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客户常见客户常见客户常见客户常见问题问题问题问题（（（（客户必看客户必看客户必看客户必看）））） 

一一一一．．．．    P1300 更改开关机动画及待机界面更改开关机动画及待机界面更改开关机动画及待机界面更改开关机动画及待机界面，，，，屏保图片方法屏保图片方法屏保图片方法屏保图片方法：：：： 

P1300更改开机画面的方法： 

1） 可以直接通过按键来实现，具体做法是：修改“设置-话机设置-待机菜单显示”下的各菜

单项，里面有待机显示和开机画面显示等。也可通过“下载”从手机卡里面选择。 

2） 通过修改代码文件来实现，我们在此将待机画面显示的图片换掉，它的位置在 

plutommi\Customer\Images\PLUTO240X320\MainLCD\IdleScreen\Wallpaper文件夹下面，将我

们想更换的图片 copy到此文件夹下，并将文件名改为与原来图片一样的名字。当然，也可

不用改名字，这时就需要修改代码里面的路径名，将 

pultommi\customer\custresource\pluto_mmi\res_mmi下面的 Res_Setting.c文件里面 

更改待机图片 

ADD_APPLICATION_IMAGE2(IMG_ID_DISPCHAR_THEME_WALLPAPER, 

CUST_IMG_PATH"\\\\MainLCD\\\\IdleScreen\\\\Wallpaper\\\\WALL01.gif","wallpaper 

download"); 

更改待机屏幕保护的图片 

ADD_APPLICATION_IMAGE2(IMG_ID_DISPCHAR_THEME_SCREENSAVER, 

CUST_IMG_PATH"\\\\MainLCD\\\\IdleScreen\\\\Wallpaper\\\\WALL01.gif","wallpaper 

download"); 

中的 WALL01.gif 改成我们自己图片的名字。 

最后需要注意的是，修改完了之后，一定要将 MainLCD 文件夹重新压缩，并命名为

image.zip,原来的压缩包删掉，另外，图片必须是 240*320分辨率的，不然会显示异常。 

修改开关机画面的方法类似： 

在 plutommi\Customer\Images\PLUTO240X320\MainLCD\Active\power on off 

文件夹下修改，我们就可以轻松地加入我们自己想要的图片。 

 

二二二二．．．．    P1300 执行执行执行执行 JAVA 程序时串口打不开相关问题解决程序时串口打不开相关问题解决程序时串口打不开相关问题解决程序时串口打不开相关问题解决：：：： 

    串口 JAVA 例子 打不开串口了 提示：串口打开错误 MIDP open comm port failed? 

   看你 java例子中用的是串口一还是串口二，tckcomm:0 - UART1; tckcomm:1 - UART2 

   输入*#3646633# 进入工程模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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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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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面 PC 占用了 UART1 

若使用 tckcomm:0，就要将 UART1改成 UART2. 

 MiniUSB 是 UART1 

 你要用 UART1的话 其他地方（特别是 PS）就不能占用，不然打开串口会失败。 

 若选择 USB Port,tckcomm:0和 tckcomm:1均能用，只是连 usb不起作用了。 



 也就是说串口打不开是串口被占用了。 

 

三三三三．．．．     关于关于关于关于 JAVA 提示为找提示为找提示为找提示为找不不不不到指定的到指定的到指定的到指定的 midlet 和不能执行和不能执行和不能执行和不能执行问题问题问题问题：：：： 

1. 开机提示为找不到指定的 midlet 

在设置话机设置中将 java自动启动设置成关闭状态。 

2. 关于 JAVA 程序不能执行问题： 

输入*#87# 进入自动测试然后重启，java程序就能执行。 

 

四四四四．．．．     socket 通讯问题通讯问题通讯问题通讯问题 （（（（socket 的的的的 tcp/ip 通讯通讯通讯通讯，，，，java 中文教程里的中文教程里的中文教程里的中文教程里的 socket 例子例子例子例子）））） 

   1) sever和 client 之间在 PC上就能通讯上，但在手机与 PC间就通讯不上？ 

     可能原因： 

     a) 看是否插了手机卡 

     b) 看你的 PC是否是有公网的 IP 地址 

     c) 使用端口是否开放 

     d) 服务器是否配置好，客服端程序是否正确 

     e) 查看手机设置： 

        i WAP-设置——编辑设置档——选择 china Moblie ——编辑设置档——帐号资料

下选择——gprs——china Moblie GPRS cmnet——然后在激活设置档  

ii  开长连接（主菜单 →网络设定→GPRS连接） 

 2) 手机 socket通讯的输入输出流的格式有规定吗？不可选字符都支撑吗？支持不可选字

吗 ？                                                                               

标准的 TCP/IP 

3) 程序与板子间的串口通讯的数据流呢，遇到不可显字符会截断数据吗？              

不会，二进制数据都没问题。 

 

