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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禹旋风 001 手机开发模块既是一款手机又可

以直接应用于行业产品，比如无线数据采集、控制、

安防等领域。您可以把它看做一个低成本多功能的小

电脑，也可以把它看做一个简单可靠的单片机，通过

丰富的外部总线接口，直接嵌入到您的项目中，主控

外设，提高效率，降低成本。 

   

目前已经成功的应用于 RFID 公交售票，物流条码扫



描，工业数据采集，GPRS 视频监控等领域。 

 

          



 

 

一：功能 

旋风 001 手机开发模块直接采用 MTK6225 手机平台  

1：GPRS、通话、短信、彩信 

2：2.8inch 彩色触摸屏 

3：MP3、MP4 

4：30 万、130 万摄像头 

5：内置 128M 闪存 U盘、支持 4GTF 卡 

6：蓝牙 

7：立体声喇叭 

8：天线、耳机、电池 

9：串口、USB 



10：128PIN 外部扩展接口，引出各种功能接口 

11：支持 J2ME JAVA 控制硬件，实现对外设的控制，

提供丰富的例子程序 

12：提供 MTK C 语言开发环境及配套的代码 

 

注： 

*8：模块中直接包含电池，特别适合在供电不稳，或

者需要断电保护的地方。模块中直接带手机天线，可

以不需要外部扩展。 

*9：模块中有一个 miniUSB 接口的串口/USB 二合一接

口，内部电路如下图 

 

这个接口的切换由一个 300MHz 的模拟开关来完成，当

miniUSB 的 VCHG 脚为低电平的时候，此接口为串口，



可以跟外部通讯，或者升级此模块的程序。 

当 VCHG 脚为高电平时，一般为充电或者是跟电脑的

USB host 接，这个时候可以实现 USB 传输。 

注意 NC 脚为内部电池电压脚，可以对外输出电压，用

于外部设备的供电 

 

*10 开发模块提供 128 个外接的引脚（2.0mm 插针）， 

 



 

 

 



音频接口、SD 卡、SIM 卡、接口电压、USB、串口、按

键、Camera、ADC、GPIO、并口等等全部都引出。只需

要把手机开发模块的背后的 C 壳去掉，就可以直接使

用这些扩展接口，用户只需要做一个双面板电路，把

手机开发模块插入即可主控使用。 

 

 

 

二：硬件 

基带芯片：MTK6225，内部集成一颗 104MHz 的 ARM7

和一颗 DSP 以及一些外部接口，框图如下：



 

从上图可以看到，MT6225 是一颗高集成的单芯片手机

解决方案，集成了 32bit ARM7EJ-S RISC 处理器，

MT6225 不仅仅是一颗高性能 GPRS Modem，还集成了更

多的无线多媒体应用，比如显示引擎、64 和弦音频、 

硬件 JAVA 引擎、MMS 等。此外，MT6225 还提供了总扩

展接口，比如 Memory 接口、8/16bit 并口、串口、Nand 

Flash、IrDA、USB、MMC/SD/MS/MS Pro、Camera、按

键等等。 

电源芯片 MT6318 是一颗专为 MT6225 设计的高性能

PMIC，内部框图如下： 

 



 

MT6225 提供充电电路、开机电路、音频功放电路，SIM

接口转换电路及各种电源电压。 

 

射频芯片 MT6139 是一颗直接变频的高性能四频带射

频芯片，因为采用直接变频，省去了中频电路，外部

电路更加简洁，降低了射频设计应用难度。其原理框

图如下： 

 

 

 

 



 

 

除了以上三颗主要的芯片外，还需要有 Flash、RAM

二合一的 MCP，一颗射频功放 PA，天线开关，还有一

颗 MT6601 蓝牙芯片，以上这些芯片组成了手机开发模

块。 

手机硬件电路图 
http://down.study-bbs.com/arm/其他/华禹/MTK相关部分/P1300_V4.0_20090213_key_huayu.pdf 

