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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硬件：
一台安装有 Linux 机器的主机
一台路由器
搭建一个嵌入式 Linux 环境，一般要做以下事情。
1. 在路由器引导系统的硬件中写入 boot loader. boot loader 和硬件有密切关系，我们现在采用的是 u-boot
2. 选择稳定的内核源代码，修改部分硬件相关代码以适应我们的路由器。这个工作 eldk 完成了一部分。
3. 配置 Linux 主机。
4. 在 Linux 主机上修改内核和开发用户程序。并用交叉编译工具编译。
5. 将编译好的内核和用户程序在 Linux 路由器上运行。

1 bootLoader
Linux 路由器的 bootloader 由驱动组负责。

2 修改内核
修改内核底层代码以适应我们现有硬件的工作由驱动组负责。

3 配置 Linux 主机
ifconfig –help 查看帮助
查看网络设置：ifconfig –a
设置 IP 地址： ifconfig eth0 IP 地址 netmask 掩码
eth0 上设置多个 IP 地址：ifconfig eth0 add IP 地址 netmask 掩码
注意：默认情况下，Linux 主机的防火墙是打开的，如果你发现 Linux 机器无法远程登录，可以试着先把防火墙
关闭：
service iptables stop
chkconfig --level 35 iptables off

3.1 远程登录 Linux 主机
使用 secureCRT 登陆到 Linux 主机，可以使用 ssh2 模式。
1. 首先检查 Linux 主机的 sshd 服务是否打开。
service sshd status
如果 sshd 没有开启，使用：
service sshd start
//开启 sshd 服务
chkconfig --level 35 sshd on //让 sshd 下次随系统启动而开启
2. 设置 secureCRT
使用 ssh 登陆到 Linux 主机的设置参考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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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开启 ftp 服务器
在 Linux 和 windows 机器之间交换文件可以通过 ftp 或 samba 等的方式，本节我们讨论使用 Linux vsftp 服务器。
1. 首先查看是否已经安装vsftpd
输入命令：rpm –q vsftpd
如果显示：vsftpd-1.1.3-8. 表明已经安装了 1.1.3-8 的vsftpd
如 果 显 示 ： package vsftpd is not installed 表 明 vsftpd 还 没 有 安 装 ， 从 \\kdcserver\ 软 件 备 份
\Linux\RedHat\9.0\shrike-i386-disc2.iso 和\\kdcserver\软件备份\Linux\RedHat\9.0\shrike-i386-disc3.iso 镜像文
件中查找到vsftpd的安装rpm包，通过在Windows主机上开启ftp服务器，Linux机器上使用ftp客户端将
vsftpd*.rpm (*为可能的版本号)拷贝到Linux主机某个目录下, 使用 rpm –ivh vsftpd*.rpm安装。
2. 确定 vsftpd 安装好了以后，修改/etc/vsftpd/vsftpd.conf 配置文件，主要修改以下选项：
anonymous_enable=YES
anon_upload_enable=YES
anon_mkdir_write_enable=YES
文件的最后添加：
anon_root=/zzm/ftproot
注意： 这个选项指定匿名用户的根目录，例如指定为/zzm/ftproot， ftproot 的权限应该为 rwxr-xr-x (即 755)，
如果文件权限图不对，用 chmod 755 /zzm/ftproot 修改权限图。
3. 然后在/zzm/ftproot 创建一个供上传的文件夹， 权限图为 rwxrwxrwx (777)
命令：mkdir /zzm/ftproot/upload && chmod 777 /zzm/ftproot/upload
4. 启动 vsftpd 服务器
service vsftpd restart
5. 让系统启动后自动启动 vsftpd。 首先确认你工作的等级，Linux 工作在字符界面为 3，如果图形界面为 5
chkconfig --level 35 vsftpd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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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在 windows 机器使用 ftp 客户端程序匿名登陆 Linux 机器，如果用命令行 ftp 登陆用户名 anonymous，密码为
空。
7. 将\\kdcserver\软件备份\Linux\denx\ppc-linux-x86\iso\ppc-2004-02-16.iso 文件通过ftp传递到Linux主机上，需要
650M空间。

