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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前言
GSC3280 芯片是一款主要面向工业终端类应用的 SOC 芯片，采用 0.13um 标准 CMOS 制造
工艺，主频 200~300MHZ。GSC3280 在片内集成了丰富的功能模块与外围接口，包括 10/100Mbps
以太网 MAC 控制器、USB2.0 OTG 控制器、DDR2 控制器、NAND Flash 控制器、SD/SDIO 主
控制器、LCD 控制器、I2C、I2S、UART、SPI、PWM、旋转编码器鉴相器、定时器等等；丰
富的片内集成设备提高了整体性能，降低了系统成本，并可以满足更多的应用需求
GSC3280 开发板集成了丰富的外围接口和常用的设备芯片，适用于工业终端类的产品，作
为参考设计或者验证板，也可以作为嵌入式的学习板供开发和研究。GSC3280 在软件上提供了
开源，免费的 u-boot,linux 和应用示例代码，方便开发者的使用。

第二章 GSC3280 开发板介绍
GSC3280 提供了丰富的硬件接口和软件资源，
主要接口：
电源接口 1 个（DC5V/2A）
电源开关 1 个
RESET 按键 1 个
MCU BUS LCD 接口 1 个（10*2 插针座，2.0mm 间距）
RGB BUS LCD 接口 1 个（20*2 插针座，2.0mm 间距）
7 英寸 TFT LCM 接口 1 个（LCD-S70,带 4 线电阻触摸屏，背面）
PS2 接口 1 个
VGA 接口 1 个
USB HOST 接口 4 个（2*2）
USB Device 接口 1 个
RS485 接口 1 个
SD 卡接口 1 个
ISO7816 接口 1 个（背面）
串口 3 个，1 个为全功能串口（UART6）,2 个为两线串口(UART0、UART1)，UART6 和
UART0 为标准 DB9 接口，UART1 为插针接口
SPI 接口 2 个（1 个为 DIP8 IC 座形式，1 个为插针形式）
3 个音频接口（MIC-IN\LINE-IN\LINE-OUT 各 1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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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T 设置开关 1 个
CAN 总线接口 1 个
JTAG 接口 1 个
RJ45 以太网口 1 个
I2C 接口 1 个
旋转编码器接口 1 个
PWM 接口 1 个（6 个 PWM）
GPIO 接口 2 组(2 组 GPIO)
软件资源：
虚拟机
Putty
Tftp 工具
mips-linux 交叉工具链
Windows-ejtag 工具
u-boot 映像
linux-3.0.4 映像
测试用例
QT2-embedded 文件系统映像

第三章 Window 系统下快速使用 GSC3280 开发板
3.1 概述
本章主要介绍拿到 GSC3280 开发板以后，如何在 Windows 环境下快速使用光盘中提供的
二进制文件在 GSC3280 开发板上运行起 Linux 系统。
简要过程：
1、PC 上运行 ejtag，烧写 u-boot.bin 到 NANDFLASH。
2、选择 NANDFLASH 启动，重新上电，运行 UBOOT。
3、配置 Uboot 网络参数，使用 tftp 下载 uImage 和 rootfs.yaffs2 到 NANDFLASH。
4、配置 Uboot 中相关启动参数，重新上电运行 Linu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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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未加特殊说明，GSC3280 开发板中已经烧写了缺省的 Linux 系统(对应光盘
/images/Linux 文件夹中: u-boot.bin、uImage、rootfs.yaffs2 二进制文件)，第一次拿到板子之后即
可上电开机运行系统，以便了解和测试整个硬件系统。

3.2 准备环境
3.2.1

PC 机及开发套件

首先需要一台已安装 Windows Xp 或 win7 系统的 PC 机，准备好 Windows Ejtag 和 Windows
Tftp 服务器工具。然后将映像文件 u-boot.bin 放到 Windows_ejtag 目录下，uImage、rootfs.yaffs2
放到 tftpd 设置的服务器目录下。

3.2.2 安装 TFTP 到 Windows
当使用网络下载文件时，会使用到 Tftp Server，因此这里首先说明一下 tftp 的安装过程。
1、解压 tftpd.rar 文件得到 tftpd 文件夹，然后双击打开 tftpd32 软件。如果打开过程中
Windows 提示警告或者防火墙的阻拦警告，请继续运行和解除防火墙的阻止。
如图：

2、单击 Browse 按扭，选择要作为 tftp 服务器根文件夹的目录，这里我们选择 tftpd 文件夹
做为 tftp 服务的根目录。
Current Directory 下面的 Server interface 栏会列出本机被设置的所有 IP 地址，从中选择
与 tftp client 相同网段的 IP 地址作 Server interf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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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将映像文件 uImage 、rootfs.yaff2 拷贝到 tftp 服务器的根目录下。
4、测试从 tftp server 下载文件。
在 Windows ‖开始‖ “运行” 程序下输入 ―cmd‖ ，然后点击‖确定“，运行 Windows 的
cmd 命令行.在 cmd 命令行下输入 tftp –I Server _interface get uImage; 如果能得到 uImage,表明
tftp 服务器是可以使用的。

3.2.3 安装串口调试工具
Windows 下的串口调试有很多，我们使用显示比较方便的 Putty，做为串口工具，简单易用。
1、双击打开 putty 程序，如下图:

可以看到 Putty 左侧是设置栏的标题，
右侧是设置项的显示窗口。在 Open 一个 Serial Session
前我们会设置‖window‖,‖Translation‖, ―Session‖ 中的一些配置。
2、在 Putty 程序左侧选择 Window 设置栏，在右侧的窗体中设置 Lines of scrollback，默认
的是 200，因为显示的行数太少串口打印多了会把之前的覆盖了，这里改为 20000,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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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同时在‖Translation‖设置栏将 Character Set 改为 UTF-8 格式，以避免乱码。

4、在 Session 设置项的 Connection type:一栏选 Serial,在 Host Name 框中会显示找到的硬件
串口的名字。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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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在同页面的 Speed 一栏中设置串口传输速度为 115200 bps，如图：

6、点击 Putty 程序最下方的 Open 按钮打开串口通讯程序得到如下图片显示的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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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 配置 Windows Ejtag 运行环境
Windows Ejtag 是我们开发的专门用于 GSC 系列芯片 Windows 环境下的调试烧录工具，运
行依赖于 Windows 下的 libusb 软件.
1、按照 Mips-EJTAG libusb 的文档安装 libusb.
在 libusb/bin 目录下双击 inf-wizard.exe ，一直点击“下一步”直到安装完成。正确安装后
会在 Windows 的“硬件管理器”中出现“j-link”设备的图标。如下图：

2、运行 MipsEjtag-bin-win-v1.0.1\MipsEjtagRelease-1.0.0 文件夹中的 mips_ejtag_win 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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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

如果连接 GSC3280 开发板正确，EJTAG IDCODE 会显示为 0x5a5a5a5a，如上图红色部分。

3.3 Windows 系统下快速更新 GSC3280 开发板系统软件
连接好 GSC3280 开发板的电源线、串口线、网线及 ejtag 线，上电运行 ejtag，进入下一部
分的烧写流程。

3.3.1 使用 Windows-EJtag 程序烧写 Uboot(u-boot.bin)
如果是第一次烧写，或者 nandflash 中 uboot 已经损坏，导致无法启动，我们都需要借助 ejtag
工具来完成烧写，打开 Windows 下的 ejtag 工具步骤如下：
mips_ejtag: ddrinit
mips_ejtag: nand probe
mips_ejtag: nand load u-boot.bin 0x0
如果烧写成功会显示有“Nand Write Success !‖字样，重启 GSC3280 开发板后串口有 u-boot
打印信息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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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设置 Uboot 网络参数
首先设置好网络环境，启动 putty, 给 GSC3280 开发板上电后，uboot 会正常启动，在 uboot
中执行 set 命令，设置相关的参数。（更多 uboot 常用命令可参考附录 2：uboot 常用命令详解）
如下：
blx-soc #set ipaddr 192.168.123.170

(设置开发板 IP)

blx-soc #set serverip 192.168.123. 161

(设置 tftp 服务器 IP)

blx-soc #save

(保存参数)

以上 IP 地址要根据自己实际情况进行配置。

3.3.3 更新 Uboot(u-boot.bin)
一般情况下，我们可能需要对 Uboot 进行更新，若 nandflash 中已烧写 Uboot 且能正常启动，
可以通过下面的方式进行更新。
1、通过网络更新
Uboot 命令行中依次输入下列命令：
blx-soc # tftp 0xa1000000 u-boot.bin
blx-soc # nand erase 0x0 0x80000
blx-soc # nand write 0xa1000000 0x0 u-boot-size
u-boot-size 是通过网络下载 u-boot.bin 的大小，16 进制表示，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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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待写入完成，有‖written:OK‖等字样输出，复位测试，PuTTy 有 Uboot 输出打印。

3.3.4 烧写 Kernel(uImage)
通过网络烧写 Kernel，操作步骤与通过网络更新 Uboot 类似。
blx-soc# nand erase 0x100000 0x500000
blx-soc# tftp 0xa1000000 uImage
blx-soc# nand write 0xa1000000 0x100000 uImage-size
uImage-size 是通过网络下载 uImage 的大小，16 进制表示，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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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待写入完成，有‖written:OK‖等字样输出。
注意:在 Nand 的默认分区中给 UImage 所在的内核区分配了 10M 的空间，如果编译出的
uImage 镜像大于 10M，请重新修改内核 Nand Flash 驱动中的分区表。

3.3.5 烧写 Rootfs(rootfs.yaffs2)
通过网络烧写 ROOTFS，本例烧写 yaffs2 的文件系统，注意写入命令与前面的区别。
blx-soc# nand erase 0x600000

0xa00000

blx-soc# tftp 0xa1000000 rootfs.yaffs2
blx-soc# nand write.yaffs2 0xa1000000 0x600000 rootfs-size
rootfs-size 是通过网络下载 rootfs.yaffs2 的大小，
16 进制表示。
（使用 tftp 命令 把 rootfs.yaffs2
文件传输完成后会打印传输文件的大小，可把这个数值当作 rootfs-size）
等待写入完成，有‖written:OK‖等字样输出。
注:在 Nand 的默认分区中给 Rootfs 所在的内核区分配了 100M 的空间，如果需要的 rootfs
镜像大于 100M，请重新修改内核 Nand Flash 驱动中的分区表。

3.3.6 运行 Linux 系统
以上操作完成后，设置 Uboot 启动参数，如下：
blx-soc# setenv bootcmd 'nand read 0xa2000000 0x100000 uImage-size;bootm 0xa2000000'
blx-soc#setenv bootargs console=ttyS0,115200 root=/dev/mtdblock4 init=/linuxrc
rootfstype=yaffs2 rw ip=192.168.123.170::::le:eth0:any
blx-soc# saveenv
重新上电或者输入 boot 命令，如下：
blx-soc# boot
输出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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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Linux 系统已经运行起来了，之后可以在上面进行其他的开发和测试工作！

第四章 Windows 系统下安装 GSC3280 开发板开发环境
4.1 概述
因为 GSC3280 SDK 编译环境是在 Linux 系统下，所以 Windows 用户需要安装一个虚拟机
来搭建 linux SDK 编译环境，构造将编译出的映像文件传输到 GSC3280 开发板上运行的传输环
境（如搭建 Linux ftp 服务器或者 Linux nfs 服务器和开发板通信）。Linux 用户可以在开发主机
上直接安装 ubuntu 12.04 系统，直接从 4.6 章节开始安装 GSC3280 开发环境。
我们可以提供安装好 GSC3280 SDK 和文件传输服务器的虚拟机映像和相应版本的 VMware
程序，但不能保证能完全在你的 Windows 环境下使用。
注意：我们提供了安装两种虚拟机的方法，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选择一种即可。我
们推荐使用 Oracle，因为此软件是免费的，并且 Window 和 Linux 共享文件十分方便。

4.2 安装 VMware 虚拟机
1、双击 VMwarework Station8 文件夹下的 VMware-workstation-full-8.0.3-703057 安装文件
后，会出现 VMware 加载等待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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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载完成会接着出现安装界面，如下图：

2、点击 “Next” 按钮 ，在 setup Type 界面下选择 “Typical” 典型安装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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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在弹出的 Destination Floader 界面上设置要安装的路径或者直接点击“Next”按钮使用
默认安装路径 “C:/Program Files/VMware/VMware Works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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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接下来连续点击“Next” 按钮和最后一个界面的”continue”按钮，直到开始安装

5、等待安装结束，点击”finish”按钮完成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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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安装 Oracle 虚拟机
1、双击 VirtualBox-4.1.16-78094-Win 安装文件，会出现 VMware 加载等待界面

2、点 Next 按钮，选择安装目录，其他的不用考虑，一路点击 Next 按钮后：

选择“Install”，安装程序。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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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在安装过程中会配置网络，时间可能会比较长，请耐心等待。待安装完成后，出现如下
界面：

