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安装 Linux

如果比尔· 盖茨在每次 Windows 死机时都能挣 5 美分 …… 哦， 等等， 他就是
这么做的。
——摘自 Slashdot.org

最初可以开始在 Windows 下进行嵌入式 Linux 开发时，开发过程是很不容易的。基本的
Windows 系统缺少很多工具和实现嵌入式开发的特性。但是尽管如此，你为什么还想那样做？
因此我们应该把注意力主要集中在 Linux 上，而不是研究安装 Windows 开发系统的过程上。
尽管这本书不是对 Linux 的介绍，但是也值得花一些时间去回顾安装过程和可选择的配
置。如果你已经安装了可以正常使用的 Linux，那么你可以不看这一章，除非你想学习虚拟
化或双启动。
本章的介绍和步骤最初是针对 Fedora 的，但是通用的概念可以应用于几乎任何 Linux 系
统的安装。

2.1

发行版
经过多年的充分改进，安装 Linux 的步骤已经相当直接而简单。事实上，最简单易理解

的安装 Linux 的方法是从一个发行版（distribution）或简称 distro 开始的。互联网上有多达几
百个发行版可供下载，其中的许多针对特定的领域如嵌入式。
一个发行版包括你在安装 Linux 时需要的所有组件，包含内核、应用程序、图形桌面环
境、开发工具、游戏、媒体播放器等。多数但不是全部的发行版使用软件包管理器（package
manager），这是一个将单个组件集成到易于管理的包中的软件。Fedora 和 Red Hat 发行版使
用 RPM，即 the Red Hat 软件包管理器。Debian 和它的衍生产品如 Ubuntu 使用 dpkg。一个
软件包包括组件的软件如可执行文件、库等，外加安装和卸载组件的脚本以及还需要哪些相
互支持的软件包等信息。
一个典型的 distro 可能包括几千个包。事实上，这成了关于 Linux 的各种项目和经销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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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营销游戏 ：
“我的 distro 比你的有更多的包。
”这里给出一些更流行和对用户更友好的发行
版中，其中的任何一个都可以用于嵌入式开发。在本章最后一节里给出了相关的一些网址。

2.1.1

Debian GNU/Linux

Debian 项目由世界各地 3000 多个志愿者共同努力完成，其支持完全来自捐助。2007 年
由 SurveyMonkey.com 做的一个调查显示，在个人和组织使用最多的 Linux 发行版排行里面，
Debian 仅次于 Ubuntu，而 Ubuntu 本身是 Debian 的一个衍生产品。
Debian 因其丰富的选项而闻名。最新发布的稳定版本 6.0 有超过 29 000 个包，支持 9 种
计算机架构，包括通用的 Intel/AMD32 位和 64 位处理器，还有 ARM 和 IBM eServer zSeries
大型主机。与 RPM 不同，Debian 是首先声明使用稳定的包管理系统的发行版之一。Debian
包有文件 extension.deb。
与其他流行的发行版通常两年发布一个主要的版本相比，Debian 的发布周期更长，也更
有规律。

