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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我想给大家讲个故事。

故事内容不是 在 年怎样写了 内核的第一个版本，因为这些内容

你可以在许多 书籍中读到。我也不是来告诉你，更早之前， 是如何开

始 项目，设计了一个免费的类 的操作系统。那也是一个很有意义的故事，但大多

数 书籍也讲到了它。

我想告诉大家一个你如何才能夺回计算机管理权的故事。

在 世纪 年代末，我刚开始和计算机打交道时，正进行着一场革命，那时的我还是一

名大学生。微处理器的发明，使普通老百姓（就如你和我）真正拥有一台计算机成为可能。今

天，人们难以想象，只有大企业和强大的政府才能够拥有计算机的世界，是怎样的一个世界。

简单说，你做不了多少事情。

今天，世界已经截然不同了。计算机遍布各个领域，从小手表到大型数据中心， 大小介

于它们之间的每件东西。除了随处可见的计算机之外，我们还有一个无处不在的连接所有计算

机的网络。这已经开创了一个奇妙的，个人授权和创作自由的新时代，但是在过去的二三十年

里，一些事情一直在发生着。一个大公司不断地把它的管理权强加到世界上绝大多数的计算机

上，并且决定你对计算机的操作权力。幸运地是，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正积极努力地做些事

情来改变这种境况。通过编写自己的软件，他们一直在为维护电脑的管理权而战斗着。他们建

设着 。

一提到 ，许多人都会说到“自由”，但我不认为他们都知道“自由”的真正涵义。“自

由”是一种权力，它决定你的计算机能做什么，同时能够拥有这种“自由”的唯一方式就是知

道计算机正在做什么。“自由”是指一台没有任何秘密的计算机，你可以从它那里了解一切，

只要你用心的去寻找。

为什么使用命令行

你是否注意到，在电影中一个“超级黑客”坐在电脑前，从不摸一下鼠标，就能够在 秒

内侵入到超安全的军事计算机中。这是因为电影制片人意识到，作为人类，本能地知道让计算



机圆满完成工作的唯一途径，是用键盘来操纵计算机。

现在，大多数的计算机用户只是熟悉图形用户界面（ ），并且产品供应商和此领域的学

者会灌输给用户这样的思想，命令行界面（ ）是过去使用的一种很恐怖的东西。这就很不

幸，因为一个好的命令行界面，是用来和计算机进行交流沟通的非常有效的方式，正像人类社

会使用文字互通信息一样。人们说，“图形用户界面让简单的任务更容易完成，而命令行界面

使完成复杂的任务成为可能”，到现在这句话仍然很正确。

因为 是以 家族的操作系统为模型写成的，所以它分享了 丰富的命令行工

具。 在 世纪 年代初显赫一时 虽然，开发它在更早之前），结果，在普遍地使用图

形界面之前，开发了一种广泛的命令行界面。事实上，很多人选择 （而不是其他的系统，

比如说 ）是因为其可以使“完成复杂的任务成为可能”的强大的命令行界面。

这本书讲什么

这本书介绍如何生存在 命令行的世界。不像一些书籍仅仅涉 一个程序，比如像

程序， 。这本书将试着向你传授如何与命令行界面 好相处。它是怎样工作的？它能

做什么？使用它的 好方法是什么？

这不是一本关于 系统管理的书。然而任何一个关于命令行的深入讨论，都一定会牵

涉到系统管理方面的内容，这本书仅仅提到一点儿管理方面的知识。但是这本书为读者准备好

了学习更多内容的坚实基础，毕竟要胜任系统管理工作也需要良好的命令行使用基本功。

这本书是围绕 而写的。许多书籍，为了扩大自身的影响力，会包含一些其它平台的

知识，比如 等。这样做，很多内容只能比较空泛的去讲了。另一方面，这本

书只研究了当代 发行版。虽然，对于使用其它类 系统的用户来说，书中 ％的内

容是有用的，但这本书主要面向的对象是现代 命令行用户。

谁应该读这本书

这本书是为已经从其它平台移民到 系统的新手而写的。 有可能，你是使用某个

版本的高手。或许是老板让你去管理一个 服务器，或许你只是一个桌面用户，

厌倦了系统出现的各种安全防御问题，而想要体验一下 。很好，这里欢迎你们！

不过一般来说，对于 的启蒙教育，没有捷径可言。学习命令行富于挑战性，而且很

费气力。这并不是说 命令行很难学，而是它的知识量很大，不容易掌握。 操作系

统，差不多有数以千计的命令可供用户操作。由此可见，要给自己提个醒，命令行可不是轻轻

松松就能学好的。

另一方面，学习 命令行会让你受益匪浅，给你极大的回报。如果你认为，现在你已



经是高手了。别急，其实你还不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高手。不像其他一些计算机技能，一段时

间之后可能就被淘汰了，命令行知识却不会落伍，你今天所学到的，在十年以后，都会有用

处。命令行通过了时间的检验。

如果你没有编程经验，也不要担心，我会带你入门。

这本书的内容

这些材料是经过精心安排的，很像一位老师坐在你身旁，耐心地指导你。许多作者用系统

化的方式讲解这些材料，虽然从一个作者的角度考虑很有道理，但对于 新手来说，他们

可能会感到非常困惑。

另一个目的，是想让读者熟悉 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与 不同。在学习

过程中，我们会帮助你理解为什么某些命令会按照它们的方式工作，以 它们是怎样实现那样

的工作方式的。 不仅是一款软件，也是 文化的一小部分，它有自己的语言和历史

渊源。同时，我也许会说些过激的话。

这本书共分为五部分，每一部分讲述了不同方面的命令行知识。除了第一部分，也就是你

正在阅读的这一部分，这本书还包括：

• 第二部分—学习 开始探究命令行基本语言，包括命令组成结构，文件系统浏览，编

写命令行，查找命令帮助文档。

• 第三部分—配置文件 环境讲述了如何编写配置文件，通过配置文件，用命令行来操控

计算机。

• 第四部分—常见任务 主要工具探究了许多命令行经常执行的普通任务。类似于 的

操作系统，例如 包括许多经典的命令行程序，这些程序可以用来对数据进行强大

的操作。

• 第五部分—编写 脚本介绍了 编程，一个无可否认的基本技能，能够自动化许

多常见的计算任务，很容易学。通过学习 编程，你会逐渐熟悉一些关于编程语言方

面的概念，这些概念也适用于其他的编程语言。

怎样阅读这本书

从头到尾的阅读。它并不是一本技术参考手册，实际上它更像一本故事书，有开头，过程，

结尾。



前提条件

为了使用这本书，你需要安装 操作系统。你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完成安装。

在一台（不用很新）的电脑上安装 。你选择哪个 发行版安装，是无关紧要的

事。虽然大多数人一开始选择安装 或者 。如果你拿不定主

意，那就先试试 。由于主机硬件配置不同，安装 时，你可能不费吹灰之力

就装上了，也可能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还装不上。所以我建议，一台使用了几年的台式机，

至少要有 的内存， 的硬盘可用空间。尽可能避免使用笔记本电脑和无线网络，

在 环境下，它们经常不能工作。

使用“ ”许多 发行版都自带一个比较酷的功能，你可以直接从系统安装

盘 中运行 ，而不必安装 。开机进入 设置界面，更改引导项，

设置为“从 启动”。

不管你怎样安装 ，为了练习书中介绍的知识，你需要有超级用户（管理员）权限。

当你在自己的电脑上安装了 系统之后，就开始一边阅读本书，一边练习吧。本书大

部分内容都可以自己动手练习，坐下来，敲入命令，体验一下吧。

为什么我不叫它“ ”

在某些领域，把 操作系统称为“ 操作系统”，则政治立场正

确。但“ ”的问题是，没有一个完全正确的方式能命名它，因为它是由许许

多多，分布在世界各地的贡献者们，合作开发而成的。从技术层面讲， 只是

操作系统的内核名字，没别的含义。当然内核非常重要，因为有它，操作系统才能

运行起来，但它并不能构成一个完备的操作系统。

是一个天才的哲学家，自由软件运动创始人，自由软件基金会

创办者，他创建了 工程，编写了第一版 编译器（ ），创立了

通用公共协议（ 等等。他坚持把 称为“ ”，为的是准

确地 映 工程对 操作系统的贡献。然而，尽管 项目早于

内核，项目的贡献应该得到极高的赞誉，但是把 用在 名字里，这对其

他为 的发展做出重大贡献的程序员来说，就不公平了。而且，我觉得要是叫

也要叫“ 比较准确一些，因为内核会先启动，其他一切都运行在内核

之上。

在目前流行的用法中，“ ”指的是内核以 在一个典型的 发行版中

所包含的所有免费 开源软件；也就是说，整个 生态系统，不只有 项



目软件。在操作系统商界，好像喜欢使用单个词的名字，比如说

所以我选择用流行的命名规则。然而，如果你喜欢用

“ ”，当你读这本书时，可以在脑子里搜索并替换“ ”。我不介意。

拓展阅读

网站上有些介绍本章提到的名人的文章，以下是链接地址：

•

•

介绍自由软件基金会 项目的网站和文章：

•

•

•

用了大量的文字来叙述“ ”的命名问题，可以浏览以下网页：

•

•

http://en.wikipedia.org/wiki/Linux_Torvalds
http://en.wikipedia.org/wiki/Richard_Stallman
http://en.wikipedia.org/wiki/Free_Software_Foundation
http://www.fsf.org
http://www.gnu.org
http://www.gnu.org/gnu/why-gnu-linux.html
http://www.gnu.org/gnu/gnu-linux-faq.html#tools


什么是

一说到命令行，我们真正指的是 。 就是一个程序，它接受从键盘输入的命令，然

后把命令传递给操作系统去执行。几乎所有的 发行版都提供一个名为 的来自

项目的 程序。“ ”是“ ”的首字母缩写，所指的是这样一个事实，

是 初 上由 写成 程序 的增强版。

端仿真器

当使用图形用户界面时，我们需要另一个和 交互的叫做 端仿真器的程序。如果我们

浏览一下桌面菜单，可能会找到一个。虽然在菜单里它可能都被简单地称为“ ”，但

是 用的是 而 则使用 。还有其他一些 端仿真器可供

使用，但基本上，它们都完成同样的事情，让我们能访问 。也许，你可能会因为附

加的一系列花俏功能而喜欢上某个 端。

第一次按键

好，开始吧。启动 端仿真器！一旦它运行起来，我们应该看到一行像这样的文字：

这叫做 提示符，无论何时当 准备好了去接受输入时，它就会出现。然而，它可

能会以各种各样的面孔显示，这则取决于不同的 发行版，它通常包括你的用户名 主

机名，紧接着当前工作目录（稍后会有更多介绍）和一个美元符号。

如果提示符的 后一个字符是“ ” 而不是“$” 那么这个 端会话就有超级用户权限。

这意味着，我们或者是以 用户的身份登录，或者是我们选择的 端仿真器提供超级用户

（管理员）权限。

yang


yang




假定到目前为止，所有事情都进行顺利，那我们试着键入字符吧。在提示符下敲入一些像

下面一样的乱七八糟的字符：

因为这个命令没有任何意义，所以 会提示错误信息，并让我们再试一下：

命令历史

如果按下上箭头按键，我们会看到刚才输入的命令“ ”重新出现在提示符之后。

这就叫做命令历史。许多 发行版默认保存 后输入的 个命令。按下下箭头按键，先

前输入的命令就消失了。

移动光标

可借助上箭头按键，来获得上次输入的命令。现在试着使用左右箭头按键。看一下怎样把

光标定位到命令行的任意位置？通过使用箭头按键，使编辑命令变得轻松些。

关于鼠标和光标

虽然， 是和键盘打交道的，但你也可以在 端仿真器里使用鼠标。 窗口系统（使

工作的底层引擎）内建了一种机制，支持快速拷贝和粘贴技巧。如果你按下鼠标左键，沿

着文本拖动鼠标（或者 击一个单词）高亮了一些文本，那么这些高亮的文本就被拷贝到了一

个由 管理的缓冲区里面。然后按下鼠标中键，这些文本就被粘贴到光标所在的位置。试试

看。

注意：不要在一个 端窗口里使用 和 快捷键来执行拷贝和粘贴操作。它们不

起作用。对于 来说，这两个控制代码有着不同的含义，它们在早于

（定义复制粘贴的含义）许多年之前就赋予了不同的意义。

你的图形桌面环境（像 或 ），努力想和 一样，可能会把它的聚焦

策略设置成“单击聚焦”。这意味着，为了让窗口聚焦（变成活动窗口）你需要单击它。这与



“聚焦跟随着鼠标”的传统 行为不同，传统 行为是指只要把鼠标移动到一个窗口的上方。

它能接受输入，但是直到你单击窗口之前它都不会成为前端窗口。设置聚焦策略为“聚焦跟随

着鼠标”，可以使拷贝和粘贴更方便易用。尝试一下。我想如果你试了一下你会喜欢上它的。

你能在窗口管理器的配置程序中找到这个设置。

试试运行一些简单命令

现在，我们学习了怎样输入命令，那我们执行一些简单的命令吧。第一个命令是 。这

个命令显示系统当前时间和日期。

一个相关联的命令， ，它默认显示当前月份的日历。

查看磁盘剩余空间的数量，输入

同样地，显示空闲内存的数量，输入命令 。



结束 端会话

我们可以通过关闭 端仿真器窗口，或者是在 提示符下输入 命令来 止一个 端

会话：

幕后控制台

即使 端仿真器没有运行，在后台仍然有几个 端会话运行着。它们叫做虚拟 端或

者是虚拟控制台。在大多数 发行版中，这些 端会话都可以通过按下 到

访问。当一个会话被访问的时候，它会显示登录提示框，我们需要输入用户名和密

码。要从一个虚拟控制台转换到另一个，按下 和 中的一个 。返回图形桌面，按下

。

拓展阅读

• 想了解更多关于 的故事， 之父，读一下这篇文章：

• 这是一篇关于在计算机领域里， 概念的文章：

http://en.wikipedia.org/wiki/Steve_Bourne
http://en.wikipedia.org/wiki/Shell_(computing)