密码为 huayu 

 

http://down.study-bbs.com/arm/%E5%85%B6%E4%BB%96/%E5%8D%8E%E7%A6%B9/MTK%E7%9B%B8%E5%85%B3%E9%83%A8%E5%88%86/P1300_V4.0_20090213_key_huayu.pdf


三：软件 

MTK 平台的软件操作系统为 Nucleus，类似 uCOS 的

RTOS 操作系统。在 Nucleus 的基础上抽象了 WIN32 形 

式的 GUI，开发语言为 C 开发环境，同时我们也提供

完整的JAVA开发环境(J2ME)。相对于C语言来说，JAVA

开发平台开发难度比较低一些，可以缩短开发周期。

并且提供大量的 JAVA 代码例子程序,如手机开发模块

的JAVA版本串口调试工具、RFID功能的JAVA程序（包

括底板原理图，PCB 图，MCU51 程序）、条码扫描、GPIO

控制、串口控制、并口控制、ADC 数据采集、网络 GPRS

应用、摄像头视频应用等。 

MTK 手机平台是一个平台的概念，它是一个整体，包

括软件，硬件，测试等等。 

 

四：应用 

1：手机 

2：可以当普通开发板使用，可以了解熟悉手机开发，

也可以了解 JAVA 下的手机游戏开发。尤其是学习大型

嵌入式设计开发的经验和应用。 

3：利用开发板自带的功能开发设计一些产品，比如无

线数据采集，安防，条码扫描，视频监控方面的产品。 

 



五：优点 

1：颠覆传统的设计理念，直接采用手机主控外设，直

接在手机上采用 C语言或者 JAVA 开发，这一点以前是

手机公司才能作到的，现在可以让大家都能做到。 

 

2：降低一半的硬件成本，比如无线数据采集类产品，

都是采用MCU51或者是ARM之类的搭建一套主控平台，

之后购买 GPRS，加上所需的功能模块比如 RFID 功能，

形成一套完整的 RFID 无线数据采集系统，若采用现在

这个手机方案，只需在手机模块加上 RFID 即可，并且

有成熟的电源管理，菜单界面等等，系统稳定可靠，

只需几天就可以完成，软件成本也极大的缩小。 

3：在工业项目中直接代替单片机或者是 ARM，把手机

开发模块理解成一个高级单片机，甚至比单片机更简

单的小电脑，不需要了解硬件，直接在 PC 上开发程序，

降低软硬件的难度。 

 

六:规格说明 

1：2.8inch 触摸彩屏、65K 色 

2：支持 GPRS、通话、彩信、短消息 

3：支持蓝牙、MP3、MP4、30 万摄像头(130 万配选) 

4：128Mbit NorFlash、64Mbit SRam、128MByte Nand 



Flash、支持 TF 卡、U盘 

5: ARM7 104MHz 内核、内有大容量 Cache 

6：支持 USB 接口、串口、3.5mm 耳机插口 

7：700mAH 电池、待机电流 2mA、充电电流 300mA 

8：3MByte JAVA 空间、支持 JAVA 对 GPIO、串口、并

口、ADC、GPRS 等操作，支持 JAVA 开机自动启动

运行 

9：提供 C语言开发环境、局部开放代码 

10：尺寸 7*9CM 

 

七:销售服务 

公司网址:www.huayusoft.com 

销售及售后网址: 

北京地区： 

 开发板之家：      www.study-kit.com 

深圳地区： 

 深圳市伟博创科技有限公司 

          www.weboch.com.cn 

 深圳市飞的科技有限公司 

        http://www.flyingtechnology.com 

淘宝零售店： 

    创易电子淘宝店：   http://shop35435734.taobao.com 

http://www.huayusoft.com/
www.study-kit.com
http://www.weboch.com.cn/
http://www.flyingtechnology.com/
http://shop35435734.taobao.com/


   九天电子淘宝店：   http://shop35617705.taobao.com 

 

