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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简介- 

 
    本创客秘籍主要收录“云汉电子社区”和“电子发烧友官网”的精华帖子编制而成，专

门为创客、嵌入式爱好者而备。文中以 NanoPi2 作为核心创客平台，讲解如何建立开发环境，

如何使用 NanoPi2 作为真机调试程序 ，如何在程序中访问硬件设备，包括 I2C, GPIO, SPI, 串
口等硬件接口，如何编写 Python 程序，如何编译系统等教程。友善之臂特意介绍了很多极

具挑战性和实用性的案例，你可以从这里领略到智能家居、物联网的风采，做到真正为你的

项目开发助一臂之力。 
 
   本创客秘笈由广州友善之臂计算机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友善之臂”)创建和维护，

友善之臂目前并不对其中的内容提供任何解释和解答服务，用户可以在相应论坛中交流和你

所遇到的问题和疑问。本手册以首页日期为版本标志，并且本创客秘籍日后将会不断跟新添

加新内容，请留意 NanoPi 2 的最新动态。 
 
   本创客秘笈内容主要均来自“云汉电子社区”以及“电子发烧友官网“，并且每篇文章

都注明了作者网名和原文链接。我们欢迎各位玩家复制传播本手册，但不得擅自摘抄部分或

全部内容用作商业用途，违者必究，友善之臂保留本手册的解释和修改权。 
 
 
什么是 NanoPi 2? 
 
    NanoPi 2 是友善之臂专门为那些满脑子充满天马行空创意的创客、敢于藐视一切成见并

打破规则的孤行者、浑身激荡着不甘于满足现实的热血玩家、以及铁杆脑残嵌入式 Linux 坚

定拥护者、志存高远并抱定目标脚踏实地的实干家、喜欢迷你玲珑身材却又不乏智慧的闷骚

技术宅男，而设计的全新一代完全开源的生命透支神器。它采用三星四核 Cortex-A9 架构的

S5P4418 处理器，动态运行主频 400M—1.4GHz，配备 1G DDR3 内存，集成 802.11 b/g/n 无

线网卡及蓝牙 4.0 模块，可支持 Android 与 Debian 双系统，支持 HDMI 和 LCD 同步高清输出，

兼容树莓派 GPIO。它以高速的运行速度，稳定的操作系统及高性能的软件，受到广大用户

的喜爱，你可尽情发挥自己的想象力，使用它作为中控，开发出高性能的智能产品。 
 
 
 
 
 
 
云汉电子社区 NanoPi2 论坛链接：http://bbs.ickey.cn/group-show-id-147.html 
电子发烧友论坛 NanoPi2 论坛链接：http://bbs.elecfans.com/zhuti_831_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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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巧 1-  Windows 自带远程桌面连接 NanoPi 2 

网络作者：jinyi7016 

原文链接：http://bbs.elecfan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41576&orderby=dateline  

 

 

 

 电脑上安装了 VNC，可是今天一看快要到期了，毕竟不是完全免费的啊。 

 但是发现在 windows 的附件中，有一个远程桌面连接，那就用它来接连 nanopi2 吧。远

程桌面连接使用的是 xrdp,那么就要在 nanopi2上安装上就可以了。 

 

安装 xrdp(远程桌面) 

# apt-get install xrdp 

# apt-get install vnc4server tightvncserver 

#reboot 

启动 xrdp 

#/etc/init.d/xrdp start 

 

 打开远程桌面连接，输入 nanopi2的 IP 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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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接后，会有一个警告，不用管，点 “是” 

 

  

 

 输入用户与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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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一信息 

  

 

之后就可以连接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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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巧 2-  多核控制 

网络作者：jinyi7016  

原文链接：http://bbs.elecfans.com/jishu_543986_1_1.html 

 

众所周知，nanopi2的 CPU 是 4418，而 4418 有是个四核的，为了避免浪费电的情况。 

我们可以选择关闭没用到的 CPU。 

 那么怎么关呢？下面内容将会详细的讲解。 

 

在目录：/sys/devices/system/cpu/中可以看到 

#cd /sys/devices/system/cpu/ && ls 

  

可以看到有四个 CPU 目录，对应有四个 CPU。 

进入到 CPU1中 

将 0 写入 online 中 

就可以关闭对应的 CPU中。 

# echo '0' > online 

当然也可以改变 CPU 的频率了。 

  

可以看到 

cpufreq -> ../cpu0/cpufreq 

都是 cpu0 的 cpufreq 

# cd /cpu0/cpufreq && ls 

 提供了几种模式。大家可以试试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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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巧 3-  STM32 开发环境 

网络作者：jinyi7016   

原文链接：http://bbs.elecfans.com/jishu_541336_1_2.html 

 

目前很多的STM32的开发板上都是集成有STlink仿真器的，那就以STLink作为nanopi2

上的调试工具。 

    安装 STLink 

首先要安装 st-link 需要的底层驱动 

 

#apt-get install git libusb-1.0.0-dev 

  

到 https://github.com/texane/stlink.git 下载 STlink 的驱动。 

下载的是 zip 的压缩文件，但是 nanopi2 上没有安装 zip，要安装一下。 

#apt-get install zip 

进入目录中，运行如下命令 

#./autogen.sh  

#./configure  

#make 

#make install 

 

 

 

 

http://bbs.elecfans.com/try.html�
http://bbs.elecfans.com/zhuti_proteus_1.html�
https://github.com/texane/stlink.g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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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时连接上 STLink 的开发板。使用 lsusb 时，发现找不到命令。又要安装 usbutils#apt-get 

install usbutils 

 
 

再运行一下 lsusb 可以看到 STLink 驱动安好了。

 

 

安装 gcc-arm-embedded 添加 gcc-arm-embedded 源，初始化编译器  

sudo add-apt-repository ppa:terry.guo/gcc-arm-embedded  

 

添加源时，出错 

add-apt-repository: command not founditory 

 

 

#apt-get installpython-software-properties#apt-get install 

software-properties-common 

再添加源时可以添加成功了。 

 
之后更新一下，安装 gcc-arm-none-eab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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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t-get update  

#apt-get install gcc-arm-none-eabi 

 

到这里，开发 STM32 的环境完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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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巧 4-  NanoPi 2 上配置 PostgreSQL 数据库 

网络作者：jinyi7016   

原文链接：http://bbs.elecfans.com/jishu_545024_1_1.html 

 

（1） 安装世界上最先进的开源数据库 PostgreSQL 9.4 和 phpPgAdmin 

#apt-get install postgresql postgresql-contrib 

 

访问 PostgreSQL 命令窗口 

默认的数据库名称和数据库用户名称都是 “postgres”。切换到 postgres 用户进

行 postgresql 

# sudo -u postgres psql postgres 

  

（2）设置 “postgres” 用户密码为 123456 

postgres=# \password postgres Enter new password: Enter itagain:  

  

 

安装 PostgreSQLAdminpack 扩展 

postgres=# CREATE EXTENSION adminpack; 

退出，回到终端 

postgres=#\q 

新建用户，用户名为 nanopi2 密码设为 fa 

  

新建数据库，名为 fadb 

 

 

要删除数据库与用户时 

首先切换到 postgres用户。 

http://bbs.elecfans.com/jishu_545024_1_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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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一个用户 

drop user <user-name> 

删除一个数据库 

drop database <database-name> 

 

 

（3）配置 PostgreSQL-MD5 验证 

# vim /etc/postgresql/9.4/main/pg_hba.conf 

 

  

192.168.2.139 是本机的地址。 

重启 postgresql 服务 

 

  

（4）配置 PostgreSQL TCP/IP 配置 

# vim /etc/postgresql/9.4/main/postgresql.conf 将 #listen_addresses = 

'localhost'改为 listen_addresses = '*' 

监听所有用户 

重启 postgresql 服务 

  

（5）用 phpPgAdmin 管理 PostgreSQL 

安装# apt-get install phppgadmin 

时间会比较长，安装完成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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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到 Requirelocal 的一行在这行前面添加# 注释掉它 

添加下面的一行： 

allow fromall 

保存并退出文件。 

然后重启 apache 服务。 

# systemctl restart apache2 

在本地系统的 web 浏览器用 http://localhost/phppgadmin 访问 phppgadmin 

 

（6）配置 phpPgAdmin 

# vim /etc/phppgadmin/config.inc.php 更改列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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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存并关闭文件。重启 postgresql 服务和 Apache 服务。 

# service postgresql restart# service apache2 restart 

现在打开你的浏览器输入地址 http://FriendlyARM/phppgadmin 

用你之前创建的用户登录。我之前已经创建了一个名为 “nanppi2” 的用户，密码是 “fa” 

 

  

 

  

http://bbs.elecfans.com/zhuti_arm_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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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巧 5-  手机当作显示器 

网络作者：jinyi7016   

原文链接：http://bbs.elecfans.com/jishu_546467_1_1.html 

 

作为一个随身电脑，windows 上的还是不能用的，所以就寻求 Android上的方案。 

使用 synergy 与 Xserver XSDL 的方案。 

 

（1）在 Nanopi2 上安装 synergy 

# apt-get install synergy 

在手机 上安装 Xserver XSDL 软件 

打开 Xserver XSDL 查看手机上的 ip 地址与端口号，如下： 

 

  

 

（2）在 Nanopi2 上的终端中输入如下命令： 

1. export DISPLAY=192.168.2.122：0 

2. synergyc -n Nanopi 192.168.2.138 & 

3. lxsession & 

4.  

 

http://bbs.elecfans.com/zhuti_tel_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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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192.168.2.138为 Nanopi2 的 IP地址。 

再在 Android 中打开 Xserver XSDL，一会儿就会连接上 Nanopi2 的桌面。 

由于成了竖屏，显示比例不是很协调。 

 

  

打开一个文档试试看，速度是比较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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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觉这个方案跟 Win7 上的远程桌面差不多，还是挻流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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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巧 6-  NanoPi 2 之 Samba 服务器搭建 

 网络作者：静水竹林   

 原文链接：http://bbs.ickey.cn/group-topic-id-62817.html 

 

   Nanopi2安装了 debian 系统后发现直接从 U 盘拷文件进去不是很方便，于是就准备通

过 Samba 来实现。几乎所有的 Linux发行套件都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工具 Samba--通过它可以

轻松实现文件共享，当然 debian 也不例外，这里看下具体过程。 

 

1.下载安装文件 

apt-get install samba samba-common-bin 

 

 

 

2.创建共享文件夹，并修改权限 

mkdir /share 

chmod 777 -R /share 

 

3.配置 Samba 服务器 

 

vi /etc/samba/smb.conf 

http://bbs.ickey.cn/group-topic-id-6281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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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图片中添加如下内容

 

 

 

4.创建 Samba 用户名并设置密码 

useradd win 

smbpasswd -a w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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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重启 Samba 

/etc/init.d/samba restart 

 到此基本上就完成了 Samba 服务器的搭建测试下，在 window下 win+R 运行 输入 

192.168.199.112 （这里要输入自己 debian 系统的 ip） 

 

 

然后输入用户名与密码，拖进去一个文件看下是否在 debian 下能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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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这里可以看到，Samba服务器已搭建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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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巧 7-  三种方式控制 NanoPi 2 的 GPIO 

网络作者：ypw   

原文链接:http://bbs.elecfans.com/jishu_541189_1_2.html 

 

三种方式控制 NanoPi2的 IO 口： 

• 通过 sysfs(/sys/class/gpio)来操作； 

• 通过内核的 gpio_set_value 函数来操作； 

• 通过配置寄存器(0xC001X000)来操作。 

 

1. 通过 sysfs 来操作 

这种方法是官方教程给出的办法，这里只给出链接，不再详细解释。 

http://bbs.elecfans.com/jishu_527063_1_1.html 

 

2. 通过内核函数来操作 

首先，用户层需要和驱动层交流，目前我知道的是两种方式，一种是通过 ioctl操作，另一种是基

于文件操作。注意，不管是基于 ioctl 还是文件操作，速度都是在 200us 这个数量级上，也就是

0.2ms。 

2.1 基于 ioctl 操作 

下面是一段个人写的内核代码，以及操作这个内核模块的 demo。 

2.1.1 内核模块 

这个内核模块控制的是 GPIOC11 引脚，通过 ioctl发送 SET_VALUE 命令可以设置引脚输出电平的高

低，也就是 LED 的亮灭。使用的函数是： 

1. gpio_request(GPIOC11, "test"); 

2. gpio_direction_output(GPIOC11, 1); 

3. gpio_set_value(GPIOC11, HIGH); 

 

 

下面是全部代码： 

1. #include <linux/kernel.h> 

2. #include <linux/module.h> 

3. #include <linux/gpio.h> 

4. #include <linux/miscdevice.h> 

5. #include <linux/fs.h> 

6. #include <linux/moduleparam.h> 

7. #include <linux/slab.h> 

8. #include <linux/cdev.h> 

9. #include <linux/delay.h> 

http://bbs.elecfans.com/jishu_527063_1_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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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include <linux/compat.h> 

11.  

12. #include <linux/spi/spi.h> 

13. #include <linux/spi/spidev.h> 

14.  

15. #include <mach/platform.h> 

16. #include <mach/devices.h> 

17.  

18. #define OUTPUT  1 

19. #define INPUT   0 

20. #define HIGH    1 

21. #define LOW     0 

22.  

23. #define SET_VALUE 123 

24. unsigned int GPIOC11 = PAD_GPIO_C + 11; 

25. #define DEVICE_NAME "gpio" 

26.  

27. static int gpio_open(struct inode *inode, struct file *file) 

28. { 

29.     gpio_request(GPIOC11, "test"); 

30.     gpio_direction_output(GPIOC11, 1); 

31.     printk("request GPIOC11\n"); 

32.     return 0; 

33. } 

34.  

35. static int gpio_close(struct inode *inode, struct file *file){ 

36.     printk("gpio_set_value LOW\n"); 

37.     gpio_set_value(GPIOC11, LOW); 

38.     gpio_free(GPIOC11); 

39.     return 0; 

4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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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42. static long  

43. gpio_ioctl(struct file *file, unsigned int cmd, unsigned long arg) { 

44.     if(cmd == SET_VALUE){ 

45.         if(arg == HIGH){ 

46.             gpio_set_value(GPIOC11, HIGH); 

47.             printk("gpio_set_value HIGH\n"); 

48.         }else if(arg == LOW){ 

49.             gpio_set_value(GPIOC11, LOW); 

50.             printk("gpio_set_value LOW\n"); 

51.         } 

52.     } 

53.     return -EMSGSIZE; 

54. } 

55.  

56. static struct file_operations gpio_fops = { 

57.     .owner = THIS_MODULE, 

58.     .open = gpio_open, 

59.     .release = gpio_close, 

60.     .unlocked_ioctl = gpio_ioctl, 

61. }; 

62.  

63. static struct miscdevice gpio_dev = { 

64.     .minor          = MISC_DYNAMIC_MINOR, 

65.     .name          = DEVICE_NAME, 

66.     .fops          = &gpio_fops, 

67. }; 

68.  

69. volatile unsigned * GPIOCOUT; 

70.  

71. static int gpio_init(vo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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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int ret = 0; 

73.     printk("init\n"); 

74.     ret = misc_register(&gpio_dev); 

75.     return ret; 

76. } 

77.  

78. static void gpio_exit(void){ 

79.     misc_deregister(&gpio_dev); 

80.     printk("exit\n"); 

81. } 

82.  

83. module_init(gpio_init); 

84. module_exit(gpio_exit); 

85.  

86. MODULE_LICENSE("GPL"); 

87. MODULE_AUTHOR("YPW"); 

88.  
 

 

下面就是这个模块的 Makefile： 

1. obj-m:=gpio.o 

2. mymodule-objs:=gpio 

3. KDIR:=/home/ypw/Desktop/linux-3.4.y/ 

4. MAKE:=make 

5. # EXTRA_CFLAGS += -I$(KDIR)arch/arm/mach-s5p4418/prototype/module 

6. default: 

7.         $(MAKE) -C $(KDIR) M=$(PWD) modules 

8. clean: 

9.         $(MAKE) -C $(KDIR) SUBDIRS=$(PWD) clean 

10.  
 

 

如 果 你 需 要 编 译 这 个 内 核 模 块 ， 你 首 先 需 要 下 载 linux 内 核 的 源 代 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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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github.com/friendlyarm/linux-3.4.y，然后将 KDIR修改为你的内核地址，make 即可编

译出 gpio.ko。如果不想自己编译，只想使用 GPIOC11，可以下载我编译好的内核模块：

gpio_ioctl.ko 

2.1.2 操作 demo 

安装和删除内核模块的办法： 

1. insmod gpio_ioctl.ko 

2. rmmod gpio_ioctl.ko 

 

 

安装好以后，如何使用呢？ 

1. #include <stdio.h> 

2. #include <fcntl.h> 

3. #include <sys/ioctl.h> 

4. #define HIGH    1 

5. #define LOW     0 

6.  

7. #define SET_VALUE 123 

8.  

9. int main() 

10. { 

11.         int fd = open("/dev/gpio", O_RDWR); 

12.         int i; 

13.         for(i=0;i<3;i++){ 

14.                 ioctl(fd, SET_VALUE, HIGH); 

15.                 usleep(100000); 

16.                 ioctl(fd, SET_VALUE, LOW); 

17.                 usleep(100000); 

18.         } 

19.         close(fd); 

20.         return 0; 

21. } 

22.  
 

1. gcc gpio_ioctl.c -o gpio_ioct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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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gpio_ioctl 

 

 

编译运行，即可看到灯闪三下。 

http://yangpeiwen.com/wp-content/uploads/2016/01/gpio.mp4 

 

2.2 基于文件操作 

2.2.1 内核代码： 

1. #include <linux/kernel.h> 

2. #include <linux/module.h> 

3. #include <linux/gpio.h> 

4. #include <linux/miscdevice.h> 

5. #include <linux/fs.h> 

6. #include <linux/moduleparam.h> 

7. #include <linux/slab.h> 

8. #include <linux/cdev.h> 

9. #include <linux/delay.h> 

10. #include <linux/compat.h> 

11.  

12. #include <linux/spi/spi.h> 

13. #include <linux/spi/spidev.h> 

14.  

15. #include <mach/platform.h> 

16. #include <mach/devices.h> 

17.  

18. #define OUTPUT  1 

19. #define INPUT   0 

20. #define HIGH    1 

21. #define LOW     0 

22.  

23. #define SET_VALUE 123 

24. unsigned int GPIOC11 = PAD_GPIO_C + 11; 

25. #define DEVICE_NAME "gp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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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27. static int gpio_open(struct inode *inode, struct file *file) 

28. { 

29.     gpio_request(GPIOC11, "test"); 

30.     gpio_direction_output(GPIOC11, 1); 

31.     printk("request GPIOC11\n"); 

32.     return 0; 

33. } 

34.  

35. static int gpio_close(struct inode *inode, struct file *file){ 

36.     printk("gpio_set_value LOW\n"); 

37.     gpio_set_value(GPIOC11, LOW); 

38.     gpio_free(GPIOC11); 

39.     return 0; 

40. } 

41.  

42. static ssize_t  

43. gpio_write(struct file *filp, const char __user *buf, 

44.     size_t count, loff_t *f_pos) { 

45.     if (count > 1) 

46.         return -EMSGSIZE; 

47.     if(buf[0] == '1'){ 

48.         gpio_set_value(GPIOC11, HIGH); 

49.         printk("gpio_set_value HIGH\n"); 

50.     }else if(buf[0] == '0'){ 

51.         gpio_set_value(GPIOC11, LOW); 

52.         printk("gpio_set_value LOW\n"); 

53.     }else{ 

54.         return -EMSGSIZE; 

55.     } 

56.     return -EMSGS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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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 

58.  

59. static struct file_operations gpio_fops = { 

60.     .owner = THIS_MODULE, 

61.     .open = gpio_open, 

62.     .release = gpio_close, 

63.     .write = gpio_write, 

64. }; 

65.  

66. static struct miscdevice gpio_dev = { 

67.     .minor          = MISC_DYNAMIC_MINOR, 

68.     .name          = DEVICE_NAME, 

69.     .fops          = &gpio_fops, 

70. }; 

71.  

