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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修者前言

在 1991 年 Linux kernel 誕生後，已經過了二十年，Linux 3.0 也釋出了。
在這二十年之間，Linux kernel 已經進化為行動裝置到大型伺服器的各種
硬體上都能運作的 OS 了。現在仍有許多開發者活躍地持續 Linux kernel 
的開發工作。

Internet 上面滿是各種 Linux 的相關資訊，不過要是想摸透進化到今日，
規模龐大、結構複雜的 Linux kernel，或是想參加 Linux kernel 開發工作
的話，網路上的資訊還是不太足夠。所以在此將這些資訊之中，Linux 技
術者應該最有興趣的部份集結成一冊。節能與虛擬化的相關說明，應該

符合目前市場的需求。進步的 kernel profiling 功能也應該是 kernel 開發者
必備的工具才對。

受限於篇幅，能夠討論的內容稱不上多，不過還是期待這本書能讓各位

讀者對 Linux kernel 的實作產生興趣、也希望實際嘗試 kernel 開發工作的
讀者能因此增加。

2011 年 7 月  
高橋 浩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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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在前面

Kernel 就是 OS 的核心。OS 的基本功能都是由 kernel 提供的。建立檔
案、傳送封包等動作都是以 kernel 的功能完成。不過建立這些功能並不
是單純的工作。儘管平常不會意識到裡面深藏了許多高階技術。以檔案

系統來說，或許會在放置檔案的時候考慮到極力減少磁碟搜尋動作；以

網路的部份來說，或許會為路由表項目數龐大的情形做好準備，使得這

種情形不會對系統整體造成太大的影響。記憶體管理、process 管理等部
份也暗藏了各式各樣的技巧。看懂這些高階技術，正是 kernel hacking 的
魅力之一。

不過最近的 Linux kernel 不再只提供基本的功能。隨著功能進化，它不斷
實作了為某些領域特化的方便功能、還有許多獨特的功能。就算是 kernel 
hacker 應該也很少人能全部掌握吧。

本書將從進化至今的 Linux kernel 多數功能之中，選定許多人需要的、或
是很有意思的功能，在說明這些功能的過程中，一併解釋內部的運作機

制。同時也會討論到善用這些功能所需的工具與設定方法、調整技巧。

「節能」是本書會討論到的主題之一。不僅會說明使用方式，還會談到

節能的思考方向、以及它與硬體的關聯。另外也會涵蓋最近受到注目的

虛擬化、資源管理、納入標準檔案系統之一的 ext4 等等，廣泛涵蓋各種
經典功能與新功能。經典功能的部份會盡可能調查最新的原始碼，討論

變更點與新增功能。這部份是文件找不到、不探索 kernel 內部就無法得
知的資訊，所以就算已經知道這些功能的讀者，或許也會有新發現。另

外本書也會介紹與 kernel 有關的工具，其中包含 gcore 這個對重要的系
統來說十分需要的工具。

最新的 Linux kernel 實作了強力的追蹤（trace）、效能量測（profiling）功
能。用起來很方便，也提供許多功能。不僅能勝任原先的目的，在 kernel 
hacking 的時候也大有幫助。對 kernel hacker 老手來說，應該也有參考 
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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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包含許多在現場也能立刻派上用場的完整實例。如果讀者想完整發

揮 kernel 功能的話，本書應該十分具有參考價值。 

想知道 Linux kernel、因為讀了本書而對 Linux kernel 開發工作產生興趣
的讀者，本書也提供了 kernel 原始碼的取得方式、kernel 開發手法等等 
kernel hack 入門所需的資訊。希望讀者能藉由本書對美妙的 Linux kernel 
世界產生興趣。

很久之前，在電腦剛出現的時候，似乎曾經有過這樣的時代：如果想增

進程式設計能力的話，就去看 Unix 原始碼吧。也就是說，模仿天才寫
的、最先進的程式碼是最快的作法。讀 Linux kernel 原始碼的時候，應該
也會有類似的體驗。

Linux kernel 是開放原始碼軟體。誰都可以參加開發工作。Linux kernel 的
程式碼是許多勞力與時間的結晶。各領域都由擁有專門知識的維護者長

年管理、持續精練。開發過程是以郵件討論為主，所以可以看到來回議

論、以及成為現在這個版本的過程。閱讀 Linux kernel 原始碼的時候，常
常會因為程式碼透露的智慧與技巧而感動，同時體會當時作者所下的工

夫。希望本書能成為契機，讓讀者接觸到這個美妙的世界，並催生更多 
kernel hacker。

本書討論的主題

本書將討論許多 Linux kernel 提供的功能。從基本功能，到運用時需要一
些知識的功能都有涵蓋。 

在討論各種功能的時候，也會接觸到必要的資訊與指令。Kernel 之外的
應用程式，只要有相關的部份也會解說。本書以 TUI 為基礎，但也涵蓋
一部分 GUI 的解說。

本書主要以 Linux 2.6.18 之後，到本書執筆時最新的 Linux kernel 3.0 
為主註 1。本書有一部分討論 Red Hat Enterprise Linux 4（RHEL4: Linux 
kernel 2.6.9）的功能。動作確認除了業務上經常運用的 RHEL 之外，也
以所有人都能自由使用的 Fedora、CentOS 進行。