文件系统中跳转

我们需要学习的第一件事（除了打字之外）是如何在 文件系统中跳转。在这一章节

中，我们将介绍以下命令：

• —打印出当前工作目录名

• —更改目录

• —列出目录内容

理解文件系统树

类似于 ，一个“类 ”的操作系统，比如说 ，以分层目录结构来组 所

有文件。这就意味着所有文件组成了一棵树型目录（有时候在其它系统中叫做文件夹），这个

目录树可能包含文件和其它的目录。文件系统中的第一级目录称为根目录。根目录包含文件和

子目录，子目录包含更多的文件和子目录，依此类推。

注意 类 系统 不像 ，每个存储设备都有一个独自的文件系统。类 操

作系统，比如 ，总是只有一个单一的文件系统树，不管有多少个磁盘或者存储设备连接

到计算机上。根据负责维护系统安全的系统管理员的兴致，存储设备连接到（或着更精确些，

是挂载到）目录树的各个节点上。



当前工作目录

图 由图形化文件管理器显示的文件系统树

大多数人都可能熟悉如图 所示描述文件系统树的图形文件管理器。注意，通常这是一棵

倒置的树，也就是说，树根在 上面，而各个枝干在下面展开。

然而，命令行没有图片，所以我们需要考虑用不同的方法，在文件系统树中跳转。

把文件系统想象成一个迷宫形状，就像一棵倒立的大树，我们站在迷宫的中间位置。在

任意时刻，我们处于一个目录里面，我们能看到这个目录包含的所有文件，以 通往上面目

录（父目录）的路径，和下面的各个子目录。我们所在的目录则称为当前工作目录。我们使用

（ 的缩写 ）命令，来显示当前工作目录。

当我们首次登录系统（或者启动 端仿真器会话）后，当前工作目录是我们的家目录。每

个用户都有他自己的家目录，当用户以普通用户的身份操控系统时，家目录是唯一允许用户对

文件进行写入的地方。



列出目录内容

列出一个目录包含的文件 子目录，使用 命令。

实际上，用 命令可以列出任一个目录的内容，而不只是当前工作目录的内容。 命令还

能完成许多有趣的事情。在下一章节，我们将介绍更多关于 的知识。

更改当前工作目录

要更改工作目录（此刻，我们站在树形迷宫里面），我们用 命令。输入 然后输入你

想要去的工作目录的路径名。路径名就是沿着目录树的分支到达想要的目录期间所经过的路

线。路径名可通过两种方式来指定，一种是绝对路径，另一种是相对路径。我们先来介绍绝对

路径。

绝对路径

绝对路径开始于根目录，紧跟着目录树的一个个分支，一直到达所期望的目录或文件。例

如，你的系统中有一个目录，大多数系统程序都安装在这个目录下。这个目录的路径名是

。它意味着从根目录（用开头的“/``表示）开始，有一个叫''usr'' 的目录包含了目录

。

我们把工作目录转到 目录下，里面装满了文件。注意 提示符是怎样改变的

吗？为了方便，通常 端提示符自动显示工作目录名。



相对路径

绝对路径从根目录开始，直到它的目的地，而相对路径开始于工作目录。为了做到这个

（用相对路径表示），我们在文件系统树中用一对特殊符号来表示相对位置。这对特殊符号是

点 和 点点 。

符号 指的是工作目录， 指的是工作目录的父目录。下面的例子说明怎样使用它。让

我们再次把工作目录切换到 ：

好了，比方说我们想更改工作目录到 的父目录 。可以通过两种方法来实现。可

以使用绝对路径名：

或者，也可以使用相对路径：

两种不同的方法，一样的结果。我们应该选哪一个呢？选输入量 少的那个！

同样地，从目录 到 也有两种途径。可以使用绝对路径：



或者，也可以用相对路径：

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我必须指出来。在几乎所有的情况下，你可以省略 。它是隐含地。

输入：

实现相同的效果，如果不指定一个文件的目录，那它的工作目录会被假定为当前工作目录。

有用的快捷键

在表 中，列举出了一些快速改变当前工作目录的有效方法。

快捷键 运行结果

更改工作目录到你的家目录。

更改工作目录到先前的工作目录。

˜ 更改工作目录到用户家目录。例如 ˜ 会更改工作目

录到用户“ ”的家目录。

表 快捷键

关于文件名的重要规则

以 字符开头的文件名是隐藏文件。这仅表示， 命令不能列出它们，用

命令就可以了。当你创建帐号后，几个配置帐号的隐藏文件被放置在你的家

目录下。稍后，我们会仔 研究一些隐藏文件，来定制你的系统环境。另外，

一些应用程序也会把它们的配置文件以隐藏文件的形式放在你的家目录下面。

文件名和命令名是大小写敏感的。文件名“ ”和“ ”是指两个不同的

文件名。



没有“文件扩展名”的概念，不像其它一些系统。可以用你喜欢的任何

名字来给文件起名。文件内容或用途由其它方法来决定。虽然类 的操作

系统，不用文件扩展名来决定文件的内容或用途，但是有些应用程序会。

虽然 支持长文件名，文件名可能包含空格，标点符号，但标点符号仅限

使用“ ”，“－”，下划线。 重要的是，不要在文件名中使用空格。如果你想

表示词与词间的空格，用下划线字符来代替。过些时候，你会感激自己这样

做。



探究操作系统

既然我们已经知道了如何在文件系统中跳转，是时候开始 操作系统之旅了。然而在

开始之前，我们先学习一些对研究 系统有帮助的命令。

• —列出目录内容

• —确定文件类型

• —浏览文件内容

乐趣

有充分的理由证明， 可能是用户 常使用的命令。通过它，我们可以知道目录的内容，

以 各种各样重要文件和目录的属性。正如我们所知道的，只要简单的输入 就能看到在当前

目录下所包含的文件和子目录列表。

除了当前工作目录以外，也可以指定要列出内容的目录，就像这样：

甚至可以列出多个指定目录的内容。在这个例子中，将会列出用户家目录（用字符“∼”代

表）和 目录的内容：



我们也可以改变输出格式，来得到更多的 节：

使用 命令的“ ”选项，则结果以长模式输出。

选项和参数

我们将学习一个非常重要的知识点，大多数命令是如何工作的。命令名经常会带有一个或

多个用来更正命令行为的选项，更进一步，选项后面会带有一个或多个参数，这些参数是命令

作用的对象。所以大多数命令看起来像这样：

大多数命令使用的选项，是由一个中划线加上一个字符组成，例如，“ ”，但是许多命令，

包括来自于 项目的命令，也支持长选项，长选项由两个中划线加上一个字组成。当然，

许多命令也允许把多个短选项串在一起使用。下面这个例子， 命令有两个选项，“ ”选项产

生长格式输出，“ ”选项按文件修改时间的先后来排序。



加上长选项“ ”，则结果会以相 的顺序输出：

命令有大量的选项。表 列出了 常使用的选项。

选项 长选项 描述

列出所有文件，甚至包括文件名以圆点开头的默认会

被隐藏的隐藏文件。

通常，如果指定了目录名， 命令会列出这个目录中

的内容，而不是目录本身。把这个选项与 选项结合

使用，可以看到所指定目录的详 信息，而不是目录

中的内容。

这个选项会在每个所列出的名字后面加上一个指示

符。例如，如果名字是目录名，则会加上一个 字

符。

当以长格式列出时，以人们可读的格式，而不是以字

节数来显示文件的大小。

以长格式显示结果。

以相 的顺序来显示结果。通常， 命令的输出结果

按照字母升序排列。

命令输出结果按照文件大小来排序。

按照修改时间来排序。

表 命令选项

深入研究长格式输出

正如我们先前知道的，“ ”选项导致 的输出结果以长格式输出。这种格式包含大量的有

用信息。下面的例子目录来自于 系统：



选一个文件，来看一下各个输出字段的含义：

字段 含义

对于文件的访问权限。第一个字符指明文件类型。在不同类

型之间，开头的“－”说明是一个普通文件，“ ”表明是一

个目录。其后三个字符是文件所有者的访问权限，再其后的

三个字符是文件所属组中成员的访问权限， 后三个字符是

其他所有人的访问权限。这个字段的完整含义将在第十章讨

论。

文件的硬链接数目。参考随后讨论的关于链接的内容。

文件属主的用户名。

文件所属用户组的名字。

以字节数表示的文件大小。

上次修改文件的时间和日期。

文件名。

表 长格式列表的字段

确定文件类型

随着探究操作系统的进行，知道文件包含的内容是很有用的。我们将用 命令来确定文

件的类型。我们之前讨论过，在 系统中，并不要求文件名来 映文件的内容。然而，一

个类似“ ”的文件名，我们会期望它包含 压缩图像，但 却不这样要求



它。可以这样调用 命令：

当调用 命令后， 命令会打印出文件内容的简单描述。例如：

有许多种类型的文件。事实上，在类 操作系统中比如说 中，有个普遍的观念就

是“一切皆文件”。随着课程的进行，我们将会明白这句话是多么的正确。

虽然系统中许多文件格式是熟悉的，例如 和 文件，但也有一些文件格式比较

含蓄，极少数文件相当陌生。

用 浏览文件内容

命令是一个用来浏览文本文件的程序。纵观 系统，有许多人类可读的文本文件。

程序为我们检查文本文件提供了方便。

什么是“文本”

