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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t：Linux Lab 是什么



.. Linux Lab 简介

Linux Lab 是一个开源项目
提供一个即装即用的 Linux 内核开发环境
也可以用于学习 C、Shell、汇编、Qemu、U-boot、嵌入式 Linux 等

项目概况

创建于 2016.07.11
最新版本：v0.2（2019.10.30）
第一个正式版本：v0.1 （2019.06.29）
变更数：848 条
Stars: 411+140 = 551
Forks: 94+35 = 129

项目首页

https://tinylab.org/linux-lab

代码仓库

Gitee：https://gitee.com/tinylab/linux-lab
Github：https://github.com/tinyclub/linux-lab

https://tinylab.org/linux-lab
https://gitee.com/tinylab/linux-lab
https://github.com/tinyclub/linux-lab


.. Linux Lab 极简安装

在 Ubuntu 16.04 下安装 Linux Lab

$ git clone https://gitee.com/tinylab/cloud-lab.git
$ cd cloud-lab
$ tools/docker/run linux-lab

安装完的桌面图标示例



.. Linux Lab 启动后的样子



.. Linux Lab 基本功能

下载：make kernel-download
内置清华/Gitee 国内镜像站

检出：make kernel-checkout
内核版本选择和检出

补丁：make kernel-patch
内建补丁和特性管理工具

编译：make kernel
每个平台内建至少 1 款交叉编译工具
每个平台外置 3+ 款验证好的交叉编译工具

运行：make boot
预编译 Bootloader、内核和文件系统镜像
内建 Qemu、Qemu-User 和运行功能

调试：make debug
内建基于 Qemu 的调试功能

测试：make test
内建全方位自动化测试功能



.. Linux Lab 兼容性和可扩展性

系统兼容性

基于 Docker
支持 Linux, Mac OSX 和 Windows

架构可扩展性

支持 4 大主流架构：X86、ARM、MIPS、PowerPC
支持 1 大潮流架构：RISC-V
支持 2 大国产芯片：CSKY, Loongson
支持 15+ 款开发板，各架构 2~3 款

包括 Raspi3, Vexpress-a9, Malta, PC 等

功能可扩展性

Linux: make kernel*
Buildroot: make root*
Uboot: make uboot*
Qemu: make qemu*



When：Linux Lab 历史回顾



.. Linux Lab 项目本身

起源于 2011 年前后 CELF 的一个项目计划书
计划书：https://elinux.org/Work_on_Tiny_Linux_Kernel
成果：https://tinylab.org/tinylinux

TinyLinux 项目衍生出 “Linux Lab” 的雏形
TinyLinux 包含 1 系列内核裁剪技术，例如 gc-section
涉及的代码较多，与架构相关、特性相关、链接脚本相关

需要系统的测试：4 个主流架构 + Qemu 虚拟开发板 + 系列 Scripts

2016 年重构 Linux Lab
员工基础技能培训需要

内核新技术的跟踪和学习

Github & Docker 技术兴起

2019 发布 v0.1 正式版
大幅优化各种体验

从 Github 迁移回国内 Gitee
促成 Gitee 构建 qemu, buildroot 和 uboot 国内镜像

新增 RISC-V 和 Loongson 支持

https://elinux.org/Work_on_Tiny_Linux_Kernel
https://tinylab.org/tinylinux
https://lwn.net/images/conf/rtlws-2011/proc/Yong.pdf


.. Linux Lab 相关历史

Linux 0.11 Lab，https://tinylab.org/linux-0.11-lab
2008 年学习 Linux 0.11

基于赵炯老师的实验材料

升级 GCC 版本、用 AT&T 汇编重构
添加 Qemu 启动和调试支持

2016 年添加 Docker 支持

CS630 Qemu Lab，https://tinylab.org/cs630-qemu-lab
2007 年学习旧金山大学 CS630

原课程实验材料基于 I386 PC
新增了 Qemu 实验支持
拿到了一个 “A”

