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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文件系统启动分析 

启动根文件系统过程 

UBOOT:启动内核                                             

内核：启动应用程序             

应用程序又是根文件系统上。（要挂接根文件系统） 

 

执行应用程序在“init_post”这个函数中。 



 

sys_open((const char __user *) "/dev/console", O_RDWR, 0 

这里打开 /dev/console 设备。 

  

内核如何打开第一个应用程序： 

1. 打开一个设备： 

 open(dev/console). 

    (void) sys_dup(0); 

               (void) sys_dup(0); 

(这三个文件代表标准输入，标准输出，标准错误) 

写程序时经常用到 printf 标准输出,scanf 标准输入,err()标准错误。它们是指 3 个文件。 

假设 open(dev/console) 是打开的第 0 个文件。sys_dup(0)是指复制的意思， 

复制后是第 1 个文件，则有了第 0 个文件和第 1 个文件。第 1 个文件也是指向 dev/console 

另一个 sys_dup(0) 也是复制文件，则这个是第 3 个文件，也是指向 dev/console 这个文件。 



意思是，所有的 printf 打印信息都会从 dev/console 打印出来。 

输入时也是从 dev/console 这个文件输入的。想输入错误信息也是从 dev/console 这个文

件输出的。这个文件 dev/console 对应终端。在我们这个例子中 dev/console 对应串口 0. 

对于其他设备，这个 dev/console 可能是 键盘液晶。 

  

2.用 run_init_process 启动第一个应用程序： 

一般来说第一个应用程序运行后，就不会从系统返回了。 

这个应用程序： 

（1）要么是 UBOOT 传进来的命令行参数： init=linuxrc 这个样子 

（2）要么是 sbin/init,要是 sbin/init 不成功，则还有 /etc/init 或 bin/init,bin/sh 

 

如果有 execute_command 则执行：run_init_process(execute_command); 

查找 execute_command 可知： 

 

__setup("init=", init_setup);这是 UBOOT 传递给内核的命令行参数。如果 

涉及了 "init=" 什么东西，显然这个 execute_command 就是等于 "init=" 后面的 

东西。 

 
如果设置了 init= 某个文件（linuxrc） ,那么这个 execute_command 就等于这个 

文件(linuxrc). 

  

if (execute_command) { 

run_init_process(execute_command); 

printk(KERN_WARNING "Failed to execute %s.  Attempting " 

"defaults...\n", execute_command); 

} 

则上面的意思是：如果定义了 execute_command ，则会用 run_init_process 启动这个应用 



程序 execute_command。 

run_init_process(execute_command);若这个程序没有死掉没有返回，那么函数 

run_init_process 就不会返回。我们第一个程序一般来说都是一个死循环。 

若没有定义 execute_command，则往下执行： 

 

第一个程序一般是死循环，一旦执行了 /sbin/init 这样的程序，就一去不复返了。如这里 

若是执行的第一个程序是 "/sbin/init",则就不返回了，不会执行下面的 /etc/init 等另几个 

可能作为第一个应用程序的程序。（这里是/sbin/init 执行不成功，便执行/etc/init。这个 

也不成功，则继续去执行/bin/init 等）。 

  

测试下： 

先在 UBOOT 中擦除文件系统。nand erase root 

再启动 boot 

 
这是删除掉根文件系统时的打印信息。 

要打开应用程序，首先要挂接根文件系统。打印信息中显示已经挂接上根文件系统了： 

VFS:Mounted root(yaffs filesystem) 

对于 FLASH 来说，把 FLASH 擦除了就相当于格式化了。你可以把它当成任何一种文件系统。

这里显示是默认当成 yaffs filesystem。这里已经挂接上去了。但是里面是没有内容的。就 

没法启动应用程序了。这样打开显然是会失败的： 

 

                           （见上面错误信息） 

再看： 

 
可见 execute_command 定义的是 init=/linuxrc ，擦除了 FLASH 后也找不到了。故错误： 

 

  

 



再次关开发板电再上电，在 UBOOT 中：dowload root_yaffs image 下载文件系统。再输入“b”

启动。 

最后串口可以接收输入，是因为有应用程序在跑了。 

 

  

 

可见第一个应用程序：init 是内核启动的第一个应用程序。 

其中的 -sh 就是当前的应用的程序，就是当前接收这个串口。输入字符回显字符。就是 

sh 这个程序接收这些东西。 

 

 



根文件系统源码分析 1 

想知道这个文件系统里有哪些东西。就得跟着 init 进程分析，看下这个朝向需要哪些东西。 

 

文件系统中有很多命令。若很多，则一个一个编译会很麻烦。在嵌入式中有个 busybox.它是

一系列命令的组合。编译 busybox 时，得到一个应用程序 busybox,像 ls,cp 等命令就是到这

个 busybox 

的链接。执行 ls 时，实质上是执行 busybox ls. 

