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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译程序 

 

 以下测试方法中所用到的测试程序均提供源码，在 http://www.embedsky.com/网站中的维基教程中可以

下载源码，下面是编译源码的步骤（注：编译前需先搭建好编译环境）: 

 #tar xjf test_demo.tar.bz2 –C / 

 #cd /opt/EmbedSKy/test_demo 

 #./build.sh 

 编译完成之后可以在/opt/EmbedSky/test_demo/out 目录下看到可执行程序，将其拷贝到板卡中直接运行即可达

到下面测试同样的效果。 

 build.sh 脚本中默认使用 arm-linux-gnueabihf-gcc 交叉编译器，如需使用其他交叉编译器，可以修改 build.sh 文

件，将其中的”export CROSS_COMPILE=arm-linux-gnueabihf-“改为所用的即可。 

 

3.1、网卡测试 

IMX6Q 具有千兆网络接口，测试前先关闭 PC 防火墙，并将 PC 与开发板直接使用网线连接。网

口 0 插上网线后会自动分配 ip，板卡串口调试终端使用命令 ifconfig 查看 eth0 网卡是否有自动分配

ip，如果没有自动分配 ip 需要手动为网卡 0 设置 ip，输入以下命令：ifconfig eth0 192.168.1.73（注意

要与 pc 机的 ip 同一网段），如下所示: 

查看板卡网络信息： 

 

设置板卡 ip： 

#ifconfig eth0 192.168.1.73 

http://www.embedsk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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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网关： 

#route add default gw 192.168.1.2 

更改 ip 后，可以 ping 一下网关和百度，查看网络是否正常， 

按 Ctrl+C 则会终止 ping 测试。 

 

 

 

注：如果可以 ping 通网关而 ping 不通百度，说明网关和 DNS 未设置正确， 

使用以下命令设置： 

设置网关： 

#route add default gw 192.168.1.2 

设置 DNS 的命令： 

#echo “nameserver 223.5.5.5” > /etc/resolv.conf 

（注：根据实际情况填写，223.5.5.5 为阿里的 DNS 服务器） 

3.1.1 设置静态 IP 

首先确保在 root 用户下操作。 

（1）修改配置文件/etc/network/interfaces 

输入命令：  

 

开发板默认设置 eth0、eth1 网口为动态分配 ip，如图所示： 



   广州天嵌计算机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大石街南大路鸿图工业园 A1 栋 402   邮编:511430 

                               电话：020-38373101-805 804 802（销售）  020-38373101-810 814 （技术支持） 

                       官方网站：www.embedsky.com  官方论坛：www.armbbs.net  

                       E-mail: sales@embedsky.net （销售） support@embedsky.net (技术支持) 

 

   4 

天

嵌

科

技
   

 

这里将 eth0 改为静态获取，添加以下内容： 

auto eth0            #设置自动启动 eth0 网口 

iface eth0 inet static      #配置静态 IP 

address 192.168.1.73     #IP 地址 

netmask 255.255.255.0   #子网掩码 

gateway 192.168.1.2    #默认网关 

 

注意要把“iface eth0 inet dhcp”删掉或注释掉，修改后如图所示： 

 

 

（2）修改 DNS 信息，输入命令： 

#echo “nameserver 223.5.5.5” > /etc/resolv.conf 

（注：根据实际情况填写，223.5.5.5 为阿里的 DNS 服务器） 

 

（3）重启网络，使配置生效 

#/etc/init.d/networking restart 

 

（4）验证配置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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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当 ping 百度出现以下问题时，说明 dns 设置有问题，需修改/etc/resolv.conf 重新配置。 

 

3.1.2 设置动态 IP 

输入命令：#udhcpc -i eth0 

 

此时用 ifconfig 命令验证，ip 改为动态获取。 

 

3.2、SD 卡 

SD 卡格式需要设置为 FAT，板子才会识别并自动挂载。插入 SD 卡时，串口会打印识别和 SD 卡挂

载信息，使用命令 df 查看 SD 挂载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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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命令进入挂载目录：cd /run/media/mmcblk1p1/，使用命令进行写操作创建一个 tianqian.txt 文档：

touch tianqian.txt，使用 ls 命令查看目录内容，创建成功 SD 卡测试成功。如图： 

 

 

3.3、使用 u 盘测试 usb_host 

将 U 盘格式化成 fat 格式，插入 u 盘查看调试串口信息，会打印 usb 的 u 盘挂载相关信息，如图： 

 

使用命令 df 查看 U 盘挂载目录： 

 

使用命令进入挂载目录：cd /run/media/sda1，使用命令进行写操作创建一个 tq.txt 文档：touch tq.txt，

使用 ls 命令查看目录内容，创建成功 USB 测试成功。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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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LED 

