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PET-R58 开发板/全功能板 

第 1 页，共 13 页                       www.gzpeite.net 

 

 

 

 

 
 

PET-R58 开发板/全功能板 

Tina IoT/OpenWrt 开发手册 
 

http://www.gzpeite.com/
http://www.gzpeite.net/


                                             PET-R58 开发板/全功能板 

第 2 页，共 13 页                       www.gzpeite.net 

 

一、解压源代码 

 将源代码压缩文件全部复制到 Ubuntu 系统下，保证所在磁盘剩余空间要大于 20G，使用以下命令解

压源代码： 

tar xvJf PET_R58_Tina_Source.tar.xz 

 

二、编译 Tina IoT/OpenWrt 

首次编译请严格按照步骤进行 uboot、Tina IoT 的编译，否则编译可能会出现错误。 

1、 编译 uboot 

首次编译或修改 uboot 代码后需要执行这一步骤。 

首先进入源码根目录 

source build/envsetup.sh 

lunch octopus_dev-tina 

cd lichee/brandy/u-boot-2011.09 

make sun8iw6p1_config 

make -j4 sun8iw6p1 

编译完成后正确提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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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编译 Tina IoT/OpenWrt 

首先进入源码根目录 

source build/envsetup.sh 

lunch octopus_dev-tina 

export FORCE_UNSAFE_CONFIGURE=1 

make -j4 

pack 

编译完成后正确提示如下 

 

编译完成后会在 out/octopus-dev 目录下生成 tina_octopus-dev_uart0.img 系统烧写镜像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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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修改 Linux 内核编译选项 

首先切换到源码根目录 

source build/envsetup.sh 

lunch octopus_dev-tina 

make kernel_menuconfig 

 

完成配置后保存退出， 

 

完成内核配置修改后，重新编译 Tina IoT/OpenWrt 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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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修改 Tina IoT/OpenWrt 编译选项 

首先切换到源码根目录 

source build/envsetup.sh 

lunch octopus_dev-tina 

make menuconfig 

 

完成配置后保存退出， 

 

完成 Tina IoT/OpenWrt 修改后，重新编译 Tina IoT/OpenWrt 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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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镜像文件烧写 

开发过程中，一般使用 PhoenixSuit 进行镜像文件的烧写，具体操作方式请参考开发工具目录下的

《PhoenixSuit 使用说明文档.pdf》，。 

 

将开发板的 MicroUSb 接口连接到系统主机后，Linux+QT 系统检测到的设备信息如下： 

 

 

烧写操作需要首先通过 Micro USB 数据线连接主机的开发板，在进行烧写时如果出现主机识别到新的

设备没有正常安装驱动的情况时，需要手动安装设备驱动程序，驱动程序位于开发工具文件夹内。 

注意，在点击烧写镜像后，设备会重启黑屏，此时需要在 PC 端的设备管理区中再手动安装镜像烧写

设备驱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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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主要硬件功能测试 

    硬件功能测试需要首先连接好调试串口，请参考《PET-R58 开发板全功能板用户手册》。 

1、 以太网功能测试 

连接好以太网网线，并确保局域网内有 DHCP 服务器，然后上电开机，在串口调试终端输入命令 

ifconfig 

  

2、 SSH 远程连接测试 

首先执行以太网功能测试，获取设备的 IP 地址，如上图是 192.168.1.113 

在电脑端使用 SSH2 登陆软件即可远程登陆，用户名密码都是 ro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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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RTC 功能测试 

在串口调试终端输入命令 

date -s "2017-12-27 17:56" 

hwclock -w 

 

 

 

然后断电重启设备，再次出入命令 date，可以看到设备的时间是正常的。 

 

 

 

4、 WIFI 功能测试 

在串口调试终端输入命令 

wifi_scan_results_test，可以查看 wifi 扫描到的热点信息，其他 wifi 命令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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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串口调试终端输入下面命令进行连接 AP 测试： SSID 是 Apollo 密码是 1357924680 

wifi_connect_ap_test Apollo 13579246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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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Soft AP 功能测试 

