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网名“鱼树”的学员聂龙浩， 

学习“韦东山 Linux 视频第 2 期”时所写的笔记很详细,供大家参考。 

也许有错漏,请自行分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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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内核编译 

内核打补丁，编译，烧写，试验：  

1. 打补丁： 

用 patch 命令， -p 是指需要忽略的目录层数。如果打补丁，在源代码里有显示。     

 
--- 是指源文件。 

+++ 是指修改过的文件。 

-p 1 是指忽略一层目录：linux-2.6.22.6 这层目录。 

-p 2 是指忽略两层目录：linux-2.6.22.6/arch 这两层目录。 

patch –p1 < ../linux-2.6.22.6_jz2440.patch 

 

2. 配置：3 种方法。 

(1)：make memuconfig（成千上万配置项要配置，很复杂，不可取） 

(2):使用默认的配置，在此基础上修改。（但现在不知道默认的配置有哪些。可以搜索下） 

(3):使用厂家提供的配置文件。（将厂家提供的 config_厂家 直接复制一份为 .config，然后

再 make menuconfig） 

 

使用默认的配置，在此基础上修改。 

但现在不知道默认的配置有哪些。可以搜索下： 

a.加了“通配符” 

结果是 /arch/ 目录下各种架构下的 configs 目录下的  "****_defconfig" 文件。         

 
在这个 /arch/arm 目录下找，看有没有和我们的单板相似的架构配置。 

这里看到 s3c2410_defconfig 这个文件和我们的 2440 单板相像。则可: 



 

b.  make s3c2410_defconfig.以 2410 作为默认配置。接着 Make menuconfig 在 2410 的配

置基础上修改 

 

执行完 make s3c2410_defconfig 后，显示“配置文件”写到了 ".config" 文件中。 

 

c.  make menuconfig   

在 s3c2410_defconfig 的基础上可以修改完善成我们需要的. 

这里直接用开发板厂家提供的配置文件 config_ok ，将它改成 .config 

 

 

如何操作 make menuconfig 的说明文件。 

 

是指“高亮”的首字母。在键盘上按下这样的字母可以直接跳到相应的目录上。 

 
对于这个目录，直接按下“D”键盘键就可以跳到这一条配置目录上。 

搜索是按下“/”会出现搜索框，输入要搜索的内容即可搜索。 

3. 编译：make 

要生成 uImage ：make uImage  

uImage：头部+真正的内核，我们想编译一个内核给 UBOOT 用，则用 make uImage. 

上电开发板，接上 USB 线（装驱动）在 UBOOT 命令中选：[K] 

 
之后会等待通过 USB 上传文件。 

用工具 “dnw.exe”  

  

查看下源代码，看看[k]对应于哪个命令：在 Cmd_menu.c 中查找。 

 

首先上传数据     ：usbslave 1 0x30000000 来接收 dnw.exe 发出来的数据，放到 0x3000 

0000 地址处。 

然后擦除内核分区 ：nand erase kernel 收到数据后，接着擦除这个 kernel 内核分区。 

最后写到内核分区： nand write.jffs2 0x30000000 kernel $(filesize) 

  将原来接收到 0x3000 0000 处的文件烧到 kernel 分区去。 

  烧多大$(filesize)由这个宏定义，表示接收到的文件大小。 



烧写完后，用 [b] 命令启动。 

进入 UBOOT 后，可以用 nand erase root 是删除文件系统。然后 boot 是 UBOOT 启动内

核。 

  

二、 内核分析配置 

想了解内核的结构，就要了解它的配置过程和编译过程。 

1. 配置过程： 

<1>配置后产生 .config 文件。 

里面有很多配置项，等于 y、m 或某些数值。等于 y 表示会编译成内核中去。若是编译成了

模块，便可以动态加载。 

(2).举例说明： 

配置项 

 

 

include/linux/autoconf.h  

这些都是不同架构的默认配置下的（config 是配置文件目录）不用看。 

  

还可以看到源代码中有这个值： 

 

还有 Makefile 中有： 

drivers\net\Makefile 

 #obj-$(CONFIG_DM9000) += dm9000.o 

#obj-$(CONFIG_DM9000) += dm9ks.o 



 

则：  

a. C 源代码中用到 CONFIG_DM9000.从 C 语言语法看肯定是个宏。宏只能在 C 文件或是

头文件中定义。 

依照这里的情况，应该是在“include/linux/autoconf.h ”这个头文件中定义。 

b. 子目录下的 Makefile 中有 CONFIG_DM9000 配置项（如 drivers/net/Makefile） 

c. include/config/auto.conf 中有。 

d. include/linux/autoconf.h 中有。从 autoconf.h 可猜测这个文件是自动生成的。它里面的内

容来源于 

make 内核时，make 机制会自动根据生成的 “.config” 配置文件，生成 autconf.h 这个文

件。 

  在 autoconf.h 中搜索 DM9000 得到：#define CONFIG_DM9000 1 

  可见 CONFIG_DM9000 被定义成一个宏，为“1”。 

  整个文件 autoconfi.h 中的宏基本都是定义为“1”，就是说不管在 .config 配置文件中，

配置项=y，还是=m， 

在这个由 .config 生成的头文件 autoconf.h 中都被定义成“1”。 

 C 语言源码中就只使用这些 宏 了。这些等于 y 等于 m 的在 autoconf.h 中定义宏时都定

义为“1”，它们的区别则在 

使用这些宏的 C 语言中体现不出来了。这些区别是在 Makefile 中定义。看子目录下的

Makefile. 

