SD 卡启动方式，上点启动，系统首次启

动会出现 TSLIB 校准界面，具体详见 2.6 节讲述； 

系统启动后，LCD 将显示以下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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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单步更新系统 

单步更新系统是指更新 NandFlash 中的单个文件而不是整个系统，用户需将要更新的文件拷入 SD 卡，

然后设置开发板从 SD 卡启动，进入 u-boot 命令行后执行以下操作： 

1.  更新 MLO，u-boot.img 

更新 MLO 

# mmc  rescan 

# fatload  mmc  0  80A00000  MLO 

# nandecc  hw  2 

# nand  erase  0  80000 

# nand  write.i  80A00000  0  ${filesize} 

 

更新 u-boot.img 

# mmc  rescan 

# fatload  mmc  0  80A00000  u-boot.img 

# nandecc  hw  2 

# nand  erase  80000  200000 

# nand  write.i  80A00000  80000  ${files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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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更新内核 

# mmc  rescan 

# fatload  mmc  0  80A00000  uImage 

# nandecc  hw  2 

# nand  erase  280000  500000 

# nand  write.i  80A00000  280000  ${filesize} 

 

3、更新文件系统 

# mmc  rescan 

# fatload  mmc  0  80A00000  ubi.img 

# nandecc  sw 

# nand  erase  780000  F600000 

# nand  write.i  80A00000  780000  ${filesize} 

 

4、更新 u-boot 的 logo 

# mmc  rescan 

# fatload  mmc  0  80A00000  logo.bmp 

# nandecc  hw  0 

# nand  erase  FD80000  280000 

# nand  write.i  80A00000  FD80000  ${filesize} 

 

2.5  通过 Uboot 设置屏幕参数 

2.5.1  更改屏幕类型 

WON1101 默认支持电阻屏，如果用户需要使用电容屏可以通过 u-boot 进行设置，步骤如下： 

1.  u-boot 启动时按任意键进入 u-boot 命令行，输入“scr”进入屏幕参数设置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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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输入 1 进入如下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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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输入 1 进入屏幕类型（电容和电阻）设置菜单： 

 

 

4.  假如用户使用的屏为电容屏，则输入 2。  

2.5.2  更改屏幕大小 

WON1101 默认支持 7 寸屏，如果用户需要使用 4/5/8/10 寸屏可以通过 u-boot 进行设置，步骤如下： 

1.  同 2.5.1 小节的步骤 1； 

2.  同 2.5.1 小节的步骤 2； 

3.  输入 2 进入屏幕大小设置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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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假如用户要设置为 8 寸屏，则输入 4。 

2.6  触摸屏的校准 

出厂默认的情况下，每次重新烧写系统第一次上电启动的时候，会看到 TSLIB 的校准界面，如下图： 

 

 

校准方法：使用触摸笔依次点中屏幕上 的正中心，一共五次，每一次的位置都不相同，校准的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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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如果用户已连接终端，会在终端上打印出 x=xxx，y=xxx（其中的 xxx 为校准的坐标值）的校准信息。

五点全部校准完毕之后会在根目录的 etc 下生成文件 pointercal，pointercal 是校准信息文件。 

校准注意事项：在校准时，尽可能准确的使用触摸笔依次点击屏幕上 的正中心。如果随意点击五

次也是可以通过校准，但是校准信息文件 pointercal 中的校准数据是错误的。 

 

重新校准的方法：如果用户在校准界面由于操作失误导致触摸屏无法正常使用，可以在 Linux 命令行

输入：ts_calibrate 重新校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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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Linux 系统的编译 

在 WON1101 发布资料中，我们提供了 Linux 内核源码、测试源码等，路径为：WON1101 光盘资料

（A）\Linux\src。 

3.1  安装编译器 

1.  拷贝 tools 目录（和 src 同级）下的 gcc-linaro-arm-linux-gnueabihf-4.7-2013.04-20130415_linux.tar.bz2

文件到 Ubuntu 的/opt 目录下，然后输入指令解压： 

$ sudo  tar  jxvf  gcc-linaro-arm-linux-gnueabihf-4.7-2013.04-20130415_linux.tar.bz2  -C  ./ 

2.  增加编译器的环境变量： 

修改/etc/profile 文件，在文件最后添加如下内容，然后保存退出并重启系统： 

export PATH=/opt/gcc-linaro-arm-linux-gnueabihf-4.7-2013.04-20130415_linux/bin/:$PATH 

3.  待系统重启后，打开终端，输入命令查看编译器是否安装成功： 

$ arm-linux-gnueabihf-gcc  -v 

出现以下信息，表示安装成功，以后每次进入 Ubuntu 系统，会自动增加环境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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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U-Boot 的编译 

