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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X_Android_常见问题解答 

 

1 创建 

1.1 如何配置构建信息？ 

 

BUILD_ID和BUILD_NUMBER是两个makefile变量，如果已经定义了它们，则可在Android

核心构建系统中使用它们来指定构建信息。在我们发布的文件包中，我们将 BUILD_ID 定

义为内部发布版本号，并将 BUILD_NUMBER 定义为内部发布日期。  您可以在

$ {MY_ANDROID}/device/fsl/{product}/build_id.mk 文件中自定义这两个变量的值。 

“ $ {MY_ANDROID}”表示 Android 源代码的根目录。 “ {product}”与特定的芯片和主板相

关，例如，它可以是“ imx8m/evk_8mq”。 

 

以下是更新 i.MX 8MQuad EVK 的 BUILD_ID 的示例 

 

diff --git a/imx8m/evk_8mq/build_id.mk 

b/imx8m/evk_8mq/build_id.mk 

 index 257b500..b177202 100644 

 --- a/imx8m/evk_8mq/build_id.mk 

 +++ b/imx8m/evk_8mq/build_id.mk 

 @@ -18,5 +18,5 @@ 

 # (like "CRB01"). It must be a single word, and is 

 # capitalized by convention. 

-export BUILD_ID=1.0.0-ga-rc2 

 +export BUILD_ID=1.0.0-ga-rc3 

 export BUILD_NUMBER=20190114 

 

1.2 如何在 boot.img 中更改启动命令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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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使用 boot.img 之后，我们将默认的内核启动命令行存储在该映像中。 

它将在 android 构建期间被打包在一起。 

 

您 可 以 通 过 更 改 $ {MY_ANDROID}/device/fsl/{product}/BoardConfig.mk 文 件 中

BOARD_KERNEL_CMDLINE 的定义来更改此设置。 

 

注： 

将{product}替换为您的产品，例如 imx8m/evk_8mq。 

 

2 连接 

2.1 如何设置计算机以支持 ADB？ 

 

要安装一台支持 ADB 的计算机，请参见 Android 网站了解更多详细信息。 

在上面提到的关于 Ubuntu Linux 上“设置系统来检测设备”的页面中，有一点不清楚，需

要创建一个 udev 规则文件并进行良好的编辑，请按照以下步骤操作: 

 

1.使用根权限创建“ /etc/udev/rules.d/51-android.rules”文件，并将设备的供应商添加到

具有以下格式的文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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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ROUP="plugdev" 

 

ID 值“ 18d1”是 Google 的 USB PID，用于我们的 USB HAL 代码中。 

 

2. 现在在主机上执行 blow 命令 

 

chmod a+r /etc/udev/rules.d/51-android.rules 

 

2.2 如何设置计算机以在恢复模式下支持 ADB？ 

 

NXP i.MX 6/7 系列支持应用 ADB 的系统更新。               

Linux 操作系统默认支持此功能。               

对于 Windows 操作系统，请按照以下步骤操作： 



 

1. 安装 Google USB 驱动程序。 

2. 将以下补丁应用到 Google 的 USB 驱动程序。 

3. 将 USB 电缆连接到板上，并根据提供的说明安装驱动程序。 

 

--- android_winusb.inf 2013-06-04 13:39:40.344756457 +0800 

 +++ android_winusb.inf 2013-06-04 13:43:46.634756423 +0800 

 @@ -23,6 +23,8 @@ 

 

 [Google.NTx86] 

 +;adb sideload support 

 +%SingleAdbInterface% = USB_Install, USB\VID_18D1&PID_D001 

;Google Nexus One 

 %SingleAdbInterface% = USB_Install, USB\VID_18D1&PID_0D02 

 @@ -59,7 +61,8 @@ 

 

 [Google.NTamd64] 

 - 

 +;adb sideload support 

 +%SingleAdbInterface% = USB_Install, USB\VID_18D1&PID_D001 

 ;Google Nexus One 

 %SingleAdbInterface% = USB_Install, USB\VID_18D1&PID_0D02 

 %CompositeAdbInterface% = USB_Install, 

USB\VID_18D1&PID_0D02&MI_01 

 

2.3 如何启用 USB 网络共享？ 

 

