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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丕故障排除

从“eLinux.org”

备份集线器。

此页面列出了最常见的问题，并提出了一些解决方案。

请参阅RPi_Bugs是错误的问题。

内容

1个 电源/启动
1.1 普通LED状态
1.2 红色电源指示灯不亮，没事就显示
1.3 红色电源指示灯闪烁
1.4 红色电源指示灯，绿色指示灯不闪烁，没有显示
1.5 绿色LED灯闪烁在一个特定的模式
1.6 彩色闪屏
1.7 在引导内核恐慌
1.8 Raspberry Pi的关闭（或重新启动）开机后不久
1.9 皮的靴子，但有时并不总是

2 键盘/鼠标/输入设备/网络摄像头
2.1 R-丕不响应按键/键盘随机重复按键
2.2 键盘/鼠标USB无线设备干扰
2.3 无线键盘的麻烦
2.4 重映射键盘与Debian挤压
2.5 慢键盘映射
2.6 没有USB设备的工作原理，与已知良好的PS，SD卡，KB
2.7 网络摄像头

2.7.1 guvcview
2.7.2 集线器或内部USB
2.7.3 冻结

3 固件更新
3.1 检查您的固件版本
3.2 获取最新的固件版本
3.3 选择合适的ARM / GPU显存分体式

4个 SD卡
4.1 SD（DC | DX]卡Class 6及10项提示

5 网络
5.1 以太网连接丢失
5.2 以太网连接，而不是100M 10M
5.3 不能ssh在郫县
5.4 芯片变得烫手
5.5 网络不再起作用时，改变SD卡之间的树莓小童
5.6 事故发生与高网络负载
5.7 网络连接正在使用的图形用户界面时失败

6 密码
6.1 我不知道密码登陆
6.2 有些程序拒绝接受我的密码
6.3 我不知道root密码

7 声音
7.1 音效与HDMI显示器不工作
7.2 声音不会在所有的工作中，或在某些应用中
7.3 拆卸安装的pulseaudio
7.4 播放MP3文件

8 显示
8.1 运行startx启动失败
8.2 屏幕的颜色不对
8.3 视频不播放，或播放速度很慢

http://elinux.org/R-Pi_Hub
http://elinux.org/RPi_Bu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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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800x480分辨率LXDE（Arch Linux的）
8.5 大小图像周围的黑色边框高清显示器
8.6 写作泄漏关闭屏幕高清显示器
8.7 干扰HDMI或DVI显示器上可见
8.8 所有无HDMI输出
8.9 复合显示器没有图像
8.10 复合只显示黑白图像
8.11 HDMI - > VGA适配器

9 GPIO
10 一般

10.1 的时间是不正确的
10.2 一部分断绝
10.3 无法安装新软件

11 故障排除电源问题
12 硬件版本/修订
13 参考

电源/启动

一个良好的电源供应器，将提供5伏和至少1安培（5V 1A）是至关重要的。5伏2安培的电源供应可以帮助一些无线
USB适配器运行更稳定。欲了解更多信息，请参阅＃Troubleshooting_power_problems。

请注意，PI有没有BIOS，所以没有什么会被显示在屏幕上，除非丕成功引导！

普通的LED的状态

有五个USB接口附近的LED。

LED状态

LED 颜色 功能 正常状态

ACT 绿色 卡状态 SD卡活动期间闪烁

PWR 红色 功率 当PI接收一些权力稳定

FDX 橙 全双工 当以太网连接是全双工

LNK 橙 链接 连接以太网时，

100 橙 100 Mbps的 连接时为100 Mbps时为10 Mbps

如何解释其他状态，请参阅下一节。

红色电源指示灯不亮，没事就显示

电源连接不正确。

红色电源指示灯闪烁

红色的电源LED千万不要眨眼，因为它是硬连接到3.3V电源轨。如果是闪烁，如一个用户报告[1]这意味着，5V电源
辍学。使用不同的电源。

红色电源指示灯，绿色指示灯不闪烁，没有显示

注：模糊泛着稳定的绿色LED表示从来没有引导区代码被执行，几乎启动代码做的第一件事是把淡淡的光晕！闪
光/闪烁时，绿色LED应该是明亮的红色LED。

Raspberry Pi的SD卡上不能找到一个有效的图像。翻过线路板检查该卡正确插入，插入力远远大于一些笔记本
电脑。

检查是否已正确写入Raspberry Pi的图像通过使用MAC或PC卡，并浏览了以下文件：
bootcode.bin
fixup.dat
他人之间start.elf的

你有没有管理员权限，当您使用SD卡的烧录软件？没有它的软件可能走走过场，没有做实际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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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的图像不加载启动代码REVB板与海力士芯片。使用释放2013-02-09（？）或更高版本。（我观察到一
个单一的绿色活动指示灯昙花一现）
也有可能是你的形象正在向卡中写入损坏，下载偶尔最终损坏或截断。您可以检查与校验和实用程序来
验证下载的完整性。

SD卡本身可能有问题。参见已知的SD卡。

尝试除了USB电源线没有连接电缆，插入SD卡。您应该看到闪烁光〜20秒就OK了。如果有帮助，插在一根电缆
在同一时间，以确定哪些是干扰启动。

确认USB电缆电源插槽中正确就位。红色的电源LED并不一定意味着它完全连接。

电压过低（低于5 V），尝试不同的电源和/或电缆。R-PI需要一个电源额定为700 mA或以上。有些物资打成这
样，实际上不能提供其额定电流，同时保持5V。也可参见＃Troubleshooting_power_problems。

分布式版本bootcode.bin导致一些SD卡的问题有可能是一个错误。试试这个 请让我们知道，如果它“修
复”非工作的SD卡（或者，更重要的是，如果它不）。这也可以体现自身的间歇开机，或只启动时冷。

（不太可能）硬件滥用，例如由连接7 V供电，一场3v3的GPIO输出引脚[2]或开机焊锡飞溅短裤的后板一些痕

迹[3] 。

Raspberry Pi的SD卡持有人仔细看看。乍一看，它看起来可能很好，但必须是有弹性的接触，他们必须至少
2mm突出作为衡量持有人的下缘接触凸起的顶部。会发生这种情况，由于在焊接过程中和使用不同的保持器。
部分的焊料残渣落入限制接触的腔的弹性接触的突出的高度。你可以自己解决这个问题，但记住，你可以失去
你的保修。接触微妙所以要小心。插入的针销接触的隆起下，上拉的直到的一端接触的unclips的轻轻地。清
洁别夹子从任何焊料或其它残留物接触进入腔吹腔。轻轻推入腔腔剪辑接触。做到这一点的所有接触。看看这
些照片。 媒体：媒体：SDcardHolder.JPG，UnclipContact.JPG 媒体：UnclippedContact.JPG