在计算机中，有许多方法可以表达信息。所有的方法都涉 到，在信息与一些

数字之间确立一种关系，而这些数字可以用来代表信息。毕竟，计算机只能理解数

字，这样所有的数据都被转换成数值来表示。

有些数值表达法非常复杂（例如压缩的视频文件），而其它的就相当简单。 早

也是 简单的一种表达法，叫做 文本。 （发音是 ）是美国

信息交换标准码的简称。这是一个简单的编码方法，它首先被用在电传打字机上，

用来实现键盘字符到数字的映射。

文本是简单的字符与数字之间的一对一映射。它非常紧凑。五十个字符的文本

翻译成五十个字节的数据。文本只是包含简单的字符到数字的映射，理解这点很重

要。它和一些文字处理器文档不一样，比如说由微软和 文档编辑器

创建的文件。这些文件，和简单的 文件形成鲜明对比，它们包含许多非文本



元素，来描述它的结构和格式。普通的 文件，只包含字符本身，和一些基本

的控制符，像制表符，回车符 换行符。纵观 系统，许多文件以文本格式存

储，也有许多 工具来处理文本文件。甚至 也承认这种文件格式的

重要性。著名的 程序就是一个 文本文件编辑器。

为什么我们要查看文本文件呢？因为许多包含系统设置的文件（叫做配置文件），是以文本

格式存储的，阅读它们可以更深入的了解系统是如何工作的。另外，许多系统所用到的实际程

序（叫做脚本）也是以这种格式存储的。在随后的章节里，我们将要学习怎样编辑文本文件，

为的是修改系统设置，还要学习编写自己的脚本文件，但现在我们只是看看它们的内容而已。

命令是这样使用的：

一旦运行起来， 程序允许你前后滚动文件。例如，要查看一个定义了系统中全部用户身

份的文件，输入以下命令：

一旦 程序运行起来，我们就能浏览文件内容了。如果文件内容多于一页，那么我们可

以上下滚动文件。按下“ ”键，退出 程序。

下表列出了 程序 常使用的键盘命令。

命令 行为

向上翻滚一页

向下翻滚一页

向上翻滚一行

向下翻滚一行

移动到 后一行

移动到开头一行

向前查找指定的字符串

向前查找下一个出现的字符串，这个字符串是

之前所指定查找的



显示帮助屏幕

退出 程序

表 命令

就是 （禅语：色即是空）

程序是早期 程序 的改进版。“ ”这个名字，对习语“ ”开了

个玩笑，这个习语是现代主义建筑师和设计者的座右铭。

属于 页面调度器 程序类，这些程序允许通过页方式，在一页中轻松地浏览长长的文

本文档。然而 程序只能向前分页浏览，而 程序允许前后分页浏览，它还有很多其它

的特性。

旅行指南

系统中，文件系统布局与类 系统的文件布局很相似。实际上，一个已经发布的

标准，叫做 文件系统层次标准，详 说明了这种设计模式。不是所有 发行版都根

据这个标准，但大多数都是。

下一步，我们将在文件系统中游玩，来了解 系统的工作原理。这会给你一个温习跳

转命令的机会。我们会发现很多有趣的文件都是普通的可读文本。将开始旅行，做做以下练习：

到给定目录

列出目录内容

如果看到一个有趣的文件，用 命令确定文件内容

如果文件看起来像文本，试着用 命令浏览它

记得复制和粘贴技巧！如果你正在使用鼠标， 击文件名，来复制它，然后按下鼠标中键，

粘贴文件名到命令行中。

在系统中游玩时，不要害怕粘花惹草。普通用户是很难把东西弄乱的。那是系统管理员的

工作！如果一个命令抱怨一些事情，不要管它，尽管去玩别的东西。花一些时间四处走走。系



统是我们自己的，尽情地探究吧。记住在 中，没有秘密存在！表 仅仅列出了一些我

们可以浏览的目录。闲暇时试试看！

目录 评论

根目录，万物起源。

包含系统启动和运行所必须的二进制程序。

包含 内核， 初的 磁盘映像（系统启动时，

由驱动程序所需），和启动加载程序。

有趣的文件：

• ，被用来配置启动

加载程序。

• ， 内核。

这是一个包含设备结点的特殊目录。“一切都是文件”，也

使用于设备。在这个目录里，内核维护着它支持的设备。

这个目录包含所有系统层面的配置文件。它也包含一系列

的 脚本，在系统启动时，这些脚本会运行每个系统服

务。这个目录中的任何文件应该是可读的文本文件。

有意思的文件：虽然 目录中的任何文件都有趣，但这

里只列出了一些我一直喜欢的文件：

• ，定义自动运行的任务。

• ，包含存储设备的列表，以 与他们相关的

挂载点。

• ，包含用户帐号列表。

在通常的配置环境下，系统会在 下，给每个用户分

配一个目录。普通只能在他们自己的目录下创建文件。这个

限制保护系统免受错误的用户活动破坏。



包含核心系统程序所需的库文件。这些文件与 中

的动态链接库相似。

每个使用 文件系统的格式化分区或设备，例如

文件系统，都会有这个目录。当部分恢复一个损坏的文件系

统时，会用到这个目录。除非文件系统真正的损坏了，那么

这个目录会是个空目录。

在现在的 系统中，/media 目录会包含可移除媒体设

备的挂载点，例如 驱动器， 等等。这些设

备连接到计算机之后，会自动地挂载到这个目录结点下。

在早些的 系统中，/mnt 目录包含可移除设备的挂载

点。

这个 目录被用来安装“可选的”软件。这个主要用来

存储可能安装在系统中的商业软件产品。

这个 目录很特殊。从存储在硬盘上的文件的意义上

说，它不是真正的文件系统。 而，它是一个由 内核

维护的虚拟文件系统。它所包含的文件是内核的窥视孔。这

些文件是可读的，它们会告诉你内核是怎样监管计算机的。

帐户的家目录。

这个目录包含“系统”二进制文件。它们是完成重大系统任

务的程序，通常为超级用户保留。

这个 目录，是用来存储由各种程序创建的临时文件的

地方。一些配置，导致系统每次重新启动时，都会清空这个

目录。

在 系统中，/usr 目录可能是 大的一个。它包含普

通用户所需要的所有程序和文件。

目录包含系统安装的可执行程序。通常，这个目录

会包含许多程序。

包含由 目录中的程序所用的共享库。



这个 目录，是非系统发行版自带，却打算让系统

使用的程序的安装目录。通常，由源码编译的程序会安装

在 目录下。新安装的 系统中，会存在

这个目录，但却是空目录，直到系统管理员放些东西到它里

面。

包含许多系统管理程序。

目录包含许多由 目录中的程序使用的共

享数据。其中包括像默认的配置文件，图标，桌面背景，音

频文件等等。

大多数安装在系统中的软件包会包含一些文档。在

目录下，我们可以找到按照软件包分类的文档。

除了 和 目录之外，相对来说，目前我们看到的

目录是静态的，这是说，它们的内容不会改变。/var 目录

是可能需要改动的文件存储的地方。各种数据库，假脱机文

件，用户邮件等等，都驻扎在这里。

这个 目录包含日志文件，各种系统活动的记录。这

些文件非常重要，并且应该时时监测它们。其中 重要的一

个文件是 。注意，为了系统安全，在一些

系统中，你必须是超级用户才能查看这些日志文件。

表 系统中的目录

符号链接

在我们到处查看时，我们可能会看到一个目录，列出像这样的一条信息：

注意看，为何这条信息第一个字符是“ ”，并且有两个文件名呢？这是一个特殊文件，叫做

符号链接（也称为软链接或者 ）。在大多数“类 ”系统中，有可能一个文件被多

个文件名所指向。虽然这种特性的意义并不明显，但它真地很有用。

描绘一下这样的情景：一个程序要求使用某个包含在名为“ ”文件中的共享资源，但是

“ ”经常改变版本号。这样，在文件名中包含版本号，会是一个好主意，因此管理员或者其



它相关方，会知道安装了哪个“ ”版本。这 会导致一个问题。如果我们更改了共享资源的

名字，那么我们必须跟踪每个可能使用了这个共享资源的程序，当每次这个资源的新版本被安

装后，都要让使用了它的程序去寻找新的资源名。这听起来很没趣。

这就是符号链接存在至今的原因。比方说，我们安装了文件“ ”的 版本，它的文

件名是“ ”，然后创建了叫做“ ”的符号链接，这个符号链接指向“ ”。这意

味着，当一个程序打开文件“ ”时，它实际上是打开文件“ ”。现在，每个人都很高

兴。依赖于“ ”文件的程序能找到这个文件，并且我们能知道安装了哪个文件版本。当升级

到“ ”版本的时候，仅添加这个文件到文件系统中，删除符号链接“ ”，创建一个指

向新版本的符号链接。这不仅解决了版本升级问题，而且还允许在系统中保存两个不同的文件

版本。假想“ ”有个错误（该死的开发者！），那我们得回到原来的版本。一样的操作，

我们只需要删除指向新版本的符号链接，然后创建指向旧版本的符号链接就可以了。

在上面列出的目录（来自于 的 目录）展示了一个叫做“ ”的符号链接，

这个符号链接指向一个叫做“ ”的共享库文件。这意味着，寻找文件“ ”的

程序，实际上得到是文件“ ”。在下一章节，我们将学习如何建立符号链接。

硬链接

讨论到链接问题，我们需要提一下，还有一种链接类型，叫做硬链接。硬链接同样允许文

件有多个名字，但是硬链接以不同的方法来创建多个文件名。在下一章中，我们会谈到更多符

号链接与硬链接之间的差异问题。

拓展阅读

• 完整的 文件系统层次体系标准可通过以下链接找到：

http://www.pathname.com/fhs/


操作文件和目录

此时此刻，我们已经准备好了做些真正的工作！这一章节将会介绍以下命令：

• —复制文件和目录

• —移动 重命名文件和目录

• —创建目录

• —删除文件和目录

• —创建硬链接和符号链接

这五个命令属于 常使用的 命令之列。它们用来操作文件和目录。

现在，坦诚地说，用图形文件管理器来完成一些由这些命令执行的任务会更容易些。使用

文件管理器，我们可以把文件从一个目录拖放到另一个目录，剪贴和粘贴文件，删除文件等

等。那么，为什么还使用早期的命令行程序呢？

答案是命令行程序，功能强大灵活。虽然图形文件管理器能轻松地实现简单的文件操作，

但是对于复杂的文件操作任务，则使用命令行程序比较容易完成。例如，怎样复制一个目录下

的 文件到另一个目录，但这些 文件不存在于目标目录，或者是文件版本新于目

标目录里的文件？要完成这个任务，使用文件管理器相当难，使用命令行相当容易：

通配符

在开始使用命令之前，我们需要介绍一个使命令行如此强大的 特性。因为 频繁

地使用文件名， 提供了特殊字符来帮助你快速指定一组文件名。这些特殊字符叫做通配



符。使用通配符（也以文件名代换著称）允许你依据字符类型来选择文件名。下表列出这些通

配符以 它们所选择的对象：



通配符 意义

匹配任意多个字符（包括零个或一个）

匹配任意一个字符（不包括零个）

匹配任意一个属于字符集中的字符

匹配任意一个不是字符集中的字符

匹配任意一个属于指定字符类中的字符

表 通配符

表 列出了 常使用的字符类：

字符类 意义

匹配任意一个字母或数字

匹配任意一个字母

匹配任意一个数字

匹配任意一个小写字母

匹配任意一个大写字母

表 普遍使用的字符类

借助通配符，为文件名构建非常复杂的选择标准成为可能。下面是一些类型匹配的范例

模式 匹配对象

所有文件

文件名以“ ”开头的文件

以 开头，中间有零个或任意多个字符，并以 结尾

的文件

以“ ”开头，其后紧接着 个字符的文件

文件名以 或 开头的文件

以 开头，并紧接着 个数字的文件

以大写字母开头的文件

不以数字开头的文件

文件名以小写字母结尾，或以“ ”，“ ”，或“ ”结尾的

文件



表 通配符范例

接受文件名作为参数的任何命令，都可以使用通配符，我们会在第八章更深入的谈到这个

知识点。

字符范围

如果你用过别的类 系统的操作环境，或者是读过这方面的书籍，你可能遇

到过 或 形式的字符范围表示法。这些都是传统的 表示法，并且在

早期的 版本中仍有效。虽然它们仍然起作用，但是你必须小心地使用它们，

因为它们不会产生你期望的输出结果，除非你合理地配置它们。从现在开始，你应

该避免使用它们，并且用字符类来代替它们。

通配符在 中也有效

通配符非常重要，不仅因为它们经常用在命令行中，而且一些图形文件管理器

也支持它们。

• 在 文件管理器）中，可以通过 模式菜单项来

选择文件。输入一个用通配符表示的文件选择模式后，那么当前所浏览的目录