本書的主題並不在 Linux kernel 的實作細節與演算法。 

註 1　本書執筆時 3.0-rc 剛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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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rnel 入門
HACK #1-6

提到 kernel hack，似乎總會覺得是很可怕的深淵。不過從取得、閱讀原始
碼，修正其中的問題、加入新功能，接著編譯、測試的基本流程來看，

就與 hack 其他開放原始碼軟體沒什麼不同。本章即將解說的就是這些 
kernel hack 的初步工作，以及一些 Linux kernel 特有的手法。

取得 Linux kernel
介紹各種取得 Linux kernel 原始碼的方法。

說是「取得 kernel」，Linux kernel 有著各式各樣的版本。要知道自己需要
的原始碼是哪一份，必須先弄懂各衍生版本的意義才行。 

因此這邊先簡單解釋 Linux kernel 的開發模式、以及各個衍生版本在開發
過程中的定位。 

接著再介紹各些衍生版本原始碼的取得方法。 

Kernel 的種類

要取得適當的 Linux kernel source（原始碼），首先需要理解 Linux kernel 
的開發模式。 

Linux kernel 有許多開發者，是以分散的形式進行開發。突然出現「分散
形式」這個詞，而這代表的意義，就是同時有許多衍生的 source tree。以
下簡單說明最具代表性的幾個 source tree 以及它們各自的定位。

Linus tree

最具代表性的 source tree，是 Linux kernel 創始者 Linus Torvalds 管理的 
Linus tree。新版 Linux kernel 釋出，指的就是 Linus tree 的原始碼標上新釋
出的版本號碼的 tag（標籤）。2011 年本書執筆時，Linux kernel 的版本號

#1
H A C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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碼是以 2.6.x 這樣的三個數字代表註 1。Linus tree 是 Linux kernel source tree 
的主幹，在釋出新版本的時候，其他開發 tree 會把自己的開發成果移植到
這個版本上，然後再繼續進行開發。由於是「主幹」，所以 Linus tree 也
稱為 mainline。

Linus tree 釋出新版本之後，就會開始一段期間，收集要納入下一個
版本的變動，稱為「merge window」。Merge window 通常是兩週。在 
merge window 結束之後，就會釋出下一個版本的候選版，也就是「rc 
kernel」註 2。在釋出 rc kernel 之後，直到下一個版本釋出的期間是測試
期，基本上只接受修正錯誤（bugfix）。rc kernel 大約每隔一週會釋出 
rc1、rc2 ... 的新版本，Linus 在判斷品質達到可以釋出的標準時，就會當
成正式的新版本釋出。最近的經驗是多半會在 rc6∼ rc9 的時候正式釋
出，所以 Linux kernel 大約每兩到三個月會釋出一個新版本。新版本釋出
之後，就會再度打開下一個版本的 merge window、釋出 rc 版測試，反覆
這些流程，繼續進行 Linux kernel 的開發工作。

Linus tree 的 kernel 取其毫無修飾的意義，也稱為「vanilla kernel」
或「stock kernel」。 

linux-next tree

這是集合打算將來釋出的新程式碼進行測試的 source tree。由 Stephen 
Rothwell 進行管理。原則上，新功能的實作應該先納入 linux-next tree，在
這邊確認整合性、沒有矛盾之後再納入 Linus tree。

stable tree

針對過去釋出的 kernel 版本，主要進行 bugfix、力求穩定性的 tree。由 
Greg Kroah-Hartman、Chris Wright 進行維護。這個 tree 的版本號碼是以 
Linus tree 的版本號碼多加一個數字表示，像是 2.6.x.y。Linus tree 的版
本作為 stable 版本的維護期間通常是六個月，但也有一些版本的維護期 
間更長。

註 1 Linux 2.6.39 的下一個版本是 Linux 3.0。Linux 3.0 預計 2011 年 8 月左右釋出。
註 2　rc 是 release candidate、釋出候選的縮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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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tree

可說是 Linux kernel 各種功能部份的集合體。比如說記憶體管理、檔案系
統、網路、各種裝置驅動程式、CPU 架構特有部份等等。這些功能部份
稱為「subsystem」（子系統），各子系統都分別在各自的 source tree 進行
開發。另外，正在開發、修正的部份也可能有難以分類到特定子系統的部

份，這些東西通常會先送到 Andrew Morton 管理的 mm tree（正確來說是 
mmotm: mm on the moment patchset）。這些 source tree 總稱為「development 
tree」（開發 tree）。

各 development tree 開發的原始碼，會經由 linux-next 進入 Linus tree。 

Development tree 的數量如繁星般眾多。如果您想開發某個功能，而開始
對手上的原始碼做修改，那麼這份原始碼也就變成另一個「development 
tree」了。

Linus tree、development tree 等等都是一切的開發起點，所以取「上流」的
意義稱為「upstream」。不過這是廣義的說法，有時也會以 upstream 單指
最上游的 Linus tree。

distribution kernel

最後介紹的是 distribution kernel。許多讀者應該都是直接使用某套 Linux 
distribution 內附的 kernel。這些 distribution 內含的 kernel 多半是 Linus tree 
或 stable tree 的 kernel 加上 distribution 自己的擴充、bugfix 之後的結果。
這些加了 distribution 自己的修正、隨著 distribution 一起發布的 kernel 就
稱為「distribution kernel」。