拷贝 src 目录下的 u-boot-won1101.tar.bz2 文件到 Ubuntu 的/home/wonhere/work 目录下，输入如下命令

解压文件，然后进入目录： 

$ tar  jxvf  u-boot-won1101.tar.bz2  -C  ./ 

$ cd  u-boot-won1101 

3.2.1  普通版本的 u-boot 编译和使用 

1.  输入如下指令，编译： 

$ make  CROSS_COMPILE=arm-linux-gnueabihf-  ARCH=arm  won1101 

2.  编译完成后，会在当前目录生成 MLO 和 u-boot.img 文件，将它们拷贝到 SD 卡的 boot 分区或烧写

到 NandFlash 分区后即可使用。 

3.2.2  批量烧写版本的 u-boot 编译 

该版本的 u-boot 需要打开条件编译宏 AUTO_UPDATESYS（在 include/configs/won1101.h 中），然后像

编译普通 u-boot 一样进行编译即可。 

 

 

3.3  Linux 的编译 

拷贝 src 目录下的 linux-won1101.tar.bz2 文件到 Ubuntu 的/home/wonhere/work 目录下，输入如下命令解

压文件，然后进入目录： 



 

 

WON1101 Linux 用户手册 v0.2 

$ tar  jxvf  linux-won1101.tar.bz2  -C  ./ 

$ cd  linux-won1101 

3.3.1  Linux 内核的编译和使用 

1.  输入如下指令，编译： 

$ make  CROSS_COMPILE=arm-linux-gnueabihf-  ARCH=arm  won1101_evm_linux_defconfig 

$ make  CROSS_COMPILE=arm-linux-gnueabihf-  ARCH=arm  uImage 

2.  编译完成后，会在 arch/arm/boot 目录下生成 uImage 文件，将它们拷贝到 SD 卡的 boot 分区或烧写

到 NandFlash 分区后即可使用。 

 

注意：编译内核时如果报找不到 mkimage 的错误，请将 tools 目录下的 mkimage 复制到 Ubuntu 的

/usr/bin 目录下，并通过命令 sudo  chmod  +x  mkimage 赋予 mkimage 工具可执行权限。 

3.4  文件系统制作 

对于 SD 卡，文件系统是 ext3 格式的，如需添加文件直接往里拷贝即可，对于 NandFlash， 文件系

统是 ubi 格式的文件系统，下面说一下如何在我们提供的 ubi 文件系统中增加自己的文件。 

1. 拷贝 filesystem 目录下的 rootfs.tar.bz2 或 rootfs-base.tar.bz2 文件到 /home/wonhere/filesystem 目录

下，拷贝 tools 目录下的 mkfs.ubifs，ubinize，ubinize.cfg 到 /home/wonhere/filesystem 目录下； 

2. 如果/home/wonhere/filesystem 目录下存在 rootfs 目录，则删除，然后将文件系统解压到当前目录： 

$ cd  /home/wonhere/filesystem 

$ sudo  rm  rootfs  -rf 

$ sudo  tar  jxvf  rootfs.tar.bz2  -C  ./ 

3. 根据您的需求修改 rootfs 文件夹里面的内容，比如增加脚本文件，设置 IP 地址等等 

4. 重新生成 ubi.img 

$ sudo  ./mkfs.ubifs  -r  rootfs  -m  2048  -e  126976  -c  1900  -o  ubifs.img 

$ sudo  ./ubinize  -o  ubi.img  -m  2048  -p  128KiB  -s  512  -O  2048  ubinize.cfg 

$ sudo  rm  ubifs.img 

5. 将新的 ubi.img 重新烧写到 NandFlash 即可。 

3.5  驱动代码路径 

Linux 驱动源码开源，驱动代码路径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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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 位置 对应的设备名 

网卡驱动 drivers/net/ethernet/ti/cpsw.c eth0 

LCD 背光驱动 drivers/video/backlight/pwn_bl.c /sys/class/backlight 

USB 接口 U 盘 drivers/usb/storage/ /dev/sdX 

USB 鼠标 drivers/hid/usbhid/ /dev/input/mice 

Flash ECC 校验 drivers/mtd/nand/nand_ecc.c 无 

Nand Flash 驱动 drivers/mtd/nand/omap2.c /dev/mtdX,mtdblockX 

UBI 文件系统 fs/ubifs/ 无 

SD 卡驱动 drivers/mmc/card /dev/mmcblk0 

LCD FrameBuffer drivers/video/da8xx_fb.c /dev/fb0 

电阻触摸驱动 drivers/input/touchscreen/ti_tsc.c /dev/input/touchscreen0 

电容触摸驱动 drivers/input/touchscreen/ft5x06_ts.c /dev/input/touchscreen0 

RTC 实时时钟驱动 drivers/rtc/rtc-ds1307.c /dev/rtc0 

SPI 驱动 drivers/spi/spidev.c /dev/spidev2.0 

串口（含三个串口） drivers/tty/serial/omap-serial.c /dev/ttyO0,1,4 

看门狗驱动 drivers/watchdog/omap_wdt.c /dev/watchdog 

RS485 驱动 drivers/tty/serial/omap-serial.c /dev/ttyO2 

CAN 驱动 drivers/net/can/d_can/d_can.c can0 

音频驱动 sound/soc/codec/tlv320aic3x.c /dev/snd/controlC0, 

pcmC0D0c,pcmC0D0p,seq,timer 

 

