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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学习Linux设备驱动程序的人虽然很多，但一开始就受挫的也
不少。这主要是因为没有设置好实验环境而匆忙上阵所造成的。设备驱
动程序与硬件密切相关，与一般的程序设计大有区别，而且在内核运行
状态下以模块形式装载，所以只要有一点问题就不能包含在内核之中。
即使成功地装载到内核，其调试过程也与一般程序不同，初学者很难查
到错误原因。但这并不意味着设备驱动程序或内核本身有多难。只要对
Linux熟悉，即使有困难也会迎刃而解的。似乎善解难题的人也有过早放
弃的时候。本书通过对实际驱动程序的详解，旨在对设备驱动程序进行
全面剖析。
所以，开始学习之前设置实验所必需的环境是不可或缺的步骤。为
了测试本书所列的例题，要确认如下三项内容：
• 设备驱动程序的测试与编译所需的系统和运行机制的准备；
• 内核源代码的准备；
• 设备驱动程序的具体动作的验证准备。
本章首先将介绍设定测试环境的必要事项，尤其是为了便于确认所
需的测试事项，本章最后列出了其具体实施方法。在此基础上读者确认
各自的实验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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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系统与Linux运行机制准备

常言道，磨刀不误砍柴工。同样地，为了测试和编译设备驱动程序，应准备系统和运行
机制。为此，先了解一下系统应具备的条件和安装发布版Linux时应注意的事项。

1.1.1

系统准备

Linux支持大部分PC机和各种处理器，所以学习设备驱动程序并不需要特定的机种。然
而Linux是采用由许许多多爱好者参加开发的开放模式，在最新型PC机中还有不完全支持
Linux内核的硬件和芯片组，所以选用常用的机种是更明智的选择。比起最新机种，选择稍
低一档的系统更好。

http://www.linuxhardware.net/上面有与Linux相关各种硬件信息。
稍息片刻

测试设备驱动程序时常有重新引导系统的情况。如有条件准备两台机器，一台安装
Linux，一台安装Windows，更便于测试。在这种情况下，安装Linux的机器可由Windows的
telnet功能来监控，所以没有键盘和显示器也可以。只要有安装Linux的CDROM和足够空间
的硬盘就可以。（当然，由于编译内核需要很长时间，所以比起选用速度过低的CPU，还是
选用较快速的CPU为好。）
在只有一台机器的情况下，建议单独安装Linux来测试设备驱动程序。这是因为，将
Windows与其他系统一起安装在一个机器中，虽然不会有什么问题，但在最近发布的
Windows上不便于提供相应的环境以及编写与测试设备驱动程序。

1.1.2

Linux发布版的安装与环境设定

1. 发布版安装时的注意事项
Linux内核是采用Linux所做的内核与GNU软件合为一体的运行机制。所以说在Linux上
所用的内核版本是Linux在GNU的软件包，是由各自的软件包负责人管理。问题在于这种版
本管理时机各异，且因内核不同其软件包所受的影响也各不相同，也就是说各自软件包版本
之间具有相互依赖性。要构筑完整的Linux系统就应该解决软件包版本之间的相互依赖问题。
但尤为困难的是，收集散布在全世界的各种软件包来作一个稳定系统的工作全部是由某一个
人来完成的。所以在Linux发布版业界里，一般找出最新版本来组成一个系统。由于Linux发
布版的安装过程非常简单，所以很容易实现Linux的大众化。考虑到厌烦繁杂版本的多数人，
以每6个月或者1年为单位进行版本管理。
Linux发布版从系列到形式种类都很多，但对其中有的版本，不必为其是否被使用而发
愁。相反，发布版安装时，有一些需要记住之处。因机器的容量所限，时常有只选必要的软
件包来安装系统的情况。但这种情况下，会因没有选开发包而不能编译内核或者没有包含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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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源代码而有可能发生问题。对Linux熟悉者而言有可能随后追加软件包，但对于初学者
（硬盘容量要足够）还是希望全部安装软件包。
Bootload种类选项里支持多系统引导，要选择简单易用的lilo。本书假设选择lilo作为
Bootload来进行说明。
2. Bootload的确认
安装发布版时有是否生成引导盘的选项，保险起见还是应该作引导盘。这是因为测试设
备驱动程序或者编译内核后重新安装时有时不能正常引导。如果对Linux熟练可以用发布版
的引导来解决问题。但对初学者而言很难这样做。安装发布版时生成引导盘，如果是已经安
装发布版的情况，使用mkbootdisk命令便可生成引导盘。至于mkbootdisk命令的具体使用方
法可用“man mkbootdisk”或者“info mkbootdisk”得到详细的帮助信息。