看子目录 dervice/net/Makefile 文件。搜索其中 CONFIG_DM9000 文件。 

对于内核的 Makefile,它的子目录的 Makefie 很简单。 

 

2. 内核子目录 Makefile:     

1.格式比较简单：内核子目录下的 Makefile 中 

obj-y += xxx.o 

xxx.c 的文件最后会被编译进内核中去。 

obj-m += yyy.o 

yyy.c 文件最后会编译成 可加载 的模块 yyy.ko 。 

这两种格式。 

如下示例： 

obj-$(CONFIG_DM9000) += dm9000.o 

意思：若 CONFIG_DM9000 这个变量被定义为 y 的话，这个 dm9000.c 就会被编译进内核

中去。 

若这个配置项 CONFIG_DM9000 被定义为  m 的话，这个  dm9000.c 会被编译成 

dm9000.ko 模块 

  

          y 和 m 的区别就是在内核的子目录下的 Makefile 中体现的。子目录下的 Makefile

中的 CONFIG_DM9000 是谁来定义的呢？ 

也是由其他来定义的。由 "include/config/auto.conf " 来定义（这个文件也是来源于 make



内核时的 .config）。从 auto.conf 

可知它也是自动生成的。里面的内核和 .config 文件很像。其中的项要么等于 y，要么等于

m，或其他值。 

显然这个 include/config/auto.conf 文件是会被别人包含进去。（被顶层的 Makefile 包含） 

 
配置内核时生成了 .config 文件。然后 make menuconfig 或是 make uImage 时： 

1，.config 被自动来创建生成了一个 include/linuxautoconfig.h 文件 .这个头文件被 C 源

代码去对应里面的配置。 

2，.config 也被自动来生成一个 include/config/auto.conf 文件。这个文件由顶层 Makefile

来包含。由子目录下的 Makefile 来用它。 

三、 内核 Makefile 

分析 Makefile:找到第一个目标文件和链接文件。 

第一个目标文件（一路跟踪启动过程） 

链接文件：它表示内核应该放在哪里，里面的代码是如何排布的。 

对于 Makefile 的文档在 Documentation\kbuild 下的 makefiles.txt 对内核的 makefile 讲的很



透彻。 

1. 从子目录的 Makefile 看起。 

每个子目录下都会有个 Makefile 文件。 

 
若这个变量 CONFIG_A2232 在配置文件中被定义成 y 时，则 ser_a2232.c 和 generic_serial.c

文件会编译成如上图的 .o 文件。 

最后会链接到内核中去。若这个变量定义成 m 时，则 ser_a2232.c 和 generic_serial.c 文件

会编译成 .ko 模块文件。 

举例两个文件：a.c 和 b.c  

(1).要编译进内核： 

则： obj-y += a.o b.o 

(2).a.c 和 b.c 两者要组成一个模块。 

可见 makefiles.txt 说明文档有举例： 

 
 

则可以写成： 

obj-m += ab.o （这名字无关紧要） 

ab-objs := a.o b.o 

编译时，a.c 编译成 a.o; 

  b.c 编译成 b.o; 

  a.o 和 b.o 会一起链接成 ab.ko 模块。     

  

总结：子目录下的 Makefile 很简单，就只有几条格式： 

obj-y += a.o b.o 

obj-m += a.o 

2. 架构相关的 Makefile 。（arch/$(ARCH)/Makefile） 

分析一个 Makefile 时，从它的命令开始分析。编译内核时是直接 make 或 make uImage 

从顶层 Makefile 一直往下走时会涉及到所有的东西。 

<1> make uImage 时这个目标 uImage 不在顶层的 Makefile 中，在 arch/arm/Makefile 中

定义了这个目标。 

我们是在顶层目录 make uImage 的，则可知顶层 Makefile 会包含 arch/arm/Makefile 。 



在顶层目录的 Makefile 中搜索 “include”: 

 
 

srctree:源码树 ARCH 是 arm. 

 
 

打上补丁后，我们直接在内核的顶层目录下的 Makefile 。这里 ARCH ?= arm 是修改过的。 

 

（2）顶层的 .config 最终会生成 include/linux/autoconf.h 头文件给源码用，另一个是

include/config 

auto.conf 文件。 

 

 

可见配置文件也被包含到了顶层 Makefile 中。 

可见，配置文件，子目录下的 Makefile 都会被包含进顶层的 Makefile 中去。则重点分析顶

层 Makefile. 