取得 Upstream Kernel

那麼，在理解 Linux kernel 各種衍生版本之後，首先試著取得 upstream 
kernel 看看吧。大多數 development tree 都可以從 http://www.kernel.org/ 取
得，而 Linus tree、linux-next tree 當然包含在內。

Linux kernel 的開發工作，全部以最新版的 upstream kernel 為基礎。其中
最重要的，是作為一切基礎的 Linus tree。這邊介紹兩種取得 Linus tree 的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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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http://www.kernel.org 

下載 tar 檔

取得 Linus tree 最簡單的方法，是從 kernel.org 下載 tar 檔。2.6 kernel 所有
釋出版本的 tar 檔都能在 http://www.kernel.org/pub/linux/kernel/v2.6/ 取得。

這邊放了幾種不同的檔案。比如說 2.6.3 對應的檔案如表 1-1 所示。要下
載哪一個，看您喜歡就好。不管下載那一個，在解開檔案、套用 patch 之
後的結果都一樣。

表 1-1　Linux-2.6.38 的各種原始檔

檔名 內容

inux-2.6.38.tar.bz2 完整的 source tree。tar+bzip2 壓縮。

linux-2.6.38.tar.gz 完整的 source tree。tar+gzip 壓縮。

patch-2.6.38.bz2 2.6.37 到 2.6.38 的 patch。bzip2 壓縮。

patch-2.6.38.gz 2.6.37 到 2.6.38 的 patch。gzip 壓縮。

另外還有檔名最後以「.sign」結尾的檔案。這些是保障各檔案內容一致性
的 GnuPG 簽章。可以用來檢查下載到的檔案有沒有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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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GnuPG 檢查檔案一致性的方式如下所示。

$ gpg --keyserver wwwkeys.pgp.net --recv-keys 0x517D0F0E

$ gpg --verify <簽章檔> <下載到的檔案>

詳情請參閱 http://www.kernel.org/signature.html。 

rc 版以及更頻繁更新的 snapshot 版的 tar 檔，放在各自的子目錄下。主要
的子目錄如表 1-2 所示。 

表 1-2　http://www.kernel.org/pub/linux/kernel/v2.6/ 的子目錄

目錄名 內容

next rc 版與 linux-next 的 patch。

testing rc 版 source tree 的 tar 檔與 patch。目錄內的只有下一次 rc 版釋出前的
內容。更早的版本放在下層子目錄內。

snapshots 一天更新一到兩次的 snapshot patch。

使用 Git

Linus tree 與各個 development tree 總是不停納入各式各樣的 patch 而急速
變化著。開發工作基本上以最新的 tree 為基礎，要跟上變化，就得每天下
載好幾次 tar 檔並套用 patch。這看起來很麻煩，但是不用擔心。這些過程
可以用 Git 省下來。

Git 是 Linux kernel 採用的 SCM（Source Code Management system），提供
許多分散開發所需的功能。詳細的 git 指令使用方式留待 [Hack #4] 解說，

這邊先看看怎麼以 git 指令取得最新的 Linus tree 吧。只要在適當的目錄
下執行下列指令即可 ... 不過在嘗試之前請先注意。這個指令會把儲存庫
包含修改歷程在內的所有資料都複製到本機，所以需要 1 GB 以上的空
間。請注意磁碟與網路的能力之後再執行。

$ git clone git://git.kernel.org/pub/scm/linux/kernel/git/torvalds/linux-2.6

指令執行完畢之後，應該會出現 linux-2.6 的目錄。這個目錄就是包含修
改歷程在內的 Linus tree 最新、完整複本。 

要把手邊的 source tree 維持在最新狀態，只需在 source tree 根目錄
（linux-2.6）執行下列指令即可。 

$ git pu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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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手邊的原始碼沒做任何變更的話，這個指令就會讓手邊的原始碼再度

成為 Linus tree 的最新狀態。一開始以 git clone 複製的話，git 指令會記
得複製來源的儲存庫 URL，因此 git pull 不必指定 URL。

使用 Git 也能取得 Linus tree 之外的 development tree。http://git.kernel.org/
有 kernel.org 其他 development tree 的列表。想進行開發、或是追蹤最新開
發狀態的話，在這邊找 development tree 的 URL 是不錯的選擇。

取得 Distribution Kernel

Distribution kernel 的原始碼，大多數是以各 distribution 自己的方法進行
包裝。因此想取得 distribution kernel 的原始碼只要下載原始碼套件，再安
裝、解開即可。

這邊以 Fedora、Ubuntu 這兩個最具代表性的 distribution 為例，分別介紹
取得 distribution kernel 的方法。這邊使用的 distribution 版本是 Fedora 14 
與 Ubuntu 10.10。

Fedora 的情形

Fedora 的 kernel source 是以 source RPM（SRPM）的形式提供。這邊可
以用 yum-utils 套件內含的 yumdownloader 下載 SRPM。之後用到的 yum-
builddep也在 yum-utils 裡面，所以還沒裝的話，就先裝一下這個套件吧。