技术支持：    www.study-bbs.com  

        技术 QQ 群：15762255 

资料下载： http://down.study-bbs.com/arm/ 其他

/华禹/MTK相关部分/ 

http://www.longdouble.com/Download

s/312.htm 

技术 QQ 群：15762255 共享目录 

大家可以通过 LeechFTP 之类的工具登陆 22

0.113.15.15，帐号为 study-bbs.com 密码

为 study-bbs0304。注意，登陆后，要先进

入arm->其他->华禹->MTK相关部分 才是手

机开发模块的资料。 

注：旋风 001 手机开发模块仅供个人学习使用。 

 

八:操作说明 

http://shop35617705.taobao.com/
http://www.study-bbs.com/
http://down.study-bbs.com/arm/%E5%85%B6%E4%BB%96/%E5%8D%8E%E7%A6%B9/MTK%E7%9B%B8%E5%85%B3%E9%83%A8%E5%88%86/
http://down.study-bbs.com/arm/%E5%85%B6%E4%BB%96/%E5%8D%8E%E7%A6%B9/MTK%E7%9B%B8%E5%85%B3%E9%83%A8%E5%88%86/
http://www.longdouble.com/Downloads/312.htm
http://www.longdouble.com/Downloads/312.htm


      

常规操作，如图： 

1：开关机键 

2：锁定图标，用触摸笔长按锁定图标 3S 即可，解锁

则先按红色按键，之后按绿色按键即可 

3：拨号盘 

4：电话本 

5：通话记录 

6：JAVA 程序 

 



7：通话音量调节，通话中按上下按键调节 

8: JAVA 程序安装，从技术论坛下载 java 程序，后缀

是 jar，通过 USB 数据线下载到内部的 U 盘中，

安装过程中会提示安装位置，还是选择“记录存

储”即可 

9：歌曲存放目录：内部存储 U盘 记录存储-> My Music 

10: 内部存储 U 盘 记录存储-> P1300 射频参数备

份.ini 为射频校准参数，不准删除，用于手机开

发模块程序更新的射频参数恢复，若不做这个工

作，可能会导致通话信号不良。具体操作请参考

技术论坛 ftp 的 P1300_Build_Guide.rar 内的

mtk 射频参数备份恢复工具.rar 

11：内部测试号码： 

a:工程测试模式：*#3646633# 

内部有一些跟机器相关的测试，不要随便改动。 

b:工厂功能测试模式：*#87# 

若有些 java 程序运行不了，请进入这个模式测试一遍 

c:工厂单项功能测试：*#66*# 

 

九：编程开发说明(请从技术论坛 FTP 中下载) 

1：JAVA 

java 工具.rar,java 开发工具  



 

内部有 J2ME 中文教程，具体 java 部分，请参考 java

资料 

手机开发板 java 程序.rar    Java 程序 

 

 

十：C语言编程开发说明(请从技术论坛 FTP 中下载) 

1．程序升级 

有新版本发布的时候，可以通过这个方法升级程序 

新版本程序留意论坛说明。 

P1300_Build_Guide.rar 



 

a:安装升级程序下载线驱动 PL2303 USB 转 UART 

PL2303_Driver_XP2K_v204102.zip 

b:PC 机插上程序下载线，另外一端接手机开发模块，

放上电池，不要开机 

c:直接解压缩 FlashTool_UI_exe_3.1.05.zip 

 

按上图配置，1、2 都在 Flash Tool 的目录下找，3

选择要下载的新程序，是一个 bin 文件，4 为串口速



率设置 Baud rate 和串口号设置 COM Port,之后点“开

始写入”。按手机开发模块开机键进行下载，这个下载

工程大概需要 7分种，中间不能断电。 

注意：目录名不要有中文，目录尽可能的短些。 

d:当下载的程序有修改过 NVRAM 时，需要在下载程序

后，格式化一下 NVRAM 部分，点“格式化”，弹出一个

界面 

 

选择“自动化格式 FAT”确认即可。 

若不进行这个格式化，有些会找不到 U 盘，或者信号



差等情况。 

e:P1300 对 RFID 扩展板的升级 
a) 把 RFID 扩展板插入手机开发模块的底部,注意不要插反,PCB 上有一个线圈的

部分朝上. 