3. 顶层目录的 Makefile. 

从 make uImage 命令往下分析。 

<1> 目标 uImage 定义在 arch/arm/Makefile 中，找到 uImage 目标所在行，查看它相关

的依赖。 

 
 

可见 uImage 依赖于 vmlinux. 

uImage 是一个 头部 + 真正的内核。所以制作这个 uImage 时需要编译出真正的内核。这

个真正的内核显然 

就是 vmlinux 。 

vmlinux 的依赖在顶层目录的 Makefile 中。： 

 



 

在顶层目录直接输入 make ，默认就是执行第一个目标，"all"就是第一个目标。这个目标也

是依赖于     vmlinux 。即都是要先生成 vmlinux . 

<2> vmlinux 的依赖：   

 

vmlinux: $(vmlinux-lds) $(vmlinux-init) $(vmlinux-main) $(kallsyms.o) FORCE 

从名字上可以猜到： 

vmlinux-lds：链接脚本。 

vmlinux-init：一些初始化代码。 

vmlinux-main：一些主要的代码（与内核核心相关的）。 

<3> 分别分析这些变量：在顶层 Makefile 中。 

 

 

vmlinux-init := $(head-y) $(init-y) 

head-y 在顶层目录的 Makefile 中没有定义，则会在架构目录下（arch/arm/Makefile）的

Makefile 中。 

 

MMUEXT 若没人定义时，这个变量就变成空的（最终这里也没有定义它），就变成 head.o。

从依赖可知， 

最初始的代码就是 head-y 的两个依赖代码（head.o 和 init_task.o）。 

  

init-y 在顶层 Makefile 中。 

 

 

init-y        := init/ 

 

 



init-y        := $(patsubst %/, %/built-in.o, $(init-y)) 

这是一个 Makefile 的函数。 

%/ 代表的是 init/目录下的所有文件。 

%/built-in.o 相当于在 init/下的文件全部编译成 built-in.o 。 

这个函数的意思是：init-y := $(patsubst %/, %/built-in.o, $(init-y)) = init/built-in.o 

即 init-y 等于 init 目录下所有涉及的那些文件，这些文件会被编译成一个 built-in.o 

patsubst ：替换通配符。 

在$(patsubst %.c，%.o，$(dir) )中，patsubst 把$(dir)中的变量符合后缀是.c 的全部替换成.o， 

任何输出。 

或者可以使用 

obj=$(dir:%.c=%.o) 

效果也是一样的。 

 

vmlinux-main := $(core-y) $(libs-y) $(drivers-y) $(net-y) 

core-y ：核心 libs-y：库 drivers-y：驱动 net-y：网络 

在 Makefile 中搜索 core-y 有如下依赖：     

core-y        := usr/ 

core-y        += kernel/ mm/ fs/ ipc/ security/ crypto/ block/ 

core-y        := $(patsubst %/, %/built-in.o, $(core-y)) 

意思是最后 core-y = usr/built-in.o 

+= kernel/built-in.o  

+= mm/built-in.o 

+= fs/built-in.o 

+= ipc/built-in.o 

+= security/built-in.o 

+= crypto/built-in.o 

+= block/built-in.o 

就是将这些目录（usr、kernel、mm、fs、ipc、security、crypto、block）下涉及的文件分别

编译成 built-in.o 

不是所有文件，而是涉及到的文件。 

  

libs-y : 依赖   

libs-y1        := $(patsubst %/, %/lib.a, $(libs-y)) 

libs-y2        := $(patsubst %/, %/built-in.o, $(libs-y))                                    

libs-y        := $(libs-y1) $(libs-y2) 

最后 libs-y = lib/lib.a 

+= lib/built-in.o     

  

drivers-y : 驱动  

drivers-y    := drivers/ sound/ （依赖了这两个目录） 

drivers-y    := $(patsubst %/, %/built-in.o, $(drivers-y))     

意思是最后     drivers-y = drivers/built-in.o (将 drivers 目录下所有涉及的文件编译成 

built-in.o 文件) 



    += sound/built-in.o   (将 sound 目录下所有涉及的编译成 built-in.o 文件) 

  

  

net-y : 网络 

net-y          := net/ 

net-y        := $(patsubst %/, %/built-in.o, $(net-y)) 

意思是最后，将 net/目录下的所有涉及到的文件编译 built-in.o 这个文件。 

 

从面的依赖文件展开来看，源材料就是上面这一大堆东西。这些东西如何组合成一个内核

（链接成在一块），要看 vmlinux 如何编译的。 

4. vmlinux 如何编译 

 

 

编译时是通过这些命令来编译的。这些命令最终会生成什么东西？可以通过这里一一分析下

去。这里涉及的脚本、函数太庞大了。没精 

力去做。 

想知道上在的源材料如何编译成内核： 

方法 1：分析 Makefile . 