 

  

 

这里 

 
这个 init 进程也是到 busybox 的链接。 

 
所以要知道 init 进制做的哪些事，就得看 busybox 源码。 

  

1.建立 busybox 源码 SI 工程，加入全部代码。                 

 

我们执行 cp 命令时，最终 busybox 会调用这个子函数 int cp_main() 

 

也有一个 init.c 的程序。也有 init_main 函数。 

 

  



（1）.猜测 init 程序要做的事情。 

UBOOT 的目标是启动内核，内核的目的是启动应用程序，第一个应用程序是/sbin/init（或

其他 init），但最终目标还是启动客户的“用户应用程序”。如手机程序；监控程序等。 

这样显然会有一个“配置文件”，在这个文件里指定需要执行哪些不同客户的“应用程序”。

故 init 程序要读取这个：配置文件 

   再解析这个：配置文件 

   根据这个“配置文件”：执行客户的用户程序 

2.分析 init.c 源码： 

 
这些是信号处理函数。里面有 ctrl+alt+del 信号。 

 
控制台初始化。 

 
这里初始化这 3 个文件（标准输入、输出、错误）。3 个文件都指向 /dev/console 设备。 

  

1）找到配置文件。/etc/inittab 

linux 内核启动 

 

这个应用程序时，没有给参数。 

 



Busybox 调 init_main，init_main 调用 parse_inittab()这个函数。从名字可知是“解析 inittab”

表。 

分析这个函数（解析 inittab 文件）。 

 
  

 
这就是配置文件。linux 系统中，配置文件一般放在 /etc/ 目录下。 

  

2).分析 /etc/inittab 配置文件。 

在 busybox 中有 inittab 说明文档。 

inittab格式: <id>:<runlevels>:<action>:<process> 

是启动不同用户的应用程序。则会有： 

指定要执行的程序。 

何时执行程序。 

id 项：/dev/id 用作终端（终端：stdin-printf,stdout-scanf,stderr-err） 

会加上一个 /dev 前缀。作为“控制终端”（controlling tty）。 

id 可以省略。 

 

runlevels 项： 

完全可以忽略掉。 

action 项： 

指示程序何时执行。 

process 项： 

是应用程序或脚本。 

  

3）.配置文件结构体和链表 

 



可见如果 INITTAB 文件不能打开"if(file==NULL)"，则会有“默认配置项”。上面是默认项。 

  

 

如果 file 接收文件 INITTAB 可以找开，则放到一个缓冲区去解析。 

 
如果遇到 # 号，则跳过去忽略不执行。 

 
id 加一个 /dev 前缀。 

解析完后，最终执行： 

 

不论是否有 inittab 这个文件，都会用到这个函数 new_init_action，则需要分析它。 

  

以下面例子来分析： 

 
new_init_action(ASKFIRST, bb_default_login_shell, VC_2) 

#define ASKFIRST    0x004 

extern const char bb_default_login_shell[]; 

在Messages.c中： 

 

在 Libbb.h 中： 

 

则 bb_default_login_shell 为 "-/bin/sh" 

 

  

则： 

new_init_action(ASKFIRST, bb_default_login_shell, VC_2) 

变成： 

new_init_action(0x004, "-/bin/sh", "/dev/tty2") 

函数原型： 

static void new_init_action(int action, const char *command, const char *cons) 

这个函数参一 action   ：应用程序执行的时机。 

       参二 *command ：应用程序或脚本----“"-/bin/sh"” 

       参三 *cons    ：这是 id 应用终端---“"/dev/tty2"” 

  



 
里面有一个链表： init_action_list .和结构体： 

 
struct init_action *next;为链表用。     

action : 执行时机 

pid : 进程号     

command : 对应执行程序    （-/bin/sh） 

terminnal : 终端（/dev/tty2） 

  

从上面可知：new_init_action 这个函数 

①.创建结构体 init_action，填充：执行时机，对应执行程序，终端 

②.将结构体放入链表 init_action_list  

  

