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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项目利用 Raspberry Pi 3 板载的无线网卡与有线网卡的硬件支持，兼以 LEDE 开源固

件，使树莓派实现了市面上大多数无线路由的功能，加上一些对数据包的二次处理，使之还

具备了流量智能转发，负载均衡，地址/IP 过滤，去广告等特色功能。 

LEDE 简介 

LEDE（Linux Embedded Development Environment，Linux 嵌入式开发环境）项目是一

个基于 OpenWrt 的 Linux 操作系统。它完全可以替代广泛的网络设备和非网络设备中的原

厂固件。其建立目标是： 

- 建立一个侧重于稳定和功能的伟大的嵌入式 Linux 发行版。 

- 有一个规律的，可预测的发布周期并且提供设备测试反馈。 

- 建立具有广泛社区参与和公开会议的透明的决策流程。 

基础功能配置流程 

考虑到使用场景，我们先来实现一个将树莓派上的 RJ-45 接口用作 WAN 口，接入互联

网，并将树莓派的板载无线网卡用作 Access Point，允许设备通过其接入互联网。 

STEP 1 : 从 LEDE 组织官方网站上下载已经编译好的 LEDE For Raspberry Pi 3 IMG 镜像固件

包。 

 

STEP 2 : 使用 SDFormatter 等软件对 TF 卡进行完全格式化，然后使用 Win32 Diskimager 进

行镜像的烧录。然后将卡插入树莓派 3，连接键鼠并上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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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如果你手头上并没有有线网卡与网线，那么只能通过键鼠与显示器在命令行下对无线网卡与网络的配

置文件进行修改。因为 LEDE 默认将树莓派的无线网口指派为 LAN，且关闭无线功能。 

STEP 3 : 等待系统启动完毕按下 [Enter] 键进入命令行，先修改密码。键入 passwd，输入两

次管理密码，该密码将用于后面 SSH 的远程登录。此处演示用，故设为弱密码，实际使用时

请务必使用强密码。 

 

STEP 4 : 开启 WLAN 功能，键入 vi /etc/config/wireless，按下 i 键，将 option disabled = 

‘1’ 一行删除，按下 Esc 键，键入 :wq，保存退出。然后将 LAN 口的 IP 地址改为 192.168.2.1

（避免和上级路由网关冲突），键入 vi /etc/config/network，按下 i 键，将 option ipaddr 的

值改为 192.168.2.1，按下 Esc 键，键入 :wq，保存退出。键入 reboot，回车，重启树莓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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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 5 : 稍等片刻手机或电脑可搜索到 SSID 名为 LEDE 的开放无线网络，连接上。 

 

STEP 6 : 打开浏览器，输入 192.168.2.1，进入 LuCI 管理界面，输入刚才配置的密码，点击

Login 按钮登录，进入概览页面。 

 

STEP 7 : 打开浏览器，输入 192.168.2.1，进入 LuCI 管理界面，输入刚才配置的密码，点击

Login 按钮登录，进入概览页面。通过导航栏的 Network -> Interfaces 进入接口配置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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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 8 : 单击 Edit 按钮，导航至 Common Configuration 区域的 Physical Settings，将 eth0 

物理端口解除与 LAN 口的绑定。单击 Save&Apply 保存并应用设置。 

 

STEP 9 : 返回到 Interfaces 界面，单击 Add new interface 添加端口，按下图配置 WAN 口。

单击 Save&Apply 保存并应用设置。DHCP Client 根据广域网的网络提供方式自行调整。 

 

STEP 10 : 返回到 Interfaces 界面，将网线插入树莓派的 WAN 口，可以看到数据包正常收

发。现在连入 LEDE 热点的客户端均可通过树莓派 3 连接到互联网，该部分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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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Fi 模块的配置 

导航：Network -> Wireless 

 

点击 Edit 按钮可对 SSID，信道，加密方式，密钥等进行设置。具体方法与说明不在这里赘

述；点击 Scan 按钮可进而配置无线中继功能。 

 