執行下面的指令，即可下載 kernel SRPM。 

$ yumdownloader --source kernel

筆者的環境會下載到 kernel-2.6.35.11-83.fc14.src.rpm。 

前面曾經提過，distribution kernel 會套用 distribution 自己的 patch。SRPM 
裡面分別存放了 vanilla kernel 的原始碼與 patch，patch 會在建構的過程
中套用到 vanilla kernel 的原始碼。因此，要取得 distribution kernel 的原
始碼，就必須執行建構 RPM 的過程才行。建構 RPM 所需的套件隨著各 
SRPM 有所不同，不過執行下面的指令就會安裝建構 Linux kernel 的時候
需要用到的所套件。這個指令請以 root 身份執行。

# yum-builddep kernel-2.6.35.11-83.fc14.src.r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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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要安裝這個 SRPM，請執行下列指令。安裝 SRPM 也就是解開內容的
動作。SRPM 的內容會解開在 home directory 底下建立的 rpmbuild 目錄內
的幾個子目錄內。

建立 rpmbuild 目錄的位置，是以 %_topdir 這個 rpm 的巨集變數設定
的。以前的 distribution 會建立在 /usr/src/redhat 目錄下，最近的 /
usr/lib/rpm/macros 則是定義

 %_topdir    %{getenv:HOME}/rpmbuild

因此會建立在 home directory 之內。 

$ rpm -i kernel-2.6.35.11-83.fc14.src.rpm

建構 RPM 套件的工作是由 rpmbuild 指令進行。這次的目的是取得 kernel 
source，所以對 rpmbuild 指令加上 -bp 選項，使它在對原始碼套用 patch 之
後就結束執行。指令的引數要指定建構套件的設定檔，也就是 SPEC 檔。

$ cd ~/rpmbuild/SPEC

$ rpmbuild -bp kernel.spec

這樣就會建立 ~/rpmbuild/BUILD/kernel-2.6.35.fc14/linux-2.6.35.x86_64 目
錄，並在裡面產生 distribution kernel 的原始碼。

從這份原始碼建構 kernel binary 的方法請參考 [Hack #2]。 

Ubuntu 的情形

Ubuntu 以及以 Ubuntu 為基礎的 Debian，kernel source 是以 deb 套件的形
式提供的。首先，跟其他套件一樣用 apt-get 進行安裝。linux-source 這個
套件是目前最新版 kernel source 的 meta package。

# apt-get install linux-source  

筆者的環境下，這個指令會安裝 linux-source-2.6.35。 

安裝了 kernel source 的 deb 套件之後，會把 tar 檔放在 /usr/src 目錄下，
只要把它複製到適當的目錄下再解開，就能得到 kernel source。

$ cp /usr/src/linux-source-2.6.35.tar.bz2 ~

$ cd

$ tar xjf linux-source-2.6.35.tar.bz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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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rnel binary 的建構方法與 Fedora 一樣，請參考 [Hack #2]。 

小結

這邊解說了 upstream kernel 與 distribution kernel 兩者取得 kernel source 的
方法。不管是要閱讀原始碼、修正臭蟲、還是要開發新功能，第一步都是

從取得原始碼開始。Linux kernel 有許多不讀原始碼就不知道的知識，只
要閱讀原始碼，就很有機會知道以往「想弄懂」的東西背後真正的意義。

請一定要嘗試閱讀看看原始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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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ux kernel 版本 3.0

2011 年 5 月，Linus Torvalds 宣佈將把 Linux kernel 版本從 2.6 提升到 
3.0。根據 Linus 的說法，提昇版本的最大目的，是為了讓不斷釋出太多
次、導致數字變得太大的 2.6 系列釋出版號（第三組數字）重新計算，
從 2.6.39 到 3.0 的版本變動，跟以往 2.6 系列內的版本變動完全一樣，是
連續的小更新。目前 3 版本系列預定將第二組數字作為 Linus tree 的更新
編號、第三組數字作為 stable tree 的更新編號。也就是說，Linus tree 的 
3.0 版的下一次釋出版本號是 3.1、以 3.0 為基礎的 stable tree kernel 會採
用 3.0.1、3.0.2 這樣的版本編號。版本 3 系列的 Linus tree kernel 的 tar 檔
會放在這邊。

http://www.kernel.org/pub/linux/kernel/v3.0/ 

Git repository 可以使用跟之前一樣的 URL 取得（git://git.kernel.org/pub/
scm/linux/kernel/git/torvalds/linux-2.6）。

— Munehiro IKEDA 

編譯 Linux kernel
解說 Linux kernel 的編譯方式。

若因為找到臭蟲而修正原始碼、或是加了新的功能，顯然需要重新編譯 
kernel 建立新的 binary image。另外，像是想使用 distribution kernel 關閉的

#2
H A C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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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或驅動程式、或是想移除用不到的功能讓 kernel 輕量高速化、還是想
使用最新版 upstream kernel 的時候，也都需要重新編譯 kernel。

這邊主要介紹 upstream kernel 的設定、編譯與安裝方法。若 kernel image 
是由 distribution 的套件管理系統管理的話，還需要把 kernel image 包裝成
套件。這部份將簡單解說代表性的兩個 distribution — Fedora 與 Ubuntu 的
作法。最後還會簡單介紹如何編譯 source tree 之外的驅動程式等模組、以
及為不同環境的平台編譯 kernel 的方法 — 也就是 cross-compile 的方法。