我们支持 USB 网络共享功能，上游设备可以是 WIFI 或以太网。 

将 OTG USB 电缆连接到 PC 后，可以在设置 UI 中启用 USB 共享：设置->网络和互联

网->热点和共享-> USB 共享。 

在 Linux 和 Windows 7 PC 上，启用 USB 绑定后，您可以轻松获得自动安装了主机驱动

程序的 USB 网络设备。 

自动配置 IP 和 DNS 服务器。 

 

在 Windows XP PC 上，将开发板与 PC 连接后，您可以在设备管理器中看到一个名为

“ Android”的未知设备，则必须手动安装 tetherxp.inf 的网络共享驱动程序文件。 

成功安装后，您可以在设备管理器中看到“ Android USB RNDIS 设备”。 

此时，您可以使用 USB rndis 网络设备访问网络。 

 



2.4 如何使用 MTP? 

 

媒体传输协议是图片传输协议（PTP）的一组自定义扩展。 

PTP 是为从数码相机下载照片而设计的，而媒体传输协议则支持数字音频播放器上的

音乐文件和便携式媒体播放器上的媒体文件以及个人数字助理上的个人信息的传输。 

从 4.0 版开始，Android 支持 MTP 作为 PC 的默认协议传输文件，而不是 USB 大容量

存储。 

根据 Google 的建议，默认情况下，我们禁用了 UMS 并启用了 MTP。 

 

注意：使用 MTP 时，请确保禁用 USB 网络共享。 在 WinXP 下，不能使 MTP

在启用 ADB 的情况下工作，但是在 Win7 下，MTP 在大多数情况下可以与

ADB 一起工作。 

 

通过 USB 电缆将开发板连接到 PC 时，通知栏中将显示 USB 图标。 

然后，您可以单击通知区域，然后选择“已连接为媒体设备”以启动 USB 计算机连接选

项 UI。 

在那里，可以选择 MTP 和 PTP 作为当前传输协议。 您也可以通过设置->存储->菜单

-> USB 计算机连接来启动选项 UI。 

 

MTP on Windows XP 

Windows XP 上的 MTP 

 

Windows XP 默认支持 PTP 协议。 

为了支持 MTP 协议，您必须安装 Windows Media Player(版本>= 10)。 

当连接到 PC 时，您可以在 windows 资源管理器中看到 MTP 设备。 

由于 Windows XP 只支持在资源管理器中复制/粘贴文件，您不能直接在 MTP 设备中打

开文件。 

 

Windows 7 上的 MTP 

 

Windows 7 默认情况下支持 MTP（PTP）协议。 



连接到 PC 时，您可以在 Windows 资源管理器中看到 MTP 设备。 

您可以像在硬盘上一样执行任何操作。 

 

ubuntu 上的 MTP 

 

Ubuntu 默认支持 PTP 协议。               

要支持 MTP 协议，您需要按照如下所示安装以下软件包：libmtp，MTP tools  

 

$ sudo apt-get install mtp-tools 

 

如果您的默认 libmtp 版本不是 1.1.1（ubuntu 上当前的最新 libmtp 是 1.1.0），则必须

通过以下方式手动升级： 

 

$ sudo apt-get install libusb-dev 

 $ wget 

http://downloads.sourceforge.net/project/libmtp/libmtp/1.1.1

/libmtp-1.1.1.tar.gz 

 $ tar -xvf libmtp-1.1.1.tar.gz 

 $ cd libmtp-1.1.1 

 $ ./configure --prefix=/usr 

 $ make -j4 

 $ sudo make install 

 

完成以上步骤后，可以通过以下命令在 PC 和设备之间传输文件: 

 MTP 检测:查找当前连接的 MTP 设备 

 MTP 文件:列出 MTP 设备上的所有文件 

 

2.5 如何为 Wi-Fi 设置网络代理？ 

 

要为 Wi-Fi 网络配置代理设置，您必须： 

 从添加的 Wi-Fi 网络列表中轻触并按住网络。          

 选择“高级选项”，并向下滚动到“代理”。               

 选择“手动”。然后输入网络管理员提供的代理设置。               

 最后点击“连接”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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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如何针对特定国家和/或地区调整“wifi 国家代码”? 