b) 把 MCU51 的 Hex 文件转变成 Bin 文件，复制到手机开发模块的 U 盘中,放在

根目录下,并拔掉 USB 线. 

c) 在手机开发模块的待机界面下,输入*#3646633#,进入工程模式,之后进入 RFID

固件,有两项目录:1)固件升级 2)更新设置 

d) 在更新设置中 Set UART Mode To 12T 

e) Select Bin File 选择要下载的 bin 文件 

f) 点升级程序,这个过程大概需要 1 分钟 

g) 进入菜单时如果提示“UART2 is busy”，需要进入进行以下操作： 

 进入 工程模式->设备->"Set UART"->"UART Setting" 

 设置成如下状态 

 -------------- 

   TST Config 

   < 无 > 

   < 115200 > 

 PS Config 

   < UART 1 > 

   < 115200 > 

具体请参考“华禹高科 RFID 底板使用方法.pdf” 

 

2：C 语言开发平台搭建 

MTK6225 是采用 ARM7 内核，所以编译环境为 ADS1.2, 



 

安装license之后打补丁ADS12_Patch_Windows.exe，

之后安装 Perlzip.rar 默认安装。这样，C 语言编译

环境就可以了，具体请参考“手机开发板 C 语言开发

视频.rar”。 

P1300_V1.0_Release.rar 为源代码，建议用 Source 

Insight 编辑器看代码。 

第一次编译在主目录下编译，采用 make new 命令 

 

这个过程比较长，单核的 CPU 可能需要 2 个小时，双



核或者四核的 CPU 可能需要一个小时到半个小时。 

 

之后编译可以采用局部编译，比如 
全部重新编译：make news 

Update: make custom=neotel25_06b gprs update 
Remake：make custom=neotel25_06b gprs r 
Make resgen：make custom=neotel25_06b gprs resgen 
make mmi:make custom=neotel25_06b gprs r mmiresource plutommi 
make drv：make custom=neotel25_06b gprs custom 

 

注：第一遍要采用 make news，之后可以选择别的局

部的，在不能确定的时候选择 update或者是Remake。 

有些客户可能会出现无法编译的情况，一般都是原来

的机器装了太多的编译器，如 linux 等等，建议最好

用裸机刚安装系统的来安装。 

 

十一：GUI 模拟器搭建 



MTK 提供 VC 版本的 GUI 模拟器，所以先安装 VC6，之

后打 VC 补丁 DLL 文件，把 DLL 文件解压缩到

C:\WINNT\SYSTEM32 下，这有视频说明，之后进入目

录：…\P1300_V1.0_Release\plutommi\mmi\， 

打开 PC_Simulator.dsw，运行即可。第一次编译时间

比较长，可能在两个小时附近。注意模拟器编译必须

在 C语言编译 Make New 之后才行 

运行点 File->Network Simulator 



 

 

一般 GUI 都先在模拟器中调试好，之后再在 ADS 下编



译下载，注意，模拟器有些地方跟 ADS 编译的时候有

些出入，请自己留意。 

 

十二：赠送配件 

1：程序下载线 

2：USB 通讯数据线 

3：耳机 

4：RFID、条码扩展板，SCH、PCB、SoftWare 全部提

供 

 

 

