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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见品质 今天内容

v嵌入式Linux系统构成简介
v硬件平台

v嵌入式Linux引导程序简介
v嵌入式Linux内核移植简介
v嵌入式Linux文件系统及根文件系统
部署简介

v嵌入式Linux系统开发流程简介



远见品质 Linux  Market



远见品质 嵌入式Linux系统构成
v嵌入式系统的定义
Ø 以应用为中心、以计算机技术为基础、软件硬件可裁
剪、适应应用系统，对功能、可靠性、成本、体积、
功耗严格要求的专用计算机系统。

v嵌入式Linux也是Linux
Ø 基于主流的Linux内核源码开发
Ø 不同的类型对内核有不同的修改
Ø 基于标准Linux系统构架定制嵌入式系统

vLinux系统的构成
Ø 硬件平台

Ø 引导程序
Ø Linux内核
Ø Linux文件系统



远见品质 嵌入式Linux的运行载体 –嵌入式硬件系统



远见品质 Linux系统的特点
v可移植性
Ø 支持绝大多数的硬件
板

v可定制性
Ø 能够运行在超级计算
机上，也可以运行在
很小的嵌入式设备上
（4M RAM）

v符合Posix标准
Ø 方便应用移植

v丰富的网络支持

v安全性
Ø 任何缺陷都会被发
现，很多专家都在研
究它的代码.

v稳定性和可靠性

v模块化
Ø 内核可以仅包含系统
运行必须的东西

v方便编程
Ø 可以通过学习已有的
代码和网络上丰富的
资源



远见品质 硬件平台的支持 –可移植性
vArch目录下支持的体系结构
vLinux几乎可以支持所有体系结构的
处理器
ØX86, PowerPC, ARM, XSCALE, MIPS, SH, 

68K, Alpha, SPARC,…

v能够支持带MMU和不带MMU的处
理器
ØuClinux支持不带MMU的处理器

v高可移植性和运行效率的矛盾

vLinux内核首先保证运行效率



远见品质 交叉开发环境的建立

v编辑及编译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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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远见品质 嵌入式Linux系统构成



远见品质 Bootloader定义及功能
vBootloader
ØBootloader是引导设备启动并且执行主程序的
固件

v 板机初始化

v 加载文件到内存

ØLinux内核镜像
ØBootloader

v 传递板子参数设置给Linux内核
v 跳转到Linux内核启动



远见品质 开放源码的 Bootloader

NoYesNoLoader from the LART 
hardware project

BLOB

NoNoYesLinux-based BIOS 
replacement

LinuxBIOS

NoNoYesLoads Linux from ROM 
without a BIOS

ROLO

YesYesYeseCos-based loaderRedBoot
YesYesYesUniversal loaderU-boot

NoNoYesGNU’s successor to LILOGRUB

NoNoYesMain disk  bootloader for 
Linux

LILO

PowerPCARMx86DescriptionBootloader



远见品质 嵌入式 Bootloaders

vU-Boot 已经成为标准的ARM 
bootloader
Ø支持多种体系结构(ARM,MIPS,PowerPC)
Ø支持网络下载TFTP client
Ø支持文件系统
Ø支持Linux内核参数的传递

vBlob
Øblob 是由 LART 工程中开发的bootloader
Øblob 已经移植到其它基于ARM的系统上

vRedboot



远见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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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软件的初始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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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执行程序中的各个段，C语言与汇编



远见品质 Linux系统结构图



远见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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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远见品质 Linux移植相关的源码目录

网络协议net/
内存管理代码mm/
进程通信代码ipc/
文件系统代码fs/
各种库函数实现目录lib/

内核头文件

体系结构相关头文件

内核核心头文件

include/
include/asm-arm
include/linux

设备驱动目录drivers/

体系结构相关目录arch/
Arch/arm/mach-s3c2410

核心目录kernel/



远见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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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Ø$make [config | xconfig | menuconfig]
Ø配置文件的来源config.in/Kconfig
Ø配置产生的结果.config 与autoconfig.h



远见品质 设备驱动

v控制硬件设备，硬件中断

v文件管理器和硬件设备间通信

v通过文件管理进行硬件设备和
应用程序间的数据收发

v通过文件管理接受

应用程序传递的命令



远见品质 内存管理 VA/PA



远见品质 进程管理



远见品质 进程间通信



远见品质 Linux内核其他功能模块
v除了上文所说
Ø文件系统

Ø系统调用

Ø网络

Ø进程管理

Ø内存管理

v还有
ØTime System
Ø Interrupt Control (hard/soft)



远见品质 文件系统的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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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ash中的文件系统，
并打包成镜像文件

v改变内核到Flash中去mount根文件
系统



远见品质 根文件系统的目录结构

守护进程的临时变量目录var

用户命令，安装软件包的的目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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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t

用户命令Bin



远见品质 嵌入式Linux常见的文件系统

NoYesYesYesExt3 over 
NFTL

NoNoYesYesExt2 over 
NFTL

YesYesYesYesYaffs

YesYesYesYesJffs2

NoYesYesYesJffs

YesN/AN/ANoCRAMFS

compressionPower down reliablitypersistentwritefilesystem



远见品质 嵌入式Linux开发流程与开发内容

v编译工具链
Ø 编译，使用

v bootloader
Ø 移植，编译

v Linux内核
Ø 移植，编译

v设备驱动
Ø 移植，编写

v文件系统
Ø 开发，部署

v应用程序
Ø 编写



远见品质
工具链编译过程



远见品质
设备驱动移植，编写

v驱动分类
Ø字符设备

Ø块设备

Ø网络设备

Øframebuffer, USB 等

v了解内核编程特点，约束

v模块的装载和卸载

v模块参数传递

v模块依赖检查

v调试技术



远见品质
设备驱动移植，编写

v内存管理

v进程同步: semaphore, spinlock

v延时和睡眠

v中断，软中断

vDMA

vSysfs

vHotplug， PM



远见品质
应用程序编写

v交叉工具链使用
Ø工具链一般安装在‘/usr/local/arm/xxx’下

Ø设置搜索环境变量

PATH=$PATH:/usr/local/arm/xxx/bin

v编写，编译，部署应用程序
Ø用户程序一般放到/usr/bin目录下，或者将
其所在路径export



远见品质
应用程序开发流程



远见品质 我们提供完善的培训

v嵌入式Linux预科班(免费)
v嵌入式Linux系统开发班
v嵌入式Linux驱动开发班
v嵌入式Linux应用开发班
v嵌入式Linux内核高级研修班
v嵌入式Linux就业培训班
v企业内训课程



远见品质
让我们一起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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