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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本文用于指导开发者开展基于君正 M200 开发板 Dorado 的 Android4.4 系统的基础开发。该文档主

要介绍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阅读此文档时请注意红色字体提示)： 

1) 如何基于 64 位 PC 机搭建基础开发和编译环境； 

2) 下载 Android 4.4 源码 git 仓库； 

3) 板级配置； 

4) 编译方法； 

5) 辅助工具的使用，如调试和烧录工具等； 

6) 板级配置信息和文件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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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搭建开发环境 
 Android 开发环境的搭建大同小异，基本上与 Android 官方网站介绍的一致，详细的 Android 官

方编译环境建立方法，可参考 Android 的官方网站：http://source.android.com/source/initializing.html 

 

下面是以 Ubuntu12.04_64 位系统为例（其他 Ubuntu 版本环境搭建，可参考上面 Android 官方网站

介绍），介绍君正开发环境搭建流程，与 Android 官网安装区别主要在于： 

1) 同样 64 位的 Linux 系统，君正额外安装了兼容 32 位的相应插件和 gawk； 

2) 君正提供的交叉编译工具； 

 

2.1 准备 Ubuntu 12.04_64 位系统的基础环境 

 

安装所需包： 

$ sudo apt-get install cpp-4.6 g++-4.6 gcc-4.6 gcc-4.6-multilib gcc g++ cpp 

gcc-multilib g++-4.6-multilib git-core git gnupg flex bison gperf 

build-essential zip curl libc6-dev libncurses5-dev:i386 x11proto-core-dev 

libx11-dev:i386 libreadline6-dev:i386 libgl1-mesa-glx:i386 libgl1-mesa-dev 

g++-multilib mingw32 tofrodos python-markdown libxml2-utils xsltproc 

zlib1g-dev:i386 ia32-libs gawk qt4-dev-tools libgl1-mesa-dri:i386 

libglapi-mesa:i386 libncurses5-dev libqt3-mt-dev u-boot-tools; 

 

2.2 安装 JDK 

 

默认的 Ubuntu 环境中预装的 JAVA 环境是 openjdk，而 Android 编译必须用 oracle(sun)的 JAVA。

请将 Ubuntu 上自带的 openjdk 先完全卸载，随后安装 JAVA 官网上下载的最新的对应于 64 位机器的

JDK 安装包，推荐安装 JDK 版本为 jdk-6u37-linux-x64，下载页面为：  

http://www.oracle.com/technetwork/java/javase/downloads/java-archive-downloads-javase6-419409.h

tml  

http://source.android.com/source/initializing.html
http://www.oracle.com/technetwork/java/javase/downloads/java%2darchive%2ddownloads%2djavase6%2d419409.html
http://www.oracle.com/technetwork/java/javase/downloads/java%2darchive%2ddownloads%2djavase6%2d41940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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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 Java JDK 下载页面 

 

选择下载jdk-6u37-linux-x64.bin JDK安装步骤：  

 

a）拷贝jdk-6u37-linux-x64.bin到/usr/java/目录中；  

b）修改可执行权限： $ sudo chmod u+x /usr/java/jdk-6u37-linux-x64.bin  

c）执行下面命令开始安装： $ sudo /usr/java/jdk-6u37-linux-x64.bin  

d）安装完毕，配置系统环境变量。在这里介绍两种方法：  

 

方法1 使用超级用户权限在/etc/environment中增加：  

 

PATH="/usr/local/sbin:/usr/local/bin:/usr/sbin:/usr/bin:/sbin:/bin:/u

sr/games:/usr/java/jdk1.6.0_37/bin"  

JAVA_HOME=/usr/java/jdk1.6.0_37  

JRE_HOME=/usr/java/jdk1.6.0_37/jre 

CLASSPATH=$CLASSPATH:$JAVA_HOME/lib:$JRE_HOME/lib  

保存后退出。重新登录用户，环境变量会自动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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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2. 使用超级用户权限在/etc/profile中增加：  

export JAVA_HOME=/usr/java/jdk1.6.0_37 export 

JRE_HOME=/usr/java/jdk1.6.0_37/jre export 

CLASSPATH=$CLASSPATH:$JAVA_HOME/lib:$JRE_HOME/lib export 

PATH=$JAVA_HOME/bin:$JAVA_HOME/jre/bin:$PATH  

 

保存后退出。重新登录用户，环境变量会自动生效。  

 

 e） 查看Java版本  

  