确保当你的SD卡已完全插入的时间越长的金属弹簧触点（一个清晰可见的端部上的槽，和一个隐藏在最
近的电源连接器侧）被关闭。这些用于检测SD卡的存在，因此，如果没有接触，就这样Raspberry Pi的
将不会试图访问该卡。
仔细检查是否有任何裂缝或损坏的SD卡插槽，如果双方都受损，那么该卡可能不能作出适当的接触引脚
（通常可以证实这一点如果你的Raspberry Pi的靴子，如果你手动持有的SD卡中的位置） 。对于如何来
解决这个问题，见PiHardware - SD卡插槽修复
(http://pihw.wordpress.com/2013/02/23/occupational-hazards-proudly-protecting-my-poorly-pi-
perfectly/)更多信息。

如果由于某种原因POLYFUSE F3主已经过热之前，它可能发生，它已经不完全恢复，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你把
PI，丢失了大量的能量从电源保险丝并没有按达到PI。尝试POLYFUSE似乎热。对于这个问题太读取＃
Troubleshooting_power_problems。

已经报道了一些问题，如果环境温度低，可能与微裂缝，裂缝在焊料或其他问题。Raspberry Pi的温暖一下用
吹风机只需几秒钟（不要使用过多的热量，或者您可能会造成不可逆转的损害！），并重新接通电源。检查这
个视频http://www.youtube.com/watch?v=AwF6v-4NFdg

绿色LED闪烁，在一个特定的模式

据这个论坛后 (http://www.raspberrypi.org/phpBB3/viewtopic.php?f=28&t=8725#p103338)，绿色指示灯将闪烁
在一个特定的模式，表明某些类型的错误：

没有发现 闪烁3次：loader.bin
4闪烁：不推出 loader.bin
5闪烁：start.elf没有发现
6闪烁：start.elf没有推出
7闪烁：未发现 的kernel.img

自2012年10月20日的固件不再需要loader.bin，闪烁的意思：

3闪烁：找不到 start.elf
4闪烁：start.elf没有推出
7闪烁：未发现 的kernel.img
闪烁8次：SDRAM的不认可。您需要新bootcode.bin /的start.elf固件。

如果start.elf不会推出，它可能已损坏。

彩色闪屏

http://elinux.org/RPi_VerifiedPeripherals#SD_cards
http://elinux.org/images/4/46/SDcardHolder.JPG
http://elinux.org/images/5/5a/UnclipContact.JPG
http://elinux.org/images/4/46/SDcardHolder.JPG
http://elinux.org/images/5/5a/UnclipContact.JPG
http://elinux.org/images/8/8f/UnclippedContact.JPG
http://pihw.wordpress.com/2013/02/23/occupational-hazards-proudly-protecting-my-poorly-pi-perfectly/
http://www.youtube.com/watch?v=AwF6v-4NFdg
http://www.raspberrypi.org/phpBB3/viewtopic.php?f=28&t=8725#p103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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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固件，一个彩色的闪屏（实际上它只是四个像素“吹”到全屏由GPU）后，显示GPU的加载固件（start.elf）。
Linux控制台一秒钟后应更换。但是，如果彩色屏幕仍然建议的的kernel.img文件引导失败。尝试更换一个已知的良
好。

显示启动画面后，立即启动PI消耗多一点的电流，在那一刻，如果PI复位迹象表明电源是不能够提供全电流PI需
要，但逢低其输出电压低于最低满载时全电流PI需求。

在引导内核恐慌

文字出现在屏幕上，但随后挂起调试消息。这可能是由于由USB设备，如键盘。任何在USB再试一次。

Raspberry Pi的关闭（或重新启动）开机后不久

这是由于电源电压太低。见＃Troubleshooting_power_problems。

但有时并不总是丕靴

已知良好的电源和已知良好的SD卡，在R-PI偶尔开机，但其他时候只显示一个小小的“确定”LED绿色闪烁，无法启

动，甚至没有USB设备，并且无需以太网。这被报道几次[4]  [5]  [6] ，仍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低电压或不当

的SD卡可能会导致它。有些SD卡工作，直到他们稍微热身，然后失败[7] 。当暴露在21℃的室温下无套管的工作R-

丕最热的应该是41 C [8] 。维基有一个SD卡的工作列表。从一个可靠的供应商购买，因为它已经声称
(http://www.petapixel.com/2011/05/20/one-third-of-the-sandisk-memory-cards-on-earth-are-
counterfeit/)，有1/3的所有“Sandisk公司”标记的存储卡是假冒。

这可能是SD记忆卡是不恰当的接触与Raspberry Pi的。Raspberry Pi的SD卡持有人仔细看看。乍一看，它看起
来可能很好，但必须是有弹性的接触，他们必须突出作为衡量从持有人接触凸起的顶部的下缘至少2mm。会发
生这种情况，由于在焊接过程中和使用不同的保持器。部分的焊料残渣落入限制接触的腔的弹性接触的突出的
高度。你可以自己解决这个问题，但记住，你可以失去你的保修。接触微妙所以要小心。插入的针销接触的隆
起下，上拉的直到的一端接触的unclips的轻轻地。清洁别夹子从任何焊料或其它残留物接触进入腔吹腔。轻
轻推入腔腔剪辑接触。做到这一点的所有接触。看看这些照片。媒体：媒
体：SDcardHolder.JPG，UnclipContact.JPG 媒体：UnclippedContact.JPG

键盘/鼠标/输入设备/网络摄像头

R-PI不响应按键/键盘随机重复按键

注意：在输入密码的过程中，大多数Linux发行不会显示你输入任何东西（甚至没有“*”字符），这是正常的行
为，尝试键盘输入用户名！

这是最常见的功率不足造成的。使用一个良好的电源和一个良好的电源线。一些廉价的电缆，用手机，不能充分权
力的R-丕。一些USB设备需要大量的电力大部分将有一个标签，显示的电压和毫安的要求。他们应该是每个最高5V
100MA，任何超过这个他们必须使用一个USB集线器。尝试每个USB设备拔掉，除了键盘（你也应该注意，有些键盘有
内置的枢纽，可以尝试绘制电流150mA（丕每个USB插槽只能处理100毫安的的没有一个枢纽））。此外，使用最新的
软件。论坛的用户MrEngman的报道 (http://www.raspberrypi.org/forum/absolute-beginners/using-a-powered-
usb-port-to-power-a-rpi#p76485)重复一些键盘和无线挂起，直到升级
(http://www.raspberrypi.org/downloads) debian6-19-04-2012的内核，他的报告没有问题，即使具有低TP1，TP2
电压为4.65 - 4.68伏稳定。