注：从上图标出的红框区域可以看到页面提示，树莓派 3 的无线网络设备并不支持多 SSID，

也就是说进行中继的时候，不能使用 AP-Client + AP 的模式。 

防火墙的配置 

 常规来说，我们希望也能通过外网对 LuCI 界面进行访问，并能够通过 SSH 协议来设

置树莓派。但是 LEDE 的安全策略使得防火墙默认并未允许这两个端口的数据流通。所以要

进行一些设置、 

导航：Network -> Firewall -> Traffic Rules 

参照下图开放 80 端口与 22 端口的 TCP 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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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存并应用后便可在 WAN 口对树莓派进行相关设置。 

 

测试从同级网络设备访问，效果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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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部分实现完毕。 

Opkg 软件包管理 

Opkg 是一个轻量快速的套件管理系统，目前已成为 Opensource 界嵌入式系统标准。

常用于路由、交换机等嵌入式设备中，用来管理软件包的安装升级与下载。我们使用 opkg 

在树莓派上安装 htop 与 tyyd，前者可用于可视化的硬件资源监测，后者是一个 WebShell 

程序，允许在浏览器上进行 Shell 的操作。 

首先需要更新可用包列表，键入 opkg up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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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完毕后，键入 opkg install htop ttyd，opkg 包管理器将会自动处理依赖并安装所

需软件。 

 

 运行 htop 看看效果，可以清晰地看出树莓派的资源消耗情况。 

 

再来测试下 ttyd。键入 ttyd -p 8080 login，表示在 8080 端口上监听 WebShell 的连

接。我们要先将这个端口加入防火墙，才能在 WAN 口进行测试。添加方法与 80 端口相

同，不再重复说明。效果如下图所示，我们可以在网页上进行终端访问，非常方便。 

注：ttyd 是开源项目，代码托管在 GitHub 上：https://github.com/tsl0922/tty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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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我们成功尝试使用 opkg 下载并安装了官方收录的软件包。 

个性化设置 

中文化：可使用 opkg 安装中文翻译包，执行 opkg install luci-i18n-base-zh-cn，然后

在 LuCI 界面的 System -> System -> Language and Style，选中 中文（Chinese） 并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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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新主题：在 LuCI 界面中通过 系统 -> 软件包 -> 过滤器 搜索 theme 关键字，

即可搜索出许多 LuCI 主题包，我比较喜欢 Material 这款主题，安装后会自动应用新主题。 

 

 

 时区，主机名均可在 系统 页面进行修改。 

编译软件包 

 由于大量的优秀开源软件都没有被 LEDE 官方收录自 Feeds 源内，我们需要自行编译

这些软件包。 

关于 LEDE 交叉编译环境的搭建可以看 LEDE 官方提供的这份文档： 

https://lede-project.org/docs/guide-developer/install-buildsystem 

https://lede-project.org/docs/guide-developer/install-build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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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注意，多次实践发现 LEDE 的 SDK 工具在 root 身份下无法正常运行，官方也指

出了这点。建议使用 Ubuntu 64 位系统来进行软件包的编译。 

 我们可以在 VirtualBox 上搭建虚拟机，或是利用我们的大学生身份去腾讯云上注册 1

元学生优惠云主机，具体情况请自行了解。 

 那么我们先在 Ubuntu 上安装这些软件包，他们能为编译过程提供必要的支持。 

sudo apt-get install build-essential subversion libncurses5-dev zlib1g-dev gawk gcc-multilib 

flex git-core gettext libssl-dev 

 下载树莓派 3 的 SDK 包，可使用 wget 直接下载到 Ubuntu 上或是在 Windows 中利

用下载工具下载后再通过 FTP / SFTP / SCP 等协议上传至 Ubuntu 中，具体根据实际网络

状况进行选择。 

 树莓派 3 的 LEDE 项目目录： 

 https://downloads.lede-project.org/releases/17.01.1/targets/brcm2708/bcm2710/ 

 

使用 tar -xvJf lede-sdk-17.01.1-brcm2708-bcm2710_gcc-5.4.0_musl-1.1.16_eabi.Linux-

x86_64.tar.xz 命令将 SDK 解包，然后来看看目录结构。 

 