重新登陆后，在任一目录下执行下面的命令查看Java版本， 显示下图所示信息，说明已经配置成

功。  

 

 

图 2-2 Java JDK 版本信息 

 

2.3 交叉编译工具链 

 

当标准的 android 编译环境准备好之后，还需要相应的交叉编译工具链。君正的交叉编译工具链

已经包含在 Android 源码中，具体位置：prebuilts/gcc/linux-x86/mips/mipsel-linux-android-4.7。编译

前，则需要在 Android 目录下执行以下命令： 

$ . ./build/envsetup.sh或者 source ./build/envsetup.sh 

$ lunch dorado-userdebug （lunch之后默认交叉工具链配置完成） 

 

2.4 下载源码 

 

君正开放了完整的 Android4.4 源代码 git 库，并使用 repo 进行管理。 

1. 下载 repo 脚本； 

$ mkdir android-ingenic 

$ cd android-ingenic 

$ wget http://git.ingenic.cn:8082/bj/repo 

$ chmod +x repo 

2. 下载 Android 4.4 源码； 

$ ./repo init -u http://git.ingenic.cn:8082/gerrit/AOSP/platform/manif

est -b android-4.4.4_r2-ingenic  

$ ./repo sync 

3. 同步到 tag 



                    
1)  

 
搭建开发环境 

 

 
M200_Android4.4_Development_Guide 

Copyright® 2005-2015 Ingenic Semiconductor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6

$ ./repo forall -c "git reset --hard ingenic-android4.4.4_r2-kernel3.1

0.14-dorado-vx.x-yyyymmdd" 

“ingenic-android4.4.4_r2-kernel3.10.14-dorado-vx.x-yyyymmdd”代表君正 Android

源码的 tag，二种方法获取君正最新 tag： 

a) 进入已下载源码中的 kernel 目录，运行“git tag | grep dorado”命令进行查看，查找与

“ingenic-android4.4.4_r2-kernel3.10.14-dorado”相关的 tag。 

b) 关注君正 “研发动态”信息发布，网址: http://www.ingenic.com/?news/tp/228.html。 

 

4. 下载出错； 

在下载时，有时会出现一些错误，请大家按照如下方法检查： 

a) 网络是否连接？ping git.ingenic.cn 

b) 是否成功安装了 git？ 

c) 使用 nslookup git.ingenic.cn 是否成功解析？如果不能解析，请尝试使用 ip 地址

60.173.247.205 进行下载，repo 脚本的地址也要手动修改。 

d) 重新创建目录，下载 repo，下载一份干净的代码。 

e) 重新执行，repo 支持断点续传。（适用于下载过程中因网络不稳定而出现下载错误的客户） 

$ ./repo sync 

f) 其他问题请反馈给 support@ingenic.com 

 

http://www.ingenic.com/%3fnews/tp/228.html
mailto:support%40ingeni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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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板级配置 
 

进入 Android 工程目录：执行  

$ ls   

Makefile          art             bootable             cts          developers        

device            external        hardware            libcore       prebuilts             

ndk               pdk            result               system      sdk 

abi               bionic          build                dalvik       development         

frameworks       kernel-3.10.14   libnativehelper       packages     tools 

docs 

 

3.1 参考设备 

 

   DORADO_V2.2, M200 参考开发板，屏幕分辨率 480x800（竖屏，型号：BYD8991）. 

3.2 配置 Bootloader 

 

Bootloader 的源码位于 Android 工程的 bootable/bootloader/uboot， 

./Makefile  编 译 信 息 和 配 置 相 关 信 息 ， 例 如 ：

dorado_v22_android_msc0_config 

./include/configs/dorado.h                   板极设置信息：memory, nandflash, CPU frequency,  

UART, binary, GPIO 等 

3.3 板级 kernel 配置 

 

Linux kernel 的源码位于 Android 工程项目的 kernel-3.10.14 目录下。 

 

3.3.1 内核 config 文件简介 

 

在 kernel-3.10.14/arch/mips/configs/目录下有 Dorado 的配置文件，请按照以下说明进行配置： 

 

对于 BYD8991（竖屏，型号 480X800）： 

 dorado_v22_android_defconfig； 

3.3.2 板级文件 

 

1) kernel-3.10.14/arch/mips/xburst/soc-m200/board/dorado/dorado_v22/目录下，包含板级硬件的

设置信息. 

board.h：板级信息头文件，GPIO 定义等 

pm.c：休眠时 GPIO 状态处理，以降低板级功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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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mu.h：电源管理，有效降低板级功耗； 

 