3.6  Linux 分区信息 

下面表格是 Linux 操作系统的 NandFlash 分区信息： 

MLO U-Boot Env Kernel FileSystem Logo 

0.5M 1920K 128K 2M 502M 2.5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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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Qt 开发指南 

虚拟机环境：ubuntu12.04 

目标平台：WON1101 开发板 

交叉编译工具链：与编译 Linux 内核的编译器相同 

文件系统：filesystem 目录下的 rootfs-base.tar.bz2 

4.1  移植 tslib 

tslib 是电阻式触摸屏用于校准的一个软件库，是一个开源的程序，能够为触摸屏驱动获得的采样提供

诸如滤波、去抖、校准等功能，通常作为触摸屏驱动的适配层，为上层的应用提供了一个统一的接口。因

此这里先编译安装 tslib，这样在后面编译 Qt 的时候才能打包编译进去。 

4.1.1  安装 autoconf、automake、libtool 包 

$ sudo  apt-get  install  autoconf 

$ sudo  apt-get  install  automake 

$ sudo  apt-get  install  libtool 

$ sudo  apt-get  install  g++ 

4.1.2  交叉编译 tslib 

拷贝 src 目录下的 tslib-1.4.tar.bz2 到/home/wonhere/qt_tslib 目录下面  

# tar  jxvf  tslib-1.4.tar.bz2  -C  ./ 

# cd  tslib  

# ./tslib.sh 

注意：tslib.sh 是华和提供的编译脚本，执行完会将 tslib 默认安装到/usr/local/tslib。 

4.1.3  移植 tslib 到 WON1101 开发板上 

假设用户的根文件系统路径为：/home/wonhere/filesystem/rootfs。 

首先删除文件系统中自带的 tslib，输入指令： 

$ cd  /home/wonhere/filesystem/rootfs 

$ sudo  rm  usr/bin/ts_* 

$ sudo  rm  usr/lib/libts* 

$ sudo  rm  usr/lib/ts  -rf 

然后将编译好的 tslib 移植到根文件系统中，输入指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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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do  cp  /usr/local/tslib  usr/local/ -arf 

$ sudo  vi  usr/local/tslib/etc/ts.conf （去掉 module_raw input 前的#和空格） 

4.1.4  导出 tslib 环境变量 

$ sudo  vi  etc/profile 

在文件最后添加环境变量： 

export T_ROOT=/usr/local/tslib 

export TSLIB_TSDEVICE=/dev/input/touchscreen0 

export TSLIB_CONFFILE=$T_ROOT/etc/ts.conf 

export TSLIB_PLUGINDIR=$T_ROOT/lib/ts 

export POINTERCAL_FILE=/etc/pointercal 

export TSLIB_CALIBFILE=/etc/pointercal 

export TSLIB_CONSOLEDEVICE=none 

export TSLIB_FBDEVICE=/dev/fb0 

4.1.5  在 WON1101 开发板上测试 tslib 

用新文件系统启动 WON1101 开发板，进入 shell 后执行如下命令：  

# ts_calibrate            对电阻屏进行触摸较验  

# ts_test                对电阻屏进行触摸测试 

测试结果如下： 

 



 

 

WON1101 Linux 用户手册 v0.2 

4.2  移植 qt4.8.5 

4.2.1  交叉编译 qt4.8.5 

拷贝 src 目录下的 qt-everywhere-opensource-src-4.8.5.tar.bz2 到/home/wonhere/qt_tslib 目录下面 

# tar  jxvf  qt-everywhere-opensource-src-4.8.5.tar.bz2  -C  ./ 

# cd  qt-everywhere-opensource-src-4.8.5 

# sudo  ./qteverywhere.sh 

注意：qteverywhere.sh 是华和提供的编译脚本，执行完会将 qt4.8.5 默认安装到/usr/local/qt4.8.5-arm。 

4.2.2  移植 qt4.8.5 到 WON1101 开发板上 

假设用户的根文件系统路径为：/home/wonhere/filesystem/rootfs。 

将编译好的 qt4.8.5 移植到根文件系统中，输入指令： 

$ sudo  cp  /usr/local/qt4.8.5-arm  usr/local/  -arf 

4.2.3  导出 qt4.8.5 环境变量 

$ sudo  vi  etc/profile 

在文件最后添加环境变量： 

export QTDIR=/usr/local/qt4.8.5-arm 

export LD_LIBRARY_PATH=$QTDIR/lib:$LD_LIBRARY_PATH 

export QT_QWS_FONTDIR=$QTDIR/lib/fonts 

export QWS_SIZE=800x480 

export QWS_DISPLAY=LinuxFb:/dev/fb0 

export QWS_MOUSE_PROTO="Tslib:/dev/input/touchscreen0" 