点击“Finish”后，安装即可完成。

4.4 在 Oracle 虚拟机中安装 Ubuntu
4.4.1 配置 Oracle 安装 Ubuntu12.10 镜像
1、双击 Oracle 的启动图标，如果有提示升级，请选择不要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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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点“新建”按钮，在弹出的对话框中单击”下一步”得到如

在名称中输入“ubuntu12.10”后，下面的操作系统自动改为 Linux，如下图：

单击“下一步”，选择内存大小，这里我们选择 768M，你可以根据自己电脑的配置进
行选择，一般小于你 PC 机内存的一半，否则会造成你 Window 运行十分缓慢。此值可以在虚
拟机开机前的 Oracle 界面进行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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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击“下一步”后，出现如下界面，因为我们是第一次创建虚拟机，所以此处保持默
认即可。

继续单击下一步，出现如下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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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默认不变，继续“下一步”：

这里就是指定虚拟机磁盘是动态分配还是固定大小，这里我们选择默认动态分配，继续下
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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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处的位置，设置保存虚拟机的路径，大小处，设置磁盘大小，由于上一步中我们选择了
动态分配磁盘大小，那么此处我们可以将磁盘大小设置大一点。继续点击“下一步”后，点击
创建，即可创建好虚拟机了。

进入如上界面后，点击“存储”按钮，进入如下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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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IDE 控制器中，增加盘片，即我们光盘中提供的“ubuntu-12.10-desktop-i386”镜像
文件。如下：

点击“选择磁盘”，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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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 ubuntu12.10 镜像文件即可。
选择后，回到 Oracle 主界面，在主界面的左上角，点击启动，即可开始安装系统。

在语言选择栏中，选择中文简体即可。然后点击“安装 Ubunt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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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中“安装下载更新”，点击“继续”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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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如上界面，保持默认，点击继续后，开始安装整个 Ubuntu12.10 系统。

进入地区选择，可以默认。点击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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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认选项，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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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栏中，输入计算机名称和密码。点击继续后，就开始了安装系统过程。安装过程中，
会下载更新文件，速度会根据你的网速和电脑配置有所不同。

安装完毕后，点击“现在重启”即可。
到此，ubuntu12.10 系统安装完成了，注意，在关闭虚拟机的时候，可以像备份 word 文件
一样对虚拟机进行备份。

32
北京神州龙芯集成电路设计有限公司 版权所有

GSC3280 开发板用户手册

安装完系统后，进入虚拟机主界面，点击共享文件夹，在 Window 设置共享文件夹，设置
后，重启系统，在 ubuntu12.10 的“/media/“目录下，即可看到 Window 的共享目录。

4.5 Mware 虚拟机中安装 Ubuntu
4.5.1 配置 VMware 安装 Ubuntu12.10 镜像
1、双击 VMware 的启动图标，如果有提示升级，请点击”Remind me later” 按钮跳过。

2、点 File 按钮，选择”New Virtual Machine”得到如下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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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使用默认的 Typical 配置，点击 Next 按钮。在下一个安装界面上选出要安装的 Ubuntu12.10
安装映像的所在路径，如：选择桌面放置的 Ubuntu12.10 的映像，路径显示为：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Ubuntu-12.10-desktop-i386.iso。

4、点击 Next 按钮，在出现的安装界面中设置 Ubuntu 系统的初始用户名和密码。如：设置 Full
name 和 User name 均为 blx,密码为 123456.在后面登陆 Ubuntu 系统时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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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继续点击 Next 设置新建立的虚拟环境的名称和存储所占的目录位置，点击 Next.

6、设置分配的磁盘大小一般情况不要小于 10GB，默认为 20GB。使用默认的选项 Split virtual
dist into multiple files, 分块保存磁盘映像。点击 N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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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在弹出的界面中点击 Finish 后，完成虚拟机安装 Ubuntu 镜像前的设置。开始安装
Ubuntu12.10

4.5.2 在虚拟环境中安装 Ubuntu 1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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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点击 finish 按钮之后，虚拟环境会自动启动安装 Ubuntu 12.10，如果虚拟机安装 Ubunt12.10
有意外情况产生，都可以重新启动 VMware 程序，选择界面左侧边栏中前面设置好的 Ubuntn 虚拟机
项目，恢复到这一步继续往下安装，不需要再重新设置虚拟机。
虚拟机启动后，开始读 Ubuntu 12.10 映像上的文件，安装系统到虚拟环境中。如下图，

等待虚拟机程序完成拷贝文件后，开始安装系统。需要等待一段时间，时间的长短和安装机器
的配置有关，一般需等待 10-15 分钟。
2、配置 Ubuntu 12.10.
安装 Ubuntu12.10 完成后，VMware 会重新启动进入 Ubuntu，期间会提示用户断开光盘映像的连
接，避免重新开始安装 Ubuntu 12.10，循环做无用的工作。如下图，在弹出的提示框中点“Yes”,
进入 Ubunut 系统的配置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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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VMware 安装程序会为 Ubuntu 自动安装 VMware Tools 工具,不用用户干预，等待 5 分钟左
右时间。完成安装后，会进入 Ubuntu 12.10 的登陆界面。如下图：

4、点击在安装 Ubuntu12.10 之前在 VMware 设置的用户名 blx 下面的对话框中输入之前设置好
的密码 123456.进入 Ubuntu12.10 系统.。如果弹出升级菜单请点击“Don’t update”避免升级 Ubuntu
系统浪费时间和可能带来的程序不兼容问题。Ubuntu12.10 系统如下图：

4.6 在 Ubuntu 系统中安装文件传输服务器
4.6.1 启用 root 帐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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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认情况下 Ubuntu.12.10 没有启用 root 帐户，而是使用 user 帐户进行登录，但是大多数
开发都需要 root 权限，为了开发的方便，可以采用以下步骤启用 root 帐户。
假设以名称为 hdw 的用户登录进系统，在 Ubuntu 12.10 环境下，点击左上角的 Ubuntu 图
标，搜索和打开 Terminal 交互程序。在弹出的程序搜索对话框中输入 Terminal 程序，点击第一
个 Terminal 图标。会弹出 Terminal 终端程序，在 Terminal 程序中输入 ls 查看所在的文件夹。
如图：

1. 在终端中输入以下命令后回车。
hdw@ubuntu:~$ sudo su
2. 输入 hdw 用户的密码，注意输入的密码在终端上是不予显示的，输入完毕后回车即可。
[sudo] password for user:
3. 此时切换到了 root 用户下（user 用户的终端提示符为$，root 用户的终端提示符为#），
输入 passwd 命令后回车。
root@ubuntu:/home/user# passwd
4. 在“Enter new UNIX password ”后输入新的 root 用户密码后回车（输入的密码同样不
会有显示）。
Enter new UNIX password:
5. 在“Retype new UNIX password”后重新输入 root 用户密码后回车。
Retype new UNIX password:
设置成功后出现如下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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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sswd: password updated successfully
6、由于 ubuntu12.10 在登陆界面中，不能选择以 root 登陆，需要修改配置文件，方法如下：
编辑 lightdm.conf
sudo gedit /etc/lightdm/lightdm.conf
在此文件末尾加入如下：
greeter-show-manual-login=true

7. 点击屏幕右上角的注销，在菜单中选择“Log Out„”选项，进行注销。
8、本次登录要以 root 用户方式登录，所以在登录界面中点击“Other„”，在“Username”
中输入“root ”，在“Password ”中输入在第 4 步中设置的密码，然后点击“Log In”按钮。

4.6.2 安装文件传输服务器—tftp
1、安装相关软件包：tftpd（服务端），tftp（客户端），xinetd
sudo apt-get install tftpd tftp xinetd
2、建立配置文件
在/etc/xinetd.d/下建立一个配置文件 tftp
sudo vi tftp
在文件中输入以下内容：
service tftp
{
socket_type = dgram
protocol = udp
wait = yes
user = root
server = /usr/sbin/in.tftpd
server_args = -s /tftpboot
disable = no
per_source = 11
cps = 100 2
flags = IPv4
}
保存退出
3、建立 tftp 服务文件目录（上传文件与下载文件的位置），并且更改其权限
sudo mkdir /tftpboot
sudo chmod 777 /tftpboot –R
40
北京神州龙芯集成电路设计有限公司 版权所有

GSC3280 开发板用户手册

4、重新启动服务
sudo /etc/init.d/xinetd restart
至此 tftp 服务已经安装完成了，下面可以对其进行一下测试。(假设在当前目录和/tftpboot
目录下都有有一个测试文件 test.txt，但是文件内容不同)
$tftp 127.0.0.1
tftp> put test.txt
Sent 1018 bytes in 0.0 seconds
tftp> get test.txt
Received 1018 bytes in 0.1 seconds
tftp> quit
$
通过 get 命令，可以把当前目录下的 test.txt 文件，通过 tftp 上传到它的服务文件目录。这
时，在/tftpboot 下面的 test.txt 文件和当前目录下的 test.tx 文件内容相同。通过 put 命令，可以从
/tftpboot 下载 test.txt 文件。这样就验证了 tftp 服务配置的正确性。当文件上传与下载结束后，
可以通过 quit 命令退出。

4.6.3 在 Ubuntu12.10 上安装 NFS 服务器
1、安装 nfs-kernel-server
# apt-get install nfs-kernel-server
2、配置/etc/exports
nfs 允许挂载的目录及权限在文件/etc/exports 中进行了定义。
例如，我们要将/opt/gsc3280/rootfs 目录共享出来，那么我们需要在终端执行如下：
# gedit /etc/exports
在打开的文件末尾添加如下一行：
/opt/gsc3280/rootfs

*(rw,sync,no_root_squash)

其中：/rootfs 为要共享的目录，*代表允许所有的网络段访问，rw 是可读写权限,sync 是资
料同步写入内存和硬盘，no_root_squash 是 Ubuntu nfs 客户端分享目录使用者的权限，如果客
户端使用的是 root 用户，那么对于该共享目录而言，该客户端就具有 root 权限。
3、重启 nfs 服务
# /etc/init.d/portmap restart
#/etc/init.d/nfs-kernel-server restart
4、测试 nfs
运行以下命令显示共享目录：
#show mount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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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使用以下命令把它挂载在本地磁盘上，例如将/opt/gsc3280/rootfs 挂载到/mnt 下：
# mount -t nfs localhost: /opt/gsc3280/rootfs /mnt
可以运行 df 命令查看是否挂载成功。查看后可以使用以下命令卸载：
# umount /mnt
5、GSC3280 开发板挂载 nfs 共享文件夹
确认 GSC3280 开发板与虚拟机所在的 PC 有网络连接，并且 IP 地址在同一网段，可以相互
ping 通后，在 GSC3280 开发板的命令行中输入命令 mount VM_IP: /opt/gsc3280/rootfs /mnt。（Ｖ
Ｍ_ＩＰ是指 nfs 服务器的 IP 地址，即虚拟机上 Ubuntu 的 IP 地址） 如果没有错误提示表示挂
载 nfs 文件夹成功，mnt 文件中的内容会与 nfs 服务器的共享文件夹的内容同步。在 GSC3280
开发板上就可以直接操作 nfs 共享文件夹中的文件。

4.7 构建 Ubuntu 调试环境
4.7.1 安装串口调试工具
Linux 下串口调试工具有很多，例如 c-kermit、minicom、cutecom 等，本例中采用 cutecom，
安装运行过程如下：
# apt-get install cutecom
按照提示确认并完成安装。
运行 cutecom，如图：
#sudo cut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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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2 配置 ejtag 运行环境
Ejtag 是我们开发的专门用于 GSC 系列芯片的调试烧录工具，运行前需要安装一些依赖软
件库，过程如下（更详细的 Ejtag 使用命令可参考附录：Ejtag 常用命令详解）：
#sudo apt-get install libreadline5-dev
按照提示确认并完成
#sudo apt-get install libusb-1.0-0-dev
按照提示确认并完成
以上正确安装完成，连接好 ejtag，上电运行测试，如下图，则表示成功。

43
北京神州龙芯集成电路设计有限公司 版权所有

GSC3280 开发板用户手册

4.8 快速安装运行系统
连接好 GSC3280 开发板的电源线、串口线及 ejtag 线，上电运行 ejtag，进入下一部的烧写
流程。

4.8.1 第一次烧写 Uboot(u-boot.bin)
如果是第一次烧写，或者 nandflash 中 uboot 已经损坏，导致无法启动，我们都需要借助 ejtag
来完成烧写，过程如下：
#sudo ejtag
ejtag: ddrinit
ejtag: nand probe
ejtag: nand load u-boot.bin 0x0
烧写完成后，打开串口调试工具，设置串口设备及波特率等，点击打开设备，如图：

若 uboot 被正确写入，重新上电后，则可以看到串口 uboot 的输出，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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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面的操作都将在串口工具 cutecom 中进行。