http://elinux.org/File:Debug-screen.jpg
http://elinux.org/RPi_VerifiedPeripherals#SD_cards
http://www.petapixel.com/2011/05/20/one-third-of-the-sandisk-memory-cards-on-earth-are-counterfeit/
http://elinux.org/images/4/46/SDcardHolder.JPG
http://elinux.org/images/5/5a/UnclipContact.JPG
http://elinux.org/images/4/46/SDcardHolder.JPG
http://elinux.org/images/5/5a/UnclipContact.JPG
http://elinux.org/images/8/8f/UnclippedContact.JPG
http://www.raspberrypi.org/forum/absolute-beginners/using-a-powered-usb-port-to-power-a-rpi#p76485
http://www.raspberrypi.org/downloa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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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用户报告Arch Linux的键盘做工精细，但Debian的发行版，它们的键盘变得不稳定（重复和/或跳过按键）。一
个建议的补救办法，其中有一些积极的反馈，是调整USB总线速度。要做到这一点，你需要中编辑的Cmdline.txt的
文件，并添加“dwc_otg.speed = 1”（不含引号）结尾的文件（在/ boot目录下找到）。

最坏的情况下，一些先进的键盘，如正向Roccat ARVO，有需要激活的内核模块。如果你有机会到另一个键盘，你会
暂时需要modprobe命令，相关的驱动程序。或者，如果这是不可能的，你可以重新编译内核（维基页面上的指示）
安装的模块。（找到键盘等驱动程序，你需要找到“设备驱动程序 - > HID设备”。）

作为一种变通方法，您可以使用节目kbdrate和使用xset来调整键盘的重复率：

kbdrate-R 2.0-D 1000

在控制台和

XSET-R

在桌面上（XSET：sudo易于得到安装X11的xserver-utils的）

键盘/鼠标USB无线设备干扰

连接的键盘和/或鼠标连接的USB WiFi设备时，可能会导致一个或两个装置故障。2012年4月30日，有一个修正错误

的[9]与USB之间共享（如WIFI）高速和全速/低速设备（如键盘/鼠标）。用户spennig [10] [11]报告这个补丁并没
有解决鼠标/无线局域网冲突。2012-05-12，用户spennig，高兴地确认，WIFI工作Raspberry Pi的USB键盘和鼠标，
只要有一个良好的电源和供电枢纽。即便如此，一些实验是必要的，例如USB无线连接到设备，键盘和鼠标连接到供
电枢纽。一些实验找到一个工作的组合可能是必要的，但是好的电源是必不可少的。

我的经验，关于这个问题点在2.4 GHz频段，这两个无线棒，以及USB键盘传输数据的干扰。改变无线接入点的通道
完全解决了这一问题。在我的情况下，（贝尔金N150 +罗技K260/M210）的，我从通道1切换到13频道，50兆赫的频
率偏移导致。可能是足够的，不会影响键盘/鼠标接收器。

无线键盘的麻烦。

一些无线键盘，例如微软无线键盘800失败[12]尽管当前绘制的无线适配器是在R-PI USB规格限制为100毫安。这可
能是一个软件驱动的问题。

重新映射键盘与Debian挤压

如果不同的字母出现在屏幕上，从你输入，你需要重新配置你的键盘设置。在Debian中，从一个命令行中键入：

须藤dpkg重新配置键盘配置

按照提示进行操作。然后重新启动您的RasPi。 ：在命令行类型： 

须藤纳米的/ etc /预设/键盘

然后发现如果说

XkbLayout来设定“国标”

改变GB的两个字母代码为你的国家。[1] (http://www.raspberrypi.org/phpBB3/viewtopic.php?p=78325#p78325)

慢键盘映射

如果你已经重新映射你的键盘，并在键盘映射在启动时得到一个很长的延迟，请键入以下命令行上一次你登录后：

须藤setupcon的

http://elinux.org/User:ThomasH
http://www.raspberrypi.org/phpBB3/viewtopic.php?p=78325#p78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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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USB设备的工作原理，与已知良好的PS，SD卡，KB

已经有一个以上的报告[13] [14] [15]一个R-PI启动，但没有得到USB输入，使用已知良好的电源，SD卡，和键盘。
任何USB设备的工作的更常见的原因是坏的电源供应器，电缆或USB集线器的低电源电压，但在这种情况下，问题是
出席LAN9512 USB /以太网芯片的“IC3的”没有时钟信号，并将该溶液到焊锡回流25 MHz晶体“X1”板的底部。还
是回到板进行更换，但作出这一结论前，确认已知的良好的外围设备。à重大 不兼容USB键盘与R-PI。截至2012年6

月1日，埃报道[16] ，只有在1000年1运的R-丕板已发现有任何形式的硬件故障。

摄像头

guvcview

sudo易于得到安装guvcview

使用的优秀guvcview程序来测试您的网络摄像头和更改拍摄设置。您可以通过改变设置，在很大程度上提高帧速
率。

集线器或内部USB

您的相机只会工作一个内部USB端口，集线器上的，这是可能的。

冻结

如果您遇到死机或超时错误，而使用一个摄像头这个脚本可以帮助：

＃！/斌/庆典
sudo的rmmod的uvcvideo的
须藤modprobe的uvcvideo的nodrop = 1超时= 5000怪癖= 80H时

（怪异的= 0x80带宽夸克，必要带宽进行估计的，而不是使用由相机提出了一个由的uvcvideo驱动程序）

更新固件

检查您的固件版本

使用最新的固件版本可能有助于SD卡和显示器兼容性的各种问题。检查内核版本：

 uname-a的
   RPI的Linux 3.1.19＃1 PREEMPT的周五6月1十四点16分38秒CEST 2012 armv6l的GNU / Linux

和GPU固件：

 / OPT / VC的/ BIN /的vcgencmd版本的
   5月31 2012年13时35分03秒
   版权所有（c）2012博通
   317494版（发布）

获取最新的固件版本

Hexxeh的RPI更新工具 (https://github.com/Hexxeh/rpi-update)可以更新固件和内核的GPU 。

然而，这需要PI成功引导。随着SD卡的问题，你可能不会得到那么远，所以可以尝试手动UDPATE，。如果你有一台
Linux机器，RPI更新可以运行在该在脱机模式下，将更新你的SD卡的Linux机器。

否则，在Windows计算机上，你会看到“的/ boot”分区显示为SD卡的内容。您可以下载最新的GPU的固件版本。点
击观点原材料，然后将其保存，并取代现有的SD卡，把新start.elf文件。同样，最新的内核是这里
(https://github.com/raspberrypi/firmware/tree/master/boot/kernel.img)。更新这些文件后，你应该能够启

http://elinux.org/RPi_VerifiedPeripherals#USB_Keyboards
https://github.com/Hexxeh/rpi-update
https://github.com/raspberrypi/firmware/tree/master/boot/kernel.im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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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你仍然需要运行RPI更新升级内核模块（在/ lib /模块）和GPU库（在/ opt / VC）。
(https://github.com/raspberrypi/firmware/blob/master/boot/start.elf)
(https://github.com/raspberrypi/firmware/tree/master/boot/kernel.img)