若想得到bootload更详细内容，请访问http://www.linuxfromscratch.org或访问
稍息片刻

http://lft.sf.net。

3. 内核版本的确认
设备驱动程序开发者内核版本开始成为问题是由Linux内核支持所谓模块的方式所引起
的。在此之前，因为设备驱动程序一直与内核一起编译，所以也就未曾发生不一致问题。
可是，自从模块出世以来，内核与设备驱动程序开始各自在不同时期开发生成。由于设备
驱动程序是内核源代码的一部分，可以引用很多内核函数，但并不保证其函数的引用目的
与原型必须一致。这是因为，Linux内核一开始并不力求尽善尽美的设计，而是必要时追加
其功能。偶尔由于内核版本的更新引起函数或结构发生微小的差异而未能及时处理这一差
异的设备驱动程序将会威胁系统的稳定和安全。所以Linux开发者在模块所用的外部引用函
数里添加版本信息，并在内核引用的函数版本与模块引用的版本不相同时拒绝加载模块，
以防出错。
发布版所包含的内核image是采用能够兼容多种系统的最低版本来编译生成的。发布版
所包含的内核源代码理应包含能够生成image的内核源代码，但由于发布版制作企业制作时
间往往很长，也不能很好地管理，一般采用最新源代码。发布版的内核image的版本将与内
核版本不相同，需要重新编译后安装系统。而以模块模式开发设备驱动程序时，由于内核里
未能包含模块也有可能不稳定。这是因为用模块加载应用软件测试时就被拒绝加载所引起的，
即使源代码没有错误也是如此。
所以，将以模块形式开发的设备驱动程序加载到内核时，如果发生若干个错误，首先要
检查用于编译设备驱动程序所用的内核源代码与实际运行的源代码的版本是否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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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核版本的标记形式
Linux版本是由“.”分隔，并由3位数字和“-”分隔的字符串组成。当然“-”以后

稍息片刻

的部分可以省略。如，2.6.4-bk3。
在版本信息里数字的位置表示源代码的状态。第1位数字表示内核结构有大的变化时
将被变更。这里当前值为2，短期内似乎不会有变更。第2位数字表示内核虽然没有大的
结构性变化，但如有内部多处变动将被变更。但是其数字为偶数和奇数时意义大不相同。
偶数代表稳定版本，而奇数代表测试版。一般奇数版本号只是内核开发者所用，实际并
不广泛使用。在奇数版本中测试并确认新的内容，如最终确认，则将变更为偶数版本。
在奇数版本中有可能包含很多内容，而在偶数版本里却有可能被删除的情况。如前所述，
由内核开发者将2.5.x版本最终确认后声明为2.6.x。第3位数字表示随着内容的变化继续
被变更。与第2位数字不同，没有奇偶之分。其数字越大表示版本越稳定，意味着功能提
高。最后“-”后并不是Linux正式的标记法，只是个人开发者自己保留的名称而已。所
以处理Linux版本时忽略“-”以后的部分。

确认版本最容易的方法是kernelversion命令，但只提供大致的版本号，所以采用如下命
令更为准确。示例里包含Linux version后由“.”分隔的部分，为内核版本信息。
[root@]#cat /proc/version
Linux version 2.6.4 (root@localhost.localdomain)(gcc version 2.95.4
20010319(prerelease))#3 SMP Mon Mar 15 12:49:58 KST 2004

此时如上所列的版本号与设备驱动程序所用的源代码版本应一致。源代码所在的最上级
目录中的Makefile里记录了内核版本。如果安装了发布版，一般版本号记录在
/usr/src/linux/Makefile里。
[root@]#head /usr/src/linux/Makefile
VERSION = 2
PATCHLEVEL = 6
SUBLEVEL = 3
EXTRAVERSION =

由此可见版本号为2.6.3，说明内核源代码与安装的内核版本不一致。所以内核源代码需
要重新编译后再安装。
4. Root权限设定
Linux支持众多使用者，其文件和目录访问权限的管理也非常多。对随时重新引导系统
或以根（root）权限执行命令的设备驱动程序的开发来说很不方便，利用单一系统尽量以
root权限来开发为好。但是root使用权限里无限制，应慎重使用类似删除或者xxxx等命令。