4.8.2 设置 Uboot 网络参数
正常启动 uboot 后，在 uboot 中执行 set 命令，设置相关的参数（下面的烧写工作需要网络
环境）。如下：（更多 uboot 常用命令可参考附录 2：uboot 常用命令详解）
blx-soc #set ipaddr 192.168.123.170

(设置开发板 IP)

blx-soc #set serverip 192.168.123. 161

(设置 tftp 服务器 IP)

blx-soc #save

(保存参数)

以上 IP 地址要根据自己实际情况进行配置。

4.8.3 更新 Uboot(u-boot.bin)
一般情况，我们可能需要对 uboot 进行更新，若 nandflash 中已烧写 uboot 且能正常启动，
可以通过下面两种方式进行更新。
1、通过网络更新
Uboot 命令行中依次输入下列命令：
blx-soc # nand erase 0x0 0x80000
blx-soc # tftp 0xa1000000 u-boot.bin
blx-soc # nand write 0xa1000000 0x0 u-boot-size
u-boot-size 是通过网络下载 u-boot.bin 的大小，16 进制表示，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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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待写入完成，复位测试。
2、通过串口更新
Uboot 依次输入下列命令：
blx-soc # nand erase 0x0 0x80000
blx-soc # loady 0xa1000000
此时串口会不断的打印 CCCC….如图所示，选择 YModem 模式，点击发送文件，
选择要发送的文件，确认：

等待串口发送文件，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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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文件发送完成，执行命令烧写。
blx-soc# nand write 0xa1000000 0x0

u-boot-size

等待写入完成，复位测试。
47
北京神州龙芯集成电路设计有限公司 版权所有

GSC3280 开发板用户手册

4.8.4 烧写 Kernel(uImage)
通过网络烧写 KERNEL，操作步骤与通过网络更新 Uboot 类似。
blx-soc# nand erase 0x100000 0x500000
blx-soc# tftp 0xa1000000 uImage
blx-soc# nand write 0xa1000000 0x100000 uImage-size
uImage-size 是通过网络下载 uImage 的大小，16 进制表示，如图所示：

等待写入完成。
注:在 Nand 的默认分区中给 UImage 所在的内核区分配了 10M 的空间，
如果编译出的 uImage
镜像大于 10M，请重新修改内核 Nand Flash 驱动中的分区表。

4.8.5 烧写 Roofs(rootfs.yaffs2)
通过网络烧写 ROOTFS，本例烧写 yaffs2 的文件系统，注意写入命令与前面的区别。
blx-soc# nand erase 0x600000 0xa00000
blx-soc# tftp 0xa1000000 rootfs.yaffs2
blx-soc# nand write.yaffs2 0xa1000000 0x600000 rootfs-size
rootfs-size 是通过网络下载 rootfs.yaffs2 的大小，16 进制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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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待写入完成。
注:在 Nand 的默认分区中给 Rootfs 所在的内核区分配了 100M 的空间，如果需要的 rootfs
镜像大于 100M，请重新修改内核 Nand Flash 驱动中的分区表。

4.8.6 运行 Linux 系统
以上操作完成后，通过设置 UBOOT 相关启动参数，上电从 NANDFLASH 启动 LINUX，
过程如下：
blx-soc# setenv bootcmd 'nand read 0xa2000000 0x100000 uImage-size;bootm 0xa2000000'
blx-soc#setenv bootargs console=ttyS0,115200 root=/dev/mtdblock4 init=/linuxrc
rootfstype=yaffs2 rw ip=192.168.123.170::::le:eth0:any
blx-soc# saveenv
重新上电或者输入 boot 命令，启动。
blx-soc# boot
输出如下图：

到此，通过自己的一系列操作，LINUX 系统已经运行起来了，之后可以在上面进行其他的
开发和测试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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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GSC3280 开发板系统软件编译方法
5.1 安装交叉编译环境
将交叉编译器放入虚拟机的共享目录中，在 ubuntu12.10 根目录下“media/共享目录”下即
可看到。
现在我们创建工作目录，以后的文件都放在此目录下。
打开 terminal，在终端输入：
# cd /home
# mkdir loongson
# cd loongson
# mdir tmp
# cp /medial/sf_shar/sdk.tar.bz2 /home/loongson/tmp
# cd tmp
然后在 terminal 中输入 tar xvf sdk.tar –C，解压后在“/home/loongson“目录下将得到 sdk/
文件夹。
修改 bash 启动脚本，在脚本的末尾加入如下路径声明(hdw 为用户名，可能与你的不同)：
export PATH=$PATH:/home/hdw/loongson/sdk/devtools/bin
# gedit ~/.bashrc
重启系统后，用 mipsel-linux-gcc 就能编译出在 gsc3280 开发板上运行的程序了。
在开始编译 uboot 或者 Linux kernel 之前，需要先装 mkimage 软件，在终端执行：
# apt-get install uboot-mkimage

5.2 Uboot 编译
通常 u-boot 烧写到 nand rom 或者 spi rom， GSC3280 开发板加电或者 reset 时用来初始化
cpu 频率，内存控制器，串口、加载内核到内存，解压内核然后跳到内核起始地址开始运行内
核。

5.2.1 缺省 u-boot 源码编译
u-boot 源码缺省编译结果是从 nand 启动，也就是说编译生成的二进制文件 u-boot.bin 需
要写到 nand flash 起始地址，在 GSC3280 开发板上电或者 reset 时，自动从 nand 初始化。
将 uboot 源码包放入共享目录，解压源码包并编译
# cp /media/sf_share/uboot /home/loongson/tmp
50
北京神州龙芯集成电路设计有限公司 版权所有

GSC3280 开发板用户手册

#cd /home/loongson/tmp
# tar jxvf uboot.tar.bz2 -C
以上命令会在“/home/loongson”目录下生成 u-boot 目录。
# cd u-boot
#make blx_config
# make

这三个命令编译生成在 nand 启动运行的缺省目标文件 u-boot.bin。
5.2.2 生成各种启动模式的 u-boot
GSC3280 开发板支持 spi，
nand 启动模式，为方便编译，我们提供了专门的脚本 blx_uboot.sh
生成符合开发板各种启动模式的 u-boot。
从 nand 启动，pll_freq=500M, nand page size=2K
编辑 blx_uboot.sh 确认 nand2k 分支条件下 PLL_FREQ=500000000,然后运行：
# ./blx_uboot.sh nand2k
从 nand 启动，pll_freq=400M，nand page size=4K
编辑 blx_uboot.sh 确认 nand4k 分支条件下 PLL_FREQ=400000000,然后运行：
# ./blx_uboot.sh nand4k
从 spi 启动，pll_freq=500M
编辑 blx_uboot.sh 确认 spi 分支条件下 PLL_FREQ=500000000, 然后运行：
# ./blx_uboot.sh spi
PLL_FREQ=500000000 是缺省值，所以在各个分支条件中，PLL_FREQ=500000000 能被
省略掉。生成的文件$SDK/u-boot/u-boot.bin 能被相应写到 spi 或者 nand flash 中。为调试方便也
可生成通过 jtag 直接下载到内存中的 u-boot,通过 jtag 跳转到起始地址运行。
通过 jtag 下载到 ram，pll_freq=500M，直接下载 u-boot 到内存调试只支持
PLL_FREQ=500000000
# ./blx_uboot.sh ram

5.3 Kernel 编译
gsc3280芯片提供linux 3.0.4内核，内核编译根据rootfs放置的位置，分为三种情况。

5.3.1 解压源码
首先将源码放入虚拟机共享目录
# cp /media/sf_share/linux3.0.4-3280.tar.gz /home/loongson/t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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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 /home/loongson/tmp
# tar zxvf linux3.0.4-3280.tar.gz -C
解压成功后会在终端的当前目录下生成linux3.0.4-3280文件夹。

5.3.2 rootfs 放在 nand flash
# cp arch/mips/configs/loongson/gsc3280_nand_defconfig ./.config
# make oldconfig
# make
编译完成后会生成 uImage, uImage 可写到 nand flash，通过设置 u-boot 相关参数，自动从
nand 启动并从 nand 自动 mount rootfs。

5.3.3 rootfs 放在 nfs 服务器
rootfs放在nfs服务器，通常用在调试中，避免经常擦写nand flash。
# cp arch/mips/configs/loongson/gsc3280_nfs_defconfig ./.config
# make oldconfig
# make
编译完成生成uImage，uImage 可放在tftp server，或者nand，通过设置u-boot参数自动从目
标地点下载内核，内核启动后从目标nfs服务器mount根文件系统。

5.3.4 rootfs 作为 ramfs
rootfs作为ramfs，同内核形成一个image，内核启动后，rootfs被自解压到内存。
# cp arch/mips/configs/loongson/gsc3280_ramfs_defconfig ./.config
# make oldconfig
# cd ../release
# make ramfs
# cd ../linux-3.0.4
# make
编译完成后生成 rootfs 和内核生成单一文件 uImage，uImage 可放在 tftp server，或写
进 nand，设置 u-boot 参数使内核从目标地点下载到内存。

5.4 修改 GSC3280 开发板内核代码的配置
Linux 提供内核代码配置菜单，可以选择需要的软件功能和设备驱动。
这里主要介绍 linux 内核中 GSC3280 开发板相关设备驱动的配置和 yaffs, ramfs, nfs 三种文
件系统的配置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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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ux 内核配置菜单如下图：

5.4.1 内核配置菜单的操作方法
5.4.1.1.在选择相应的配置时，有三种选择方式，它们分别代表的含义如下：
Y－-将该功能编译进内核
N－-不将该功能编译进内核
M－-将该功能编译成可以在需要时动态插入到内核中的模块
可以使用空格键切换这三种状态。

Y 状态在菜单表示为[*] 或者<*>;
M 状态菜单表示为[M]或者<M>;
N 状态菜单表示为[ ] 或者< >.

5.4.1.2.配置菜单的操作方法：
上下键 可以移动选择配置菜单上显示的项目或者目录
左右键 选择 Select 或者 Exit 功能
回车键 执行左右键选择的 Select 或者 Exit 进入下一级目录或者返回上一目录
空格键 切换菜单项目的 Y/N/M 状态。

5.4.2 内核配置 GSC3280 开发板相关代码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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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再一遍编译的 GSC3280 开发板内核映像过程。GSC3280 开发板默认配置文件是
arch/mips/configs/loongson/gsc3280_nand_concentrator_defconfig
5.4.2.1 GSC3280 开发板配置和编译过程：
#cd linux-3.0.4
#cp arch/mips/configs/loongson/gsc3280_nand_concentrator_defconfig .config
#make menuconfig
配置出需要的内核

#make
编译完成后会在本目录下出现适用于 uboot 启动模式的 uImage 内核。
5.4.2.2 GSC3280 开发板常用的内核配置
开发板的内核配置基于 gsc3280_nand_concentrator_defconfig 默认开发板设配置文件。在
内核 linux-3.0.4 目录下拷贝 arch/mips/loongson/gsc3280_nand_concentrator_defconfig 并改名
为 .config， 然后使用 make menuconfig 命令，进入配置菜单。正确打开开发板默认配置后，如
下图：

5.4.2.2.1 开发板常用设备驱动模块的配置
包括 GPIO 驱动，I2C 驱动，SPI 驱动，网络，UART 驱动的所需要配置的菜单项，从而使
用该驱动功能。
注：在下面的配置菜单中
1）两行菜单项间在行首有距离间隔表示的是需要进入上面菜单的下一级菜单。
2）...表示在两个目录项中间有其它的目录项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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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GPIO 驱动的配置
Device Drivers

--->

…
[*] GPIO Support --->
…
不编译这些模块驱动，可使用空格键切换［*］为［ ］状态。
2.SPI 驱动的配置
1）配置 SPI 模块

Device Drivers

--->

…
[*] SPI support

--->

…
<*>

BLX GSC3280 SPI Controller

…
不编译这些模块驱动，可使用空格键切换［*］为［ ］状态和使用空格键切换<*>为< >状态。
2)配置 SPI 的 IOMUX
System type (Loongson family of machines)
Machine Type (blx gsc3280 board)

--->

--->

blx gsc3280 board
IO MUX choice

--->

不编译这些模块驱动，可使用空格键切换［*］为［ ］状态和使用空格键切换<*>为< >状态。
3.I2C 驱动的配置
Device Drivers

--->

…
<*> I2C support
[*]

--->

Enable compatibility bits for old user-space

<*>

I2C device interface

<>

I2C bus multiplexing support

[*]

Autoselect pertinent helper modules
I2C Hardware Bus support

--->

<*> GSC3280 I2C Driver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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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编译这些模块驱动，可使用空格键切换［*］为［ ］状态和使用空格键切换<*>为< >状态。
4.网络驱动的配置
Device Drivers

--->

…
[*] Network device support
[*]

--->

Ethernet (10 or 100Mbit)

--->

…
<*>

GSC3280 10/100 Ethernet driver

[]

GSC3280MAC: dual mac support (EXPERIMENTAL)