4.2.4  在 WON1101 开发板上测试 qt4.8.5 

用新文件系统启动 WON1101 开发板，进入 shell 后执行如下命令：  

# cd  /home/root 

# testqt  -qws  & 

测试结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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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Qt Creator 开发环境搭建及编程 

4.3.1  安装 Qt Creator 

Qt creator 的安装有两种方式，手动安装方式和在线安装方式。 

在线安装：执行指令，安装最新版 Qt Creator 软件： 

$ sudo  apt-get  install  qtcreator 

手动安装：从官网上下载某个版本的 Qt Creator 软件，然后安装，我们使用的是手动安装方式，Qt Creator

版本为 2.8.1： 

$ sudo  ./ qt-creator-linux-x86-opensource-2.8.1.run 

 

安装完成后打开 Qt Creator，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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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  设置 Qt Creator 使其支持交叉编译 

点击 Qt Creator 的“工具”菜单下的“选项”，点击左列的“构建和运行”，然后点击界面右侧的“编译

器”标签页，点击“添加”添加 GCC ，点击编译器路径“浏览”添加交叉编译器的路径

（/opt/gcc-linaro-arm-linux-gnueabihf-4.7-2013.04-20130415_linux/bin/arm-linux-gnueabihf-g++），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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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切换到“Qt 版本”标签页，点击“添加”添加/usr/local/qt4.8.5-arm/bin/qmake，点击应用：如下图： 

 

 

4.3.3  新建 hello Qt 程序进行测试 

点击“文件”的“新建文件或项目”创建一个 Qt Gui 应用的项目，如下图： 

 

输入项目名称和项目路径，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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剩下的步骤默认就行，对源代码进行编译后，可以通过“构建”->“构建项目”进行编译，将编译生成

的 testqt 应用程序拷贝到开发板的/home/root 目录下，进行测试，测试效果如下： 

 

  



 

 

WON1101 Linux 用户手册 v0.2 

第五章  WON1101 功能测试 

5.1  测试功能列表 

WON1101 需要测试的功能如下： 

 

命令行测试 图形测试 

SD 卡测试 LCD 测试（含触摸屏测试） 

USB 测试 USB 测试 

有线网卡测试 网卡测试 

串口测试 PING 测试 

音频测试 音频测试 

复位测试 视频测试 

RS485 测试 背光测试 

CAN 测试 串口测试 

SPI 测试 RS485 测试 

看门狗测试 SPI 测试 

背光测试 CAN 测试 

RTC 测试 RTC 测试 

 看门狗测试 

 WEB 测试 

 

注意：为方便测试，请使用带 Qt 环境的文件系统（rootfs.tar.bz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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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准备工作 

1.  一块工作良好的 WON1101 开发板； 

2.  SD 卡一张，读卡器一个，用于存储 Linux 系统升级的 bin 文件； 

3.  用于测试 USB 功能的 USB 鼠标，USB 键盘和 U 盘； 

4.  测试网卡的网线； 

5.  测试音频播放的耳机，Mic； 

6.  串口测试工具： 

需要 DB9 母头一个，2，3 短路，用于测试 COM1； 

2.0 mm 间距，20 Pin 双排针插头 1 个，同样收发需要短接，用于测试 TTL 电平的 UART； 

7.  RS485 测试有两种方法：第一种方法需要两块 WON1101 开发板，另一种方法需要串口转换 

RS485 模块，模块与电脑串口相连，PC 端需要串口调试助手； 

8.  CAN 测试需要两根普通的导线，连接两块开发板的 CAN 总线 H ,L 接口； 

9.  纽扣电池，用于开发板 RTC 测试。 

5.3  命令行测试 

5.3.1  SD 卡测试 

1.  把拨码开关设置成 NandFlash 启动：1 On，2 Off； 

2.  连接好 5V 电源，开机，启动 Linux 系统； 

3.  把刚才制作好的 SD 卡插入到底板的卡槽中； 

如果 SD 卡能正常工作，则超级终端会打印如下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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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  USB 测试 

WON1101 引出 4 路 USB HOST 2.0 和一路 OTG 2.0 接口，这里我们使用 USB 鼠标或者 U 盘来测

试 USB 功能。 

把 USB 鼠标插入 USB 口，串口调试终端打印如下信息，则说明 USB 工作正常： 

 

把 U 盘插入到 USB 口，串口调试终端会打印如下信息，则说明 USB 工作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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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3  有线网卡测试 

WON1101 具有一路 1000M 网口，测试前将 PC 与开发板直接使用网线连接（注意将 PC 防火墙关

闭，否则网络可能不通）。 

在串口调试终端中输入如下命令，将开发板的 IP 地址设置为 192.168.2.61； 

# ifconfig eth0 192.168.2.61 

然后确认您的 PC 的 IP 地址，假如 IP 地址为 192.168.2.198，则输入 ping 命令.  