2) kernel-3.10.14/arch/mips/xburst/soc-m200/board/dorado/common/目录下，包含板级模块硬件的

设置信息 

bcm_power_control.c：不同状态下电量控制信息； 

board-power-619.c：电压、电流配置； 

board_base.c：板级信息； 

board_base.h：板级信息头文件，GPIO 定义等； 

camera.c：Camera 的配置信息； 

i2c_bus.c：触摸屏配置信息； 

sound.c：耳机/Volume 配置信息； 

misc.c：按键，I2C 设备，电池，MAC 等配置信息，及注册各种总线设备； 

mmc.c：MMC 接口配置信息； 

regulator.c：电源配置信息，控制外设上电，掉电； 

 

3.4 Android system 的板级配置 

 

3.4.1 板级配置文件简介 

 

以 device/ingenic/dorado 为例。该目录文件如下： 

 

vendorsetup.sh：将产品信息加入 lunch 列表； 

Android.mk：负责将目录下的其它 makefile 根据$(TARGET_DEVICE)包含进编译范围； 

AndroidProducts.mk：将 dorado.mk 加入编译范围； 

device.mk：包含了产品的配置信息； 

dorado.mk：产品的相关定义； 

bluetooth/bdroid_buildcfg.h：定义了设备在蓝牙中的默认名字。 

config/：一系列的配置文件。 

dhcpcd.conf --- DHCP 的配置文件。 

fstab.board --- 系统启动时挂载分区的配置文件。 

init.board.usb.rc --- 板级的 USB 配置信息。 

init.recovery.board.rc --- recovery 使用的配置信息。 

wpa_supplicant.conf --- WPA 程序的配置文件。 

audio_policy.conf --- 音频设备使用的配置文件。 

gpio-keys.kl --- 按键的键值定义。 

media_codecs.xml --- 系统中 codec 的注册配置文件。 

bt_addr --- 定义蓝牙地址。 

excluded-input-devices.xml --- 注册目前系统中的输入设备的配置文件。 

init.board.rc --- 板级的启动配置文件。 

media_profiles.xml --- 多媒体相关的配置文件，包括 Camera 的配置信息。 

ueventd.board.rc --- ueventd 使用的配置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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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verlay/：存放该设备需要替换或者需要增加的，用来定制的产品需要的配置。 

frameworks/base/core/res/res/values/config.xml 

frameworks/base/packages/SettingsProvider/res/values/defaults.xml 

frameworks/base/packages/SystemUI/res/values/config.xml 

recovery/ 

recovery_ui.cpp --- 界面相关的自定义程序。 

recovery_updater.c --- 在这里注册自定义命令。 

board-info.txt ：文本文件。 

Kernel：kernel 的二进制文件（zImage）。 

recovery.fstab：recovery 用的挂载各个分区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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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编译 
 

4.1 代码目录说明 

 

代码下载成功后，会得到以下的一个目录结构： 

$ ls 

Makefile          art             bootable             cts            developers        

device            external        hardware            libcore        prebuilts             

ndk                pdk             result               system          sdk 

abi                bionic          build                dalvik        development     

frameworks       tools            kernel-3.10.14     docs           packages              

libnativehelper 

 

其中： 

1) Bootloader的源码，位于: /bootable/bootloader/uboot 

2) Android的 linux内核源码，位于: kernel-3.10.14 

3) 其余为完整 android的源码。 

 

4.2 编译 Android BSP 

 

进入到工程根目录，执行编译命令： 

$ source build/envsetup.sh 

$ lunch dorado-userdebug 

$ make 

 

整个编译过程需要持续几个小时，具体的时间取决于主机的性能情况。 

编译完成后，在 out/target/product/dorado/目录下生成 BSP 文件：boot.img，system.img。 

 

请注意：boot.img 是由 device/ingenic/dorado/kernel文件直接生成的，该 kernel文件有可

能与 kerenl目录下最新的代码不一致，需要再单独重新编译 kerenl文件，编译命令如下： 

$ cd kernel-3.10.14 

$ make dorado_v22_android_defconfig 

$ make zImage 

$ cp arch/mips/boot/compressed/zImage ../device/ingenic/dorado/kernel 

$ cd .. 