方法 2：直接编译内核。看编译过程。 

a.rm vmlinux 先删除原来编译得到的内核。 

b.make uImage V=1 (V=1 是更加详细的列出那些命令。) 

我们关心详细命令的最后一条。 

 

 

arm-linux-ld -EL  -p --no-undefined -X -o vmlinux （-o 这里生成 vmlinux 了） 

  

-T arch/arm/kernel/vmlinux.lds 链接脚本 

  

arch/arm/kernel/head.o 

arch/arm/kernel/init_task.o 

init/built-in.o 

  



--start-group   

  

usr/built-in.o   

arch/arm/kernel/built-in.o   

arch/arm/mm/built-in.o   

arch/arm/common/built-in.o   

arch/arm/mach-s3c2410/built-in.o   

arch/arm/mach-s3c2400/built-in.o   

arch/arm/mach-s3c2412/built-in.o   

arch/arm/mach-s3c2440/built-in.o   

arch/arm/mach-s3c2442/built-in.o   

arch/arm/mach-s3c2443/built-in.o   

arch/arm/nwfpe/built-in.o   

arch/arm/plat-s3c24xx/built-in.o   

kernel/built-in.o   

mm/built-in.o   

fs/built-in.o   

ipc/built-in.o   

security/built-in.o   

crypto/built-in.o   

block/built-in.o   

arch/arm/lib/lib.a   

lib/lib.a   

arch/arm/lib/built-in.o   

lib/built-in.o   

drivers/built-in.o   

sound/built-in.o   

net/built-in.o  

  

--end-group .tmp_kallsyms2.o 

arm-linux-ld -EL 是链接。 

-o vmlinux: -o 是输入 vmlinux. 

arch/arm/kernel/vmlinux.lds 是链接脚本。它决定所有文件链接成一个内核时文件是如何排

布的。 

下面那些 .o 文件为原材料：（分别与下面的 Makefile 中的定义对应） 

arch/arm/kernel/head.o 

arch/arm/kernel/init_task.o 

 
init/built-in.o 

 



 

接着是一大堆“--start-group”到“--end-group”：   

 

分析后确定两个方面： 

第一个文件是谁：从上面 make uImage 最后一条命令可知，内核第一个文件是

arch/arm/kernel/head.o（head.S） 

链接脚本：arch/arm/kernel/vmlinux.lds (决定内核如何排布). 

链接脚本 vmlinux.lds 是由 vmlinux.lds.S 文件生成的。 

 
查看最终生成的 vmlinux.lds 可见其中如下内容： 

 

这里一开始便指定了内核放在哪里。这显然是虚拟的地址。 

 

一开始是放“*”（指所有文件）的 “.text.head”段。 

 

再接着是放所有文件的“.init.text”段。 

等等、、、 

这些所有文件排放在相应的 “段” 中，排放的顺序就是如下“链接脚本”后面“.o”文件

的排布顺序： 

 

如上首先放 head.o 的，等等。文件的顺序由上面这些“.o”文件出现的顺序为准。里面的

代码段等等其他段的排放由“vmlinux.lds”决定，首先放“.text.head”段，其次是“.init.text”

段等依次往下排（参见“vmlinux.lds”内容）。 



 

四、 机器 ID，启动参数 

1. 建立 SI 工程：先是添加所有的代码，再去除不相关的代码。 

添加完所有的文件代码后，再移除 ARCH 目录（因为里面有不需要的代码），移除后再进到 

ARCH 目录重新 

添加 ARM 相关的代码（因为这里处理的是 ARM 平台） 

 

<1> 选择 ARCH 目录下与 24x0 相关的源代码： 

 

 

添加完所有目录后，去掉 Arch 目录，因为是 ARM，所以只需要保留 arm 目录相关文件就

好。 

如上几个目录是 arm 目录下通用的。加进工程。 

 

 

再加上 2410 和 2440 两个平台的源码。 

 

 

这几个目录代码也是通用的。加进工程。 

 
 

最后添加上平台：Plat-s3c24xx 平台，其他平台不需要加。 



<2> include 目录。里面也有很多东西，先“Remove Tree”后，再挑选我们需要的加进工

程。 

在 include 目录中，asm 开头的目录显然是 架构 相关的头文件。我们只关心 Asm-arm 

 arm 架构的头文件。 

 

 

进入 Asm-arm 目录，因为还有其他 CPU 的 arm 头文件，所以进去 Asm-arm 目录后要选

择。 

 

 

这是 Asm-arm 目录最上层中的文件，先将它们加进工程，一会再选择 Asm-arm 下的目录

添加。 

 

 

这样就添加了文件，没有添加里面的目录。 

接着选择通用的（不以 Arch-开头的目录），和 24xx 相关的。 

 



 

退出到 include 目录后，还有很多不是 Asm 开头标明是架构相关的目录和文件。它们是通

用 要加进工程。 

 