3.3 开启 samba 服务器
如果不想使用 ftp 传递文件，可以在 Linux 机器开启 samba 服务器来和 windows 主机交换文件。samba 最大的优
点是使用方便，和 windows 机器之间通过网络共享文件没有什么区别。不过 samba 配置起来稍微复杂。
1. 确定 Linux 机器上已经安装了 samba 后，创建使用 Linux 共享目录的用户和密码文件
命令: useradd –p 密码 用户名
创建密码文件：cat /etc/passwd | mksmbpasswd.sh > /etc/samba/smbpasswd
为了安全起见：chmod 500 /etc/samba && chmod 600 /etc/samba/smbpasswd
2. 进入/etc/samba/目录中，修改 smb.conf 配置文件以下选项
server string = ZZM-Linux //修改成你的 linux 机器名，用 uname –n 查看
host allow = 172.16.128.
//修改成你希望能访问共享目录的 IP 地址用空格分开。
security = user
//设置成用户密码模式，如果设置成 share，则不需要用户名，密码即可访问
去掉以下行前面的分号注释符。
encrypt passwords = yes
smb passwd file = /etc/samba/smbpasswd
username map = /etc/samba/smbusers
[tmp]
comment = Temporary file space
path = /zzm
// 每个人都可读写的交换目录，注意权限图为 777
添加： valid users = root, zzm, // 等允许访问的用户名，逗号分隔
添加： create mode = 0666
// 创建文件的权限图
添加： directory mode = 0777
// 创建目录的权限图
read only = no
public = yes
3. 修改 samba 共享用户密码
smbpasswd –a 用户名 密码
4. 启动 samba 服务器程序 (需要管理员权限)
service smb restart
让 samba 服务下次随系统启动：
chkconfig --level 35 smb on
5. Windows机器访问Linux共享目录：
\\linux主机IP地址 这是会出现两个共享文件夹 tmp和用户名目录，用户名目录对应linux中的/home/用户名目
录， tmp目录对于与第二步设置的path = /zzm. 访问Linux共享的时候要注意Linux机器上相应目录的权限设
置，如果/zzm创建用户是root,组是root, 权限图是rwxr-xr-x (755) ，在windows机器上用zzm目录访问共享目录
将会导致不能在tmp(Linuz中的/zzm)中创建文件。
看到Linux机器上的共享目录后，可以将共享目录映射成一个windows分区。便于交换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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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将\\kdcserver\软件备份\Linux\denx\ppc-linux-x86\iso\ppc-2004-02-16.iso 拷贝到\\Linux主机IP地址\tmp目录中
注意：如果直接在 windows 机器上使用 ultraedit 和 sourceinsight 工具修改代码，一定要将设置以下选项，否则代
码每行结尾可能会出现^m 标志，导致代码无法使用。
ultraedit：选项->常规