2.1.2

Fedora

Fedora 项目是从 2003 年年末开始的，当时 Red Hat 不再继续它的 Linux 发行版零售产品
线而选择开始专注于企业软件。最初的 Fedora 发布版本是基于 Red Hat Linux 9。Red Hat 继
续赞助 Fedora 项目，这也是 Red Hat 企业版 Linux(RHEL) 发布的起点。
Fedora 以其一直居于开源软件开发的领导地位而自豪，而且它有一个相当快的发布时间
表，大概每 6 个月发布一次。目前最新的版本是 16。从 Red Hat 开始，Fedora 就成了我最喜
欢的 Linux 发行版，我目前正在用的就是版本 14。我倾向于使用距最新版 1 ～ 2 个版本的发
布版，而且每隔 2 ～ 3 个发布版才更新一次。我不需要使用绝对最新和最好的版本 5，而是只
要它能工作，就坚持使用。
对于最新的版本，我有两个不满意的地方，这个说法也可以同样应用于 distros，而不仅
仅是 Fedora：
1）属性总在改变。我也许对这个太敏感了，因为我在配置和安装时一直使用图形对话
框。但是在每个新的发布版本里，这些对话框的路径都会改变。
2）每个连续的发布版本看起来总是变得更像 Windows。也就是说，更多的菜单变成了
单个的图标，而不是更简单、直接的文本选择框。毫无疑问，这反映了吸引更多用户的需
求，但是作为计算机专业人士，我觉得不太好。幸运的是，迄今为止，还有方法可以转换到
经典的菜单风格。
本书所讨论的一切都可以应用于任何发行版，不同 distros 之间的区别仅在于安装和
配置。在第 4 章中当需要对网络做一些改变时，我们将讨论这个问题。这里描述的主要是
顺便说一下，你也一样。在某一版和它的下一版之间，基本的功能不会改变很多，更多的改变是形式上
的。如果你刚开始使用，那就选择一个相对较新的版本并坚持使用一段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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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dora。基于这点，如果你还没有选定一个你喜欢的 Linux 发行版，那么我推荐 Fedroa，至
少在你通读本书期间你可以使用它。
Fedora 只能运行在 Intel/AMD 平台上。

2.1.3

Red Hat 企业版 Linux

RHEL 是 专 门 面 向 包 括 大 型 机 的 商 用 市 场 的。 目 前 有 针 对 x86、x86-64、Itanium、
PowerPC、IBM System Z 的 各 种 服 务 器 版 本 和 针 对 x86、x86-64 的 桌 面 版 本。RHEL 从
Fedora 继承了很多属性，但它有一个更保守的发布时间表，大约 2 年发布一个主要的版本。
到 2011 年年末，最新的稳定发布版本是 6.1。
尽管 RHEL 是一个商业产品，但它完全基于开源代码。结果就是，Red Hat 提供其完整
源代码库的下载。有几个小组利用这点重新生成了他们自己的 RHEL 版本。最知名的小组之
一是 CentOS，据说是到 2011 年年末为止，最受欢迎的第 8 个发行版。这些重建去掉了任何
与 Red Hat 商标相关的信息，并在非 Red Hat 服务器上更新系统。否则，他们在功能上就是
雷同的。
由于重建是自由的，所以他们当然不符合任何种类 Red Hat 支持的条件。

2.1.4

SUSE

SUSE 最初是在德国开发的，它最原始的发布版本是在 1994 年，因此是现存的最古老的
商用发行版。其名称是软件和系统开发的德文缩写（Software und System Entwicklung）。它
的名字后来就成了 SUSE，也不再认为是缩写了。
Novell 在 2003 年得到了 SUSE Linux AG , 在 2005 年宣布 openSUSE 项目允许外部的开
发者参与。SUSE Linux 以两种形式提供 ：由 OpenSUSE 项目主导的 OpenSUSE 和一个商用
版本 SUSE Linux 企业版。和 Fedora、Red Hat 一样，OpenSUSE 一直保持在 Linux 开发的最
前沿，有一个相当快的发布时间表，SUSE Linux 企业版则坚持一个更保守的发布时间表。

2.1.5

Ubuntu

根据其网站描述，Ubuntu 是一个古老的非洲词汇，意思是“仁慈待人”，也有“我们成
就了我”的意思。这是 2004 年首次发布的 Debian 代码库的一个分支 , 目的是创造一个易于
使用的 Linux 版本。它有两种版本可以选择：桌面版和服务器版。
每 6 个月发布一个版本，每 4 个版本就会有一个长期支持（LTS）。LTS 的发布版对于桌
面版支持 3 年，对于服务器版支持 5 年。将要发布的 12.04 版，桌面支持将延长到 5 年。
一直以来，Ubuntu 和多数其他的 Linux Distros 一样，支持图形桌面环境，包括 GNU 目
标模型环境（GNOME）和 K 桌面环境（KDE）。2011 年春季发布的 11.04 版引入了一个新的
桌面环境叫 Unity，这是 GNOME 的一个 Shell 接口，目的是充分利用笔记本和平板电脑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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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尺寸屏幕的空间。一些用户批评新的接口与 GNOME 差异太大，处理能力也差，但是另
一些用户认为精简至下限的方法比老的架构更有吸引力。
Ubuntu 强 调 易 用 性， 开 发 者 通 过 取 消 掉 一 些 支 持 安 装 和 配 置 的 图 形 对 话 框（ 如 在
Fedora 中）而将基本的系统配置设计得更复杂。另外，根用户账号是锁定的，因此不可能直
接像根用户一样直接登录。你必须使用 sudo 命令，这显然是有目的的。在 Windows 里，这
是一个阻止普通用户破坏系统的惯用方法。
第 4 章中，在我们不得不改变一些网络参数时，配置上的困难将会成为一个问题。我不
推荐 Ubuntu，除非它是你最喜欢的发行版，并且你觉得很好用。
尽管如此，Ubuntu 可能是最流行的 Linux 发行版。2009 年 6 月，据 ZDNet 报道：“世界
范围内，有 1300 万活跃的 Ubuntu 用户，且其增长率超过其他任何发行版。”