編譯 kernel 的流程

編譯 kernel 需要依下列流程進行作業。 

1. 取得 source code，視需要進行修正。

2. 進行設定。

3. 進行編譯。

4. 配合 distribution 的作法建立套件。

5. 安裝 kernel image 與 modules。

若使用 upstream kernel、安裝不受 distribution 套件管理系統管理的 kernel 
image，就不需要做 (4)這個動作。若想透過套件管理系統進行安裝的話，
就必須使用各 distribution 自己的套件建構方式。這種情形下 (3)與 (4)這
兩個動作會一起進行。

以下先解說不使用套件管理系統的時候，如何建立 kernel image、進行安
裝。之後再解說 kernel image 包裝成套件進行安裝的方法。 

需要的套件

Kernel 設定與編譯過程需要各種工具。這邊先以表 1-3 與表 1-4 列出必要、
但是不明確指定就不會安裝的套件。先把這些套件裝好吧。 

表 1-3　必要的套件一覽（Fedora 14）

套件名 說明

ncurses-devel Console 設定所需

qt-devel GUI 設定所需

qt3-devel GUI 設定所需

gcc-c++ GUI 設定所需

rpm-build 建立 rpm 套件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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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4　必要的套件一覽（Ubuntu 10.10）

套件名 說明

libncurses5-dev Console 設定所需

qt3-dev-tools GUI 設定所需

g++ GUI 設定所需

kernel-package 建立 deb 套件所需

fakeroot 建立 deb 套件所需

dpkg-dev 建立 deb 套件所需

編譯、安裝 Upstream Kernel

取得原始碼

取得 kernel 原始碼的方式，請參考 [Hack #1]。

這邊假設原始碼放在 ~/linux-2.6 目錄下。 

進行設定

Linux kernel 的 source tree 本身擁有設定編譯過程的機制，除了可以設定
某個功能要不要編譯之外，要編譯的功能也可以詳細選擇是要靜態嵌入 
Linux kernel binary 之內、還是編譯成獨立模組。正因為能夠詳細設定，所
以設定項目數量十分龐大。而 source code tree 也準備了輔助設定的工具。
這些工具統稱為 kconfig，想進行設定的時候，要啟動這些工具來進行。

2.6.38 的設定項目超過 12,000 個以上。 

設定工具有基於 console（終端機）介面的、也有基於 GUI（圖形視窗）
介面的。對使用者來說，使用兩者並沒有多少差異。這邊先以 console 版
本為例，之後會簡單介紹 GUI 版本。

啟動 console 設定工具的方式，是在 source tree 根目錄下執行這個指令。 

$ make menuconfig

Console 會顯示圖 1-2 這樣的項目。設定選項以階層形式顯示，現在看到的
是最上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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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make menuconfig 的設定畫面  

這邊先什麼都不做，按一次 TAB 鍵、選擇 Exit 之後再按 Enter。它會詢問
「是否儲存新設定」，回答 Yes 離開設定工具。 

編譯設定會儲存在 source tree 根目錄下名為 .config 的檔案。這次是
在 .config檔案不存在的狀態下啟動設定工具，因此會建立預設內容的  
.fonfig 檔。

.config 檔案的內容形式如下（細部會隨執行環境而有不同）。 

#

# Automatically generated make config: don't edit

# Linux/x86_64 2.6.38 Kernel Configuration

# Sun Mar 27 03:17:57 2011

#

CONFIG_64BIT=y

# CONFIG_X86_32 is not set

CONFIG_X86_64=y

CONFIG_X86=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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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 起頭的部份是註解。 

CONFIG_* 是設定項目。這些設定項目對應到 Linux kernel 的各種功能，設
定值控制了編譯內容。可用的值是表 1-5 中的三種之一。 

表 1-5　設定項目（CONFIG_*）可用的值 

值 意義

=y 這個項目對應的功能，會靜態嵌入 kernel binary。

=m
這個項目對應的功能，會編譯成模組。模組可在 kernel 執
行時視需要載入 kernel。有一些功能無法編譯成模組，因
此不能將設定項目設為 =m。

# CONFIG_* is not set 這個項目對應的功能不會編譯。這些項目對應的設定行被
設為註解。

.config 檔案不能自己編輯。有些功能相依於其他功能，如果沒有
根據相依關係做好設定的話，可能會導致編譯錯誤、或是做出來的 
kernel 不能執行。kconfig 會根據相依關係，維持各設定值的整合性。

在沒有 .config 檔的時候啟動 make menuconfig 並結束後產生的 
.config檔，是依據 kconfig 設定檔 Kconfig* 裡面以 default 指定的
預設值產生的。

另一方面，source tree 裡面也為各種架構準備了預設的 .config 
檔。如果不想採用 Kconfig 的預設值、而是想使用架構預設值產生 
.config 的話，執行下列指令即可。

$ make defconfig

各架構的預設 .config 檔案位於以下路徑。 

arch/<arch>/configs/*_defconfig

那麼就來實際設定看看吧。再執行一次 make menuconfig 打開設定選單。表 
1-6是設定選單常用的按鍵，提供參考。 

表 1-6　設定選單的快速鍵 

按鍵 動作

↑ 選擇項目的游標往上移動。

↓ 選擇項目的游標往下移動。

<TAB>、←、→ 切換動作選單（Select/Exit/Help）。

<Enter> 執行選定動作選單的動作。

y 把項目設為 <*>（啟用、靜態嵌入）。

n 把項目設為 < >（停用）。

m 把項目設為 <M>（啟用、編譯成模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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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鍵 動作