source insight: option->preference->files

3.4 安装 eldk
因为我们需要在 x86 Linux 主机上编译，编译后的 elf 文件要运行在路由器上，所以必须采用交叉编译环境。
我们选择的交叉开发环境是 eldk，eldk 可以安装在以下 Linux 版本中：
RedHat Linux 7.3, 8.0, 9
SuSE Linux 7.2, 7.3, 8.x
Mandrake 8.2
Slackware 8.1beta2
FreeBSD 5.0
Debian 3.0 (Woody)
Gentoo Linux 1.4_rc2
安装步骤：
1. 确定\\kdcserver\软件备份\Linux\denx\ppc-linux-x86\iso\ppc-2004-02-16.iso已经拷贝到Linux主机上，如位于
/zzm/ppc-2004-02-16.iso中。如果没有，用 3.1 或 3.2 节中的方法实现。
2. 将 ppc-2004-02-16.iso 镜像文件 mount 成一个光驱：
mount –o loop /zzm/ppc-2004-02-16.iso /mnt/cdrom
3. 安装 860 和 8260 的 eldk。
cd /mnt/cdrom
./install –d /opt/eldk ppc_8xx ppc_82xx //注意-d 指定安装目录，请指定安装目录为/opt/eldk
4. 安装完成后，设置以下两个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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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ort CROSS_COMPILE=ppc_8xx- //如果要编译 860 型号的路由器，否则 =ppc_82xx
PATH=$PATH:/opt/eldk/usr/bin:/opt/eldk/bin
注意：以上两个 bash 下的命令只能使两变量即时生效，如果要让这两个变量重新登陆或重启机器后依然存在，
修改文件: ~/.bash_profile，在文件合适位置添加：
PATH=$PATH:$HOME/bin::/opt/eldk/usr/bin:/opt/eldk/bin
CROSS_COMPILE=ppc_8xxexport PATH CROSS_COMPILE
5. 最后用 eldk 提供的两个脚本分别为 860 和 8260 两个型号做一些设置，下面以 860 为例说明，假设 eldk 镜像
mount 到/mnt/cdrom， eldk 安装在/opt/eldk。(如果不使用 eldk 提供的根文件系统，以下步骤可以省略)
cd /opt/eldk/ppc_8xx/dev
/mnt/cdrom/ELDK_MAKEDEV
//在 dev 目录下创建 dev 节点
cd /opt/eldk
/mnt/cdrom/ELDK_FIXOWNER
//设置 suid，需要管理员权限，如果安装使用是管理员账号，可以省略这步
这样，整个 eldk 已经安装完成，所有供 860 使用的交叉环境都在/opt/eldk/ppc_8xx 目录中，编译单个文件的的时
候可以使用以下方法：
${CROSS_COMPILE}gcc -o hello_world hello_world.c
这个命令编译出来的 hello_world 只能在{CROSS_COMPILE}指定的设备上运行，用 file hello_world 可以查看其
运行平台， 用${CROSS_COMPILE}ldd 可以查看 hello_world 需要调用的库
如果需要编译较大的工程，需要 Makefile 对交叉编译环境的支持。

3.5 开启 TFTP 服务器
开发环境中，Linux 路由器可以通过 tftp 从服务器上加载内核到路由器内存中。
步骤：
1. 确定 tftpd 服务器程序已经安装： rpm –q tftp-server
2. 用 setup 命令在后续的对话框中，system services 下的 tftp 选中。然后用 reboot 命令重新启动 Linux 机器。
3. 用 netstat –an |grep 69 查看 tftp server 是否已经启动
tftp server 的默认根目录是/tftpboot，只要将编译好的内核程序放到这个目录下，Linux 路由器通过 tftp 客户端即
可得到。

3.6 开启 nfs 服务器
开发环境中，Linux 路由器可以通过 nfs 从 nfs 服务器上 mount 根文件系统到 Linux 路由器上
步骤：
1. 建立权限图为 777 的 nfs 目录：
mkdir /nfs && chmod 777 /nfs
2. 将随文档附带的root.tar.bz2 通过：上传到linux ftp服务器、samba服务器等方式放到Linux主机上，并复制到/nfs
目录下，
然后解压缩：tar –xjvf root.tar.bz2
3. 修改/etc/exports 文件。确保/nfs 中已经放置了适合路由器使用的文件系统 (可以使用我们自己制作的含有
busybox 的文件系统)
添加一行: /nfs
* (rw)
//*代表所有路由器都可以 mount nfs 文件夹, rw 表示可读写, nfs 权限必须为 7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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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重新启动 nfs 服务器：service nfs restart