 

在 i.MX Android 软件中，“CN”是默认代码，它主要用于中国大陆。为了方便起见，下

表列出了一些其他国家和/或地区。如果目标国家/地区不在下表中，请使用关键字“ISO 

3166”在 internet 上搜索结果。 



Code Country/Region name 

CA Canada 

JP Japan 

DE Germany 

NL Netherlands 

IT Italy 

PT Portugal 

LU Luxembourg 

NO Norway 

FI Finland 

DK Denmark 

CH Switzerland 

CZ Czech Republic 

ES Spain 

GB United Kingdom 

KR Republic of Korea (South Korea) 

FR France 

SG Singapore 

BR Brazil 

IL Israel 

AT Austria 

AU Australia 

BE Belgium 

CY Cyprus 



  

 

2.7 如何通过 USB Type-C 切换 USB 电源传输的电源功能？ 

 

多个 i.MX 8 板支持通过 USB Type-C 端口进行 USB 电源传输（PD），该板可作为电源

接收器或电源。               

查看相应的 Android 发行说明，看看主板是否支持 USB 电源传输（PD）。               

以下是切换电源功能的步骤： 

EE Estonia 

GR Greece 

HU Hungary 

ID Indonesia 

IE Ireland 

ID India 

IS Iceland 

LT Lithuania 

LV Latvia 

MY Malaysia 

NZ New Zealand 

PH Philippines 

PL Poland 

SE Sweden 

SI Slovenia 

SK Slovak Republic 

TH Thailand 

US United States 

ZA South Africa 



 

1.将参考设备与 i.MX 板连接： 

使用 C 型到 C 型电缆将 i.MX 板与参考设备连接（支持 USB 供电）。 

 

2.检查 i.MX 板设备的功能 

如果将 i.MX 板作为主机连接，并且参考设备是一个设备（具有 USB 下拉菜单以选择传

输文件 ptp），则请在参考设备上执行步骤 3。 

如果将 i.MX 板作为设备连接（具有 USB 下拉菜单以选择传输文件 ptp），并且参考设

备是主机，则在 i.MX 板上执行步骤 3。 

 

3.电源功能开关 

如果 i.MX 板是主机： 

要将 i.MX 板作为电源为参考设备充电，请在参考设备的 usb 下拉菜单上选择“为此设

备充电”。 

要使 i.MX 板成为参考设备充电的电源接收器，请在参考设备的 usb 下拉菜单上选择

“供电”。 

如果 i.MX 板是设备： 

要使 i.MX 板成为对参考设备充电的电源，请在 i.MX 板的 usb 下拉菜单上选择“供电”。 

要将 i.MX 板作为电源接收器，以供参考设备充电，请在 i.MX 板的 usb 下拉菜单中选

择“为此设备充电”。 

 

注： 

1.下面的命令可以检查 i.MX 板当前的电源功能 

 

cat /sys/class/typec/port0/power_role 

source [sink] : 表示此 i.MX 板已由参考设备充电 

[source] sink : 表示此 i.MX 板正在为参考设备充电 

 

2.参考设备应支持 USB Power Delivery（PD）。 

您可以通过以下命令检查参考设备是否支持它 

当它与 i.MX 板的 USB Type-C 端口连接时： 

cat /sys/class/typec/port0/port0-

partner/supports_usb_power_delivery， 

如果该值为是，则此参考设备支持 USB 供电。 

 

谷歌像素手机满足这一要求，但谷歌 nexus 6 不满足。 

 

3 核 



3.1 如何手动进入 Android 恢复模式？ 

当系统运行时，如果板上有这些键，请按“ VOLUME DOWN”和“ Power”进入恢复模式。 

此检查位于 u-boot.git 主板支持文件中，您可以在其中更改您喜欢的组合键。 

另外，您也可以在控制台中输入以下命令： 

reboot recovery # the board reset to recovery mode. 

来进入恢复模式。 

 

3.2 如何在恢复模式下进入文本菜单？ 

注意：此功能仅适有电源/音量增大/音量减小键的电路板。 

 

 系统完成启动进入恢复模式后，您将看到一个 Android Robot 徽标 

 按下电源键（保持按下状态），然后按 VOLUME UP KEY 进入文本菜单，如下图所示： 

 

 
 按“音量增大”和“音量减小”按钮移动菜单项。 

 按电源键选择菜单项。 

 使用小键盘或键盘上的方向键选择所需的选项。 

 现在重启系统 

 从 ADB 应用更新，您可以通过 adb sideload 命令从 update.zip 更新软件。 

仅 NXP i.MX 6/7 系列支持此功能。 

 清除数据/回复出厂设置。 / data 和/ cache 分区已格式化。 

 清除缓存分区。 / cache 分区已格式化。 

 重新启动系统。 

 

3.3 如何通过 ADB 升级系统? 