$ make bootimage 

 

也可参考后面章节“4.4 单独编译 Kernel”。system.img 没有此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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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编译 u-boot 

 

Bootloader 需要单独编译。 

 

$ source build/envsetup.sh 

$ lunch dorado-userdebug 

$ cd bootable/bootloader/uboot/ 

$ make clean; make dorado_v22_android_msc0_config; make 

编译完成后，会在当前目录下生成 u-boot-with-spl-mbr-gpt.bin 文件。 

 

4.4 单独编译 Kernel 

 

Android 默认编译的 Kernel 是 device/ingenic/dorado/kernel目录下提交的内核，该文件可能

不够新或者不满足用户要求，若要生成最新的内核，请通过以下命令编译。 

 

$ source build/envsetup.sh  

$ lunch dorado-userdebug 

$ cd kernel-3.10.14 

$ make dorado_v22_android_defconfig 

$ make zImage 

$ cp arch/mips/boot/compressed/zImage ../device/ingenic/dorado/kernel 

$ make bootimage 

 

生成 out/target/product/dorado/boot.img 

 

4.5 单独编译 system 

 

如果想单独生成 system.img，请在 Android 根目录下执行 

 

$ source build/envsetup.sh  

$ lunch dorado-userdebug 

$ make systemimage 

 

4.6 准备烧录文件 

 

所有的文件编译成功后，就可以进行烧录(参考后续章节“辅助工具使用”的相关内容)。如果此时不

想编译，也可以在官网上下载已经编译好的 BSP 进行烧录。 

 u-boot-with-spl-mbr-gpt.bin 

 boot.img 

 system.im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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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辅助工具使用 
 

5.1 串口调试 

 

君正 dorado v22 开发板，调试底层的 Bootloader 或 kernel 时，可以使用串口进行打印调试，串

口波特率：57600 8N1 

注意：需要一个交叉串口线连接到 PC：即板子的 RXD，是 PC 的 TXD，板子的 TXD，是 PC 的 RXD。 

 

5.2 ADB 的简介及使用方法 

 

5.2.1 Linux 主机 ADB 环境配置方法  

 

1） 添加/etc/udev/rules.d/51-android.rules文件  

 

对于Linux用户，需要添加/etc/udev/rules.d/51-android.rules文件，内容如下： 

SUBSYSTEM=="usb|usb_device", ATTR{idVendor}=="18d1", MODE="0666", 

GROUP="plugdev"  

 

2） 下载SDK  

 

从Android开发网站选择合适的Linux版本的SDK并下载，SDK的网址为：  

http://developer.android.com/sdk/index.html 

 

 
 

图 5-1 Android Linux SDK下载页面 

 

例如，对于64位的Ubuntu系统，选择下载adt-bundle-linux-x86_64-20140321.zip  

 

http://developer.android.com/sdk/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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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安装SDK 将下载的SDK解压安装到任意目录下。然后修改~/.bash_profile文件，设置运行环境指向

sdk的platform-tools/目录。 具体是打开~/.bash_profile文件(如果没有此文件也可以自行添加)，在里面

加入一行： export PATH=${PATH}:<ANDROID_SDK_INSTALL_PATH>/platform-tools 设置好以后，

就可以在任意目录下使用adb命令了。  

 

5.2.2 Windows 下 ADB 环境配置方法  

 

1）下载SDK 从Android开发网站选择合适的Windows版本的SDK并下载，SDK的网址为：  

http://developer.android.com/sdk/index.html  

 

 

 

图 5-2 Android Windows SDK 下载页面  

 

例如，对于Windows 32位系统，选择下载adt-bundle-windows-x86-20140321.zip，解压到目录。  

 

2）设置运行ADB的环境变量 以Windows7为例，右击“计算机”，选择“属性”，点击“高级系统设置”弹出“系

统属性”对话框，选择“高级”，点击“环境变量”弹出对话框，在“系统变量(S)”中找到“Path”变量，然后“编

辑”，将adb所在目录的路径加到“变量值”结尾处，前面用“;”隔开。  

 

3）查看ADB版本 运行cmd，可以用adb version命令查看adb的版本，若显示下图所示信息，说明adb

已经配置成功。  

 

 

图 5-3 查看 ADB 的版本  

 

 

下载地址：http://developer.android.com/sdk/win-usb.html  

http://developer.android.com/sdk/index.html
http://developer.android.com/sdk/win%2dusb.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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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4  Google USB 驱动下载页面  

 

点击“Download Google USB Driver”下载最新的驱动latest_usb_driver_windows.zip  

 

2）安装ADB驱动 关于如何安装Windows环境下的ADB驱动，请参考Android官方网站：  

http://developer.android.com/tools/extras/oem-usb.html#InstallingDriver  

 