<Space> 將項目在 <M>/<*>/< > 之間切換。

<Esc Esc> 回到上一層（與動作選單的 <Exit> 功能相同）。

? 顯示選定項目的說明（與動作選單的 <Help> 功能相同）。

/ 預設狀態下 process 就會具備此設定 

搜尋設定項目。想用項目文字尋找選單位置的時候很有用。

這邊舉個例子，打開軟碟機支援看看吧。這個設定項目在 2.6.38 是以 
CONFIG_BLK_DEV_FD 為名定義的，位於以下選單階層。 

Device Drivers --->

  Block devices --->

    Nomal floppy disk support

走訪選單、選定這個項目的畫面如圖 1-3 所示。 

圖 1-3. Normal floppy disk 支援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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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邊按下 y 鍵，左邊的選項就會變成 <*>。這代表會編譯這個項目、並
且靜態嵌入 kernel。按 m 會變成 <M>，代表將這個項目編譯成模組。編
譯成模組的時候，若想使用這個功能，就得視需要將它動態載入 kernel。
按 n 會變成 < >，代表不編譯這個功能。

Kernel 的編譯設定，就是逐一按照上面的方式調整每個項目的設定。 

其他還有需要指定數值或字串的項目。比如說，現在這個畫面的「Default 
number of RAM disks」就是個例子。選定這類項目之後，按下 Enter 鍵，
就會顯示對話框，以便輸入數值或字串。

做好想要的設定之後，到最上層選單選擇 <Exit> 或是按兩次 <ESC> 就會
終止設定，在「是否儲存新設定？」的對話盒選擇 Yes 就會把新設定存到 
.config 檔。

如此就完成 kernel 編譯設定了。 

擁有舊版 kernel 建立的 .config 檔，想以此為基礎做一點修正，並編
譯新版 kernel 是經常遇到的狀況。此時將原本的 .config 檔案複製到 
source tree 根目錄之後，要執行下列指令。

$ make oldconfig

執行這個指令後，就會逐一詢問各個新增的項目。若版本之間的差

距太大，就會有很多項目需要回答，所以建議先按 Enter 讓所有問題
使用預設值，之後再用 make menuconfig進行設定。

GUI 的設定工具可透過以下指令啟動。 

$ make xconfig

啟動之後會顯示圖 1-4 這樣的視窗，在這邊進行設定。 

只要理解 console 介面的設定工具，對於 GUI 的設定工具應該就能一目了
然。兩者之中選擇您順手的工具進行設定即可。 

進行編譯

設定完成的 upstream kernel 的編譯方式，是在 source tree 的根目錄下執行
這個指令。 

$ ma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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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譯所需的時間，視機器性能與設定內容而異，快的話只需要幾分鐘，但

有些情形可能要花幾小時。請不要著急，耐心等待吧。 

圖 1-4. make xconfig 的設定畫面  

節省編譯時間

以下是縮短編譯時間的小技巧。

精簡 kernel 設定

要編譯的程式碼越少，就能越快完成編譯。一般的 distribution kernel 為
了能在各種環境下都能順利執行，所以包含了很多驅動程式。把自己的

環境不需要的部份關閉、把編譯對象限定在必要的部份，即可大幅縮短

編譯時間。精簡設定的部份請參考 [Hack #6]。

使用 make 的 -j 選項

make 的 -j 選項是平行度。平行度是數值，比如說可以指定「-j 4」。若
機器是多核 CPU，指定為總 CPU 核心數就有可能提昇編譯速度。 

購買高規格機器

高性能一向是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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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 kernel 安裝到系統上

編譯完成之後，就要把做好的 kernel 安裝到系統上。安裝的時候需要 root 
權限。 

安裝過程分為兩階段進行。第一階段是安裝模組。在編譯完成的 source 
tree 根目錄下執行下列指令。 

# make modules_install

這樣就會把編譯好的模組安裝在 /lib/modules 之下。 

接著，第二階段是安裝 kernel binary image，以及建立、安裝開機時初始
化用的檔案系統映像檔。同樣在 source tree 的根目錄執行下列指令。

# make install

這樣會把 kernel image 安裝在 /boot 目錄下。Fedora 系列的 distribution 會
同時建立開機時初始化用的檔案系統映像檔、並安裝在 /boot 目錄下，但 
Ubuntu 之類的 Debian 系列 distribution 要另外執行下面的指令，以建立開
機時初始化用的檔案系統映像檔、並進行安裝。<kernel 版本 > 請換成剛
編譯好的 kernel 版本字串。

