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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清远见 今日课程内容大纲

v嵌入式操作系统相关知识简介

v嵌入式引导程序Uboot简介
v嵌入式Linux内核配置、编译、移植
简介

v根文件系统与嵌入式系统的部署简
介

vLinux网络驱动程序简单分析



华清远见 嵌入式Linux的运行载体－嵌入式硬件系统



华清远见 著名的嵌入式操作系统

v开源的嵌入式Linux
v开源小巧的Ecos系统
v最佳学习型的uc/os
v界面漂亮的WindowsCE
v手机之王Symbian
v无处不在、稳定异常的vxWorks
v手持之王Palm OS
v女娲计划的Hopen OS



华清远见 Linux系统的特性
v 可移植性
Ø 支持常见的硬件架构

v 伸缩性
Ø 可以运行在大到超级计
算机、小到4M Ram的嵌
入式设备上

v 符合Posix标准
Ø 方便应用移植

v 强大的网络功能，完
备的网络协议

v 高效安全
Ø 代码经过开源的考验，
接受世界各地编程人员
的监督

v 高稳定性

v 内核支持模块加载
Ø 方便内核裁减及内核功
能模块的开发

v 源码资源丰富
Ø 大量的demo可供参考



华清远见 硬件平台的支持－可移植性

v Arch目录下支持的体系结构
v 32 位体系架构：
Ø alpha, arm, cris, frv, h8300, i386, m68k, m32r,
Ø m68knommu, mips, parisc, ppc, s390, sh, sparc, um, v850

v 64 位体系架构:
Ø ia64, mips64, ppc64, sh64, sparc64, x86_64

v高可移植性与运行效率的矛盾

v Linux内核首先保证运行效率



华清远见 交叉开发环境的建立

网络

串口

v编辑及编译环境－主机开发环境“host”端
Ø在Host端开发并编译，但不执行

v下载并运行的环境－目标板“target”端
Ø编译完的程序实际运行的载体



华清远见 搭建嵌入式Linux系统结构图



华清远见 BootLoader的本质

v板机初始化

v为加载操作系统内核做准备

v加载操作系统内核（或文件系统镜
像）

v跳转到系统内核运行



华清远见 Bootloader板机初始化过程

v 硬件的初始化
Ø 设置适合的运行态

Ø 关闭中断

Ø 设置运行时钟

Ø 初始化SDRAM控制器

v 软件初始化
Ø 拷贝 DATA & BSS 段到SDRAM中
Ø 设置好堆栈

Ø 跳到C程序中继续第二阶段初始化

v 关键知识
Ø 可执行文件中的各个段、C语言与汇编



华清远见 Bootloader一员Uboot简介
vUboot从PPCBoot发展而来
vUboot支持多种硬件体系（PowerPC、

Arm、Mips）
v支持网络下载TFTP Client
v支持文件系统

v支持Linux内核参数的传递



华清远见 Uboot的配置与编译
v 进入Uboot源码目录，编辑Makefile，设置CROSS_COMPILE
为实际使用编译器的前缀，例如arm-linux-

v 编辑include/configs/平台名.h文件，选择uboot支持的功能
v 运行make 平台名_config，例如make smdk2410_config
v 接着执行make dep；make
v 最终生成的文件

Ø System.map 系统符号表

Ø u-boot elf格式可执行文件
Ø u-boot.bin 纯二进制可执行文件

Ø u-boot.srec S-Record 格式文件



华清远见 Uboot移植到新平台简介

v软件项目多平台支持的三个层次

vUboot中硬件平台相关目录
Ø board, cpu, lib_ppc, lib_arm, include…

v硬件平台无关目录
Ø common, net, fs, drivers…

v各目录代码浏览



华清远见 嵌入式Linux系统结构图



华清远见 Linux 版本号的说明
vLinux采用x.x.x的版本形式
v第一位为主发行号，中间为次发行
号，最后为补丁号

v次版本号的特殊意义，发行版与开
发版

v同主、次版本号的发行版间的区别

v发展到2.6以后规则的变化



华清远见 Linux内核的配置与编译

v编辑Makefile，设置ARCH、CROSS－COMPILE
Ø 例如ARCH := arm CROSS-COMPILE=arm-linux-

v内核平台选择及功能配置：定义针对哪个平台
来编译内核及内核所包含的功能
$ make [config|xconfig|menuconfig|oldconfig]
Ø配置文件的来源config.in/Kconfig
Ø配置产生的结果.config与autoconfig.h
查看相关文件