 每个目录的含义可以去 OpenWRT 的技术支持页面上搜索。我们要做的就是把软件包

的源码使用版本管理软件下载下来，并且和 SDK 的 make 关联起来。 

 举个例子，我们现在希望编译 GitHub 上 luci-app-shadowsocksR 这个软件包。 

 本软件包是 shadowsocksR-libev 的 LuCI 控制界面,自带 GFWList，国内路由表等分流

功能。支持一键智能配置 

 URL：https://github.com/AlexZhuo/luci-app-shadowsocksR 

 进入 SDK 包目录后执行： 

https://downloads.lede-project.org/releases/17.01.1/targets/brcm2708/bcm2710/
https://github.com/AlexZhuo/luci-app-shadowsocks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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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lone 项目 

git clone https://github.com/AlexZhuo/luci-app-shadowsocksR.git 

package/luci-app-shadowsocksR 

# 编译 po2lmo (如果有 po2lmo可跳过) 

pushd package/luci-app-shadowsocksR/tools/po2lmo 

make && sudo make install 

popd 

# 选择要编译的包 NetWork -> LuCI -> luci-app-shadowsocksR 

make menuconfig 

# 开始编译 

make package/luci-app-shadowsocksR/compile V=99 

  

这里提到了 make menuconfig 这个东西，我们来看看他长什么样。 

 

 就是这个样子，类似 Linux 内核的编译配置菜单，界面还是相当友好的。 

 找到需要编译的软件包，光标移到它的上方，按下 Y 键，点亮前方的 * 号，说明将其

加入编译列表。配置完毕后，一路 Exit，保存设置后便可以开始编译了。 



15 

 

 

第一次编译需要很久，可能 1 个小时甚至更长，而且可能会出错，需要多次排查重试。

完成后我们去找找看生成的软件包都在哪里。 

现在打开 WinSCP，连接上编译主机，去 SDK 目录里浏览浏览。 

 

找到了，生成的 ipk 软件包都在这个路径中： 

/home/ubuntu/lede-sdk-17.01.1-brcm2708-bcm2710_gcc-5.4.0_musl-

1.1.16_eabi.Linux-x86_64/bin/packages/arm_cortex-a53_neon-vfpv4/base 

我们再把这些 ipk 包上传到树莓派上，然后使用 opkg 进行本地包的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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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dowsocks 科学上网的配置 

 刚才我们已经成功安装了 Shadowsocks 软件包，现在我已经迫不及待想要体验一下路

由智能翻墙的快感了~ 

 先进入 LuCI，发现导航多了个服务选项卡，点进去看到了 SSR。SSR 兼容 SS 的传输

协议，并在报文混淆上据说有着挺大的优势。既然能兼容 Shadowsocks，又有其特色功能，

不妨就在树莓派上部署它吧！这就是我选择 SSR 的原因，但是为了确保稳定性，我在洛杉

矶的主机上部署的是 Shadowsocks-libev 服务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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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了，经过简单的设置，我们现在来看看可否科学上网了~ 

 

哇，成功了，美滋滋！这是一个把树莓派改装成一台无线智能路由器过程中的里程碑，

这意味着我们不需要在每台终端上配置 Shadowsocks 来实现翻墙，只要连接上树莓派的热

点，你就能够翻墙啦，一切流量的转发判断均由树莓派来完成。而树莓派的性能远强于市面

上的大部分 MIPS / ARM 架构的智能路由，在处理能力上基本不会遇到瓶颈。下一步便是

部署 KCPTUN，用于加快翻墙速度。 

KCPTUN 的配置 

 

KCPTUN 是一个非常简单和快速的，基于 KCP 协议的 UDP 隧道，它可以将 TCP 流

转换为 KCP+UDP 流。而 KCP 是一个快速可靠协议，能以比 TCP 浪费 10%-20%的带宽的

代价，换取平均延迟降低 30%-40%，且最大延迟降低三倍的传输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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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CPTUN 是 KCP 协议的一个简单应用，可以用于任意 TCP 网络程序的传输承载，以