3.7 开启 dhcp 服务器
开发环境中，当 Linux 内核在启动过程中，需要检查所有网络接口的状态，所以需要给这个网络接口配置 IP 地
址，开发环境中，必须使用 dhcp 服务器来分配 IP 地址。
步骤：
1. 检查 dhcp 是否安装： rpm –q dhcp
2. 创建并修改/etc/dhcpd.conf 文件
touch /etc/dhcpd.conf
//创建 dhcpd.conf 文件
// 修改 dhcpd.conf 文件，添加：
ddns-update-style none;
allow bootp;
subnet 172.16.128.0 netmask 255.255.224.0 { //注意：本地网卡必须在这个网段内
range 172.16.128.1 172.16.128.255;
//设置分配地址的范围
}
注意：实际配置中发现：如果 range 中的 ip 地址范围设置不规范，dhcp 无法正常工作。如：
range 172.16.128.100 172.16.128.200 这样的配置可能无法正确使用 dhcpd
3. 重新启动 dhcpd
service dhcpd restart
chkconfig --level 35 dhcpd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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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设置 Linux 路由器
对开发人员搭建环境，需要 Linux 内核和根文件系统两个文件包，和已经烧好 bootloader 的路由器。内核和
bootloader 当前由驱动组提供，根文件系统由平台组提供。
注意：onsole 登陆路由器，波特率要设置成 115200
以下例子假设：
烧好路由器的bootloader；
可供路由器使用的内核编译好，放在linux主机的/tftpboot目录下；参考开启TFTP服务器
供路由器使用的根文件系统放在Linux主机的/nfs目录下。参考开启nfs服务

4.1 设置 u-boot
我们使用 u-boot 作为我们的 bootloader，烧好 boot loader 的路由器启动时，将显示以下信息(kdr2600)：
U-Boot 1.0.2 (Oct 29 2004 - 16:40:28)
CPU:
XPC86xxxZPnnD4 at 48 MHz: 4 kB I-Cache 4 kB D-Cache FEC present
Board: KEDA Serial Router KDR2600:
10/100 eth 1, 10 eth 1, V35 1, V35/E1 1 with db MPC860T
DRAM: (32 MB SDRAM) 32 MB
FLASH: 16 MB
In:
serial
Out:
serial
Err:
serial
Net:
FEC ETHERNET
Hit any key to stop autoboot: 4
回车后进入 u-boot 的设置模式：
u-boot 的一些常用命令如下：
help
//帮助信息
printenv
//显示设置的环境变量
setenv
//设置环境变量
saveenv
//保存设置
bootm
//设置启动命令
boot
//按照 bootcmd 参数设置启动路由器
常用环境变量：
bootcmd
//boot 参数
bootargs
//传递给 Linux 内核的参数
serverip
// tftp 服务器和 dhcp 服务器的 ip 地址
bootfile
//通过 tftp 服务器要获得的 Linux 内核的文件名
ethaddr
//路由器以太网口的 IP 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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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tenv 使用方法：
uboot 中的环境变量都是通过 setenv 命令设置的，setenv 的使用方法是：
setenv 变量名 变量值
setenv 变量名
//删除一个变量
如果要设置一个变量使用多条命令，或者要存放变量名，要用 ” \ ” 分隔。如：
=> setenv bootfile vmlinux.UBoot
=> setenv bootargs $(localpath) rw nfsroot=$(serverip):$(rootpath) ip=$(ipaddr):$(serverip)
=> setenv bootcmd tftpboot 0x100000\; bootm 0x100000
需要设置以下变量，使用 setenv 一一设置：（注意替换成各自的值）
=>printenv
loads_echo=1
bootdelay=4
hostname=emblinux
rootpath=/nfs
ethaddr=08:12:21:92:12:21
bootfile=vmlinux.UBoot
baudrate=115200
localpath=/dev/nfs
filesize=8d933
netmask=255.255.255.0
ipaddr=1.1.1.1
serverip=1.1.1.12
bootcmd=tftpboot 0x100000; bootm 0x100000
stdin=serial
stdout=serial
stderr=serial
bootargs=root=/dev/nfs rw nfsroot=1.1.1.12:/nfs ip=1.1.1.1:1.1.1.12