72. volatile unsigned * GPIOCOUT; 

73.  

74. static int gpio_init(void){ 

75.     int ret = 0; 

76.     printk("init\n"); 

77.     ret = misc_register(&gpio_dev); 

78.     return ret; 

79. } 

80.  

81. static void gpio_exit(void){ 

82.     iounmap(GPIOCOUT); 

83.     misc_deregister(&gpio_dev); 

84.     printk("exit\n"); 

85. } 

86.  

87. module_init(gpio_in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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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module_exit(gpio_exit); 

89.  

90. MODULE_LICENSE("GPL"); 

91. MODULE_AUTHOR("YPW"); 

92.  
 

 

2.2.2 DEMO代码 

1. #include <stdio.h> 

2. int main() 

3. { 

4.         FILE *p = fopen("/dev/gpio", "w"); 

5.         int i; 

6.         for(i=0;i<3;i++){ 

7.                 fprintf(p, "1");fflush(p); 

8.                 usleep(100000); 

9.                 fprintf(p, "0");fflush(p); 

10.                 usleep(100000); 

11.         } 

12.         fclose(p); 

13.         return 0; 

14. } 
 

 

这个比较简单，跟上面的一样，这里就不过多讲了。如果不想自己编译，可以下载已经编译好的内

核模块：gpio_file.ko 

不过有一点想要说的就是，可以通过寄存器加速控制 IO 口的速度，这里仅贴一个代码片段，只能

在内核中操作，这种操作方式最快可以达到 20ns： 

1. #include <asm/io.h> 

2. volatile unsigned * GPIOCOUT; 

3. GPIOCOUT = ioremap(0xC001C000, 4); 

4. *GPIOCOUT = 0xFFFF; 

5. *GPIOCOUT = 0; 

6. iounmap(GPIOC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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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通过配置寄存器来操作 

下面这个程序在用户层即可操作寄存器，原理是通过 mmap 将寄存器的地址通过映射到用户层，然

后控制方法参考三星 PDF 即可。 

1. #include <stdio.h> 

2. #include <stdlib.h> 

3. #include <time.h> 

4. #include <unistd.h> 

5. #include <fcntl.h> 

6. #include <unistd.h> 

7. #include <sys/mman.h> 

8.  

9. #define GPIOC_BASE_ADDRESS   (0xC001C000) 

10. #define MAP_SIZE 40 

11. static int dev_fd; 

12.  

13. int main(int argc, char **argv) 

14. { 

15.     dev_fd = open("/dev/mem", O_RDWR | O_NDELAY); 

16.     if (dev_fd < 0) 

17.     { 

18.         printf("open(/dev/mem) failed."); 

19.         return 0; 

20.     } 

21.     unsigned int base = (unsigned int)mmap(NULL, MAP_SIZE, PROT_READ | 

PROT_WRITE, MAP_SHARED, dev_fd, GPIOC_BASE_ADDRESS ); 

22.     #define GPIOCOUT *(unsigned int *)base 

23.     #define GPIOCOUTENB *(unsigned int *)(base+0x04) 

24.     #define GPIOCALTFN0 *(unsigned int *)(base+0x20) 

25.     GPIOCALTFN0 &= ~(3<<22); 

26.     GPIOCALTFN0 |= (1<<22); 



  31 

27.     GPIOCOUTENB |= (1<<11); 

28.     GPIOCOUT |= (1<<11); 

29.     sleep(1); 

30.     GPIOCOUT &= ~(1<<11); 

31.     if(dev_fd) 

32.         close(dev_fd); 

33.     munmap((unsigned int *)base,MAP_SIZE); 

34.     return 0; 

35. } 
 

 

效果是灯亮一秒，然后熄灭。这种方法操作速度很快，可以在 80ns 级别控制，而且很方便，不需

要内核级的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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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巧 8-  搭建 FTP 服务器 

网络作者：视觉℡    

原文链接：http://bbs.ickey.cn/group-topic-id-63878.html 

 

（1）安装 vsftpd 服务器 (约 400KB) 

sudo apt-get install vsftpd 

 

 

（2）启动 ftp 服务 

sudo service vsftpd start 

 

 

 

（3）编辑 vsftdp 的配置文件 

sudo nano /etc/vsftpd.conf 

http://bbs.ickey.cn/group-topic-id-6387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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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到以下行，定义一下 

anonymous_enable=NO   

 

表示：不允许匿名访问 

 

local_enable=YES    

 

设定本地用户可以访问。 

 

write_enable=YES 

设定可以进行写操作 

 

local_umask=022 

设定上传后文件的权限掩码。 

 

存盘退出 

 

（4） 重启 vsftpd 服务 

sudo service vsftpd restart 

 

 

测试一下已经是可以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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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巧 9-  某进程运行在哪个 CPU 上 

网络作者：jinyi7016   

原文链接：http://bbs.elecfans.com/jishu_542716_1_1.html  

 

    4418 是一个四核心的 CPU，一般情况下，当运行一个程序时，系统会自动把程序运行在

某个核心上。那么它到底运行在哪个 CPU 上呢，以及如何指定让它运行在特定的 CPU 上呢。 

一、查看进程运行在哪个 CPU 上 

共有四个方法 

1、top 命令 

# top 

按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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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方向键 ，移动到 P  = last used cpu 按空格选中 

  

按 “q ”返回 top 界面，可以看到多了一项“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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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指示了进程在哪个 CPU 上运行。 

 

2、ps 命令 

使用 ps –eF 

 

# ps -e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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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R 这项就是（ processor that process is currently assigned to.）就指示了 CPU

号。 

 

3、taskset  

# taskset –c –p <pid 号> 

# taskset –c –p 1 

这是由于没有指定进程运行在哪个 CPU 上，taskset 也不能确定。 

 

4、htop 命令 

下载 htop 的源码 

下载地址：http://iweb.dl.sourceforge.net/project/htop/htop/ 

其中有几个版本可以下载，可以下载最新版本，本人下载时，最新的是 1.0.2  

# tar zvxf htop-1.0.2.tar.gz 

# ./configure 

  

安装 libncursesw 

安装不成功 

  

那就用以下命令 

# apt-get install libncurses5-dev 

# ./configure --disable-unicode 

# make 

# make install 

# htop 

http://iweb.dl.sourceforge.net/project/htop/h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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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到 4个 CPU 的使用情况。 

 

二、可以改变该进程运行在哪个核 

命令： 

#taskset –cp 2 26 

2 是 CPU 号，26 是进程号。 

将进程 26 放到 CPU2 上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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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巧 10-  最简单的调整磁盘大小 

网络作者是 LiuYang 

原文链接：http://bbs.ickey.cn/group-topic-id-63261.html 

 

烧写完镜像文件，不管 TF 卡有多大，都被固定在了 4G，如果一直使用的 resize2fs 方法报

错是不能更改，只能另外想办法了。由于不想写一大堆的命令，因为那样就太麻烦了，下面

来提供一下简单的分区方法。 

    在另外一台 Linux 系统中（如虚拟机），安装 gparted。apt-get install gparted，

然后运行它 

 

    这是 Linux 下的一个图形界面磁盘工具，用它可以重新调整分区。 

     

http://bbs.ickey.cn/group-topic-id-6326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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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在右上角选择 TF 卡，不要选错了。然后在需要调整的分区上点右键，选择“卸

载”，再次右击，菜单中多了许多选项。 

    选择“检查”，提示分区中有容量未被使用，是否修复。然后对警告选择是，开始自

动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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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比较长，等待“正在扩充 inode 表”全部变成 XXXXXXXXXXXXXXX 就完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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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复完成后拔下卡，重新插到 NanoPI2 上开机。等一会儿，进入桌面了，查看信息，分区容量

调整完成，并且里面的东西都在。 

  



  43 

技巧 11-  自做的 USB 转串口的板，通过串口访问 

网络作者：愚姬嗳霸王   

原文链接：http://bbs.elecfans.com/jishu_538177_1_3.html 

 

Nanopi2 配套的模块中有一块串口 RS232 转接板，这块转接板同时可以接 2A 的电源。如下

图： 

                                               

  

   通过 RS232 串口线，可以方便的与台式机相连。如果使用笔记本电脑，需要使用 USB

转串口的转接线。如下图： 

                                               

       

用的是 CH340 搭了一个 USB 转串口的线，不过没有转到 RS232 电平，只转到了 TTL。 

                           

http://bbs.elecfans.com/jishu_538177_1_3.html�
http://bbs.elecfans.com/zhuti_power_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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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接板的 usb 口接笔记本电脑，需要安装一个 ch340 的驱动。然后板上接出三根杜邦线。

白色是地线，红色是输出（相对于转接板，下同），灰色是输入。转接板电路图如下： 

                           

  

 

http://bbs.elecfans.com/zhuti_dianlu_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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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接板之间接线方法如下(TX 接 U 转串转接板的输出，RX 接转接板的输入。也就是说，

TX 相对于 Nanopi2 来说，是输入。 

                              

  

效果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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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是硬件接线部分，下边是软件部分。用的是 windows 下的 SecureCRT7.3。安装后需

要用注册机破解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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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册机破解的时候注意要关闭 SecureCRT，然后注册机要放在安装目录下。打开注册机

填写自己的名字和公司信息，随便填，不过要记住，一会儿会用到。 

                            

  

 

   点击 patch，选择.exe 的文件，再点 patch，选择 license 那个文件。完事儿后打开

SecureCRT.exe,输入注册码的第一个页面可以无视，点下一步，按照提示输入上图信息即可。 

 

   破解后，打开 SecureCRT，选择 serial，然后选择对应的 COM 口，我们的电脑是 COM6，

波特率选 115200。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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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动 Nanopi2，就打印出了启动信息， 出现 login 后，输入用户名和密码登陆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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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巧 12-  【自己动手做网络摄像机】-USB 摄像头初探 

网络作者：gnensis   

原文链接：http://bbs.elecfans.com/jishu_535891_1_3.html 

 

前提条件：nanopi2 已经安装好 debian 系统； 

    小技巧：如果按照友善之臂官网刷了 debian 到 SD 卡中启动 NanoPi2 后使用 df -h

指令查看文件系统后发现第二个分区只有 2GB的大小。可以按照如下操作步骤来修复一下： 

（1）关闭 NanoPi2，将 MicroSD 卡连接到 Linux PC机上备份 rootfs。 

假设 sd 卡在 PC 机中枚举出来是：/dev/sdb，第一个分区是：/dev/sdb1，第二个分区是：

/dev/sdb2。 

walker@FireBat:~$ df -h 

Filesystem      Size  Used Avail Use% Mounted on 

/dev/sda7        94G   38G   51G  43% / 

none            4.0K     0  4.0K   0% /sys/fs/cgroup 

udev            2.9G  4.0K  2.9G   1% /dev 

tmpfs           596M  1.3M  594M   1% /run 

none            5.0M     0  5.0M   0% /run/lock 

none            3.0G  156K  3.0G   1% /run/shm 

none            100M   56K  100M   1% /run/user 

/dev/sdb1        59M   12M   46M  21% /media/walker/boot 

/dev/sdb2       1.9G  1.5G  391M  80% /media/walker/rootfs 

 

（2） 备份 rootfs 数据： 

cd /media/walker/rootfs 

tar cvzfp ~/rootfs.tar.gz ./ 

 

（3） 重做文件系统： 

umount /media/walker/rootfs 

walker@FireBat:/media/walker$ sudo mkfs.ext4 /dev/sdb2 

mke2fs 1.42.9 (4-Feb-2014) 

Filesystem label= 

OS type: Linux 

Block size=4096 (log=2) 

Fragment size=4096 (log=2) 

Stride=0 blocks, Stripe width=0 blocks 

483328 inodes, 1933056 blocks 

96652 blocks (5.00%) reserved for the super user 

First data block=0 

Maximum filesystem blocks=1979711488 

59 block groups 

32768 blocks per group, 32768 fragments per group 

8192 inodes per group 

Superblock backups stored on bloc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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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768, 98304, 163840, 229376, 294912, 819200, 884736, 1605632 

 

Allocating group tables: done 

Writing inode tables: done 

Creating journal (32768 blocks): done 

Writing superblocks and filesystem accounting information: 

done 

 

 

（4） 将备份的数据拷回去： 

walker@FireBat:~/sdks/friendlyArm/nanopi2_rootfs_bak$ sudo mount /dev/sdb2 mnt 

walker@FireBat:~/sdks/friendlyArm/nanopi2_rootfs_bak$ df -h 

Filesystem      Size  Used Avail Use% Mounted on 

/dev/sda7        94G   38G   51G  43% / 

none            4.0K     0  4.0K   0% /sys/fs/cgroup 

udev            2.9G  4.0K  2.9G   1% /dev 

tmpfs           596M  1.3M  594M   1% /run 

none            5.0M     0  5.0M   0% /run/lock 

none            3.0G  156K  3.0G   1% /run/shm 

none            100M   52K  100M   1% /run/user 

/dev/sdb1        59M   12M   46M  21% /media/walker/boot 

/dev/sdb2       7.2G   17M  6.8G   1% 

/home/walker/sdks/friendlyArm/nanopi2_rootfs_bak/mnt 

walker@FireBat:~/sdks/friendlyArm/nanopi2_rootfs_bak$ cd mnt 

walker@FireBat:~/sdks/friendlyArm/nanopi2_rootfs_bak/mnt$ ls 

lost+found 

walker@FireBat:~/sdks/friendlyArm/nanopi2_rootfs_bak/mnt$ tar 

xzvfp ../nanopi2_rootfs.tar.gz ./ 

 

至此，终于把整个 sd 卡给用上了。接下来 umount 掉 sdb2 然后拔下 sd 卡将其装到 nanopi2

中就 OK 了。 

 

（1） NanoPi 配好了网络环境可以上网 

walker@nanopi2:~$ ping www.friendlyarm.com 

PING friendlyarm.com (162.251.81.100) 56(84) bytes of data. 

64 bytes from growup.com.mx (162.251.81.100): icmp_seq=1 ttl=40 time=251 ms 

64 bytes from growup.com.mx (162.251.81.100): icmp_seq=2 ttl=40 time=426 ms 

64 bytes from growup.com.mx (162.251.81.100): icmp_seq=3 ttl=40 time=2010 ms 

^C 

 

如果能看到上面的相应则网络 OK。 

 

（2）NanoPi2 中安装好了 C 语言开发工具 

sudo apt-get install build-essent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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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本系列全被的开发工作全部在 NanoPi2 上实现，不采用交叉编译的方式。原因有两点： 

①直接在 NanoPi2 上进行开发省事、方便，把精力花在重要的地方。 

②这种规模的工程在 NanoPi2 足够了，没必要搞交叉编译。 

 

测试方法： 

walker@nanopi2:~$ sudo apt-get install build-essential 

Reading package lists... Done 

Building dependency tree 

Reading state information... Done 

build-essential is already the newest version. 

0 upgraded, 0 newly installed, 0 to remove and 22 not upgraded. 

 

 

walker@nanopi2:~$ gcc --version 

gcc (Debian 4.9.2-10) 4.9.2 

Copyright (C) 2014 Free Software Foundation, Inc. 

This is free software; see the source for copying conditions.  There is NO 

warranty; not even for MERCHANTABILITY or FITNESS FOR A PARTICULAR PURPOSE. 

 

 

一、操作步骤： 

1. 安装 video4linux2 开发库 

sudo apt-get install libv4l-dev 

当出现提示的时候按 Y 

 

2. 安装 sdl开发库 

sudo apt-get install libsdl-dev 

出现提示的时候按 Y 

 

3. 下载测试代码 

sudo apt-get install git-core openssh-server openssh-client 

如果出现了如下错误： 

walker@nanopi2:~/work$ git clone https://github.com/gnensis/nanopi-camera.git 

Cloning into 'nanopi-camera'... 

fatal: unable to access 'https://github.com/gnensis/nanopi-camera.git/': server 

certificate verification failed. CAfile: /etc/ssl/certs/ca-certificates.crt 

CRLfile: none 

 

则需要在写一句： 

export GIT_SSL_NO_VERIFY=1 

 

4. 编译测试代码 

ma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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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lker@nanopi2:~/work/nanopi-camera$ make 

gcc -Wall -Werror -Wcast-align -g `pkg-config --cflags sdl` -c swc.c 

gcc -Wall -Werror -Wcast-align -g -c opt.c 

gcc -Wall -Werror -Wcast-align -g -c video.c 

gcc -Wall -Werror -Wcast-align -g `pkg-config --cflags sdl` -c screen.c 

gcc  `pkg-config --libs sdl` swc.o opt.o video.o screen.o -o swc 

 

5. 运行测试代码 

   要运行此代码需要登录到 NanoPi2 的桌面中，可以是直接使用 HDMI 显示器，也可以使

用 RDP 协议通过 Windows 的远程桌面登录过去。这里推荐使用 Windows 远程桌面方式，因为

USB 口还要插 USB 摄像头啊。 

5.1 给 NanoPi2 安装 rdp和 vncserver 

sudo apt-get install xrdp vnc4server 

通过 Windows 远程桌面登录 NanoPi 

 5.2 测试 USB 摄像头 

在桌面环境中打开一个终端窗口，进入刚才下载的代码目录下执行： 

sudo ./swc 

如果出现什么格式不对之类的提示，则做如下操作： 

sudo rm -rf /dev/video* 

然后插拔下 USB 摄像头，不出意外的话就可以看到/dev 目录下有个 video9 的设备了，这时

候在执行测试指令就会出现一个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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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巧 13-  热敏打印机驱动 

网络作者：michael_llh 

原文链接：http://bbs.elecfans.com/jishu_536139_1_3.html 

 

关于如何扩展分区的话参考@ypw 

http://bbs.elecfans.com/jishu_535371_1_1.html 

  写的很详细，不过你需要装一下 Linux 环境，Ubuntu 就 ok。如果想在 windows 下面做的

话很麻烦，具体大家就百度找找方法了。 

  系统本身就已经安装了 Python，这里我们就不在说明了。 

  下面我们就对我们要安装的一下我们的 python-escpos，这一个对支持 ESC/POS 编码格

式的打印机的一个 Python 的库，通过这个库我们可以实现打印机的打印功能，我们这里用

的是普通的票据热敏打印机，前提是该打印机能够支持 ESC/POS 的编码。 

  我们整个安装过程需要的文件都已经下载好了，会附在后面给大家下载。 

  https://github.com/python-escpos/python-escpos 

  上面的网址是这个 Python 库的 github 网址，在上面给出了很详细的安装方法，我们在

这里累赘一下，说明一下怎么安装。因为当中有些东西没有像他理想化的安装下来！！！ 

 我们把要安装的东西都已经下载好了，拷贝到 U 盘上面挂载到 NanoPi 上面。 

 首先在 mnt 文件夹下面建立一个 U盘的挂载目录： 

 

  下面进行挂载： 

 

  完成之后我们进入 udisk 的目录，我是放在 printer 文件夹下面所以进到这个文件夹，

可以看到我们需要安装的文件。 

 

  我们在 home 的目录下面建立一个 printer 的文件夹，用来拷贝 U 盘中的文件： 

 
  然后拷贝到我们对应的文件夹下面。接下来握们需要安装一个 unzip 的工具，因为我们

下载的是 zip 的压缩包，默认没有解压这个的工具。 

http://bbs.elecfans.com/space-uid-1352763.html�
http://bbs.elecfans.com/jishu_535371_1_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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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成之后我们就可以解压我们四个文件了。命令格式为 unzip 加上文件名就可以。 

Unzip+文件名 

   解压完成之后我们就可以进行安装了。 

 

   安装方法顺序如下： 

1.pyserial-master 

2.pyusb-1.0.0b2 

3.python-qrcode-master 

4.python-escpos-master 

   安装方法，cd 进入每一个对应的文件夹，按顺序键入以下命令： 

1.Python setup.py build 

2.Python setup.py install 

   依次安装这几个工具就可以了。 

   当我们安装 Python-出现下面的问题，缺少了 setuptools 这个模块，我们再次进行安

装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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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后我们就可以顺利安装了。 

