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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全场景鸿蒙创新开发实验箱简介

1.1 实验箱概述

“全场景鸿蒙创新开发实验箱”是济南博赛网络技术有限公司结合多年教育培

训及校企合作交付经验，专项研发的一款面向高校软硬件开发相关专业日常教学及

实训教学，用于全场景分布式鸿蒙设备及应用开发教育的全场景一体化鸿蒙创新开

发教学平台。平台面向分布式应用场景，采用场景化案例设计，实验平台预置四款

主流MCU，匹配 L0~L5所有级别设备开发；整体只需要一条 Type-C线连接开发 PC，

就可以完成功能开发；案例开发板模块采用磁吸附设计，采用触控开关方式在不同

开发板之间切换烧录调试接口；案例板支持 WiFi、BLE 等方式组网，完美适配

OpenHarmony，支持鸿蒙“碰一碰”，并可以无缝对接商用鸿蒙产品；实验平台还

配备了“创新成果展示区”，用于学生实验成果展示；配套在线开发平台，支持公

有云或私有化部署，方便教师对学生学习进度及完成情况的统一管理；在线开发平

台在设备开发方面做了 MicroPython 封装，降低开发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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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场景鸿蒙创新开发套件每个模块都植入鸿蒙操作系统，进行多种排列组合，

构建不同的鸿蒙生态应用场景，满足 1+8+N 生态战略，完美诠释智能家居、车联

网等场景，富鸿蒙开发区域可安装一部手机，作为“1”个核心，同时，可以与“8”

款设备联动，包括大屏、PC、平板、耳机、车机、手表、眼镜、音箱。最终可以与

“N”种轻量级物联网设施互联，实现万物互联。

实训箱配有 GPIO 通用扩展模块，可拓展工业互联网拓展板以及多种传感设备，

实现科研创新开发。

开发实验箱功能分布图：

1.2 系统要求

 PC 系统：Windows 7 64 位及以上操作系统

 虚拟机系统：Ubuntu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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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开发工具

 QCOM串口调试工具

 HiBurn 烧录工具

 DevEco Device Tool

 Visual Studio Code 代码编辑工具

 USB Type-C 线（PC 通过 USB 与实验箱 Type-C连接）

 鸿蒙手机一台

1.4 对接平台

 鸿蒙开发云

鸿蒙开发云作为博赛云教学平台的一个鸿蒙教学模块，是一个集鸿蒙开发课程、在线实

验、学习测评等功能的综合性鸿蒙教学服务平台，以 SaaS 方式或本地部署方式提供面向鸿

蒙开发方向的优质课程资源、实践环境及岗位资源，服务于高校鸿蒙应用类人才培养，其产

品特点如下：

 丰富的课程和视频资源：技术专业课程+华为认证课程；（包含鸿蒙应用开发、

HMSCore 集成、鸿蒙设备开发基础类、鸿蒙综合应用实训类课程、华为 1+X 移动

应用开发以及华为 HCIA-鸿蒙的认证学习课程等）

 方便、快捷、易用的实验环境：覆盖鸿蒙应用开发和鸿蒙设备开发两个方向的开发

实验课程，满足日常教学+培训授课所需要的实验环境；

 线上鸿蒙开发云与全场景鸿蒙创新开发套件深度融合，做到在线实验代码开发编译，

线下程序烧录，免去学生独立搭建开发环境的繁琐步骤。

 智能、精准的学习跟踪管理：提供专项学习、模拟考试等多种测评方式，准确评估

用户知识点掌握情况；

 灵活部署，支持公有云、私有化部署方式，保障资源充分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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鸿蒙开发云以专业的人才培养角度，开发设计职业-技能-课程-实验-认证-就业全链路

学习培养路径，提供贴合国产鸿蒙操作系统学习以及华为认证课程的在线实验和教学视频等

教学资源，主要打造覆盖 ICT 各专业技能领域的在线学习与人才对接平台，为高校、个人学

习成长提供全新模式的学习体验与服务。

2.实验箱功能模块简介

2.1 轻量型鸿蒙案例开发板模块

 模块综述（wifi）：

1、基于海思 Hi3861/Hi3861L 高度集成的 2.4GHz Wi-Fi 芯片内部集成高性能

32bit 微处理器、硬件安全引擎以及丰富的外设接口；

2、支持 Liteos、鸿蒙和第三方组件,可与华为 Hi-Link协同；

3、支持复杂环境下 TPC、自动速率、弱干扰免疫等可靠性通信算法；

4、支持 256 节点 Mesh 组网，支持 20MHz标准带宽和 5MHz/10MHz 窄带宽，

提供最大 72.2Mbit/s物理层速率；

5、硬件加密，支持多种加密协议，安全组件+LiteOS+自研 CP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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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模块综述（BLE）：