若原来链表中已经有个结构和传进来的 action,*command,*cons 一样就覆盖它。 



 
若没有，则分配一块内存，相当于创建一个 init_action 结构。将传进来的 

action,command,cons 写进链表。 

 

  

4.从默认的 new_init_action 反推默认的配置文件。 

 
  

依据格式分析下面的默认配置。（action 有如下取值。） 



 
  

 

  

 
/* Reboot on Ctrl-Alt-Del */ 

new_init_action(CTRLALTDEL, "reboot", ""); 

这里id为空，runlevels 忽略。action是“CTRLALTDEL”;应用程序是“reboot”。 

：：ctrlaltdel:reboot 

  

/* Umount all filesystems on halt/reboot */ 当关闭或重启系统时卸载所有的文件系统 

new_init_action(SHUTDOWN, "umount -a -r", ""); 

::shutdown:umount -a -r 

  

/* Swapoff on halt/reboot */ 

当PC机有资源不够用时，会将当前内存中的某些应用程序置换到硬盘上。嵌入式中不同这项。 

if (ENABLE_SWAPONOFF) new_init_action(SHUTDOWN, "swapoff -a", ""); 

  

/* Prepare to restart init when a HUP is received */ 

new_init_action(RESTART, "init", ""); 

::restart:init 

  

/* Askfirst shell on tty1-4 */ 

new_init_action(ASKFIRST, bb_default_login_shell, ""); 

::askfirst:-/bin/sh 

  

new_init_action(ASKFIRST, bb_default_login_shell, VC_2); 

tty2::askfirst:-/bin/sh 

  

new_init_action(ASKFIRST, bb_default_login_shell, VC_3); 

tty3::askfirst:-/bin/sh 

  

new_init_action(ASKFIRST, bb_default_login_shell, VC_4); 

tty4::askfirst:-/bin/sh 

  

/* sysinit */ 

new_init_action(SYSINIT, INIT_SCRIPT, ""); 

::sysinit:/etc/init.d/rcS 



 

则如果 UBOOT 没有传配置文件，则会构造出如上这些默认内容。 

ENABLE_SWAPONOFF 在 PC 机上如果系统资源不够。会将当前内存中的某些应用程序置放

到硬盘上去， 

再将新的程序调到内存中。但嵌入式系统一般不会用。 

  

5.可见，parse_ininttab 解析这个 inittab 时，先打开 /etc/inittab 。            

再创建很多结构放到链表中。 

①.程序调用关系： 

busybox--> init_main 

parse_inittab 

file = fopen(INITTAB,"r") //打开配置文件 /etc/inittab 

new_init_action // 创建 init_action 结构，填充数据，将结构放到链表init_action_list 

// 可见解析inittab后（parse_inittab）得到链表init_action_list， 

// 链表里面放有id,执行时机，应用程序。接着再执行。 

run_actions(SYSINIT) // 执行，run_actions是复数，故这里是运行 SYSINIT 这一类的动作 

waitfor(a, 0);  // 执行应用程序，等待它执行完毕。 

run(a)    // 创建process子进程，就是inittab结构中的 process中指定的应用程序（如-/bin/sh） 

waitpid(runpid, &status, 0) //等待它结束 

delete_init_action(a); // 将这个init_action结构从init_action_list链表中删除掉。 

  // 所以用SYSINIT定义的应用程序，执行完一次就扔掉了。 

run_actions(WAIT) //与SYSINIT是一样的，只是比SYSINIT后执行。（和上面SYSINIT执行过程一样） 

 

waitfor(a, 0);  

run(a) 

waitpid(runpid, &status, 0)  

delete_init_action(a);       

run_actions(ONCE) //对于“ONCE”这类程序，init进程不会等待它执行完毕（无waitfor函数下调用的waitpid

函数）。 

run(a); 

delete_init_action(a); 

接着是“run_actions中的 

 
”先运行RESPAWN类，再运行ASKFIRST类。 

while (1) { 这是个死循环。 



run_actions(RESPAWN); 

if (a->pid == 0) {//只有它们的pid为0时才执行，开始pid是等于0的，若使用了它则给你赋个PID。 

a->pid = run(a); 

}               

run_actions(ASKFIRST); 

if (a->pid == 0) { //只有pid为0时才执行。 

a->pid = run(a); 

打印nPlease press Enter to activate this console.  