提高网络流畅度，降低掉线情况。由于 KCPTUN 使用 Go 语言编写，内存占用低（经测试，

在 64M 内存服务器上稳定运行），而且适用于所有平台，甚至 ARM 平台。 

 

KCPTUN 采用的是双边加速，即服务器和客户端都需要配置。我之所以选用 KCPTUN，

是因为 Shadowsocks Android 已经集成了这个插件，可以看出官方对其的认可程度。 

我选用的源码来自这个 GitHub 仓库： 

https://github.com/kuoruan/luci-app-kcptun 

同时需要从这里下载为 ARM 平台编译好的二进制文件： 

https://github.com/xtaci/kcptun/releases/download/v20170525/kcptun-linux-arm-

20170525.tar.gz 

按照 README.md 自述文件的描述来编译并安装 ipk，方法与 Shadowsocks 大同小异，

这里便不再赘述。 

 

https://github.com/kuoruan/luci-app-kcptun
https://github.com/xtaci/kcptun/releases/download/v20170525/kcptun-linux-arm-20170525.tar.gz
https://github.com/xtaci/kcptun/releases/download/v20170525/kcptun-linux-arm-20170525.tar.g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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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将 Shadowsocks 的服务器地址改为 127.0.0.1，即让本地运行的 KCPTUN 客户端

来负责数据包的交接。使用 KCPTUN 来优化连接能使翻墙速度得到质的飞跃。 

 

 可以看到，访问被封禁网站时 Shadowsocks 创建的数据流已经被 KCPTUN 负责收发

了，KCPTUN 部分也调试成功。 

ngrok 内网透传的配置 

ngrok 是一个反向代理，通过在公共的端点和本地运行的 Web 服务器之间建立一个安

全的通道。ngrok 可捕获和分析所有通道上的流量，便于后期分析和重放。 

简单来说，就是通过 ngrok 建立一个隧道，你在外网也也可以访问自己的电脑，通常我

们是自己的电脑访问外网，这就是所谓的反向代理。 

通常情况下，我们是很难拿到一个公网 IP，并且不太可能能够操纵一级路由。这时 

ngrok 这类的软件就相当有用了。同类的还有 frp，其实我更推荐 frp，它的版本一直在更

新，而 ngrok 的新版本已经不再开源了，我们能够使用的只有几年前的最后一个开源版本 

1.7。 

LuCI-APP-ngrok 的源码我使用的是这个 GitHub 仓库的： 

https://github.com/AlexZhuo/luci-app-ngrokc 

二进制文件的地址是这个： 

https://github.com/AlexZhuo/openwrt-ngrokc 

https://github.com/AlexZhuo/luci-app-ngrokc
https://github.com/AlexZhuo/openwrt-ngrok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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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译与安装方法同上。 

 

然后在 LuCI 界面进行配置。我已经在一台腾讯云主机上搭建好了 ngrok 服务器，并

且将我的个人域名的 ngrok 二级域名泛解析了过去。 

 

 保存并应用设置后，我们来测试一下。 

 

 看到地址栏了吗？它不再是个内网 IP了，现在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地址来设置树莓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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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rpi3.ngrok.hsury.com:81 