主控：BK7231M

尺寸：9.4cm * 7.4cm

供电方式：Type-C USB2.0 / 底座触点

电气参数：5V 1A

吸附方式：四点磁吸

2.2 小型鸿蒙开发板模块

 模块综述：

主控：STM32MP157AAC

尺寸：15cm * 10cm

供电方式：Type-C USB2.0

电气参数：5V 1A

固定方式：四点铜柱

外设：案例板接口、Mini PCI-E 接口、板载 SDIO Wi-Fi、两路 USB HOST、SD Card、

用户按键

2.3 标准型鸿蒙开发板模块

 模块综述：

处理器：双核 ARM Cortex A7/ 650MHz 和 Cortex••M4/ 209MHz 内核的异构架构

内存：16bit DDR3L SDRAM,

存储：4GB eMMC Flash

接口：8bit SDIO 接口

USB OTG MiniUSBOTG 接口

USB Host 4 路 USBTypeA 接口

1 路标准 HDMI 1.4a 接口

1 路 10/100/1000 RJ45 自适应以太网接口

扩展 GPIO 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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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系统支持鸿蒙

2.4 案例展示区

案例展示区支持将开发模块吸附到其上面，可进行独立供电开发，用于开发综

合案例作品介绍。

2.5 模块切换旋钮

模块切换旋钮可以对所要开发的模块进行选定，支持顺时针和逆时针双方向旋

转，模块下方通过灯光显示确定目前选中位置，无需插拔模组，按下旋钮即可锁定

模块。

2.6 LED 显示屏

显示屏支持触控，可展示鸿蒙元素，Logo，实验数据，实验效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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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开发环境介绍

对实验箱开发主要分为两种方式，一种是使用鸿蒙开发云平台进行线上开发，开发环境

和案例代码可以直接使用。另一种是本地开发，需要执行搭建开发环境，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3.1 安装 Linux 编译工具

将 Ubuntu shell 改为 bash

打开终端工具，执行如下命令，输入密码，然后选择 No，将 Ubuntu shell 修改为 bash

sudo dpkg-reconfigure dash

执行如下命令，确认输出结果为 bash

ls -l /bin/sh

修改 apt 源

备份之前的 sources.list 文件

sudo cp -a /etc/apt/sources.list /etc/apt/sources.list.bak

2、修改 sources.list 文件，执行下面两条命令

sudo sed -i "s@http://.*archive.ubuntu.com@http://repo.huaweicloud.com@g"

/etc/apt/sources.list

sudo sed -i "s@http://.*security.ubuntu.com@http://repo.huaweicloud.com@g

" /etc/apt/sources.l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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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 apt 缓存

sudo apt update

如果出现一下问题先执行 sudo rm /var/lib/apt/lists/* -vf

sudo apt upgrade

如果出现以下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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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输入 ps afx|grep apt 查看进程然后 sudo kill -9 4755

执行完 sudo apt upgrade 结果如下

安装 net-tools

sudo apt install net-tools

安装 vim 工具

sudo apt install v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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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 SSH 工具

sudo apt install openssh-server

samb 服务器的安装与配置

创建共享目录

sudo mkdir ~/share

设置权限

sudo chmod 777 ~/share

安装 samb

sudo apt install sam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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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 samb 用户

sudo smbpasswd -a harmony（需要输入密码和确认密码-a 后面为自己的虚机名称）

修改配置文件

sudo vim /etc/samba/smb.conf

在文件末尾添加如下代码

[share]

comment = share folder

browseable = yes

path = /data（更改为要共享的目录）

create mask = 0700

directory mask = 0700

valid users = HarmonyOS（更改为自己的用户）

force user = HarmonyOS

force group = HarmonyOS

public = yes

available = yes

writable =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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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完代码后按下 ESC 输入 wq 保存退出