2.2

硬件需求
选择了一个发行版后，你需要硬件来运行它。任何现代的 PC 都可以很好地作为一个

开发主机来使用。最小的需求是 ：一个奔腾级处理器，1GB 的 RAM 用于图形操作，至少
20GB 的硬盘用于工作站级别的 Linux 安装。当然，RAM 和硬盘越大越好。
我在一个运行 Windows 7 的 Dell 笔记本的虚拟机（稍后会做更多的介绍）上完成我大部
分的 Linux 工作。虚拟机有 1GB 的 RAM 和 20GB 的硬盘，我目前运行的是 Fedora 14。
你至少需要一个异步串行端口，用一个 USB 到串行口的转换器就可以。你也需要一个
网络接口。我们使用串口和网口结合与目标通信，也用于调试目标代码。

2.3

安装方案
下一步是你想怎样安装 Linux，基本上有三种安装方案。

2.3.1

单机版

如果你可以分配一台机器给 Linux，那么这是一个明显的选择。你将允许安装进程格式
化整个硬盘。

2.3.2

双启动

在一些情况下，你可能想把 Linux 安装到一台已经运行其他 Windows 系统的机器上。有
两种方法可以做到这一点。本节讨论双启动，下一节讨论虚拟化。
在双启动方案里，你在开机时要选择启动哪个操作系统。这个操作系统将控制整个机
器。Linux 的安装将用 GRUB（GRand Uniﬁed Boot loader）取代标准的 Windows 引导加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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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 GRUB 将提供要启动的操作系统选择项，如图 2-1 所示。
对普通用户，双启动一直是最流行的安装模式，由于它需要重新配置硬盘，因此也是最复杂
的模式。最常见的情况是你的机器上已经安装了一个 Windows 的版本，你想再增加一个 Linux。
这种情况下，Windows 可能已经占用了整个硬盘，所以你需要给 Linux 分配可用的空
间。本质上说，这需要减小运行 Windows 的磁盘分区空间，以给 Linux 创建未分配的空间。
记住，Linux 需要 20GB 量级的硬盘空间，所以你的硬盘必须至少有那么大的连续空闲空间。
你可以使用 Windows 的磁盘碎片整理工具将所有的空闲空间置于硬盘的最后。

图 2-1

GRUB 启动菜单

Windows 7 有一个灵活的磁盘管理工具来处理分区。从开始菜单，选择 Control Panel>
Administrative Tools>Computer Management。在 Computer Management 对话框，选择 Storage>Disk
Management，见图 2-2 的菜单。这里给出了 5 个分区，最大的一个盘符是 C:。

图 2-2

Windows 7 磁盘管理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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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简单介绍一下关于硬盘分区的背景知识。在 DOS/Windows/PC 的世界里，一个硬