   完成了上面的四个文件的安装，我们已经接近成功了，借下来还有一些需要安装的东

西。 

apt-get install usbutils，安装一个 usb 查看的工具。 

   等下我们会用到。我们连接上我们的热敏打印机，键入 lsusb 命令，可以看到我们的

打印机设备，这里我们需要记住这里的 ID 号。 

 

   我们这里还少安装了一个东西，就是 Python 的图片库，同样，直接进行联

网即可，如果没有网络的话，还是像前面的方法，把库的文件下载下来，拷贝到我们的板子

上面，接下来就和上面一样了，两步，build和 install就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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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子我们就完成了所有的安装工作。 

   接下去我们就可以打印了！！ 

   写一个 Python 程序。用 nano test.py 语句建立一个 py 文件，键入下面的语句，图中

红色的地方要改为我们上面用 lsusb 查看的 ID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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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我们执行这个文件出现了错误，将电脑上的 six.py移植到板子上面去。 

 

  接下去我们执行这个文件就可以打印了。 

  这里修改了一点代码，把我们的 NanoPi2 的图片打印出来，外加一个二维码。 

 

   附一张打印的效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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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巧 14-  实例玩转 NanoPi 2 GPIO 篇 

网络作者：LiuYang  

原文 链接：http://bbs.ickey.cn/group-topic-id-62366.html 

 

用过 S5PV210 的板子，在 WinCE 下写过驱动，感觉还是比较好用的。经过这几年的发展，已

经是四核的 S5P4418 了，不知道这些寄存器有哪些变化。还是从最简单的开始，点灯吧。 

  这次开发还是用 golang 1.5.1 来写，跟其他语言没什么区别。当然不是直接调用驱动程

序，而是直接当作 UIO来用，和 wiki 的不一样。 

   golang1.5 环境的搭建比 1.4 的稍微麻烦一点点，可以参考网上的帖子。 

开发板最简单的入门程序就是“Hello GPIO”了，所以先从板载 LED 开始，也就是那个蓝灯，

一闪一闪的。 

 

 

 

原理图中可以看到，BlueLED叫 LED1，对应的哪个 IO 口呢？ 

 

 

 

 

 

翻回去往上找，原来是 GPIOB12。知道了是哪个口，接下来就该熟悉下寄存器了。 

 

下载 S5P14418 的用户参考手册，找到 GPIO 章节，所有的寄存器在目录中列出 

http://bbs.ickey.cn/group-topic-id-6236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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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开始写程序。 

   编写 UIO 驱动最关键的一点就是内存映射了，也就是找到寄存器物理地址，转换为对

应的虚拟地址，根据手册中说明的长度在这些内容中改变内存的值就是改变寄存器的值了。 

golang 程序的入口点也是 main 函数，不过先不急着写，把内存映射这部分先封装成一个通

用的类，其他的外设初始化就方便多了。 

  首先建立一个叫 S5P4418.go 的空文本文件，然后实现映射需要的各个函数。 

定义一个单例类 IS5P4418，在它的初始化里面以文件方式打开“/dev/mem”，并保存句柄，

直到外设类通知释放时再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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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步完成。 

  接下来创建第二个空文本文件，GPIO.go。 

  这个类就比较麻烦了，考虑的全面些，由于 GPIO 即可以直接操作 Port，又能操作 Pin，

所以这里要建立两个类，一个 Port类，一个 Pin 类，Pin 类继承于 Port类。 

  在 Port类中定义各个对应的寄存器的变量，其实就是映射后的内存的偏移量地址指针，

要修改寄存器的值其实就是修改这些指针指向的内存的内容。为了减少代码，五组 GPIO 用

同一段代码来初始化，根据固定变化的偏移量来获取不同的指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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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显示不开了，这是一部分代码。不要头大，其实手册中都有说明，按照定义写出来而已。

这一步最关键，一旦错了后面所有的操作就不能正确执行了，也许是没反应，也许会出现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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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不到的现象。不过不用担心，即使系统跑乱了，重启一下就可以恢复，放心大胆的写吧，

只要心细。 

  Port 类除了获取这些指针外，其他的可以增加一些初始化时或默认的设置，这个就不多

说了。Port类已经实现了基础，Pin类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对某一具体的引脚进行操作了。Pin

类的定义很简单，实例化一个 Port 类（golang 的继承方法），然后计算出该 Pin 的位值。

因为该值需要经常使用，为了加快速度减少运算时间，所以提前算出这个值直接使用。 

没有什么高难度的动作，类定义就不照出来了，对应着寄存器实现各个功能函数，如： 

 

    这几个函数实现了设置高低电平、获取电平及翻转电平的功能，其他的类似。尤其是

GPIOB12 这个口，系统已经配置为 GPIO，可以把设置复用功能的部分省略掉，直接操作了。 

上面的两个类实现完毕，最后要做的就是入口函数了，没有这个不能运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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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创建一个空文本文件，可以叫 Go4418.go 

 

   

 经过前面的层层封装，到这里使用起来就很简单了。 

    

先用 defer保证 S5P4418类肯定被释放，类似于 try...finally，然后定义了一个变量 PB12。

这个 PB12 就是 GPIO12，因为前面定义了两个类，那么它就是 PortB 和 Pin12 的结合体，它

们的实例化就可以完整的实现 GPIO的功能了。 

 

   这个例子很简单，就是每运行一次就翻转一下电平，效果就是板子上蓝色的 LED 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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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一次灭，然后每次都打印出电平的值，true或 false 表示高低。 

 

   开始编译。Go build 加参数-ldflags “-s -w”可以去掉调试信息，反正没打算调试，

所以就加上了。编译后生成可执行文件 Go4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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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这个文件，可以看到在命令行中打印出了结果，同时观察板子 LED 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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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注意一点，系统已经为这个 LED 分配成了心跳状态，所以在运行这个程序前， 

要先执行“echo “none” > /sys/class/leds/led1/trigger”关闭心跳，否则看不出

效果来。而且执行这个程序要 sudo，这个是在 root 用户下执行的，可以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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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巧 15-  实例玩转 NanoPi 2，Timer（PWM）篇 

网络作者：LiuYang   

原文链接：http://bbs.ickey.cn/group-topic-id-62720.html 

 

S5P4418 的 PWM 实际就是 Timer，PWM 比 Timer 多了一点功能就是使用比较器来控制 IO 口电

平的高低，也就是说会用 PWM 了也就会用 Timer 了。但是 Timer 可以当作内部计时器来用，

和引脚没有关联，但是 PWM 必须要用对应的 TOUT 引脚。 

 

     

图中是所有引脚的说明，我们要用到的是第 16 脚，也就是那个 PWM2。 

http://bbs.ickey.cn/group-topic-id-62720.html�


  70 

   找到引脚后就要看手册了。PWM 比 GPIO 麻烦一些，其实 PWM 就是 Timer+GPIO 的结合

体。 

 

 

    手册中 PWM 的内容。看似很多寄存器，其实真正的只有 TCFG0、TCFG1、TCON、TCNTB、

TCMPB、TCNTO 这几个，因为 Timer 有 5 组，它们的寄存器被分别列出所以显得很多。Timer

有 5 组，而 PWM 只有 4 组，因为 Timer4 只能当作内部计时器用，没有引脚对外输出，这个

要注意一下。 

    虽说 PWM=Timer+GPIO，但是 PWM 是 GPIO 的复用功能，所以在使用前要配置一下复用

寄存器。然而每个 PWM 所对应的 GPIO 口的复用功能不是固定的，所以需要分别判断再来设

置。 

 

  这个表格很明显，PWM0 是 GPIOD1 的复用 1，而 PWM1、2、3 所在的复用功能是 2，没有

规律可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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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始写程序。有了 S5P4418 这个类就不用每次再去写一遍内存映射了，直接调用接口即

可。PWM 类和 GPIO 类一样，先确定物理地址，然后映射内存地址，最后配置各个寄存器，

并提供对应的功能。 

 

    由于 Timer 是基础，所以 PWM 类就叫 Timer 了，不仅能当 PWM 用，也可以作为计时

器来用。类实例化后在运行时只是一个 PWM，而不是多个，所以寄存器就少了好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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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初始化这个类。判断一下，如果是 TIMER_4 就不能当作 PWM 来使用。当然应该具

体处理下，我这里为了省事直接返回了。下面的部分就是内存映射了，根据手册中给定的

偏移量来保存内存的位置。而寄存器的初始化要根据哪一路 PWM 来 switch 一下，按照固定

的偏移量来计算内存，可以较少代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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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功能的实现，完成每个寄存器的设置，这样就不用在逻辑代码中直接操作寄存器了，

虽然这样稍微麻烦了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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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所有的关于 PWM 的功能封装后就可以调用了。首先 CreateTIMER，指定哪一路 PWM，并且

指定当作 PWM 来使用。在更改配置前，先确保 PWM 为停止状态才能更改，否则将不起作用。 

 

    编译后运行，为了能够更清晰的显示 CNT 的值，连续打印了几个，可以看出是在变

化的，也就是起作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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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这个 PWM 灯，根据设定灯的明暗可以改变，PWM 功能基本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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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巧 16-  实例玩转 NanoPi 2，ID 篇 

网络作者：LiuYang   

原文链接：http://bbs.ickey.cn/group-topic-id-63157.html 

 

这次写个比较简单的东西，读取 S5P4418 各种 ID。先来看一下手册 

 
   看似寄存器挺多的，其实一共就三种 ID：ECID、CHIPNAME、GUID 

 

    ECID: Exclusive Chip Identification，专用芯片识别码 

 

    GUID： Globally Unique Identifier，全球唯一标识符 

 

   手册里没写的这么明白，知道了含义之后也就没什么要了解的了。现在要做的只是把

这些数字读出来，因为这些寄存器都是只读的，不可写。 

package S5P4418 

 

http://bbs.ickey.cn/group-topic-id-6315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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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ort ( 

  

) 

 

 const BaseID = 0xC0067000 

  

var iID *ID = nil 

 

func IID() (*ID) { 

 if (iID == nil) { 

  iID = &ID{} 

 

  var Result bool 

  iID.hMem, Result = IS5P4418().GetMMap(BaseID) 

  if !Result { return nil } 

 

  Reg := uint32(BaseID & 0x00000FFF) 

  for I := 0; I < 4; I ++ { iID.ECID[I], _ = 

IS5P4418().Register(iID.hMem, Reg + uint32(I * 0x04)) } 

  for I := 0; I < 12; I ++ { iID.CHIP[I], _ = 

IS5P4418().Register(iID.hMem, Reg + uint32(I * 0x04 + 0x10)) } 

  for I := 0; I < 4; I ++ { iID.GUID[I], _ = 

IS5P4418().Register(iID.hMem, Reg + uint32(I * 0x04 + 0x44)) } 

  for I := 0; I < 3; I ++ { iID.CHIP[I], _ = 

IS5P4418().Register(iID.hMem, Reg + uint32(I * 0x04 + 0x54)) } 

 } 

 

 return i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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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unc FreeID() { 

 if (iID.hMem != nil) { IS5P4418().FreeMMap(iID.hMem) } 

} 

 

 type ID struct { 

  hMem []uint8 

   

  ECID  [4]*uint32 

  CHIP  [12]*uint32 

  GUID  [4]*uint32 

  EC   [3]*uint32 

 } 

  

func (this *ID) GetECID() ([4]uint32, int){ 

 var Result [4]uint32 

  

 Result[0] = *this.ECID[0] 

 Result[1] = *this.ECID[1] 

 Result[2] = *this.ECID[2] 

 Result[3] = *this.ECID[3] 

  

 return Result, 4 

} 

 

func (this *ID) GetCHIP() ([48]uint8, 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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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ar Result [48]uint8 

 

 I := 0 

 J := 0 

  

 for { 

  Result[I] = uint8(*this.CHIP[J] & 0x000000FF); I++ 

  Result[I] = uint8((*this.CHIP[J] & 0x0000FF00) >> 8); I++ 

  Result[I] = uint8((*this.CHIP[J] & 0x00FF0000) >> 16); I++ 

  Result[I] = uint8((*this.CHIP[J] & 0xFF000000) >> 24); I++ 

  J++; 

  if J == 12 { break } 

 } 

  

 return Result, 48 

} 

 

func (this *ID) GetGUID() ([4]uint32, int){ 

 var Result [4]uint32 

  

 Result[0] = *this.GUID[0] 

 Result[1] = *this.GUID[1] 

 Result[2] = *this.GUID[2] 

 Result[3] = *this.GUID[3] 

  

 return Result,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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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就是 ID类的全部代码了，除了初始化获取内存地址之外就是分别获取三个 ID的函数，

大家可以了解一下。注意一下它们的长度，ECID 16 个字节、CHIP 48 个字节、GUID 16 个

字节。 

 

 

 

   在主函数中打印这些 ID，编译并运行，可以看到结果，不过没想到 CHIPNAME 不是字

母，这个比较出乎意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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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巧 17-  实例玩转 NanoPi 2，RTC 篇 

网络作者：LiuYang   

原文链接：http://bbs.ickey.cn/group-topic-id-63263.html 

 

RTC，Real-Time Clock，实时时钟，基本上每个芯片都带有这个功能，只不过有的功能强

些，有的弱些，但是工作原理无外乎都是每秒钟增加一个计数，通过这个计数来计算出时

间来。功能强的可以这直接设置年月日时分秒，一般常见于外扩的芯片，而功能弱的就只

能读写计数然后自己计算了。S5P4418 的 RTC 属于后者。 

 

 
  手册中给出 RTC 的寄存器，很少，也就意味着很简单。 

    RTCCNTWRITE：写计数寄存器，只写 

    RTCCNTREAD：读计数寄存器，只读 

    RTCALARM：闹钟寄存器，可以设置唤醒时间 

    RTCCTRL：RTC 控制寄存器 

    RTCINTENB：中断控制寄存器 

    RTCINTPND：中断标志寄存器 

RTCCORERSTIMESEL：上电延时启动寄存器，复位后延时指定时间 RTC 工作 

    

大概了解之后，挑选可操作的寄存器。由于目前没有办法使用中断，所以可以操作的寄存

器只有 RTCCNTWRITE、RTCCNTREAD 和 RTCCTRL 了，也就是说可以设置时间、读取时间。 

    但是 RTC 有写保护的，这个标志就在 RTCCTRL 的第 0 位，叫电源隔离。置 1 时可读

写，置 0 时不能做读写操作。 

    另外还要注意一点，写入计数的时候是需要一段时间的，所以还有一个标志位来判

断当前是否正在执行其他的操作，没有其他的操作时才可以读写。这位就是第 4 位，IDLE

或 BUSY。 

 

程序如下（RTC.go）： 

package S5P4418  

http://bbs.ickey.cn/group-topic-id-63263.html�
http://bbs.ickey.cn/group-topic-id-63263.html�
http://bbs.ickey.cn/group-topic-id-63263.html�
http://bbs.ickey.cn/group-topic-id-63263.html�
http://bbs.ickey.cn/group-topic-id-6326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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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ort (  

)  

 

 const BaseRTC = 0xC0010C00  

  

var iRTC *RTC = nil  

func IRTC() (*RTC) {  

 if (iRTC == nil) {  

  iRTC = &RTC{}  

  var Result bool  

  iRTC.hMem, Result = IS5P4418().GetMMap(BaseRTC)  

  if !Result { return nil }  

  Reg := uint32(BaseRTC & 0x00000FFF)  

  iRTC.CNTW, _ =  IS5P4418().Register(iRTC.hMem, Reg +  

0x00)  

  iRTC.CNTR, _ =  IS5P4418().Register(iRTC.hMem, Reg +  

0x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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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RTC.ALARM, _ =  IS5P4418().Register(iRTC.hMem, Reg +  

0x08)  

  iRTC.CTRL, _ =  IS5P4418().Register(iRTC.hMem, Reg +  

0x0C)  

  iRTC.INTENB, _ = IS5P4418().Register(iRTC.hMem, Reg + 0x10)  

  iRTC.INTPND, _ = IS5P4418().Register(iRTC.hMem, Reg + 0x14)  

  iRTC.CORETIM, _ = IS5P4418().Register(iRTC.hMem, Reg + 0x18)  

  iRTC.WTCON, _ =  IS5P4418().Register(iRTC.hMem, Reg +  

0x1C)  

   

  *iRTC.CTRL &^= 0x1 //打开读写隔离  

 }  

 return iRTC  

}  

func FreeRTC() {  

 if (iRTC.hMem != nil) { IS5P4418().FreeMMap(iRTC.hMem) }  

}  

 type RTC struc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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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Mem []uint8  

   

  CNTW  *uint32  

  CNTR  *uint32  

  ALARM  *uint32  

  CTRL  *uint32  

  INTENB  *uint32  

  INTPND  *uint32  

  CORETIM  *uint32  

  WTCON  *uint32  

 }  

 

func (this *RTC) SetRTC(CNT uint32) bool {  

 TimeOut := 0xFF  

 WaitBit := uint32(0x1 << 4)  

  

 *this.CTRL |= 0x1  

 //defer *this.CTRL &^= 0x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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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r {  

  if (*this.CTRL & WaitBit) == WaitBit { TimeOut-- } else { break }  

 }  

 if TimeOut == 0 {  

  *this.CTRL &^= 0x1  

  return false  

 }  

  

 *this.CNTW = CNT  

 *this.CTRL &^= 0x1  

  

 return true  

}  

func (this *RTC) GetRTC() (uint32, bool) {  

 TimeOut := 0xFF  

 WaitBit := uint32(0x1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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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is.CTRL |= 0x1  

 //defer *this.CTRL &^= 0x1  

  

 for {  

  if (*this.CTRL & WaitBit) == WaitBit { TimeOut-- } else { break }  

 }  

 if TimeOut == 0 {  

  *this.CTRL &^= 0x1  

  return 0, false  

 }  

  

 Result := *this.CNTR  

 *this.CTRL &^= 0x1  

 return Result, true  

}  

/*****************************************************************************

*/  

 var NotLeap = []uint8{31, 28, 31, 30, 31, 30, 31, 31, 30, 31, 30,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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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ar Leap = []uint8{31, 29, 31, 30, 31, 30, 31, 31, 30, 31, 30, 31}  

  

func (this *RTC) IsLeap(Year uint16) bool {  

 return (((Year % 4) == 0) && ((Year % 100) != 0)) || ((Year % 400) == 0)  

}  

func (this *RTC) YearDays(Year uint16) uint32 {  

 if this.IsLeap(Year) {  

  return 366  

 } else {  

  return 365  

 }  

}  

  

func (this *RTC) DT2CNT(Y, M, D, H, N, S uint8) uint32 {  

 var Result uint32 = 0  

  

 for I := 0; I < int(Y); I++ {  

  Result += this.YearDays(2000 + uint16(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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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LeapYear := this.IsLeap(uint16(Y))  

 for I := 0; I < int(M - 1); I++ {  

  if LeapYear {  

   Result += uint32(Leap[I])  

  } else {  

   Result += uint32(NotLeap[I])  

  }  

 }  

  

 Result += uint32(D)  

 Result *= 24  

 Result *= 3600  

  

 return Result + (uint32(H) * 3600) + (uint32(N) * 60) + uint32(S)  

  

 /*golang  

 DT1 := time.Date(2000, 1, 1, 0, 0, 0, time.U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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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T2 := time.Date(2000 + Y, M, D, H, N, S, time.UTC)  

 return uint32(DT2.Sub(DT1).Seconds())  

 */  

}  

func (this *RTC) CNT2DT(CNT uint32) (uint8, uint8, uint8, uint8, uint8, uint8) {  

 var YMD uint32 = 0  

 var HNS uint32 = 0  

 var Y, M, D, H, N, S uint8 = 0, 1, 1, 0, 0, 0  

  

 YMD = CNT / (3600 * 24) //Days  

 HNS = CNT % (3600 * 24)   

  

 for {  

  Days := this.YearDays(2000 + uint16(Y))  

  if YMD > Days {  

   Y++  

   YMD -= Da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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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lse {  

   break  

  }  

 }  

 //if (YMD == 0) && (HNS == 0) { return Y++, 1, 1, 0, 0, 0}  

 if YMD > 0 { Y++ }  

  

 LeapYear := this.IsLeap(uint16(Y))  

 for M = 1; M < 13; M++ {  

  switch (LeapYear) {  

   case true: if YMD >= uint32(Leap[M]) { YMD -= YMD } else  

{ break }  

   case false: if YMD >= uint32(NotLeap[M]) { YMD -= YMD }  

else { break }  

  }  

 }  

  

 D = uint8(YM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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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 = uint8(HNS / 3600); HNS -= uint32(H) * 3600  

 N = uint8(HNS / 60); HNS -= uint32(N) * 60  

 S = uint8(HNS)  

  

 return Y, M, D, H, N, S  

  

 /*golang  

 DT1 := time.Date(2000, 1, 1, 0, 0, 0, time.UTC)  

 DT2 := DT1.Add(time.Second * CNT)  

 return uint8(DT2.Year() - 2000), DT2.Month(), DT2.Day(),   

  DT2.Hour(), DT2.Minute(), DT2.Second() */  

}  

真正的程序其实没有这么多，后面是两个扩展函数，用于把时间转换为计数和把计数转换

为时间，方便调用。而且两个函数中又包括了两种方式，一种是自己写的代码，另一种是

使用 golang 提供的库功能。为了可以很容易地转换到 C 语言，就都放在里面了，使用哪种

都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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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译、运行程序。首先先设置一个计数，我们写的是 0，也就是从 0 开始累加，一秒一

次。重复运行程序，会发现读出的数据每次都在变化，试验成功。不过由于 NanoPI2 没有

备份电池，所以断电后这个计数值就丢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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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巧 18-  Lazarus-指南针 

网络作者：MOP   

原文链接：http://bbs.ickey.cn/group-topic-id-64359.html 

 

<准备> 

（1）Nanopi2 开发板 

（2） MAG3110 模块 

（3） 5V 2A Adapter(电源) 

（4） MicroUSB 传输线 

（5） 7 吋触控 LCD,  

（6） 杜邦线数根 

 

1. 利用远端桌面连线,开启 Lazarus IDE,开始我们的编写工作,首先从功能选单上选择

File > New... 