控制 LED 只是设置一下高低电平即可。系统有 3 个 led 灯，具体操作是一样的，只有路径有不

一样，led4 的操作目录是/sys/class/leds/LED4/，led5 的操作目录是/sys/class/leds/LED5/，led6

的操作目录是/sys/class/leds/LED6/。下面以 led4 为例，简单说明如何使用： 

 

执行 ech 0 为熄灭，执行 ech 1 为点亮。 

3.5、按键 KEY 

在命令行中执行：./key_test  

按下按键，终端打印按键按下，按键弹起，按回车键退出程序。 

 

3.6、WATCHDOG 

执行命令：#./watchdog_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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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会到/dev/watchdog 目录找看门狗设备节点，如果没找到，则会打印 watchdog no found，

如果找到，则会打开看门狗设备，喂狗，重启系统。 

 

3.7、UART 测试程序 

imx6Q板有5个串口，其中 com0为调试串口（注：串口0只要接上串口线连接到PC，打开 secureCRT

等串口终端软件，有信息输出即正常），如下图所示： 

 

各个串口对应的设备节点如下所示： 

 

（1）测试串口收发测试 

使用串口 2 发送数据： 

#./uart_test /dev/ttySAC1 -b 115200 -w “123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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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dev/ttySAC1”对应串口设备节点，“123456”为发送的数据，可根据实际需要修改。 

使用串口 2 接收数据: 

#./uart_test /dev/ttySAC1 -b 115200 -r 

 

注：如需一直接收或发送可以增加”-l”参数。 

3.8、I2C   

Imx6Q 板的 I2C 接口位于开发板左下侧（网口朝上放置）的扩展接口（丝印为 CONNECTOR）的第 9、

10 引脚，将 6Q 板外接测试模块，例如笔者将其与测试模块的 EPROM 芯片相连接。 

 

开发板的 I2C 设备节点如下所示： 

 

在命令行输入：./i2c_test /dev/i2c-2  

其中/dev/i2c-2 为 I2C 节点设备，测试时根据所要测试的 I2C 选择相应 I2C 节点，测试前确认将 I2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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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SDA 和 SCL 线连至 I2C 芯片。 

测试结果如下所示： 

 

 

3.9、BACKLIGHT 背光控制 

设置 lcd 显示屏的背光： 

#echo xxx >/sys/class/backlight/backlight_lcd/brightness 

其中 xxx 为 0~94 的数值，表示背光的亮度，0 为最暗，94 为最亮。 

设置 lvds 屏幕背光: 

#echo xxx > /sys/class/backlight/backlight_lvds/brightness 

其中 xxx 为 0~94 的数值，表示背光的亮度，0 为最暗，94 为最亮。 

3.10、GPIO 测试   

（1）GPIO ID 的获取:引脚名称的格式为 GPIOx_y，其编号等于(x-1)*32+y， 

例如： GPIO2_7:(2-1)*32+7=39，则其引脚编号为 39. 

（2）控制 GPIO 输出电平: 

将 gpio id 为 104 的管脚设置为输出高电平: 

#./gpio_test 10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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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 gpio id 为 104 的管脚设置为输出低电平: 

#./gpio_test 104 0 

测试结果如下所示： 

 

（3）读取 GPIO 输入电平: 

读取 gpio id 为 104 的管脚输入电平状态: 

#./gpio_test 104 

测试结果如下所示： 

 

3.11、CAN 

设置 can0（节点为 can0）的步骤如下： 

（1）设置波特率之前必须先关闭 can 口： 

# ifconfig can0 down 

（2）设置波特率为 1000000： 

# ip link set can0 type can bitrate 1000000 triple-sampling on 

（3）打开 can 口： 

# ifconfig can0 up 

设置其他节点（如 can1 等）只需将上面的 can0 替换掉即可。 

 
接收： 

# candump can0 &                             #监听 can0 

发送 can 数据，其中 can id 为 111，数据为: 1122334455667788 ： 

# cansend can0 111#1122334455667788                 #can0 发送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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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RTC 

读取系统时间: 

#data 

设置系统时间： 

#date -s “YYYY-MM-DD XX:XX:XX”（年月日 时分秒） 

将系统时间写入到硬件 RTC 芯片中: 

#hwclock -w 

读取硬件 RTC 时间: 

#hwclock -r 

3.13、SSH 

1.先在开发板中配置好网络，例如下面命令是将开发板的 ip 设置为 192.168.1.236: 

#ifconfig eth0 192.168.1.236 

2.然后在 PC 中执行 ssh root@192.168.1.236 可以登录开发板(前提是网络能够互相 ping 通) 

3.第一次登录对方主机，系统一般会出现下面的提示： 

 

输入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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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 ctrl+c，即可看到登录成功： 

 

退出 SSH 的时候输入“~”与“Ctrl-Z”组合。注意：当输入“~”时不会立即在屏幕上看到，只有当你按下

<Ctrl-Z>并且按回车之后才一起显示。如下，在远程主机中以此输入“~<Ctrl-Z>”： 

 