# update-initramfs -c -k <kernel 版本>  

安裝過程建立的檔案與目錄一覽如表 1-7 所示。跟上面一樣，要把 <kernel 
版本 >換成代表 kernel 版本的字串。 

表 1-7　Kernel 安裝後配置的檔案與目錄

檔案或目錄名稱 內容

/lib/modules/<kernel 版本 > 存放模組的目錄

/boot/vmlinuz-<kernel 版本 > Kernel image 檔

/boot/initramfs-<kernel 版本 >或是

/boot/initrd.img-<kernel 版本 >
開機時初始化用的檔案系統映像

/boot/Systemmap-<kernel 版本 > 位址資訊檔

有些系統上，若想用剛安裝的 kernel 開機，可能需要手動修改 GRUB 設
定也說不定。請視需要修改 /boot/grub/menu.lst 或執行 update-grub 指令。

這樣就完成 kernel 安裝了。請重新開機，確認新的 kernel 可以正常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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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使用的 kernel 與 GRUB 選單項目，在確認新 kernel 能正常運作
之前，請絕對不要刪除。新 kernel 很容易啟動失敗，如果這時沒有
能啟動的 kernel，就無法進一步操作機器了。

Kernel 的 binary image 檔名、以及模組目錄名，都是根據 kernel 版本
命名的。因此在重新編譯現有版本的 kernel 安裝時，會覆蓋掉之前
安裝的 kernel 與模組。

若想避免這種情形，修改 CONFIG_LOCALVERSION 字串是不錯的方法。
這個設定項目指定的字串會成為 kernel 版本的一部分，從而避免覆
蓋之前的版本。

其他 make 目標．變數

為輔助 kernel 設定與編譯，提供了幾個有用的 make 目標。表 1-8 是 
一覽。  

表 1-8　其他 make 目標

目標 意義

clean 把 source tree 恢復成編譯之前的狀態。會刪除 object file 等內
容，但 .config 與編譯過程自動產生的一部分檔案不會刪除。

mrproper 把 source tree 完全恢復成散布時的狀態。散布時的 source tree 
不存在的檔案，包含 .config 檔在內，會全部被刪除。

help 顯示可使用的 make 目標。

tags 產生 tags 檔。有了 tags 檔，Emacs 等編輯器之內就能利用 tag 
jump 功能跳到函式的定義位置，提昇瀏覽原始碼的效率。

cscope 產生 cscope 用的索引。cscope 是 console 環境下的原始碼瀏覽
工具。

allyesconfig 產生所有項目都啟用、且設為嵌入 kernel 的 .config 檔。

allnoconfig 產生盡可能關閉所有設定項目的 .config 檔。

allmodconfig 產生盡可能將所有功能編譯成模組的 .config 檔。

<dir>/<file>.o 只編譯產生指定 object file 所需的檔案。只指定 <dir>的時候，
編譯 .config 之內啟用、位於此目錄下的所有 object files。

<dir>/<file>.ko 只產生指定的模組。

表 1-9 是可用來控制 make 輸出的 make 變數。這些可以用下面的寫法： 

$ make V=1 clean

指定在編譯目標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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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9　控制 make 輸出的變數  

變數 意義

V=0|1|2
設定編譯時 console 顯示訊息的詳細程度。預設是只顯示概要的 0，設為 
1 會顯示更詳細的資訊。2 除了顯示概要之外，還會顯示導致編譯的理由
（理由大多數會是「找不到目標檔案」）。

O=<dir> 將編譯產生的檔案全部儲存到 <dir> 目錄。在 source tree 目錄無法寫入的
情形下很有用。

移除 kernel

用前面解說的方式安裝的 kernel，不在 distribution 套件系統的管理之下，
因此無法用 rpm 或 dpkg 之類的指令移除。 

不過不用擔心。Kernel 配置的檔案如表 1-5 所示，相對單純。想移除的時
候，只要刪除這些檔案就可以了。 

移除 kernel 的時候請慎重進行。另外也要確實修改 GRUB 的設定。 

建立 kernel 套件

Fedora 的情形

Fedora 的套件管理系統是 RPM。若想把 kernel 交給 RPM 管理，就需要建
立 RPM 套件。其實 Linux kernel 的建構過程已經做好建立 RPM 套件的準
備了。因此編譯時只要像下面這樣使用 rpm-pkg 目標執行 make 即可。

$ make rpm-pkg

這樣一來，kernel 編譯好之後，就會建立原始碼套件（SRPM）以及 
binary 套件（RPM），並將 binary 套件放在 ~/rpmbuild/RPMS 之下、原始碼
套件放在 ~/rpmbuild/SRPMS之下。

如果手邊有 SRPM 解開的 distribution kernel 原始碼，可以用 rpmbuild 建立
套件。假設 kernel SRPM 解開在 ~/rpmbuild 目錄下，可以執行下面的指令
建立套件。

$ rpmbuild -ba ~/rpmbuild/SPECS/kernel.spec 

建構好的套件存放位置跟之前一樣。這些套件與一般的套件相同，可以用 
rpm 指令安裝、移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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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upstream kernel 建立套件的時候，也一樣可以從 make 指令呼叫 
rpmbuild。 

Ubuntu 的情形

Ubuntu 的套件管理系統是 dpkg。套件格式是 dpkg。 

建構 upstream kernel 的時候跟 RPM 一樣，可以建立 deb 套件。完成這項
工作的 make目標是 deb-pkg。執行下面的 make 指令，就會建立 deb 套件。