 

选择 Project 类別中的 Application,按下 OK 按钮 

 

 

2. 在新的专案中,在 Form1 元件上摆放 4 個元件,首先摆放 TPaintBox,在元件 Additional

页签中 

http://bbs.ickey.cn/group-topic-id-6435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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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元件是用來呈現图形化指南針用 

 

 

 

设置元件高度 Height 

 



  95 

 
設置元件宽度 Width 

Height <=> 300  

Width <=> 300  

 

3. 再來摆放 TTimer,在元件工具列的 System 页签中 

 

此元件是用來更新 PaintBox 上的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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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定時間間隔 Interval為 500,並把 Enabled 设置為 False 

Interval <=> 500  

Enabled <=> False  

4. 再來摆放 TEdit1,在元件工具列中的 Standard页签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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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元件用來显示数位角度 

 

 

將 Text 属性內容清空 

Text <=> (清空)  

5. 最后摆放 TMemo 元件,一样在元件工具列的 Standard 页签中 

 

 



  98 

此用來显示裝置的檢查訊息,Debug用 

 

 
將 Lines 內容,即小視窗中的文字清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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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滚动条 ScrollsBars为自動产生双向滾動條 ssAutoBoth 

Lines <=> (清空)  

ScrollBars <=> ssAutoBoth  

 

6. 最后设定表单元件 TForm,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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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BorderStyle 边框为 bsSingle,Caption 标题为 Compass 

BorderStyle <=> bsSingle  

Caption <=> Compass  

 

7. 完成的表单 Layout,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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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局的设置,至此元件配置完成。 

 

8. 打开 Source Editor,在编辑器中,輸入以下原始码: 

unit unit2;  

{$mode objfpc}{$H+}  

interface  

uses  

  Classes, SysUtils, FileUtil, Forms, Controls, Graphics, Dialogs, StdCtrls,  

  ExtCtrls, Unix, BaseUnix, Errors;  

ty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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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TForm1 }  

  TForm1 = class(TForm)  

    Edit1: TEdit;  

    Memo1: TMemo;  

    PaintBox1: TPaintBox;  

    Timer1: TTimer;  

    function I2C_Write(fd:Cint; data:PChar; size:Cint): Cint;  

    function I2C_Read(fd:Cint; addr:PChar; size:Cint; data: PChar): Cint;  

    procedure FormActivate(Sender: TObject);  

    procedure FormClose(Sender: TObject; var CloseAction: TCloseAction);  

    procedure Timer1Timer(Sender: TObject);  

  private  

    { private declarations }  

  public  

    { public declarations }  

  end;  

con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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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2C_FUNCS:CUint = $0705;  

  I2C_SLAVE:CUint = $0703;  

  I2C_SMBUS:CUint = $0720;  

  I2C_SMBUS_READ:PChar = '1';  

  I2C_SMBUS_WRITE:PChar = '0';  

  I2C_SMBUS_BYTE:CUint = 1;  

  I2C_DEV:PChar = '/dev/i2c-0';  

  DEV_ADDR:CUint8= $0e;  

  DEV_ID:CUint8 = $c4;  

  DR_REG:CUint8 = $00;  

  XYZ_REG:CUint8 = $01;  

  WHO_REG:CUint8 = $07;  

  CTRL_REG:CUint8 = $10;  

 

var  

  Form1: TForm1;  

  dev:C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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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turnCode:longint;  

  XMax:Cint16=0;  

  YMax:Cint16=0;  

  XMin:Cint16=0;  

  YMin:Cint16=0;  

  Angle:Cint=0;  

  first:Boolean=true;  

implementation  

{$R *.lfm}  

{ TForm1 }  

function TForm1.I2C_Write(fd:Cint; data:PChar; size:Cint): Cint;  

var  

  r:Cint;  

begin  

   try  

     r := fpwrite(fd,data,size);  

   fina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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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2C_Write:=r  

   end;  

end;  

function TForm1.I2C_Read(fd:Cint; addr:PChar; size:Cint; data: PChar): Cint;  

var  

  r:Cint;  

begin  

   try  

     r := fpwrite(fd,addr,1);  

     if r = 1 then  

       r := fpread(fd,data,size)  

     else  

       I2C_Read:=r;  

   finally  

     I2C_Read:=r;  

   end;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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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cedure TForm1.FormActivate(Sender: TObject);  

var  

  fun:Cint;  

  datain:PChar='';  

  dataout:PChar='';  

  c: Array of Char;  

begin  

  try  

    dev := fpopen(I2C_DEV,O_RDWR);  

    if dev > 0 then  

      Memo1.Lines.Add('Open I2C device success!')  

    else  

      Memo1.Lines.Add('Open I2C device fial!');  

 

    returnCode := fpIOCtl(dev,I2C_FUNCS,@fun);  

    if returnCode > -1 then  

      Memo1.Lines.Add('I2C Function mask suc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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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lse  

      Memo1.Lines.Add(strERROR(returnCode));  

    returnCode := fpIOCtl(dev,I2C_SLAVE,Pointer(DEV_ADDR));  

    if returnCode > -1 then  

      Memo1.Lines.Add('I2C Slave device success!')  

    else  

      Memo1.Lines.Add(strERROR(returnCode));  

    setLength(c,2);  

    datain:= PChar(@c[0]);  

    c[0]:= Chr(WHO_REG);  

    returnCode := I2C_Read(dev,datain,1,dataout);  

    if returnCode > 0 then  

      Memo1.Lines.Add('Read WHO AM I success!')  

    else  

      Memo1.Lines.Add('Read WHO AM I fail!');  

    if byte(dataout^)  = DEV_ID then  

      Memo1.Lines.Add('Check ID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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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lse  

      Memo1.Lines.Add(InttoStr(byte(dataout^)));  

    setLength(c,3);  

    c[0] := Chr(CTRL_REG);  

    c[1] := Chr($00);  

 

    returnCode := I2C_Write(dev,datain,2);  

    if returnCode = 2 then  

      Memo1.Lines.Add('Write CR STANDBY success!')  

    else  

      Memo1.Lines.Add('Write CR STANDBY fail!');  

    c[1] := Chr($04);  

 

    returnCode := I2C_Write(dev,datain,2);  

    if returnCode = 2 then  

      Memo1.Lines.Add('Write CR FASTR success!')  

    el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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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mo1.Lines.Add('Write CR FASTR fail!');  

    c[1] := Chr($05);  

    returnCode := I2C_Write(dev,datain,2);  

    if returnCode = 2 then  

      Memo1.Lines.Add('Write CR ACT success!')  

    else  

      Memo1.Lines.Add('Write CR ACT fail!');  

    returnCode := I2C_Read(dev,datain,1,dataout);  

    if returnCode > 0 then  

      Memo1.Lines.Add('Read CR success!')  

    else  

      Memo1.Lines.Add('Read CR fail!');  

 

    if byte(dataout^)  = $05 then  

    begin  

      Memo1.Lines.Add('Check Mode OK!');  

      Timer1.Enabled:=tr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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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nd  

    else  

      Memo1.Lines.Add(InttoStr(byte(dataout^)));  

  finally  

  end;  

end;  

rocedure TForm1.FormClose(Sender: TObject; var CloseAction: TCloseAction);  

begin  

  try  

    returnCode := fpclose(dev);  

    if returnCode = 0 then  

      Memo1.Lines.Add('Close I2C device success!')  

    else  

      Memo1.Lines.Add('Close I2C device fail!');  

  finally  

  end;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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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cedure TForm1.Timer1Timer(Sender: TObject);  

var  

  i:Cint;  

  returnCode:Cint;  

  err:Cint=0;  

  reg:CUint8;  

  c: Array of byte;  

  datain:PChar;  

  dataout:PChar;  

  Xdata:Cint16=0;  

  Ydata:Cint16=0;  

  Radians:Double;  

  PXCenter:Cint;  

  PYCenter:Cint;  

begin  

  PXCenter:=PaintBox1.Width div 2;  

  PYCenter:=PaintBox1.Height div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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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intBox1.Canvas.Pen.Color:=clBlack;  

  PaintBox1.Canvas.Pen.Width:=1;  

  PaintBox1.Canvas.Pen.Style:=psSolid;  

  PaintBox1.Canvas.Brush.Color:=$0030a464;  

  PaintBox1.Canvas.Rectangle(0,0,PaintBox1.Width,PaintBox1.Height);  

  PaintBox1.Canvas.Pen.Color:=clBlack;  

  PaintBox1.Canvas.Pen.Width:=5;  

  PaintBox1.Canvas.Pen.Style:=psSolid;  

  PaintBox1.Canvas.Brush.Color:=$00d6ede0;  

  PaintBox1.Canvas.Ellipse(15,15,PaintBox1.Width-15,PaintBox1.Height-15);  

  for i := 1 to 36 do  

  begin  

    Radians:=i*2*pi/36.0;  

    if i >9 then  

      PaintBox1.Canvas.TextOut(PXCenter -8  + Trunc((PXCenter  

-28)*sin(Radians)),  

      PYCenter -8 -Trunc((PYCenter -28)*cos(Radians)),Inttost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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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lse  

      PaintBox1.Canvas.TextOut(PXCenter -8  + Trunc((PXCenter  

-28)*sin(Radians)),  

      PYCenter -8 -Trunc((PYCenter -28)*cos(Radians)), '0' + Inttostr(i));  

  end;  

  setLength(c,4);  

  reg := DR_REG;  

  datain:= PChar(@reg);  

  dataout:= PChar(@c[0]);  

  repeat  

    returnCode := I2C_Read(dev,datain,1,dataout);  

    if returnCode=0 then  

    begin  

       err:=-1;  

       break;  

    end;  

  until byte(c[0]) and $08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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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f err = 0 then  

  begin  

    Memo1.Lines.Add('Check DR done!');  

    for i:=0 to 3 do  

    begin  

      reg:= XYZ_REG +i;  

      dataout:= PChar(@c[i]);  

      returnCode := I2C_Read(dev,datain,1,dataout);  

      if returnCode = 1 then  

        err:=0  

      else  

      begin  

        err:=-2;  

        break;  

      end;  

     end;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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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lse  

    Memo1.Lines.Add('Check DR fail!');  

  if err = 0 then  

  begin  

    Memo1.Lines.Add('Read XYZ done!');  

    Xdata:= Xdata + byte(c[0]);  

    Xdata:= Xdata shl 8;  

    Xdata:= Xdata + byte(c[1]);  

    Ydata:= Ydata + byte(c[2]);  

    Ydata:= Ydata shl 8;  

    Ydata:= Ydata + byte(c[3]);  

  end  

  else  

    Memo1.Lines.Add('Read XYZ fail!');  

  if err = 0 then  

  begin  

    if first = true t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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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gin  

        XMax:=Xdata;  

        XMin:=Xdata;  

        YMax:=Ydata;  

        YMin:=Ydata;  

        first:=false;  

    end;  

    if Xdata > XMax then  

      XMax:=Xdata  

    else  

    begin  

      if Xdata < XMin then  

        XMin:=Xdata;  

    end;  

    if Ydata > YMax then  

      YMax:=Ydata  

    el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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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f Ydata < YMin then  

      begin  

        YMin:=Ydata;  

      end;  

    Xdata:=Xdata - ((XMin+XMax) div 2);  

    Ydata:=Ydata - ((YMin+YMax) div 2);  

    {Memo1.Lines.Add('X: ' + InttoStr(Xdata) + ' Y: ' + InttoStr(Ydata));}  

    if Xdata =0 then  

    begin  

      if Ydata >0 then  

        Angle:=270  

      else  

        Angle:=90;  

    end  

    else  

    begin  

      if YData=0 t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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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gin  

        if Xdata >0 then  

          Angle:=0  

        else  

          Angle:=180;  

      end  

      else  

      begin  

        if (Xdata > 0) and (Ydata > 0) then  

          Angle:=Trunc (ArcTan(Ydata/Xdata)*180/pi)  

        else  

        begin  

          if (Xdata < 0) and (Ydata > 0) then  

          begin  

            Xdata := -Xdata;  

            Angle:= Trunc (180 - ArcTan(Ydata/Xdata)*180/pi)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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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lse  

          begin  

            if (Xdata < 0) and (Ydata < 0) then  

            begin  

              Xdata := -Xdata;  

              Ydata := -Ydata;  

              Angle:= Trunc (180 + ArcTan(Ydata/Xdata)*180/pi)  

            end  

            else  

            begin  

              if (Xdata > 0) and (Ydata < 0) then  

              begin  

                Ydata := -Ydata;  

                Angle:= Trunc (360 - ArcTan(Ydata/Xdata)*180/pi);  

              end;  

            end;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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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nd;  

      end;  

    end;  

    Edit1.Text:='Angle: ' + InttoStr(Angle);  

    Radians:=Angle*2*pi/360.0;  

 

    PaintBox1.Canvas.Pen.Color:=clRed;  

    PaintBox1.Canvas.Pen.Width:=10;  

    PaintBox1.Canvas.Pen.Style:=psSolid;  

    PaintBox1.Canvas.MoveTo(PXCenter,PYCenter);  

    

PaintBox1.Canvas.LineTo(PXCenter+Trunc(PaintBox1.Width/4.5*sin(Radians)),PYCen

ter-Trunc(PaintBox1.Height/4.5*cos(Radians)));  

 

    PaintBox1.Canvas.Pen.Color:=clGray;  

    PaintBox1.Canvas.MoveTo(PXCenter,PYCenter);  

PaintBox1.Canvas.LineTo(PXCenter-Trunc(PaintBox1.Width/4.5*sin(Radians)),PYCen

ter+Trunc(PaintBox1.Height/4.5*cos(Radians)));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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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nd ;  

end.  

 

其中Function的I2C_Write和I2C_read是用來读写I2C通道,当Form1元件的FormActivate

函式体触发時候,开始一连串的檢查动作,检查 ID 和设置 Mode 都要成功,此目的確保 I2C 通

道读写功能正常,Debug訊息皆會輸出到 Memo1元件上確认是否异常,之後再將 Timer1 元件

的使能开启,開始读取 I2C 通道上的 MAG3110 的資料,先檢查下一笔資料是否 Ready,再來读

取 X 轴和 Y轴资料,Z 轴因為不在运算中,所以忽略即可,接下來將读取到的 XData 和 YData

做偏移校正,让读值更精确,將校正后的资料取 ArcTan來得到角度值,並换算成 Degree,完成

角度值的获取,将結果输出到 Edit1元件上,另一方面,PaintBox1用來描绘指南针图形介面,

利用 Canvas属性,描绘出背景,外圈,和圈上角度值,当角度计算完毕后,转成在图形上的位

置,利用 LineTo 函式描绘出到指定位置的直线,反向也画一條,组成铁针,绘制在背景图形上,

完成一個 Loop,每 0.5 秒刷新一次 

 

<编译和运行> 

9. 将 MAG3110 模块接线,这里我們采用 NanoPi2上的 I2C-0通道,你也可以选择其他通道做

测试,接线如下 

VDD 3V(Pin 1) <=> VCC  

SDA0(Pin 3) <=> SDA  

SCL0(Pin 5) <=> SCL  

DGND <=> GND  

注意的是本模块是要使用 3.3V 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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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线图 

 

10. 回到 IDE,编写完毕后,在功能选单上选择 File > Save all...,将专案 Run > Build,让

我們在远端桌面上执行看看,打开 LXTerminal,输入以下指令 

gksudo <path-to-your-project>/project2  

 

 

 

使用前,別忘了将 MAG3110 模块转动 360 度,方便程式校正,完成远端桌面上的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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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再來我們观看 Nano Pi 2 的触控 LCD,一样打开 LXTerminal,输入以下指令 

sudo <path-to-your-project>/project2  

 

将会出现很有型的指南针 

 

 

完成验证 

 

<小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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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篇結合了MAG3110磁力計感测器模块,來实作指南針,利用Lazarus強大的图形化程式來编

写,以此可以延伸更多更复杂炫丽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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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巧 19-  环境搭建、编译内核、更新固件 

网络作者：gjianw217    

原文链接：http://bbs.elecfans.com/jishu_533599_1_4.html 

 

一 软件安装 

1 VMWare WorkStation 虚拟机的安装 

2 Ubuntu Linux 操作系统的安装 

3 SecureCRT串口终端的安装 

二 开发环境 

1 VMWare-tools 的安装 

2 Samba 的安装 

3 NFS 的安装 

三 编译与烧写系统 

1 Uboot 的编译 

2 Linux(debian)系统的编译与烧写 

 

一 软件安装 

1 VMWare WorkStation 虚拟机的安装 

    VMware Workstation（中文名“威睿工作站”）是一款功能强大的桌面虚拟计算机

软件，提供用户可在单一的桌面上同时运行不同的操作系统，和进行开发、测试 、部署新

的应用程序的最佳解决方案。通常是在 Window下安装 VMware Workstation，然后在 VMware 

Workstation下安装类 Linux 操作系统，如 Ubuntu、Redhat、CentOS、Fedora 等。与 VMware 

Workstation类似功能的还有 VirtualBox 等。 

    VMware Workstation 软件可以在网上下载，也可以到友善论坛和其百度网盘下载，

具体的安装方法，可参考百度经验:vmware tools 怎么安装。 

 

2 Ubuntu Linux 操作系统的安装 

   Ubuntu（乌班图）是一个以桌面应用为主的 Linux 操作系统，其名称来自非洲南部祖

鲁语或豪萨语的“ubuntu”一词，意思是“人性”、“我的存在是因为大家的存在”，是非洲

传统的一种价值观，类似华人社会的“仁爱”思想。Ubuntu 基于 Debian 发行版和 GNOME 桌

面环境，而从 11.04 版起，Ubuntu 发行版放弃了 Gnome 桌面环境，改为 Unity，与 Debian

的不同在于它每 6 个月会发布一个新版本，即一般是 04 版或 10 版。Ubuntu 的目标在于为

一般用户提供一个最新的、同时又相当稳定的主要由自由软件构建而成的操作系统。Ubuntu

具有庞大的社区力量，用户可以方便地从社区获得帮助。2013 年 1 月 3 日，Ubuntu 正式发

布面向智能手机的移动操作系统。 

    Ubuntu 最大的特点是免费。所以可以从友善论坛或分享光盘中下载，也可以从官网

下载，建立安装友善提供的 2012-04版，具体的安装过程，可参考百度经验：怎样使用 VMware 

Workstation(虚拟机)。 

 

