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很多情况下MPU跟switch都是MAC-MAC的连接方式，MPU通过switch需要实现基本的网络通信功能，有些情况下也需要去管理switch, 下面介绍

linux环境下KSZ switch的常见使用方式:

1.fixed-link

在fixed-link模式下，MPU将外部的switch当作固定连接属性的虚拟PHY看待，在这种模式下，switch工作在默认工作状态，linux将无法访问

switch内部寄存器，无法通过普通的MDIO来管理switch，MPU只具备基本的网络通信功能，且网络为固定状态： link up/ 1000M or 100M/full 
duplex.

如何使能fixed-link ?  对于支持设备树的平台只需在mac设备节点添加一个fixed-link子节点，如下：

如果有些平台不支持设备树，需要在mac驱动里面手动注册fixed-link的PHY，如下：

注意: 1.fixed-link同时也需要mac层驱动的支持；

             2.对于1000M RGMII接口的switch，可能需要配置switch或CPU mac端的RGMII delay才能保证RGMII正常工作。

2.使用Microchip官方提供的驱动

官方驱动地址:
https://github.com/Microchip-Ethernet/EVB-KSZ9477/tree/master/KS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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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网提供了两种形式的驱动，一种是third-party形式的驱动，对switch内部功能的支持比较完善，目前仅支持Microchip/NXP I.MX/stmmac平台，对于

其他硬件平台，用户拿到驱动需要做移植，移植涉会及到mac层驱动，对于mac层驱动不太熟悉的客户会有一定的难度。如下，以Microchip MPU

平台为例，用户可以从github下面找到添加KSZ switch支持的MAC层驱动跟原来驱动的对比。

3. 使用DSA架构的driver

DSA是linux关于switch 的标准架构驱动，可以脱离于硬件平台，driver 移植相对简单（5.x版本内核DSA已经对KSZ switch支持较完善，无需移植驱

动），无需涉及到mac层。在DSA架构下，switch的配置和使用遵循标准的设备接口，但目前(linux 5.10) linux DSA架构仅支持少数的switch功能，如

bridge/vlan/STP/PTP等功能，如果需要用到switch内部高级功能如DLR/HSR/AVB等，只能使用方法2.

DSA的使用：

a.内核配置

进入network supporting --->
               networking option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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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Distributed Switch Architecture选择ksz switch tag driver:

进入device drivers ---->
              network device support ---->
                              Distributed Switch Architecture drivers ---->

进入Microchip KSZ9477 series switch support ，选择 对应接口(i2c/spi)的driver:

b.设备树配置

这里以KSZ9477  7 port switch为例，更多的例子参考：
  https://github.com/Microchip-Ethernet/EVB-KSZ9477/tree/master/KSZ/linux-drivers/dsa/linux-4.19/arch/arm/boot/dts

macb0: ethernet@f0028000 {
phy-mode = "rgmii";
#address-cells = <1>;
#size-cells = <0>;
status = "okay";

fixed-link {
speed = <1000>;
full-duplex;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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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i1: spi@f8008000 {
cs-gpios = <&pioC 25 0>;
status = "okay";

ksz9477: ksz9477@0 {
compatible = "microchip,ksz9477";
reg = <0>;
phy-mode = "rgmii-txid";

spi-max-frequency = <44000000>;
spi-cpha;
spi-cpol;
interrupt-parent = <&pioB>;
interrupts = <28 IRQ_TYPE_LEVEL_LOW>;
status = "okay";
ports {

#address-cells = <1>;
#size-cells = <0>;
port@0 {

reg = <0>;
label = "lan1";

};
port@1 {

reg = <1>;
label = "lan2";

};
port@2 {

reg = <2>;
label = "lan3";

};
port@3 {

reg = <3>;
label = "lan4";

};
port@4 {

reg = <4>;
label = "lan5";

};
port@5 {

reg = <5>;
label = "cpu";
ethernet = <&macb0>;
fixed-link {

speed = <1000>;
full-duplex;

};
};
port@6 {

reg = <6>;
label = "lan6";
mode = <1>;