3.14、 FTP 获取文件 

按照环境搭建章节搭建好 ftp 服务器，并开启 ftp 服务：#service vsftpd start 

先在 PC 机上新建一个文件： 

 

然后在开发板上执行以下命令可以获取电脑中的文件: 

#ftpget -u ftpname -p 123 192.168.1.xxx filename 

其中 123 为用户 ftpname 的密码,192.168.1.xxx 为 ftp 服务器的 ip，filename 为需要获取的文件名。 

 

3.15、屏幕重新校准 

使用命令删除校准文件：#rm /etc/pointercal 

使用命令重启板子：reboot 

启动后会自动进入校准程序重新校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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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6、音频设备 

系统的音频架构为 alsa，支持大部分的 alsa 测试方法，由于 alsa 架构比较复杂，这里只介绍

最简单的测试方式： 

1．播放音乐 

在命令行输入：#aplay  /usr/share/sounds/alsa/Front_Center.wav 

可以播放该 wav 文件。 

 

注意：aplay 不可以播放 mp3 文件。 

2．查看控制单元 

amixer 工具主要完成控制部分，命令行执行：amixer controls 

 

3．设置耳机音量 

amixer cget numid=$id 

使用以上命令查看相关属性的设置的情况。 

amixer cset numid=$id $val 

使用以上命令进行相关属性的设置。 

从上面第 2 步“查看控制单元”可知耳机音量控制单元为： 

numid=5 ,iface=MIXER,name='Headphone Playback Volume'   

 

3.17、SPI 测试程序 

Imx6Q 开发板只有 1 个 SPI 节点：/dev/spidev1.0，测试时短接 MISO 和 MOSI 引脚，进行自收发测试。 

Imx6Q 板的 SPI 接口位于开发板左下侧（网口朝上放置）的扩展接口（丝印为 CONNECTOR），其中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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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引脚分别为 MISO 和 MOSI: 

 

测试命令为：#./spi_test    

 

【注：】如果没有短接，输出的数组为 0。 

3.18、4G 模块 

IMX6Q 板配套的 4G 模块是有方的 N720。 

连接“有方 N720”4G 模块（包括 SIM 卡和天线），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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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720 模块使用以下命令： 

#pppd call n720_init & 

 

 

 

如看到如上类似的 LOG，表示拨号成功，这时候输入 ifconfig 可以看到生成了一个 ppp0 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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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步骤成功之后，只能 ping 通 ip，无法 ping 通百度： 

 

 

当拨号成功后，会在/etc/ppp/目录下产生一个 resolv.conf 文件，里面包含两个 DNS，替换/etc 下的就

可以了，命令如下：#cp /etc/ppp/resolv.conf /etc/resolv.conf 

 

此时即可 ping 通百度。 

 



   广州天嵌计算机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大石街南大路鸿图工业园 A1 栋 402   邮编:511430 

                               电话：020-38373101-805 804 802（销售）  020-38373101-810 814 （技术支持） 

                       官方网站：www.embedsky.com  官方论坛：www.armbbs.net  

                       E-mail: sales@embedsky.net （销售） support@embedsky.net (技术支持) 

 

   18 

天

嵌

科

技
   

3.19、WiFi 模块 

3.19.1 Wifi 热点发送功能 

本方法仅保证适用于 tq-8723-wifi 模块，插上模块，串口终端会打印以下 log： 

 

执行脚本：#./send_ap.sh 

 

 



   广州天嵌计算机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大石街南大路鸿图工业园 A1 栋 402   邮编:511430 

                               电话：020-38373101-805 804 802（销售）  020-38373101-810 814 （技术支持） 

                       官方网站：www.embedsky.com  官方论坛：www.armbbs.net  

                       E-mail: sales@embedsky.net （销售） support@embedsky.net (技术支持) 

 

   19 

天

嵌

科

技
   

【注：】修改账号密码方法：#vi  /etc/hostapd.conf   

（默认账号：test 密码：12345678） 

账号对应项：ssid=test   密码对应项：wpa_passphrase=12345678 

此时用手机查看 wifi 列表，可看到出现名称为“test”的 ssid，输入密码“12345678”，连接后可看

到开发板串口打印出以下信息： 

 

3.19.2 Wifi 连接热点功能 

本方法仅保证适用于 tq-8723-wifi 模块，插上模块，在板卡串口终端上依次执行以下命令： 

#ifconfig wlan0 up 

#wpa_supplicant -i wlan0 -Dnl80211 -c /etc/wpa_supplicant.conf &  

#udhcpc -i wlan0 

出现以下打印即测试成功： 

 
【注：】修改 wifi 用户、密码：#vim /etc/wpa_supplicant.conf  

（默认账号：CDMA-yalu 密码：1234567890） 

账号对应项：ssid="CDMA-yalu"  

密码对应项：psk="123456789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