3 SecureCRT 串口终端的安装 

   进行 Linux 开发，串口调试是少不了的，该串口终端除了可以实现文件系统的查看外，

还可以进行代码的烧写。但本人更愿意使用 SecureCRT 这个串口终端，因为支持 SSH，同时

支持 Telnet和 rlogin协议等。具体的安装可以参考百度经验：windows 下安装 secureCRT；

http://bbs.elecfans.com/jishu_533599_1_4.html�
http://bbs.elecfans.com/�
http://jingyan.baidu.com/article/22fe7ced6437433002617fee.html�
http://bbs.elecfans.com/zhuti_tel_1.html�
http://jingyan.baidu.com/article/6c67b1d6c299f82786bb1e70.html�
http://jingyan.baidu.com/article/6c67b1d6c299f82786bb1e70.html�
http://jingyan.baidu.com/article/49ad8bce69ad285834d8fa9a.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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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的使用及配置可参考：SecureCRT 之串口快速使用教程。 

 

二 开发环境 

1 VMWare-tools 的安装 

    VMware Tools 是 VMware 虚拟机中自带的一种增强工具，相当于 VirtualBox 中的增

强功能（Sun VirtualBox Guest Additions），是 VMware 提供的增强虚拟显卡和硬盘性能、

以及同步虚拟机与主机时钟的驱动程序。其最大的功能是：能实现主机与虚拟机之间的文件

共享，同时可支持自由拖拽（即实现 Window 与 Ubuntu 的文件交互）的功能，鼠标也可在虚

拟机与主机之前自由移动（不用再按 ctrl+alt），且虚拟机屏幕也可实现全屏化。具体的安

装见百度经验的：vmware tools 怎么安装。 

 

2 Samba 的安装 

   Samba 是在 Linux和 UNIX 系统上实现 SMB协议的一个免费软件，由服务器及客户端程

序构成。SMB（Server Messages Block，信息服务块）是一种在局域网上共享文件和打印机

的一种通信协议，它为局域网内的不同计算机之间提供文件及打印机等资源的共享服务。SMB

协议是客户机/服务器型协议，客户机通过该协议可以访问服务器上的共享文件系统、打印

机及其他资源。即它也是一种实现 Ubuntu 与 Window 资源的无缝互访的方法，具体的安装与

配置可参考 Ubuntu WiKi的：Samba。 

 

3 NFS 的安装 

   NFS（Network File System）即网络文件系统，是 FreeBSD支持的文件系统中的一种，

它允许网络中的计算机之间通过 TCP/IP 网络共享资源。在 NFS 的应用中，本地 NFS 的客户

端应用可以透明地读写位于远端 NFS 服务器上的文件，就像访问本地文件一样。即它常用来

实现嵌入式中的宿主机和目标机的网络链接，方便程序的调试，避免程序的的烦琐烧写。具

体的安装及配置可参考百度经验的：安装和使用 NFS 服务器的方法。 

   以上就是当前开发环境的全部内容，其中VMware-tools和Samba实现Window与Ubuntu

资源的互访，NFS 实现 Ubuntu 与 Nanopi2 指定资源的互访。 

 

三、编译与烧写系统 

1、安装交叉编译器 

首先下载并解压编译器: 

git clone https://github.com/friendlyarm/prebuilts.git 

sudo mkdir -p /opt/FriendlyARM/toolchain 

sudo tar xf prebuilts/gcc-x64/arm-cortexa9-linux-gnueabihf-4.9.3.tar.xz-C 

/opt/FriendlyARM/toolchain/ 

然后将编译器的路径加入到 PATH 中，用 vim 编辑 sudo vim /etc/profile，在末尾加入以

下内容： 

export PATH=/opt/FriendlyARM/toolchain/4.9.3/bin:$PATH 

export GCC_COLORS=auto 

机器本来是 win7 64 位的，检查时却出现如下错误： 

 

尝试安装另一个版本，安装后运行：arm-linux-gcc  -v 显示如下信息，说明安装成功了。 

http://jingyan.baidu.com/article/a3aad71acf448db1fb009632.html�
http://jingyan.baidu.com/article/22fe7ced6437433002617fee.html�
http://bbs.elecfans.com/zhuti_wireless_1.html�
http://bbs.elecfans.com/forum.php?gid=3�
http://jingyan.baidu.com/article/dca1fa6fa47f04f1a44052fb.html�
http://bbs.elecfans.com/zhuti_arm_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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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编译 U-Boot 

下载 U-Boot源代码并编译，注意分支是 nanopi2-lollipop-mr1: 

git clone https://github.com/friendlyarm/uboot_nanopi2.git 

cd uboot_nanopi2 

git checkout nanopi2-lollipop-mr1 

make s5p4418_nanopi2_config 

make CROSS_COMPILE=arm-linux- 

编译成功结束后您将获得 u-boot.b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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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准备 mkimage 

编译内核需要用到 U-Boot 中的工具 mkimage，因此，在编译内核 uImage前，您需要保证您

的主机环境可以成功运行它。 

你可以直接使用命令 sudo apt-get install u-boot-tools 来安装，也可以自己编译并安

装： 

cd uboot_nanopi2 

make CROSS_COMPILE=arm-linux- tools 

sudo mkdir -p /usr/local/sbin && sudocp -v tools/mkimage /usr/local/sbin 

  

 

4、编译 Linux kernel 

 

（一）编译内核 

 

1）下载内核源代码 

git clone https://github.com/friendlyarm/linux-3.4.y.git 

cd linux-3.4.y 

git checkout nanopi2-lollipop-mr1 

NanoPi2 内核所属的分支是 nanopi2-lollipop-mr1，在开始编译前先切换分支。 

2）编译 Debian 内核 

原内核默认支持 HDMI 输出，如果要编译支持 LCD 显示的内核，则需要修改内核配置，由于

没有显示屏，在此不做处理： 

touch .scmversion 

make nanopi2_linux_defconfig 

make menuconfig 

Device Drivers --> 

   Graphics support --> 

     Nexell Graphics --> 

       LCD 

       [ ] HDMI 

make uIm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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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译成功结束后， 

  

新生成的内核烧写文件为 arch/arm/boot/uImage替换掉 SD卡 boot分区下的 uImage.hdmi。 

 

（二）编译内核模块 

在友善 Nanopi2 的官方 wiki 中，内核模块虽然放在编译 Debian 系统中，但根据其描述，个

人感觉默认该部分应该是 andriod系统的，但根据官方提供的方法，编译后，出现如下信息 

 

Android 包含内核模块，位于 system 分区的/lib/modules/ 下，如果您有新的内核模块或

者内核配置有变化，则需要重新编译。  

 

1.首先编译内核源代码中的模块： 

cd linux-3.4.y 

make CROSS_COMPILE=arm-linux- modules 

 

2.另外有 2 个内核模块的源代码位于 Android源代码中，可使用以下命令来编译： 

cd /opt/FriendlyARM/s5p4418/android 

./vendor/friendly-arm/build/common/build-modules.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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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opt/FriendlyARM/s5p4418/android” 是指 Android源代码的 TOP 目录，使用参数

“-h”可查看帮助。 

编译成功结束后，会显示生成的内核模块。 

 

（三）移植镜像文件 

 

1 移植 uboot 

由于一般不对 uboot 进行二次编辑，故暂时不对其移植，但方法在官方的 wiki 中已给出，

在此做一记录，以防以后使用： 

您可以通过 fastboot 来更新正在运行的 NanoPi2板上 SD 的 U-Boot，方法如下： 

1) 在电脑上先用命令 sudo apt-get install android-tools-fastboot 安装 fastboot 工

具; 

2) 用串口配件连接 NanoPi2 和电脑，在上电启动的 2 秒内，在串口终端上按下回车，进入 

u-boot 的命令行模式； 

3) 在 u-boot 命令行模式下输入命令 fastboot 回车，进入 fastboot 模式； 

4) 用 microUSB 线连接 NanoPi2 和电脑，在电脑上输入以下命令烧写 u-boot.bin: 

fastboot flash bootloader u-boot.bin 

注意：您不能直接使用 dd 来更新 SD卡，否则有可能会导致无法正常启动。 

2 移植 uImage 

 

  

3 移植内核模块 

经查，内核模块没有必要的重要信息，暂且也出不移植，用到再补充。 

4 最后的效果 

移植前的 

  

移植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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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巧 20-  让 NanoPi 2 支持 USB 声卡（有完整的修改内核教程） 

网络作者：ypw   

原文链接：http://bbs.elecfans.com/jishu_536506_1_1.html 

 

注意：本教程基于 Ubuntu 15.10 64位操作系统。 

要想使用 USB 声卡，必须修改内核，因为目前官方默认的内核是不带 USB 声卡驱动的。修改

内核就必须先编译 uboot 中的 mkimage。要想编译 mkimage就必须先安装交叉编译器，所以

我们开始下载交叉编译器： 

1. git clone https://github.com/friendlyarm/prebuilts.git 

2. sudo mkdir -p /opt/FriendlyARM/toolchain 

3. sudo tar xf 

prebuilts/gcc-x64/arm-cortexa9-linux-gnueabihf-4.9.3.tar.xz -C 

/opt/FriendlyARM/toolchain/ 

 

下载好之后，配置 bash： 

1. nano ~/.bashrc 

 

添加以下内容： 

1. export PATH=/opt/FriendlyARM/toolchain/4.9.3/bin:$PATH 

2. export GCC_COLORS=auto 

 

然后重新载入配置： 

1. . ~/.bashrc 

 

 

然后编译 mkimage： 

1. sudo apt-get install git 

2. git clone https://github.com/friendlyarm/uboot_nanopi2.git 

3. cd uboot_nanopi2 

4. git checkout nanopi2-lollipop-mr1 

5. make CROSS_COMPILE=arm-linux- tools 

6. sudo mkdir -p /usr/local/sbin && sudo cp -v tools/mkimage 

/usr/local/sbin 

 

 

http://bbs.elecfans.com/zhuti_arm_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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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下载内核源码并配置： 

1. git clone https://github.com/friendlyarm/linux-3.4.y.git 

2. cd linux-3.4.y 

3. git checkout nanopi2-lollipop-mr1 

4. make nanopi2_linux_defconfig 

5. make menuconfig 

 

我们需要在 Device Drivers > Sound card support > Advanced Linux Sound Architecture > 

USB sound devices 中选择，由于不知道我们自己的设备是什么，所以我们全选了。 

1. Device Drivers --> 

2.   Sound card support --> 

3.     Advanced Linux Sound Architecture --> 

4.       USB sound de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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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保存配置，编译 uImage： 

1. touch .scmversion 

2. make uImage 

 

然后将此内核传到 NanoPi2 上，并覆盖原来的内核（下面的代码仅供参考）： 

1. scp /home/ypw/Desktop/linux-3.4.y/arch/arm/boot/uImage 

root@192.168.2.22:/media/fa/boot2/uImage.hdmi 

 

 

当然，使用读卡器直接覆盖也是可以的。 

注意：此处由于我并没有接 LCD，所以我直接覆盖的 hdmi 内核，需要接 LCD 的话，还需要

这样修改内核： 

1. make menuconfig 

2.   Device Drivers --> 

3.     Graphics support --> 

4.       Nexell Graphics --> 

5.         [*] LCD 

6.         [ ] HDMI 

 

内核装好了之后，我们上传一个音乐到 NanoPi2 上，然后使用 mplayer播放（音乐路径同样

仅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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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scp /Users/ypw/Desktop/周杰伦\ -\ 青花瓷.mp3 

root@192.168.2.22:/home/fa/Desktop/qinghuaci.mp3 

2. ssh root@192.168.2.22 

3. mplayer /home/fa/Desktop/qinghuaci.mp3 

 

 

当然，也可以在 vnc 中播放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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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巧 21-  配置视屏服务器 

作者：gjianw217   

链接：http://bbs.ickey.cn/group-topic-id-63634.html 

 

  今天来移植 Mjpg-streamer，搭建视频服务器。mjpg-streamer 是一个很好的开源项目，

用来做视频服务器，使用的是 v4l2的接口。 

 

一、准备 

在编译前，需要安装几个必要的工具和库，不然编译 mjpg-streamer 会出现意想不到的问题，

即终端输入如下命令： 

 

$ sudo apt-get install libsdl1.2-dev subversion 

$ sudo apt-get install libjpeg62-dev 

$ sudo apt-get install imagemagick 

 

二、编译 mjpg-streamer 

1. 下载 mjpeg-stream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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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git clone https://github.com/shrkey/mjpg-streamer 

$ cd mjpg-streamer/mjpg-streamer 

 

2. 编译，重新指定交叉编译器即可 

 

$ make CC=arm-linux-gnueabihf-g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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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出现了如上图所示的错误，说明编译 mjpg-streamer，需要 jpeg 库的支持，虽然在上

面安装了 Ubuntu 仓库的 jpeg 库，但系统提示仍找到对应的头文件，那就有必要通过源码来

编译、安装 jpeg 库。 

 

三、编译 jpeg 库 

1、从 http://www.ijg.org/files/下载 jpeg 源码包 

 

 

2、进入其目录,解压 

 

$ tar xvzf jpegsrc.v9a.tar.gz 

$ cd /home/wu/jpeg-9a 

$ mkdir build-jpeg 

 

3、配置源码（具体配置项可以运行命令./configure --help看看是什么意思，根据实际情

况修改） 

 

 

http://www.ijg.org/fi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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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nfigure CC=arm-linux-gnueabihf-gcc --host=arm-linux-gnueabihf  

--prefix=/home/rabbit/nfs/jpeg-9a/build-jpeg  --enable-shared --enable-static  

 

 

4、编译：make 

5、安装：make install，最后生成了我们需要的 jpeg 库文件 

 

 

三、重新编译 mjpg-streamer 

1 修改源码配置 plugins/input_uvc/Makfile，分别指定 jpeg 的头文件和库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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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重新编译 

 

$ make CC=arm-linux-gnueabihf-gcc 

 

 

 

 

 

四、移植 mjpg-streamer 到 nanopi2 上 

1. 移植生成文件 

在 nanopi2 开发板建立 mjpg-streamer 安装目录，并将源码目录中的库文件，start.sh 和

目录 www 拷贝到/usr/local/mjpg-streamer 目录下 

 

$ mkdir /usr/local/mjpg-streamer 

$ cp *.so usr/local/mjpg-streamer 

$ cp start.sh usr/local/mjpg-streamer 

$ cp -rf www usr/local/mjpg-streamer 

 

2. 测试生成文件 

运行 mjpg_streamer,出现如下错误，说明找不到库文件，根据提示执行命令 

 



  141 

 

 

 

3.再次执行 start.sh 

 

 

 

4. 使用命令的形式，再次执行 mjpg_streamer，出现如下信息，说明移植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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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测试 

1. 打开谷歌浏览器，输入 nanopi2 的 ip 地址和 mjpg-streamer 的端口号，显示其主面，

如下图所示 

 

 

2. 点击左侧的静态(static)，显示瞬时的静态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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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点击左侧的流控（stream)，显示视频流，即动态的画面 

 

 

4 .Java 控制需要安装 VLC 插件，在此不作测试，点击左侧脚本控制（Javacript），显示动

态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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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点击 VideoLAN，提出怎么使用 VLC 开源播放器接收 mjpg-streamer 的视频流，具体显示

如右侧 

 

 

6. 打开源码中的 Windows 客户端测试程序，输入 nanopi2 的 IP，即可接收 mjpg-streamer

的视频流，如右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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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其实在 nonopi2 的 debian 系统中，自带了一个接收 usb 摄像头的软件，如下图所示，

在插入 USB 摄像头并打开该软件后，就会自动接收视频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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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巧 22-  开源 RTSP 库 live555 在 NanoPi 2 上测试  

网络作者：gnensis   

原文链接;http://bbs.elecfans.com/jishu_542962_1_2.html 

 

作为一个 IPC（IP Camera），其最重要的一个功能就是通过网络来进行视频的实时预览。

而这种网络实时又分为两类：一类是局域网环境下的预览；另一类是互联网环境下的网络预

览。从技术难度上说局域网环境下的网络预览难度比较小，主要是因为网络环境简单，而且

网络比较稳定。 在安防监控领域，厂商们基本都有自己的私有协议来实现网络视频传输。

但是也有一个行业的标准 ONVIF 协议，其主要包括基于 Web service 的信令控制和基于 RTSP

协议的视频传输两部分。 

今天我们就来在 NanoPi2 上测试一下开源的 RTSP库 live555。 

 

 

 

一、准备工作 

1.1 下载 live555 源码 

walker@nanopi2:~/opensource$wget  

http://www.live555.com/liveMedia/public/live.2016.01.16.tar.gz 

 

converted 'http://www.live555.com/liveMedia/public/live.2016.01.16.tar.gz'  

(ANSI_X3.4-1968)-> 'http://www.live555.com/liveMedia/public/live.2016.01.16.tar.gz' 

 (UTF-8) 

http://www.live555.com/liveMedia/public/live.2016.01.16.tar.gz 

Resolving www.live555.com (www.live555.com)... 4.79.217.242 

Connecting to www.live555.com (www.live555.com)|4.79.217.242|:80... connected. 

HTTP request sent, awaiting response... 200 OK 

Length: 630314 (616K) [application/x-gzip] 

Saving to: 'live.2016.01.16.tar.gz' 

 

live.2016.01.16.tar.gz100%[=============================================================================>] 

615.54K  35.0KB/s   in 13s 

 

2016-01-19 22:21:27 (48.9 KB/s) - 'live.2016.01.16.tar.gz' saved [630314/630314] 

 

 

1.2 准备一个 H.264 的视频文件 

wget http://www.live555.com/liveMedia/public/264/slamtv60.264 

 

1.3 准备一个支持 RTSP 协议的播放器 

下载链接：http://get.videolan.org/vlc/2.2.1/win32/vlc-2.2.1-win32.exe 

二、编译 

2.1 解压 

http://www.live555.com/liveMedia/public/live.2016.01.16.tar.gz�
http://www.live555.com/liveMedia/public/live.2016.01.16.tar.gz�
http://www.live555.com/�
http://www.live555.com/�
http://www.live555.com/�
http://www.live555.com/�
http://www.live555.com/liveMedia/public/264/slamtv60.264�
http://get.videolan.org/vlc/2.2.1/win32/vlc-2.2.1-win32.ex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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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r xzvf live.2016.01.16.tar.gz 

解压后会在当前目录下出现一个 live 目录 

2.2 编译（很简单，直接 make） 

进入解压出来的 live 目录后输入以下命令： 

./genMakefiles linux 

上面这句会生成 Makefile 

接着输入以下命令来启动编译： 

make 

由于 NanoPi2 的性能，这个编译过程持续了 2 分多钟： 

real    2m41.603s 

user    2m20.404s 

sys     0m16.316s 

 

当然我们可以通过给 make 传入-j 参数来加速编译（其实是多线程编译），j 后面的参数不要 

超过 cpu 的核数。 

这次我传入-j3 试一下： 

real    1m31.069s 

user    3m44.072s 

sys     0m27.100s 

 

以上结果显示果然快乐一分多钟 

 

三、测试 

3.1 将刚才下载的文件拷贝到 live 目录下的 mediaServer/目录中 

walker@nanopi2:~/opensource/live$ cp ../slamtv60.264 mediaServer/ 

3.2 启动 live555MediaServer 服务器 

walker@nanopi2:~/opensource/live$ cd mediaServer/ 

walker@nanopi2:~/opensource/live/mediaServer$ ./live555MediaServer 

LIVE555 Media Server 

        version 0.88 (LIVE555 Streaming Media library version 2016.01.16). 

Play streams from this server using the URL 

        rtsp://192.168.199.244:8554/<filename> 

where <filename> is a file present in the current directory. 