不编译这些模块驱动，可使用空格键切换［*］为［ ］状态和使用空格键切换<*>为< >状态。
5.串口驱动的配置
1)配置 UART 驱动
Device Drivers

--->

…
Character devices

--->

…
Serial drivers

--->

<*> 8250/16550 and compatible serial support
[]

GSC3280 dma_uart support

[*]

Console on 8250/16550 and compatible serial port

(8) Maximum number of 8250/16550 serial ports
(8) Number of 8250/16550 serial ports to register at runtime
…
…
...
2 )配置 UART 的 IOMUX
去掉相应的配置。
Machine selection

--->

System type (Loongson family of machines)
Machine Type (blx gsc3280 board)

--->

--->

blx gsc3280 board
IO MUX choice

--->

…
[*] blx gsc3280 enable uart0
[ ] blx gsc3280 enable uar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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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blx gsc3280 enable uart2
[ ] blx gsc3280 enable uart3, use pin UART3_0
[ ] blx gsc3280 enable uart3, use pin UART3_1
[ ] blx gsc3280 enable uart4, use pin UART4_0
[ ] blx gsc3280 enable uart4, use pin UART4_1
[ ] blx gsc3280 enable uart5 and use pin UART5_TXE0
[ ] blx gsc3280 enable uart5 and use pin UART5_TXE1
[ ] blx gsc3280 enable uart6
[ ] blx gsc3280 enable uart7
不编译这些模块驱动，可使用空格键切换［*］为［ ］状态和使用空格键切换<*>为< >状态。
5.4.2.2.2 GSC3280 开发板常用根文件系统的配置方式：
1．使用 yaffs 根文件系统的内核配置
File systems

--->

Miscellaneous filesystems --->
…
<*>

yaffs2 file system support
[]

512 byte / page devices

-*-

2048 byte (or larger) / page devices

[*]

Autoselect yaffs2 format
[*]

Disable yaffs from doing ECC on tags by default

[]

Force chunk erase check

[]

Empty lost and found on boot

[]

Disable yaffs2 block refreshing

[]

Disable yaffs2 background processing

[*]

Enable yaffs2 xattr support

…
不编译这些模块驱动，可使用空格键切换［*］为［ ］状态和使用空格键切换<*>为< >状态。
2.使用 nfs 根文件系统的内核配置
Device Drivers

--->

[*] Network File Systems
<*>

--->

NFS client support

[*]

NFS client support for NFS version 3

[*]

NFS client support for the NFSv3 ACL protocol extension

[*]

NFS client support for NFS version 4
[]

NFS client support for NFSv4.1 (EXPERIMEN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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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oot file system on NFS

…
不编译这些模块驱动，可使用空格键切换［*］为［ ］状态和使用空格键切换<*>为< >状
态。
如果使用 NFS 作为 linux 系统的根文件系统时，需要选上 ［］Root file system on NFS 这
一项，
同时要去掉 ramfs 作为根文件系统的选项，因为同时配置的情况下 kernel 会优先选择 ramfs
为跟文件系统。
3.使用 ramfs 根文件系统的内核配置

General setup --->
...
[*] Initial RAM filesystem and RAM disk (initramfs/initrd) support
(./rootfs)

Initramfs source file(s) (NEW)

…
不编译这些模块驱动，可使用空格键切换［*］为［ ］状态和使用空格键切换<*>为< >状
态
Initramfs source file(s)为根文件系统的文件的路径。通过上下键选择好这个选项后，按回车
可以输入路径。

5.5Rootfs 编译制作（busybox\yaffs2 等）
GSC3280开发板的内核发布提供了脚本和Makefile以方便生成根文件系统。这些脚本支持三
种根文件系统类型，iniramfs, nfs, yaffs。内核initramfs为cpio格式，所以为方便向根文件
系统增加文件，三种根文件系统统一采用cpio为最后格式或者中间格式。ramfs编译在5.3.3中
已放到了内核编译中，下面以上面内核目录为基础，介绍另外两种。

5.5.1 生成 yaffs image
# cd $SDK/kernel/linux-3.0.4
# cp arch/mips/configs/loongson/gsc3280_nand_defconfig ./.config
# make oldconfig
# cd ../release
# make nand
会在“/home/loongson/kernel/release”下生成yaffs格式文件rootfs.img, 该文件可通
过u-boot写到相应nand分区，在内核启动后由内核自动mount。

5.5.2 生成 nfs 根文件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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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d $SDK/kernel/linux-3.0.4
# cp arch/mips/configs/loongson/gsc3280_nfs_defconfig ./.config
# make oldconfig
# cd ../release
# make nfs
会在“/home/loongson/kernel/release”下生成nfsroot目录， 将该目录拷贝到目标nfs
服务器目录，并执行cpioextract.sh就会生成完好的rootfs, cpioextract.sh需要sudo权限。
假设nfs server根目录为/nfs
# cp -arf nfsroot /nfs
# cd /nfs/nfsroot
# ./cpioextract.sh
生成目标rootfs目录/nfs/nfsroot，通过u-boot设置参数，使内核启动后能够自动mount。

5.5.3 向 rootfs 添加或减少文件
前面讲过GSC3280开发板内核发布统一采用cpio作为最后格式或中间过程格式，按下面
cpio文件格式修改/home/loongson/kernel/release/rootfs_source.in即可向三种rootfs中增
加或减少文件。
1)cpio包格式二进制文件由gen_init_cpio命令生成的，gen_init_cpio应用程序是由
$SDK/kernel/Linux-3.0.4/usr/gen_init_cpio.c文件编译而来，gen_init_cpio命令格式和用
法说明如下。
# /home/loongson//kernel/Linux-3.0.4/usr/gen_init_cpio <cpio_list>
2)<cpio_list>文件格式：
#a comment；注释行；
file <name> <location> <mode> <uid> <gid>；描述initramfs中的一个文件
dir<name><mode><uid><gid>描述initramfs中的一个目录 、
nod <name> <mode> <uid> <gid> <dev_type> <maj> <min>；描述initramfs中的一个节
点。
3)<cpio_list>文件每一行各字段说明
<name>：该文件/目录/节点在initramfs中的名字，包含绝对路径
<location>：该文件/目录/节点在当前开发主机上的位置
<mode>：该文件/目录/节点的模式字
<uid>：该文件/目录/节点的用户id，0表示root用户
<gid>：该文件/目录/节点的组id，0表示root组
<dev_type>：该设备节点对应设备的类型，b表示块设备，c表示字符设备
<maj>：设备节点对应设备的主设备号
<min>：设备节点对应设备的次设备号
4)<cpio_list>文件示例
dir /dev 0755 0 0
nod /dev/console 0600 0 0 c 5 1
dir /root 070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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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r /bin 0755 0 0
file /bin/addgroup /devtools/root/bin/addgroup 0777 0
file /bin/adduser /devtools/root/bin/adduser 0777 0 0

第六章 GSC3280 内核 Linux 3.0.4 驱动层实验教程
6.1 内核模块介绍
Linux 驱动有两种模式被编译和加载：
（1）编译进内核，随同 linux 启动时加载。
（2）编译成内核模块，在内核运行过程中动态加载、删除。
Linux 内核模块可以将新的功能加载到内核、也可以从内核去除某个功能。

6.1.1 模块示例
内核模块和典型程序元素有根本区别。典型程序有一个 main 函数，而内核模块包含 entry
和 exit 函数。当向内核插入模块时，调用 entry 函数，从内核删除模块时则调用 exit 函数。
因为 entry 和 exit 函数是用户定义的，所以存在 module_init 和 module_exit 宏，用于定义这
些函数属于哪种函数。
下面是一个内核模块的例子:
#include <linux/module.h>//所有模块都需要的头文件
#include <linux/init.h> //init&exit 相关宏

static int __init hello_init(void)
{
printk(KERN_ERR "#### hello world\n");
return 0;
}

static void __exit hello_exit(void)
{
printk(KERN_ERR "#### exit\n");
}

module_init(hello_init);
60
北京神州龙芯集成电路设计有限公司 版权所有

GSC3280 开发板用户手册

module_exit(hello_exit);
注意上述C代码保存为helloworld.c

6.1.2 编译示例模块
Makefile写法：
obj-m := hello.o
hello-objs := helloworld.o
KID := $SDK/kernel/linux-3.0.4
PWD := $(shell pwd)

all:
make -C $(KID) M=${PWD} modules
clean:
rm -rf *.o *.cmd *.ko *.mod.c .tmp_versions
执行make可生成hello.ko
# make

6.1.3 在 GSC3280 开发板上运行示例模块
将hello.ko拷贝到rootfs，然后
用root加载摸块：
# insmod hello.ko
卸载模块：
# rmmod hello
然后执行命令dmesg，可看到模块输出
#dmesg
如果要将其编入内核，
则需要将源代码拷入 linux 内核源代码相应路径，
并修改 Makefile，
这里不再赘述。

6.2 GPIO 驱动介绍
GSC3280 的 GPIO 驱动是通过 GPIO LIB 和 GPIO 设备驱动结构两级管理来实现的。GPIO LIB
统一管理 GPIO 的操作接口，如 GPIO 的申请，设置 GPIO 输入输出方向，读写 GPIO 上的电平等，
GPIO 设备驱动则调用 GPIO LIB 的这些接口实现设备的功能。本节主要介绍 3280 的 GPIO 使用，
并且使用 LED 作为一个例子。

6.2.1 GPIO LIB 驱动的部分实现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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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介绍 GPIO LIB 的几个基本接口体。
gpio_chip 是内核提供的一个 GPIO 基本的结构体，具体内容如下：
struct gpio_chip {
const char *label; //通过此名字来判断是否是自己所需要的 GPIO 资源
struct device *dev; //设备
struct module *owner; //modulle
int (*request)(struct gpio_chip *chip,
unsigned offset);

//申请 GPIO 资源，检查 GPIO 是否可用。

void (*free)(struct gpio_chip *chip,
unsigned offset);

//释放已经申请的 GPIO

int (*direction_input)(struct gpio_chip *chip,
unsigned offset);

//设置 GPIO 输入模式

int (*get)(struct gpio_chip *chip,
unsigned offset);

//获得 GPIO 的值

int (*direction_output)(struct gpio_chip *chip,
unsigned offset, int value);

//设置 GPIO 输出模式

int (*set_debounce)(struct gpio_chip *chip,
unsigned offset, unsigned debounce);

//设置 GPIO 防抖

void (*set)(struct gpio_chip *chip,
unsigned offset, int value);

//设置 GPIO 值

int (*to_irq)(struct gpio_chip *chip,
unsigned offset);
void (*dbg_show)(struct seq_file *s,
struct gpio_chip * chip);
int base;
u16 ngpio;

//用于 debugsys 模式使用

//第一个 GPIO 的位置
//最后一个 GPIO = (base + ngpio - 1)

const char *const *names;
unsigned can_sleep : 1;
unsigned exported : 1;

#if defined(CONFIG_OF_GPI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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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f CONFIG_OF is enabled, then all GPIO controllers described in the
* device tree automatically may have an OF translation
*/
struct device_node *of_node;
int of_gpio_n_cells;
int (*of_xlate)(struct gpio_chip *gc, struct device_node *np,
const void *gpio_spec, u32 * flags);
#endif
};
接下来介绍 GSC3280 封装的 GPIO 结构体，具体如下：
struct gsc3280_gpio_chip {
struct gpio_chip chip;
#ifdef CONFIG_PM
struct gsc3280_gpio_pm *pm;
#endif
void __iomem *base;
int irq_base;
spinlock_t lock;
#ifdef CONFIG_PM
u32 pm_save[4];
#endif
};
GSC3280 一共有 3 组 GPIO，A 组有 31 个 GPIO，B 组有 32 个 GPIO，C 组有 24 个 GPIO。在内
核中，使用如下的程序对 gsc3280_gpio_chip 进行初始化,注册三组 GPIO 给 GPIO LIB 驱动。
static struct gsc3280_gpio_chip gsc3280_gpio[] = {
{
//A 组 GPIO 的基地址
.base = (__iomem void *) GSC3280_REGADDR_GPIO_SWPORTA_DR,
.chip = //将 Kernel GPIO 提供的 gpio_chip 进行赋值，
{
.base = GSC3280_GPA(0), //第一个 GPIO 的编号
.ngpio = GSC3280_GPIO_A_NR,

//最后一个 gpio 的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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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bel = "GPIOA",