 也就是说，尽管你和树莓派不在同一个网段，同一个地方，只要你们都能连接到互联网，

你就可以利用公共点连接到树莓派，岂不美哉？这个特性还能用于 TCP 与 UDP 协议的转

发，远程桌面，远程 DNS 解析都可以通过这个来完成~如果假期放假回家，我们也可利用 

ngrok 透传来连接到架设在树莓派的 Shadowsocks 服务器上，进入校内网。 

KoolProxy 广告过滤的配置 

 Adbyby 是一款优秀的老牌过滤软件，得益于大量的用户和良好的规则维护，Adbyby 

已然成为目前路由器过滤广告的标杆，但是其团队精力更多的放在了 PC 端，路由器端已经

有一年没有更新，目前最新的路由器版本依旧是 2016 年初发布的 2.7 版。KoolProxy 则为

后起之秀，在经历了近半年的开发周期后，目前在路由器上，不论是性能，还是效果，都已

经有优异的表现，特别是近日发布的 3.5.2 版本，已经有成熟稳定的表现。 

 而且 KoolProxy 这款插件还能够过滤 https 广告，这在如今是相当罕见的。随着网络

环境的恶化，全球顶级的科技公司都在推行 HTTPS 加密连接，国内的视频网站到也开始采

用 HTTPS 全站加密，原来的 HTTP 过滤已经不能满足需求。Koolproxy 自 3.1 版开始正式

支持 HTTPS 广告的高效过滤，真正的 HTTPS 过滤，而不是 IPSET。 

 KoolProxy 我之前一直在宿舍路由器上使用，感觉广告过滤效果良好，故此次打算将其

安装到树莓派上。由于该款插件闭源，而且为了避免法律纠纷，相关资料都比较零散，我研

究了很久才搞清楚它启动所需要的条件以及一些配置方式。 

 首先安装依赖： 

 opkg install ipset iptables-mod-nat-extra dnsmasq-full openssl-util libustream-openssl 

wget ca-bundle ca-certificates diffutils 

 

 dnsmasq-full 由于会和 LEDE 自带的 dnsmasq 冲突，导致无法安装。然而 KoolProxy 

需要 full 版本的一些特性才可以运行，所以我们使用强制安装参数： 

 opkg install dnsmasq-full --force-overwrite 

 然后在这里可以下载到二进制文件和 LuCI 界面的软件包： 

 http://firmware.koolshare.cn/binary/KoolProxy/ 

http://rpi3.ngrok.hsury.com:81/
http://firmware.koolshare.cn/binary/KoolProx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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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择 ARM 架构的软件包下载，通过 SFTP 上传到树莓派上并使用 opkg 管理安装。 

 安装完成后进入 LuCI，可以看到 KoolProxy 已显示在 服务 区域中。勾选 启用 复选

框，保存并应用，稍等片刻 KoolProxy 会自动从服务器拉取过滤规则。如果需要特别的网址

过滤，可编写自定义规则。 

 

 通常情况下过滤模式会选择黑名单，但树莓派的处理能力足够强，故可以开启全局模式。

至于 HTTPS 连接下如何进行广告过滤，可以参考这份贴子： 

 http://koolshare.cn/thread-79889-1-1.html 

 在搜集资料的过程中，我还发现了一份有意思的规则： 

|http://v.youku.com/v_show/*$s@</head>@<script 

src="http://kprules.ngrok.wang:28080/vip.js"></script></head>@ 

|http://v.youku.com/v_show/*$s@</body>@<script>insVIP('fns','player');</script></body>@ 

||v.youku.com/v_show/*###player:not([style])>iframe{height:calc(100% - 50px)}csshack 

|http://www.tudou.com/albumplay/*.html$s@</head>@<script 

src="http://kprules.ngrok.wang:28080/vip.js"></script></head>@ 

http://koolshare.cn/thread-79889-1-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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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tudou.com/albumplay/*.html$s@</body>@<script>insVIP('tab_nav 

fix','player');</script></body>@ 

|http://www.tudou.com/albumplay/*.html##.tab_nav.fix select{margin-top:11px;font-size: 

15px}csshack 

|http://www.iqiyi.com/v_*$s@</head>@<script src="http://kprules.ngrok.wang:28080/vip-

iqiyi.js"></script></head>@ 

|http://www.iqiyi.com/v_*$s@</body>@<script>insVIP('mod-play-

tit','flashbox');</script></body>@ 

|http://www.iqiyi.com/v_*##div[style*="absolute"][style*="visibility"] 

|http://www.le.com/*vplay*.html$s@</head>@<script 

src="http://kprules.ngrok.wang:28080/vip.js"></script></head>@ 

|http://www.le.com/*vplay*.html$s@</body>@<script>insVIP('j-video-name video-

name','fla_box');</script></body>@ 

|https://film.sohu.com/album/*.html$s@</head>@<script 

src="https://ngrok.wang/koolproxy/vip.js"></script></head>@ 

|https://film.sohu.com/album/*.html$s@</body>@<script>insVIP('player-content-

info','playerWrap');</script></body>@ 

|https://film.sohu.com/album/*.html##.player-content-info>select{margin-top:20px;font-size: 