重启 samb 服务器

service smbd restart

安装 python 以及相关依赖

cd /usr/bin/

sudo ln -s python3.8 python

安装 pip3

sudo apt install python3-pip

设置 pip 镜像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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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p config set global.trusted-host repo.huaweicloud.com

pip config set global.index-url https://repo.huaweicloud.com/repository/pypi/simple

pip config set global.timeout 120

pip3 install --upgrade pip

安装 python 模块

pip install setuptools

安装 GUI 工具

pip3 install kconfiglib

升级 python 组件包

pip3 install pycryptodome

pip3 install launchpadlib

https://repo.huaweicloud.com/repository/pypi/si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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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p3 install six --upgrade --ignore-installed six

sudo pip install ecdsa

sudo apt-get install scons –y

交叉编译工具安装

下载交叉编译工具

wget https://repo.huaweicloud.com/HarmonyOS/compiler/gn/1523/linux/gn.1523.tar

wget

https://repo.huaweicloud.com/HarmonyOS/compiler/ninja/1.9.0/linux/ninja.1.9.0.tar

https://repo.huaweicloud.com/harmonyos/compiler/gn/1523/linux/gn.1523.t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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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get

https://repo.huaweicloud.com/HarmonyOS/compiler/clang/9.0.0-36191/linux/llvm-linux-9.

0.0-36191.tar

wget

https://repo.huaweicloud.com/HarmonyOS/compiler/gcc_riscv32/7.3.0/linux/gcc_riscv32-lin

ux-7.3.0.tar.gz

wget

https://repo.huaweicloud.com/HarmonyOS/compiler/hc-gen/0.65/linux/hc-gen-0.65-linux.t

ar

解压工具

tar -xvf gn.1523.tar -C ~/

tar -xvf ninja.1.9.0.tar -C ~/

https://repo.huaweicloud.com/harmonyos/compiler/hc-gen/0.65/linux/hc-gen-0.65-linux.tar
https://repo.huaweicloud.com/harmonyos/compiler/hc-gen/0.65/linux/hc-gen-0.65-linux.t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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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r -xvf gcc_riscv32-linux-7.3.0.tar.gz -C ~/

tar -xvf llvm-linux-9.0.0-36191.tar -C ~/

tar -xvf hc-gen-0.65-linux.tar -C ~/

添加环境变量

vim ~/.bashrc

最后添加

export PATH=~/gn:$PATH

export PATH=~/ninja:$PATH

export PATH=~/gcc_riscv32/bin:$PATH

export PATH=~/llvm/bin:$PATH

export PATH=~/hc-gen:$PA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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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完成后 wq 保存退出

source ~/.bashrc

检查工具安装情况

riscv32-unknown-elf-gcc -v

安装 nodejs

官网下载

搜索 nodejs 点击下载

cd Downloads/切换到下载目录然后解压文件

tar -xvf node-v16.14.0-linux-x64.tar.xz -C ~/（根据子下载的版本解压对应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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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do mv node-v16.14.0-linux-x64 /usr/local

vim ~/.bashrc

export NODE_HOME=/usr/local/node-v14.18.1-linux-x64

export PATH=$NODE_HOME/bin:$PATH

export PATH=~/.local/bin:$PATH

source ~/.bashrc

安装 npm

npm config set registry https://repo.huaweicloud.com/repository/npm/

npm install -g @ohos/hpm-cli

https://repo.huaweicloud.com/repository/n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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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代码目录下安装对应的 hb 工具

pip3 install build/lite

3.2 编译

编译（Docker 方式搭建环境）

请在获取 Docker 环境中进入的 Docker 构建环境中，执行如下命令进行编译：

hb set(设置编译路径)

.（选择当前路径）

选择 wifiiot_hispark_pegasus@hisilicon 并回车

hb build -f（执行编译）

图 1 Hi3861 编译设置图例-Docker 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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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译结束后，出现“wifiiot_hispark_pegasus build success”字样，则证明构建成功。

注意

烧录结果文件文件获取路径：out/hispark_pegasus/wifiiot_hispark_pegas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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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烧录

烧录是指将编译后的程序文件下载到芯片开发板上的动作，为后续的程序调试提供基础。

使用 HiBurn 工具进行烧录

打开 HiBurn 工具添加 bin 文件，勾选如下选项

出现如下结果表示烧录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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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应用开发案例-智能台灯

4.1 源码下载&编译准备

1.码云工具下载

cd ~

curl https://gitee.com/oschina/repo/raw/fork_flow/repo-py3 >
/usr/local/bin/repo（如果下载不下来可以切换个目录然后再将下载完的移动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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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kdir 1

curl https://gitee.com/oschina/repo/raw/fork_flow/repo-py3 >

~/1/repo

sudo mv repo /usr/local/bin/

chmod a+x /usr/local/bin/repo

pip3 install -i https://pypi.tuna.tsinghua.edu.cn/simple requests

下载 git

sudo apt install git

配置 git信息



全场景鸿蒙创新开发实验箱使用手册

第 27 页 共 40 页

git config --global user.name "xx"（git 名字）

git config --global user.email "xx@gmail.com" （邮箱）

git config --list(查看配置的信息)