 
 

至此，这个工程建立好了。然后要同步下工程下的源代码。 

 

head.S 做的事情： 

（0）.判断是否支持此 CPU 

（1）.如何比较 机器 ID 是：（判断是否支持单板） 

（3）.创建页表。 

（4）.使能 MMU。 

（5）.跳转到 start_kernel (它就是内核的第一个 C 函数) 

2. 分析内核源代码： 

<1> 通过 make uImage V=1 详细查看内核编译时的最后一条命令可知。 

内核中排布的第一个文件是：arch/arm/kernel/head.S 

链接脚本：    arch/arm/kernel/vmlinux.lds 

UBOOT 启动时首先在内存里设置了一大堆参数。 



 

 

接着启动内核： 

 

 

theKernel 就是内核的入口地址。有 3 个参数。参 1 为 0，参 2 为机器 ID，参 3 是上面那些

参数所存放的地址。 

所以，内核一上来肯定要处理这些参数。 

3. 内核启动：最终目标是就运行应用程序。对于 Linux 来说应用程序在 根文件 

系统中。要挂接。 

（1）处理 UBOOT 传入的参数。 

  

内核中排布的第一个文件是：    arch/arm/kernel/head.S 



 
内核编译出来后比较大，可以压缩很小。在压缩过的内核前部加一段代码“自解压代码”。 

这样内核运行时，先运行“自解压代码”。然后再执行解压缩后的内核。 

（2）我们看不用解压的 head.S 文件。 

 

__lookup_processor_type 查找处理器类型 

内核能够支持哪些处理器，是在编译内核时定义下来的。内核启动时去读寄存器：获取 ID。 

 
 

看处理器 ID 后，看内核是否可以支持这个处理器。若能支持则继续运行，不支持则跳到

“_error_p”中去： 

 

这是个死循环。 

 

 

__lookup_machine_type 机器 ID。 

一个编译好的内核能支持哪些单板，都是定下来的。内核上电后会检测下看是否支持当前的 

单板。若可以支持则继续往下跑，不支持则 __error_a 跳到死循环。 

4. 内核： 

处理 UBOOT 传入的参数 

1.首先判断是否支持这个 CPU。 

2.判断是否支持这个单板。（UBOOT 启动内核时传进来的：机器 ID bd->bi_arch_number） 

查 UBOOT 代码，对于这块开发板是：gd->bd->bi_arch_number = MACH_TYPE_SMDK2410 

 

 

这个 362 这个值存在哪里？从汇编的 C 语言交互规则知道。这个参数 bi_arch_number 是



存在 r1 寄存器中的。 

 

 

r1 传进来的就是。r1 存放的就是 UBOOT 传进来的 362（机器 ID）. 

（0）.判断是否支持此 CPU 

（1）.如何比较 机器 ID 是：（判断是否支持单板） 

 

 

__lookup_machine_type: 

adr    r3, 3b 

首先 r3 等于 3b 的地址。这是实际存在的地址。UBOOT 启动内核时，MMU 还没启动。 

所以这是物理地址。 

3b 就是 

 
这个的地址。 

则 r3 就等于这段代码 

 
的地址。 

  

ldmia    r3, {r4, r5, r6} 

r4 等于 

 
 

这里的 “.”（当前地址的意思）。 

点 是一个“虚拟地址”。是编译到 

 
 

这里时，这处指令 

这句话的虚拟地址。"."代表虚拟地址。是标号为“3”的指令的虚拟地址。 

r5 等于 

 
 

中的“__arch_info_begin” 



r6 等于 

 
 

中的“__arch_info_end” 

  

sub    r3, r3, r4            @ get offset between virt&phys 

这两相地址相减就得到了偏移量 offset,虚拟地址和物理地址间的偏差。 

r4 等于“.”虚拟地址；r3 等于 3b 这个实际存在的地址。 

add    r5, r5, r3            @ convert virt addresses to 

add    r6, r6, r3            @ physical address space 

r5,r6 是加上这个偏差值。原来 r5=__arch_info_begin; 

r6=__arch_info_end.它们加上这个偏差值后，就变成了__arch_info_begin 

和__arch_info_end 的真正物理地址了。 

__arch_info_begin 

__arch_info_end 

没有在内核源码中定义，是在 链接脚本 中定义的（vmlinux.lds）。 

 

 

中间夹着 *(.arch.info.init) 

* 表示所有文件。这里是指所有文件的 .arch \.info \.init 段。 

（架构、信息、初始化）即架构相关的初始化信息全放在这里。它开始地址 

是 __arch_info_begin，结束地址是 __arch_info_end。这两个地址上 

从 

 
（虚拟地址）一路的增涨下来的。 

 



 

 

知道上面这个关系后，我们则一定要知道在代码里面谁定义了.arch.info.init 这些东西。 

在内核中搜索它们。 

 