五五五五．．．．     关于下载线关于下载线关于下载线关于下载线 和和和和 USB 线的问题线的问题线的问题线的问题 

1. 下载线是用来烧录程序的，就是头要长一些的那根，里面加了电源芯片，用来下载

如 HUAYU_P1300_V1.9_R213.bin 的 bin文件。用 flash_tool工具，具体参照工具使

用，记得点击下载后一定要记得开机。也可以用作于 PC 通讯，PC端同步软件 也

可以用。 

若下载过程中没有正常完成，重新下载时必须先格式化一下。 

2. USB线起到记录存储的作用，把.jar 和.jad 从电脑中拷贝到手机里，然后在档案管

理中找到并安装。可以用来存储各种文件图片。 

如果你将 USB线和电脑，p1300都连好了，就会弹出对话框 USB线已连接，并出

现储存装置选项，按确定做储存装置，电脑上出现相应的硬盘，若按返回做为充电

器。 

若连上都没有弹出储存装置框，就检查串口设置，输入*#3646633# 在设备下 set  

UART 将 Ps Config 下 usb port 改掉，不占用该串口。 

若 USB连接始终是充电模式，先用下载线连接用 flash tool 工具格式化，具体参照

工具使用 huayu101_p1300软件使用工具及开发指南.rar 。在连接 USB 线就会弹出

储存装置 

3.   烧录程序电脑出现蓝屏现象: 

软件更新升级，下载过程中若出现蓝屏就要先更新驱动，huayu101_p1300软件使用

工具及开发指南.rar 里面 的 pl2303 USB 转串口驱动。 



 

 

六六六六．．．．     C 语言软件编译通不过出错的几类问语言软件编译通不过出错的几类问语言软件编译通不过出错的几类问语言软件编译通不过出错的几类问题题题题：：：： 

1. license问题： 

 现象：check Directories.... 

    Preprocessing C source code... 

    make:*** [.\tst\database_classb\BPLGUIinfoCustomSrc] Error 1 

 在 build/log/下看错误日志：错误信息如下： 

   codegen.log这个文件里的内容是： 

   Serious error: C3397E: Cannot obtain license for compiler with license version >= 1.2: 

No such feature exists 

   Feature: compiler 

   License path:  1717@INCMentor;D:\HSPICE\license.txt;C:\Program Files - 

    \ARM\ADSv1_2\licenses\license.dat 

   FLEXlm error:  -5,357 

   For further information, refer to the FLEXlm End User Manual, 

   available at"www.globetrotter.com". 

是 ADS 没有 license,不能编译这么复杂的程序。详情请参考"www.globetrotter.com".  

论坛下载导航帖里工具栏有 ADS1.2. 

 

2. 编译不正常问题： 

   安装脚本解释器 perl，安装过程会自动创建编译环境所需的环境变量，如果发现编

译不正常了，可能是安装了其他编译工具导致冲突，这时建议查看下系统环境变量，把

Perl和 ADS 的安装目录调到最  前面，同时从 path中去掉可能会产生冲突的编译工具

链的路径(例如 winavr)。 

  如果嫌改 path麻烦(因为要用到其他编译工具链的时候还得改回去)，还有一种办法， 

  也可以修改批处理文件“E:\MTK_P1300\P1300_V1.7_Release\make.bat”，在“perl 

make2.pl %*”之前加上下面两句： 

set PERL5LIB=D:\perl\lib 

     set 

PATH=D:\perl\bin;d:\progra~1\arm\adsv1_2\bin;E:\MTK_P1300\P1300_V1.7_Release\tool

s;c:\windows\system32;c:\windows;c:\windows\system 

  注意，上面的路径是我机器上的，不是缺省安装路径，要根据自己的实际安装路径做

修改。 也可以参考 Henry的开发心得.pdf 论坛精华贴。 

 

3. 使用 PC simulator 会报错问题： 

  可能的原因： 

   1) 看是否打了 MTK 模拟器 DLL 补丁。 

   2) 看是否编译 make new 了一下  

4. 编译时要关掉杀毒软件，  

          