1.2

内核源代码的准备

因为设备驱动程序是内核的一部分，要将其编译后加载到内核就需要内核源代码。尤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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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以模块形式测试时，如果准备的内核源代码与系统运行的内核代码不一致将发生错误。所
以必须安装本节所说明的内核源代码。

1.2.1

获取源代码

Linux源代码是在http://www.kernel.org上正式发布。编写本书时的最新版本为2.6.4。
• 2.4.21
• 2.6.4

2.4内核用设备驱动程序的内核版本；
2.6内核用设备驱动程序的内核版本。

如要获得内核最新版本应访问正式的主页。旧版本建议从以下ftp站点获取。
ftp://ftp.kernel.org/pub/linux/kernel/

除此之外也有很多站点，但为了缩短下载时间，建议使用国内（译者注：韩国国内）
站点。
ftp://linux.sarang.net/pub/linux/kernel/

本书将以从国内站点所获得的内核源代码来安装的过程为主进行说明。通常下载到
/usr/src，但并不是绝对的。为了便于说明，将以管理/project/kernel目录来作说明。
（1）利用如下命令来创建/project/kernel目录。
[root@]

mkdir -p /project/kernel

（2）进入/project/kernel目录后，下载两个版本。
ftp://linux/sarang.net/pub/linux/kernel/v2.4/linux -2.4.21.tar.bz2
ftp://linux/sarang.net/pub/linux/kernel/v2.6/linux -2.6.4.tar.bz2

（3）按如下顺序解压两个源代码的压缩文件。
[root@]
[root@]
[root@]
[root@]

#bunzip2
#tar xvf
#bunzip2
#tar xvf

linux
linux
linux
linux

-2.4.21.tar.bz2
-2.4.21.tar
-2.6.4.tar.bz2
-2.6.4.tar

（4）解压成功，将生成如下目录。
[root@] #ls -al
字节数合计：345912
drwxr-xr-x 4 root
drwxrwxrwx 8 root
drwxr-xr-x 14 573
-rwxr--r-- 1 root
drwxrwxr-x 18 gdm
-rwxr--r-- 1 root

1.2.2

root
4096 3月15 02：49./
root
4096 3月15 02：43../
573
4096 6月13 2003 linux-2.4.21/
root 159815680 6月13 2003 linux-2.4.21.tar*
500
4096 3月11 11:55 linux -2.6.4/
root 194017280 3月11 12:15 linux-2.6.4.tar*

编译内核

各个系统应各自配置好其内核编译选项，安装内核源代码后直接使用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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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事先配置模块处理相关选项，随着内核编译选项的过程确认其选项。
表1-1

内核编译过程
版本

2.6内核

内核编译过程
Loadable module support-->
[*]Enable loadable module support
[*]Set version information on all module symbols
[*]Kernel module loader
Loadable module support-->
[*]Enable loadable module support
[*]Module unloading
[*]Forced module unloading
[*]Module versioning support(EXPERIMENTAL)
[*]Automatic kernel module loading

稍息片刻

一个必要的环节，一定要熟悉其内容。可以参考如下站点或者有关书籍。

2.4内核

内核编译选项很复杂，一旦选择有误，系统编译后就不能正常引导系统。所以作为

• http://kldp.org/

各种linux有关的韩文文档；

• http://www.tldp.org/

linux文档 project；

• http://kernel.pe.kr/home.php

内核选项的韩文project。

配置内核编译选项的方法有make menuconfig、make config、make xconfig。下面以测试
菜单命令 make memnueconfig来说明配置过程。
分别在2.6内核和2.4中执行make menuconfig命令后，将显示如图1-1和图1-2所示的
画面。
菜单中，利用箭头键、空格键、回车键选择画面的选项。设定结束后有存盘与否的提示，
为保存已设定的内容，应单击yes按钮。

图1-1

6

2.4内核make menuconfig的初始画面

图1-2

2.6内核make menuconfig的初始画面

1.2

• 上下箭头键

菜单目录上下移动

• 左右箭头键

画面底部中<Select>、<Exit>、<Help>中选择

• 回车键

内核源代码的准备

选择Select时，选中菜单项
选择Exit时，返回上一级菜单
选择Help时，进入当前菜单的帮助信息画面

• 空格键

确定当前所选择的选项与否
〈*〉加载到内核
〈M〉做成模块
〈〉不选

图1-3

2.4内核模块的选项画面

图1-4

2.4内核选项保存画面

图1-5

2.6内核模块的选项画面

图1-6

2.6内核选项保存画面

内核编译选项设定结束后，按一下步骤进行编译。
1. 2.4内核的编译
试按如下步骤编译2.4内核。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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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ot@] #cd /project/kernel/linux -2.4.21
[root@] #make menuconfig
[root@]
[root@]
[root@]
[root@]