盘可以有最多 4 个主分区，其中的任何一个都可以指定为扩展分区，也就是说可以设置有多
个逻辑分区。一个扩展分区可划分的逻辑分区数目没有固定的上限，但是限于 Linux 访问分
区的方法，对于单个硬盘驱动来说，实际使用中的上限是 12 个。
看一下图 2-2 的分区列表，与在同一个硬盘上用 Linux fdisk 命令得到的表 2-1 对比一
下。该机器已配置为双启动。注意 fdisk 报告上有 6 个分区，而 Windows 磁盘管理器只显示
了 5 个。/Dev/sda4 是一个扩展分区。sda5/ 和 sda6/ 是 sda4/ 内的逻辑分区。磁盘管理器不显
示扩展分区。
表 2-1
Device
/dev/sda1
/dev/sda2
/dev/sda3
/dev/sda4
/dev/sda5
/dev/sda6

Boot
*

Start
63
81920
30801920
543221760
543223808
544249856

fdisk 输出

End
80324
30801919
543220399
625141759
544247807
625141759

Blocks
40131
15360000
256209240
40960000
512000
40445952

Id
de
7
7
5
83
8e

System
Dell Utility
HPFS/NTFS
HPFS/NTFS
Extended
Linux
Linux LVM

奇怪的是，磁盘管理器将 5 个分区都识别为主分区，但是 fdisk 显示图解右边的两个实
际上是一个扩展分区内的逻辑分区。
现在需要给 Linux 创建一些空闲的硬盘空间。但是在对硬盘驱动做任何改变前，首先
一定要备份数据。即使这些工具理应能够正常工作，但也要以防万一。右击 OS（C:）分区，
选择 shrink volume。注意，Windows 将分区称为卷（volume）。磁盘管理器会查询分区最小
可以到多少，该操作在大硬盘上的执行需要一段时间。最后，会出现图 2-3 的对话框。标注
有点容易混淆，这是告诉我们从 C: 分区上可以分离出 113MB 的空间。很明显，你需要给 C:
驱动器留一些空间，因此你不会占用全部的 113MB。

图 2-3

缩小分区

接下来，Linux 的安装程序就要格式化分配给 Linux 使用的分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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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拟化

虚拟化是当前计算技术中最流行的词，它是指在一个操作系统上运行另一个操作系统。
原始的操作系统叫主机。它运行一个虚拟机管理器（VMM），这样就可以运行一个或多个客
户虚拟机。在双启动模式下，两个操作系统都是独占运行的，而虚拟化模式下，主机和客户
机是同时运行的。你甚至可以在他们之间无缝移动文件和数据。
有两种流行的 VMM——VMware 和 VirtualBox。VMware 是以其公司名称命名的一个商业
化产品。他们提供一个免费版本叫 VMware 播放器，在 Windows 和 Linux 主机上都可以运行。
VirtualBox 是 Oracle（以前的 Sun Microsystem）公司发起的一个开源包。它可以用于
Windows 和 Linux 主机，也支持 Mac OS X 和 Solaris。
这两个包在安装和操作方面都是很相似的。在安装软件后（2.6 节里有下载页面），你可
以创建一个或多个客户机，并分配硬盘和 RAM 等资源给它们。你可以通过向导创建一个新
的机器，客户机上的硬盘用主机上的大文件代表。然后你就可以用在主机上同样的安装方式
在客户机上安装一个操作系统。
我使用的是 VirtualBox。
第三种 VMM 叫 Parallels，是一个以其公司名称命名的瑞士公司的产品。严格地说，它
是一个面向密集图形应用的商业产品。你可以申请到一个有时间限制的评估版本。Parallels
使用的是建立在高端 Intel 处理器上的虚拟化技术。

2.4

DVD 还是激活 CD
多数的 Linux 发行版至少可以通过三种途径获得 ：DVD、CD 包（目前最多包含 6 张

CD）或者一张激活 CD（Live CD）。一张激活 CD 就是一个最小的可引导 Linux 系统，可以
不用安装 Linux 就让你有机会体验新的发行版。当然，你不能保存任何数据或修改配置。每
次启动它都会恢复到默认配置。
激活 CD 提供的一个选项是安装发行版。当你选择这个选项时，它将运行和你使用 DVD
或完整的 CD 包同样的安装过程。不同之处在于安装包是来自网络而不是来自物理介质。