查它们的定义：include/asm-arm/mach/Arch.h 53 行。 

 
 



#define MACHINE_START(_type,_name)            \ 

static const struct machine_desc __mach_desc_##_type    \ 

 __used                            \ 

 __attribute__((__section__(".arch.info.init"))) = {    \ 

.nr        = MACH_TYPE_##_type,        \ 

.name        = _name, 

  

#define MACHINE_END                \ 

}; 

找下这个宏 MACHINE_START 谁在用。基本上 arch\arm 架构下都在用这个宏。     

 

 

 

上面一段代码使用了这个宏，将宏展开: 

 

MACHINE_START(S3C2440, "SMDK2440") 

/* Maintainer: Ben Dooks <ben@fluff.org> */ 

.phys_io    = S3C2410_PA_UART, 

.io_pg_offst    = (((u32)S3C24XX_VA_UART) >> 18) & 0xfffc, 

.boot_params    = S3C2410_SDRAM_PA + 0x100, 

  

.init_irq    = s3c24xx_init_irq, 

.map_io        = smdk2440_map_io, 

.init_machine    = smdk2440_machine_init, 

.timer        = &s3c24xx_timer, 

MACHINE_END 

（这是个结构体） 

  

根据以前分析 UBOOT 的命令实现来猜测，这两个宏“MACHINE_START”，“MACHINE_END 



”就是定义一个结构体。 

这个结构体的特殊是被强制的设置一个属性“__attribute__((__section__(".arch.info.init"))”

将它的段设置成“.arch.info.init”。 

如果哪个文件中要是有这个结构体的话，就会被这个属性和链接脚本 vmlinux.lds( 

 
)  

组合在一块。 

以下展开宏看看结果： 

 

 



最后展开的结果是： 

 
看看结构体：machine_desc 

 



内核支持多少单板，就有多少个这种以 “MACHINE_START”开头，以“MACHINE_END”

定义起来 

的代码。每种单板都有机器 ID（结构体中的 nr），机器 ID 是整数。 

UBOOT 传来这个参数： 

 

与内核的这部分刚好对应（如下部分） 

 
内核将这部分代码编译进去了，就支持这段代码定义的 单板。上面这段代码中的结构体有

一个属性， 

它的段被强制设置到了 

 
，这段代码和结构 

体被放在 vmlinux.lds 定义的： 

 

 

2410，2440，qt2410 的单板代码都强制放在这个地方。 

内核启动时，会从 __arch_info_begin = . 开始读，读到 __arch_info_end = . 一个一个的将

单板 

信息取出来。将里面的机器 ID 和 UBOOT 传进来的机器 ID 比较。相同则表示内核支持这个

单板。 

下面就是比较机器 ID了。(内核中的和UBOOT传进来的)看 arch\arm\kernel\head-common.S 

从“__lookup_machine_type:”中可知 r5=__arch_info_begin 

1:    ldr    r3, [r5, #MACHINFO_TYPE]    @ get machine type 

r5 是： __arch_info_begin 

r1 是 UBOOT 传来的参数：bi_arch_number 

teq    r3, r1                @ matches loader number? 

beq    2f                @ found 

add    r5, r5, #SIZEOF_MACHINE_DESC    @ next machine_desc 

cmp    r5, r6 



blo    1b 

mov    r5, #0                @ unknown machine 

 

2:    mov    pc, lr 

最后比较成功后，会回到：head.S 

 
 

以上 单板机器 ID 比较完成。 

 

<3> 创建页表。 

 

 

内核的链接地址从虚拟地址 

 

开始。这个地址并不代表真实存在的 

内存。我们的内存是从 0x3000 0000 开始的。 

故这里面要建立一个页表，启动 MMU 。  

.使能 MMU。 

 

@ mmu has been enabled 当 MMU 使能后，会跳到 __switch_data 中去。 

如何跳到 __switch_data ，则看：__enable_mmu 



 

 

在 head_common.S 文件中，__switch_data 后是：__mmap_switched 

 

 

（5）.跳转到 start_kernel (它就是内核的第一个 C 函数) 

UBOOT 传进来的启动参数，参 2：机器 ID 在 head.Skh 中会比较。 

     参 3：传进来的参数，就是在这个第一个 C 函数 start_kernel 中处理。 

  

3.分析第一个 C 函数 start_kernel ：在 Main.c 文件中 

 

 

 

 

 

 

 

 



 

（1）.进行一系列初始化后，打印“内核信息”：（init\Main.c-->start_kernel） 

 

 

  对应于如下开发板上电启动时内核打印的信息： 

linux_banner:在 Version.c 中： 

 



 

（2）UBOOT 传进来的启动参数。 

 

这两个函数就是处理 UBOOT 传进来的启动参数的。 

UBOOT 传来的启动参数有： 

内存有多大，内存的起始地址。 

 

 

命令行参数（来源于 UBOOT 设置的“bootargs”环境变量：getenv("bootargx")） 

 