bootargs 是传递给 Linux 内核的启动参数：
bootargs= root=/dev/nfs rw nfsroot=1.1.1.12:/nfs ip=1.1.1.1:1.1.1.12
上述表达式的意思是：
1. /dev/nfs 作为路由器的根文件系统(root=/dev/nfs rw),
2. /dev/nfs 的内容是从 1.1.1.12 这台 Linux 主机的/nfs 目录 mount 而来(nfsroot=1.1.1.12:/nfs)，
3. Linux 路由器的 IP 地址是 1.1.1.1，nfsd 服务器地址是 1.1.1.12(ip=1.1.1.1:1.1.1.12)
上述参数设置好了以后，敲 boot 启动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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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t
Using FEC ETHERNET device
TFTP from server 1.1.1.12; our IP address is 1.1.1.1
Filename 'vmlinux.UBoot'.
Load address: 0x100000
Loading: #################################################################
#################################################
done
Bytes transferred = 579891 (8d933 hex)
## Booting image at 00100000 ...
Image Name:
Linux-2.4.24-pre2
Image Type:
PowerPC Linux Kernel Image (gzip compressed)
Data Size:
579827 Bytes = 566.2 kB
Load Address: 00000000
Entry Point: 00000000
Verifying Checksum ... OK
Uncompressing Kernel Image ... OK
Linux version 2.4.24-pre2 (root@ZZM-Linux) (gcc version 3.2.2 20030217 (Yellow Dog Linux 3.0 3.2.2-2a_1))
#580 Mon Nov 22 08:48:19 CST 2004
On node 0 totalpages: 8192
zone(0): 8192 pages.
zone(1): 0 pages.
zone(2): 0 pages.
Kernel command line: root=/dev/nfs rw nfsroot=1.1.1.12:/root/nfs ip=1.1.1.1:1.1.1.12
Decrementer Frequency = 180000000/60
Warning: real time clock seems stuck!
Calibrating delay loop... 47.82 BogoMIPS
Memory: 30996k available (1032k kernel code, 292k data, 52k init, 0k highmem)
Dentry 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4096 (order: 3, 32768 bytes)
Inode 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2048 (order: 2, 16384 bytes)
Mount 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512 (order: 0, 4096 bytes)
Buffer 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1024 (order: 0, 4096 bytes)
Page-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8192 (order: 3, 32768 bytes)
POSIX conformance testing by UNIFIX
Linux NET4.0 for Linux 2.4
Based upon Swansea University Computer Society NET3.039
Initializing RT netlink socket
Starting kswapd
JFFS2 version 2.1. (C) 2001 Red Hat, Inc., designed by Axis Communications AB.
CPM UART driver version 0.04
ttyS0 at 0x0280 is on SMC1 using BRG1
eth0: CPM ENET Version 0.2.1 on SCC1, 08:12:21:92:12:21
eth1: FEC ENET Version 0.3.1, FEC irq 3, MII irq 4, addr 08:12:21:92:12:21
NET4: Linux TCP/IP 1.0 for NET4.0
IP Protocols: ICMP, UDP, TC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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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 routing cache hash table of 512 buckets, 4Kbytes
TCP: Hash tables configured (established 2048 bind 4096)
Sending DHCP and RARP requests . OK
IP-Config: Got DHCP answer from 1.1.1.12, my address is 1.1.1.1
IP-Config: Complete:
device=eth0, addr=1.1.1.1, mask=255.255.255.0, gw=255.255.255.255,
host=1.1.1.1, domain=, nis-domain=(none),
bootserver=1.1.1.12, rootserver=1.1.1.12, rootpath=
NET4: Unix domain sockets 1.0/SMP for Linux NET4.0.
Looking up port of RPC 100003/2 on 1.1.1.12
Looking up port of RPC 100005/1 on 1.1.1.12
VFS: Mounted root (nfs filesystem).
Freeing unused kernel memory: 52k init
/#
启动到了 Linux 的 shell 下，只需要连续按两次 tab 键，即可显示出所有的 shell 命令。
经过上述章节，路由器已经可以运行了，这时开发人员只要在 Linux 主机上开发，然后将编译好的程序拷贝到
/nfs/bin 目录下，同时在路由器根目录的/bin 目录下就可以看到这个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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