Each file's type is inferred from its name suffix: 

      ".264" => a H.264 Video Elementary Stream file 

      ".265" => a H.265 Video Elementary Stream file 

      ".aac" => an AAC Audio (ADTS format) file 

      ".ac3" => an AC-3 Audio file 

      ".amr" => an AMR Audio file 

      ".dv" => a DV Video file 

      ".m4e" => a MPEG-4 Video Elementary Stream file 

      ".mkv" => a Matroska audio+video+(optional)subtitles file 

      ".mp3" => a MPEG-1 or 2 Audio 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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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pg" => a MPEG-1 or 2 Program Stream (audio+video) file 

 ".ogg" or ".ogv" or ".opus" => an Ogg audio and/or video file 

   ".ts" => a MPEG Transport Stream file 

      (a ".tsx" index file - if present - provides server 'trick play' support) 

     ".vob" => a VOB (MPEG-2 video with AC-3 audio) file 

      ".wav" => a WAV Audio file 

      ".webm" => a WebM audio(Vorbis)+video(VP8) file 

See http://www.live555.com/mediaServer/ for additional documentation. 

(We use port 8000 for optional RTSP-over-HTTP tunneling, or for HTTP live streaming  

(for indexed Transport Stream files only).) 

 

如果出现了以上的打印，说明服务已经跑起来了。 

 

3.3 用 VLC 来测试 RTSP 视频播放 

 

  

点击播放按钮，就可以看到 RTSP 的流媒体播放了。 

 

 

四、总结 

4.1 其实 live555 支持的文件不止是 h.264 的原始码流（ES）流文件，大家也可以测试下其他 

http://www.live555.com/mediaSer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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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ve555 支持的文件； 

4.2 作为一个优秀的开源 RTSP 库，live555 的源代码是很值得学习的。尤其是那些希望提升自 

己 C++，面向对象编程能力的可以了解一下。 

4.3 live555 的流媒体传输也分两部分：RTSP 协议控制传输的信令（要播放的流、开始播放、 

暂停播放、停止播放等）、RTP 协议 

才是真正的传输视频流的协议、还有个 RTCP 协议负责视频流传输过程中的流量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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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巧 23-  使用 NanoPi 2 的串口 

网络作者：ypw   

原文链接：http://bbs.elecfans.com/jishu_537203_1_2.html 

 

今天我们目的是实现串口回环测试，意思就是自己给自己发，然后自己接收到自己发送

的内容。 

首先呢，根据 pinMap 我们可以知道，8 脚是 UART3_TXD，10脚是 UART3_RXD，所以我们需要

将 NanoPi2的 8 脚和 10脚用杜邦线接起来。 

然后呢，我们连接 NanoPi2，写一个程序循环读取串口数据，并打印到屏幕上。 

1. #include <stdio.h> 

2. #include <unistd.h> 

3. #include <fcntl.h> 

4. #include <termios.h> 

5. int main() 

6. { 

7.     int fd = -1; 

8.     fd = open("/dev/ttyAMA2", O_RDWR | O_NOCTTY | O_NDELAY); 

9.     if (fd == -1) 

10.     { 

11.         perror("Open Serial Port Error!\n"); 

12.         return -1; 

13.     } 

14.  

15.     struct termios options; 

16.     tcgetattr(fd, &options); 

17.     //115200, 8N1 

18.     options.c_cflag = B115200 | CS8 | CLOCAL | CREAD; 

19.     options.c_iflag = IGNPAR; 

20.     options.c_oflag = 0; 

21.     options.c_lflag = 0; 

22.     options.c_cc[VTIME]=0; 

23.     options.c_cc[VMIN]=1; 

24.     tcflush(fd, TCIFLUSH); 

http://bbs.elecfans.com/jishu_537203_1_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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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tcsetattr(fd, TCSANOW, &options); 

26.     unsigned char rx_buffer[256]; 

27.     while(1){ 

28.         int rx_length = read(fd, (void*)rx_buffer, 255); 

29.         if (rx_length > 0) 

30.         { 

31.             //Bytes received 

32.             rx_buffer[rx_length] = '\0'; 

33.             printf("%i bytes read : %s\n", rx_length, 

rx_buffer); 

34.         } 

35.     } 

36.     close(fd); 

37.     return 0; 

38. } 
 

编译 

1. nano read.c 

2. gcc read.c -o read 

3. ./read 

 

 

然后我们向串口写入数据： 

1. echo hello > /dev/ttyAMA2 

2. echo test > /dev/ttyAMA2 

3. echo hahaha > /dev/ttyAM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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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d 程序就会输出刚才发送的字符，带换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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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巧 24-  系统体验 Debian 设置和体验 

网络作者：cztqwan    
原文链接：http://bbs.ickey.cn/group-topic-id-63850.html 

 
1、前言 
官方在 2015 年的最后一天更新 Android 和 Debian 的固件，其中对 Debian 系统做出了以下的

更新： 
1) 预装 GPS 相关软件  
2) 预装 OpenCV 相关软件以及一个 demo，可通过以下命令编译并运行 demo: 
    su fa 
    cd ~/Documents/opencv-demo 
    make 
    make run 
3) 默认关闭 Debian 屏保 
4) 预装 minicom、iwconfig、vim、lsof 工具 
5) 预装软键盘 matchbox-keyboard，在命令行执行 softkey 可调出软键盘，方便在触摸屏上录

入文字 
6) 支持一线电阻屏，型号列表： 
    S70D - 7 寸电阻屏 
    P43 - 4.3 寸电阻屏 
    W35 - 3.5 寸电阻屏 
7) 预装 ntp 服务，自动通过网络获得时间 
9) 将 fa 用户的 shell 默认改为 bash 
10) 添加 fa 用户到 sudoers，使其可以运行 sudo 指令 
11) 增加中文语言的支持（默认设置为英文） 
下载地址(百度网盘)：http://pan.baidu.com/s/1dDE0Gwh 
官方的更新还是很给力的，本帖将对烧写好的 Debian 系统进行一些设置，并且体验 Debian
系统。 
 
 
2、上电开机 
 
Debian 系统的开机速度还很快的，上电一会就进入了桌面： 
 
 

http://pan.baidu.com/s/1dDE0Gw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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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 Debian 系统的界面没有 Ubuntu 系统的界面那么华丽，但是对于嵌入式这样的界面也算

不错了。 
可以查看下系统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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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系统占用情况： 
 
 

 

 
也可以在终端中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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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得 TF 卡只能使用 4g 空间很浪费的，可以通过官方维基教程上的方法扩展分区。 
 
 
3、修改中文语言支持 
 
 
系统默认的语言是英文： 
 
 

 

在最新版的固件中已经增加了中文语言的支持并且增加了 vim 编辑器，使得操作更加的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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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只需要简单地设置即可设置系统语言为中文。首先以 root 身份进入控制台（注意：Root
密码是 fa），然后用 vim 打开 locale 文件，命令如下： 
vim /etc/default/locale 
 
 

 
 
可以看到默认是选择了英文作为系统默认语言，改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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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存退出，然后 reboot 系统，语言修改完成。 
 
 

 

 
可以看到系统本身自带了许多非常有用的应用，比如 PDF 查看器、视频播放器、GTK+2 开源

集成开发环境 Geany 以及浏览器等。 
 
 
4 挂载 U 盘 
 
系统自带的内容并不大，为了能测试一下自带的应用，所以在 Debian 系统中挂载 U 盘。 
首先，在终端输入 fdisk -l 命令查看设备名称： 
 
 

 
 
然后插入 U 盘，杂次输入 fdisk -l 命令查看设备名称，多出来的就是 U 盘的设备名称，如下

图，U 盘的设备名为/dev/sd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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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输入以下命令可以挂载 U 盘： 
 
 

 
 
 
5 应用体验 
 
使用系统的 MuPDF 软件打开一本接近 40M 的 PDF，能够很快显示出页面，但是翻页能明显

觉得卡顿，应该是软件本身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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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 lceweasel 浏览器，反应速度很快： 
 
 

 

 
打开图片比较多的网站时间稍微有点长，显示效果很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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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 Geany 软件，官方已经提供了一个简单的 demo，可以直接编译运行： 
 
 

 
 
接下来看下视频播放，打开 SMPlayer，选择一部 720P 的电影，播放效果不错，没有出现卡

顿，拖动播放条，也能很快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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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次官方的固件更新中还有一个很吸引人的地方，就是预装了 OpenCV 的相关软件，可以

方便地进行 OpenCV 的开发。官方的提供了一个例子，需要摄像头才能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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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巧 25-  修改 Debian 系统默认语言 

网络作者：LiuYang   

原文链接：http://bbs.ickey.cn/group-topic-id-63262.html 

 

NanoPI2 的 Debian 默认是英文，虽然也可以使用，但是想要特别点的，而且用原来的方法

汉化不全，看来还是有别的办法。 

 

 
    借助于 locales工具可以修改系统的语言，首先需要安装。 

    安装的过程中自动做了一些操作，但是没有什么用，需要手动更改一下。 

 

    安装完成后运行 dpkg-reconfigure locales，出现设置界面 

http://bbs.ickey.cn/group-topic-id-6326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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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中 zh-CN 的这几个，点 OK 

 

    然后提示选择默认的语言，我们选的是 zh_CN。再次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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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始了一系列的自动设置，完成后重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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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变成中文了，而且汉化的程度比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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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巧 26-  OpenCV 开发（一）介绍篇 

网络作者：cztqwan  

原文链接：http://bbs.ickey.cn/group-topic-id-64216.html 

 

一、前言 
Nano Pi2 的最新版的 Debian 系统固件中已经预装 OpenCV 相关软件，使得在 Nano Pi2 上开

发 OpenCV 变得非常方便。Nano Pi2 的 Debian 系统已经预装编译工具，所以只需要 Nano Pi2
加上鼠标键盘和显示器就能独立完成 OpenCV 的开发。 
先来了解 OpenCV 是什么。 
OpenCV 是一个广受欢迎的开源计算机视觉库，它提供了很多函数，实现了很多计算机视觉

算法，算法从最基本的滤波到高级的物体检测皆有涵盖。OpenCV 的设计目标是执行速度尽

量快，主要关注实时应用，它采用优化的 C/C++代码编写，能够充分利用多核处理器的优势，

其主要目标是构建一个简单易用的计算机视觉框架，以帮助开发人员更便捷地设计更复杂的

计算机视觉相关应用程序。 
 

 

 
OpenCV 于 1999 年由 Intel 建立，如今由 Willow Garage 提供支持。它是一个基于开源发行的

跨平台计算机视觉库，可以运行在 Linux、Windows、Mac OS、Android、iOS、Maemo、FreeBSD、
OpenBSD 等操作系统上。 
 
OpenCV 可用于解决如下领域的问题： 
•人机交互 
•物体识别 
•图像分区 
•人脸识别 
•动作识别 
•运动跟踪 
•机器人 
本帖将基于 Nano Pi2 的最新版的 Debian 系统进行 OpenCV 开发的讲解。 
 
二、第一个 demo 
 
友善之臂官方是为 Nano Pi2 Debian 系统的 OpenCV 提供了一个 demo 的，只是这个 demo 是

需要驱动摄像头的，相信大部分人是没有配摄像头的，所以这个 demo 也就只能看看源代码

了。 

http://bbs.ickey.cn/group-topic-id-6421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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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实现一个简单的 demo，显示图片，来测试 Nano Pi2 Debian 系统的 OpenCV 环境。 
首先进入目录/home/fa/Documents/opencv-demo，新建一个 demo01 目录，然后添加一张图

片和新建一个 main.cpp 文件： 
 

 
 
打开 main.cpp 文件，输入以下代码： 
 

 

 
程序中代码首先读入一张图片，然后在窗口中显示栽入的图片，最后等待 12000 ms 后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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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关闭。Mat 是 OpenCV 中的图像结构体。 
打开终端，进入刚建好的目录下，使用以下命令编译源代码： 
g++ main.cpp -o main -lopencv_core -lopencv_highgui -lopencv_imgproc 
 
g++是对 cpp 文件进行编译，-o 指定编译后可执行文件的名称，-l 是需要链接的 opencv 支持

库。 
 

 
 
执行可执行文件 main.c 后，可以看到成功打开了图片： 

 

7 寸的屏幕还是太小了，有条件的还是通过 HDMI 外接一个大点的显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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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巧 27-  OpenCV 开发（二）几个例子 

网络作者：cztqwan   

原文链接：http://bbs.ickey.cn/group-topic-id-64272.html 

 
一、前言 
 
前一个帖子已经在 NanoPi2 上运行了一个简单的例子，由于没有摄像头模块，所以用了一个

很简单的例子来测试预装的 OpenCV 软件库是否正常。本帖将实现几个比较简单的例子，继

续展示 OpenCV 的功能。 
 
二、图像腐蚀 
 
图像腐蚀是最基本的形态学运算之一， 即用图像中的暗色部分“腐蚀”掉图像中的高亮部

分。代码如下： 
 

 

 
程序首先是载入图像，然后显示原图像，接着定义一个 Mat 类型的变量来获得

getStructuringElement 函数的返回值，而 getStructuringElement 函数的返回值为指定形状和

尺寸的结构元素。接着调用 erode 函数进行图像腐蚀操作，最后调用 imshow 函数显示处理

后的图像，用 waitKey 函数等待按键按下，以便能让窗口一直显示。效果如下： 
 

http://bbs.ickey.cn/group-topic-id-6427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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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均值滤波 
 
均值滤波可以模糊图像，在图像上对目标像素给一个模板，该模板包括了其周围的临近像素，

再用模板中的全体像素的平均值来代替原来像素值。 

 
 
程序代码作常好理解，载入并显示原始图后，调用一次 blur 函数，最后显示效果图。效果

可以看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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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边缘检测 
 
边缘检测是图像处理和计算机视觉中的基本问题，边缘检测的目的是标识数字图像中亮度变

化明显的点。图像属性中的显著变化通常反映了属性的重要事件和变化。 
 

 
 
载入图像，并将其转成灰度图，再用 blur 函数进行图像模糊以降噪，然后用 canny 函数进行

边缘检测，最后进行显示。效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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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视频播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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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播放其实就是把一帧一帧的图像按一定的速度显示出来。 
 

 

 
首先定义了一个 Mat 变量，用于存储每一帧的图像，接着读取当前帧到 Mat 变量中，然后

调用 imshow 显示当前的这一帧图像，并用 waitKey 延时 30 毫秒，开始下一次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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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结语 
NanoPi2 的 Debian 固件对 OpenCV 的支持是非常不错的，学习 OpenCV 的同学使用一个

NnaoPi2 应该是非常方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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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巧 28-  OpenCV 开发（三）基本绘图 

网络作者：cztqwan   

原文链接：http://bbs.ickey.cn/group-topic-id-64336.html 

 

一、前言 
 
OpenCV 除了包含很多图像视频处理的算法程序外，还提供了一些基本的绘图函数，可以利

用这些基本的绘图函数绘画出很多几何上的图形，运用好的话可以做出非常好的效果。本帖

简单介绍一下 OpenCV 的基本绘图函数的用法。 
 
二、绘图 
 
OpenCV 提供了绘制圆、椭圆、矩形和线的函数。 
先贴出代码： 
 

 

 
可以发现无论是圆、椭圆、矩形还是线，这些函数的参数都很相似。第一个参数都是接受绘

图的图像，而 Point 则定义一个点，Scalar 指定 BGR 顺序的颜色，thickness 指定线宽，如果

为-1 表示是实心的，lineType 表示线型。 
 
三、结果 
 
编译程序成功后，执行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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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和椭圆的效果： 
 

 

下面矩形和线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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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巧 29-  OpenCV 开发（四）直方图均衡化 

网络作者：cztqwan   

原文链接：http://bbs.ickey.cn/group-topic-id-64517.html 

 

一、介绍 
 
直方图均衡化是图像处理领域中利用图像直方图对对比度进行调整的方法。直方图均衡化通

过使用累积函数对灰度值进行“调整”以实现对比度的增强。 
图像的像素灰度变化是随机的，直方图的图形高低不齐，直方图均衡化就是用一定的算法使

直方图大致平和的方法。简而言之，直方图均衡化是通过拉伸像素强度分布范围来增强图像

对比度的一种方法。 
 

 
 
均衡化指的是把一个分布 (给定的直方图) 映射到另一个分布 (一个更宽更统一的强度值分

布)，所以强度值分布会在整个范围内展开。 
 
二、程序设计 
 
在 OpenCV 中，直方图均衡化的功能实现由 equalizeHist 函数完成。 
C++: void equalizeHist(InputArray src, OutputArray dst) 
·第一个参数，InputArray 类型的 src，输入图像，即源图像，填 Mat 类的对象即可，需为 8
位单通道的图像。 
·第二个参数，OutputArray 类型的 dst，函数调用后的运算结果存在这里，需和源图片有一

样的尺寸和类型。 
由 equalizeHist 函数实现的灰度直方图均衡化算法，是把直方图的每个灰度级进行归一化处

理，求每种灰度的累积分布，得到一个映射的灰度映射表，然后根据相应的灰度值来修正原

图中的每个像素。 
用以下的代码看看 equalizeHist 函数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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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实验结果 
 
在 Debian 系统的终端中编译代码，然后执行： 
 

 

 
下面是程序运行后得到的结果，可以看到原始图像和直方图均衡化以后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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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到，经过直方图均衡化以后，图像的对比度增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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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巧 30-  OpenCV 开发（五）目标跟踪 

网络作者：cztqwan   

原文链接：http://bbs.ickey.cn/group-topic-id-64930.html 

 
一、前言 
前面几个帖子学习了 OpenCV 的一些基本的使用方法，本帖利用 OpenCV 提供的 cvMeanShift
函数实现一个简单的目标跟踪例子，继续展示 OpenCV 的功能。cvMeanShift 函数是 OpenCV
提供的一个利用均值漂移算法实现目标跟踪的函数，cvMeanShift 函数在给定反向投影和初

始搜索窗口位置的情况下，用迭代方法寻找目标中心。 
二、代码介绍 
代码如下所示，已经在源代码中详细注释了，在这里就不多做解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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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实验效果 
 
在 Debian 系统的终端中使用以下命令编译代码，然后执行： 
sudo g++ main.cpp -o main `pkg-config --cflags --libs opencv` 
上面的命令使用 pkg-config程序命令，该命令能把编译OpenCV程序所要链接的库提供给GCC
编译器，使用起来非常方便。 
在 Tracking Demo 窗口中选择要跟踪的区域，效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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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代码利用 OpenCV 提供的函数实现了目标跟踪，但是局限性非常大，对于特点明显地地

方才能起到较好的效果，如果选择的跟踪区域特点不明显，很容易出现跟踪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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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巧 31-  Debian 下 GPIO 的使用（一） 

网络作者：caolidong    

原文链接：http://bbs.ickey.cn/group-topic-id-64155.html 
 
 
过程笔记： 
在开始使用 GPIO 前，需要先了解下在终端中常用的一些指令，这些内容比较零散，它不会

让你变成终端调试达人，但对于了解这篇日记有很大作用。下面由简到繁。 
linux 系统中任何设备、驱动、文件都是以文件的形式存在的，文件都有读、写、执行权限

问题，在终端下执行 sudo su，表示“变身”到超级用户，对文件具有最高管理权限，exit
表示从超级用户还原到普通用户。 

   pwd命令，会显示当前路径，ls命令会显示当前文件夹下的所有文件夹和

文件，cd命令表示进入某一文件夹，相当与在图形界面中双击一个文件夹，而在

图形界面中双击，只能双击你看到的，但 cd命令可以打开当前文件夹中的子文

件夹，例如： 

        

 

        

这样便从/home/fa 文件夹进入到了 opencv-demo 文件夹，每个路径中都有若干个“/”，但

这几个“/”略有不同，第一个“/”表示根，其余的表示子文件夹。在 NanoPi2 的 debian
系统终端中，绿色表示二进制可执行文件，灰白色表示可用编辑器编辑的文件，蓝色代表文

件夹。 
“=$”命令可以对某一变量赋值，但要注意的是在“=$”两侧不能有空格，echo 命令表示

在终端显示出某个变量的内容，也支持字符串常量： 

 

 

http://bbs.ickey.cn/group-topic-id-6415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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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变量名] in [文件名]；do[循环体]；done”表示将[文件名]的内容赋给[变量名]，