七七七七．．．．     P1300 功能简介功能简介功能简介功能简介：：：： 

1.  无线功能：GPRS无线数据传输，通话，短消息，彩信 

2.     多媒体功能：2.8inch的触摸彩色 TFT LCM，320×240 



MP3、MP4 

30万摄像头(130万配选)， 

立体声喇叭 

支持蓝牙，支持 TF卡（最大 4G），U 盘 

128Mbit NorFlash，64Mbit SRam、128MByte Nand Flash、 

3. 主处理器：MTK6225（内核集成 104MHz ARM7） 

4. 外部接口：串口，usb接口，3.5mm标准耳机 

5. 外部扩展：128pin的全功能接口(音频接口，SD卡， SIM 卡，接口电压，USB，串口，    

按键, Camera,ADC,GPIO,并口等等）                                        

6. 电池容量：700mAh, 内置天线 

7. 可选项：  RFID功能 

一维条形码扫描，二维条形码扫描 

无线网卡，有线网卡（外置） 

8. 软件开发环境：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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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提供 MTK 开发环境及 C 语言配套的代码 

 

八八八八．．．．    C 软件软件软件软件代码及代码及代码及代码及版本使用说明版本使用说明版本使用说明版本使用说明；；；； 

1. 查看软件版本号 ，请输入*#8375#    

2. 软件代码 

P1300_V1.7_Release.rar 

huayu202_P1300_V1.7_R201.rar 

HUAYU_P1300_V1.9_R213_Bin.rar 

HUAYU_P1300_V1.9_R213_Bin.rar.md5sum.txt 

HUAYU_P1300_V1.9_R217_Release_patch.rar 

HUAYU_P1302_V0.2_R241_Release_Patch.rar 

HUAYU_P1302_V0.2_R241_Release_Patch.rar.md5sum.txt 

.bin文件是可以直接烧录的程序。 

HUAYU_P1300_V1.9_R217_Release_patch.rar解压到 P1300_V1.9_Release/ 目录(或

者其他版本代码跟目录)，覆盖相同文件即可用于升级软件到 V1.9. 

p1302_v0.2_R241_Relese_Patch.rar 解压到 P1300_V1.9_Release/ 目录(或者其他版本代

码跟目录)，覆盖相同文件即可。注意：已经对源码做了修改的，请手动合并相关文件。

也可以解压到 P1300的其他版本。 

P1302软件不能在 P1300上用，一些驱动不合。 

 

九九九九．．．．    JAVA 资源列表资源列表资源列表资源列表：：：： 

1. ADC 测试 

2. DecoderDemo条码测试 

3. GPIO测试程序 

4. P1300_RFID扩展板 

5. 并口测试 

6. 摄像头测试 

7. GB 编码测试程序 

8. JAVA 串口测试程序 v2.0 



9. JAVA GPS应用测试程序 

10. Socket JAVA应用测试小程序 

11. RFID 扩展板 JAVA 应用测试程序 

12. 短信 JAVA 应用测试程序 

13. 俄罗斯方块 

14. 图片浏览 JAVA 应用测试程序 

 以上 JAVA 测试程序可以在论坛和共享里下载。论坛的下载导航的源码栏里有相应的下载

地址。 

 

十十十十．．．．      C 语言或语言或语言或语言或 JAVA 基础入门基础入门基础入门基础入门：：：： 

        MTK  C 语言请看文档：huayu409_p1300软件使用指南及开发_v0.3.pdf 

        也 可 以 看 论 坛 精 华 贴 ： MTK 开 发 心 得开 发 心 得开 发 心 得开 发 心 得 －－－－ 网 友网 友网 友网 友 Henry 原 创原 创原 创原 创 

（（（（http://www.study-bbs.com/dispbbs.asp?boardID=45&ID=27748&page=1））））  

         重点推荐重点推荐重点推荐重点推荐：：：：            huayu501_MMI 实例培训教程.pdf 

         JAVA          JAVA          JAVA          JAVA 学习学习学习学习:    请参照论坛下载导航帖栏：  J2ME 中文教程.pdf  

                                                                                                                                                                                            J2ME 视频教程 

                                                                                    也可参照参看下载帖中的 JAVA 测试小程序练习。 

                             

十一十一十一十一．．．．    P1300 规格介绍规格介绍规格介绍规格介绍：：：： 

1. 2.8inch 触摸彩屏、65K色 

2. 支持 GPRS、通话、彩信、短消息、支持蓝牙、MP3、MP4、30 万摄像头(130

万配选) 

3. 128Mbit NorFlash、64Mbit SRam、128MByte Nand Flash、支持 TF卡、U 盘 

4. ARM7 104MHz内核、内有大容量 Cache 

5. 支持 USB接口、串口、3.5mm耳机插口  

6. 700mAH电池、待机电流 2mA、充电电流 300mA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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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提供 C 语言开发环境、局部开放代码 

9. 尺寸：7*9CM 

 

十二十二十二十二．．．．    旋风旋风旋风旋风 001 销售服务销售服务销售服务销售服务：：：： 

    公司网址:www.huayucomm.com     

    销售及售后网址: 