2016 年添加 Docker 支持

https://tinylab.org/linux-0.11-lab
https://tinylab.org/cs630-qemu-lab


.. Cloud Lab 的诞生

主要目标

实现多套 Labs 相似资源的最大程度共享
包括实验环境的管理和远程访问

降低代码的开发和维护开销

主要功能

Docker 镜像管理
实验环境的构建、上传和下载

实验环境的启动、停止、删除等

实验环境的配置

Web 访问接口
VNC: noVNC
SSH: Gateone

其他功能

内网穿透

透明网络



Why：为什么开发 Linux Lab



.. 解决下面这些困扰

从入门到放弃

以往书籍的实验步骤

安装步骤随着环境变化不兼容

重新下载和安装繁琐又浪费时间

简化为 Docker 镜像 + Github/Gitee 仓库
三条命令完成基本安装且不挑系统

安装时间从几周到数十分钟

为挑选硬件开发板苦恼

现实的困境

无多余费用购买开发板，部分开发板根本找不着

不知道怎么用 Qemu

已经支持 7 大架构 15 款开发板
大部分功能都可以通过 Qemu 模拟
大部分功能都有预先验证好的脚本和接口

调试困难

以往困境

硬件调试需要特殊的工具

Qemu 调试不知道怎么用

已经添加极简的调试接口

make debug



.. 与同类项目比较

Cloud Lab 是人人可以搭建和定制的 实验楼

Cloud Lab 的不同：

完全开源

即装即用

简单易用

稳定可靠



How：Linux Lab 的设计与用法



.. Linux Lab 系统框架



.. Linux Lab 目录说明

文件/目录 说明 备注

README.md 使用文档 详细用法和演示小视频

boards 板级配置与支持 boards/riscv64/virt/

feature 内核特性配置与源码 内核特性开发

modules 内核模块例子源码 内核模块开发

examples C、汇编等例子源码 基础知识学习

patch 公共 patch 各版本通用 patch

prebuilt 预编译工具等管理 目前仅用于编译器管理

output 默认输出目录 用于内核、Bootloader、文件系统等构建

linux-stable Linux 源码 Linux 内核开发

buildroot Buildroot 源码 文件系统开发

u-boot Uboot 源码 Bootloader 开发

qemu qemu 源码 Qemu 开发



.. Linux Lab 板级配置

Makefile
处理器型号、内核版本、编译器等配置

README.md
板级使用说明

bsp/
boot.sh：启动脚本
configs：默认配置文件
kernel：预编译好的内核映像文件
qemu：预编译好的 Qemu 模拟器
root：预编译好的文件系统映像



.. Linux Lab 接口说明

make 接口 作用

*download 下载

*checkout 检出某个版本

*patch 打补丁

*defconfig 使能默认配置文件

*olddefconfig 启用老的配置

*menuconfig 打开图形配置界面

*save 保存配置和镜像

boot 通过 Qemu 引导

debug 通过 Qemu 调试

test 通过 Qemu 测试



.. Linux Lab 基础用法

列出所有验证好的板子

$ make list

选择开发板

$ make BOARD=riscv64/virt

启动开发板

$ make boot ROOTDEV=/dev/nfs

开发 Linux

$ make kernel-download
$ make kernel-checkout
$ make kernel-patch
$ make kernel-defconfig
$ make kernel-menuconfig
$ make kernel
$ make boot



.. Linux Lab 进阶用法

开发内核模块

$ make m m=minix
$ make m-i M=fs/minix/

构建文件系统

$ make root-download
$ make root-checkout
$ make root-defconfig
$ make root

开发 Uboot

$ make BOARD=vexpress-a9
$ make uboot-download
$ make uboot-checkout
$ make uboot-defconfig
$ make uboot
$ make boot BOOTDEV=tftp



.. Linux Lab 深度用法

切换 gcc 编译器

$ make gcc-list
$ make gcc-switch CCORI=linaro
$ make gcc-switch CCORI=internal GCC=4.7