等待回车： 

 
不会不往下走 

接着创建子进程 BB_EXECVP 

} 

wpid = wait(NULL); //等待子进程退出。只要任意一个子进程退出时，这个子进程的 pid 就设

置为 0。 

   然后回到 while(1)开始处重新运行，但并不是重新运行所有的子进程，而是运行 

   那个已经退出来的子进程。 

while (wpid > 0) {  

a->pid = 0;   //退出后，就使 pid=0,就退出了上面的循环。 

} 

} 

 
run_actions(SYSINIT) 与 run_actions(WAIT) 一样。只是 SYSINIT 先执行。 

 

但 ONCE 和 SYSINIT、WAIT 不一样。init 程序不会等待 ONCE 这一类程序执行完毕。 

  

run_actions(ASKFIRST);如果是 ASKFIRST 时，在 run(a)函数中也有区别，会打印信息： 

 
  

 

“1”是标准输出。“\nPlease press Enter to activate this console.”再等待“回车键”。 

以上便是 SYSINIT ASKFIRST, 

什么时候执行是由 action 决定的，action 的状态：sysinit, respawn, askfirst, wait, once, 

 restart, ctrlaltdel, and shutdown. 



这些 action 指定了你执行的时机。 

还有其他 action 状态（restart,shutdown 等）。一开始时，有设置“信号量”。 

 

如上按下 ctrlaltdel 时，内核会给 init 进程发一个信号 SIGINT。init 收到 SIGINT 信号时，就

会执行 

“ctrlaltdel_signal”信号处理函数。 

 

表明会去执行 CTRLALTDEL 这一类的应用程序。 

  

这些状态是什么，busybox 的文档说明中没有，这里只能看源码。如上，run_actions(SYSINIT)

首先执行 

的是 SYSINIT 这一类，依次如上。（接着执行“run_actions(WAIT)”--"run_actions(ONCE)"）

如上执行关系表。 

②.分析 run_action() 

 
run_actions(SYSINIT) ,SYSINIT 故名系统初始化，用 SYSINIT 定义了那些 inittab 结构中的 

process 进程。是在最开始时便执行的。并且执行的时候，这个 init 程序会等待这个子进程

结束（waitfor(a, 0);）。结束后再将这个子进程从链表中删掉，（delete_init_action(a); 将这个



init_action 结构从 init_action_list 链表中删除掉。） 

 

init.c 中还有如下： 

 

  

 

这是个系统调用，创建子进程。 

 

总结：最小的根文件系统需要的项：（init 进程需要） 

1.打开终端：/dev/console，/dev/NULL 

不设置 inittab 格式中的 id(标准输入、输出和标准错误)时，就定位到 /dev/NULL 中去。 

      2.init 程序本身就是 busybox . 

3.需要配置文件：/etc/inittab 

4.配置文件若指定了某些应用程序或执行脚本--这些必须存在，不存在会有默认的。 

5.应用程序需要 库（fopen、fwrite 等函数需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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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小的根文件系统需要的项： 

1.打开终端：/dev/console，/dev/NULL 

不设置 inittab 格式中的 id(标准输入、输出和标准错误)时，就定位到 /dev/NULL 中去。 

      2.init 程序本身就是 busybox . 

3.需要配置文件：/etc/inittab 

4.配置文件若指定了某些应用程序或执行脚本--这些必须存在，不存在会有默认的。 

5.应用程序需要 库 。 

 

1.配置 busybox。 

源码的 INSTALL 有说明编译方法。 

 

最后安装默认会安装到 PC机上。要装到嵌入式文件系统中，则用后面指定目录的安装方法。 

①.首先是给嵌入式系统编译的，所以要有个 交叉编译工具 。 

看 Makefile 中的交叉编译的指定。在 linux 中一般交叉编译工具的指定以 CROSS 开头。 

 

可以在 Makefile 中直接定义。在配置文件中没法在配置图形项(make menuconfig)中 

定义，所以就在 Makefile 中定义。直接写成：加上前缀 arm-linux- 

 

或者：make时加上“CROSS_COMPILE=arm-linux-” 

make CROSS_COMPILE=arm-linux- 

最新版的 busybox 中应该在 make menuconfig 中定义交叉编译工具的项。 

②.指定库。 

 

这是将 BusyBox 编译成一个静态的程序时，那么那些 C 库 也不需要了。除非用户的应用

程序指定需要库。这里不选表示用动态的。C 库有两种，glibc 和 uclibc，如果是用 glibc 静

态编译时， 



会有提示一个警告信息，可能在以后使用时出问题，所以这里不用静态编译。而用动态链接。 

 