# ping 192.168.2.198 

如果有线网络工作正常，则会显示如下信息： 

 

 

Ctrl + C 可以终止 ping 测试。 

5.3.4  串口测试 

WON1101 开发板中有三个串口，在开发板上的标识符分别为 COM0，COM1，UART4。COM0 为调

试口，不需要测试。 

1）COM0 口，RS232 电平，用于调试口，在 Linux 中的设备名称： /dev/ttyO0； 

2）COM1 口，RS232 电平，使用 DB9 公头，在 Linux 中的设备名称： /dev/ttyO1； 

3）UART 口，TTL 电平，使用插针接口，在 Linux 中的设备名称： /dev/ttyO4； 

测试方法如下： 

1. 关掉开发板电源，将相应串口的 RX 和 TX 管脚短接，执行串口的测试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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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以下命令测试 COM1： 

# ./uart_sr  -s /dev/ttyO1  -r  /dev/ttyO1  -b  115200 

输入以下命令测试 UART4： 

# ./uart_sr  -s /dev/ttyO4  -r  /dev/ttyO4  -b  115200 

2. 可以看到接收到的数据为：“1234567890”，这说明串口的收发功能正常，串口调试终端中显示信息

如下： 

 

 

Ctrl + C 可以终止 ping 测试。 

5.3.5  音频测试 

用户可以使用文件系统自带的 alsa 音频录制、播放工具进行测试。 

1.  放音测试 

将耳机插头插入开发板 PHONE 插孔，然后在串口调试终端中执行以下命令： 

# aplay  /usr/share/audio/wo.wav 

wo.wav 为/usr/share/audio 目录下用于测试的歌曲文件，播放时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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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LINE IN 录音测试 

将 Line in 一端插入开发板 LINE IN 插孔，将 Line in 线另一端插入音源设备, 使用 arecord 工具进

行录音并保存，然后使用 aplay 播放保存的录音文件，如果可以播放录音文件，说明 Line in 接口正常。

录音命令如下： 

# arecord  -d  10  -t  wav  -c  2  -r  44100  -f  S16_LE  linein.wav 

参数说明：-d 录音时间（秒），-t 输出格式 -c 通道数 -r 采样率 -f 保存格式 

 

 

注意：进行 Line In 录音时请将音源设备的输出音量调小，以防输入波形超出采集范围而失真。 

 

3.  LINE IN 播放测试 

在串口调试终端中输入如下指令： 

# aplay  -t  wav  -c  2  -r  44100  -f  S16_LE  linein.wa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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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MIC 录音测试 

将 Mic 插头插入开发板 MIC 插孔，对着 mic 进行说话, 使用 arecord 工具进行录音并保存， 然后

使用 aplay 播放保存的录音文件， 如果可以播放录音文件，说明 Mic 接口正常。 

Mic 录制指令： 

# arecord  -t  wav  -r  44100  mic.wav 

 

 

5.  MIC 播放测试： 

在串口调试终端中输入如下指令： 

# aplay  mic.wa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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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amixer 调节音量 

设置放音时的音量： 

# amixer  cset  name='PGA Capture Volume'  30%,60% 

设置录音时的音量： 

# amixer  cset  name='PCM Playback Volume'  30%,60% 

 

 

5.3.6  复位测试 

复位测试，主要测试系统的硬启动，按键位于拨码开关右侧，丝印标号：K2。 

按下按键后系统重新启动，则说明 RST 键工作正常。 

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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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7  RS485 测试 

WON1101 可以作为一个 RS485 的挂载设备。文档中提供两种测试方式，用户可以选择方便的方式进

行测试，具体步骤如下。 

方式一： 

按照下图所示连接两块 WON1101 开发板，并参考原理图找到对应的引脚，用连接线连接 WON1101 

的 RS485 接口和另一块开发板的 RS485 接口。 

 

1.  485 通信只支持半双工通信，即通信一端同一时间只能发送或者只能接收信息，一端应先处于接收

状态，发送端才能发送，否则会出现数据丢失的情况。在串口调试终端中执行如下命令，让 BOARD1 端处

于发送状态： 

# ./uart_sr  -s  /dev/ttyO2  -b  9600 

2.  串口调试终端中显示测试信息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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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让 BOARD2 端接上调试串口线，在串口调试终端中执行如下命令，让 BOARD2 端处于接收状态： 

# ./uart_sr  -r  /dev/ttyO2  -b  9600 

串口调试终端中显示测试信息如下所示： 

 

Ctrl + C 可以终止 485 测试。 

 

4.  反向（BOARD2 发送，BOARD1 接收）测试方式和上面相同。 

 