2.5

安装过程
不管你选择的安装方案或安装介质是什么，安装过程是大致相同的。这里描述 Fedora 的

安装，但是安装其他的发行版也是类似的：
• 下载发行版介质（见 2.6 节）
。这可能是一个 .iso 文件、一个 DVD 或激活 CD 的精确映像。
• 将 .iso 文件写入到相应的物理介质上。你需要一个磁盘烧写程序将 .iso 文件转移到物理
介质。在虚拟机的环境中，你可以直接挂接 .iso 文件，就和操作一个 DVD 或 CD 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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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安装介质开始启动计算机或者单击激活 CD 中的安装图标。你可能需要配置 PC 的
BIOS 为从光驱启动。
• 遵循向导步骤。
安装过程本身是相当直观的。安装程序会询问你一系列的常规选择如语言、键盘、时区

等。你将要选择一个根口令。根用户就是系统管理员，也称为超级用户，这在下一章中将有
更多的讨论。

2.5.1

磁盘分区

最后，你会看到如图 2-4 的对话框，这里需要认真对待，因为在这里做的一些选择将
不可更改。如果你安装的是一个只有 Linux 的操作系统或一个虚拟机，在这里的正确答案
是 Use All Space。在虚拟机情况下，all space 指的是你在创建虚拟机时创建的文件 ；在只有
Linux 系统的情况下，它指的是所有的磁盘空间。如果你正在安装的是一个双启动配置，则
这里正确的答案是 Use Free Space，这指的是你之前在 Windows 磁盘管理器上释放的空间。

图 2-4

磁盘分区

如果对于选择其他选项没有更好的理由，那么建议你接受推荐的分区。通常情况下这么做
运行良好。当你单击 Next 时，会提示你确认要对磁盘做的更改。到目前为止，安装程序还没
有对你的系统做永久的改变，但当你单击 write changes to disk 时，这些改变就完成了。
接下来，会有关于引导加载器（boot Loader）GRUB 的询问。如果你安装的是一个双启

第 2 章 安装 Linux

17

动系统，你还要选择将哪个操作系统作为默认项。

2.5.2

包的选择

实时安装过程继续进行的下一个也是最后一个步骤是包的选择。在这个菜单里，选择
Software Development。这将预选择一些支持软件开发的包，包括 GNU 编译集（GCC）。选
择 Customize now。当你单击 Next 时，你会看到图 2-5 的对话框。这是让你选择附加属性和
软件开发组之外的包。

图 2-5

包的选择

在 Desktop Environments 选项下，我推荐选择 KDE。这完全是个人选择。在 Linux 领域
有两个流行的图形桌面环境：GNOME 和 KDE。GNOME 似乎更流行。不过我喜欢 KDE，以
至于本书的其余部分展示的图形桌面图片也将是在 KDE 中的。我只是更喜欢 KDE 的表述。
它更像 Windows，真实的情况是我每天大部分的计算机工作都是在 Windows 上做的（比如
我正在 Word 里面写这本书）。如果你的大部分时间花在 Windows 上，我想你会觉得更喜欢
KDE。但是如果你更喜欢 GNOME，那就用 GNOME 吧。
在 Development 选项下，选择 KDE Development。这样将安装 Qtopia（QT）图形库，在
许多章节里我们在配置 Linux 内核的时候都需要它。
单击 Next 开始安装，这需要一段时间，大概一小时左右，因为有 1000 多个包将要安装
到你的计算机上。
当安装过程完成以后，会提示你重启系统。重启后将运行你所安装的系统。安装后也有
一些问题需要注意，其中，你必须接受 Fedora 许可期限并创建一个普通用户名。
这样你就安装了一个功能完整的 Linux 了。在你准备好开始下一章前先重启系统，下一
章我们将讨论 Linux 的很多有用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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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
Linuxiso.org——在这个站点可以下载 IOS 镜像文件，用于在不同架构的各种修订版本上

虚拟所有流行的 Linux 发行版。
1. 具体的发行版站点
debian.org
fedoraproject.org
opensuse.org
redhat.com
ubuntu.com
2. 其他资源
parallels.com——Parallels VMM 的站点。
virtualbox.org——Virtualbox VMM 的站点。
vmware.com——有 VMware 虚拟机管理器的信息，可以在这里下载 VMware 播放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