5.3 USB 烧录工具 

USB 烧录工具可运行在 

1）Windows（32 位,64 位）； 

2）Ubuntu12.04（32 位，64 位）； 

3）Ubuntu14.04（32 位，64 位）。 

操作系统，分别有对应压缩包，两种方法可获取烧录工具包，如下： 

1) 官网：http://www.ingenic.com/?product/id/2/lm/1.html 对应的 tag 版本下载包里。 

2) 君正 Android 代码根目录下的： 

 device/ingenic/host-tools/BurnerBinary/ClonerAllVersions/0.23.17 目录下。 

 

这里简单介绍 Windows 下烧录过程。 

 

5.3.1 USBCloner 烧录工具使用说明 

 

5.3.1.1  Windows 下首次安装驱动 

 使板子进入烧录模式，如图 5-0 

http://developer.android.com/tools/extras/oem%2dusb.html
http://www.ingenic.com/%3fproduct/id/2/lm/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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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5-0 

按着“SW1”键，按一下“SW3”键，这时板子如果连接到 PC 上，会弹出硬件安装向导，选择“从

列表或指定位置安装”，单击“下一步”如下图 5-1 所示： 

         

图 5-1 

 选择驱动文件。选择“不要搜索，我要自己选择要安装的驱动程序”，点击“下一步”，如图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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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2 

 选择“从磁盘中安装”，单击“确定”，如图 5-3。 

   

图 5-3 

 然后在“厂商文件复制来源”下选择“浏览”，然后选择要安装的驱动的 inf 文件，点击“确定退

出”，如图所示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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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4 

 点击“下一步”，直至“完成”为止，如图 5-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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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5 

5.3.1.2 使用过君正 USBBurnTool 烧录工具（要替换成君正 USBCloner 烧录工具） 

 如果用户以前使用过旧的烧录工具，那么在使用之前就需要手动更新驱动，需要右击“我的电脑”-》

“管理”-》“设备管理器”，此时会弹出电脑所有的设备。选择“Ingenic Usb Boot Class”下的“Usb 

Boot Device”，右击鼠标，选择“更新驱动程序”显示如图 5-6： 

            

          图 5-6 

会弹出硬件安装向导，选则“从列表或指定位置安装”，单击“下一步”如下图 5-7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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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7 

 选择驱动文件。选择“不要搜索，我要自己选择要安装的驱动程序”，点击“下一步”，如图 5-8 

 

图 5-8 

 选择“从磁盘中安装”，单击“确定”，如图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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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9 

 然后在“厂商文件复制来源”下选择“浏览”，然后选择要安装的驱动的 inf 文件，点击“确定退

出”，如图所示 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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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0 

 点击“下一步”，直至“完成”为止，如图 5-1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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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1 

 安装成功后的设备管理器如图 5-12 所示。 

        

图 5-12 

5.3.2 配置并烧录 

 打开 USBCloner 烧录工具以后，界面显示如图 5-1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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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5-13 

在主界面中，图 5-14 中红色标注所显示的是该 USBCloner 烧录工具的名称以及版本号；图

5-15 红色标注显示的是该烧录工具此次要烧录的文件列表；图 5-16 红色标注显示的烧录工具语

言的选择；图 5-17 红色标注的区域表示的是要烧录的第一个设备的所有烧录文件进度条显示区

域；图 5-18 红色标注的区域表示的是所有设备在 boot 阶段的进度条显示区域 ；图 5-19 中红色

标注的区域所表示的是所有设备在烧录第一个文件时进度条显示区域；图 5-20 色标注的区域所表

示的是所有设备在烧录第二个文件时进度条显示区域 ；图 5-21 中红色区域所表示的是所有设备

在烧录第三个文件时进度条显示区域 ；图 5-22 中红色区域所表示的是烧录“开始”按钮，配置

好烧录工具后，要先点击“开始”按钮，然后使板子进入烧录模式；图 5-23 中红色区域所表示的

USBCloner“配置”按钮。 

 

图 5-14 烧录工具名称及版本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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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5 烧录工具要烧录的文件显示区域 

 

 

图 5-16 烧录工具语言选择复选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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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7 第一个被烧录设备的进度条显示区域 

 

图 5-18 各个设备 boot 阶段进度条显示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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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9 各个设备烧录第一个文件进度条显示区域 

 

图 5-20 各个设备烧录第二个文件进度条显示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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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21 各个设备烧录第三个文件进度条显示区域 

 
图 5-22 烧录工具的开始烧录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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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23 烧录工具的配置按钮 