中，所匹配的文件名就会高亮显示。

• 在 和 （ 文件管理器）中，可以在地址栏中直接输入

通配符。例如，如果你想查看目录 中，所有以小写字母 开头的文

件，在地址栏中敲入 ，则文件管理器会显示匹配的结果。

初源于命令行界面中的想法，在图形界面中也适用。这就是使 桌面系

统如此强大的众多原因中的一个

创建目录

命令是用来创建目录的。它这样工作：



注意表示法 在描述一个命令时（如上所示），当有三个圆点跟在一个命令的参数后面，这

意味着那个参数可以重复，就像这样：

会创建一个名为 的目录，而

会创建三个目录，名为 。

复制文件和目录

命令，复制文件或者目录。它有两种使用方法：

复制单个文件或目录 到文件或目录 ，和：

复制多个项目（文件或目录）到一个目录下。

有用的选项和实例

这里列举了 命令一些有用的选项（短选项和等效的长选项）：

选项 意义

复制文件和目录，以 它们的属性，包括所有权和权限。通

常，复本具有用户所操作文件的默认属性。

在重写已存在文件之前，提示用户确认。如果这个选项不指

定， 命令会默认重写文件。





递归地复制目录 目录中的内容。当复制目录时，需要这个

选项（或者 选项）。

当把文件从一个目录复制到另一个目录时，仅复制目标目录

中不存在的文件，或者是文件内容新于目标目录中已经存在

的文件。

显示翔实的命令操作信息

表 选项

命令 运行结果

复制文件 内容到文件 。如果 已经存在，

的内容会被 的内容重写。如果 不存在，则会创建

。

这条命令和上面的命令一样，除了如果文件 存在的话，

在文件 被重写之前，会提示用户确认信息。

复制文件 和文件 到目录 。目录 必须存

在。

使用一个通配符，在目录 中的所有文件都被复制到目

录 中。 必须已经存在。

复制目录 中的内容到目录 。如果目录 不存在，

创建目录 ，操作完成后，目录 中的内容和 中

的一样。如果目录 存在，则目录 和目录中的内

容 将会被复制到 中。

表 实例

移动和重命名文件

命令可以执行文件移动和文件命名任务，这依赖于你怎样使用它。任何一种情况下，完

成操作之后，原来的文件名不再存在。 使用方法与 很相像：



把文件或目录“ ”移动或重命名为“ ” 或者：

把一个或多个条目从一个目录移动到另一个目录中。

有用的选项和实例

与 共享了很多一样的选项：

选项 意义

在重写一个已经存在的文件之前，提示用户确认信息。 如

果不指定这个选项， 命令会默认重写文件内容。

当把文件从一个目录移动另一个目录时，只是移动不存在的

文件，或者文件内容新于目标目录相对应文件的内容。

当操作 命令时，显示翔实的操作信息。

表 选项

移动 到 。如果 存在，它的内容会被 的

内容重写。 如果 不存在，则创建 。 每种情况下，

不再存在。

除了如果 存在的话，在 被重写之前，用户会得到

提示信息外，这个和上面的选项一样。

移动 和 到目录 中。 必须已经存在。

如果目录 不存在，创建目录 ，并且移动目录

的内容到目录 中，同时删除目录 。如果目录

存在，移动目录 （ 它的内容）到目录 。

表 实例

删除文件和目录

命令用来移除（删除）文件和目录：



代表一个或多个文件或目录。

有用的选项和实例

下表是一些普遍使用的 选项：

选项 意义

在删除已存在的文件前，提示用户确认信息。 如果不指定

这个选项， 会默默地删除文件

递归地删除文件，这意味着，如果要删除一个目录，而此目

录 包含子目录，那么子目录也会被删除。要删除一个目

录，必须指定这个选项。

忽视不存在的文件，不显示提示信息。这选项颠覆了“

”选项。

在执行 命令时，显示翔实的操作信息。

表 选项

命令 运行结果

默默地删除文件

除了在删除文件之前，提示用户确认信息之外，和上面的命

令作用一样。

删除文件 目录 ， 中的内容。

同上，除了如果文件 ，或目录 不存在的话， 仍

会继续执行。

表 实例

小心

类 的操作系统，比如说 ，没有复原命令。一旦你用 删除了一些



东西，它就消失了。 假定你很聪明，你知道你在做什么。

尤其要小心通配符。思考一下这个经典的例子。假如说，你只想删除一个目录

中的 文件。输入：

这是正确的，如果你不小心在“ ”和“ ”之间多输入了一个空格，就像这

样：

这个 命令会删除目录中的所有文件，还会抱怨没有文件叫做“ ”。

小贴士。 无论什么时候， 命令用到通配符（除了仔 检查输入的内容外！），

用 命令来测试通配符。这会让你看到要删除的文件列表。然后按下上箭头按键，

重新调用刚刚执行的命令，用 替换 。

—创建链接

命令即可创建硬链接，也可以创建符号链接。可以用其中一种方法来使用它：

创建硬链接，和：

创建符号链接， 可以是一个文件或是一个目录。

硬链接

硬链接和符号链接比起来，硬链接是 初 创建链接的方式，而符号链接更加现代。在

默认情况下，每个文件有一个硬链接，这个硬链接给文件起名字。当我们创建一个硬链接以后，

就为文件创建了一个额外的目录条目。硬链接有两个重要局限性：

一个硬链接不能关联它所在文件系统之外的文件。这是说一个链接不能关联与链接本身

不在同一个磁盘分区上的文件。



一个硬链接不能关联一个目录。

一个硬链接和文件本身没有什么区别。不像符号链接，当你列出一个包含硬链接的目录内

容时，你会看到没有特殊的链接指示说明。当一个硬链接被删除时，这个链接被删除，但是文

件本身的内容仍然存在（这是说，它所占的磁盘空间不会被重新分配），直到所有关联这个文

件的链接都删除掉。知道硬链接很重要，因为你可能有时会遇到它们，但现在实际中更喜欢使

用符号链接，下一步我们会讨论符号链接。

符号链接

创建符号链接是为了克服硬链接的局限性。符号链接生效，是通过创建一个特殊类型的文

件，这个文件包含一个关联文件或目录的文本指针。在这一方面，它们和 的快捷方

式差不多，当然，符号链接早于 的快捷方式很多年

一个符号链接指向一个文件，而且这个符号链接本身与其它的符号链接几乎没有区别。例

如，如果你往一个符号链接里面写入东西，那么相关联的文件也被写入。然而，当你删除一个

符号链接时，只有这个链接被删除，而不是文件自身。如果先于符号链接删除文件，这个链接

仍然存在，但是不指向任何东西。在这种情况下，这个链接被称为坏链接。在许多实现中，

命令会以不同的颜色展示坏链接，比如说红色，来显示它们的存在。

关于链接的概念，看起来很迷惑，但不要胆怯。我们将要试着练习这些命令，希望，它变

得清晰起来。

创建游戏场（实战演习）

下面我们将要做些真正的文件操作，让我们先建立一个安全地带，来玩一下文件操作命令。

首先，我们需要一个工作目录。在我们的家目录下创建一个叫做“ ”的目录。

创建目录

命令被用来创建目录。首先确定我们在我们的家目录下，来创建 目录，

然后创建这个新目录：



为了让我们的游戏场更加有趣，在 目录下创建一对目录，分别叫做“ ”和

“ ”。更改我们的当前工作目录到 ，然后执行 命令：

注意到 命令可以接受多个参数，它允许我们用一个命令来创建这两个目录。

　复制文件

下一步，让我们得到一些数据到我们的游戏场中。通过复制一个文件来实现目的。使用

命令，我们从 目录复制 文件到当前工作目录下：

注意：我们怎样使用当前工作目录的快捷方式，命令末尾的单个圆点。如果我们执行 命

令，可以看到我们的文件：

现在，仅仅是为了高兴，重复操作复制命令，使用 选项（唠叨），看一个它的作用：

命令再一次执行了复制操作，但是这次显示了一条简洁的信息，指明它进行了什么操

作。注意， 没有警告，就重写了第一次复制的文件。这是一个案例， 假定你知道你的所

作所为。为了得到警示信息，在命令中包含 选项：



响应命令提示信息，输入 ，文件就会被重写，其它的字符（例如， ）会导致 命令

不理会文件。

移动和重命名文件

现在， 这个名字，看起来不怎么有趣，这是个游戏场，所以我们给它改个名字：

让我们来传送 文件，通过移动重命名的文件到各个子目录，然后再把它移回到当前目

录：

首先，把 文件移动目录 中，然后：

再把 文件从 移到目录 然后：

后，再把 文件带回到当前工作目录。下一步，来看看移动目录的效果。首先，我们

先移动我们的数据文件到 目录：



然后移动 到 目录，用 来确认执行结果

注意：因为目录 已经存在， 命令移动 到 目录。如果 不存在， 会

重新命名 为 。 后，把所有的东西放回原处。

创建硬链接

现在，我们试着创建链接。首先是硬链接。我们创建一些关联我们数据文件的链接：

所以现在，我们有四个文件 的实例。看一下目录 中的内容：



注意到一件事，列表中，文件 和 的第二个字段是 ，这个数字是文件

的硬链接数目。你要记得一个文件至少有一个硬链接，因为文件名就是由链接创建的。所以，

我们怎样知道实际上 和 是一样的文件呢？在这个例子里， 不是很有用。虽然我

们能够看到 和 文件大小一样（第五字段），但我们的列表没有提供可靠的信息来

确定（这两个文件一样）。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更深入的研究一下。

当考虑到硬链接的时候，我们可以假设文件由两部分组成：包含文件内容的数据部分和持

有文件名的名字部分，这将有助于我们理解这个概念。当我们创建文件硬链接的时候，实际上

是为文件创建了额外的名字部分，并且这些名字都关系到相同的数据部分。这时系统会分配一

连串的磁盘给所谓的索引节点，然后索引节点与文件名字部分相关联。因此每一个硬链接都关

系到一个具体的包含文件内容的索引节点。

命令有一种方法，来展示（文件索引节点）的信息。在命令中加上 选项：

在这个版本的列表中，第一字段表示文件索引节点号，正如我们所见到的， 和

共享一样的索引节点号，这就证实这两个文件是一样的文件。

创建符号链接

建立符号链接的目的是为了克服硬链接的两个缺点：硬链接不能跨越物理设备，硬链接不

能关联目录，只能是文件。符号链接是文件的特殊类型，它包含一个指向目标文件或目录的文

本指针。

符号链接的建立过程相似于创建硬链接：



第一个实例相当直接，在 命令中，简单地加上 选项就可以创建一个符号链接，而不

是一个硬链接。下面两个例子 是怎样呢？记住，当我们创建一个符号链接的时候，会建立一

个目标文件在哪里和符号链接有关联的文本描述。如果我们看看 命令的输出结果，比较容易

理解。

目录 中， 的列表说明了它是一个符号链接，通过在第一字段中的首字符

可知，并且它还指向 ，也是正确的。相对于 的存储位置， 在它的上一个目

录。同时注意，符号链接文件的长度是 ，这是字符串 所包含的字符数，而不是符号

链接所指向的文件长度。

当建立符号链接时，你即可以使用绝对路径名：

也可用相对路径名，正如前面例题所展示的。使用相对路径名更令人满意，因为它允许一

个包含符号链接的目录重命名或移动，而不会破坏链接。

除了普通文件，符号链接也能关联目录：

省略



移动文件和目录

正如我们之前讨论的， 命令被用来删除文件和目录。我们将要使用它来清理一下我们的

游戏场。首先，删除一个硬链接：

省略

结果不出所料。文件 消失了，文件 的链接数从 减到 ，正如目录列表第二

字段所示。下一步，我们会删除文件 ，仅为了娱乐，我们会包含 选项，看一个它的作

用：

在提示符下输入 ，删除文件。让我们看一下 的输出结果。注意， 发生了什么

事 因为它是一个符号链接，指向已经不存在的文件，链接已经坏了：

大多数 的发行版本配置 显示损坏的链接。在 系统中，坏的链接以闪烁的

红色文本显示！损坏链接的出现，并不危险，但是相当混乱。如果我们试着使用损坏的链接，

会看到以下情况：



稍微清理一下现场。删除符号链接：

对于符号链接，有一点值得记住，执行的大多数文件操作是针对链接的对象，而不是链接

本身。而 命令是个特例。当你删除链接的时候，删除链接本身，而不是链接的对象。

后，我们将删除我们的游戏场。为了完成这个工作，我们将返回到我们的家目录，然后

用 命令加上选项 ，来删除目录 ，和目录下的所有内容，包括子目录：

用 来创建符号链接