方式二： 

将一个 RS232 转 485 模块和 WON1101 开发板连接，连接方式是 TXR+（转换模块）接 A（开发板）、

TXR-（转换模块）接 B（开发板）。 

1.  在串口调试终端中执行如下命令，让开发板处于接收状态： 

# ./uart_sr  -r  /dev/ttyO2  -b  9600 

2.  打开串口调试助手（RS232 转 485 模块端使用），我们使用的是 sscom42.exe，设置对应的串口号、

波特率、数据位、停止位、校验位和流控制，输入要发送的字符，如“12345qwer”，点击发送，设置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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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开发板会接收到 PC 发送过来的字符串，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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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Ctrl + C 接收串口接收程序，在终端中输入如下指令让 485 处于发送状态： 

# ./uart_sr  -s  /dev/ttyO2  -b  9600 

 

 

5.  PC 端串口调试助手会显示接收到的字符串，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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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8  CAN 测试 

WON1101 可以作为一个 CAN 设备。有两种方式测试 CAN 接口，第一种和 5.3.7 节的方式一类似，

即将两块开发板的 CAN 接口互连，然后测试数据收发；第二种是通过一个 USB-CAN adapter 来测试开发

板的 CAN 接口。这里，详细描述第二种方式。 

1.  将 USB-CAN adapter 的 CANL、CANH 分别与开发板上 CAN 接口的 L、H 连接，将 USB-CAN adapter

的 R+和 R-互连。并在 PC 上安装 CANTools 软件。安装后的 CANTools 界面如下图： 

 

2.  依次点击 CANTools 的“设备操作”->“启动设备”，会出现打开成功的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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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点击 CANTools 的“参数设定”，将波特率设置成 50Kbps，如下图： 

 

4.  勾选 CANTools 的“打开 CAN 接收” 

5.  在串口调试终端中输入如下指令，打开 CAN 口并设置： 

# ip  link  set  can0  down 

# canconfig  can0  bitrate  50000  ctrlmode  triple-sampling  on 

# ip  link  set  can0  up 

如下图： 

 

 

6.  在串口调试终端中输入如下指令，通过 CAN 向 PC 发送字符串： 

# cansend can0 -i 0x10 0x11 0x22 0x33 0x44 0x55 0x66 0x77 0x88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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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图： 

 

CANTools 会接收到发过来的字符串，如下图： 

 

7.  在串口调试终端中输入 candump 指令，让 CAN 处于接收状态，然后点击 CANTools 的“发送 CAN

消息”，可以在串口调试终端中看到 PC 发过来的字符串： 

 

 

5.3.9  SPI 测试 

WON1101 开发板提供了一路 TTL 电平的插针 SPI 接口，查看原理图找到开发板的 SPI1-D0 和 

SPI1_D1 引脚，将它们短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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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终端中执行如下命令： 

# ./spi  -D  /dev/spidev2.0 

2.  在终端中出现如下测试信息则测试成功： 

 

 

5.3.10  看门狗测试 

“看门狗”，全称 Watchdog Timer，是一个在软件出错的时候可以复位计算机系统的硬件定时器。通常

一个用户空间守护进程会在正常的时间间隔内通过 /dev/watchdog 特殊设备文件来通知内核的 Watchdog

驱动，用户空间一切正常。如果用户空间出现问题（如 RAM 错误，内核 BUG 等），则通知将会停止，然

后硬件 Watchdog 将在超时后复位系统。 

1.  在终端中执行以下命令： 

# ./watchdogrestart 

现象：开发板 60 秒后重启。测试程序中打开了 /dev/watchdog 设备文件，启动 Watchdog，程序进入

忙循环状态，由于没有喂狗，60 秒后系统复位。 

2.  在终端中执行以下命令： 

# ./watchdog 

现象：开发板不会重启。测试程序中打开 /dev/watchdog 设备文件，启动了 Watchdog，每过一秒钟喂

狗一次，系统不会重启： 

5.3.11  背光测试 

背光的亮度设置范围为（0—100），100 表示亮度最高。0 表示关闭背光亮度。进入系统后在终端下输

入如下命令进行背光测试： 

1.  查看背光的亮度默认值,系统默认值为“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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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t  /sys/class/backlight/pwm-backlight/brightness 

2.  设置背光亮度为 0 并查看背光值是否设置成功 

# echo  0  >  /sys/class/backlight/pwm-backlight/brightness 

# cat  /sys/class/backlight/pwm-backlight/brightness 

此时背光关闭，屏幕是黑的 

3.  设置背光亮度为 100 并查看背光值是否设置成功 

# echo  100  >  /sys/class/backlight/pwm-backlight/brightness 

# cat  /sys/class/backlight/pwm-backlight/brightness 

此时屏幕处于最亮的状态。 

测试结果在终端中显示如下： 

 

 