③.命令补全 

 
  

 

  

④.压缩命令 

 

有很多，上面已经默认选择上了。 

  



⑤.模块加载命令，默认也是选择上的。 

 

默认配置中也是选择好的。 

  

⑦.支持 mdev 

 

配置中也是默认选择好的。 

  

等等，将需要的命令选择上。 

  

2.编译 

make，如遇到错误，就将相应出错的命令去掉，如果需要那个命令，则 google 下错误。 



 

这是因为 CROSS_COMPILE    ?= 没有指定交叉编译工具。而是直接用直接 glibc 编译会

有这个错误。 

  

3.安装 

make install，一定要指定安装目录，不然就破坏了我们正在使用的系统。命令混淆了。 

 

创建一个文件系统目录。 

 

  

 

  

 

  

 



4.创建最简单的文件系统。 

①.创建  /dev/console，/dev/NULL  

PC 机上的这两个文件： 

 
c 表示是字符设备，5 表示它的主设备号，1 是次设备号 

  

在 first_fskh 创建 dev 目录，并创建这两个 文件设备。 

 
  

 

用 mknod 创建 console ，c 表示字符型设备，5 是主设备号，1 是次设备号。 

  

②.init 程序本身就是 busybox，所以这一步完成。 

③.创建 /etc/inittab 配置文件。 

若不构造，则使用默认的配置项： 

 

不需要这个，所以自已写。只写一条  ::askfirst:-/bin/sh      

先在 first_fs 目录下创建 etc 目录，再在 etc 下创建 inittab 文件。 

 
表示它里面只执行一个 askfirst 一个/bin/sh 程序，/bin/sh 这个程序的标准输入、输出和标

准错误都 

     定位到“/dev/console”里面去。 

  



④.安装 glibc 库 

 

将所有 .so 文件拷贝过来即可。-d 是本来是个链接文件，则也保持是个链接文件。不然就

拷贝成了真正的文件，这样会很大。 

 

这是所有的库。其中 .a 的文件是静态库，我们只要动态库。 

 

libnss_dns.so 是一个链接文件，链接到 libnss_dns.so.2 若拷贝时不加 -d ，则会 libnss_dns.so

拷贝成 libnss_dns.so.2 的内容。这个库就会显得很大。 

  

 

拷贝动态库文件。 

  



 

  

 

以上便是最小的根文件系统。 

  

⑤.将这个文件系统烧到 FLASH 上。 

制作 yaffs 文件系统映象。yaffs1 是给小页的 NAND FLASH 用的，是每页 512 字节。现在大

NAND 是 2048 字节。得用 yaffs2 . 

 
这个 yaffs 工具修改过代码，可以支持小页和大页 NAND。 

解压出来是 

 
  

 
在上面这个目录执行 make。 

 

生成了 mkyaffs2image 这个工具。将这个工具直接拷贝到这台 PC 机的 /usr/local/bin 目录

下。再加上可执行属性。这样便可直接使用了。 

 



  

接着制作这个根文件系统：first_fs.yaffs2 

 
  

 

  

下载文件系统时输入“y”之后用 dnw 工具下载根文件系统到开发板。 

 
烧写完最小根文件系统后，输入“b”启动系统。 

以上便是最小的根文件系统了，但是用 ps 时会提示没有 /proc 目录的错误。则要完善。 

 

  

 

5.完善根文件系统。 

①.挂载虚拟的根文件系统。 

 

在内核中，当前有哪些应用程序在跑，这些信息如何收集。是内核提供了一个虚拟的文件系

统，叫 proc 文件系统。 

将这个内核提供的虚拟文件系统 proc 挂载一下。 



 
这时 ps 命令便去 /proc 目录看下有哪些程序，看里面有什么内容。 

 
1 表示上面 PID 为 1 的程序，是 init 这个程序。 

 

里面的 fd 就指向了 /dev/console,三个分别是标准输入、输出和标准错误。 

上面这个 proc 制作的过程可以在运行了最小根文件系统的单板上如上步骤制作。但可以直

接制作好烧到单板上。就是在用 

mkyaffs2image 工具制作文件系统时，用上面的步骤建立这个 Proc 目录，并将 mount 过程

自动执行（加进 init/）。 

  