文件管理器 和 都提供了一个简单而且自动化的方法来创建符号

链接。在 里面，当拖动文件时，同时按下 按键会创建一个链

接，而不是复制（或移动）文件。在 中，无论什么时候放下一个文件，会弹

出一个小菜单，这个菜单会提供复制，移动，或创建链接文件选项。

总结

在这一章中，我们已经研究了许多基础知识。我们得花费一些时间来全面的理解。 复练

习 例题，直到你觉得它有意义。能够良好的理解基本文件操作命令和通配符，非

常重要。空闲时，通过添加文件和目录来拓展 练习，使用通配符来为各种各样的

操作命令指定文件。关于链接的概念，在刚开始接触时会觉得有点迷惑，花些时间来学习它们

是怎样工作的。它们能成为真正的救星。



使用命令

在这之前，我们已经知道了一系列神秘的命令，每个命令都有自己奇妙的选项和参数。在

这一章中，我们将试图去掉一些神秘性，甚至创建我们自己的命令。这一章将介绍以下命令：

• –说明怎样解释一个命令名

• –显示会执行哪个可执行程序

• –显示命令手册页

• –显示一系列适合的命令

• –显示命令

• –显示一个命令的简洁描述

• –创建命令别名

到底什么是命令？

命令可以是下面四种形式之一：

是一个可执行程序，就像我们所看到的位于目录 中的文件一样。属于这一类的

程序，可以编译成二进制文件，诸如用 和 语言写成的程序 也可以是由脚本语言

写成的程序，比如说 ， ， ， ，等等。

是一个内建于 自身的命令。 支持若干命令，内部叫做 内部命令

。例如， 命令，就是一个 内部命令。

是一个 函数。这些是小规模的 脚本，它们混合到环境变量中。在后续的章节

里，我们将讨论配置环境变量以 书写 函数。但是现在，仅仅意识到它们的存在就

可以了。

是一个命令别名。我们可以定义自己的命令，建立在其它命令之上。



识别命令

这经常很有用，能确切地知道正在使用四类命令中的哪一类。 提供了一对方法来弄明

白命令类型。

－显示命令的类型

命令是 内部命令，它会显示命令的类别，给出一个特定的命令名（做为参数）。

它像这样工作：

是你要检测的命令名。这里有些例子：

我们看到这三个不同命令的检测结果。注意， 命令（在 系统中）的检查结果，

命令实际上是 命令加上选项 的别名。现在我们知道为什么 的输出结果是有

颜色的！

－显示一个可执行程序的位置

有时候在一个操作系统中，不只安装了可执行程序的一个版本。然而在桌面系统中，这并

不普遍，但在大型服务器中，却很平常。为了确定所给定的执行程序的准确位置，使用

命令：



这个命令只对可执行程序有效，不包括内部命令和命令别名，别名是真正的可执行程序的

替代物。当我们试着使用 内部命令时，例如， 命令，我们或者得不到回应，或者是个

错误信息：

说“命令没有找到”，真是很奇特。

得到命令文档

知道了什么是命令，现在我们来寻找每一类命令的可得到的文档。

－得到 内部命令的帮助文档

有一个内建的帮助工具，可供每一个 内部命令使用。输入“ ”，接着是

内部命令名。例如：

注意表示法：出现在命令语法说明中的方括号，表示可选的项目。一个竖杠字符表示互斥

选项。在上面 命令的例子中：

这种表示法说明， 命令可能有一个“ ”选项或者“ ”选项，进一步，可能有参数

“ ”。

虽然 命令的帮助文档很简洁准确，但它决不是教材。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它似乎提到了

许多我们还没有谈论到的东西！不要担心，我们会学到的。



显示用法信息

许多可执行程序支持一个 选项，这个选项是显示命令所支持的语法和选项说明。例

如：

一些程序不支持 选项，但不管怎样试一下。这经常会导致输出错误信息，但同时能

揭示一样的命令用法信息。

－显示程序手册页

许多希望被命令行使用的可执行程序，提供了一个正式的文档，叫做手册或手册页

。一个特殊的叫做 的分页程序，可用来浏览他们。它是这样使用的：

“ ”是要浏览的命令名。

手册文档的格式有点不同，一般地包含一个标题，命令语法的纲要，命令用途的说明，和

命令选项列表， 每个选项的说明。然而，通常手册文档并不包含实例，它打算作为一本参考

手册，而不是教材。作为一个例子，浏览一下 命令的手册文档：

在大多数 系统中， 使用 工具来显示参考手册，所以当浏览文档时，你所熟

悉的 命令都能有效。

所显示的参考手册，被分成几个章节，它们不仅仅包括用户命令，也包括系统管理员

命令，程序接口，文件格式等等。下表描绘了手册的布局：

章节 内容



用户命令

程序接口内核系统调用

库函数程序接口

特殊文件，比如说设备结点和驱动程序

文件格式

游戏娱乐，如屏幕保护程序

其他方面

系统管理员命令

表 手册页的组 形式

有时候，我们需要查看参考手册的特定章节，从而找到我们需要的信息。如果我们要查找

一种文件格式，而同时它也是一个命令名时 这种情况尤其正确。没有指定章节号，我们总是

得到第一个匹配项，可能在第一章节。我们这样使用 命令，来指定章节号：

例如：

命令运行结果会显示文件 的文件格式说明手册。

－显示适当的命令

也有可能搜索参考手册列表，基于某个关键字的匹配项。虽然很粗糙但有时很有用。下面

是一个以 为关键词来搜索参考手册的例子：



输出结果每行的第一个字段是手册页的名字，第二个字段展示章节。注意， 命令加上

选项，和 完成一样的功能。

－显示非常简洁的命令说明

程序显示匹配特定关键字的手册页的名字和一行命令说明：

晦涩难懂的手册页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 和类 的系统提供的手册页，只是打算作为参考

手册使用，而不是教材。许多手册页都很难阅读，但是我认为由于阅读难度而能拿

到特等奖的手册页应该是 手册页。因为我正在为这本书做我的研究，所以我

很仔 地浏览了整个 手册，为的是确保我讲述了大部分的 主题。当把

参考手册整个打印出来，其篇幅有八十多页且内容极其紧密，但对于初学者来

说，其结构安排毫无意义。

另一方面， 参考手册的内容非常简明精确，同时也非常完善。所以，如果

你有胆量就查看一下，并且期望有一天你能读懂它。

－显示程序 条目

项目提供了一个命令程序手册页的替代物，称为 。 内容可通过 阅读器

程序读取。 页是超级链接形式的，和网页很相似。这有个例子：

程序读取 文件， 文件是树型结构，分化为各个结点，每一个包含一个题目。

文件包含超级链接，它可以让你从一个结点跳到另一个结点。一个超级链接可通过它开头

的星号来辨别出来，把光标放在它上面并按下 键，就可以激活它。



输入 ，接着输入程序名称，启动 。下表中的命令，当显示一个 页面时，用

来控制阅读器。

命令 行为

显示命令帮助

显示上一页

显示下一页

下一个 显示下一个结点

上一个 显示上一个结点

显示当前所显示结点的父结点，通常是个

菜单

激活光标位置下的超级链接

退出

表 命令

到目前为止，我们所讨论的大多数命令行程序，属于 项目 包，所以输入：

将会显示一个包含超级链接的手册页，这些超级链接指向包含在 包中的各个程

序。

和其它程序文档

许多安装在你系统中的软件，都有自己的文档文件，这些文件位于 目录下。

这些文件大多数是以文本文件的形式存储的，可用 阅读器来浏览。一些文件是 格

式，可用网页浏览器来阅读。我们可能遇到许多以 结尾的文件。这表示 压缩程序已

经压缩了这些程序。 软件包包括一个特殊的 版本，叫做 ， 可以显示由

压缩的文本文件的内容。

用别名（ ）创建你自己的命令

现在是时候，感受第一次编程经历了！我们将用 命令创建我们自己的命令。但在开始

之前，我们需要展示一个命令行小技巧。可以把多个命令放在同一行上，命令之间用 分



开。它像这样工作：

我们会用到下面的例子：

正如我们看到的，我们在一行上联合了三个命令。首先更改目录到 ，然后列出目录

内容， 后回到原始目录（用命令 ∼ ） 结束在开始的地方。现在，通过 命令把这

一串命令转变为一个命令。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为我们的新命令构想一个名字。比方说

。在使用 之前，查明是否 命令名已经存在系统中，是个很不错的主意。为

了查清此事，可以使用 命令：

哦！ 名字已经被使用了。试一下

太棒了！ 还没被占用。创建命令别名：

注意命令结构：



在命令 之后，输入“ ”，紧接着（没有空格）是一个等号，等号之后是一串用

引号引起的字符串，字符串的内容要赋值给 。我们定义了别名之后，这个命令别名可以

使用在任何地方。试一下：

我们也可以使用 命令来查看我们的别名：

删除别名，使用 命令，像这样：

虽然我们有意避免使用已经存在的命令名来命名我们的别名，但这是常做的事情。通常，

会把一个普遍用到的选项加到一个经常使用的命令后面。例如，之前见到的 命令，会带有色

彩支持：

要查看所有定义在系统环境中的别名，使用不带参数的 命令。下面在 系统中

默认定义的别名。试着弄明白，它们是做什么的：



在命令行中定义别名有点儿小问题。当你的 会话结束时，它们会消失。随后的章节

里，我们会了解怎样把自己的别名添加到文件中去，每次我们登录系统，这些文件会建立系统

环境。现在，好好享受我们刚经历过的，步入 编程世界的第一步吧，虽然微小。

拜访老朋

既然我们已经学习了怎样找到命令的帮助文档，那就试着查阅，到目前为止，我们学到的

所有命令的文档。学习命令其它可用的选项，练习一下！

拓展阅读

• 在网上，有许多关于 和命令行的文档。以下是一些 好的文档：

• 参考手册是一本 的参考指南。它仍然是一本参考书，但是包含了很多实

例，而且它比 手册页容易阅读。

• 包含关于 ，而经常提到的问题的答案。这个列表面向 的中高级用

户，但它包含了许多有帮助的信息。

• 项目为它的程序提供了大量的文档，这些文档组成了 命令行实验的核心。这

里你可以看到一个完整的列表：

• 有一篇关于手册页的有趣文章：

http://www.gnu.org/software/bash/manual/bashref.html
http://mywiki.wooledge.org/BashFAQ
http://www.gnu.org/manual/manual.html
http://en.wikipedia.org/wiki/Man_page


重定向

这堂课，我们来介绍可能是命令行 酷的特性。它叫做 重定向。 代表输入 输

出，通过这个工具，你可以重定向命令的输入输出，命令的输入来自文件，而输出也存到文

件。也可以把多个命令连接起来组成一个强大的命令管道。为了炫耀这个工具，我们将叙述以

下命令：

• －连接文件

• －排序文本行

• －报道或省略重复行

• －打印匹配行

• －打印文件中换行符，字，和字节个数

• －输出文件第一部分

• 输出文件 后一部分

标准输入，输出，和错误

到目前为止，我们用到的许多程序都会产生某种输出。这种输出，经常由两种类型组成。

第一，程序运行结果；这是说，程序要完成的功能。第二，我们得到状态和错误信息，这些告

诉我们程序进展。如果我们观察一个命令，像 ，会看到它的运行结果和错误信息显示在屏幕

上。

与 主题“任何东西都是一个文件”保持一致，程序，比方说 ，实际上把他们的运行

结果输送到一个叫做标准输出的特殊文件（经常用 表示），而它们的状态信息则送到另

一个叫做标准错误的文件（ ）。默认情况下，标准输出和标准错误都连接到屏幕，而不是

保存到磁盘文件。除此之外，许多程序从一个叫做标准输入（ ）的设备得到输入，默认情

况下，标准输入连接到键盘。



重定向允许我们可以更改输出走向和输入来向。一般地，输出送到屏幕，输入来自键

盘，但是通过 重定向，我们可以改变输入输出方向。

重定向标准输出

重定向允许我们来重定义标准输出送到哪里。重定向标准输出到另一个文件除了屏幕，

我们使用 > 重定向符，其后跟着文件名。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做呢？因为有时候把一个命令的

