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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指南 

 《申威 1621 调试流程说明》主要描述了申威 1621 处理器的调试流程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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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档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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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本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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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支持 

可通过邮箱或问题反馈网站向我司提交产品使用的问题，并获取技术支持。 

售后服务邮箱：sales@swcpu.cn 

问题反馈网址：http://www.swcp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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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威 1621 调试流程说明 
1 主板 CPLD 的烧写流程 

CPLD 编程：将编程器插针插入 JCP1（位置见下图）接插件中，打开外部电 
源的开关加电； 

 

 

双 击 桌 面 程 序   ， 进 入 配 置 界 面 如 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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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配置进入界面，如下图： 
 

 

 

点 击  ， 打 开 相 应 编 程 工 程 文 件 ， 选 择 烧 写 文 件 ： 

new_6a_eeb_v3.2_dly128ms.jed，并点击 ，进行编程，如正确烧写文件，下 文输

出打印有如下打印： 
 

 

若打印信息出现红色字样，可能有错误产生，请咨询相关工程师或重新操作 一

次 

 

2 申威 CPU 的 FLASH 烧写流程 

1. 确认申威 1621 已配置为自引导模式。 

2. 加载配置文件和 SROM 到 FLASH，并复位 CPU 

load_configsrom.sh bmcnum 

确认配置文件是否烧写成功，执行以下命令，执行结果如下图所示，说明烧 写成

功。 
rflash -o bmcnum:0:0:0 -a 0x0 -l 0x100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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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加载 HMCODE 和 BIOS 到 FLASH 中 

1) 打开火狐浏览器，在地址栏中输入 IPMI 卡的 IP 地址，进入登录界面，用户 名：

user，密码：user，点击登录按钮，进入维护操作界面。 
 

 

2) 选择维护界面，执行命令/etc/init.d/selfboot stop,关闭 selfbootapp 进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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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选择固件信息页面，选择从 2400 的控制器访问，选择 HMCODE 和 BIOS 文件后 点击

烧写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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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选择维护界面，执行命令/etc/init.d/selfboot start,开启 selfbootapp 

进程。 
 

 

4. 复位 CPU 

reset_6a.sh 看是否

能点亮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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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套片 FLASH 的烧写方法 
 
 

 

注：要使用 ICH2 的界面配置功能，必须确保 ICH2 的 flash 中已经有正确的配 置

文件，如果没有，可通过烧写 ICH2 文件功能，加载配置文件到 ICH2 的 flash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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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H2 文件说明： shift_sichfirmpsw_gen2_pswbypass_demo.bin：PSW 

bypass 模式 shift_sichfirmpsw_gen2_demo_asic.bin：全芯片模式 

 

4 基本问题定位方法 
 
1、烧写流程 2 出错， 

1) 请通过维护界面读取 CPU 的 codeid，确认 JTAG 接口是否连接正确 注：CPU 

需单独连接到维护卡的 JTAG 控制器上，不支持与其他设备的 JTAG 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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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取 CPU 的 codeid，如下图所示，则说明 CPU 的 JTAG 通路正常。 
 

 

2) 确认 CPU 是否已经上电 readioport 

bmcnum 8000000c 返回值如果大于 2，说明

已上电 

3) 确认板级，CPU 到 FLASH 之间的连接关系是否正确，FLASH 的型号是否正 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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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烧写流程 3 出错 

确认 IPMI 卡与板级的连接关系是否正确，板级是否提供从 AST2400 的 SPI 

控制器访问 CPU 的 FLASH 的硬件通路。 

3、无法点亮屏幕 

1) 确认 CPU 状态 

readioport bmcnum 8000000c 

放回值如果小于 0xb，请检查 CPU 的电源和时钟是否正常。 

2) 确认软件执行情况 

rpc6a bmcnum 0 0 

a) 如果 PC 值小于 5 位数 

说明程序停在 SROM 中，请重新插拔内存条，确认 CPU 的配置信息，尝试 降低

存控频率 

读取：在 CPU/ICH2 信息—>CPU 信息，选择对应的 CPU 类型，点击读取按 钮，

读取正常时界面会弹出提示框，点击确定后即可获取到相关频率值。 
 

 

 

 

 

 

烧写：点开各频率的下拉框，选择需要修改的频率值，点击烧写按钮，烧写 完成

后会弹出提示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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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如果 PC 值为大于等于 5 位数 

一般是运行 BIOS 时出现异常了，需要查看 BIOS 程序或看 BIOS 打印 帮助

进一步定位问题。 
查看 BIOS 打印： 

lazyrrk bmcnum 0 0 4、烧写套片

的 FLASH 出错 
确认是否满足维护卡的连接关系，套片需单独连接到维护卡的 JTAG 控制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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