选择合适的ARM / GPU显存分体式

内存256M/512M如何划分ARM与GPU之间有一个选择：

   gpu_mem = 16：16M GPU，的240M/496M ARM分割：最大ARM存储器。适合ARM桌面上使用。没有加速的视频或3D的可能。
   gpu_mem = 64：64M GPU，的192M/448M ARM分裂：合理的ARM存储器。简单的视频（omxplayer）或三维（地震）是可能的。这是默认的。
   gpu_mem = 128，128M GPU，128M/384M ARM分割：使用此沉重的3D作品，或3D加视频。XBMC所需。

要切换，编辑gpu_mem =设定config.txt，并重新启动。

注：其他款项也是可能的，但设置gpu_mem = 32通常是错误的选择。gpu_mem = 16几乎总是一个更好的选择。

51MB PI释放前还要注意的是不同的方法使用基于分裂256MB的RAM为CPU和GPU的一部分。由于这个标注系统造成麻
烦，如果RAM的数量并不总是相同的。上述新方法被改编。

确保编辑器不能改变的行成一个大写字母的第一个字母，一些编辑。该条目是区分大小写的。

SD卡

如果你有问题，检查是否具有最新版本的固件（上述）
有些SD卡不工作，对R-丕，所以检查列表已知的SD卡。
如果您有问题，你的SD卡，你可能要开始完全删除它 - 尤其是如果它已经用在其他地方，仍然包含数据/分
区。

Windows和Mac用户可以下载一个格式化工具，从SD协
会：https://www.sdcard.org/downloads/formatter_3/

格式化卡也很容易做到，在一台数码相机。
后写入到SD卡上的图像，验证，你可以看到，当你引导分区SD卡插入到您的计算机。分区应包含大量的文
件，，包括start.elf和的kernel.img的。如果你看不到这些文件在SD卡上，你已经犯了一个错误，写的图像
文件。
如果是手动准备你的SD卡，在Linux或Mac OS使用的dd命令，此操作将完全消除任何现有的数据和分区。确保
整卡（如为/ dev / sdd的），而不是现有的分区（如/ dev/sdd1中），你写的。
如果你有一个SD卡不能与最新的固件，这里 (http://www.raspberrypi.org/phpBB3/viewtopic.php?
f=63&t=6093)头。
如果你把SD卡插入你的电脑，企图把它写R-PI操作系统，和PC告诉你的卡被写保护，即使是正确的，前瞻性的
位置写保护“选项卡中，然后你可能有一个错误的SD卡重写。有一个常见的故障，许多SD卡重写 - 检测到的
写保护标签由一个非常薄的，窄的金属条，这是一个开关的一部分。当卡插入，应该是写保护片推带和接通/
断开的接触，需要。不幸的是，这条困住的习惯，因为它们被安装在一个薄塑料通道，只需要稍侧身变形卡
住。

幸运的是，如果你有这样的问题，大多数内置读卡器很容易拉开并修复一些用户甚至报告，成功地unjamming的开关
用压缩空气爆炸从一个到SD卡插槽，无需拆除任何事情。您可能还可以能够以暂时得到全方位的问题，把“写保
护”选项卡在半路上位置中 - 这推不同的条状部分，并可能打破的接触 - 它值得尝试一个几个，稍有不同的位
置。你也可以使用一个USB-SD卡适配器，这是便宜的买。

SD（DC | DX]卡Class 6及10项提示

[ 超频卡使用提示 (http://elinux.org/index.php?title=RPiconfig&section=14%7CSD) ]

联网

当USB设备插在以太网连接丢失

这往往是造成电力不足。使用一个良好的电源和一个良好的电源线。一些廉价的电缆，用手机，不能充分权力的R-
丕。一些USB设备需要大量的电能（100毫安），所以他们必须使用一个USB集线器。一些便宜的USB集线器吸
Raspberry Pi的功率即使USB电源连接。（更多的往往不是，但是，相反的是如此便宜集线器郫县仅消耗足够的电源
供电集线器向后失败尝试启动。）

https://github.com/raspberrypi/firmware/blob/master/boot/start.elf
https://github.com/raspberrypi/firmware/tree/master/boot/kernel.img
http://elinux.org/RPi_VerifiedPeripherals#SD_cards
https://www.sdcard.org/downloads/formatter_3/
http://www.raspberrypi.org/phpBB3/viewtopic.php?f=63&t=6093
http://elinux.org/index.php?title=RPiconfig&section=14%7CS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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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持续的低速设备，如鼠标或键盘时，通过一个USB集线器连接以太网连接丢失的问题。最简单的方式来解决，
这是你的鼠标和键盘直接连接到2个USB端口，对R-PI（假设他们绘制小于100毫安美元）。

10M以太网连接，而不是100M

LED在主板上标有“10M”的角落贴错标签的转速1.0 PC板。正确标示“100”2.0版本PC板。当该LED RasPi连接速率
为100 Mbps。可以确认真正的传输速率，使用网络如iperf的基准。您也可以读取当前的网络速度：

 猫/ sys/class/net/eth0/speed的

无法ssh到郫县

SSH在Debian的图像，在默认情况下是禁用的。从/开机/ boot.rc中如果该文件目前采取引导命令。有一个例子文件
名 为boot_enable_ssh.rc的启用SSH。所以：

须藤MV /开机/ boot_enable_ssh.rc的/开机/ boot.rc的

并重新启动应该启用SSH。（密码，如下图所示）

网络/ USB芯片变得烫手

这是正常的。在露天24℃，LAN9512以太网/ USB芯片在一段时间后达到约52℃。这是烫手超过几秒钟，但它并不是
不寻常的热芯片。

LAN9512数据手册 (http://www.smsc.com/media/Downloads_Public/Data_Sheets/9512.pdf)第40页上的表4.1中
说，它有两个版本，额定工作在70°C（商业）或85℃（工业）在静止空气中环境温度（TA）。它采用763毫瓦在
3.3V 100baseT的最大流量和两个USB端口（表4.3.4，第42页）。