 

 这些 UBOOT 传进来的启动参数，就是在上面这两个函数来处理的。 

static int __init customize_machine(void) 在 arch\arm\kernel\Setup.c 中。 

static void __init setup_command_line(char *command_line) 在 Main.c 中。 

machine_desc UBOOT 传进来的 ID 可以找到如下的结构。里面有很多有用的信息。 

 



 

 
 

0x3000 0100 就是存放启动参数的地址。 

 
 

解析 tags。 

可以看到 tags .上面就是将那些内核的标记 tag 一个个取出来。取出来后在这里解析它们。 

  

（3）解析命令行参数。 

 
 

解析命令行参数。 

这个命令行首先有一个默认的命令行： 

 
若 UBOOT 没有传入“命令行参数”（就是 getenv("bootargs")所对应的环境变量的参数）时， 

则内核启动时使用“默认的命令行参数”。如果有传进来命令行参数，则解析下命令行： 

 
解析过程在：static void __init parse_cmdline(char **cmdline_p, char *from)函数中 

只是拷贝到：command_line 数组中而已。 

（3）最终的目的就是“挂载根文件系统”---->“应用程序”. 



 

kernel_thread(kernel_init, NULL, CLONE_FS | CLONE_SIGHAND);创建内核线程。暂且 

认为它是调用 kernel_init 这个函数。这个函数中又有一个：prepare_namespace()，它其中 

又有一个：mount_root();挂接根文件系统。 

整个过程的函数包含：内核启动流程（arch/arm/kernel/head.S） 

start_kernel--> 

setup_arch         解析 UBOOT 传进来的启动参数 

setup_command_line 解析 UBOOT 传进来的启动参数 

rest_init--> 

kernel_init--> 

prepare_namespace--> 

mount_root 挂接根文件系统(识别根文件系统) 

(假设挂接好了根文件系统)init_po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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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执行应用程序 run_init_process("/sbin/init"); 

run_init_process("/etc/init"); 

run_init_process("/bin/init"); 

run_init_process("/bin/sh"); 

缩进表示调用关系，prepare_namespace 中执行完了 挂接根文件系统 后，会执行 init_post 

函数， 



在这个函数中会打开 /dev/console 和 执行应用程序。    

5. 命令行参数： 

 
bootargc=ninitrd root=/dev/mtdblock3 init=/linuxrc console=ttySAC0 

setup_arch       

setup_command_line 解析 UBOOT 传进来的启动参数 

这里只是将 命令行参数 记录下来了。 

mount_root 挂接根文件系统，但具体是挂接到哪个根文件系统上去？ 

root=/dev/mtdblock3 表示根文件系统放在 第 4 个分区 上面。在函数 prepare_namespace 

肯定要确定你要挂接哪个根文件系统。以这个函数为入口点来分析这些参数如何处理。 

函数“prepare_namespace”在“init\Do_mounts.c”中 

ROOT_DEV 从名字可见是“根文件设备” 

saved_root_name 在哪里定义。 

 

 
 

__setup（“root=”,root_dev_setup）：其中 __setup 是一个宏。 

大概意思是发现在命令行参数： bootargc=ninitrd root=/dev/mtdblock3 init=/linuxrc 

console=ttySAC0 

中的 root= 时，就以这个 root= 来找到 “root_dev_setup”这个函数。然后调用这个函数。

这个函数将： 

/dev/mtdblock3 init=/linuxrc console=ttySAC0  保存到 

“strlcpy(saved_root_name, line, sizeof(saved_root_name));”中的变量 saved_root_name 中。 

这个变量是个数组。 

static int __init root_dev_setup(char *line) 

{ 

strlcpy(saved_root_name, line, sizeof(saved_root_name)); 

return 1; 

} 

  

__setup("root=", root_dev_setup); 

__setup 这也是个宏，这个宏也是定义一个结构体。经过分析 UBOOT 和内核可知，这个宏

是个 结构体 。结构体里面有“root=” 

和 root_dev_setup 函数指针（结构体中有“名字”和“函数指针”）。 

  



搜索 “__setup”： 

 

 

会有很多，则在这个页面用一般搜索 define 就可缩小范围。 

 

 

再找其中的 __setup_param 如何定义。 

 

 

  

展开：__setup("root=", root_dev_setup); 

  

#define __setup(str, fn)                    \ 

__setup_param(str, fn, fn, 0) 

  

#define __setup_param(str, unique_id, fn, early)            \ 

static char __setup_str_##unique_id[] __initdata = str;    \ 

static struct obs_kernel_param __setup_##unique_id    \ 

__attribute_used__                \ 

__attribute__((__section__(".init.setup")))    \ 

__attribute__((aligned((sizeof(long)))))    \ 

= { __setup_str_##unique_id, fn, early } 

展开__setup 就相当于定义了 static char 字符串 和 static struct obs_kernel_param 结构体。 

它有一个段属性是 “.init.setup”。段属性强制放到 .init.setup 段。 

里面的内容是： 

一个字符串：static char __setup_str_##unique_id[] __initdata = str; 