#make
#make
#make
#make

dep
bzImage
modules
modules_install

将在如下目录中生成内核Image。
/project/kernel/linux -2.4.21/arch/i386/boot/bzImage

2. 2.6内核的编译
与2.4内核相比，2.6内核的编译方法非常简单。按如下步骤试执行make install。
[root@] #cd /project/kernel/linux -2.6.4
[root@] #make menuconfig
[root@] #make install

将在如下目录中生成内核Image。
/project/kernel/linux -2.6.4/arch/i386/boot/bzImage

由于2.6内核与2.4内核的模快处理方式不相同，所以工具软件应该升级。如果是Red Hat
8.0以上发布版，设置module-init-tools即可。module-init-tools更新时，如果modutils版本低，
应同时更新。在ftp.kernel.org的Rusty Russel目录中，将可获取module-init-tools所包含的
modutils。

1.2.3

内核设定

为了使已编译所生成的内核Image应配置成能够在系统里运行。然而其方法因系统所用
的bootload不同而各异。如前所述，假设已配置成lilo，所以仅以使用lilo为例。
如果系统所使用的bootload为lilo，应具有如下的目录与文件。
• /etc/lolo.conf
• /boot

lilo环境配置文件；

lilo使用的boot Image和保存Image的目录；

• /sbin/lilo

lilo环境再配置程序。

首先，将Image复制到/boot。因为2.4内核和2.6内核都要选，所以/boot里将被复制两个
版本的Image。为了避免与已有的内核发生冲突，按如下形式的名字复制。
[root@] # cp /project/kernel/linux -2.4.21/arch/i386/boot/bzImage
/boot/linux -2.4.21-test
[root@] # cp /project/kernel/linux -2.6.4/arch/i386/boot/bzImage
/boot/linux -2.6.4-test

其次，修改lilo.conf。发布版和各自的使用者所用的lilo.conf可能有所不同。但是其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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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大同小异，所以按作者的环境为准，将作如下说明。作者所用的修改之前的lilo.conf环
境如下所示。
prompt
timeout=50
default=linux
boot=/dev/hda
map=/boot/map
install=/boot/boot.b
message=/boot/message
iba32
image=/boot/vmlinuz-2.4.18-4
label=linux
initrd=/boot/initrd-2.4.18-4.img
read-only

其中重要的是image = /boot/vmlinuz-2.4.18-4 和label = /linux 。开始lilo引导时显示lable
所指定的内容，并将按用户所选择的运行模式引导系统。按上所举的例子而言，引导时若选
择了所谓linux的项目，将按/boot/vmlinuz-2.4.18-4的Image来引导。此外，如果采用以initrd
和read-only的引导方式，并保留原初始化设置状态就不会产生什么问题的。如果利用新编译
的内核Image来引导系统，按如下形式作修改。
prompt
timeout=50
default=linux
boot=/dev/hda
map=/boot/map
install=/boot/boot.b
message=/boot/message
lba32
image=/boot/vmlinuz-2.4.18-4
label=linux
initrd=/boot/initrd-2.4.18-4.img
read-only
image = /boot/linuz-2.4.21-test
label =linux -2.4.x
initrd = /boot/initrd-2.4.18-4.img
read-only
root = /dev/hda2

image = /boot/linuz-2.6.4-test
label=linux -2.6.x
initrd=/boot/initrd-2.4.18-4.img
read-only
root=/dev/hd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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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选项配置，如果用户不设定，则以/boot/vmlinuz-2.4.18-4作为默认选项来引导系统。
另外，如果选择了linux -2.4.x，则以/boot/linux -2.4.21-test引导系统而选择了linux -2.6.x，则
以/boot/linux -2.6.4-test来引导系统。在设定lilo环境时必须保留以前环境，这是因为时常发
生新设定的内核不能正常引导系统的情况。
一旦修改了/etc/lilo.conf，就必须将其反映到系统。简单使用lilo命令即可完成所有的处
理过程。如果不正常，根据系统的错误提示信息作相应的修改。作者的系统里曾出现过如下
提示信息。
[root@] # lilo
Added linux *
Added linux -2.4.x
Added linux -2.6.x