有¿硒calienta EL ordenador Raspberry Pi的
(http://www.geektopia.es/es/technology/2012/06/22/articulos/se-calienta-el-ordenador-raspberry-pi-
estudio-de-sus-temperaturas-en-funcionamiento.html) “人头马”RasPi热型材的研究？
(http://www.geektopia.es/es/technology/2012/06/22/articulos/se-calienta-el-ordenador-raspberry-pi-
estudio-de-sus-temperaturas-en-funcionamiento.html)SUS ESTUDIO temperaturas连接funcionamiento的
(http://www.geektopia.es/es/technology/2012/06/22/articulos/se-calienta-el-ordenador-raspberry-pi-
estudio-de-sus-temperaturas-en-funcionamiento.html)（Raspberry Pi的电脑越来越热？研究它的工作温度。）
西班牙语的文章有无数的颜色温度的RasPi图像在不同的操作模式，具有最高的LAN9512的情况下测得的温度为
64.5℃。

网络不再起作用时，改变SD卡之间的树莓小童

在某些分布，/ etc/udev/rules.d/70-persistent-net.rules记得哪个MAC地址为eth0，所以每个新设备将被分配一
个不同的接口（是eth1，eth2的，等等）由于相关不同的MAC地址。编辑/ etc/udev/rules.d/70-persistent-
net.rules，删除无效的规则，并重新启动，可能有助于解决这个问题。

事故发生与高网络负载

USB驱动程序内核的内存分配，交通是非常高的（例如，当使用种子/新闻组下载）时，此内存被耗尽导致崩溃/挂
起。（高网络负载的崩溃，也可以涉及到电源供应器，尝试了供电的USB集线器）你应该有一条线一样：

vm.min_free_kbytes = 8192

在/ etc / sysctl.conf中。尝试增加这个数字为16384。如果不起作用，尝试添加到/ boot /的Cmdline.txt的

smsc95xx.turbo_mode = N 

这将降低网络吞吐量，但对于一些已经提高了稳定性问题。

http://www.smsc.com/media/Downloads_Public/Data_Sheets/9512.pdf
http://www.geektopia.es/es/technology/2012/06/22/articulos/se-calienta-el-ordenador-raspberry-pi-estudio-de-sus-temperaturas-en-funcionamiento.html
http://www.geektopia.es/es/technology/2012/06/22/articulos/se-calienta-el-ordenador-raspberry-pi-estudio-de-sus-temperaturas-en-funcionamiento.html
http://www.geektopia.es/es/technology/2012/06/22/articulos/se-calienta-el-ordenador-raspberry-pi-estudio-de-sus-temperaturas-en-funcionamiento.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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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特殊circumstates额外的/ boot /的Cmdline.txt的的选项帮助（例如具有高网络流量的WIFI接入点使用
RPI）：

dwc_otg.dma_enable中= 1 dwc_otg.dma_burst_size = 256

如果上述修正不工作，你可以防止通过限制带宽的崩溃（这也是有时如果与供电有关的崩溃）。

wondershaper WLAN0 1500 1500 

（〜150K / s）的带宽是足够的视频流与flvstreamer omxplayer。

（wondershaper提供raspian：sudo易于得到安装wondershaper的，你也可以提前用wget测试限制带宽 - 涨停率=
150）

正在使用的图形用户界面时，网络连接失败

网络连接可能会失败，当使用startx命令进入图形用户界面。这是由于涉及到某些类型的USB鼠标的USB驱动程序中
的错误。

截至2012年9月1日，在最新的固件修复故障。要加载最新的固件，请参阅 http://elinux.org/R-
Pi_Troubleshooting＃Updating_firmware的

密码

我不知道密码登陆

请检查页面http://www.raspberrypi.org/downloads，正确的用户名和密码为每个图像。

下面是最常见的用户名/口令组合：

Raspian“喘鸣”PI /树莓
Debian的2012年2月后：PI /覆盆子
Debian的2012年2月17日：PI / SUSE
凯旋门：根/根
菩提：PI / bodhilinux的

有些程序拒绝接受我的密码

虽然使用的是Debian，某些程序可能要求您输入密码，但拒绝接受一个有效的密码。

这是一个到2012年9月前的老Debian的图像故障。如果您使用的是形象与此故障，升级到一个更现代的形象，或者在
命令行中输入下面的命令。

gconftool-2  - 型BOOL  - 集/应用程序/ gksu的/ sudo的模式的真正

请仔细输入这个命令，空间是很重要的。该命令应接受无任何反应或错误。

我不知道root密码

有root是没有密码设置默认情况下，在Debian。我们希望你做的一切通过sudo。您可以设置“命令passwd root系
统” - 只要确保你知道你正在做什么用root帐号。

声音

不健全的工作与HDMI显示器

http://www.raspberrypi.org/downloa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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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由一些电脑显示器选择DVI模式下，即使使用HDMI电缆连接。此修复程序可能是必要的，即使其它HDMI设备的工
作完全在同一显示器上（或电视）！

编辑配置文件-看到R-Pi_ConfigurationFile的指示。

添加以下行到配置文件：

hdmi_drive = 2

这将迫使它选择HDMI模式。

更多的原因不健全的工作与HDMI显示器

随着HDMI连接，有可能听到：

/ hello_audio.bin 1

而不是：

aplay时/ usr /共享/声音/ ALSA / Front_Center.wav的

首先，它似乎是一些高清电视静音可听声音输出时，有没有数字输入，并慢慢淡出的声音响了起来，在开始和结束
的数字输入。这意味着，持续时间短的声音不会被听到。一个解决办法是发挥持续时间较长wav文件。

其次，它似乎一些高清电视静音的可听见的声音输出时，只有一个信道的数字输入。所以，作为文件
Front_Center.wav的是单声道的，它可能不会被听到。ALSA aplay时使用的文件信息头配置数字输出。aplay时2-C
选项不过骑设置aplay时拿起从文件信息头。所以，如果您的高清电视机不接受只是一个通道的数字输入，你不能使
用aplay时听到单声道wav文件。然而，随着扬声器测试命令，c2的选项不工作，并且设置2个通道中的数字流。因
此，扬声器测试可以使用的，听到档案Front_Center.wav左或右扬声器使用-s选项1或2。例如

WAV扬声器测试-C 2-1-T-W的/ usr /共享/声音/ ALSA-W Front_Center.wav

应在左侧扬声器听到。不过需要注意的命令扬声器测试似乎只喜欢单声道wav文件，似乎不玩立体声wav文件。

该命令aplay时在立体声播放2声道立体声wav文件没有问题（只要他们持续更长的时间比需要电视取消静音和
remute）。例如，我发现一个有用的是立体声的文件LRMonoPhase4.wav在Kozco网站，[2]
(http://www.kozco.com/tech/soundtests.html)

声音并没有在所有的工作，或在某些应用中

输入命令“alsamixer中使用控制检查的体积是（箭头键）和输出不静音（M键）。

在Debian的挤压，在默认情况下是禁用的声音，因为ALSA音效驱动程序仍是“阿尔法”（不完全测试）的R-丕。要
安装支持声中，键入以下命令行（从命令提示符下输入“startx” 之前或在终端窗口中）