一个函数：fn <--> root_dev_setup 

一个 early(先不管) 

可知宏 __setup 定义的结构体 static struct obs_kernel_param 中定义了三个 

成员：一个名字"root=", 一个是函数 root_dev_setup，一个是 early 

  

这个结构体中的 段属性强制将其放一个段.init.setup 中，这个段在链接脚本中。 



 

 

这些特殊的结构体，会放在 __setup_start = 和 __setup_end = 里面。搜索下它们两者是被 

谁使用的。这样就知道这些命令行是被如何使用的了。 

在 Main.c 中： 

 

 

 

do_early_param 从 p = __setup_start  到 p < __setup_end;里面调用函数。 

调用那些用 early 来标注的函数。我们这里： 

#define __setup(str, fn)                    \ 

__setup_param(str, fn, fn, 0) 



可见 early 为 0.则显然我们的："root="和 root_dev_setup 并不在这里 

调用。（不在 do_early_param，早期的参数初始化）可见__setup_start 和__setup_end 

在“do_early_param”函数中用不着。 

那么看另一个函数“ obsolete_checksetup”，从上面的代码截图中可知，它里面 

也用到了“__setup_start”各“__setup_end”。 

do_early_param 又被如下的函数调用： 

 

 

  

********************************************************************** 

内核启动流程： 

arch/arm/kernel/head.S 

  

start_kernel 

setup_arch            //解析 UBOOT 传入的启动参数 

setup_command_line    //解析 UBOOT 传入的启动参数 

parse_early_param 

do_early_param 

从__setup_start 到__setup_end，调用 early 函数 

unknow_bootoption 

obsolete_checksetup 

从__setup_start 到__setup_end，调用非 early 函数 

rest_init 

kernel_init 

prepare_namespace 

mount_root        //挂接根文件系统 

init_post 

//执行应用程序 

“early”“非 early”是： 

 __setup("root=",root_dev_setup) 

#define __setup(str, fn) 

__setup_param(str,fn,fn,0)中参数"0". 

********************************************************************** 

  

从代码里知道，这里 early这个成员为 0.则没“do_early_param”    和“parse_early_param”， 



则调用的是“非 early 函数”：unknow_bootoption 

__setup("root=", root_dev_setup); 

#define __setup(str, fn)                    \ 

__setup_param(str, fn, fn, 0) 

===========================================================

============================= 

由上的分析可知：“mount_root”挂接到哪个分区上。是由“命令行参数”指定的。 

UBOOT 传进来的命令行参数： bootargc=ninitrd root=/dev/mtdblock3 init=/linuxrc 

console=ttySAC0 

这些参数一开始是保存在一个字符串中，最后被“do_early_param”或“obsolete_checksetup”

一一来分析它 

们。 

这些函数如何分析？是内核里面有这样一些代码： 

static int __init root_dev_setup(char *line) 

{ 

strlcpy(saved_root_name, line, sizeof(saved_root_name)); 

return 1; 

} 

  

__setup("root=", root_dev_setup); 

对于不同的“root=”这样的字符串，如等于“root=/dev/mtdblock3 ”，它有一个处理函数

“root_dev_setup”。 

这个("root=", root_dev_setup);字符串和函数被定义在一个结构体中： 

#define __setup(str, fn)                    \ 

__setup_param(str, fn, fn, 0) 

  

#define __setup_param(str, unique_id, fn, early)            \ 

static char __setup_str_##unique_id[] __initdata = str;    \ 

static struct obs_kernel_param __setup_##unique_id    \ 

__attribute_used__                \ 

__attribute__((__section__(".init.setup")))    \ 

__attribute__((aligned((sizeof(long)))))    \ 

= { __setup_str_##unique_id, fn, early } 

这个结构体被加了一个 段属性 为“.init.setup”，则这些很多这样的结构体，被内核脚本 

vmlinux.lds 

放到一块地方： 

 

 

当调用这些结构体（UBOOT 传来的参数）时，就从"__setup_start"一直搜到"__setup_end". 

现在是 root=/dev/mtdblock3 ，我们说过在 FLASH 中没有分区表。那这个分区 mtdblock3



体现在写死的 

代码。和 UBOOT 一样： “bootloader|参数|内核|文件系统”在代码中写死。也是用这个分

区，在代码里也要写死。 

启动内核时，会打印出这些“分区信息”。 

 

 

在源代码中搜索下分区名字： "bootloader" .看哪个文件比较像。 

 

 

 

MTDPART_OFS_APPEND 这个 offset 意思是紧接着上面一个分区的意思。 

 

 

 

 

asmlinkage long sys_poll(struct pollfd __user *ufds, unsigned int nfds, 

   long timeout_msecs) 

{ 

 s64 timeout_jiff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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