5.3.12  RTC 测试 

RTC 测试，主要是通过 date 和 hwclock 工具设置软、硬件时间，测试当前操作系统重启的时候，软

件时钟读取 RTC 时钟是否同步（注意：确保底板上已经安装了纽扣电池）。 

1.  date — 查看系统时间 

2.  date  112009302014.05 — date 设置系统时间，假如在系统启动的时候没有设置的话，系统就会从

1970 年开始。 

date 设置的格式： MMDDhhmm[[YY]YY][.ss], MM 是月份，DD 是日期， hh 是小时，mm 是分钟， 

年份可以写 2 位的 YY 或 4 位 YYYY, 秒可以用.ss 表示。 

如下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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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hwclock — 查看硬件时间 

4.  hwclock -w — 将系统时间设置到时钟芯片里面，此时 rtc 就可以使用了。如果没有这步，下次启

动时，系统时间是不会更新的。现象如下图： 

 

 

5.  断电重启系统（让开发板断电一端时间） 

hwclock -s — 读取 RTC 时间，并同步给系统时间。如下图： 

 

此时，软、硬件时间已经同步，说明 RTC 工作正常, 驱动没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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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图形测试 

5.4.1  LCD 测试（含触摸屏测试） 

系统启动后查看 LCD 屏幕是否有如下所示的图像输出： 

 

如果有则说明 LCD 显示正常，点击任意一个图标，比如选择“Ping”，如果显示如下界面，则说明触

摸屏功能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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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2  USB 测试 

注意：该测试需要先将图形系统从触摸切换到鼠标模式（点击界面上的“touch2mice”图标）。 

把 USB 鼠标插入 USB 口，如果光标可以跟随鼠标进行移动，则说明 USB 工作正常。 

5.4.3  网卡测试 

从 LCD 主菜单界面点击 Network 进入如下界面，选择对应网络接口并配置网络参数（开发板默认 IP 

为 192.168.2.61/24 用户可以通过该测试程序更改 IP 为 DHCP 或静态模式）： 

 

单击 Apply and Restart Network 按钮应用新的网络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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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出如下界面后说明网络配置成功： 

 

 

5.4.4  PING 测试 

从 LCD 主菜单并单击 Ping 图标进入如下界面（确保已进行了网络配置，可参考 5.4.3 节）： 

 

 

在 hostname 一栏输入要测试的 ip 地址或域名，然后单击 ping 按钮，若出现如下界面说明网络测试

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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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5  音频测试 

从 LCD 主菜单界面点击 Audio 图标进入音频测试界面： 

1.  放音测试，将耳机插入开发板的 PHONE 插孔，单击 play 按钮，若能听到音乐则说明放音正常： 

 

 

2.  MIC 录音测试，将 MIC 插入开发板的 MIC 插孔，单击 record 按钮进行录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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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对着 MIC 说话，持续数秒后单击 stop 按钮，如下图： 

 

 

之后会看到歌曲列表里会多出一个临时文件，单击 play 按钮可以回放录音，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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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LINEIN 录音测试，将 LINEIN 插入开发板的 LINEIN 插孔，选中 LINEIN 选钮，录音过程同 

MIC： 

 

 

注意：进行 Line In 录音时请将音源设备的输出音量调小，以防输入波形超出采集范围而失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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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6  视频测试 

从 LCD 主菜单界面点击 Movie 图标，如下图选择“Once”模式： 

 

 

如果能播放视频，则说明视频播放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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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7  背光测试 

从 LCD 主菜单界面点击 BackLight 图标进入如下界面，拖动滑条后若背光亮度发生变化说明背光调

节功能正常。 

 

 

5.4.8  串口测试 

测试前请将串口连接到 PC 并设置连接串口的端口名称、波特率、数据位、奇偶较验、停止位、硬件

流控，打开串口（COM0 对应 ttyO0,COM1 对应 ttyO1,UART4 对应 ttyO4），则会弹出 open success 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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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设备成功后，在 send 栏输入要发送的内容，点击 send 按钮发送信息，在 PC 端的串口调试助手

上能看到开发板发送过来的数据： 

 

在 PC 端向开发板发送字符串可看到接收： 

 

 

5.4.9  RS485 测试 

从 LCD 主菜单界面点击 Serial 图标进入 485 测试界面（485 测试和串口测试使用同一个程序，本测

试使用 RS232 转 485 转换模块同 PC 连接，PC 端设置参考 5.3.7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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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程序设置为 485-send 模式，打开 ttyO2，（485 对应设备名，记得打开 PC 端的串口软件），如下图： 

 

 

点击 send 按钮发送，可以在 PC 端看到发送的字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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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程序设置为 485-recv 模式，在 PC 端软件发送字符串“abcdefg”，可以看到软件有接收，如下图： 

 

 