在电脑的串口调试终端输入命令 

softap_test 

 

可搜索到 ssid 为 Smart-AW-HOSTAPD 的热点，密码为 wifi1111 

6、 Soft AP SSID 及密码功能测试 

在电脑的串口调试终端输入命令 

softap_up "peite_wifi_test" "peite123" 

 

可搜索到 ssid 为 peite_wifi_test 的热点，密码为 peite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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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板载摄像头功能测试 

在电脑的串口调试终端输入命令 

cameratest 2592 1936 photo 2 /tmp NV21 

在 /tmp 目录下会生成 source_data2.yuv 文件 ， 

 

然后在电脑 cmd 命令行终端用 adb pull 命令将文件复制到电脑里面 

adb pull /tmp/source_data2.yuv 

 

用 yuvplauer.exe（位于开发工具目录内） 打开文件就可以查看图像了(图像大小设置为 2592x1936，颜

色设置为 NV21)。 

 

 

 

 

 

 

 

 

http://www.gzpeite.com/
http://www.gzpeite.net/


                                             PET-R58 开发板/全功能板 

第 12 页，共 13 页                       www.gzpeite.net 

8、 USB 摄像头功能测试 

首先将支持 UVC 标准的 USB 摄像头插入设备， 

在电脑的串口调试终端输入命令 

fswebcam -d /dev/video1 -r 640*480 /mnt/UDISK/test.jpg  分辨率可以根据摄像头的实际情况修改 

 

然后在电脑 cmd 命令行终端用 adb pull 命令将文件复制到电脑里面查看效果 

adb pull /mnt/UDISK/test.jpg 

 

9、 音频播放功能测试 

在电脑 cmd 命令行终端用 adb push 命令将文件复制到设备里面 

adb push test.mp3 /mnt/UDISK/ 

 

然后在电脑的串口终端中用下面命令播放，即可听到音乐输出 

tinyplayer /mnt/UDISK/test.mp3 

10、 录音功能测试 

在电脑的串口终端中用下面命令进行录音操作 

arecord /mnt/UDISK/recored.wav 

然后在电脑的串口终端中用下面命令播放，即可听到录音结果 

aplay /mnt/UDISK/recored.wav 

 

11、 硬解码功能测试 

在电脑 cmd 命令行终端用 adb push 命令将文件复制到设备里面 

adb push test.mp4 /mnt/UDISK/ 

 

然后在电脑的串口终端中用下面命令序列，即可听到音乐输出 

xplayerdemo 

set url: /mnt/UDISK/test.mp4 

play 

由于 Tina IoT/OpenWrt 系统没有图形界面，只能听到音乐输出，看不到解码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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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联系方式 

地址    ：广州市天河区大观中路新塘大街鑫盛工业园 A1 栋 201 

电话    ：020-85625526 

传真    ：020-85625526-606 

主页    ：http://www.gzpeite.net 

淘宝店  ：https://shop149045251.taobao.com 

 

核心板  ：王先生 

移动电话：18926288206 

电子信箱：18926288206@gzpeite.net 

业务 QQ：594190286 

 

定制研发：杨先生 

移动电话：18902281981 

电子信箱：18902281981@gzpeite.net  

业务 QQ：151988801 

 

广州佩特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2018 年 2 月 

http://www.gzpeite.com/
http://www.gzpeite.net/
http://www.gzpeite.net/
https://shop149045251.taobao.com/

	一、解压源代码
	二、编译Tina IoT/OpenWrt
	1、 编译 uboot
	2、 编译 Tina IoT/OpenWrt

	三、修改Linux内核编译选项
	四、修改Tina IoT/OpenWrt编译选项
	五、镜像文件烧写
	六、主要硬件功能测试
	1、 以太网功能测试
	2、 SSH 远程连接测试
	3、 RTC 功能测试
	4、 WIFI 功能测试
	5、 Soft AP功能测试
	6、 Soft AP SSID及密码功能测试
	7、 板载摄像头功能测试
	8、 USB摄像头功能测试
	9、 音频播放功能测试
	10、 录音功能测试
	11、 硬解码功能测试

	七、联系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