NXP i.MX 6/7 系列支持应用 ADB 的系统更新。 

在使用 ADB 工具升级系统之前，请先安装 adb 驱动程序，请参阅“ 2 连接-> 2.2 如何设

置计算机以在恢复模式下支持 ADB？” 部分。 

 

完成驱动程序的安装和设置后，请按以下步骤操作： 

 



 将 OTA 更新软件包下载到您的计算机，然后使用 USB 电缆将开发板连接到 PC。 

 确保系统已进入恢复模式。 请参阅“ 3.1 如何手动进入 Android 恢复模式”部分。 

 切换文本菜单，将光标移至“从 ADB 应用更新”，UI 如下所示： 

 

 

 

 在您的计算机上，执行以下命令 

adb sideload $YOUR_UPDATE_PACKAGE.zip 

 发送软件包后，系统开始使用更新文件更新固件。 

 

3.4 如何使用 android fastboot？ 

Fastboot 是一个实用程序，可用于将 Windows / Linux PC 中的映像下载到目标存储设

备。 

该实用程序由 Google 发布，可以从 Android 官方网站下载。 

Android 版本在 U-Boot 中实现了部分 fastboot 命令，例如：flash，reboot，getvar。 

 

在使用 fastboot 之前，应在 Windows HOST 上安装 Google usb 驱动程序，并且目标板

应启动为 bootloader fastboot 模式。 

 

注意：fastboot 下载的映像大小必须小于相关的分区大小。 

 

目标: 

 在连接 USB OTG 的情况下打开板上电源。 

 确保主板进入快速启动模式。 有几种进入快速启动模式的方法。 

 选项 1：启动后在控制台中输入重新引导加载程序。 

 选项 2： 

      将电源连接到板上。 您将从控制台看到以下输出。 

      U-Boot ... 
... 

Fastboot: Normal 

Hit any key to stop autoboot: 3 

       

      在倒计时结束前按任意键访问引导加载程序提示。键入 fastboot usb 并按

回车键： 

      Fastboot: Normal 



Hit any key to stop autoboot: 0 

=> fastboot usb 

注： 

1.在主机 PC 上，它会提示您找到了新设备，需要安装驱动程序。请安装它。 

2.板子进入 U-Boot 模式后，在目标端输入 mmc part，得到分区表镜像中定义的详细分

区名称。有些分区在 u-boot 中是硬编码的，这里不会列出。 

 

主机: 

 确保 fastboot 包含在“PATH”的系统环境变量中。 

 转到图像文件夹。 

 下面是一个使用 fastboot 为 NXP imx8 系列闪存图像的示例。 

○ 在使用 fastboot 刷新图像之前，确保您的开发板处于解锁状态。 

○  bootloader0/bootloader 和 gpt 分区是在 u-boot 中硬编码的，它不在分区表

文件中。 

○ 分区表文件中定义的分区的名称和数量可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新功能的启用

而更改。 

 

$ fastboot flash gpt partition-table.img 

$ fastboot flash bootloader0 u-boot.imx 

$ fastboot flash dtbo dtbo.img 

$ fastboot flash boot boot.img 

$ fastboot flash system system.img 

$ fastboot flash vendor vendor.img 

$ fastboot flash vbmeta vbmeta.img 

$ fastboot reboot 

 

 以下是使用 fastboot 闪存 NXP i.MX 6/7 系列图像的示例。 

$ fastboot flash gpt partition-table.img 

$ fastboot flash bootloader u-boot.imx 

$ fastboot flash dtbo dtbo.img 

$ fastboot flash boot boot.img 

$ fastboot flash system system.img 

$ fastboot flash vendor vendor.img 

$ fastboot flash vbmeta vbmeta.img 

$ fastboot flash recovery recovery.img 

$ fastboot reboot 

 

4 A / V 



4.1 播放视频时如何查看丢帧统计信息？ 

在视频播放时，从控制台输入以下命令，以获取实时帧丢失统计信息。 

dumpsys media.player | grep "num" 