运行结果存储到一个文件很有用处。例如，我们可以告诉 把 命令的运行结果输送到文

件 中去，由文件代替屏幕。

这里，我们创建了一个长长的目录 列表，并且输送程序运行结果到文件

中。我们检查一下重定向的命令输出结果：

好；一个不错的大型文本文件。如果我们用 阅读器来查看这个文件，我们会看到文件

的确包含 命令的执行结果。

现在，重复我们的重定向测试，但这次有改动。我们把目录换成一个不存在的目录。

我们收到一个错误信息。这很有意义，因为我们指定了一个不存在的目录 但是为

什么这条错误信息显示在屏幕上而不是被重定向到文件 ？答案是， 程序不把它

的错误信息输送到标准输出。 而，像许多写得不错的 程序， 把错误信息送到标准错



误。因为我们只是重定向了标准输出，而没有重定向标准错误，所以错误信息被送到屏幕。马

上，我们将知道怎样重定向标准错误，但是首先看一下我们的输出文件发生了什么事情。

文件长度成为零！这是因为，当我们使用 > 重定向符来重定向输出结果时，目标文件总

是从开头被重写。因为我们 命令没有产生运行结果，只有错误信息，重定向操作开始重写文

件，然后由于错误而停止，导致文件内容删除。事实上，如果我们需要删除一个文件内容（或

者创建一个新的空文件），可以使用这样的技巧：

简单地使用重定向符，没有命令在它之前，这会删除一个已存在文件的内容或是创建一个

新的空文件。

所以，怎样才能把重定向结果追加到文件内容后面，而不是从开头重写文件？为了这个目

的，我们使用 >> 重定向符，像这样：

使用 >> 操作符，将导致输出结果添加到文件内容之后。如果文件不存在，文件会被创

建，就如使用了 > 操作符。把它放到测试中：

我们重复执行命令三次，导致输出文件大小是原来的三倍。

重定向标准错误

重定向标准错误缺乏专用的重定向操作符。重定向标准错误，我们必须参考它的文件描述

符。一个程序可以在几个编号的文件流中的任一个上产生输出。然而我们必须把这些文件流





的前三个看作标准输入，输出和错误， 内部参考它们为文件描述符 ， 和 ，各自地。

提供了一种表示法来重定向文件，使用文件描述符。因为标准错误和文件描述符 一样，

我们用这种表示法来重定向标准错误：

文件描述符 ，紧挨着放在重定向操作符之前，来执行重定向标准错误到文件

任务。

重定向标准输出和错误到同一个文件

可能有这种情况，我们希望捕捉一个命令的所有输出到一个文件。为了完成这个，我们必

须同时重定向标准输出和标准错误。有两种方法来完成任务。第一个，传统的方法，在旧版本

中也有效：

使用这种方法，我们完成两个重定向。首先重定向标准输出到文件 ，然后重定

向文件描述符 （标准错误）到文件描述符 （标准输出）使用表示法 > 。

注意重定向的顺序安排非常重要。标准错误的重定向必须总是出现在标准输出重定向之后，

要不然它不起作用。上面的例子，

重定向标准错误到文件 ，但是如果命令顺序改为：

则标准错误定向到屏幕。





现在的 版本提供了第二种方法，更精简合理的方法来执行这种联合的重定向。

在这个例子里面，我们使用单单一个表示法 > 来重定向标准输出和错误到文件

。

处理不需要的输出

有时候“沉默是金”，我们不想要一个命令的输出结果，只想把它们扔掉。这种情况尤其适

用于错误和状态信息。系统为我们提供了解决问题的方法，通过重定向输出结果到一个特殊的

叫做 的文件。这个文件是系统设备，叫做位存储桶，它可以接受输入，并且对输

入不做任何处理。为了隐瞒命令错误信息，我们这样做：

文化中的

位存储桶是个古老的 概念，由于它的普遍性，它的身影出现在 文化

的许多部分。当有人说他 她正在发送你的评论到 ，现在你应该知道那是

什么意思了。更多的例子，可以阅读 关于 的文章。

重定向标准输入

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遇到一个命令是利用标准输入的（实际上我们遇到过了，但是一

会儿再揭晓谜底），所以我们需要介绍一个。

－连接文件

命令读取一个或多个文件，然后复制它们到标准输出，就像这样









在大多数情况下，你可以认为 命令相似于 中的 命令。你可以使用 来

显示文件而没有分页，例如：

将会显示文件 的内容。 经常被用来显示简短的文本文件。因为 可以接

受不只一个文件作为参数，所以它也可以用来把文件连接在一起。比方说我们下载了一个大型

文件，这个文件被分离成多个部分（ 中的多媒体文件经常以这种方式分离），我们想

把它们连起来。如果文件命名为：

我们能用这个命令把它们连接起来：

因为通配符总是以有序的方式展开，所以这些参数会以正确顺序安排。

这很好，但是这和标准输入有什么关系呢？没有任何关系，让我们试着做些其他的工作。

如果我们输入不带参数的 命令，会发生什么呢：

没有发生任何事情，它只是坐在那里，好像挂掉了一样。看起来是那样，但是它正在做它

该做的事情：

如果 没有给出任何参数，它会从标准输入读入数据，因为标准输入，默认情况下，连

接到键盘。它正在等待我们输入数据！试试这个：



下一步，输入 （按住 键同时按下 ），来告诉 ，在标准输入中，它已经到

达文件末尾（ ）：

由于文件名参数的缺席， 复制标准输入到标准输出，所以我们看到文本行重复出现。我

们可以使用这种行为来创建简短的文本文件。比方说，我们想创建一个叫做 的

文件，这个文件包含例子中的文本。我们这样做：

输入命令，其后输入要放入文件中的文本。记住， 后输入 。通过使用这个命令，我

们实现了世界上 低能的文字处理器！看一下运行结果，我们使用 来复制文件内容到标准

输出：

现在我们知道怎讲接受标准输入，除了文件名参数，让我们试着重定向标准输入：

使用“<”重定向操作符，我们把标准输入源从键盘改到文件 。我们看到结果

和传递单个文件名作为参数的执行结果一样。把这和传递一个文件名参数作比较，尤其没有意

义，但它是用来说明把一个文件作为标准输入源。

在我们继续之前，查看 的手册页，因为它有几个有趣的选项。



管道线

命令可以从标准输入读取数据，然后再把数据输送到标准输出，命令的这种能力被一个

特性所利用，这个特性叫做管道线。使用管道操作符 | （竖杠），一个命令的标准输出可

以管道到另一个命令的标准输入：

为了全面地说明这个命令，我们需要一些命令。是否记得我们说过，我们已经知道有一个

命令接受标准输入？它是 命令。我们用 来一页一页地显示任何命令的输出，命令把它

的运行结果输送到标准输出：

这极其方便！使用这项技术，我们可以方便地检测会产生标准输出的任一命令的运行结果。

过滤器

管道线经常用来对数据完成复杂的操作。有可能会把几个命令放在一起组成一个管道线。

通常，以这种方式使用的命令被称为过滤器。过滤器接受输入，以某种方式改变它，然后输出

它。第一个我们想试验的过滤器是 。想象一下，我们想把目录 和 中的可执行

程序都联合在一起，再把它们排序，然后浏览执行结果：

因为我们指定了两个目录（/bin 和 ）， 命令的输出结果由有序列表组成，各自针

对一个目录。通过在管道线中包含 ，我们改变输出数据，从而产生一个有序列表。

报道或忽略重复行

命令经常和 命令结合在一起使用。 从标准输入或单个文件名参数接受数据有

序列表（详情查看 手册页），默认情况下，从数据列表中删除任何重复行。所以，为了确



信我们的列表中不包含重复句子（这是说，出现在目录 和 中重名的程序），我们

添加 到我们的管道线中：

在这个例子中，我们使用 从 命令的输出结果中，来删除任何重复行。如果我们想

看到重复的数据列表，让 命令带上 选项，就像这样：

－打印行，字和字节数

（字计数）命令是用来显示文件所包含的行，字和字节数。例如：

在这个例子中， 打印出来三个数字：包含在文件 中的行数，单词数和字节

数，正如我们先前的命令，如果 不带命令行参数，它接受标准输入。 选项限制命令输

出只能报道行数。添加 到管道线来统计数据，是个很便利的方法。查看我们的有序列表中

程序个数，我们可以这样做：

－打印匹配行

是个很强大的程序，用来找到文件中的匹配文本。这样使用 命令：





当 遇到一个文件中的匹配 模式 ，它会打印出包含这个类型的行。 能够匹配的

模式可以很复杂，但是现在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在简单文本匹配上面。在后面的章节中，我们将