 命令和apt-get update的
 sudo易于得到升级
 sudo易于得到安装alsa-utils的
 命令modprobe的snd_bcm2835

在Debian的喘息，snd_bm2835是默认启用的，所以命令modprobe'一步是没有必要的。接下来，试试：

 aplay时/ usr /共享/声音/ ALSA / Front_Center.wav的

默认情况下，输出将自动（HDMI，如果HDMI支持音频，否则模拟）。你可以强制它：

 下amixer CSET numid = 3 <N>

http://elinux.org/R-Pi_ConfigurationFile
http://www.kozco.com/tech/soundtests.html


13-8-26 R-丕疑难解答 - eLinux.org

elinux.org/R-Pi_Troubleshooting 11/21

其中n是0 =自动，1耳机，2个HDMI。

如果你有安装pulseaudio的，你还需要指定卡号：

 0 CSET numid下amixer-C = 3 <N>

随着最新版本的固件，你可以建立hello_audio：

 CD / OPT / VC / SRC / hello_pi的/
 / rebuild.sh
 CD hello_audio的

随着旧的固件

 CD / OPT / VC / SRC / hello_pi的/ hello_audio的
 使

测试模拟输出：

 。/ hello_audio.bin

和：

 / hello_audio.bin 1

测试HDMI。

另外请注意，您可能需要将用户添加到“音频”组获得权限访问声卡。

此设置后，你应该能够播放wav格式文件，用命令

 aplay时“我的file.wav的”

可以发现与其他命令功能

aplay时 - 帮助

你会发现无数的测试文件在/ usr /共享/刮/媒体/声音/。

去除安装的pulseaudio

从2012年12月和2013年2月的标准raspbian喘息分布和apt-get的升级，包括pulseaudio的。论坛帖子建议的
pulseaudio可以打破ALSA。虽然一些成员找出各种解决方法，别人发现只去除pulseaudio的还原声音输出。

sudo易于得到 - 清除删除的pulseaudio

播放MP3文件

ALSA应用程序包含在标准分布播放wav文件。如果你想播放MP3文件，请执行下列步骤来安装的MP3播放器（安装后的
alsa-utils的）：

命令和apt-get update的
sudo易于得到升级
sudo易于得到安装的mpg321

可以播放MP3文件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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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pg321的“我file.mp3的”

其他命令选项，可确定

mpg321的 - 帮助

支持MP3与此应用程序已完成，但不健壮。

显示

用startx启动失败

如果你只是输入时的错误，而不是桌面

 运行startx

你可能会在SD卡上的存储空间。默认情况下，只有几百MB，2 GB的主分区，它可以迅速填满，如果你下载的文件。
确保有一定的空间自由（的gparted可以扩展分区，如果SD卡> 2GB）。此外，安装一些软件可能会错误地创建或修
改的。Xauthority文件在你的home目录，造成startx来失败，根据这个线程
(http://www.raspberrypi.org/forum/troubleshooting/startx-fails-worked-yesterday)。暂时重命名，移动或
删除该文件可能会解决这个问题。

屏幕是错误的颜色

检查和，如果DVI电缆拧正确。如果这不起作用，那么试试这个部分。

不玩视频或播放速度很慢

唯一的硬件加速视频播放器是在XBMC分布 (http://www.raspberrypi.org/forum/general-discussion/openelec-
meets-raspberry-pi-part-1-xbmc)和它的命令行变种omxplayer的“。H264是唯一的硬件加速解码器，用于播放。
没有硬件编码支持。没有许可费将增加R-Pi的价格购买额外的解码器。

尽管有前款规定的，omxplayer可能被列入在某些版本raspbian。它是一个命令行工具，并愉快地玩。flv文件。命
令：sudo omxplayer邻HDMI <path-to-filename>的

只能得到800x480分辨率LXDE（Arch Linux的）

2012年4月17日的发行版的包 - 已知问题有一些缺少启动配置信息。创建一个合适的Cmdline.txt的修复它 -
Raspberry Pi的命令行处键入以下内容：

  须藤回声“dwc_otg.lpm_enable = 0控制台= ttyAMA0，115200 kgdboc = 115200 ttyAMA0根= / dev/mmcblk0p2 rootfstype = ext3的rootwait”> /启动/的Cmdline.txt的

大的小图像周围的黑色边框高清显示器

开箱，R-丕图形不一定填满整个屏幕。这是由于所谓的“欠”的东西，它可以很容易固定。

注：最好的解决办法是禁用过扫描的电视/显示器。检查显示菜单选项（可称为“只扫描”，“屏贴合”，“HD尺
寸”，“全像素”，“未缩放”，“逐点”，“本土”或“1:1”） ，然后使用disable_overscan的= 1选项。

编辑配置文件的说明，请参阅在R-Pi_ConfigurationFile的。

到配置文件中添加以下几行...

如果您的显示器有没有过扫描：

disable_overscan = 1

http://www.raspberrypi.org/forum/troubleshooting/startx-fails-worked-yesterday
http://www.raspberrypi.org/forum/general-discussion/openelec-meets-raspberry-pi-part-1-xbmc
http://elinux.org/Omxplayer
http://elinux.org/R-Pi_Configuration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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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如果您的显示器有一定的过扫描：

overscan_left = -20

overscan_right = -20

overscan_top = -20

overscan_bottom = -20

R-PI图形填充屏幕是一个问题的config.txt文件你把试验。更改号码 - 一次试跳5或10。更大的负数减少黑色边框
的（-20 -40手段黑色边框比）。数字不相同，你可以使用此功能中心的显示屏幕上。

这不仅影响了帧缓冲（如控制台或X）。它不影响硬件层（如video/3D）。你可以把它应用到硬件层：

overscan_scale = 1

写作泄漏关闭屏幕高清显示器

开箱，R-丕图形可能大于1080（全高清）屏幕。这是因为所谓的“过扫描”的东西，它可以很容易固定R-PI SD卡上
创建一个简单的文本文件在您的PC上使用记事本。

按照说明一节中的“大高清显示器”的小图像周围的黑色边框，但使用过扫描设置为正数，例如

overscan_left = 20

overscan_right = 20

overscan_top = 20

overscan_bottom = 20

HDMI或DVI显示器上可见的干扰

这可能是由于长的视频电缆上的信号丢失。的信号电平可能会增加，通过改变一个配置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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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配置文件的说明，请参阅在R-Pi_ConfigurationFile的。