共享文件：NFS 或 9pnet

$ make boot ROOTDEV=/dev/nfs
$ make boot SHARE=1

研究某个内核特性

$ make BOARD=malta
$ export LINUX=v2.6.36
$ make kernel-checkout
$ make kernel-patch
$ make kernel-defconfig
$ make feature feature=kft
$ make kernel-olddefconfig
$ make kernel
$ make boot



.. Linux Lab 内核调试与测试

调试内核

$ make feature feature=debug
$ make kernel-olddefconfig
$ make kernel
$ make debug

测试内核

$ make test m=exception,hello TEST_PREPARE=prepare
$ make test m=lkdtm lkdtm_args='cpoint_name=DIRECT \

cpoint_type=EXCEPTION'
$ make test DEBUG=1
$ make test TEST_REBOOT=2
$ make test TEST_TIMEOUT=50
$ make test feature=kft LINUX=v2.6.36 BOARD=malta \

TEST_PREPARE=prepare
$ make test TEST_BEGIN=date TEST_END=date \

TEST_CASE=/tools/ftrace/trace.sh



.. 使用 Linux Lab 进行龙芯 Linux 内核开发

Loongson 插件简介
由龙芯实验室联合泰晓科技开发

促成龙芯开放全系 Qemu 支持
目前已支持 3 大系列，4 款开发板

ls1b, ls232, ls2k and ls3a7a

Loongson 插件用法

$ cd boards
$ git clone https://gitee.com/loongsonlab/loongson
$ cd ../
$ make BOARD=loongson/ls3a7a
$ make boot ROOTDEV=/dev/nfs



.. Linux Lab 辅助功能

教学模式

互动模式：Normal URL + Normal URL
广播模式：Normal URL + ViewOnly URL

实验过程录制

命令行录制：https://showterm.io
屏幕录制：http://showdesk.io

https://showterm.io
http://showdesk.io


Who：谁在开发和使用 Linux Lab



.. Linux Lab 开发者与用户

开发者微信群

30+ 人

用户微信群

160+ 人

来自

在校学生

企业工程师

芯片厂商

大学老师

培训机构



.. Linux Lab 用户评价
.
来自用户 “郑洋” 的评价..

......

...1 简化几乎所有相关内核开发的操作，按照高效且易于记忆的方法精心设计
了指令，一条指令轻松搞定，你不需要操心不必要的细节！

...2 主代码仓库经过优化设计，短小精悍！并且支持多种远程操作，任你挑选！

...3 所有的板级支持部分，都分布在各自独立的仓库，随心配！

...4 内核版本随便切换，默认支持最新版本的内核，不仅如此，Linux Lab 已
经支持很多硬件架构，并且都是前沿支持！

.
来自用户 “蒋仁斌” 的评价..

......

...1 是目前用到最好的极速 Linux 实验平台，跨平台开源，没有之一。

...2 局域网可以用同一套环境；外部访问只需要做一下公网端口映射，或者内
网穿透。

.
来自用户 “史彬” 的评价..

......

...1 Linux Lab 是很高效的 Linux 开发学习平台。

...2 一方面可以提升 C 语言功底和调试能力，一方面可以学习操作系统，对
Linux 内核入门有极大的帮助。



Where：Linux Lab 可以用在哪里



.. Linux Lab 潜在应用场景

个人学习和研究

从入门到进阶

操作系统研究

高校实验教学

减少实验老师的工作量

提升课程的教学效果

企业培训和系统开发

普通企业用于员工 Linux 开发培训
芯片企业用于 Bootlaoder 和操作系统开发

线上课程实验环境

增强实验环节

减少答疑开销

社区协同开发

更一致的实验环境

更便捷的测试验证






	What：Linux Lab 是什么
	When：Linux Lab 历史回顾
	Why：为什么开发 Linux Lab
	How：Linux Lab 的设计与用法
	Who：谁在开发和使用 Linux Lab
	Where：Linux Lab 可以用在哪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