//gpio 组的名字

.request = gsc3280_gpiolib_request, //申请 GPIO 资源的函数指针
.to_irq = gsc3280_gpiolib_gpioint_to_irq, //GPIO 中断函数指针，未使
用
},
},
{
.base = (__iomem void *) GSC3280_REGADDR_GPIO_SWPORTB_DR,
.chip =
{
.base = GSC3280_GPB(0),
.ngpio = GSC3280_GPIO_B_NR,
.label = "GPIOB",
.request = gsc3280_gpiolib_request,
.to_irq = NULL,
},
},
{
.base = (__iomem void *) GSC3280_REGADDR_GPIO_SWPORTC_DR,
.chip =
{
.base = GSC3280_GPC(0),
.ngpio = GSC3280_GPIO_C_NR,
.label = "GPIOC",
.request = gsc3280_gpiolib_request,
.to_irq = NULL,
},
},
};
内核调用如下函数初始化 GPIOLIB。
int __init gsc3280_gpiolib_init(void) {
int i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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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体定义
struct gsc3280_gpio_chip *ourchip = gsc3280_gpio;
int nr_chips = ARRAY_SIZE(gsc3280_gpio);
/* enable GPIO SysCtrl */
sysctl_mod_enable(SYSCTL_MOD_GPIO);
for (i = 0; i < nr_chips; i++, ourchip++) {
//调用此函数，将我们自己定义的结构体添加到 kernel GPIOLIB 当中
gsc3280_gpiolib_add_chips(ourchip);
}

return 0;
}
/* add gpio port to gpiolib
** gsc3280 have PORTA, PORTB, PORTC
*/
void __init gsc3280_gpiolib_add_chips(struct gsc3280_gpio_chip *chip) {
//声明一个 Kernel GPIOLIB gpio_chip 的结构体指针
struct gpio_chip *gc = &chip->chip;
BUG_ON(!chip->base);
BUG_ON(!gc->label);
BUG_ON(!gc->ngpio);
//初始化锁
spin_lock_init(&chip->lock);
//将 gpio_chip 的函数指针进行赋值，将来调用 GPIOLIB 接口的时候，会直接调用此
函数。
if (!gc->direction_input)
gc->direction_input = gsc3280_gpiolib_input;
//将 gpio_chip 的函数指针进行赋值，将来调用 GPIOLIB 接口的时候，会直接调用此
函数。
if (!gc->direction_output)
gc->direction_output = gsc3280_gpiolib_outp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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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 gpio_chip 的函数指针进行赋值，将来调用 GPIOLIB 接口的时候，会直接调用此
函数。
if (!gc->set)
gc->set = gsc3280_gpiolib_set;
//将 gpio_chip 的函数指针进行赋值，将来调用 GPIOLIB 接口的时候，会直接调用此
函数。
if (!gc->get)
gc->get = gsc3280_gpiolib_get;

#ifdef CONFIG_PM
if (chip->pm != NULL) {
if (!chip->pm->save || !chip->pm->resume)
printk(KERN_ERR "gpio: %s has missing PM functions\n",
gc->label);
} else
printk(KERN_ERR "gpio: %s has no PM function\n", gc->label);
#endif
//调用 GPIOLIB 的函数，将我们初始化好的 gpio_chip 添加到 Kernel GPIOLIB 当中。
//到此为止，我们已经将自己的 GPIOLIB 与系统 GPIOLIB 关联起来了。
gpiochip_add(gc);
}
/* modules init */
core_initcall(gsc3280_gpiolib_init);

6.2.2 GPIO 设备驱动实例
下面结合 LED 灯驱动程序，讲解一下如何调用 GPIOLIB 里的接口实现 GPIO 设备驱动。LED
灯驱动的路径：/driver/char/amr_ledctrl.h ，由于用 ioctl 函数来进行操作，所以没有实现
read 和 write 等函数。
操作步骤如下：
1.注册一个 LED 设备
2.初始化 file_oper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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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当用户空间调用 open 函数时，调用 GPIOLIB 的 request 申请 GPIO 空间，调用 GPIOLIB
的相关函数来设置、读写 GPIO。
static int __init amr_ledctrl_init(void) {
int err;
int result;
int major;
//申请设备号
result = alloc_chrdev_region(&amr_ledctrl_priv.dev, 0, 0, "amrleds");
major = MAJOR(amr_ledctrl_priv.dev);
if (result < 0) {
printk(KERN_WARNING "amr_ledctrl: can't get major %d\n", major);
return result;
}
//字符设备初始化
cdev_init(&amr_ledctrl_priv.cdev, &amrleds_fops);
amr_ledctrl_priv.cdev.owner = THIS_MODULE;
amr_ledctrl_priv.cdev.ops = &amrleds_fops;
//添加字符设备
err = cdev_add(&amr_ledctrl_priv.cdev, amr_ledctrl_priv.dev, 1);
if (err) {
printk(KERN_NOTICE "Error[%d] cdev_add emidisp\n", err);
return -1;
}
//创建字符设备驱动文件，详情可以参见 UDEV 相关内容
amr_ledctrl_priv.amrleds_class = class_create(THIS_MODULE, "amrleds");
if (IS_ERR(amr_ledctrl_priv.amrleds_class)) {
printk(KERN_ERR "Failed in create amrleds_cdev class\n");
return -1;
}
device_create(amr_ledctrl_priv.amrleds_class, NULL,
amr_ledctrl_priv.dev,
NULL, "amrle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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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turn 0;
}

struct gpio amr_leds_gpios[AMR_MAX_PIN_NR] = {
{GSC3280_GPC(15), GPIOF_OUT_INIT_HIGH, "AMR run led"},
{GSC3280_GPC(16), GPIOF_OUT_INIT_HIGH, "AMR alarm led"}
};

static int amrleds_open(struct inode *inode, struct file *filp) {
int ret = 0;
//申请一组 GPIO 设备，这里其实申请了两个 GPIO，amr_led_gpio 是我们需要申请的
GPIO 的相关内容。
//实际上，我们申请的是 C 组 GPIO 的第 15 个和第 16 个管脚，模式设置为输出
//这里需要判断一下返回值，有可能因为管脚被复用等情况。
//gsc3280_gpiolib_request()主要实现所申请的 GPIO 是否可用
gsc3280_gpiolib_request()
ret = gpio_request_array(amr_leds_gpios, AMR_MAX_PIN_NR);
if (ret < 0) {
printk("error by request gpio\n");
return ret;
}
memset(&amr_ledctrl_priv.amr_hard_timer, 0x00, sizeof
(amr_ledctrl_priv.amr_hard_timer));
//申请一个时钟，作为定时器来使用。
ret = gsc3280_request_hard_timer(&amr_ledctrl_priv.amr_hard_timer);
if (ret)
return ret;
amr_ledctrl_priv.timer_run = false;
return 0;
}
使用 ioctl 的时候，内核会调用此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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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tic long amrleds_ioctl(struct file *filp, unsigned int cmd, unsigned long arg)
{
int ret = 0;
struct amr_ledsctrl_param *param = &amr_ledctrl_priv.amr_param;
if (_IOC_TYPE(cmd) != AMR_LED_MAGIC) return -ENOTTY;
if (_IOC_NR(cmd) > EMIDISP_IOC_MAXNR) return -ENOTTY;
/*
if (amr_ledctrl_priv.timer_run == true)
return -EBUSY;
*/
if (param->led_index >= AMR_MAX_PIN_NR) return -EINVAL;

if (param->run_time < (param->on_time + param->off_time)) {
param->run_time = param->on_time + param->off_time;
}
根据 cmd 来选择对应的操作。
switch (cmd) {
//AMR_LED_RUN 模式是一个闪烁模式，我们使用了定时器来操作。
//根据时间，进入中断函数，在中断函数当中来操作 LED 的闪烁。
case AMR_LED_RUN:
if (0 != param->on_time) {
ret = amr_start_led(param);
if (ret)
return ret;
} else
return -EINVAL;
break;
case AMR_LED_STOP:
amr_stop_led(param);
break;
case AMR_LED_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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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处会调用 gpio_set_value，kernel 会自动找到之前我们写的
gsc3280_gpiolib_set()函数
gpio_set_value(amr_leds_gpios[param->led_index].gpio, 0);
amr_ledctrl_priv.led_on = true;
break;
case AMR_LED_OFF:
gpio_set_value(amr_leds_gpios[param->led_index].gpio, 1);
amr_ledctrl_priv.led_on = false;
break;
default:
return -ENOTTY;
}
return 0;
}

6.3 SPI 驱动介绍
在 Linux 内核中，我们已经编写了基于 GSC3280 的 SPI 总线驱动，基于 SPI0 和 SPI1 的两
个设备驱动，用户可以在不关注 SPI 底层驱动的情况下，通过应用层 open、close、read、write
和 ioctl 等接口实现对 SPI 设备的操作。

6.3.1 打开或者关闭 SPI 设备
当 Linux 系统启动后，在“/dev/”目录下，会有关于 GSC3280 的 SPI 设备，名称为：
GSC3280_SPI0.0 和 GSC3280_SPI1.0，第一个表示 SPI0，第二个表示 SPI1。接下来我们假定操
作 SPI1，即操作设备文件名为：GSC3280_SPI1.0 的设备。
通过以下语句，可以实现设备的打开：
int fd = 0;
fd = open("/dev/ GSC3280_SPI1.0", O_RDWR);
通过以下语句，关闭打开的设备：
close(fd);

6.3.2 设置 SPI 传输参数
在 SPI 传输过程中，需要设置不同的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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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以下语句，设置 SPI 的读写工作模式，主要包括数据传输和时钟的极性。
uint8_t mode = 0;
int ret = 0;
ret = ioctl(fd, SPI_IOC_RD_MODE, &mode);
ret = ioctl(fd, SPI_IOC_WR_MODE, &mode);
通过以下语句，设置在读写过程中，一个字传输多少个 bit。
uint8_t bits = 8;
ret = ioctl(fd, SPI_IOC_RD_BITS_PER_WORD, &bits);
ret = ioctl(fd, SPI_IOC_WR_BITS_PER_WORD, &bits);
通过以下语句，设置在读写过程中，数据传输的最大速率。
uint32_t speed = 500000;
ret = ioctl(fd, SPI_IOC_RD_MAX_SPEED_HZ, &speed);
ret = ioctl(fd, SPI_IOC_WR_MAX_SPEED_HZ, &speed);

6.3.3 传输 SPI 数据
程序中通过结构体 spi_ioc_transfer 来传输数据，此结构体是内核中定义的，在传输函数
中，对结构体的初始化如下：
struct spi_ioc_transfer tr = {
.tx_buf = (unsigned long)tx,
.rx_buf = (unsigned long)rx,
.len = len,
.delay_usecs = delay,
.speed_hz = speed,
.bits_per_word = bits,
};
注意：发送和接收数组要定义的足够大，防止接收越界。上面结构体中，len 为发送数组
的长度，delay 为传送完数据后，需要的延迟时间，speed 为此次传输的速度，bits 为一个字
中需要传输 bits 个位。比如我们需要传送一个字节的命令 cmd，等待接收一个字节，中间不需
要延迟，速度为 500K，一个字中需要传输 8 个位。具体程序如下：
uint8_t tx[5] = {0};
uint8_t rx[5] = {0};
tx[0] = cm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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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uct spi_ioc_transfer tr = {
.tx_buf = (unsigned long)tx,
.rx_buf = (unsigned long)rx,
.len = 1;
.delay_usecs = 0,
.speed_hz = 500 * 1000,
.bits_per_word = 8,
};
ret = ioctl(fd, SPI_IOC_MESSAGE(1), &tr);
if (ret < 1)
pabort("can't send spi message");
执行完 ioctl 后，如果执行成功，接收数据就在 rx 数组中，可以通过语句：ARRAY_SIZE(tx)
来获得接收数据的长度。

6.3.4 SPI 设备操作步骤
结合上面三个小结，通过我们提供的 SPI 驱动来操作 SPI 接口设备的步骤如下(一个 SPI 可
以挂接几个设备)：
1、申请 GPIO，有几个 SPI 接口设备，就申请几个 GPIO 作为每个 SPI 设备的片选引脚。设
置 GPIO 为输出。
2、根据 6.3.1 中所描述，打开 SPI 设备。
3、通过片选选中其中一个 SPI 接口设备，根据 6.3.2 中描述，设置 SPI 的工作模式。
4、根据 6.3.3 中描述，通过结构体 spi_ioc_transfer 来发送或者接收数据。
5、取消此设备的片选，继续执行步骤 3，操作其他 SPI 接口设备。
6、当所有设备都操作完成后，根据 6.3.1 中描述，关闭 SPI 设备。

6.4 I2C 驱动介绍
在 GSC3280 开发板提供的内核中，已经完全支持了 I2C 驱动，在根文件系统“/dev”目录
下已经有相应的文件系统：i2c-0。用户在编写应用程序时，可以直接使用 open、close、read、
write 和 ioctl 来操作 GSC3280 的 I2C 适配器，和挂接在 I2C 总线上的设备进行通信。

6.4.1 I2C 总线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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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2C 总线由 Philips 公司推出，最主要的优点是其简单性和有效性。I2C 总线是由数据线
SDA 和时钟 SCL 构成的串行总线，可发送和接收数据。在 CPU 与被控 IC 之间、IC 与 IC 之间进
行双向传送，最高传送速率 100kbps。