会研究高级模式，叫做正则表达式。

比如说，我们想在我们的程序列表中，找到文件名中包含单词 的所有文件。这样一个

搜索，可能让我们了解系统中的一些程序与文件压缩有关系。这样做：

有－对方便的选项： 导致 忽略大小写当执行搜索时（通常，搜索是大小写敏

感的）， 选项会告诉 只打印不匹配的行。

－打印文件开头部分 结尾部分

有时候你不需要一个命令的所有输出。可能你只想要前几行或者后几行的输出内容。

命令打印文件的前十行，而 命令打印文件的后十行。默认情况下，两个命令都打印十行文

本，但是可以通过 选项来调整命令打印的行数。

它们也能用在管道线中：





有一个选项允许你实时的浏览文件。当观察日志文件的进展时，这很有用，因为它们同

时在被写入。在以下的例子里，我们要查看目录 里面的信息文件。在一些 发行

版中，要求有超级用户权限才能阅读这些文件，因为文件 可能包含安全信

息。

使用 选项， 命令继续监测这个文件，当新的内容添加到文件后，它们会立即出现

在屏幕上。这会一直继续下去直到你输入 。

－从 读取数据，并同时输出到 和文件

为了和我们的管道隐喻保持一致， 提供了一个叫做 的命令，这个命令制造了一

个 ，安装到我们的管道上。 程序从标准输入读入数据，并且同时复制数据到标准输出

（允许数据继续随着管道线流动）和一个或多个文件。当在某个中间处理阶段来捕捉一个管道

线的内容时，这很有帮助。这里，我们重复执行一个先前的例子，这次包含 命令，在

过滤管道线的内容之前，来捕捉整个目录列表到文件 ：

总结归纳

一如既往，查看这章学到的每一个命令的文档。我们已经知道了他们 基本的用法。它们

还有很多有趣的选项。随着我们 经验的积累，我们会了解命令行重定向特性在解决特殊





问题时非常有用处。有许多命令利用标准输入和输出，而几乎所有的命令行程序都使用标准错

误来显示它们的详 信息。

可以激发我们的想象

当我被要求解释 与 之间的差异时，我经常拿玩具来作比喻。

就像一个游戏机。你去商店，买了一个包装在盒子里面的全新的游戏

机。你把它带回家，打开盒子，开始玩游戏。精美的画面，动人的声音。玩了一段

时间之后，你厌倦了它自带的游戏，所以你返回商店， 买了另一个游戏机。这个

过程 复重复。 后，你玩腻了游戏机自带的游戏，你回到商店，告诉售货员，“我

想要一个这样的游戏！”但售货员告诉你没有这样的游戏存在，因为它没有“市场

需求”。然后你说，“但是我只需要修改一下这个游戏！“，售货员 告诉你不能修

改它。所有游戏都被封装在它们的存储器中。到头来，你发现你的玩具只局限于别

人为你规定好的游戏。

另一方面， 就像一个全世界上 大的建造模型。你打开它，发现它只是一

个巨大的部件集合。有许多钢支柱，螺钉，螺母，齿轮，滑轮，发动机，和一些怎

样来建造它的说明书。然后你开始摆弄它。你建造了一个 一个样板模型。过了一

会儿，你发现你要建造自己的模型。你不必返回商店，因为你已经拥有了你需要的

一切。建造模型以你构想的形状为模板，搭建你想要的模型。

当然，选择哪一个玩具，是你的事情，那么你觉得哪个玩具更令人满意呢？



从 眼中看世界

在这一章我们将看一下，当你按下 键后，发生在命令行中的一些“魔法”。虽然我们

会仔 查看几个复杂有趣的 特点，但我们只使用一个新命令来处理这些特性。

• －显示一行文本

字符 展开

每一次你输入一个命令，然后按下 键，在 执行你的命令之前， 会对输入的

字符完成几个步骤处理。我们已经知道两三个案例，怎样一个简单的字符序列，例如 对

来说，有很多的涵义。使这个发生的过程叫做（字符）展开。通过展开，你输入的字符，

在 对它起作用之前，会展开成为别的字符。为了说明我们所要表达的意思，让我们看一

看 命令。 是一个 内部命令，来完成非常简单的任务。它在标准输出中打印出它

的文本参数。

这个命令的作用相当简单明了。传递到 命令的任一个参数都会在（屏幕上）显示出

来。让我们试试另一个例子：

那么刚才发生了什么事情呢？为什么 不打印 呢？随着你回想起我们所学过的关于

通配符的内容，这个 字符意味着匹配文件名中的任意字符，但是在原先的讨论中我们却不





知道 是怎样实现这个功能的。 简单的答案就是 把 展开成了另外的东西（在这

种情况下，就是在当前工作目录下的文件名字），在 命令被执行前。当回车键被按下时，

在命令被执行前在命令行上自动展开任何符合条件的字符，所以 命令从不会发现

只把它展开成结果。知道了这个以后，我们能看到 执行的结果和我们想象的一样。

路径名展开

这种通配符工作机制叫做路径名展开。如果我们试一下在之前的章节中使用的技巧，我们

会看到它们真是要展开的字符。给出一个家目录，它看起来像这样：

我们能够执行以下参数展开模式：

和：

甚至是：

查看家目录之外的目录：



隐藏文件路径名展开

正如我们知道的，以圆点字符开头的文件名是隐藏文件。路径名展开也尊重这

种行为。像这样的展开：

不会显示隐藏文件

要是展开模式以一个圆点开头，我们就能够在展开模式中包含隐藏文件，而且

隐藏文件可能会出现在第一位置，就像这样：

它几乎是起作用了。然而，如果我们仔 检查一下输出结果，我们会看到名字

和 也出现在结果中。因为这些名字是指当前工作目录和它的父目录，使用这

种模式可能会产生不正确的结果。我们能看到这样的结果，如果我们试一下这个命

令：

|

为了在这种情况下正确地完成路径名展开，我们应该雇佣一个更精确些的模式。

这个模式会正确地工作：

这种模式展开成为文件名，每个文件名以圆点开头，第二个字符不包含圆点，

再包含至少一个字符，并且这个字符之后紧接着任意多个字符。这将列出大多数的

隐藏文件（但仍将不能包含以多个圆点开头的文件名）这个带有 选项（“几乎所

有”）的 命令能够提供一份正确的隐藏文件清单：

波浪线展开

可能你从我们对 命令的介绍中回想起来，波浪线字符 ∼ 有特殊的意思。当它用在一

个单词的开头时，它会展开成指定用户的家目录名，如果没有指定用户名，则是当前用户的家

目录：



如果有用户 这个帐号，然后：

算术表达式展开

允许算术表达式通过展开来执行。这允许我们把 提示当作计算器来使用：

算术表达式展开使用这种格式：

（以上括号中的）表达式是指算术表达式，它由数值和算术操作符组成。

算术表达式只支持整数（全部是数字，不带小数点），但是能执行很多不同的操作。这里是

一些它支持的操作符：

操作符 说明

加

减

乘

除（但是记住，因为展开只是支持整数除法，所以结果是整

数。）

取余，只是简单的意味着，“余数”