生成公钥

ssh-keygen -t ed25519 -C "xxxxx@xxxxx.com"

xxxxx@xxxxx.com 只是生成的 sshkey 的名称，并不约束或要求具体命名为

某个邮箱。

按照提示完成三次回车，即可生成 ssh key。通过查看

~/.ssh/id_ed25519.pub 文件内容，获取到你的 public key

cat ~/.ssh/id_ed25519.p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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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制生成后的 ssh key，通过仓库主页 「管理」->「部署公钥管理」->「添

加部署公钥」 ，添加生成的 public key 添加到仓库中。

地址如下

https://gitee.com/profile/sshkeys

2.代码下载

1) OpenHarmony代码下载

#特别注意：请下载 OpenHarmony 1.0.1 版本，后续会更新支持 OpenHarmony其他版本

mkdir ~/OpenHarmony1.01

cd ~/OpenHarmony1.01

repo init -u git@gitee.com:openharmony/manifest.git -b
OpenHarmony_1.0.1_release --no-repo-verify

https://gitee.com/openharmony-sig/knowledge_demo_smart_home/blob/master/dev/docs/smart_lamp/README.md
https://gitee.com/openharmony-sig/knowledge_demo_smart_home/blob/master/dev/docs/smart_lamp/README.m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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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po sync -c

repo forall -c 'git lfs pull'

2) 设备侧代码下载

具体仓库地址：https://gitee.com/openharmony-sig/knowledge_demo_smart_home/

具体下载命令如下：

git clone git@gitee.com:openharmony-sig/knowledge_demo_smart_home.git

3) 编译前准备

1.代码拷贝

cp -rfa ~/knowledge_demo_smart_home/dev/device/bearpi
~/OpenHarmony1.01/device/

cp -rfa ~/knowledge_demo_smart_home/dev/team_x
~/OpenHarmony1.01/vendor/

https://gitee.com/openharmony-sig/knowledge_demo_smart_home/blob/master/dev/docs/smart_lamp/README.md
https://gitee.com/openharmony-sig/knowledge_demo_smart_home/
https://gitee.com/openharmony-sig/knowledge_demo_smart_home/blob/master/dev/docs/smart_lamp/README.m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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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 -rfa ~/knowledge_demo_smart_home/dev/third_party/iot_link
~/OpenHarmony1.01/third_party/

2.整合并修改完成后的目录结构如下图：

4.2 编译&烧录

编译命令：hb set // 如果是第一次编译，Input code path 命令行中键入"./" 指定

OpenHarmony工程编译根目录后 回车，如下图所示，使用键盘上下键选中智能台灯



全场景鸿蒙创新开发实验箱使用手册

第 31 页 共 40 页

hb build // 如果需要全量编译，可以添加-f 选项

详细的代码编译及固件烧录步骤，请参考 开发环境搭建中的编译烧录

4.3 设备配网

1.在设备上电前需准备好安装了数字管家应用的鸿蒙手机，详情见数

字管家应用开发, 并在设置中开启手机的 NFC功能；

数字管家应用开发：

https://gitee.com/openharmony-sig/knowledge_demo_smart_home/bl

ob/master/FA/DistSchedule/README_zh.md

2.写设备 NFC标签，详细操作见设备 NFC标签指导文档;

NFC标签指导文档：

https://gitee.com/openharmony-sig/knowledge_demo_smart_home/bl

ob/master/dev/docs/NFC_label_definition/README.md

 3.烧录完成后，打开串口工具按下复位键可以看到串口中有

https://gitee.com/openharmony-sig/knowledge_demo_smart_home/blob/master/FA/DistSchedule/README_zh.md
https://gitee.com/openharmony-sig/knowledge_demo_smart_home/blob/master/FA/DistSchedule/README_zh.md
https://gitee.com/openharmony-sig/knowledge_demo_smart_home/blob/master/dev/docs/NFC_label_definition/README.md
https://gitee.com/openharmony-sig/knowledge_demo_smart_home/blob/master/dev/docs/NFC_label_definition/README.m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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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待 STA加入 AP的消息