6.4.2 I2C 数据传输格式
I2C 传输的首字节是"片选信号",即 7 位从机地址加 1 位方向(读写)控制，从机收到自己的
地址才能发送应答信号表示自己在线，其他地址的从机不反应。
首字节是个器件地址，常用 IIC 接口通用器件的器件地址是由种类型号及寻址码组成的，
共 7 位。格式如下：
D7 D6 D5 D4 D3 D2 D1 D0
1、器件类型由：D7-D4 共 4 位决定的。这是由半导公司生产时就已固定此类型的了，也就
是说这 4 位已是固定的。
2、用户自定义地址码：D3-D1 共 3 位。这是由用户自己设置的，通常的作法如 EEPROM 这
些器件是由外部 IC 的 3 个引脚所组合电平决定的（常用的名字如 A0,A1,A2）。这也就是寻址
码。
以上就是为什么同一 IIC 总线上同一型号的 IC 最多只能挂接 8 片同种类芯片的原因了。
3、最低一位就是 R/W 位。0 表示写，1 表示读，读写是站在主机的立场上定义的。"读"是
主机接收从机数据，"写"是主机发送数据给从机。

6.4.3 I2C 应用层编程实例
需要包含的头文件：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sys/types.h>
#include <sys/stat.h>
#include <fcntl.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linux/i2c.h>
#include <linux/i2c-dev.h>
宏定义：
#define uint8_t unsigned char
#define I2C_DEV "/dev/i2c-0"

//设备文件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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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操作先发 Slaveaddr_W + Regaddr_H + Regaddr_L 3 个字节来告诉设备操作器件及两个
byte 参数，然后发送 Slaveaddr_R 读数据。具体程序如下：
static int I2cRead(int fd, char buff[], int addr, int count)
{
int res;
uint8_t iTxBuf[2] = {0};
iTxBuf [0] = addr >> 8;
iTxBuf [1] = addr;
write(fd, iTxBuf,2);
res = read(fd, buff,count);
printf("read %d byte at 0x%x/n", res, addr);
return res;
}
在写之前，需要在数据前加两个 byte 的参数，然后根据需要解析。
static int I2cWrite(int fd, char buff[], int addr, int count)
{
int res;
int i,n;
static uint8_t iTxBuf[100];
memcpy(iTxBuf + 2, buff, count);
iTxBuf[0] = addr>>8;
iTxBuf[1] = addr;
res = write(fd, iTxBuf,count + 2);
printf("write %d byte at 0x%x/n", res, addr);
}
主函数如下：
int main(void)
{
int fd,res;
uint8_t ch,char buf[50] = {0};
int regaddr,i,slaveaddr;
fd = open(I2C_DEV, O_RDW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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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fd < 0)
{
printf("####i2c test device open failed####/n");
return (-1);
}
printf("please input slave addr:");
scanf("%x",&slaveaddr);
printf("input slave addr is:%x/n",slaveaddr);
printf("please input reg addr:");
scanf("%x",&regaddr);
printf("input slave addr is:%x/n",regaddr);
res = ioctl(fd, I2C_TENBIT, 0);

//not 10bit

res = ioctl(fd,I2C_SLAVE,slaveaddr);

//设置 I2C 从设备地址[6:0]

while((ch=getchar()) != '0')
{
switch(ch)
{
case '1':
{
printf("getch test success/n");
}
break;
case '2':
{
for(i = 0; i < 5; i++)
{
buf[i] = 0xff;
}
printf("read i2c test/n");
res = I2cRead(fd,buf,regaddr,5);
printf("%d bytes read:",res);
for(i = 0; i < re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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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intf("%d ",buf[i]);
}
printf("/n");
}
break;
case '3':
{
buf[0] = 0xAA;
buf[1] = 0x55;
buf[2] = 0xAA;
printf("write i2c test/n");
res = IicWrite(fd, buf, regaddr, 2);
printf("%d bytes write success/n");
}
break;
default:
{
printf("bad command/n");
}
break;
}
}
return 0;
}
}

第七章 GSC3280 Linux 3.0.4 应用层实验教程
7.1 概述
Linux 是一种多线程操作系统，符合 POSIX 的接口调用，这里列举一些接口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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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文件操作
从一个文件读取其中的内容保存至另一个文件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ys/types.h>
#include <sys/stat.h>
#include <fcntl.h>
#include <unistd.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errno.h>
#define BUFFER_SIZE 1024
int main(int argc,char **argv)
{
int from_fd,to_fd;
int bytes_read,bytes_write;
char buffer[BUFFER_SIZE];
char *ptr;
if(argc!=3)
{
fprintf(stderr,"Usage:from file \'a\' to file \'b\'

\n\a ");

fprintf(stderr,"%s a b \n\a ",argv[0]);
exit(1);
}

if((from_fd=open(argv[1],O_RDONLY))==-1)
{
fprintf(stderr,"Open %s Error:%s\n",argv[1],strerror(errno));
exit(1);
}

if((to_fd=open(argv[2],O_WRONLY|O_CREAT,S_IRUSR|S_IWUSR))==-1)
{
fprintf(stderr,"Open %s Error:%s\n",argv[2],strerror(errno));
exit(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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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ile(bytes_read=read(from_fd,buffer,BUFFER_SIZE))
{
if((bytes_read==-1)&&(errno!=EINTR)) break;
else if(bytes_read>0)
{
ptr=buffer;
while(bytes_write=write(to_fd,ptr,bytes_read))
{
if((bytes_write==-1)&&(errno!=EINTR))break;
else if(bytes_write==bytes_read) break;
else if(bytes_write>0)
{
ptr+=bytes_write;
bytes_read-=bytes_write;
}
}
if(bytes_write==-1)break;
}
}

close(from_fd);
close(to_fd);
exit(0);
}

在 GSC3280 SDK 交叉编译环境下 ，到 SDK 目录/demo/file/中执行 make。
将生成的文件文件 file a b 按照章节 4 的方法保存到 GSC3280 开发板上执行./file a b
可以查看到 a 中的数据已经保存到了 b 中。

7.3 多线程
建立两个 linux 线程，设置线程 2 的属性是不可被结束的。

#include <stdio.h>
#include <unistd.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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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clude <stdlib.h>
#include <pthread.h>

void *thread_function(void *arg);
int main(int argc,char **argv)
{
int res;
pthread_t a_thread;
void *thread_result;
int i;
res = pthread_create(&a_thread,NULL,thread_function,NULL);
if (res != 0)
{
perror("Thread creation failed");
exit(EXIT_FAILURE);
}

for(i=0; i<5; i++)
{
printf("this is main ......\n");
sleep(1);
}
printf("Cancelling thread...\n");
res = pthread_cancel(a_thread);
if (res != 0)
{
perror("thread cancelation failed");
exit(EXIT_FAILURE);
}
printf("waiting for thread to finish...\n");
#if 1

res = pthread_join(a_thread,&thread_result);
if (res != 0)
{
perror("thread join fail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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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it(EXIT_FAILURE);
}
#endif
printf("the progam is end\n");
return 0;

}
void *thread_function(void *arg)
{
int i,res,j;
printf("it is thread \n");
//sleep(1);
res = pthread_setcancelstate(PTHREAD_CANCEL_DISABLE,NULL);
if (res != 0)
{
perror("thread pthread_setcancelstate failed");
exit(EXIT_FAILURE);
}

sleep(2);
printf("thread cancel type is disable,can't cancel this thread\n");

for (i = 0;i < 3;i ++)
{
printf("thread is running (%d)...\n",i);
sleep(1);
}

printf("thread is running (%d)...\n",i);
res = pthread_setcancelstate(PTHREAD_CANCEL_ENABLE,NULL);

#if 1
if (res != 0)
{
perror("thread pthread_setcancelstate failed");
exit(EXIT_FAIL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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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ndif
// sleep(5);
printf("thread is change to cancel enable\n");
printf("thread is change \n");
sleep(100);
pthread_exit(0);

}
在 GSC3280 SDK 的环境下，进入到 SDK 的/demo/pthread/目录执行 make ，
拷贝 phtread 到 GSC3280 开发板环境下，执行./phtread

7.4 多进程
#include <unistd.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sys/types.h>
int main(int argc,char ** argv)
{
pid_t pid;
int res;
if ((pid = fork()) < 0)
printf("error");
else if (pid == 0)
{
printf("this child \n");
exit(1);
}
else
{
sleep(2);
waitpid(pid,NULL);
printf("this father\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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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turn 0;
}
在 GSC3280 SDK 的环境下，进入到 SDK 的/demo/thread/目录执行 make ，
拷贝 phtread 到 GSC3280 开发板环境下，执行./htread

7.5 进程间通讯
接收端：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sys/types.h>
#include <unistd.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sys/ipc.h>
#include <sys/shm.h>
#include <sys/sem.h>
int main(int argc,char ** argv)
{
int running = 1;
char *shm_p = NULL;
int shmid;
int semid;
int value;
struct sembuf sem_b;
sem_b.sem_num = 0;
sem_b.sem_flg = SEM_UNDO;
if ((semid = semget((key_t)123456,1,0666 | IPC_CREAT)) == -1)
{
perror("semget");
exit(EXIT_FAILURE);
}

shmid = shmget((key_t)654321,(size_t)2048,0600 | IPC_CREAT);
if (shmid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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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ror("shmget");
exit(EXIT_FAILURE);
}

shm_p = shmat(shmid,NULL,0);
if (shm_p == NULL)
{
perror("shmat");
exit(EXIT_FAILURE);
}

while (running)
{
if ((value = semctl(semid,0,GETVAL)) == 1)
{
printf("read data operate\n");
sem_b.sem_op = -1;
if (semop(semid,&sem_b,1) == -1)
{
fprintf(stderr,"semaphore_p failed\n");
exit(EXIT_FAILURE);
}
printf("%s\n",shm_p);
}

if (strcmp(shm_p,"end") == 0)
running--;
}

shmdt(shm_p);
if (shmctl(shmid,IPC_RMID,0) != 0)
{
perror("shmctl");
exit(EXIT_FAILUR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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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 (semctl(semid,0,IPC_RMID,0) != 0)
{
perror("semctl");
exit(EXIT_FAILURE);
}

return 0;
}
发送端: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unistd.h>
#include <sys/types.h>
#include <sys/shm.h>
#include <sys/ipc.h>
#include <sys/sem.h>
#include <string.h>
int main(int argc,char ** argv)
{
int running = 1;
int shid;
int semid;
int value;
void * sharem = NULL;
struct sembuf sem_b;
sem_b.sem_num = 0;
sem_b.sem_flg = SEM_UNDO;

if ((semid = semget((key_t)123456,1,0666|IPC_CREAT)) == -1)
{
perror("semget");
exit(EXIT_FAILUR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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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 (semctl(semid,0,SETVAL,0) == -1)
{
printf("sem init error");
if (semctl(semid,0,IPC_RMID,0) != 0)
{
perror("semctl");
exit(EXIT_FAILURE);
}
exit(EXIT_FAILURE);
}
shid = shmget((key_t)654321,(size_t)2048,0600|IPC_CREAT);

if (shid == -1)
{
perror("shmget");
exit(EXIT_FAILURE);
}

sharem = shmat(shid,NULL,0);
if (sharem == NULL)
{
perror("sharem");
exit(EXIT_FAILURE);
}

while (running)
{
if ((value = semctl(semid,0,GETVAL)) == 0)
{
printf("write data opreate\n");
printf("please input something:");
scanf("%s",sharem);
printf("you input is :%s\n",sharem);
sem_b.sem_op = 1;
if (semop(semid,&sem_b,1)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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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printf(stderr,"semaphore_p failed\n");
exit(EXIT_FAILURE);
}
}

if (strcmp(sharem,"end") == 0)
running--;
}

shmdt(sharem);
return 0;
}

在 GSC3280 SDK 交叉编译环境下，执行 make
将 thread_server thread_client 拷贝到 GSC3280 开发板执行
#./thread_server &
# ./thread_client

7.6 网络编程
服务端：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unistd.h>
#include <errno.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sys/types.h>
#include <sys/socket.h>
#include <netinet/in.h>
#include <arpa/inet.h>
#define MYPORT 1234

// the port users will be connecting to

#define BACKLOG 5

// how many pending connections queue will hold

#define BUF_SIZE 200
int fd_A[BACKLOG];
int conn_amount;

// accepted connection fd

// current connection amount

void showcli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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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t i;
printf("client amount: %d\n", conn_amount);
for (i = 0; i < BACKLOG; i++) {
printf("[%d]:%d ", i, fd_A[i]);
}
printf("\n\n");
}
int main(void)
{
int sock_fd, new_fd; // listen on sock_fd, new connection on new_fd
struct sockaddr_in server_addr;

// server address information

struct sockaddr_in client_addr; // connector's address information
socklen_t sin_size;
int yes = 1;
char buf[BUF_SIZE];
int ret;
int i;

if ((sock_fd = socket(AF_INET, SOCK_STREAM, 0)) == -1) {
perror("socket");
exit(1);
}

if (setsockopt(sock_fd, SOL_SOCKET, SO_REUSEADDR, &yes, sizeof(int)) == -1) {
perror("setsockopt");
exit(1);
}

server_addr.sin_family = AF_INET;