[文件名]可以是 1 个具体的全字符名，也可以是带有*的缺省名，带有*的缺省名是一系列具

有类似特征的名，如果[文件名]不是空，那么就执行[循环体]里的内容，例如： 

 

 

        

cat 命令可以将一个文件内的内容显示在终端，但不具有编辑属性，例如： 
        

 

 

        

如果需要编辑，请使用 vi、vim 等命令，再来看下 NanoPi2 下 GPIO 端口的使用，gpio 在 linux
系统中的配置也是通过文件来完成的，在/sys/class/gpio 下，首先 cd /sys/class/gpio，用

ls 查看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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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看到有这些文件，浅蓝色的也是文件夹。 
       export 是用来使能端口的文件。 
       unexport 是用来失效端口的文件。 
       gpiochip0 记录了 GPIOA 相关 32 位寄存器信息。 
       gpiochip32 记录了 GPIOB 相关 32 位寄存器信息。 
       gpiochip64 记录了 GPIOC 相关 32 位寄存器信息。 
       gpiochip96 记录了 GPIOD 相关 32 位寄存器信息。 
       gpiochip128 记录了 GPIOE 相关 32 位寄存器信息。 
       由于 S5P4418 的 GPIO 只从 A 到 E，因此只用前几个即可，通过以下命令查看 GPIOA、
GPIOB、GPIOC、GPIOD、GPIOE 的编号： 
 for Pin in gpiochip* ; do  echo `cat $Pin/label`: `cat $Pin/base` ; done 

  上面红色的位置应是相同的变量名,这句话的意思是将带有 gpiochip前缀的

文件名赋给 Pin，如第一次循环中 Pin = gpiochip0，进入 do后，读取

gpiochip0/label中的内容并打印在终端，再将 gpiochip0/base中的内容并打

印在终端。将当前文件夹下所有带有 gpiochip前缀的文件遍历一遍后循环结束。

gpiochip0/label中保存的是 GPIO的标志，gpiochip0/base中保存的是 GPIOx0

的编号，输出结果如下： 

      

 

 

 

  在这里 nxp.gpio.0 表示 GPIOA，nxp.gpio.1 表示 GPIOB，以此类推。 
  我们可以通过 echo [端口编号] > export 命令使能端口，前提是在/sys/class/gpio 目录下，

如： 
       echo 58 > export 
  这样就使能了编号为 58 的 GPIO，那 58 到底是 GPIO 几呢？在上面的图中可以看出 58 在

32 和 64 之间，gpio 的编码是由 GPIOx0 的编号加上目的端口编号得到的，因而，58 是由

nxp.gpio.1 的首个端口编码 32 加上 26 得到的，也就是 GPIOB0 加上了 26 偏移量，即 GPIOB26.
因为使能后的端口也是由文件的形式表示的，通过 ls 命令可以看到文件加下多了一个 gpio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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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pio58也是一个文件夹，通过 cd、ls可以看到里面的文件，GPIO

的输入输出性质是由 direction来控制的，我们可以通过下面的命令进行配置端

口： 

       echo [动作] > direction 
       前提是在 gpio58 文件夹下，[动作]可以接受 4 个参数：in, out, high, low。in、out 分别

用于指定输入输出，high、low 将端口设置为高电平或低电平，由于高低是输出才能配置的

属性，因此同时此端口默认设置为输出。还可以通过以下命令设置端口的高低电平： 
 
       echo [电平] > direction 
       [电平]可以接受 2 个参数，0 或 1，1=高电平，0=低电平。 
       以上操作会在 NanoPi 重启后清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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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巧 32-  Debian 下 GPIO 的使用（二） 

网络作者 caolidong  

原文链接：http://bbs.ickey.cn/group-topic-id-64212.html 

 
   本次内容： 
有了上篇 Debian 下 GPIO 调用的讲解，接下来就可以将其应用在程序中了，本篇实现了在

Debian 下对改进后小车的驱动。 
  
  工具： 
        NanoPi2，万用表，小车，数据线，移动电源。 
  
 过程笔记： 
       在 linux 系统中，对文件的操作是通过 fcntl.h 文件中的 open()、close()、read()、write()
函数完成的，它们的作用： 
              open()：打开文件。 
              close()：关闭文件。 
              read()：以字符串形式读取文件内容。 
              write()：以字符串形式写入文件。 
  因而，首先需要在我们的测试程序 car.c 中包含 fcntl.h 头文件，并定义我们要操作的 gpio
文件： 

        

 
  还需要一个初始化函数，来使能用到的这些端口，上次裸机测试用到的端口是： 

         
 
      这次依旧用这些： 

http://bbs.ickey.cn/group-topic-id-6421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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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n()函数有 3 个参数，第一个是要打开的文件，第二个是对打开文件的操作类型，第三个

是打开权限，在这里，我们要通过 export 文件使能用到的 4 个端口，对文件的操作类型是

只读，将打开权限设置为“0666”。 
对于文件的权限，在 linux 中由用户、群组、其他几种等级，每个等级都有读权限、写权限、

执行权限几种。可读用二进制 100 表示，可写用二进制 010 表示，可执行用 001 表示。在

这个实例中要将文件设置为可读、可写，也就是 100+010，即 110，将二进制 110 转化为十

进制即为 6，关于文件的权限设置，由 4 位数表示，0666 就是将用户、群组、其他的权限都

设置为可读、可写。否则会在读写 export、direction、value 文件时就会出现错误。 
 还需要将对文件的操作，封装成一个函数，便于在 main 函数中调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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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pio()函数会从调用它的函数中得到文件路径和要写入的字符串两个参数，执行完后，关

闭文件。接下来是主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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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初始化成功后，会提示“小车开始运动”，通过 for 循环来延时，并通过 gpio_se 函数

来设置 GPIO 的高低电平。 
   实际操作下，在终端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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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 

技巧 33-  ROS 在 NanoPi 2 上的源码编译 

网络作者 caolidong  

原文链接：http://bbs.ickey.cn/group-topic-id-64531.html 

 
 1.本次内容：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将会看到关于开源的内核系统 ROS 的内容，此篇是 ROS 在 NanoPi2 上

的源码编译安装过程，要在 NanoPi2 上完全通过编译并正确安装 ROS 首先你要对 make、
CMakeFile 等脚本稍微有些了解，并熟悉 C++，因为编译过程中会遇到很多问题，甚至修改

源码，因为在 PC 上和在 ARM 上程序的编译机理稍微有些区别，你可以正确修改源码或者想

方设法避开错误，以完成最后的安装。 
  
2.工具： 
    NanoPi2，网络。 
  
3.过程笔记： 
ROS 官方安装教程：Hydro Full Install on Debian from source 
ROS 在 linux 的发行版中，对 Ubuntu 的支持最佳。但本人对底层系统的制作并不擅长，没有

成功做出Ubuntu的文件系统，因此只好在官方提供的Debian系统上进行编译，官方的Debian
系统是 Jessie，但 ROS 对 Debian 的支持只是测试安装在 Wheezy 上，因此是否能在 Jessie 上

成功编译完成，在我安装之前是不知道的，最终用了一周时间，解决了所有问题，将 ROS
成功编译在了 Jessie 上。 
ROS 至今已 8 年之久，在最后的三个版本 Hydro、Indigo、Jade 是相差不大的，而只有 Hydro
的完整版本经过了在 Debian 系统上的测试，因此，选择了 Hydro 版本。 
首先，在 ros-latest.list 上添加安装软件源的支持： 
sudo sh -c 'echo "deb http://packages.ros.org/ros/ubuntu wheezy main"> 
/etc/apt/sources.list.d/ros-latest.list' 
设置安装源的密钥： 
wget https://raw.githubusercontent.com/ros/rosdistro/master/ros.key -O - | sudo apt-key add - 
再更新源： 
sudo apt-get update 
安装 bootstrap 依赖项，否则会在编译时提示缺少库而中断： 
sudo apt-get install python-rosdep python-rosinstall-generator python-wstool build-essential 
依赖配置程序初始化及更新： 
sudo rosdep init 
rosdep update 
在下载源码之前要，先创建 catkin 空间： 
mkdir ~/ros_catkin_ws 
cd ~/ros_catkin_ws 
下载 ROS 源程序，ROS 有 Desktop-Full、Desktop、ROS-Comm 三个版本，ROS-Comm 只含

有 ROS 基本的功能包与必须的库文件，Desktop 在 ROS-Comm 基础上添加了一些 GUI 工具，

Desktop-Full 在 Desktop 基础上又添加了 2D/3D 仿真、导航等工具，我安装了 Desktop-Full
版本，可能会遇到很多报错，因而很多工具还是不能用，因而推荐编译 Desktop 或占空间

最少的 ROS-Comm 版本。下面介绍的是用的 Desktop-Full 版本的安装，如果对编译不熟，建

http://bbs.ickey.cn/group-topic-id-6453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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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不要尝试： 
rosinstall_generator desktop_full --rosdistro hydro --deps --wet-only > 
hydro-desktop-full-wet.rosinstall 
wstool init -j8 src hydro-desktop-full-wet.rosinstall 
下面是一段漫长的时间，网速好的话也需要进 2 个小时，才把所有源码下完，会占用 5.5G
的空间，如果中途中断，请用下面的命令继续： 
wstool update -j 4 -t src 
等源码下载完整后，进行依赖问题的解决： 
rosdep install --from-paths src --ignore-src --rosdistro hydro -y -r --os=debian:wheezy 
还有一些其他的包需要安装，并用 Checkinstall 工具生成 Debian 程序包，首先安装 Checkinstall： 
mkdir ~/ros_catkin_ws/external_src 
sudo apt-get install checkinstall 
添加其他包的源支持： 
sudo sh -c 'echo "deb-src http://ftp.us.debian.org/debian unstable main contrib non-free">> 
/etc/apt/sources.list' 
sudo sh -c 'echo "deb http://ftp.us.debian.org/debian wheezy-backports main">> 
/etc/apt/sources.list' 
sudo apt-get update 
安装 Bullet： 
cd ~/ros_catkin_ws/external_src 
    mkdir backports 
    cd backports 
    sudo apt-get build-dep libbullet-dev 
    sudo apt-get -b source libbullet-dev 
    sudo dpkg -i *.deb 
安装点云库（Point Cloud）： 
sudo apt-key adv --keyserver keyserver.ubuntu.com --recv-key 19274DEF 
    sudo echo "deb http://ppa.launchpad.net/v-launchpad-jochen-sprickerhof-de/pcl/ubuntu 
maverick main">> /etc/apt/sources.list 
    sudo apt-get update 
    sudo apt-get install libpcl-all 
安装 3D 模型库（Collade Dom） 
cd ~/ros_catkin_ws/external_src 
    mv ~/Downloads/collada-dom-2.4.0.tgz . 
    tar -xzf collada-dom-2.4.0.tgz 
    cd collada-dom-2.4.0 
    sudo apt-get install libxml2-dev 
    cmake . 
    make 
    sudo checkinstall make install 
在出现提示是否需要修改时，选择“2”，将包名称由原来的 collade-dom 修改为

collade-dom-dev ， 接 下 来 安 装 3D 模 拟 器 ： 先 要 下 载 player ：

http://sourceforge.net/projects/playerstage 
cd ~/ros_catkin_ws/external_src 

http://sourceforge.net/projects/playerst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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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v ~/Downloads/player-3.0.2.tar.gz . 
    tar -xzf player-3.0.2.tar.gz 
    cd player-3.0.2/ 
    cmake . 
    make 
    sudo checkinstall make install 
再安装 sdformat dependency 
sudo apt-get install mercurial 
cd ~/ros_catkin_ws/external_src 
hg clone https://bitbucket.org/osrf/sdformat sdformat 
cd sdformat 
cmake . 
make 
sudo checkinstall make install 
编译、建立 Gazebo： 
sudo apt-get install build-essential libtinyxml-dev libtbb-dev libxml2-dev libqt4-dev 
pkg-config  libprotoc-dev libfreeimage-dev libprotobuf-dev protobuf-compiler libboost-all-dev 
freeglut3-dev cmake libogre-dev libtar-dev libcurl4-openssl-dev libcegui-mk2-dev libopenal-dev 
cd ~/ros_catkin_ws/external_src 
hg clone https://bitbucket.org/osrf/gazebo gazebo 
cd gazebo 
hg up gazebo_1.9 
cmake . 
make 
sudo checkinstall make install 
以上就准备好了所有的建立编译 ROS 的准备工作，上面的每一步出错，都要解决后才能进

行下一步，接下来就是建立编译 ROS： 
cd ~/ros_catkin_ws 
./src/catkin/bin/catkin_make_isolated --install -DCMAKE_BUILD_TYPE=Release 
echo "source ~/ros_catkin_ws/install_isolated/setup.bash">> ~/.bashrc 
至此，安装完成，运行下面的命令测试下，如果不报错，就是没问题了： 
Rosc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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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巧 34-  NanoPi 2 与 PC 的 ROS 网络通路构建 

网络作者 caolidong  

原文链接：http://bbs.ickey.cn/group-topic-id-64532.html 

 
本次内容： 
这篇日记记录了 NanoPi2 与虚拟机中 Ubuntu 的静态 IP 地址设置，并通过话题发布与订阅的

形式实现了与 PC 机的网络通讯。 
工具： 
   NanoPi2，PC，网络。 
  
过程笔记： 
1.静态 IP 地址设置： 
   在 NanoPi2 中以 root 身份用 vim 或 geany 打开/etc/network/interfaces.d/wlan0 文件，将

“iface wlan0 inet dhcp”改为“iface wlan0 inet static”，并添加 ip 地址(address)、子网 (netmask)、
网关(gateway)，如图： 

          

 
 
   重启网卡或直接重启 NanoPi2 后就可以将 IP 配置为静态的。 
   在虚拟机的 ubuntu 中用图形界面即可配置，打开左下角的网络连接，选到 IPv4 选项卡，

进行如下配置： 
      

http://bbs.ickey.cn/group-topic-id-6453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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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重新连接网络，或登出、登入系统，即可使用静态 IP，并用 nm-tool 命令机 ping 命

令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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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保网络有反应，则说明静态 IP 配置成功。 
  
1.网络通讯设置与测试： 
NanoPi2 端： 
首先，通过 ping 命令来查看，PC 与 NanoPi2 是否在同一网段，再在 NanoPi2 的/etc/hosts
文件中添加 PC 机的 IP 地址与主机名： 

       

 

 
 
然后通过下面的命令重置网络，使设置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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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do /etc/init.d/networking restart 
再通过下面的命令，通知 NanoPi2 的 ROS 主机地址： 
# export ROS_MASTER_URI=http://192.168.1.175:11311 
PC 端： 
同样要修改 hosts 文件，与 NanoPi2 端类似，并重置网络： 

       

 

 
然后同样设置 ROS 主机地址： 
# export ROS_MASTER_URI=http://192.168.1.175:11311 
这样一个网络通路就搭建完成了，在 PC 机上启动 roscore，并启动方向按键的节点： 
roscore 
rosrun turtlesim turtle_teleop_key 
在 NanoPi2 上启动 turtlesim 节点，调出图示窗口： 
rosrun turtlesim turtlesim_node 
就可以通过 PC 机的方向按键通过无线来控制 NanoPi2 上的 turtle 移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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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巧 35-  基于 ROS 的远程监控实现 

网络作者 caolidong  

原文链接：http://bbs.ickey.cn/group-topic-id-64746.html 

 
本次内容： 
上篇日记中建立了 NanoPi(Debian)与 PC(ubuntu)之间的 ROS 网络通路，并进行了 PC 键盘控

制 NanoPi 中的小龟移动测试，这篇文章继续扩展，实现在 PC 上的 node 订阅 NanoPi 上发布

的实时图像话题。 
  
过程笔记： 
NanoPi2 端： 
首先，需要在 NanoPi 上编辑图像话题的发布文件 pub.cpp，需要包含下面的头文件： 

 
 
ros.h 包含了 ros 系统的函数库，image_transport.h 中定义了图像传输的类，在 ROS 中 OpenCV
图像与 ROS 图像的转换是通过 cv_bridge 完成的，因此需要包含 cv_bridge.h 文件，

image_encofings.h 是传感器相关的消息类型，highgui.h 文件提供了 OpenCV 窗口控件的调用。

接下来是主函数的编写，来完成图像话题的发布功能： 

http://bbs.ickey.cn/group-topic-id-6474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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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函数中，首先用 OpenCV 的获取图像接口类 VideoCapture 实例化，将从摄像头得到的

图像转换为ROS图像格式，并用pub话题发布出去。在此定义一个 image_transport::Subscriber
类对象 pub 来发布 camera/image 类型的话题，如果相机读取错误或 ROS 状态错误也会提示

“Faild to capture frame”的信息。 
PC 端： 
需要编写图像话题订阅程序 sub.cpp，首先同样需要包含以下头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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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main函数中使用 image_transport::Subscriber类创建一个 sub对象，用来订阅 camera/image
类型的话题，一旦接收到 camera/image 类型的话题后，就会启用回调函数 imageCallback，
将得到的 ROS 格式图像通过 cv_bridge 再次转化为 opencv 的可识别格式，并通过 cv::imshow
函数将实时视频显示在“Cam”窗口中。 
        

 
 
至此需要准备的程序完毕，在 CMakeList.txt 中添加生成可执行文件的命令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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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Catkin 空间中执行 catkin_make,即可生成 pub 与 sub 的可执行文件，要在 PC 端生成 sub
执行文件，在 NanoPi 端生成 pub 可执行文件。 
PC 端：接下来用上个日记中建立网络通路的方法在 pc 端 ping 通 NanoPi，并分别设置主机

端口，再在 PC 端运行 master： 

         

 
NanoPi2 端：在 NanoPi 上启动具有发布图像功能的节点： 
      

 
 
PC 端：在 PC 端启动订阅图像功能的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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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便可从 pc 端看到从 NanoPi 端传回的图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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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巧 36-  跟着小狂玩 NanoPi 2 之家庭服务器篇 

网络作者：3guoyangyang7 

原文 链接：http://bbs.elecfans.com/jishu_539890_1_1.html 

 
 说明一下，要想实现本内容的功能，就要完成一些环境的搭建，这里就不一一讲述了，大

家可以看这个链接：http://bbs.elecfans.com/jishu_539463_1_1.html 
 
samba 环境的搭建 

 

1、nanopi2上搭建 samba 环境 
 
首先更新一下软件源。 
 

 
 
然后安装 samba 
 

 
 
建立共享的文件夹，我们建的是 share 
 

 
 
安装完成后，配置下边目录的文件 
 

 
 
在最后添加下边几句话。 
 

 
 
Path 是你的共享目录，valid users 是指你添加的用户名，剩下那些就是打开权限的事，直接

照写就行了，修改完成后，然后保存。 

http://bbs.elecfans.com/jishu_539463_1_1.html�


  210 

 
下一步是重启 samba 服务 
 

 
 
重启完成后，添加用户，就是刚才写入到文件用户名 
 

 
 
输入两次密码就算完成，然后后面就是测试。 
 
2、测试 
 
直接在你的电脑中的地址栏输入\\你的 ip 地址就行，先查看一下 ip 地址是多少 
 

 

 
我的是这个地址 
 

 
 
输入后出现这个共享目录，恭喜你建立成功 
 
建立个文件夹测试一波 
 

 

 
看开发板上有没有此目录 
 

http://bbs.elecfans.com/try.html�


  211 

 
 
建立完成，samba 服务器搭建完成。 
 
二、minidlna 媒体流服务器的建立 
 
1、nanopi 上的环境搭建 
 
 

 
 
首先要做的就是清空现在 pi 上已经安装的 minidlna，输入下边三条指令 
 
sudo apt-get purge minidlna -y 
 
sudo apt-get remove minidlna 
 
sudo apt-get autoremove –y 
 
然后更新软件源 
 
sudo apt-get update 
 
 
安装编译 minidlna 所需要的依赖包 
 
sudo apt-get build-dep minidlna –y 
 
 
如果出现错误了，可以按照下列方式更新 
sudo apt-get install autopoint debhelper dh-autoreconf gcc libavutil-dev libavcodec-dev 
libavformat-dev libjpeg-dev libsqlite3-dev libexif-dev libid3tag0-dev libogg-dev libvorbis-dev 
libflac-dev –y 
 