4.只需将手机触碰 NFC标签，将会自动拉起数字管家应用并进入配

网状态，配网过程中无需输入热点账号密码。 具体无感配网相关流程参

考 无感配网指南

无感配网指南：

https://gitee.com/openharmony-sig/knowledge_demo_smart_home/bl

ob/master/dev/docs/net_config/README.md

4.4 操作体验

1）设备控制

配网完成后，数字管家应用会自动进入智能台灯的控制页面，通过控制页面

可以实现对智能台灯开关、亮度控制的操作。

https://gitee.com/openharmony-sig/knowledge_demo_smart_home/blob/master/dev/docs/net_config/README.md
https://gitee.com/openharmony-sig/knowledge_demo_smart_home/blob/master/dev/docs/net_config/README.md
https://gitee.com/openharmony-sig/knowledge_demo_smart_home/blob/master/dev/docs/net_config/README.md
https://gitee.com/openharmony-sig/knowledge_demo_smart_home/blob/master/dev/docs/net_config/README.md
https://gitee.com/openharmony-sig/knowledge_demo_smart_home/blob/master/dev/docs/smart_lamp/README.m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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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添加日程

使用者可以进入数字管家的日程管理页面中添加智能台灯的相关日程，具体

步骤如下：

1.在输入日程名称后，选择相关通知成员和台灯设备；

2.选择期待执行的台灯操作，例如：设置台灯在特定时间段内亮灯或

关灯；

3.设置日程的重复日期，例如：可以设置单次日程(仅在当天执行)，

或者重复日程(设置日程在设定的 星期几重复执行)

5.设备碰一碰配置指南

5.1 简介

碰一碰是鸿蒙具备的多终端业务协同技术。其依托 NAN短距通信技术，通

过碰一碰的交互方式，将手机和全场景设备连接起来。然后通过手机端的原子化

服务能力，快速完成配网、远程控制的能力，解决了应用与设备之间接续慢、配

网复杂、传输难的问题，为用户带来无缝切换的流畅体验。

5.2 碰一碰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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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提

 已安装数字管家应用。

 准备已经升级至鸿蒙 2系统的华为Mate系列或 P系列手机，系

统版本号为 2.0.0.168及以上。

 在华为应用市场，下载并安装“应用调测助手”APP，用于写 NFC

标签。

 若开发板不包含 NFC模块，则需准备 1个 NFC标签，可以用手

机触碰 NFC标签，提前确保 NFC功能可用。

 打开手机设置 > 应用和服务 > 应用管理，搜索“智慧生活基础

服务”，检测智慧生活基础服务的版本是否为 12.0.2.306及以上。如果不

是，请打开华为手机的“智慧生活”APP，点击“我的 > 设置 > 检查应用

更新”，更新“智慧生活基础服务”。

智慧服务配置

申请 Product ID

注：本节中 Product ID是碰一碰拉起标识，而非 IoTDA平台的设备品类 ID。

https://gitee.com/openharmony-sig/knowledge_demo_smart_home/blob/master/dev/docs/NFC_label_definition/README.md
https://gitee.com/openharmony-sig/knowledge_demo_smart_home/blob/master/dev/docs/NFC_label_definition/README.m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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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陆华为开发者联盟

登陆华为开发者联盟，主页右上角管理中心按钮，进入管理中心。

创建快服务

在管理中心页面中依次点击智慧服务->华为快服务智慧平台进入快服务智

慧平台。

点击右上角创建快服务按钮。

https://gitee.com/link?target=https://developer.huawei.com/consumer/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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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快服务模型，填写服务相关信息，点击创建按钮完成快服务模型的创建。

录入快服务信息

在服务信息栏下的基本信息页面完善快服务模型基本信息后，点击右上角保

存按钮，保存快服务基本信息。



全场景鸿蒙创新开发实验箱使用手册

第 37 页 共 40 页

进入服务呈现信息页面完善相关信息（星标项目必填，其它项目视需要进行填写），

可下载批量导入模板并填写，进行批量导入。点击右上角保存按钮，保存服务呈

现信息。

录入快服务配置信息

点击配置栏，进行配置信息的填写。 鸿蒙标签页面如下图，其中产品型号

填写在应用调测助手中申请的 Product ID ，产品子型号填写 00。

FA信息页面填写信息如下图，其中 App包名、服务名分别为 FA开发中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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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的 IoT应用的包名，以及开发者期望通过 NFC唤起的 IoT应用的服务名（本项

目唤起的服务为设备配网）。

录入快服务测试信息

点击测试栏，进入快服务测试页面，进行测试相关信息的填写。 点击创建

进入创建真机测试名单窗口。

填写手机号码与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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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确定可以看到该手机已经录入名单中。

到此，应用功能唤起信息申请和配置完成。

5.3 NFC 数据写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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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操作指导案例和学习资料请到博赛云教育平台 edu.ibossay.com 进行学习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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