};
};

};
};

如果驱动和设备树加载正常，可以通过ifconfig -a查看到所有的lan 端口。

c.应用层使用示例

参考内核文档：https://www.kernel.org/doc/html/latest/networking/dsa/configuration.html

dsa架构下，可以将各个LAN口当作独立网络接口使用，也可以通过bridge的方式来使用。需要注意，eth0（以上述ksz9477的设备树为例）作为

CPU master端口，应用层不应该去配置eth0 ip。

作为独立网络端口的使用示例：

$ifconfig eth0 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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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config eth0 up
$ifconfig lan1 192.168.1.100 up
// ping host 192.168.1.101 through LAN1
$ping 192.168.1.101 

作为bridge的使用实例：
$ifconfig eth0 up
$ifconfig lan1 up
$ifconfig lan2 up
$brctl addbr br0 
$brctl addif  br0  lan1
$brctl addif  br0  lan2
$ifconfig br0 up

之后LAN1/LAN2端口的交换转发功能才能正常使用.

也可以对bridge设置IP:
$ifconfig br0 192.168.1.100

目前的DSA driver里会对每个网络frame插入或移除VLAN tag（接收到的帧需要移除最后一个字节，发送的帧需要插入两个字节tag到帧尾），从

而导致网络吞吐率的下降，在SAMA5D36(Cortex-A5@536Mhz)平台上测试1000M网络吞吐率显示有40%的性能下降（取决于CPU性能）。

3.使用fixed-link+寄存器配置

在fixed-link模式下，MPU具备基本的网络通信能力，对MPU而言，swtich只是一个普通的网口，这种模式不需要switch驱动的支持，swtich VLAN等

功能的配置可以通过i2c或spi接口进行寄存器配置来实现。

3.1 使用SPI接口对switch进行配置

首先使能linux kernel 中spi-dev的支持，如下，这样是为了实现应用层对spi总线的操作。1.

在设备树中添加一个spi-dev节点，如下：2.

spi0: spi@f8000000 {
pinctrl-names = "default";
pinctrl-0 = <&pinctrl_spi0_default>;
status = "okay";

spidev@0 {
compatible = "rohm,dh2228fv";
reg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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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g = <0>;
spi-max-frequency = <10000000>;

   spi-cpha;
         spi-cpol;                   
                    

};
};

交叉编译ksz_reg_spi.c ,ksz_reg_spi 用于读写switch寄存器：3.

example:
./ksz_reg_spi /dev/spidev1.0 w 0x400 0x80000002   //写入0x80000002到地址为0x400的32 bit寄存器

./ksz_reg_spi /dev/spidev1.0 w 0x400    //读取地址为0x400的32 bit寄存器

说明:

使用ksz_reg_spi时注意访问寄存器的位宽，32bit/16bit/8bit/分别对应w/s/b模式；

/dev/spidev1.0是spi-dev的设备名，需要根据实际情况选择；

vlan_spi.sh是配置KSZ9477 vlan的example，其他型号的KSZ switch配置方式与之类似。对于有些应用场景，可能还需要打开RGMII delay功能

3.2使用i2c对switch进行配置

首先确保kernel 已使能i2c-dev的支持，如下:1.

交叉编译ksz_reg_i2c.c ,ksz_reg_i2c用于读写switch寄存器(默认i2c地址为0x5f)：2.

example:
./ksz_reg_i2c /dev/i2c-2 w 0x400 0x80000002   //写入0x80000002到地址为0x400的32 bit寄存器

./ksz_reg_i2c /dev/i2c-2 w 0x400    //读取地址为0x400的32 bit寄存器

说明:

使用ksz_reg_i2c时注意访问寄存器的位宽，32bit/16bit/8bit/分别对应w/s/b模式；

/dev/i2c-2是i2c-dev的设备名，需要根据实际情况选择；

vlan_i2c.sh是配置KSZ9477 vlan的example，其他型号的KSZ switch配置方式与之类似。对于有些应用场景，可能还需要打开RGMII delay功

能。

ksz_reg_s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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