5.4.10  SPI 测试 

从 LCD 主菜单界面点击 SPI 图标进入SPI测试界面，将原理图中的 SPI1-D0 和 SPI1_D1 引脚短接，

点击 send 按钮可以看到 recv 框收到发送出的字符串，如下图： 

 

 

 



 

 

WON1101 Linux 用户手册 v0.2 

5.4.11  CAN 测试 

连接方式和 CANTools 使用可参考 5.3.8 小节。 

从 LCD 主菜单界面点击 Can 图标可进入 CAN 接口测试界面： 

 

点击界面上的 send 按钮，可以通过 CAN 发送字符串到 PC，PC 上 CANTools 会接收到发过来的字符串： 

 

在 CANTools 中的数据栏填入要发送的字符串，如“36 35 34 33 32 31”，然后点击“发送 CAN 消息”，

则可在开发板上接收到字符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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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12  RTC 测试 

从 LCD 主菜单界面点击 Rtc 图标进入如下界面，此时用户可以看到时钟数字在走动： 

 

 

点击 set 按钮进入设置界面，此时用户可以设置日期和时间，如下图： 



 

 

WON1101 Linux 用户手册 v0.2 

 

点击 save 按钮，保存日期和时间设置。用户可以断电重启后，重新进入该程序查看刚刚设置的日期和

时间是否保存成功，若成功则说明 rtc 时钟没有问题（注意：确保板子上已经安装了纽扣电池）。 

5.4.13  看门狗测试 

从 LCD 主菜单界面点击 Watchdog 图标进入如下界面： 

 

 

单击 open watchdog 按钮打开看门狗，可以看到如下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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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用户打开看门狗时没有勾选 feed dog 选钮，则会看到系统在一分钟后重启，如下图： 

 

 

5.4.14  WEB 测试 

用户可以通过 web 来访问开发板，开发板同 PC 通过网络连接以后，打开 PC 浏览器输入开发板地

址，假如是 192.168.2.61，将出现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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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 Backlight 图标将出现如下界面： 

 

点击 RUN 按钮后开发板将启动背光亮度调节程序，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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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 TFTP 服务搭建 

F1.1  搭建 TFTP 服务 

在 Ubuntu 上搭建 TFTP 服务步骤如下： 

1.  安装 tftp 服务器和客户端，在 Ubuntu 中输入以下命令： 

$ sudo  apt-get  install  tftp-hpa  tftpd-hpa  xinetd 

2.  在根目录/下创建共享目录 tftpboot，登陆用户名为 wonhere，在 Ubuntu 中输入以下命令： 

$ cd  / 

$ sudo  mkdir  tftpboot 

$ sudo  chmod  777  tftpboot 

$ sudo  chown  wonhere  tftpboot  

$ sudo  chgrp  wonhere  tftpboot 

3.  修改 tftp 配置的共享目录，在 Ubuntu 中输入以下命令： 

$ sudo  vi  /etc/default/tftpd-hpa 

将 TFTP_DIRECTORY="/var/lib/tftpboot"修改为：TFTP_DIRECTORY="/tftpboot"； 

将 TFTP_OPTIONS="--secure"修改为：TFTP_OPTIONS="-s -c -l"。 

4.  重启 TFTP 服务，在 Ubuntu 中输入以下命令： 

$ sudo  /etc/init.d/tftpd-hpa  restart 

5.  测试本机 tftp 服务，在 Ubuntu 中输入以下命令： 

$ cd  /tftpboot 

$ echo  test for tftp!  >  testtftp.txt 

$ cd  /home/wonhere 

$ tftp  localhost 

tftp > get testtftp.txt 

tftp > quit 

然后在当前目录下可以看到 testtftp.txt，其内容为 test for tftp!。表明 TFTP 服务搭建成功。 

F1.2  U-Boot 使用 tftp 

U-Boot 使用 tftp 服务过程如下： 

1.  用网线连接主机和开发板的网口并将编译好的内核镜像 uImage 复制到 tftpboot 目录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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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开机上电，进入到 u-boot 命令行，执行如下命令下载内核镜像并启动内核： 

# tftp  0x80000000  uImage 

 

 

F1.3  Linux 使用 tftp 

开发板上 Linux 附带的 tftp 是精简版的，使用方式如下： 

下载文件： 

# tftp  xxx.xxx.xxx.xxx  -r  filename  -g 

上次文件 

# tftp  xxx.xxx.xxx.xxx  -l  filename  -p 

 

选项解释： 

-r  --  remote 

-g  --  get 

-l  --  local 

-p  --  p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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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2： Telnet 服务 

1.  配置网络： 

WON1101          IP 配置为：192.168.2.61 

Win7              IP 配置为：192.168.2.198 

并保证 Win7 能与开发板相互 ping 通。 

 

2.  在 Win7 上登陆 WON1101，运行 cmd 然后输入：telnet 192.168.2.61，回车后会进入如下界面： 

 

 

输入 root 登陆后，我们就可以通过网络来调试 WON1101 开发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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