十三：FAQ 

1：旋风手机开发模块与普通手机有什么区别？ 

 a:通话只是它的一个功能 

b:把 MTK6225 功能充分的发挥出来，比如 MP3、MP4、

Camera、GPRS、TF、U 盘等等，完全就是一个小

型的电脑。通过扩展接口可以直接主控外设，大

大的降低开发难度很开发成本 

c:支持硬件的 JAVA 平台，这个是普通电脑做不到

的。可以快速的开发项目，脱离硬件直接在 PC

机上开发。 

d:支持 C语言开发，了解手机开发过程 



2：能否代替普通基础平台？ 

旋风 001 手机开发模块是一个通用模块，主要包括

通用主控系统和 GPRS、BT、Camera、MP3、MP4、U

盘、TF 卡等配套外设，完全等价于一个微型电脑，

并且带远程无线通讯和近距离通讯。做为一个电子

设备，80%的都有通用主控系统，比如 MCU51、PIC、

ARM 或者其他的等等，而这部分工作每个项目都在

重复的设计开发，并且这个部分占整个项目工作量

的 80%到 90%,而自己真正要做的部分，比如数据采

集等等，反而只有 10%～20％,形成了本末倒置，严

重的影响了项目和产品的开发速度，质量上也无法

保证。华禹旋风 001 手机开发模块就是一个理想的

通用主控系统，让您只关心你要做的部分，别让通

用琐碎的事情干扰您的项目开发。 

3：是否提供原理图，PCB 图？ 

 提供完整原理图 

4：这个模块的 OS 是什么 OS？  

  采用类似 uCOS 之类的 RTOS，MTK 采用的是 Nucleu

 s,一个老牌的 RTOS，性能非常好，很多平台都用。 

 MTK 购买了印度一个叫 PLUTO 的 MMI，也就是 GUI，

 在 Nucleus 上抽象了类似 WIN32 的 API 结构，开发



 类似 VC，只是用 C语言而不是 C++开发。 编译系

 统采用的是 ADS1.2  

5：二次开发预留的 RAM 和 FLASH 各有多少？  

NorFlash 128Mb 也就是 16MByte， RAM 是超大的，

64Mb，也就是 8MByte，这个版本是直接支持 JAVA

的，可提供 3MByte 的 JAVA 空间。  内部有 Nand

 Flash 128MB，可以存储文件等等，一般 JAVA 程

序放在 Nand Flash 中，要用的时候调入即可，当

然 Nand Flash 也支持 C下开发的，比如一些图片

可以放到 nand flash 中。 

6：目前提供那些 JAVA 版本的例子代码？ 

 1：摄像头 preview 

 2：GPIO，串口，并口，ADC 

 3：条码 

 4：RFID 

 5：网络传输、视频网络应用、安防监控 

7：C 语言开发有无文档介绍？ 

 有视频，C语言有一些难度，建议上www.52rd.com 

学习下载资料 

8：工业产品如何应用？ 

手机本是民用产品，但完全可以应用于工业产品，

比如我们给北京一卡通开发的手持售票机就是跟

http://www.52rd.com/


旋风 001 是同平台的。手持售票机一直工作在公交

车上，环境比较恶劣，经常摔，震动，汽车充电等

等，北京的静电又比较大，但到目前接近一年的时

间里，性能稳定可靠 

 

旋风 001 手机开发模块采用 6层高密度板设计，表

面采用 0.1mm 的激光孔，内部是 0.2mm 的盲埋孔。

板子静电设计合理，射频基带都有屏蔽罩。若用于

静电比较高的，或者是干扰比较大的地方，建议采



用金属屏蔽，接口上采用抗干扰设计，比如 ESD 器

件，光藕隔离等。工业应用与民用的区别在于指标，

而指标的能否达到，取决于您的设计和器件的运

用。 

9：开放的硬件和软件能否自己生产？ 

   因为我们开放的软件跟我们的PCBA是紧密结合的，

  就算是完全按我们提供 原理的 图做成的 PCBA 也不

  能跟我们的软件配套    

10：学习手机开放模块的意义 

 1：了解山寨文化的由来 

 2：了解消费类电子产品开发的过程 

 3：了解手机软件，硬件的开发，学习先进的嵌入 

  式架构 

4：使用手机这种高可靠低成本的解决方案，应用 

  到您今后的项目中，提高效率，降低开发难度，

获得竞争优势 

11：开关机，背景界面设置 

插 SIM卡->开机->设置->话机设置->待机菜单显示 

手机开发模块有两个盘，一个可以用 PC 访问的 U

盘，一个内部可以访问的系统盘，建议自己的图片

copy 到 U 盘后，再把 U盘中的图片 Copy 到系统盘

中，之后把这个图片设置为界面 



12：MTK C 语言编译不过 

 有不少客户原来的电脑装有一些编译器，比如 WIN

AVR，GCC 等，跟 MTK 编译器冲突，建议换刚装 WI

N XP 的电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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