然后检查输出，丢帧统计信息将显示为： 

numFramesTotal(1892), numFramesDropped(0), percentageDropped(0.00%) 

numFramesTotal：视频文件的总帧数。 

numFramesDropped：丢弃的帧计数为 AV 同步。 

percentDropped：总丢帧百分比。 

 

5 图像 

5.1 如何设置 GPU 最小时钟以平衡性能和功耗？ 

通常，GPU 会全速运行。 

当热驱动器报告芯片过热时，GPU 驱动器将调整内部时钟以减少功耗，快速冷却芯片。 

理论上讲，我们应该将 GPU 时钟设置为 1/64，芯片可以更快冷却，但是当 GPU 以如此

慢的时钟（特别是高分辨率）工作时，您可能会看到黑屏或闪烁的问题。 

以下是根据芯片及其产品分辨率自定义 GPU 最小时钟阈值的方法。 

 

客户可以通过更改${MY_ANDROID}/device/fsl/{product}/init.rc file 下面的行来设置最小

GPU 时钟，该值可以设置为 1 到 64 之间的任何值。 

 

write /sys/module/galcore/parameters/gpu3DMinClock 3 

 

当前默认值为 3。 

客户应根据测试调整并设置合适的值。 

 

5.2 如何禁用 GPU 加速？ 

在 Android 上使用 GPU 加速分三个部分。客户可能需要分别禁用其中一些功能以缩小

问题范围。以下是操作的步骤。 

 

1.禁用 HWComposer： 

您可以在“Setting apk, Settings->System-> {} Developer options ->Disable HW overlays”

中禁用 HWComposer。 

 

2.禁用 OpenGL 渲染器 

您可以禁用 OpenGL Renderer 并通过设置“ setprop sys.viewroot.hw false”强制使用 SKIA

绘制，并 surf 中止 aceflinger 线程。 

 



3，禁用 OpenGL 3D 绘图 

禁用 OpenGL 3D 绘制只能在禁用 OpenGL 渲染器之后执行，因为此操作将完全禁用所

有 3D OpenGL 加速。 

您可以通过“ mv /system/lib/egl/libGLES_android.so /system/lib/egl/libGLES.so”来执行

此操作，并中止 surfaceflinger 线程。 

 

注： 

下面的例子告诉你如何中止 surfaceflinger 

 

root@sabresd_6dq:/ # ps | grep surfaceflinger 

system 159 1 168148 7828 ffffffff b6f05834 S /system/bin/surfaceflinger 

root@sabresd_6dq:/ # kill 159 

 

6 其他 

6.1 如何在 Android Jelly Bean 和更高版本上启用开发人员选项？ 

谷歌自 Jelly Bean 版本起就隐藏了开发人员选项-以下是如何将其找回的方法： 

 

1.转到设置菜单，然后向下滚动到“System”。点一下然后点击“About tablet”菜单。 

2.再次向下滚动到底部，您会看到“Build number”。 

3.按七次。第三次点击后，您将看到一个有趣的对话框，提示您距离成为开发人员还有

四次点击。继续点击，直到获得开发者设置为止。 

6.2 如何启用或禁用总线频率功能？ 

总线频率驱动程序用于在需要高总线频率的 ip 不工作时降低 SoC 中的 DDR、AHB 和

AXI 总线频率。 

这样可以大大节省 Android 早期暂停模式下的功耗（在屏幕关闭的情况下播放音频）。 

总线频率驱动器默认情况下处于启用状态，如果要启用或禁用它，请在控制台中执行以

下命令： 

 

Disable: 

    $ echo 0 > sys/bus/platform/drivers/imx_busfreq/busfreq/enable 

Enable: 

$ echo 1 > sys/bus/platform/drivers/imx_busfreq/busfreq/enable 

 

请注意，如果您使用以太网，则 up 操作将启用 FEC 时钟并强制总线频率较高。 

这意味着无论插入或拔出以太网电缆，您都无法再进入低总线模式。 

因此，如果要使系统进入低总线模式，则必须执行“ netcfg eth0 down”来手动关闭 FEC。 



如果要再次使用 FEC，请手动执行“ netcfg eth0 up”，当 FEC 在时钟门控的情况下关闭时，

PHY 无法检测到您的电缆输入/输出事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