如果需要重新配置一些选项，点击主界面上的“config”按钮（中文显示为“配置”），即点击“配

置”按钮进入配置界面，选择“信息”配置，选择平台（M200)，扳级等如图 5-24： 

 

        

图 5-24 烧录工具的信息配置 

选择“策略”配置，勾选所要烧录的镜像文件，注意：烧录文件的偏移值，如图 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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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5-25 烧录工具的策略配置界面 

选择“SD/MMC”配置，确认烧录前是否擦除，如图 5-26： 

     
 图 5-26 烧录工具的擦除配置界面 

若烧录前需要将 uboot、boot、system 等全部擦除，只需同时钩选“烧录前强制擦除”与“全擦”，

如下图 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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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27 烧录工具的全部擦除配置界面 

若烧录前只需要擦除 uboot、boot、system 等某个文件，只需同时钩选“烧录前强制擦除”与“部分

擦”，如下 5-28 图： 

      

图 5-28 烧录工具的部分擦除配置界面 

同时烧录工具策略界面，只需购选需要烧录的文件。 

 

完成后，一定要点击“保存”，保存后以上的配置才可被保存到 config 里，否则没有完成配置。 

按着“SW1”键，按一下“SW3”键，使板子进入烧录模式（具体方法，参考：图 5-0 介绍）。 

进入烧录后，烧录工具界面，如下图 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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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5-26 烧录工具烧录界面  

等待几分钟，烧录完成，如下图 5-27： 

      

 图 5-27 烧录完成界面  

5.3.3 Linux 下使用 USBCloner 烧录工具 

 解压 USBCloner 烧录工具压缩包，然后进入 USBCloner 烧录工具目录，首先为“cloner.exe”

文件赋予可执行权限，然后用超级用户权限执行./cloner 即（sudo./cloner），其界面上使用方法与

windows 下使用方法类同，请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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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个性化定制 

6.1 开机动画 

 

6.1.1 替换已经制作好的动画 

 

如果有已经做好的动画 bootanimation.zip ，将其拷贝到 /system/media/bootanimation.zip 或

/data/local/bootanimation.zip，即可实现修改开机动画。 

需要注意的是，在 init.rc中需要启动 bootanimation的 service，例如device/ingenic/mensa/config/init.rc

启动服务代码内容如下： 

service bootanim /system/bin/bootanimation 

         class main 

         user graphics 

         group graphics 

         disabled 

         oneshot 

6.1.2 制作 bootanimation.zip 

 

1) 根据屏幕的分辨率制作同样的图片，动画有几帧，就做对应的几张 jpg 图片，按顺序命名

all_0001.jpg , all_0002.jpg ...... 等。 

2) 压缩包里的文件目录结构 

两个目录 part1，part2，分别是第一部分的动画，和等待系统启动时的循环动画部分，一个文件 desc.txt

的配置文件。 

part1 中的文件为第一步做出来的各个图片，part2 中的文件为第一步做出来的各个图片。 

desc.txt 文件内容为： 

第一行：图片分辨率宽 图片分辨率高 播放下一帧的间隔时间（ms） 

例如：800 480 5 

第二行：p 1 0 part1 

第三行：p 0 0 part2 

3) Zip 包的制作 

在 windows 下使用 rar 工具进行压缩，注意删除所有目录下隐藏的 Thumbs.db 等。 

鼠标选中 part1，part2 和 desc.txt，点击右键选择  “添加到压缩文件”，输入压缩文件名字

bootanimation.zip，压缩文件格式选中“ZIP”，压缩方式选择“存储”，如下图所示。点击确定， 成

功压缩后，bootanimation.zip 制作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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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1 压缩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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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关注君正 

 

欢迎关注君正的微博和微信，第一时间获得君正最新动态。 

 

7.1 新浪微博号：北京君正官微 

 

 

图 7-1   北京君正新浪微博 

 

7.2 微信号：北京君正 

 

 

图 7-2 北京君正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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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北京君正官网 

 

官网主页：http://www.ingenic.com  

芯片产品主页：http://www.ingenic.com/?product/id/2.html  

开发支持主页：http://www.ingenic.com/?product/id/2/lm/3.html  

 

如有技术方面问题和建议，请联系君正技术支持：  

邮箱：support@ingenic.com  

电话：4008-900-223 

 

http://www.ingenic.com/
http://www.ingenic.com/%3fproduct/id/2.html
http://www.ingenic.com/%3fproduct/id/2/lm/3.html
mailto:support%40ingeni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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