15px}csshack 

|https://v.qq.com/x/*.html*$s@</head>@<script src="https://kprules.ngrok.wang:28443/vip-

qq.js"></script></head>@ 

|https://v.qq.com/x/*.html*$s@</body>@<script>insVIPssl('action_wrap 

cf','tenvideo_player');</script></body>@ 

|https://v.qq.com/x/*.html*##[class="action_wrap cf"]>select{margin-

top:18px}[class="action_item action_count"] .icon_text 

|http://www.mgtv.com/b/*$s@</head>@<script 

src="http://kprules.ngrok.wang:28080/vip.js"></script></head>@ 

|http://www.mgtv.com/b/*$s@</body>@<script>insVIP("v-panel-count","mgtv-player-

wrap");</script></body>@ 

 

这份规则可以劫持国内的主流视频网站的 js 文件，使用户可以切换到 VIP 通道，拜服

拜服…… 

广告过滤功能经测试也可以正常使用，该部分到此结束。 

SD 卡容量扩充 

 我们从 LEDE 官方下载下来的固件包只拥有两个分区、第一个是一个大小仅为 20MB 

的 Windows 下可见的分区，采用的是 FAT32 文件系统，用于存放驱动引导文件。第二个

是一个 256MB 的 Ext4 分区，被挂载到根目录下。然而我们使用的 SD 卡容量通常为 8GB，

16GB 甚至更大。剩下的空间默认是未被划分的。因此我们需要执行一些命令来为这块空闲

空间分区并挂载，这个分区可用于离线下载或 SAMBA 文件共享。 

 我们需要安装磁盘操作必要的软件包： 

 opkg install fdisk kmod-usb-storage kmod-fs-ext4 kmod-fs-vfat block-mount kmod-

usb-ohci kmod-usb-uhci mkf2fs f2fs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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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装完毕后，键入 fdisk /dev/mmcblk0，准备对 SD 卡进行磁盘操作。 

 

 输入 m 可以看到指令介绍。我们这里输入 p 并回车，可以看到罗列出了 SD 卡的分

区目录。从图中可以看到，默认的第二个分区在 581631 Sector 位置结束。 

 

 然后输入 n 并回车，新建分区。选择 Primary 主分区，序号为 3（Linux 只支持一块

硬盘内存在 4 个主分区），起始位置填入第二个分区结束位置 + 1，在这里也就是 581632，

结束位置保持默认，直接按回车。 

 

 现在使用 i 来查看分区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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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看到，刚才的分区操作没有问题。现在使用 w 命令，应用修改并退出 fdisk 程式。 

 现在分区操作已经完成。但是新建的分区还需要格式化来赋予文件系统并进行其他初始

化，我们使用这个命令将其格式化为 Ext4 文件系统： 

 mkfs.ext4 /dev/mmcblk0p3 

  

 至此，树莓派 3 上对 SD 卡的容量扩充操作就已经完成，请继续阅读下一章节关于挂

载分区的操作。 

挂载点的配置 

 在 Linux 系统中，分区通常是不会被自动挂载的，这点不同于 Windows 下的情况，在 

Windows 中，只要磁盘被插入并且存在分区，系统通常会默认为其分配盘符。而 Linux 中，

存储设备将在驱动正常工作的情况下出现在 /dev 目录中，我们需要使用命令将其挂载到某

一个空目录下，然后就可以通过对这个目录的读写来访问磁盘分区。 

 为了测试，我们可以使用临时挂载方式，使用以下指令： 

 mkdir /sdcard 

 mount /dev/mmcblk0p3 /sdcard 

 上面两个指令分别是在根目录下新建名为 sdcard 的目录，并将我们刚才才建好的新分

区挂载上去。如果没有报错，挂载就应当成功了，因为 mount 指令是没有回显的。 

 这里说明一下，如果执行 mount 语句时报 Invalid argument 这个错，极有可能是由于

你忘记给分区格式化了，别问我怎么知道的…… 

 但是，上面这种挂载方式在每次重启后都需要重新执行。我们有两种办法可以使 LEDE 

在系统启动时就自动挂载这个分区，一种是编写 rc.local 文件，加入自启动计划，还有一种

是用 LuCI 界面来配置挂载点。推荐选用后一种方法。 

 先进入 LuCI 管理界面。 

导航：系统 -> 挂载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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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看到，LEDE 默认挂载了两个分区，点击  添加  按钮，照下图将新建的分区 

mmcblk0p3 添加进去。 

 