配置文件中添加下面一行

config_hdmi_boost = 4

您可能尝试不同config_hdmi_boost值。值1被用于很短的电缆，值7用于很长的电缆。在您自己的风险，你可以去到
11，但风险油炸一个敏感的显示器。

请注意，各种适配器，如HDMI-DVI，也可以造成功率损耗，因此需要高config_hdmi_boost值，即使短电缆。

此选项也可帮助时，没有显示输出，显示周期性空白，或颜色不对/倒。

这种症状也可以由RasPi +5 V（测量从TP1，TP2）降得过低引起。请参阅排除电源故障。

没有HDMI输出

首先确保显示器的电源，并切换到正确的输入开机前丕。

如果你有在的喘息Rasbian (http://www.raspberrypi.org/archives/1435)图像（推荐），然后尝试

hdmi_safe = 1

这将迫使PI在“安全模式”启动。

强制喘息，这并不需要编辑config.sys文件在安全模式下启动一个更快的方式，你也可以尝试开机按住GPIO头P1-引
脚5（GPIO 1，SCL）低。该引脚通常高举一个上拉，但如果你把一个跳线针5之间，（GPIO）引脚6（GND）的GPIO
头，这将迫使PI在安全模式下启动，这将迫使一640x480的VGA屏幕模式，这应该是能够显示任何HDMI设备。要非常
小心，不连接任何其他引脚，尤其不能这样做，电源引脚1和2（3V3和5V），会损害您的PI！

否则，尝试添加以下行到配置文件（类似于上述干扰的情况下）

config_hdmi_boost = 4

您的显示器/电缆可能无法断言热插拔信号。您可以覆盖此：

http://elinux.org/File:RPi_HDMI_interference.jpg
http://elinux.org/R-Pi_ConfigurationFile
http://www.raspberrypi.org/archives/1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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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的GPIO头P1 来源

(https://sites.google.com/site/burngatehouse/home/drawings/GPIOs2.gif)

hdmi_force_hotplug = 1

已安装的Rasbian喘息 (http://www.raspberrypi.org/downloads) “2013-02-09喘息- raspbian”的形象
(http://www.raspberrypi.org/downloads) -热插拔信号似乎不再检测3
(http://www.cpmspectrepi.webspace.virginmedia.com/raspberry_pi/MoinMoinExport/HDMI3PortSwitcher.html)
当一个HDMI端口切换器
(http://www.cpmspectrepi.webspace.virginmedia.com/raspberry_pi/MoinMoinExport/HDMI3PortSwitcher.html)
是用于从该映像PI运行后发生类似的问题。一个年纪大了，但更新和升级的图像仍然工作，做了一个类似的图像连
接到交换机上的其他PI，但是，除非上面覆盖的实施，PI的新形象将只提供时，直接连接到HDMI显示器在监视器
上。同样的问题又重新出现一个新的（2013年3月）的“A型”皮使用时，喘息图像。

也可以尝试 (http://www.raspberrypi.org/phpBB3/viewtopic.php?f=28&t=7513)下面的视频选项：

hdmi_group = 2
hdmi_mode = 4

与DVI显示器解决的问题报告“输入信号超出范围”

作为最后的手段，请尝试删除（重命名，以保持备份）从SD卡中的config.txt。

还要检查该RasPi +5 V电压（测量从TP1，TP2）是在正确的范围内。一位用户发
现，他的DVI-D显示器空白时，+5 V太低。请参阅排除电源故障。

这里是一个难得的原因：一个标准的HDMI线缆有五个单独的接地线，加个盾。一
些廉价的HDMI电缆没有实现个人的理由，只是有一个共同的金属箔屏蔽的两端连
接到HDMI插头壳。工程确定在大多数HDMI应用，因为大多数的HDMI源（如RasPi）
和大多数显示器电路接地连接的炮弹。然而，一些HDMI或DVI显示器可能需要单独
的接地线。你可以告诉一个HDMI电缆，如果用欧姆表或万用表检查的连续性，实
现了个人的理由。你可以找到HDMI在维基百科
(http://en.wikipedia.org/wiki/HDMI)全尺寸的连接器接脚分布。

综合不显示图像

如果一个HDMI显示器连接到HDMI输出显示默认，如果没有复合。确保没有一个
HDMI电缆连接，当你想使用复合输出。

另外，请检查电视机设置为正确的输入，通常被标记为“AV”。如果您的电视有
多个AV输入，尝试所有的输入，通常按标有“AV”或“输入”或“来源”或“ -
> O”遥控器上的一个按钮。

复合材料只显示黑白图像

复合显示默认为NTSC（美国）输出。大多数的电视将与显示图像，但老PAL（欧
洲）电视可能只有背部和白色或无图像显示。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编辑配置文件的说明，请参阅在R-Pi_ConfigurationFile的。

配置文件中添加下面一行

sdtv_mode = 2

（你可以尝试其他值：0为NTSC，1 2日本NTSC，PAL，3是巴西PAL）

HDMI - > VGA适配器

可以在这里找到一些很好的信息：

RPi_VerifiedPeripherals＃HDMI-.3EVGA_converter_boxes的
（RPI论坛）严重的HDMI问题。那是什么味道？燃烧树莓！
(http://www.raspberrypi.org/phpBB3/viewtopic.php?f=28&t=9819)

http://elinux.org/File:GPIOs.png
https://sites.google.com/site/burngatehouse/home/drawings/GPIOs2.gif
http://www.raspberrypi.org/downloads
http://www.raspberrypi.org/downloads
http://www.cpmspectrepi.webspace.virginmedia.com/raspberry_pi/MoinMoinExport/HDMI3PortSwitcher.html
http://www.cpmspectrepi.webspace.virginmedia.com/raspberry_pi/MoinMoinExport/HDMI3PortSwitcher.html
http://www.raspberrypi.org/phpBB3/viewtopic.php?f=28&t=7513
http://en.wikipedia.org/wiki/HDMI
http://elinux.org/R-Pi_ConfigurationFile
http://elinux.org/RPi_VerifiedPeripherals#HDMI-.3EVGA_converter_boxes
http://www.raspberrypi.org/phpBB3/viewtopic.php?f=28&t=9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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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用的适配器从eBay：详细的图像和修改使用外部电源的步骤：这里的 (http://imgur.com/a/sLogs/all)画廊-
Pinoccio

GPIO

请记住GPIO引脚3.3V逻辑电平，而不是 5V宽容。

如果你瞬间短路出现两个端GPIO引脚（+3.3 V和+5 V），或电源引脚与地，而PI是死的，不要惊慌。输入POLYFUSE
可能跳闸。这是自复位后，使它冷却下来，再斜晶聚合物，这可能需要几个小时。设置PI一边，稍后重试。

GPIO引脚直接连接到核心的ARM processer，对静电敏感的，所以你应该尽可能避免接触其针脚。如果你携带的静电
荷，例如起飞丙烯酸套衫，或步行横跨尼龙地毯，触摸GPIO引脚可能会破坏您的R-丕，自己所以总是地球，然后再
触摸针脚或任何连接到它们。