命令之后“*”的部分为没有任何选择时的默认运行模式。然后再引导就可以作为系统
使用。

1.3

实验设备的准备

本书为了验证设备驱动程序的动作采用了打印机接口。本章将说明打印机接口的结构和
工作方式，并准备了用于输入输出的LED和曲别针。

1.3.1

打印机接口的准备

1. 采用打印机的理由
开发设备驱动程序首先要了解其控制对象的硬件的结构。然而，由于在PC或者嵌入式
系统中所用的硬件种类繁多（Linux源程序可达50MB，其大部分为驱动程序，因此Linux内
核支持众多硬件），不可能学习和理解其所有硬件驱动程序。
本书以结构简单并大部分PC所具备的打印机接口为例说明设备驱动程序的工作方式。
由于打印机接口提供输入输出以及中断功能，所以非常适合于驱动程序的开发与测试试验。
即使没有示波器和焊接工具等测试工具，只要有LED和曲别针等简单工具就可以确认打印机
工作。也可以利用外部调线很容易地改变其输入状态。
2. 打印机接口的种类与选择
打印机接口按其功能分为3种，目前大部分主板都支持这3种。
（1）EPP/ECP
EPP/ECP（Enhanced Parallel Port/Enhanced Capability Port）是计算机与设备之间的双
向并行通信规范，提供比SPP并行信号传送更快的数据通信速度。EPP用于除打印机以外的
设备，而ECP是用于打印机与扫描仪的。
（2）SPP
SPP（Sequenced Packed Protocol，序列分组协议）是标准模式，它与EPP和ECP不同，
是早期定义的规范（Centronics）。由于其结构非常简单且不分PC机种，本书采用了SPP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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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用打印机接口来测试设备驱动程序，应在PC的BIOS中设定为SPP模式。这是因为
最新机种大部分支持EPP和ECP模式。也许一般PC上不会有问题，但在服务器用PC、笔

注意

记本电脑或者最新机种的BIOS中有时有不可使用打印机接口的选项。为了确认自己所用
的系统里有没有这样选项，在BIOS设定模式中要确认如下内容。
• 打印机接口是否设定为不可使用？
• 打印机接口是否设定为SPP模式？
• 打印机接口地址是否设定为0x378?
• 打印机接口的中断号是否设定为7?

3. 打印机接口图

图1-7 打印机接口的引脚

PC机机箱后面有很多输入输出接口，其中25芯的为打印机接口，每个引脚都有编号。
4. 打印机接口信号线及寄存器
打印机接口有25个引脚，其中有17条信号线和8条地线。信号线中有4条控制线
（Control Line）、5条状态线（Status Line）、8条数据线（Data Line）。控制线是用于打印机
的连接和握手信号，状态线是用于反映打印机的状态，数据线是用于PC机向打印机发送数
据的。有3个与控制打印机相关的寄存器，其地址位于PC的I/O地址列表之内。一般打印机
接口的端口地址为0x378、0x379、0x37A（如表1-2）。只要向对应的寄存器写入数据，其
硬件将输出相应的内容。相反，施加到硬件的信号也可通过寄存器获取。打印机接口的中断
号为7。
表1-2

打印机接口的端口寄存器与引脚
数据位

端口地址
7
0x378

6

5

4

3

方向
2

1

功能

0

X
X
X
X
X
X
X
X

输出
输出
输出
输出
输出
输出
输出
输出

引脚9（data7）
引脚8（data6）
引脚7（data5）
引脚6（data4）
引脚5（data3）
引脚4（data2）
引脚3（data1）
引脚2（data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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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数据位

端口地址
7
0x379

6

5

4

3

方向
2

1

输出
输入
输入
输入
输入

X
X
X
X
X
X

0x37A

X

X

X

功能

0

X

X
X
X
X
X
X

输出
输出
输出
输出

引脚11（busy）
引脚10（acknowledge）
引脚12（out of paper）
引脚13（select）
引脚15（error）
未用
未用
IRQ允许控制
引脚17（select input的反向输出）
引脚16（init）
引脚14（auto feed的反向输出）
引脚1（strobe选通）

如图1-8所示，0x378端口写数据将在对应的引脚上输出位信号。例如，若写0x01，则
在第2个引脚上输出5V电压，对应于0的位将输出0V。另外，如果10号引脚有5V电平，
0x379的第6个位（b6）将成为1。在图1-8中三角形方向表示寄存器与引脚的输出方向，三角
形前边有圆圈的引脚表示低电平有效。例如，若11号引脚有5V，则b7位为0。以上内容足以
满足理解后续内容。详细内容请参见http://www.beyondlogic.org/spp/parallel.htm。
0x37A控制端口的引脚编号
0x378数据端口的引脚编号