     北京地区： 

         开发板之家：      www.study-kit.com 

     广州地区： 

  蓝立贸易：          http://sellic.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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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发板之家淘宝店： http://shop35617705.taobao.com    



JAVA 部分 

一．Java程序储存并安装：  

a.        连接好配套的 USB线,弹出 usb设定窗口，设为储存装置。在电脑上我的电脑中就会出

现两个盘符。  

b.        将电脑上的 Java程序拷贝到机器的 H 盘中，我们拷贝的是 jar和 jad文件。  

c.         在 p机器菜单——档案管理——记录存储——找到要安装的 java程序 jar文件，选择

安装出现下载提示，点击是选择记录存储，开始安装。  

d.        安装成功后会提示你是否执行 JAVA 程序，点击是直接进入了程序主菜单。  

e.        删除 java程序，选项删除即可。 

 

 

二二二二．．．．JAVA 程序运行例子在模拟器上一闪而过程序运行例子在模拟器上一闪而过程序运行例子在模拟器上一闪而过程序运行例子在模拟器上一闪而过? 

   在模拟器上运行 JAVA 例子程序，模拟器总是一闪就消失了？ 

1. 你可以在项目中双击 xxx.jad文件(一般在工程目录的最下面),打开 JAD编辑界面。下

面有一行选项卡，选择"MIDlets"，在这里添加你的 MIDlet 到 jad。 

2. 在项目运行方式打开运行,在 Midlet 栏选择好项目，在 Executable 下选择好 Midlet，

在其后面的 search 下选择相应的 Midlet. 

 

在 Emulation下选择模式：有三种显示模式； 

 

 

三三三三：：：：在在在在 Eclipse 下导入现有的下导入现有的下导入现有的下导入现有的 java 例子例子例子例子，，，，在加载内库时出现构建路径问题在加载内库时出现构建路径问题在加载内库时出现构建路径问题在加载内库时出现构建路径问题：：：： 



1.1.1.1. 方法一：这是因为没有选择好设备： 选中项目按右软件，选择属性--J2ME--

选择好设备。如下图： 

 

 
 

2. 方法二：新建一个项目，新建项目名字和例子项目名字一样，将现有的资源和代码拷

到相应的目录下面即可。 

 

四：Eclipse 打包打包打包打包 J2ME，，，，在真机上安装失败的原因在真机上安装失败的原因在真机上安装失败的原因在真机上安装失败的原因  

在 Eclipse中运行正常的程序，打包后，放在真机上却出现“安装失败”的错误。如 

果 JAR要安装成功，则在这个包中必须有可以运行的程序，也就是 MIDlet。也许大家都会说：

“有啊！”是的，既然能在 Eclipse中运行成功，那么程序是没有问题的。关键在于， 

手机上安装 JAR时，系统是根据 JAD来进行安装的，JAD 就是 J2ME项目的描述文件，在 JAD

中如果没有 MIDlet-1 这个属性，系统会认为这个包中没有可运行的程序，也就不会安装了。所

以，我们在打包的时候，一定要看看 JAD 中是否有该属性，没有的话，可以在 Eclipse中打开

JAD，进行编辑。一般 J2ME工程建好后，会自动生成一个 JAD 文件，我们可以在工程的根目

录下看到。这样打包后，在包中的 JAD 也就会有 MIDlet 的描述了。如果没有在打包之前编辑

JAD 的话，可以直接在包中的 JAD 中添加 MIDlet-1：MIDlet1-name这条属性，有几个 MIDlet

就添加几个这样的属性，注意后面的阿拉伯数字是跟着变的，第二个 MIDlet，则就添加 MIDlet-2：

MIDlet2-name。如何在 JAR中编辑 JAD，我想不用多说了吧？这样 jar就可以安装成功了。 

 

五： java 存储卡路径存储卡路径存储卡路径存储卡路径 

模拟器上：file://localhost/ 

真机上：file://localhost/PhoneDisk:/ 

 

六：P1300 联网相关设置问题联网相关设置问题联网相关设置问题联网相关设置问题：：：： 

JAVA 程序使用的网络连接与 WAP 浏览器设置相同。以中国移动 APN为例， 

在 CMWAP 和 CMNET下，JAVA 程序和 WAP 浏览器都可以访问互联网络。不同处 

如下： 

CMWAP 访问互联网资源必须通过 WAP**服务器； 

CMNET 可以直接访问互联网服务器； 

WAP 浏览器网络连接设置在： 

网络服务 -> WAP -> 设置 -> 编辑设置档 

“帐号资料”里设置连接帐号； 

“联机型态”里设置** 服务器地址； 

连接帐号设置位置： 

网络服务 -> 帐号资料 -> GPRS 



“GPRS连结点”里设置 AP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