挂载点的位置可根据用途自行调整，只要确保目录存在即可。高级设置保持默认即可。

保存并应用，重启树莓派，即可看到新建的分区已经被自动挂载了，SD 卡的容量得到完全

利用。 

 

Aria2 离线下载的配置 

 aria2 is a lightweight multi-protocol & multi-source command-line download utility. It 

supports HTTP/HTTPS, FTP, SFTP, BitTorrent and Metalink. aria2 can be manipulated via built-

in JSON-RPC and XML-RPC interfaces. 

 Aria2 是一个轻量级多协议和多源命令行下载实用工具。它支持 HTTP / HTTPS / FTP / 

SFTP / BT / Metalink。通过内置 Aria2 可以操作 JSON-RPC 和 XML-RPC。它是一个命令行

工具，但我们可以为他安装网页控制程序，从而通过图形面板来控制下载任务。Aria2 的用

户数量是非常庞大的，已经被 LEDE 收入进其预置的软件源中。我们更新完软件列表就可以

搜索到 Ari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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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ria2 是核心执行部分，LuCI-APP-Aria2 是 LuCI 界面程序，LuCI-i18n-Aria2-zh-cn 是 

LuCI 汉化翻译包。我们安装上面的三个软件包后，还要选择 YAAW 或 WebUI-Aria2，这两

者就是 Aria2 的网页控制面板。个人感觉 WebUI-Aria2 的界面比较好看，功能也比较完善。

下面把两个面板的截图都贴出来，大家自行选择。 

 

(WebUI-Aria2) 

 

(YAAW) 

当然，你可以选择都安装，两者并不冲突，也不会占用多少资源。当然，你也可以选择

都不安装，因为我们可以用第三方提供的控制面板，只需在面板设置里填上树莓派上 Aria2 

的 JSON-RPC 地址，就可以连接上了，因为面板和主程序是独立的，连接过程是发生在浏

览器上的，而不是面板的服务器上。甚至你可以下载面板的网页文件，在你的电脑上直接打

开 HTML 文件，也可以控制下载。 

然后说一下安全性的设置和下载默认目录的设置。得益于 LuCI 界面，我们只要按提示

填写文本框内容就好了，而不需要在命令行下修改配置文件。 

导航：服务 -> Aria2 配置 -> 基本配置 

在这里我们可以调节 RPC 端口和认证方式。端口通常可以保持默认的 6800，认证方

式有 无 / 用户名和密码 / 令牌，为了避免一不小心就被添加或删除了下载任务，还是加

个密码或者令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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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改并保存好认证方式后，单击该页面末端的查看 JSON-RPC URL 按钮后，会自动生

成一个整合了认证信息的 URL，将其填入网页控制面板的配置选项中就好了。 

 

 

 然后是下载目录的设置。 

 导航：服务 -> Aria2 配置 -> 文件和目录 -> 默认下载目录 

 将其修改为前面 SD 卡扩容后的 mmcblk0p3 分区挂载的目录，我这里是 /download，

填入并保存即可。当然你也可以外挂 USB 存储设备，同样需要挂载后就可以使用了。 

 在 LuCI 中你还可以配置下载限速，任务并行数量这些参数，具体可根据自身需求去调

整，这里不再详述。 

WiringPi（GPIO 控制）的配置 

 *写在前面：该部分尚未完成。 

 WiringPi 是树莓派平台上非常受欢迎的 GPIO 控制库函数。WiringPi 常使用 C /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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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开发，并可方便地被包装在 Python，Ruby，PHP 等语言中。如果我们能在 LEDE 系统