一般

时间是不正确的

如果时钟是关闭的，一系列的小时，在命令行中键入：

须藤用dpkg-reconfigure的tzdata

R-PI有没有实时时钟，因此，除非它可以访问通过网络时间服务器在开机，或者由用户手动输入时间，日期/时间将
重新开始计数从上次登录时间在前一交易日。

一部分断绝

银缸附近的microUSB输入功率是220 uF电容（“C6”示意图）。它竖起来，由于小型表面贴装焊盘，很容易折断，
几个人都这样做。这是一个电源的滤波电容，从而降低输入+5 V电源上的任何噪声和尖峰。如果你喜欢，你可以焊
回，或刚刚离开。如果你这样做焊锡回来，照顾到观察正确的极性对板边缘与黑色条纹。这部分，C6是一个“以防
万一”，这是很好的设计实践，包括组件，但事实证明 (http://www.raspberrypi.org/phpBB3/viewtopic.php?
f=2&t=4926%7C)大多数电源而言仍然没有安装这部分工作确定。这部分也会在这里讨论
(http://elinux.org/RPi_Hardware#Capacitor_C6)。

无法安装新软件

当试图安装一个软件包（使用命令sudo apt-get的安装XXXX），你可能会看到错误

包装yyyy是不

这意味着你的软件列表已经过时。在尝试安装软件之前，你应该始终确保您正在使用最新的软件列表中使用的命令

命令和apt-get update的
sudo易于得到升级

排除电源问题

如果您认为您与您的电源有问题，这是一个好主意，检查Raspberry Pi的电路板上的实际电压。在电路板中所提供
的标记的两个测试点TP1和TP2，以方便电压测量值。

用万用表的范围被设置为20伏直流（或20v的=）。您应该可以看到4.75和5.25伏之间的电压。在此范围之外的任何
东西表明你有你的电源有问题或您的电源线。

如果你还没有使用万用表之前，看到这些基本指令 (http://www.sparkfun.com/tutorials/202) ]

注：即使万用表显示正确的电压，你可能有一些供电问题。万用表显示的平均电压。如果有非常短暂的逢低或在电
压尖峰，这些不会被显示万用表。最好是测量电压时，Pi是忙。

http://imgur.com/a/sLogs/all
http://elinux.org/User:Pinoccio
http://www.raspberrypi.org/phpBB3/viewtopic.php?f=2&t=4926%7C
http://elinux.org/RPi_Hardware#Capacitor_C6
http://www.sparkfun.com/tutorials/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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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的电压为低时，它可以是：

电源产生电压太低
电源不能提供足够的电流，这会导致在一个电压降。确保电源被打成至少700毫安。（一些廉价的电源没有提
供什么标记）。
微型USB电源线是低质量。已经很瘦了一些微型USB电缆的导体，产生足够的电压降RasPi失败，即使电源本身
是好的。细节，看到On_the_RPi_usb_power_cable。
连接的USB设备需要太多的权力。仅设计的PI至100mA的USB设备。想要更多的USB设备，这将导致压降。
F3 POLYFUSE可能被吹坏，见下文如何测试。

注：键盘与LCD显示器，内置USB集线器，背光等可能是有问题的。尝试使用一个基本的。无线上网的加密狗也不可
能工作的时候直接连接。高功率USB设备连接到供电USB集线器。

尝试启动不HDMI，以太网或USB的设备插在，如果电压提高。另请参阅：电源问题

 

如何测试F3 POLYFUSE [17]

1. 删除所有的事情，您的Raspberry Pi的，包括SD卡插入。
2. 找到TP2测试点上的电路板顶部。
3. 关闭板和板底部找到TP2测试点。铅多米将永远是所有测试板底部的TP2点。
4. 插入到微型USB端口和电源板电源。
5. 放置一个领先多米板底部的TP2点和F3保险丝侧面板边缘最接近的一个领先。注意电压。这是电压从电源到您

的RPI。
6. TP2上保持领先，将其他领先最接近的SD卡插槽侧F3。这是电压走出F3保险丝。

http://elinux.org/On_the_RPi_usb_power_cable
http://elinux.org/RPi_Hardware#Power_Supply_Problems
http://elinux.org/File:RPI_Test_Points.JPG
http://elinux.org/File:Voltmeter.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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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米领先安置测试Raspberry Pi的F3 POLYFUSE

如果超过约0.3V电压是不同的，你可能有一个问题，与F3保险丝[18] 。

当polyfuses“吹”他们的阻力急剧增加，限制电压，可以通过他们。如果您的电源问题后突然出现您的电路板被称
为是工作的罚款 ，这是可能的导火索仅仅是“吹”，将返回到正常。Polyfuses跳闸状态恢复到接近其正常价值在

几分钟，但需要一些时间才能完全恢复所以离开它未通电，检查一遍，一小会儿。[19]如果您的电源问题一直以来
的第一次你插入板，保险丝可能是坏的，当它到达应该返回到你购买的地方。

此外，一个相关的问题上，不要注意，如果不这样做的“官方态度”，通过它的微型USB端口电源的PI，但使用任何
替代方式（如通过GPIO头，测试点TP1和TP2），也由启动它，你实际上是绕过PI的输入POLYFUSE保护装置，如
果你设法把超过6V的PI，即使是很短的时间，这可以有极端后果。由于这将导致过压装置D17的PI触发和短5V电源！
POLYFUSE没有限制电流通过D17，它会燃烧殆尽，可能PI的外壳熔化，（如果你有什么），可能引起火灾危险。它也
可能会创建一个永久性短路的5V电源！因此被警告，如果您使用的功率确保集线器或PSU有一个保险丝，以防止这种
情况的发生的。如果没有，添加自己的保险丝。

如果你愿意让自己的电源- 电源建设- HOWTO

硬件版本/修订

已发现几种不同的电路板可能从不同的装配生产线，下面的表格来帮助你识别你的板子更好的故障排除。

看生产日期印有年份和星期。在这个例子年（2012），本周（18日）：

对于我们可以看到模型B板的版本，主要有两种不同的类型使用的RAM，三星（S）和海力士（H）。

对于董事会VER。我们使用：<型号> <RAM Maker> <制造日期>（例如：BS1218是“B型，2012年第18周，三星内
存”）

型号 - 答：

板

VER。

RAM

芯片

USB

芯片
前 后面

B型：

http://elinux.org/File:F3-testing.jpg
http://elinux.org/RPi_5V_PSU_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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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

VER。

RAM

芯片

USB

芯片
前 后面

BS12xx 三星 SMSC

BH12xx 海力士 SMSC

查看完整列表和用户反馈这里：RaspberryPi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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