0x379状态端口的引脚编号

图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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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1.3.2

实验设备的准备

实现输入输出的准备物品

开发和测试打印机端口设备驱动程序时，需要批准打印机端口的输入状态或输出控制状
态的方法。前面介绍的实例目的并不在于体现打印机端口设备驱动程序，而是介绍设备驱动
程序运行机制。因此要查找随时确认输出的方法和批准输入的方法。本书提供了使用LDE和
金属Clip的方法。
1. LED
如图1-9所示，作为测试工具的单色LED具有两个引脚，是触电便发光的二极管。由塑
料覆盖了发光部分，长脚为“+”极anode，短脚为“-”极cathode。正确连接到3〜5V的适
配器电源端子上，LDE就会发光。此时“+”极接到“+”极上，而“-”极接到“-”极上。
但是LED的工作电压为1.8V，长时间连接高电压电源会被烧毁，因此只能短时间接触适配器
或干电池。本书利用LED体现了打印机端口的数据输出（D/O）过程。三色LED插孔不方便，
且容易出故障，最好准备两个以上的单色LED。

图1-9

LED和符号

2. 金属Clip
通过打印机端口获得数据输入（D/I）时使用金属Clip，此时使用的Clip就是普通的曲别
针，如图1-10所示。为了通电只能选择金属材质，即不能选择带颜色、树脂材质的，且最好
尺寸大，有一定厚度。

图1-10

金属Clip

3. 连接方法
多数PC机的打印机接口都在机箱的后面，因此无法看到LED插孔。
另外，与端口插孔相比，LED的引脚过长，一定要拿好LED。因此，作者直接制作了图
1-11中显示的扩展电缆。
但是该方法涉及锡焊，部分读者可能无法制作。因此作者使用了打印机共享电缆。2m
以内的电缆价格不贵，可以在电脑附件商店或网上采购。因为它的形态与打印机扩展电缆相
似，购买时一定要选择有打印机共享电缆字样的产品。除了电线过长之外，使用起来非常方
便，如图1-1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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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1

图1-12

直接制作的扩展电缆

打印机共享电缆

LED的两个引脚工作电压低于3V，电压超过该值时会被烧毁或出现故障。打印机接
提示

口的输出电压是5V，长时间开启LED有可能出现故障而不发光（打印机接口的电流较低，
很少发生）。因此发现LED不发光，就要更换其他LED。要想放心使用LED，可以串联一
个1kΩ的电阻。

1.4

实验环境的检查

目前，介绍了学习设备驱动程序时必要的条件。本节将简单整理各个项目，直接确认各
自的运行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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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几节叙述的内容为基础，各自实验环境中需要确认的内容可归纳为以下几点。
（1）利用发布版安装Linux时是否选择全部数据包
（2）是否准备了启动盘
（3）登录的用户Account是否具有root权限
（4）是否准备了内核源代码
ftp://linux.sarang.net/pub/linux/kernel/v2.4/linux-2.4.21.tar.bz2
ftp://linux.sarang.net/pub/linux/kernel/v2.6/linux-2.6.4.tar.bz2

（5）是否安装了内核源代码
/project/kernel/linux-2.4.21/
/project/kernel/linux-2.6.4/

（6）内核版本和内核源代码是否匹配
[root@]# cat /proc/version
/project/kernel/linux-2.4.21/Makefile
/project/kernel/linux-2.6.4/Makefile

（7）是否编译了内核源代码
[2.4内核]
[root@]#
[root@]#
[root@]#
[root@]#

make
make
make
make

menuconfig
clean;
dep
bzImage

[2.6内核]
[root@]# make install

（8）系统中安装内核时是否使用了boot loader
[root@]# cp /project/kernel/linux-2.4.21/arch/i386/boot/bzImage /boot/linux2.4.21-test
[root@]# cp /project/kernel/linux-2.6.4/arch/i386/boot/bzImage /boot/linux2.6.4-test
/etc/lilo.conf
/sbin/lilo

（9）打印机端口是否正常
• 系统BIOS上设置的打印机端口模式是否为SPP？
• 系统BIOS上设置的打印机端口地址是否为0x378？
• 系统BIOS上设置的打印机端口地址的中断号是否为7？
（10）是否准备了LED和金属C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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