// host byte order

server_addr.sin_port = htons(MYPORT);

// short, network byte order

server_addr.sin_addr.s_addr = INADDR_ANY; // automatically fill with my IP
memset(server_addr.sin_zero, '\0', sizeof(server_addr.sin_zero));
if (bind(sock_fd, (struct sockaddr *)&server_addr, sizeof(server_addr)) == -1) {
perror("bind");
exi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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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f (listen(sock_fd, BACKLOG) == -1) {
perror("listen");
exit(1);
}

printf("listen port %d\n", MYPORT);
fd_set fdsr;
int maxsock;
struct timeval tv;
conn_amount = 0;
sin_size = sizeof(client_addr);
maxsock = sock_fd;
while (1) {
// initialize file descriptor set
FD_ZERO(&fdsr);
FD_SET(sock_fd, &fdsr);
// timeout setting
tv.tv_sec = 30;
tv.tv_usec = 0;
// add active connection to fd set
for (i = 0; i < BACKLOG; i++) {
if (fd_A[i] != 0) {
FD_SET(fd_A[i], &fdsr);
}
}
ret = select(maxsock + 1, &fdsr, NULL, NULL, &tv);
if (ret < 0) {
perror("select");
break;
} else if (ret == 0) {
printf("timeout\n");
continu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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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i = 0; i < conn_amount; i++) {
if (FD_ISSET(fd_A[i], &fdsr)) {
ret = recv(fd_A[i], buf, sizeof(buf), 0);
if (ret <= 0) {

// client close

printf("client[%d] close\n", i);
close(fd_A[i]);
FD_CLR(fd_A[i], &fdsr);
fd_A[i] = 0;
} else {

// receive data

if (ret < BUF_SIZE)
memset(&buf[ret], '\0', 1);
printf("client[%d] send:%s\n", i, buf);
}

}
}
// check whether a new connection comes
if (FD_ISSET(sock_fd, &fdsr)) {
new_fd = accept(sock_fd, (struct sockaddr *)&client_addr, &sin_size);
if (new_fd <= 0) {
perror("accept");
continue;
}
// add to fd queue
if (conn_amount < BACKLOG) {
fd_A[conn_amount++] = new_fd;
printf("new connection client[%d] %s:%d\n", conn_amount,
inet_ntoa(client_addr.sin_addr), ntohs(client_addr.sin_port));
if (new_fd > maxsock)
maxsock = new_fd;
}
else {
printf("max connections arrive, exit\n");
send(new_fd, "bye", 4, 0);
close(new_fd);
brea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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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showclient();
}
// close other connections
for (i = 0; i < BACKLOG; i++) {
if (fd_A[i] != 0) {
close(fd_A[i]);
}
}

exit(0);
}

客户端：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unistd.h>
#include <errno.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sys/types.h>
#include <sys/socket.h>
#include <netinet/in.h>
#include <arpa/inet.h>
#define SERVERIP "192.168.1.100"
#define SERVERPORT 1234
#define MAXDATASIZE 256
#define STDIN 0
int main(void)
{
int sockfd;
int recvby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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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 buf[MAXDATASIZE];
char send_str[MAXDATASIZE];
struct sockaddr_in serv_addr;
fd_set rfd_set, wfd_set, efd_set;
struct timeval timeout;
int ret;
If( (sockfd = socket(AF_INET, SOCK_STREAM, 0)) == -1 )
{
perror("socket");
exit(1);
}
bzero(&serv_addr, sizeof(struct sockaddr_in));
serv_addr.sin_family = AF_INET;
serv_addr.sin_port = htons(SERVERPORT);
inet_aton(SERVERIP, &serv_addr.sin_addr);
if(connect(sockfd, (struct sockaddr *)&serv_addr, sizeof(struct sockaddr)) == -1 )
{
perror("connect");
exit(1);
}

//fcntl(sockfd, F_SETFD, O_NONBLOCK);
printf("");
while(1)
{
FD_ZERO(&rfd_set);
FD_ZERO(&wfd_set);
FD_ZERO(&efd_set);
FD_SET(STDIN, &rfd_set);
FD_SET(sockfd, &rfd_set);
FD_SET(sockfd, &efd_set);
timeout.tv_sec = 30;
timeout.tv_usec = 0;
ret = select( sockfd+1, &rfd_set, &wfd_set, &efd_set, &timeout);
if(ret ==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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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
}

if(ret < 0)
{
perror("select error:");
}

if(FD_ISSET(STDIN, &rfd_set))
{
fgets(send_str, 256, stdin);
send_str[strlen(send_str)-1] = '\0';
if( strncmp("quit", send_str, 4) == 0 )
{
close(sockfd);
exit(0);
}
send(sockfd, send_str, strlen(send_str), 0);
}

if(FD_ISSET(sockfd, &rfd_set))
{
recvbytes = recv(sockfd, buf, MAXDATASIZE, 0);
if(recvbytes == 0)
{
close(sockfd);
exit(0);
}
buf[recvbytes] = '\0';
printf("Server: %s\n", buf);
fflush(stdout);
}

if(FD_ISSET(sockfd, &efd_set))
{
printf("efd_set\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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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ose(sockfd);
exit(0);
}
}
}

在 gsc3280 SDK 交叉编译环境下，进入 SDK 的/demo/net 目录执行 make;
拷贝 server 拷贝到 GSC3280 开发板上
#./server
在 PC 端 执行
#./client

7.7 GSC3280 外设测试程序
7.7.1 概述
GSC3280 有丰富的外设接口，这里结合 GSC3280 开发板上连接的外围设备，给出一些外围
接口的使用方法。测试程序的映像位于 GSC3280 开发板默认文件系统/home/loongson/example/
文件夹下，可以直接执行，源码位于 SDK 的 src/example 文件夹下，可以重新编译并按照第 6
章的描述传输到 GSC3280 开发板上执行。

7.7.2 AD 转换
设备名 /dev/mcp3201
测试程序源代码目录 Examples/Drivers/ADC
测试程序代码名 test-mcp3201.c
测试程序可执行文件名 test-mcp3201
#./test-adc
voltage is 3.1 V

7.7.3 PWM
设备名 /dev/ls1f-pwm
测试程序源代码目录 Examples/Drivers/PWM
测试程序代码名 test-pwm.c
测试程序可执行文件名 test-pw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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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st-pwm 是基于控制台下的 pwm 控制器，使用方法也很简单，只需要在测试程序中设置

好我们需要的占空比，然后通过 itocl 指令选择使用哪一路 pwm 进行工作就可以了。
测试结果如下：
#./test-pwm
cys: ready to open!
open ok!
Input the selected pwm number: 1
Resource start=0x1fe5c010, end = 0x1fe5c01f

7.7.4 BUZZER
设备名 buzzer_gpio
测试程序源代码目录 Examples/Drivers/buzzer
测试程序代码名 buzzer_test.c
测试程序可执行文件名 buzzer
说明：蜂鸣器驱动已经被编译到缺省内核中，因此不用使用 insmod 方式加载

# ./buzzer
prot is 3, value is 1

7.7.5 Test_LED
#./led
三个 LED 小灯在轮流闪烁。

7.7 Makefile 实验
7.7.1 基本 Makefile 规则
Makefile 包含了一个工程里的编译关系，Makefile 告诉 make 工具怎样去编译和链接相关
文件。Makefile 的基本编写规则如下:
target ... : prerequisites ...
command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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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rget 是一个目标文件及要生成的文件,可以是 Object File，也可以是执行文件。还可以
是一个标签（Label）。
Prerequisites 是要生成那个 target 所需要的文件或是目标。
command 是 make 需要执行的命令(command 和行首的空白要有一个 Table 符的距离)
如：hello world 的 Makefile 写法
Hello : hello.c
gcc

hello.c –o hello

.PHONY: clean
clean:
-rm *.o hello

7.7.2 包含多文件的 Makefile 的编写
CFLAGS= -Iinclude –I/usr/include
LDFLAGS= -Llib –L/usr/lib
abc : a.o b.o c.o
gcc –o $@ $<

$(CFLAGS) $(LDFLAGS)

.PHONY: clean
clean:
-rm *.o abc
上述示例中包含了隐含规则:把[.c]文件编译成[.o]文件的规则,不用写出来。
CFLAGS 和 LDFLAGS 作为环境变量包含编译参数。
$@指代目标文件，$<表示所有的依赖文件在这里是 a.o,b.o,c.o

7.7.3 包含目录树的 Makefile 的编写
SUBDIRS = file hello-c++ hello ipc math pthread socket thread
.PHONY: clean
all:
for dir in $(SUBDIRS); \
do $(MAKE) -C $$dir ;\
d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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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ean:
for dir in $(SUBDIRS); \
do $(MAKE) -C $$dir clean;\
done
主目录下包含 file hello-c++ hell ipc math 等几个文件夹，每个文件夹里有自己 Makefile,主
目录 Makefile 的功能是进入每个子目录执行里面的子 Makefile 规定的规则。，

第八章 附录
8.1 u-boot 常用命令详解
1、bootm
bootm [addr [arg ...]]
- boot application image stored in memory
passing arguments 'arg ...'; when booting a Linux kernel,
'arg' can be the address of an initrd image
bootm 命令可以引导启动存储在内存中的程序映像。这些内存包括 RAM 和可以永久保存的
Flash。
第 1 个参数 addr 是程序映像的地址，这个程序映像必须转换成 U-Boot 的格式。
第 2 个参数对于引导 Linux 内核有用，通常作为 U-Boot 格式的 RAMDISK 映像存储地址；
也可以是传递给 Linux 内核的参数（缺省情况下传递 bootargs 环境变量给内核）。

2、bootp
bootp [loadAddress] [bootfilename]
bootp 命令通过 bootp 请求，要求 DHCP 服务器分配 IP 地址，然后通过 TFTP 协议下载指
定的文件到内存。
第 1 个参数是下载文件存放的内存地址。
第 2 个参数是要下载的文件名称，这个文件应该在开发主机上准备好。
3、erase
erase start end
- erase FLASH from addr 'start' to addr 'end'
erase N:SF[-SL]
- erase sectors SF-SL in FLASH bank # N
96
北京神州龙芯集成电路设计有限公司 版权所有

GSC3280 开发板用户手册

erase bank N
- erase FLASH bank # N
erase all
- erase all FLASH banks
erase 命令可以擦 Flash。
参数必须指定 Flash 擦除的范围。
按照起始地址和结束地址，start 必须是擦除块的起始地址；end 必须是擦除末尾块的结束
地址。这种方式最常用。举例说明：擦除 0x20000 – 0x3ffff 区域命令为 erase 20000 3ffff。
按照组和扇区，N 表示 Flash 的组号，SF 表示擦除起始扇区号，SL 表示擦除结束扇区号。
另外，还可以擦除整个组，擦除组号为 N 的整个 Flash 组。擦除全部 Flash 只要给出一个 all 的
参数即可。
4、go
go addr [arg ...]
- start application at address 'addr'
passing 'arg' as arguments
go 命令可以执行应用程序。
第 1 个参数是要执行程序的入口地址。
第 2 个可选参数是传递给程序的参数，可以不用。

5、loadb
loadb [ off ] [ baud ]
- load binary file over serial line with offset 'off' and baudrate 'baud'
loadb 命令可以通过串口线下载二进制格式文件。
6、mw
mw [.b, .w, .l] address value [count]
- write memory
mw 命令可以按照字节、字、长字写内存，.b .w .l 的用法与 cp 命令相同。
第 1 个参数 address 是要写的内存地址。
97
北京神州龙芯集成电路设计有限公司 版权所有

GSC3280 开发板用户手册

第 2 个参数 value 是要写的值。
第 3 个可选参数 count 是要写单位值的数目。

7、nm
nm [.b, .w, .l] address
- memory modify, read and keep address
nm 命令可以修改内存，可以按照字节、字、长字操作。
参数 address 是要读出并且修改的内存地址。

8、printenv
printenv
- print values of all environment variables
printenv name ...
- print value of environment variable 'name'
printenv 命令打印环境变量。
可以打印全部环境变量，也可以只打印参数中列出的环境变量。

第 2 个参数是要下载执行的映像文件。

9、setenv
setenv name value ...
- set environment variable 'name' to 'value ...'
setenv name
- delete environment variable 'name'
setenv 命令可以设置环境变量。
第 1 个参数是环境变量的名称。
第 2 个参数是要设置的值，如果没有第 2 个参数，表示删除这个环境变量。

10、tftpboot
tftpboot [loadAddress] [bootfile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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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ftpboot 命令可以使用 TFTP 协议通过网络下载文件。按照二进制文件格式下载。另外使用
这个命令，必须配置好相关的环境变量。例如 serverip 和 ipaddr。
第 1 个参数 loadAddress 是下载到的内存地址。
第 2 个参数是要下载的文件名称，必须放在 TFTP 服务器相应的目录下。
这些 U-Boot 命令为嵌入式系统提供了丰富的开发和调试功能。在 Linux 内核启动和调试过
程中，都可以用到 U-Boot 的命令。但是一般情况下，不需要使用全部命令。比如已经支持以太
网接口，可以通过 tftpboot 命令来下载文件，那么还有必要使用串口下载的 loadb 吗？反过来，
如果开发板需要特殊的调试功能，也可以添加新的命令。