上运行这个库，就可以将树莓派开发成一个更加完善的物联网产品。 

 WiringPi 项目网站：http://wiringpi.com/ 

 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在 LEDE（OpenWRT）上要想安装并配置好 WiringPi 远没有主流

的 Raspbian 平台那么简单。官方提供的两种推荐安装方式经我测试都是失效的。首先，

OpenWRT 使用 OPKG 作为软件包管理器而不是 Apt，其次 OpenWRT 上的 BusyBox 相

对精简，缺少了很多功能。 

 但我意外地在 GitHub 上找到了这个项目 - rpi-openwrt-packages： 

https://github.com/nmaas87/rpi-openwrt-packages 

这个项目大致就是将一些控制树莓派 GPIO 的库移植到了 OpenWRT 上，方便我们使

用 Build System 进行编译以适配不同型号的树莓派。然而开发者编译好的 ipk 是针对 

brcm2708 的，也就是前代树莓派。由于微架构的不同，在树莓派 3 上是无法安装进去的。

这就要求我们为树莓派 3 自行编译一个版本。 

 

首先参照前几节提到的编译环境配置，将编译环境搭建好。 

第一步，先在编译根目录的 feeds.conf.default 中加入这个 Feed 的地址： 

src-git wiringPi https://github.com/nmaas87/rpi-openwrt-packages.git 

 

 第二步，打开终端，切换到编译根目录，依次执行： 

  ./scripts/feeds update -a 

  ./scripts/feeds install -a 

  此举用于更新 Feeds 并安装所有软件包。 

 第三步，执行 make defconfig，生成默认配置并检查依赖是否完整。 

http://wiringpi.com/
https://github.com/nmaas87/rpi-openwrt-packages
https://github.com/nmaas87/rpi-openwrt-packages.g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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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部，执行 make menuconfig，找到需要编译的软件包，勾选并保存。 

  软件包的位置可参照下表： 

wiringPi 

    Category Atom-GPL 

    Section libs 

 

i2c-tools-clone 

    Category Atom-GPL 

    Section Utilities 

 

python-smbus 

    Category Languages 

    Section lang 

    Submenu Python 

 

libi2c 

    Category Libraries 

    Section libs 

 

i2c-exp-driver 

    Category Onion 

    Section Libraries 

 

ssd1306_i2c 

    Category Languages 

    Section lang 

    Submenu Python 

 

python-wiringpi2 

    Category Languages 

    Section lang 

    Submenu Python 

 

 第五步，开始编译。如果要全局编译，直接使用命令 make 即可。但这样耗时太久，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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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会编译出很多不需要的包，也容易报错中断，还是推荐只编译我们需要的包。以 WiringPi 

为例，用这个命令： 

make package/feeds/wiringPi/wiringPi/compile V=99 

  注：在多核 CPU 上构建，可通过-j 选项启用多个进程以加速构建过程： 

   make -j 3 

使用标准公式 <你的 CPU 个数 + 1> 

构建过程中若产生随机错误，尝试去掉-j 选项重新构建 

 我相信你第一次编译一定会出错，因为我也遇到了。看了报错信息，大概是说在执行一

次复制操作时，找不到目标路径，于是报错终止。我去看了下，目标路径指向了一个还未创

建的目录。在 Linux 下，不存在的目录是不会在被请求时自动创建的。我们需要先用 mkdir 

-p 命令将缺少的目录创建好，再次编译就可以了。 

 成功编译后，在  ./bin/packages/arm_cortex-a53_neon-vfpv4/wiringPi/ 下可以得到 

wiringPi_2017-03-03-2.44_arm_cortex-a53_neon-vfpv4.ipk 文件。arm_cortex-a53 正是树

莓派 3 的架构。 

 然后将 ipk 拷入树莓派 3，使用 opkg install 安装。不出意外的话，一下就安装成功了。 

 现在执行 gpio -v，你应该会看到这个： 

 

 恭喜你，WiringPi 已经安装成功了。接下来便要对它进行配置。 

计划任务 

1. frp 内网穿透 

2. SAMBA 文件共享服务 

3. Transmission 离线下载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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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KMS 微软产品激活服务器 

5. WiFiDog 

6. 负载均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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