下载最新的 minidlna 的源码包 
 
wget http://sourceforge.net/projects/minidlna/files/latest/download?source=files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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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nidlna.tar.gz 
 
 
解压源码包 
 
tar -xvzf minidlna.tar.gz 
 
 
进入主目录： 
 
cd minidlna-1.15 
 
 
配置编译环境和条件，同时进行编译和导入工作 
 
./configure&& sudo make && sudo make install 
 
 
然后复制配置文件到相应的文件夹下 
 
sudo cp minidlna.conf  /etc/ 
 
 
复制自动启动脚本到相应的文件夹下 
 
sudo cp linux/minidlna.init.d.script  /etc/init.d/minidlna 
 
 
修改启动脚本的权限 
 
sudo chmod +x /etc/init.d/minidlna 
 
 
设置默认的 miniDLNA 使用设置 
 
sudo update-rc.d minidlna defaults 
 
 
编辑配置文件 
 
sudo vim/etc/minidlna.conf 
 
 
我们的配置文件更改的有下边几个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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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蔽掉原来的目录配置，新建自己的目录配置，minidlna 支持单独的目录配置，V 代表视频，

A 代表音乐，P 代表图片 
 

 

 
这一块是设置你的 dlna 在其他机器上显示的名字，这里我们不修改，也可以更改成相应的

名字 
 

 
 
这两块是设置日志文件的地址，打开就行 
 

 
 
这一块要改成 yes，因为这个是自动更新目录，其他的都不要动。 
 
重新开启 minidlna 服务 
 
sudoservice minidlna restart 
 
然后查看一下状态 
 

 
 
要是不行的话可以重启一下试试。 
 
到此 pi2 上的环境搭建完成，我们来看一下电脑上怎么玩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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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测试 
 
首先确保你的网络和你的 pi 在一个网段内，这个是打前提 
 
然后打开电脑在最右侧找到网络，点进去 
 

  

 
找到媒体设备，就会发现你的设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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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可能你没有找到媒体设备，那是可能由于你的媒体流没开，至于怎么打开媒体流这个大

家可以百度以下的，一但打开的话，就应该能看到你的 dlna 设备。 
 
在百度里输入你的 ip 地址：端口号就能看到 dlna 里的统计数据，具体看下 
 

  

 

  

 
下边你可以通过 samba 往里边考入一些音乐和视频，然后打开看一下 
 
这是测试电脑上的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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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视频： 
 

  

 
图片： 
 

  

  
 
三、手机端访问 dlan 和 samba 
 
1、访问 samba 
 
手机加入这个网络，然后找到文件管理的网络邻居，直接就能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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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就是 samba 共享的文件打开看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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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就是我们共享的文件了。 
 
2、Minidlan 的查看 
 
我们使用的是 MoliPlayer,这个软件直接可以在应用市场找到。然后打开后，点到附近选项，

就会看到你的 dlna 设备，如下图，还能看到 samba 的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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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进去看看，顺便放一下音乐和视频，体验一下显示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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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巧 37-  跟着小狂玩 NanoPi 2 之 web 服务器篇 

网络作者：3guoyangyang7  

原文链接：http://bbs.elecfans.com/jishu_540514_1_1.html 
 

一、nginx 的安装 
 
采用命令行的安装方式 
 
安装前先更新一下源 
 

 

 
然后输入下边的指令安装 
 

 
 
网上有资料显示 nginx 的根目录在 /usr/share/nginx/www 下，但是我门安装的 nginx 的根目

录是在/var/www/html 下，这个可以参考下面就知道了。默认的 nginx 监控的是 80 端口，所

以我们直接在浏览器中输入 
 

 

 
或者直接输入 IP 地址就行，就应该能显示下边的图像 
 

 
 
如果没有显示，你输入下边的指令试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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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就没有什么问题了，这个问题的原因也就是你的 nginx 的主目录在哪导致的，下边会具

体讲解。 
 
到这里 nginx 就完事了，所以这一步是比较简单的。 
 
二、php 和 sqlite 的安装 
 
输入下列指令 
 

 

 
完成安装后，然后修改下边文件的内容 
 

 
 
这个是要监控的端口，默认是 80.你可以自己修改，冲突了可以更换 
 

 
 
这个是设置默认目录的地方： 
 

 

 
下边的是主页支持的文件名，要想支持 php 的话需要加入红色方框内的内容 
 

 
 
下边是支持 php 页所要添加的内容，红色方框内是 php 的存放目录，变成自己的目录就行，

另外改法尽量和我们的保持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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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完之后保存，重新加载 
 

 
 
重新启动 
 

 
 
在/var/www/html 目录下，建立 index.php 文件 
 

 
 
添加下列内容用于显示 php 的信息 
 

 

 
保存并退出。 
 
然后删掉这个目录下的 index.html，默认的是打开这个，不更改的话，打开的还是刚才的界

面 
 

 
 
然后浏览器输入 pi 的地址加端口号，就能看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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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还可以在测试一下，修改 index,php 里的内容如下所示 
 

 
 
这个是网页上显示的内容，证明我们的 web 服务器已经建立完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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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巧 38-  花样 SSH（9 种登录方法） 

网络作者：gjianw217 

原文 链接：http://bbs.ickey.cn/group-topic-id-63358.html 

 
 SSH，即 Secure Shell，它是一种加密的网络传输协议，由 IETF 的网络工作小组制定，专

为远程登录会话和其他网络服务提供安全性的协议。传统的网络服务程序，如：ftp、pop
和 telnet 在本质上都是不安全的，因为它们在网络上用明文传送口令和数据，别有用心的人

非常容易就可以截获这些口令和数据。而且，这些服务程序的安全验证方式也是有其弱点的， 
就是很容易受到“中间人”（man-in-the-middle）这种方式的攻击。所谓“中间人”的攻击

方式， 就是“中间人”冒充真正的服务器接收你传给服务器的数据，然后再冒充你把数据

传给真正的服务器。 服务器和你之间的数据传送被“中间人”一转手做了手脚之后，就会

出现很严重的问题。 通过使用 SSH，你可以把所有传输的数据进行加密，这样"中间人"这
种攻击方式就不可能实现了，而且也能够防止 DNS 欺骗和 IP 欺骗。使用 SSH，还有一个额

外的好处就是传输的数据是经过压缩的，所以可以加快传输的速度。SSH 有很多功能，它既

可以代替 Telnet，又可以为 FTP、PoP、甚至为 PPP 提供一个安全的"通道"。 
作为一个想要在 Windows 操作系统下开发嵌入式系统的用户，如果想要连接 Linux 服务器来

进行文件之间的传送，那么需要一个 Secure Shell 软件（由于 SSH 采用客户端与服务端的架

构设计,故一般使用 ssh 客户端来登录 ssh 的服务端），下面介绍几种可以连接 SSH 服务器的

客户端，提供给大家进行应用选择参考，主要包括：Putty，SecureCRT，VMware(Ubuntu)，
XShell，Bitvise，MobaXterm，SmarTTY，CYGwin 等，如下图所示。 

 

http://bbs.ickey.cn/group-topic-id-6335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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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进行登录前，做如下假定： 
    1）SSH 服务器指定为 NanoPi2 烧写镜像文件的系统 
    2）SSH 的 IP 地址为：192.168.8.1；用户名为 root;登录密码为 fa 
    3）在登录过程中，需要用户验证或确信是否登录，在此默认是，故不再贴图， 
4）登录后，使用 ls 命令输出信息，证明已正确登录 

下面开始介绍方法： 

 

1 Putty 
  Putty 是最有名的 SSH 和 telnet 客户端，由 Simon Tatham 为 Windows 平台开发。Putty 是一

款开源软件，提供可用的源代码并有一批志愿者进行开发和支持。Putty 易于安装和使用，

通常大部分的配置选项不需要修改。用户只需要输入少量基本的参数，就可以开始很简单地

建立连接会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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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SecrueCRT 
  它是一款收费的商业软件，但也是应用最广的软件，最常用的是用其登录串口，来调试或

控制嵌入式开发。它支持 Windows，Mac，Linux 等主流操作系统，提供安全的远程访问，

文件传输，数据服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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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Ubuntu 
    SSH 分客户端 openssh-client 和 openssh-server 
在 Ubuntu 下，默认已经安装了 SSH 的客户端，如果没有，则执行命令进行安装 

sudo apt-get install openssh-client  

2）如果要使本机开放 SSH 服务，则执行如下命令 

sudo apt-get install openssh-server  

 

3）在 Ubuntu 下常用的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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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do /etc/init.d/ssh start 启动  

sudo /etc/init.d/ssh stop  停止   

sudo /etc/init.d/ssh restart 重启  

ps -e |grep ssh                     查看状态  

ssh servername@serverip  登录  

 

4）登录 

 
 
4 XShell 
   Xshell 是一个强大的安全终端模拟软件，它支持 SSH1， SSH2， SFTP, TELNET, RLOGIN ， 
SERIAL 以及 Microsoft Windows 平 台的 TELNET 协议。Xshell 通过互联网到远程主机的安全连

接以及它创新性的设计和特色帮助用户在复杂的网络环境中享受他们的工作。它对家庭和学

校是免费的，下载时需要填一个表格并通过邮箱提供下载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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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登录到 ssh 服务器上，也即 Nanopi2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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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Bitvise SSH Client 
   Bitvise SSH 是一款支持 SSH 和 SFTP 的 Windows 客户端。由 Bitvise 开发和提供专业支持。

这款软件工具性能突出，易于安装、便于使用。Bitvise SSH 客户端拥有功能丰富的图形界面，

通过自动重连功能的内置代理进行动态端口转发。据了解，Bitvise SSH 客户端对个人用户使

用是免费的，同时对于在内部的个人商业使用同样免费。 
    点击 Bitvise SSH 客户端，弹出如下登录界面，输入必须的登录信息：IP 地址，用户名和

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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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tvise SSH 客户端与上面 3 个客户端不同的是，点击登录后，会同时弹出两个对话框，其中

一个是命令行，用来操作或控制 SSH 服务器的，另一个是支持 SFTP 协议的，用来在 Window
下进行对 SSH 服务器的控制，如上传文件，下载程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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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MobaXterm 
  MobaXterm 是远程计算的终极工具箱。在 单独一个 Windows 应用里，MobaXterm 为程序

员、网站管理员、IT 管理员及其它用户提供了远程操作一揽子功能。另外，MobaXterm 提

供了所有重要的远程网络工具（如 SSH、X11、RDP、VNC、FTP、MOSH 等），以及 Windows 桌
面上的 Unix 命令（bash、ls、cat、sed、grep、awk、rsync 等），这些均是由一个开箱即用的

单一的便携可执行文件提供，并对个人使用免费。准确地说，它分为免费版收费版和绿色版

安装版。 
     点击 MobaXterm，弹出其操作界面，由下图可知，该软件功能非常强大，点击新建会话

按钮后，弹出一对话框，该对话框显示了 MobaXterm 支持的所有登录协议，在此选择 SSH，
并赶写必要的登录信息：IP，用户名和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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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录后如下图所示，它支持 SFTP 协议，即可在 Window 下，对 SSH 服务器的文件进行操作，

非常方便，除此之外，在左下面还包括其他功能，在此不再赘述。 

 
 
 

7 DameWare SSH 
   DameWare SSH 是最好的免费 SSH 客户端。该免费工具是一个终端模拟器，可以从一个易

用的控制台建立多个 telnet 和 SSH 连接。用一个带标签的控制台界面管理多个会话；将常用

的会话保存在 Windows 文件系统中；使用多套保存的证书来轻松登录不同的设备；使用

telnet、SSH1 和 SSH2 协议连接计算机和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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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SmarTTY 
      

    SmarTTY是一款免费的多标签 SSH 客户端，支持使用 SCP命令随时复制文件和目录。SSH

服务器每个连接支持最多 10 个子会话．SmarTTY 在做得最好：没有多个窗口，不需要重新

登录，仅打开一个新的标签页就可以。它包括两个版本，即绿色版与安装版，使用方便。 

   打开 SmarTTY，点击新建 SSH 连接，弹出一输入对话框，输入必要的 ip 地址，用户名

和密码。 

 
     
  点击连接后，即登录到 ssh 服务器上，也即 Nanopi2 上。另外可以通过 scp，将 window下

的文件，传输到 ssh 服务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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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Cygwin 

  Cygwin 是一款 GNU 和开源工具的集合，提供类似一个 Windows 平台下 Linux 的功

能.Cygwin 包括一个称为模拟库的 Unix 系统：cygwin.dll，集成大量 GNU 和其它免费软件。

在安装包中，有高质量的编译器和其他软件开发工具、一个 X11 服务器、一套完整的 X11

开发套件、GNU emacs 编辑器、Tex 和 LaTeX、openSSH（客户端和服务器），此外还包括

在 Windows下需要编译和使用 PhysioToolkit 软件的所有。 

   打开 Cygwin，像在 Ubuntu 下的操作一样，输入登录命令，然后输入登录密码，即可

登录到 ssh服务器上，也即 Nanopi2 上。 

 

 
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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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从应用流行度来说，应该是 Ubuntu，putty，Xshell 和 CygWin 居在首位 

2）从开源角度来说，应该是 putty居在首位。 

3）可以将以上 SSH 客户端工具，分为两类：一类为命令行式，即登录后，像类似 linux 终

端一样，在 Window 下操作，一类是图形界面式（包括命令行）,即还可以进行在 Window 下，

进行文件的拖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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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巧 39-  NanoPi 2 截图工具分享 

网络作者：静水竹林  

原文链接：http://bbs.ickey.cn/group-topic-id-63822.html 
 
     平时学习免不了对一些截屏操作，在 windows 有很多截图软件或是插件，Ubuntu 或是

其他 linux发行版也可以通过 Print Screen 键来截图，而官方自带的的 Debian 镜像由于某

些原因按 Print Screen 键是不能截图的，所以看到很多大家的图片都是用手机拍出来的模

糊图片，这里分享下两个截图的方法。 

方法一：shutter 软件 

当 debian 系统联网后，可以在线安装 

apt-get update 

apt-get install shutter 

Shutter,是一款 Linux平台下广受欢迎的截屏软件，安装好后打开是这个样子的，具体使用

方法大家可以自行百度了解一下。 

 
 

方法二：Print Screen 键 

  官方自带的系统无法使用 Print Screen键，是因为该 Print Screen需要在 GNOME环境，

所以需要安装一个 gnome-screenshot包，打开 Synaptic Package Manager，然后按 CTRL+F

搜索 screenshot，在结果里面找到 gnome-screenshot 然后在前面的方框左键选择 Mark for 

Installation 然后点主界面的 Apply 进行安装，安装完成就可以按键盘上面的 PrtSc 进行

截图操作了，非常方便。 

  方法二没有办法自动调节截图窗口大小，所以采用 shutter 截图学习更要方便些。 

 

 
 

http://bbs.ickey.cn/group-topic-id-6382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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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巧 40-  【NanoPi 2】之 Qt 环境搭建和程序测试 

网络作者：静水竹林 

原文链接：http://bbs.ickey.cn/group-topic-id-63399.html 

 

安装 Qt 主要参考的是 Nanopi 的 wiki手册方法下载 Qt 和 tslib 软件包安装: 

apt-get update 

apt-get install qtembedded 

apt-get install friendlyarm-tslib 

  但是发现没有成功，下面采用了另一种方法： 

apt-get install g++ 

apt-get install qt4-dev-tools 

apt-get install Qtcreator 

刚开始安装就提示磁盘空间不够，所以不得不进行磁盘扩容，默认情况下磁盘空间肯定不够，

因为编译 IMG 的时候做的文件系统限制，有 4G 的限制，这里可以下面的帖子：

http://bbs.ickey.cn/group-topic-id-63303.html 

【NanoPI  

    对磁盘扩容后安装上面第二个方法，可以成功的安装好，到这里已经可以在系统安

装中找到 Qt creator。 

2】之gparted工具磁盘扩容

 

   上面可以看到已经有了 Qt Creator 和其他一些组件，这里还是新建一个工程，测试下

hello Nanopi 程序： 

http://bbs.ickey.cn/group-topic-id-63399.html�
http://bbs.ickey.cn/group-topic-id-63303.html�
http://bbs.ickey.cn/group-topic-id-6330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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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果发现又出现报错，这也是意料之中的，主要是编译器路径设置问题。在安装完 Qt

后需要对其进行配置，qmake 路径进步上不需要改，这里主要是添加 g++的路径，具体配置

可以参考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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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Qt 配置完后，这里可以重新运行下，可以发现程序可以正常运行了，可以发现运

行后会弹出一个简单的 hello Nanopi2 测试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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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这里项目所需要的开发环境基本上搭建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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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巧 41-  使用 python 第三方库控制 GPIO 

网络作者：沧海笑 1122   

原文链接：http://bbs.ickey.cn/group-topic-id-64256.html 

 
器材： nanopi2 开发板，LED（含限流电阻），杜邦线若干 

软件环境： nanopi2 debian (1231 版），开发板安装 xrdp，PC端 VNC viewer 

python 库： gpio 0.1.2,来自 https://pypi.python.org/pypi/gpio/0.1.2 

            Home Page: https://github.com/cloudformdesign/gpio 

            基本原理：gpio 通过标准的 linux sysfs 接口控制 GPIO。 

                      得到接口（CPU)的 gpio编码，就可以直接控制。 

            详 见 ：

http://bbs.elecfans.com/jishu_527063_1_1.html           

            ## Supported Features 

           - get pin values with `read(pin)` or `input(pin)` 

           - set pin values with `set(pin, value)` or `output(pin)` 

           - get the pin mode with `mode(pin)` 

           - set the pin mode with `setup(pin, mode)` 

           - `mode` can currently equal `sysfs.IN` or `sysfs.OUT`   

试验步骤： 

   由于 npi2 刚刚推出，还没有针对 npi2 写的 python 专用库。好在 python 有着丰富的

第三方库，所以在 https://pypi.python.org/pypi 找到了这个使用标准的 linux sysfs 接

口控制 GPIO 的库。确切说，只要明确 GPIO 的寄存器就可以控制 gpio，其他工作库替你完

成了细节。下面我们就开始用 python 玩玩 gpio吧。 

   第一步：安装 python 环境（npi2 内置 2.7），安装 gpio 0.1.2 库。两种方法：一是下

载 到 开 发 板 上 ， 运 行 #python setup.py install ； 二 是 pip 安 装 ， 参

https://wiki.python.org/moin/CheeseShopTutorial 

 

   第二步：（1）计算 gpio 编码，本试验我们使用 P12，查阅友善 wiki 可知，P12 使用

GPIOB26 ， 对 应 的 控 制 编 码 就 是 32+26=58 ， 计 算 方 法 详 见

http://bbs.ickey.cn/group-topic-id-64243.html；（2）/sys/class/gpio/export 通知系

统需要导出控制的 GPIO引脚编号，本次导出 58pin echo  58 > /sys/class/gpio/export 

命令成功后生成/sys/class/gpio/gpio58 目录，你可以查看并且确认。 

 

   第三步：编写一个实例，demo1.py，控制 P12 上面的 LED，led 的接法：串接限流电阻

（220 欧姆），接 GND 与 Pin12demo1.py 代码 

  

#-*- coding: utf-8 -*-    

#python2.7x    

#date:2016-01-10  

http://bbs.ickey.cn/group-topic-id-6425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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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pio.py    

 

import gpio   

import time  

 

gpio.setup(58,'out')  

gpio.set(58, 1)  

time.sleep(3)  

gpio.set(58, 0)  

time.sleep(3)  

gpio.set(58, 1)  

time.sleep(3)  

gpio.set(58, 0)  

 

print "Good bye!"  

 
 
代码很简单，就不注释了，闪亮三秒。 

 

如何使用 gpio 0.1.2 的 API，打开 gpio.py，读一下函数即可。 

     第四步：在 python 环境下运行 demo1.py，观察 led的闪亮。 



  245 

 

接下来，控制小车、电磁阀都是相通的。 

利用 python的 GUI 工具库，如 wxpython，可以编写 GUI 控制界面。 

 下面是整理的一张图表，就是 gpio 的对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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