$ make deb-pkg

建構好的套件會放在 source tree 的上一層目錄。它會建立幾個套件，包含 
kernel image 與模組的是 linux-image-<kernel 版本 >.deb 這個檔案。這些套件
的用法跟一般的 deb 套件一樣，可透過 dpkg 進行操作。

除此之外，Ubuntu 還提供支援 kernel 套件建構的工具 — kernel-package之
內的 make-kpkg 指令。詳細用法不在這邊解說，不過它可以透過命令列選
項調整各種編譯設定，視需要運用也不錯。

編譯 source tree 之外的模組

有時會想編譯 kernel source tree 之外獨立提供的原始碼、以模組的形式安
裝，比如說使用 upstream kernel 還沒提供的驅動程式。 

這種情形下，如果驅動程式原始碼的 Makefile 有寫好，就能像下面這樣進
行編譯、安裝。 

$ make -C /lib/modules/$(uname -r)/build M=$PWD  

# make -C /lib/modules/$(uname -r)/build M=$PWD modules_install

make 加上 -C 選項的時候，make 會先讀取指定目錄下的 Makefile。這邊 -C 
選項指定的引數，是目前執行中的 kernel 的原始碼目錄的 symbolic link。
也就是說，這個驅動程式會以建構目前 kernel 時完全相同的環境，具體來
說是使用同樣的 header file 與 .config 進行建構。

M=$PWD 代表不是要建構 Linux kernel，而是在不位於 source tree 之內的目前
目錄下進行建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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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平台編譯 kernel

跨平台編譯（cross-compile）指的是，產生的 binary 的執行平台與編譯器
執行的平台不同。比如說，像是在 x86_64 環境下產生 ARM 用的 binary。
另外這種編譯器也稱為「cross-compiler」。

如果有 cross-compiler 的話，要 cross-compile Linux kernel 就很簡單。這時
要傳遞 表 1-10 所示的兩個變數給 make。

表 1-10　跨平台編譯所需的變數

變數 意義

ARCH 目標架構。

CROSS_COMPILE Cross-compiler 的檔名前綴。

舉例來說，假設要用 armv5tel-linux-gcc 這個 cross-compiler 跨平台編譯給 
ARM 用的 kernel。這時 make 指令的形式如下。

ARM kernel 的 binary image 經常使用 uImage 形式。第一行是建構這個形式
的 kernel，第二行則是建構模組。 

$ make ARCH=arm CROSS_COMPILE=armv5tel-linux- uImage

$ make ARCH=arm CROSS_COMPILE=armv5tel-linux- modules

Kernel binary image 會存成 source tree 的 arch/arm/boot/uImage 檔案。 

建構好的 kernel 與 module 必須拿到目標硬體上才行。如果目標硬體上可
以使用套件管理系統的話，建立套件再拿到目標硬體上安裝，就是最簡

單的作法。不過在沒有套件管理系統的情形下，要複製 kernel image 很簡
單，有問題的是模組。模組散落在 source tree 的各個目錄下，自己蒐集這
些模組放到 /lib/modules 目錄下的作法並不實際。

其實 modules_install 可以透過 INSTALL_MOD_PATH 指定安裝模組的位置。利
用這個變數，比如說把模組安裝到 home 的子目錄下，就能用 tar 之類的
工具打包整個目錄、複製到目標機器上。下面是指令範例。

$ make ARCH=arm CROSS_COMPILE=armv5tel-linux- INSTALL_MOD_PATH=~/armroot-2.6.38 

modules_install

這樣會在 home 目錄下建立 ~/armroot-2.6.38/lib/modules 目錄，並把模組安
裝到這個目錄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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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組目錄下有 build 與 source 這兩個 symbolic link，它們指向 kernel 編譯
時使用的 source tree。若不在目標硬體上進行任何編譯動作的話，就不必
特別修改它，但是要編譯的話就必須在目標硬體上做適當的修正。

小結

這邊以 upstream kernel 為主，解說了 kernel 的編譯設定、編譯、安裝方
法。Kernel 是系統的基礎，恐怖之處在於，若設定或安裝過程出錯的話，
就可能導致系統無法啟動。反過來說，它與其他軟體幾乎沒有相依關係，

另外也可以同時安裝好幾個 kernel，因此筆者覺得想嘗試修正或改造起來
比較容易。

為了讓系統維持最佳狀態、即時採用最新 kernel，就算不是 kernel 開發
者，kernel 的編譯、安裝手法也是一般 Linux 系統使用者值得學習的知
識。請一定要挑戰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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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rnel module 的作法
本 hack 將介紹為 Linux kernel 動態加入功能的機制 — Kernel module 的製
作方式。

何謂 Kernel Module

Linux kernel 是所謂的 monolithic kernel，也就是說，所有的 kernel 功能整
合在同一個 kernel space 之內。不過它還是實作了模組功能。裝置驅動程
式與檔案系統之類的獨立 kernel 功能可以用 kernel module 的形式建立，
而後動態載入 kernel space 或將之移除。

Kernel module 是可以動態嵌入 Linux kernel spacce 的 binary 檔，檔名以 
.ko結尾。 

Kernel module 的製作方式大致可以分成兩大類。第一個是將 kernel source 
tree 包含的功能編譯成 module（請參考 [Hack #2]編譯 Linux kemel）、以及
將 kernel source tree 不包含的特有功能編譯成 modu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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