②.在文件系统加 /proc 目录，修改配置文件 ， 

使内核本身提供的虚拟文件系统 proc 挂接到/proc 目录下。 

 

加一个脚本“rcS”。 

 
  

 



  

 
这样重新烧这个文件系统到开发板时，一起动就会直接执行 mount -t proc none /proc  

若还想在开始启动时执行其他命令，则也可以加到 rcS 脚本中去。 

  

除了 mount -t proc none /proc 外，还有另一个方法 mount -a.它是去读 /etc/fstab，根据

这个 fstab 文件里的内容来挂载 

文件系统。将 etc/init.d/rcS 中修改如下： 

 

这个 mount -a 依赖 etc/fstab 中的内容。在 busybox 的源码中有一个 fstab 的说明： 

 

对于虚拟文件系统 proc 格式中的“device”处的名字可以随便写，上面写的是“proc”。 

mount-point ：是挂载到哪里去。 

文件系统类型“type”是“proc”虚拟文件系统。 

“options”是参数。 

 
脚本 rcS 中用命令 mount -a 来读取文件 etc/fstab。根据 fstab 的指示去挂载文件系统。 

  

这时可以再 mkyaffs2image first_fs first_fs.yaffs2 制作一次文件系统。烧到开发板。 

在单板上执行如下： 

 
  

 

可以查看当前挂载的文件系统。 

  



6.完善 dev 目录。 

 

dev 目录下对应那些设备和驱动。有成千上百驱动，一个个创建会很麻烦。用 udev 机制。 

udev 是 linux 下自动创建 dev 目录下的设备节点。busybox 中有个简化版本 mdev（udev

的简化版本） . 

busybox 目录下有一个 mdev.txt 有说明要做如下 6 项。 

 

[1] mount -t sysfs sysfs /sys 首先挂载一个文件系统到 sys 目录中去。 

[2] echo /bin/mdev > /proc/sys/kernel/hotplug 

[3] mdev -s 

[4] mount -t tmpfs mdev /dev 还要挂载一个文件系统到 dev 目录中去。 

[5] mkdir /dev/pts 

[6] mount -t devpts devpts /dev/pts 

  

在根目录下： 

 

在如下两个文件中加如下内容。 



 

mount -a 就根据上面 /etc/fstab 中的内容挂接好的文件系统。 

第 1、4 步在 etc/fstab 中添加。 

第 2、3、5、6 步在 etc/init.d/rcS 中添加。 

  

先做第一步和第四步：etc/fstab 中添加 

 
etc/init.d/rcS 中添加： 

 

当自动加载某个驱动，或热挺拔 U 盘等。内核就会调用 /proc/sys/kernel/hotplug  

这个 hotplug 指向 /sbin/mdev，这个程序就会自动创建那些设备节点。 

mdev -s： -s 是指一开始就先将原先内核现有的那些驱动设备节点都创建出来。 

  

再次重新制作 文件系统，烧写到开发板： 



 
这些就是 mdev 自动创建的。 

 
以上最小的文件系统基本完善了。 

  

想要用其他的文件系统格式：jffs2 

用 jffs2 文件系统映象。这是一般用在 NORFLASY 上的，但也可以用在 NAND 上。 

  

①.配置 

 

在 linux 下很多程序都要先配置，才能编译。 

 

--shared 是会编译出它的动态库 

--prefix 是指安装到哪个目录 

  

②.编译和安装 

安装是将它安装到系统目录中去的。但如果某个程序是 交叉编译 的，则不要安装在系统目

录下。 

这样会破坏系统。 

zlib 是个压缩库。jffas2 文件系统是个压缩的文件系统。所以 制作这个压缩的文件系统时，

需要 zlib 这个包。把这个包安装到系统应该是可以的不会破坏当前的操作系统，若是交叉

编译时就不要安装到系统目录中，得别建目录安装。 

用 ./configure 配置时，产生的 Makefile 中是 gcc  



 

③.安装 jffas2 压缩文件系统的工具： 

 

是进入 util 目录下 make 编译。 

接着安装 make install 安装到系统上。 

  

  

④.制作 

 

-n 表示不要在每个擦除块上都加上清除标志。 

-s 指明一页的大小是多少。 

NAND每页是2048字节. 