8.2 ejtag 使用参考
为方便 gsc3280 开发板调试，我们提供了 EJTAG 软硬件支持，软件支持提供运行于
Linux 和 Windows 两种形式。本章主要讲述如何设置 EJTAG 软硬件进行调试。
具体硬件设备向我们公司索取，包括一根 USB 线，该线一边为 USBA 型公口，一边为
USB B 型公口；一个调试盒，一根排线。

8.2.1 系统需求
Linux PC，有usbA型母口
运行linux3.0以上内核，最好ubunt10.10
EJTAG软件，属于gsc3280软件发布中的一个包

8.2.2 软硬件设置
USB线A型公口连接PC，B形公口连接GSC3280开发板，排线一边连接调试盒，一边连接参考
板，注意排线上面箭头方向.
取SDK中的EJTAG二进制包解压会生成ejtag目录:
%cd $SDK
%tar xjf blx-gsc3280-sdk-SDK_VERSION-SDK_CANDIDATE-jtag-bin.tar.bz2
%cd ejtag

8.2.3 运行 ejtag
设置好软硬件环境，可以如下运行jtag并调试，注意ejtag必须通过root权限运行。
% sudo ./ejtag
可以看到如下消息：
Welcom MIPS EJTAG!
EJTAG cap is 0xb9ff7bbf
EJTAG Version is 0x000138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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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JTAG information is J-Link ARM V8 compiled Dec 1 2009 11:42:48
EJTAG state: vol[0cc3] tck[01] tdi[00] tdo[00] tms[00] tres[01] trst[01]
EJTAG IDCODE[0x5a5a5a5a]
blx_command! enter ejtag mode
U can use command only
mips_ejtag: read bc04a000
mips_ejtag: 000009fd
mips_ejtag:
注意: 如果IDCODE为0x5a5a5a5a，然后读 地址0xbc04a000为000009fd，则ejtag和参考板
通信正常。

8.2.4 通过 ejtag 下载 u-boot 到参考板
参考板上电，先初始化ddr，然后下载u-boot到nand flash.
mips_ejtag: ddrinit
mips_ejtag:nand load u-boot.bin 0
通过以上两个命令，u-boot会被写到nand flash，拔掉ejtag，置参考板启动模式为从nand
启动，对参考板重新上电，参考板就会启动写进去的u-boot
为方便u-boot调试，也可通过ejtag将u-boot直接下载到内存，然后跳到u-boot的起始地址
开始运行u-boot, GSC3280开发板提供u-boot直接下在内存中运行的起始地址为a0010000。
mips_ejtag: ddrinit
#初始化内存控制器
mips_ejtag: ubootload u-boot.bin a0010000
#下u-boot到内存
mips_ejtag: go a0010000
#跳到u-boot起始地址开始运行

8.2.5 ejtag 命令列表
在mips_ejtag环境下help命令获得所有ejtag命令，通过ejtag可获得当前CPU寄存器的信
息，或者查看包括IO寄存器在内的任何内存地址信息，也可设置断点调试。
mips_ejtag:help #获得命令列表
mips_ejtag:help nand #获得nand命令详细格式
mips_ejtag:help read #或者read命令详细格式
break

- 在address处插入或移除断点
break <address>

continue - 跳出jtag调试，继续程序运行
continue [step] 或者 c [step], step缺省为1.
dbreak

- 在address处插入或移除数据断点
dbreak <add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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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drinit
ddrtest
help
md

-

初始化内存控制器, 该命令没有参数
ddr先写后读，并对写读内容进行比较，同样没有参数
显示这个命令列表
显示address处count个字节，半字或者字的内容
md[.<b | h | w>] <addr> [count]

quit
read

- 从ejtag退出
- 从address读count个字节，半字，或者字的内容
read[.<b | h | w>] <address> [count]

reg

- 将register-value 设置到register-number号的CPU寄存器
reg <register-number> <register-value>

reginfo - 显示CPU核的寄存器内容
singlestep- 对程序进行单步执行
ubootload - 将路径为path的文件下载到地址destination
ubootload <path> [destination]
write

- 将数据data以字节，半字，或者字的宽度写到地址address
write[.<b | h | w>] <address> <data>

go

- 跳到地址address开始执行
go <address>

nand

- 操作nand flash
nand <probe|read|write|erase|load > <memaddr> <offset> <size>

8.3 Linux 常用命令
查看系统信息：
cat /proc/interrupts 显示中断
cat /proc/meminfo 校验内存使用
cat /proc/version 显示内核的版本
cat /proc/net/dev 显示网络适配器及统计
cat /proc/mounts 显示已加载的文件系统
date 显示系统日期

文件和目录 ：
cd /home 进入 '/ home' 目录'
cd .. 返回上一级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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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 进入个人的主目录
cd - 返回上次所在的目录
pwd 显示工作路径
ls 查看目录中的文件
ls -l 显示文件和目录的详细资料
ls -a 显示隐藏文件
tree 显示文件和目录由根目录开始的树形结构(1)
mkdir dir1 创建一个叫做 'dir1' 的目录'
mkdir -p /tmp/dir1/dir2 创建一个目录树
rm -f file1 删除一个叫做 'file1' 的文件'
rm -rf dir1 删除一个叫做 'dir1' 的目录并同时删除其内容
rm -rf dir1 dir2 同时删除两个目录及它们的内容
mv dir1 new_dir 重命名/移动 一个目录
cp file1 file2 复制一个文件
cp dir/* . 复制一个目录下的所有文件到当前工作目录
cp -a /tmp/dir1 . 复制一个目录到当前工作目录
cp -a dir1 dir2 复制一个目录
ln -s file1 lnk1 创建一个指向文件或目录的软链接
ln file1 lnk1

创建一个指向文件或目录的物理链接

touch -t 0712250000 file1 修改一个文件或目录的时间戳 - (YYMMDDhhmm)
file file1 outputs the mime type of the file as text
文件搜索
find / -name file1 从 '/' 开始进入根文件系统搜索文件和目录
find /home/user1 -name \*.bin 在目录 '/ home/user1' 中搜索带有'.bin' 结尾的文件
find /usr/bin -type f -atime +100 搜索在过去 100 天内未被使用过的执行文件
find /usr/bin -type f -mtime -10 搜索在 10 天内被创建或者修改过的文件
find / -name \*.rpm -exec chmod 755 '{}' \; 搜索以 '.rpm' 结尾的文件并定义其权限
locate \*.ps 寻找以 '.ps' 结尾的文件
whereis halt 显示一个二进制文件、源码或 man 的位置
which halt 显示一个二进制文件或可执行文件的完整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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挂载一个文件系统
mount /dev/sda2 /mnt/sda2 挂载一个叫做 sda2 的盘(确定目录 '/ mnt/sda2' 存在)
umount /dev/sda2 卸载一个叫做 sda2 的盘 (先从挂载点 '/ mnt/sda2' 退出)
fuser -km /mnt/sda2 当设备繁忙时强制卸载
umount -n /mnt/sda2 运行卸载操作而不写入 /etc/mtab 文件- 当文件为只读或当磁盘写
满时非常有用
mount -t smbfs -o username=user,password=pass //WinClient/share /mnt/share 挂载一
个 windows 网络共享

磁盘空间
df -h 显示已经挂载的分区列表
du -sh dir1 估算目录 'dir1' 已经使用的磁盘空间'
du -sk * | sort -rn 以容量大小为依据依次显示文件和目录的大小

网络 - （以太网和 WIFI 无线）
ifconfig eth0 显示一个以太网卡的配置
ifup eth0 启用一个 'eth0' 网络设备
ifdown eth0 禁用一个 'eth0' 网络设备
ifconfig eth0 192.168.1.1 netmask 255.255.255.0 控制 IP 地址
route -n 查看路由表
route add -net 0/0 gw IP_Gateway 设置默认网关
route del 0/0 gw IP_gateway 删除静态路由
hostname 显示本机名称
host www.example.com 通过 IP 查看网络上的机器的名称
ethtool eth0 显示网卡 eth0 的信息'
netstat -tup 显示正在工作的网络连接程序和他们的进程号
netstat -tupl 显示网络工作的服务程序和他们的进程号
tcpdump tcp port 80 显示通过 80 端口的数据包
查看文件内容
cat file1 从第一个字节开始正向查看文件的内容
tac file1 从最后一行开始反向查看一个文件的内容
more file1 查看一个长文件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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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ss file1 类似于 'more' 命令，但是它允许在文件中和正向操作一样的反向操作
head -2 file1 查看一个文件的前两行
tail -2 file1 查看一个文件的最后两行
tail -f /var/log/messages 实时查看被添加到一个文件中的内容

文本处理
grep Aug /var/log/messages 在文件 '/var/log/messages'中查找关键词"Aug"
grep ^Aug /var/log/messages 在文件 '/var/log/messages'中查找以"Aug"开始的词汇
grep Aug -R /var/log/* 在目录 '/var/log' 及随后的目录中搜索字符串"Aug"
sed 's/stringa1/stringa2/g' example.txt 将 example.txt 文件中的 "string1" 替换成
"string2"
sed '/^$/d' example.txt 从 example.txt 文件中删除所有空白行
sed '/ *#/d; /^$/d' example.txt 从 example.txt 文件中删除所有注释和空白行
sed -e '1d' result.txt 从文件 example.txt 中排除第一行
sed -e 's/ *$//' example.txt 删除每一行最后的空白字符
sed -e 's/stringa1//g' example.txt 从文档中只删除词汇 "string1" 并保留剩余全部
sed -n '1,5p;5q' example.txt 查看从第一行到第 5 行内容
sed -n '5p;5q' example.txt 查看第 5 行
sed -e 's/00*/0/g' example.txt 用单个零替换多个零
cat -n file1 标示文件的行数
sort file1 file2 排序两个文件的内容

初始化一个文件系统
mkfs /dev/hda1 在 hda1 分区创建一个文件系统
mke2fs /dev/hda1 在 hda1 分区创建一个 linux ext2 的文件系统
mkfs -t vfat 32 -F /dev/hda1 创建一个 FAT32 文件系统

关机 (系统的关机、重启以及登出 )
shutdown -h now 关闭系统(1)
init 0 关闭系统(2)
telinit 0 关闭系统(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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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utdown -h hours:minutes & 按预定时间关闭系统
shutdown -c 取消按预定时间关闭系统
shutdown -r now 重启(1)
reboot 重启(2)
logout 注销

8.4 GSC3280 开发板默认 Nand Flash 分区表
第 1 个分区（分区名:”bootloader”）：从 0 地址开始,大小 0x80000(512K),用来存放 u-boot
映。
第 2 个分区 (分区名:”Parameters”): 从 0x80000 地址开始，大小 0x40000(256K), 用来存
放 uboot 参数。
第 3 个分区 (分区名:”Reserved”)：从 0xc0000 地址开始，大小 0x40000(256K), 闲置。
第 4 个分区 (分区名:”Linux Kernel”)：从 0x100000 地址开始，大小 0x500000(5M), 放置
内核 uImage 映像。
第 5 个分区 (分区名:”Rootfs”)： 从 0x600000 开始，大小 0xa00000(10M), 可以放置小的
文件系统。
第 6 个分区 (分区名“Userdata”)：从 0x1000000 开始，大小是 Flash 剩余空间，比如 128M
的 Flash,最后一个分区是 128M-10M-5M-256K-256K-512K=112M, 用来放置大的文件系统镜像
或是数据镜像。

8.5 GSC3280 开发板与宿主机的连接方式

GSC3280
评估板

串口线

宿主机

网线

实物图：

105
北京神州龙芯集成电路设计有限公司 版权所有

GSC3280 开发板用户手册

第九章 Q&A
1.GSC3280 开发板的开发环境需要哪些软件工具？
GSC3280 开发板的开发环境首先需要 1 个 linux 环境来安装ＳＤＫ（交叉编译工具链），
然后准备好串口调试工具，tftp 服务器就可以进行绝大多数的程序开发和调试。
2.GSC3280 开发板的整套软件是否开源？
GSC3280 开发板除了 Linux 上的 SDIO,MAC,USB,SPI,DMA 驱动有自主知识产权外，其它
部分的软件全部开源。上述几个驱动如果开发需要可以和我们商谈索取。其中 USB 模块如果只
进行数据传输且需要加速，可以和我们联系，索取技术支持。
3.虚拟机编译速度太慢，怎么办？
建议直接安装 ubuntu 系统作为开发环境或者使用一台 ubuntu 系统做编译服务器，开发人
员可以使用 windows 或者其它系统，在服务器上远程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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