华清远见 配置后的编译

2.4版本内核的编译
$ make dep
$ make / make zImage
$ make modules

2.6版本内核的编译
$ make / make zImage
$ make modules



华清远见 Linux 移植相关的源码目录

体系结构相关目录arch/
Arch/arm/mach-s3c2410

设备驱动目录drivers/

核心目录kernel/

各种库函数实现目录lib/

文件系统目录fs/

进程通讯代码目录ipc/

存储器管理目录mm/

网络协议目录net/

内核头文件

体系结构相关头文件

内核核心头文件

include/:
include/asm-<arch>
include/linux



华清远见 以S3C2410为例，添加平台的大致步骤

v添加2410平台的大致步骤
arch/arm/mach-s3c2410
arch/arm/tools/mach-types 
arch/arm/config.in
arch/arm/Makefile
arch/arm/boot/compressed
Include/asm-arm/arch-s3c2410

v重新配置并编译内核

v下载运行，调试修改



华清远见 整个系统的部署

v根文件系统在Linux中的地位
v创建根文件系统目录结构

v添加应用及需要的库文件

v配置添加启动脚本

v通过NFS Mount根文件系统进行测试
v选择可固化到存储介质中的文件系
统，并打包成镜像文件

v改变内核到存储介质中mount根文件
系统



华清远见 根文件系统的目录结构

用户命令bin

守护进程的临时变量目录Var
用户命令，安装软件包等的目录Usr
临时目录Tmp
管理员命令目录Sbin
根用户目录Root
进程文件系统目录Proc
用户选装的软件目录Opt

设备mount目录Mnt
函数库及内核模块目录Lib
用户根目录Home
系统配置及启动脚本目录Etc
设备节点目录Dev
内核镜像，initrd，map表等Boot

ContentDirectory



华清远见 嵌入式中常见文件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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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清远见 Linux驱动程序简介

vLinux内核中的几类驱动程序
v驱动程序在内核中的层次关系

v驱动程序与内核之间的接口

v驱动程序与硬件之间的接口



华清远见 Linux网络设备

v网络设备，又叫网络接口是Linux第
三类标准设备

v网络设备和块设备类似，在内核的
特定数据结构中注册自己

v当发生网络数据交换时，网络设备
驱动程序注册的方法将被内核调用

v网络设备不会在/dev下存在一个设备
入口，它使用保留的内部设备名



华清远见 网络驱动中关键结构体sk_buff

v套接字缓冲区结构是Linux内核网络子系
统的核心内容，在<linux/skbuff.h>中被定
义

v套接字缓冲区结构中的重要字段
Ø struct net_device *rx_dev;
Ø struct net_device *dev;
Ø 分别为接收和发送缓冲区的设备
Ø union { /* ... */ } h;
Ø union { /* . . . */ } nh;
Ø union { /*... */} mac;
Ø 指向数据包中各个层的数据包头。h指向传输层包头，

nh指向网络层包头，mac指向链路层包头



华清远见 另一个关键结构net_device
v net_device结构非常大而复杂，主要字段如下
v char name[IFNAMSIZ]；
v unsigned long rmem_end;
v unsigned long rmem_start;
v unsigned long mem_end;
v unsigned long mem_start;
v 这些字段描述了设备共享内存的起止地址。
v unsigned long base_addr;
v 描述了设备的I/O基地址
v unsigned char irq;描述了设备中断号
v unsigned char if_port;描述了多端口设备的活动端
口

v unsigned char dma;描述了设备的DMA通道



华清远见 数据包传送与接收

v网络接口最重要任务就是发送和接
收数据

v当内核要发送一个数据包时，它会
调用hard_start_transmit方法来讲数
据放入发送队列。

v内核处理过的每个数据包位于一个
套接字缓冲区（struct sk_buff）里面
v接收时从中断开始



华清远见 嵌入式Linux课程介绍

v系统开发班
Ø第一天 嵌入式开发环境搭建

Ø第二天 Uboot的移植
Ø第三天 Linux Kernel的配置与编译
Ø第四天 Linux Kernel的移植
Ø第五天 Linux Kernel的调试
Ø第六天 根文件系统与Linux系统的部署

v驱动开发班
Ø由浅入深先后讲解驱动的基础知识、字符设
备驱动、块设备驱动、网络设备驱动、USB 
Host端设备驱动、Framebuffer驱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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