-e 是一个擦除块的大小 （单位 KiB） 

NAND是每块128KiB 

-d 是制作哪个目录为文件系统 

-o 是输入文件系统 

压缩的文件系统几乎比 yaffs 文件系统小一半（4M 多点）。使用不同的 flash 则相应的参数

需要修改。 

  

重新烧写 

 
 

重新启动后还是以 yaffs 文件系统来挂接的。 

 
这显然不对。得指定下根文件系统的类型。不能自动识别则在命令行中强制指定。再启动。 

 

  

 

重启后便以 jffs2 来挂载了 

 
  

网络文件系统。这个文件系统放在服务器上，内核启动时真识别服务器上这个目录，将这个

目录当成 根文件系统。 



这样便不需要每次烧写。 

 

接上网线，配置上 IP，开发板之前有一个根文件系统，配置 IP 后要与服务器可通。 

  

挂接 NFS 要求： 

服务器允许那个目录被挂接。--启动 nfs 服务（/etc/exports 在这个配置文件中定义这个目

录）。 

 

单板去挂接。 

①.在 PC 上开启 nfs 服务并测试。 

从 flash 上启动根文件系统，再用命令挂接 NFS 。 

在虚拟机上启动 nfs 服务（配置文件在 /etc/exports ），在这个服务的配置文件中，加上要

被单板挂接的目录： 

这里让单板挂接的目录是“/work/nfs_root/first_fs” 

 

  

 

再启动 PC 上这个服务： 

 

此时，在 PC 机上测试下是否可以自已挂接自已： 

 

  



②.单板挂接 

 

在单板上创建一个挂接目录，再挂接。这样在服务器上改变那个目录下的文件时，单板上挂

接的这个目录里也会改变。 

这种方法是开发板启动之后去挂载的。 

直接让开发板从 nfs 启动。修改命令行参数。 

 

上面是从“/dev/mtdblock3” 启动的。 

bootargs=noinitrd root=/dev/mtdblock3 rootfstype=jffs2 init=/linuxrc console=ttySAC0 

要求： 

服务 IP、目录。 

开发板 IP。 

在 linux 内核的 Documention\nfsroot.txt 中有说明用法。 

nfsroot=[<server-ip>:]<root-dir>[,<nfs-options>] 

ip=<client-ip>:<server-ip>:<gw-ip>:<netmask>:<hostname>:<device>:<autoconf> 

noinitrd root=/dev/nfs nfsroot=[<server-ip>:]<root-dir>[,<nfs-options>] ip=<client-ip>:<server-ip>:<gw-

ip>:<netmask>:<hostname>:<device>:<autoconf>  

  

[<server-ip>:] 服务器IP。 

<root-dir> 服务器上哪个目录设置成被单板挂载。 

[<nfs-options>] 用中括号表示的参数可以省略。尖括号的不可省略。 

<client-ip> 表示单板的IP。 

<server-ip> 服务器IP。 

<gw-ip> 网关，单板和服务器同一网段。 

<netmask> 子网掩码 

<hostname> 不关心这个，不要。 

<device> 网卡，如 eth0\eth1 

<autoconf> 自动配置，这个不需要。写成 off  

  

 

set bootargs noinitrd root=/dev/nfs nfsroot=172.16.1.11:/work/nfs_root/romfs 



ip=172.16.1.100:172.16.1.11:172.16.1.11:255.255.255.0::eth0:off init=/linuxrc console=ttySAC0 

  

这是原来的启动参数：noinitrd root=/dev/mtdblock2 init=/linuxrc console=ttySAC0 mem=64M 

  

  

配置在单板上，再"save"+"boot" 

 
设置后重启单板。 

 

这样单板就挂接好了 nfs 网络文件系统了。在服务器上写一个程序，用 arm-linux-gcc 编译，

放到这个 

nfs 文件系统上。在单板上便可以运行。 

svc: failed to register lockdv1 RPC service (errno 111). 

lockd_up: makesock failed, error=-111 

mount: mounting 10.61.0.50:/root_nfs on /mnt failed: Connection refused 

  

网上找了一下，再输入： 

mount -t nfs  -o nolock 10.61.0.50:/root_nfs /mnt/ 

这样就好了。 

这样可以挂载本机的 nfs，但是在开发板的 bootloader 命令行中输入的参数后确挂载不了，

如是我想到干脆把 nfs 挂载成开发板的根文件系统。输入： 

mount -t nfs -o remount,rw,nolock  10.61.0.50:/root_nfs  / 

这样居然就成功的挂载了 nfs 作为开发板的文件系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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