取幂

表 算术操作符

在算术表达式中空格并不重要，并且表达式可以嵌套。例如， 的平方乘以 ：

一对括号可以用来把多个子表达式括起来。通过这个技术，我们可以重写上面的例子，同

时用一个展开代替两个，来得到一样的结果：

这是一个使用除法和取余操作符的例子。注意整数除法的结果：

在 章会更深入的讨论算术表达式的内容。

花括号展开

可能 奇怪的展开是花括号展开。通过它，你可以从一个包含花括号的模式中创建多个文

本字符串。这是一个例子：



花括号展开模式可能包含一个开头部分叫做报头，一个结尾部分叫做附言。花括号表达式

本身可能包含一个由逗号分开的字符串列表，或者一系列整数，或者单个的字符串。这种模式

不能嵌入空白字符。这个例题使用了一系列整数：

一系列以倒序排列的字母：

花括号展开可以嵌套：

那么这对什么有好处呢？ 普遍的应用是，创建一系列的文件或目录列表。例如，如果我

们是摄影师，有大量的相片。我们想把这些相片按年月先后组 起来。首先，我们要创建一系

列以数值 年－月 形式命名的目录。通过这种方式，目录名按照年代顺序排列。我们可以键

入整个目录列表，但是工作量太大了，并且易于出错。 而，我们可以这样做：

棒极了！



参数展开

在这一章我们将会简单地介绍参数展开，只是皮毛而已。后续章节我们会广泛地讨论参数

展开。这个特性在 脚本中比直接在命令行中更有用。它的许多性能和系统存储小块数据，

并给每块数据命名的能力有关系。许多像这样的小块数据，更适当些应叫做变量，可以方便地

检查它们。例如，叫做 的变量包含你的用户名。唤醒参数展开，揭示 中的内

容，可以这样做：

查看有效的变量列表，试试这个：

你可能注意到其它展开类型，如果你误输入一个模式，展开就不会发生。这时 命令只

简单地显示误键入的模式。通过参数展开，如果你拼写错了一个变量名，展开仍然会进行，只

是展成一个空字符串：

命令替换

命令替换允许我们把一个命令的输出作为一个展开模式来使用：

我 喜欢用的一行命令是像这样的：



这里我们把 的执行结果作为一个参数传递给 命令，因此要想得到 程序的输

出列表，不必知道它完整的路径名。我们不只限制于简单命令。也可以使用整个管道线（只展

示部分输出）：

在这个例子中，管道线的输出结果成为 命令的参数列表。

在旧版 程序中，有另一种语法也支持命令替换，可与刚提到的语法轮换使用。 也

支持这种语法。它使用倒引号来代替美元符号和括号：

引用

我们已经知道 有许多方式可以完成展开，现在是时候学习怎样来控制展开了。以下面

例子来说明：

或者：



在第一个例子中， 从 命令的参数列表中，删除多余的空格。在第二个例子中，参

数展开把 $ 的值替换为一个空字符串，因为 是没有定义的变量。 提供了一种叫做引

用的机制，来有选择地禁止不需要的展开。

引号

我们将要看一下引用的第一种类型， 引号。如果你把文本放在 引号中， 使用的特

殊字符，除了 $，\ 斜杠），和 （倒引号）之外，则失去它们的特殊含义，被当作普通字符

来看待。这意味着单词分割，路径名展开，波浪线展开，和花括号展开都被禁止，然而参数展

开，算术展开，和命令替换仍然执行。使用 引号，我们可以处理包含空格的文件名。比方说

我们是不幸的名为 文件的受害者。如果我们试图在命令行中使用这个文件，单词

分割机制会导致这个文件名被看作两个独自的参数，而不是所期望的单个参数：

使用 引号，我们可以阻止单词分割，得到期望的结果；进一步，我们甚至可以修复破损

的文件名。

你瞧！现在我们不必一直输入那些讨厌的 引号了。

记住，在 引号中，参数展开，算术表达式展开，和命令替换仍然有效：

我们应该花费一点时间来看一下 引号在命令替换中的效果。首先仔 研究一下单词分割

是怎样工作的。在之前的范例中，我们已经看到单词分割机制是怎样来删除文本中额外空格的：



在默认情况下，单词分割机制会在单词中寻找空格，制表符，和换行符，并把它们看作单

词之间的界定符。它们只作为分隔符使用。因为它们把单词分为不同的参数，在范例中，命令

行包含一个带有四个不同参数的命令。如果我们加上 引号：

单词分割被禁止，内嵌的空格也不会被当作界定符，它们成为参数的一部分。一旦加上

引号，我们的命令行就包含一个带有一个参数的命令。

事实上，单词分割机制把换行符看作界定符，对命令替换产生了一个，虽然微妙，但有趣

的影响。考虑下面的例子：

在第一个实例中，没有引用的命令替换导致命令行包含 个参数。在第二个例子中，命令

行只有一个参数，参数中包括嵌入的空格和换行符。

单引号

如果需要禁止所有的展开，我们使用单引号。以下例子是无引用， 引号，和单引号的比

较结果：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随着引用程度加强，越来越多的展开被禁止。

转义字符

有时候我们只想引用单个字符。我们可以在字符之前加上一个 斜杠，在这个上下文中叫

做转义字符。经常在 引号中使用转义字符，来有选择地阻止展开。

使用转义字符来消除文件名中一个字符的特殊含义，是很普遍的。例如，在文件名中可能

使用一些对于 来说，有特殊含义的字符。这些字符包括 $ 等字符。在文件名中

包含特殊字符，你可以这样做：

为了允许 斜杠字符出现，输入 \ 来转义。注意在单引号中， 斜杠失去它的特殊含义，

它被看作普通字符。

斜杠转义字符序列

斜杠除了作为转义字符外， 斜杠也是一种表示法的一部分，这种表示法代

表某种特殊字符，叫做控制码。 编码表中前 个字符被用来把命令转输到

像电报机一样的设备。一些编码是众所周知的（制表符，退格符，换行符，和回车

符），其它一些编码就不熟悉了（空值，传输结束码，和确认）。



转义序列 含义

\ 响铃（ 警告 －导致计算机嘟嘟响）

\ 退格符

\ 新的一行。在类 系统中，产生换行。

\ 回车符

\ 制表符

上表列出了一些常见的 斜杠转义字符。 斜杠表示法背后的思想来源于 编

程语言，许多其它语言也采用了这种表示方法，包括 。

命令带上 选项，能够解释转义序列。你可以把转义序列放在 $ 里面。

以下例子，使用 命令，一个简单的程序，它会等待指定的秒数，然后退出。

我们可以创建一个简单的倒数计数器：

\

我们也可以这样做：

$ \

总结归纳

随着我们继续学习 ，你会发现使用展开和引用的频率逐渐多起来，所以能够很好的理

解他们的工作方式很有意义。事实上，可以这样说，他们是学习 的 重要的主题。如果

没有准确地理解展开模式， 总是神秘和混乱的源泉，并且 潜在的能力也浪费掉了。

拓展阅读

• 手册页有主要段落是关于展开和引用的，它们以更正式的方式介绍了这些题目。

• 参考手册也包含章节，介绍展开和引用：

http://www.gnu.org/software/bash/manual/bashref.html


键盘高级操作技巧

开玩笑地说，我经常把 描述为“这个操作系统是为喜欢敲键盘的人们服务的。”当

然， 甚至还有一个命令行，这个事实是个确凿的证据，证明了我所说的话。但是命令行用

户不喜欢敲入那么多字。那 为什么如此多的命令会有这样简短的命令名，像 ， ， ，和

？事实上，命令行 为珍视的目标之一就是懒惰；用 少的击键次数来完成 多的工作。另

一个目标是你的手指永远不必离开键盘，永不触摸鼠标。在这一章节，我们将看一下 特

性，这些特性使键盘使用起来更加迅速，更加高效。

以下命令将会露面：

• －清空屏幕

• －显示历史列表内容

命令行编辑

使用了一个名为 的库（共享的线程集合，可以被不同的程序使用），来实现

命令行编辑。我们已经看到一些例子。我们知道，例如，箭头按键可以移动鼠标，此外还有许

多特性。想想这些额外的工具，我们可以在工作中使用。学会所有的特性并不重要，但许多特

性非常有帮助。选择自己需要的特性。

注意：下面一些按键组合（尤其使用 键的组合），可能会被 拦截来触发其它的功

能。当使用虚拟控制台时，所有的按键组合都应该正确地工作。

移动光标

下表列出了移动光标所使用的按键：

按键 行动

移动光标到行首。

移动光标到行尾。



光标前移一个字符；和右箭头作用一样。

光标后移一个字符；和左箭头作用一样。

光标前移一个字。

光标后移一个字。

清空屏幕，移动光标到左上角。 命令完成同样的工

作。

表 光标移动命令

修改文本

表 － 列出了键盘命令，这些命令用来在命令行中编辑字符。

按键 行动

删除光标位置的字符。

光标位置的字符和光标前面的字符互换位置。

光标位置的字和其前面的字互换位置。

把从光标位置到字尾的字符转换成小写字母。

把从光标位置到字尾的字符转换成大写字母。

表 文本编辑命令

剪切和粘贴文本

的文档使用术语 和 来指我们平常所说的剪切和粘贴。剪切下来的

本文被存储在一个叫做剪切环 的缓冲区中。

按键 行动

剪切从光标位置到行尾的文本。

剪切从光标位置到行首的文本。

剪切从光标位置到词尾的文本。

剪切从光标位置到词头的文本。如果光标在一个单词的开

头，剪切前一个单词。

把剪切环中的文本粘贴到光标位置。



表 剪切和粘贴命令

元键

如果你冒险进入到 的文档中，你会在 手册页的 段

落，遇到一个术语 元键 （ ）。在当今的键盘上，这个元键是指 键，

但并不总是这样。

回到昏暗的年代（在 之前 之后），并不是每个人都有他们自己的计算

机。他们可能有一个叫做 端的设备。一个 端是一种通信设备，它以一个文本显

示屏幕和一个键盘作为其特色，它里面有足够的电子器件来显示文本字符和移动光

标。它连接到（通常通过串行电缆）一个更大的计算机或者是一个大型计算机的通

信网络。有许多不同的 端产品商标，它们有着不同的键盘和特征显示集。因为它

们都倾向于至少能理解 ，所以软件开发者想要符合 低标准的可移植的应用

程序。 系统有一个非常精巧的方法来处理各种 端产品和它们不同的显示特

征。因为 程序的开发者们，不能确定一个专用多余的控制键的存在，他们

发明了一个控制键，并把它叫做 元 （ ）。然而在现代的键盘上， 键作

为元键来服务。如果你仍然在使用 端（在 中，你仍然可以得到一个 端），

你也可以按下和释放 键来得到如控制 键一样的效果。

自动补全

能帮助你的另一种方式是通过一种叫做自动补全的机制。当你敲入一个命令时，按下

键，自动补全就会发生。让我们看一下这是怎样工作的。给出一个看起来像这样的家目录：

试着输入下面的命令，但不要按下 键：



现在按下 键：

看一下 是怎样补全这一行的？让我们再试试另一个例子。这回，也不要按下

按下

没有补全，只是嘟嘟响。因为 不止匹配目录中的一个条目。为了自动补全执行成功，

你给它的 线索 必须不模棱两可。如果我们继续输入：

然后按下 ：

自动补全成功了。

这个实例展示了路径名自动补全，这是 常用的形式。自动补全也能对变量起作用（如果

字的开头是一个 $ ），用户名字（单词以 ∼ 开始），命令（如果单词是一行的第一个单词），

和主机名（如果单词的开头是 ）。主机名自动补全只对包含在文件 中的主机名有

效。

有一系列的控制和元键序列与自动补全相关联：



按键 行动

显示可能的自动补全列表。在大多数系统中，你也可以完成

这个通过按两次 键，这会更容易些。

插入所有可能的自动补全。当你想要使用多个可能的匹配项

时，这个很有帮助。

表 自动补全命令

可编程自动补全

目前的 版本有一个叫做可编程自动补全工具。可编程自动补全允许你（更

可能是，你的发行版提供商）来加入额外的自动补全规则。通常需要加入对特定应

用程序的支持，来完成这个任务。例如，有可能为一个命令的选项列表，或者一个

应用程序支持的特殊文件类型加入自动补全。默认情况下， 已经定义了一

个相当大的规则集合。可编程自动补全是由 函数实现的， 函数是一种小

巧的 脚本，我们会在后面的章节中讨论到。如果你感到好奇，试一下：

|

查看一下如果你能找到它们的话。默认情况下，并不是所有的发行版都包括它

们。

利用历史命令

正如我们在第二章中讨论到的， 维护着一个已经执行过的命令的历史列表。这个命令

列表被保存在你家目录下，一个叫做 的文件里。这个 工具是个有用资源，

因为它可以减少你敲键盘的次数，尤其当和命令行编辑联系起来时。

搜索历史命令

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可以浏览历史列表的内容，通过：



在默认情况下， 会存储你所输入的 后 个命令。在随后的章节里，我们会知道怎

样调整这个数值。比方说我们想要找到列出目录 内容的命令。一种方法，我们可以这

样做：

比方说在我们的搜索结果之中，我们得到一行，包含了有趣的命令，像这样；

数字 是这个命令在历史列表中的行号。随后在使用另一种展开类型时，叫做历史命令

展开，我们会用到这个数字。我们可以这样做，来使用我们所发现的行：

会把 展开成为历史列表中 行的内容。还有其它的历史命令展开形式，我们一

会儿讨论它们。 也具有按递增顺序来搜索历史列表的能力。这意味着随着字符的输入，我

们可以告诉 去搜索历史列表，每一个附加字符都进一步提炼我们的搜索。启动递增搜索，

输入 ，其后输入你要寻找的文本。当你找到它以后，你可以敲入 来执行命令，或

者输入 ，从历史列表中复制这一行到当前命令行。再次输入 ，来找到下一个匹配

项（向上移动历史列表）。输入 或者 ，退出搜索。实际来体验一下：

首先输入

提示符改变，显示我们正在执行 向递增搜索。搜索过程是 向的 ，因为我们按照从

现在 到过去某个时间段的顺序来搜寻。下一步，我们开始输入要查找的文本。在这个例子里

是 ：



即刻，搜索返回我们需要的结果。我们可以执行这个命令，按下 键，或者我们可以

复制这个命令到我们当前的命令行，来进一步编辑它，输入 。复制它，输入 ：

我们的 提示符重新出现，命令行加载完毕，正准备行动！下表列出了一些按键组合，

这些按键用来操作历史列表：

按键 行为

移动到上一个历史条目。类似于上箭头按键。

移动到下一个历史条目。类似于下箭头按键。

移动到历史列表开头。

移动到历史列表结尾，即当前命令行。

向递增搜索。从当前命令行开始，向上递增搜索。

向搜索，不是递增顺序。输入要查找的字符串，然后按下

，执行搜索。

向前搜索，非递增顺序。

执行历史列表中的当前项，并移到下一个。如果你想要执行

历史列表中一系列的命令，这很方便。

表 历史命令

历史命令展开

通过使用 字符， 为历史列表中的命令，提供了一个特殊的展开类型。我们已经知

道一个感叹号，其后再加上一个数字，可以把来自历史列表中的命令插入到命令行中。还有一

些其它的展开特性：

序列 行为



重复 后一次执行的命令。可能按下上箭头按键和 键

更容易些。

重复历史列表中第 行的命令。

重复 近历史列表中，以这个字符串开头的命令。

重复 近历史列表中，包含这个字符串的命令。

表 历史展开命令

应该小心谨慎地使用 和 格式，除非你完全确信历史列表条目的内容。

在历史展开机制中，还有许多可利用的特点，但是这个题目已经太晦涩难懂了，如果我们

再继续讨论的话，我们的头可能要爆炸了。 手册页的 部分详尽

地讲述了所有要素。

脚本

除了 中的命令历史特性，许多 发行版包括一个叫做 的程序，

这个程序可以记录整个 会话，并把 会话存在一个文件里面。这个命令的

基本语法是：

命令中的 是指用来存储 会话记录的文件名。如果没有指定文件名，则

使用文件 。查看脚本的手册页，可以得到一个关于 程序选项和特

点的完整列表。

总结归纳

在这一章中，我们已经讨论了一些由 提供的键盘操作技巧，这些技巧是来帮助打字员

减少工作量的。随着时光流逝，你和命令行打交道越来越多，我猜想你会重新翻阅这一章的内

容，学会更多的技巧。目前，你就认为它们是可选的，潜在地有帮助的。

拓展阅读

• 上有一篇关于计算机 端的好文章：

http://en.wikipedia.org/wiki/Computer_terminal


权限

传统中的操作系统不同于那些 传统中的系统，区别在于它们不仅是多任务

系统，而且也是多用户系统。这到底意味着什么？它意味着多个用户可以在同一时间使用同一

台计算机。然而一个典型的计算机可能只有一个键盘和一个监视器，但是它仍然可以被多个

用户使用。例如，如果一台计算机连接到一个网络或者因特网，那么远程用户通过 （安全

）可以登录并操纵这台电脑。事实上，远程用户也能运行图形界面应用程序，并且图形化

的输出结果会出现在远端的显示器上。 窗口系统把这个作为基本设计理念的一部分，并支持

这种功能。

系统的多用户性能，不是 近的“创新”，而是一种特性，它深深地嵌入到了

操作系统的设计过程中。想一下 系统的诞生环境，这会很有意义。多年前，在个人电脑

出现之前，计算机都是大型的，昂贵的，集中化的。一个典型的大学计算机系统，例如，是由

坐落在一座建筑中的一台大型中央计算机和许多 布在校园各处的 端机组成，每个 端都连

接到这台大型中央计算机。这台计算机可以同时支持很多用户。

为了使多用户特性付诸实践，那么必须发明一种方法来阻止用户彼此之间受到影响。毕竟，

一个用户的行为不能导致计算机崩溃，也不能乱动属于另一个用户的文件。

在这一章中，我们将看看这一系统安全的本质部分，会介绍以下命令：

• –显示用户身份号

• –更改文件模式

• –设置默认的文件权限

• –以另一个用户的身份来运行

• –以另一个用户的身份来执行命令

• –更改文件所有者

• –更改文件组所有权



• –更改用户密码

拥有者，组成员，和其他人

在第四章探究文件系统时，当我们试图查看一个像 那样的文件的时候，我们会

遇到一个问题。

产生这种错误信息的原因是，作为一个普通用户，我们没有权限来读取这个文件。

在 安全模型中，一个用户可能拥有文件和目录。当一个用户拥有一个文件或目录时，

用户对这个文件或目录的访问权限拥有控制权。用户， 过来， 属于一个由一个或多个用户

组成的用户组，用户组成员由文件和目录的所有者授予对文件和目录的访问权限。除了对一个

用户组授予权限之外，文件所有者可能会给每个人一些权限，在 术语中，每个人是指整

个世界。可以用 命令，来找到关于你自己身份的信息：

让我们看一下输出结果。当用户创建帐户之后，系统会给用户分配一个号码，叫做用户

或者 ，然后，为了符合人类的习惯，这个 映射到一个用户名。系统 会给这个用户分

配一个原始的组 或者是 ，这个 可能属于另外的组。上面的例子来自于 系统，

比方说 的输出结果可能看起来有点儿不同：



正如我们能看到的，两个系统中用户的 和 号码是不同的。原因很简单，因为

系统从 开始进行普通用户帐户的编号，而 从 开始。我们也能看到

的用户属于更多的用户组。这和 管理系统设备和服务权限的方式有关系。

那么这些信息来源于哪里呢？像 系统中的许多东西一样，来自一系列的文本文件。

用户帐户定义在 文件里面，用户组定义在 文件里面。当用户帐户和用

户组创建以后，这些文件随着文件 的变动而修改，文件 包含了关于

用户密码的信息。对于每个用户帐号，文件 定义了用户（登录）名， ， ，帐

号的真实姓名，家目录，和登录 。如果你查看一下文件 和文件 的

内容，你会注意到除了普通用户帐号之外，还有超级用户（ ）帐号，和各种各样的系统用

户。

在下一章中，当我们讨论进程时，你会知道这些其他的“用户”是谁，实际上，他们相当

忙碌。

然而许多像 的系统会把普通用户分配到一个公共的用户组中，例如“ ”，现在的

会创建一个独一无二的，只有一个成员的用户组，这个用户组与用户同名。这样使某种

类型的权限分配更容易些。

读取，写入，和执行

对于文件和目录的访问权力是根据读访问，写访问，和执行访问来定义的。如果我们看一

下 命令的输出结果，我们能得到一些线索，这是怎样实现的：

列表的前十个字符是文件的属性。这十个字符的第一个字符表明文件类型。下表是你可能

经常看到的文件类型（还有其它的，不常见类型）：

属性 文件类型

一个普通文件

一个目录

一个符号链接。注意对于符号链接文件，剩余的文件属性总

是 ，而且都是虚拟值。真正的文件属性是指符

号链接所指向的文件的属性。



一个字符设备文件。这种文件类型是指按照字节流，来处理

数据的设备。比如说 端机，或者调制解调器

一个块设备文件。这种文件类型是指按照数据块，来处理数

据的设备，例如一个硬盘，或者 盘。

表 文件类型

剩下的九个字符，叫做文件模式，代表着文件所有者，文件组所有者，和其他人的读，写，

执行权限。

当设置文件模式后， ， ， 模式属性对文件和目录会产生以下影响：

－更改文件模式

更改文件或目录的模式（权限），可以利用 命令。注意只有文件的所有者或者超级

用户才能更改文件或目录的模式。 命令支持两种不同的方法来改变文件模式：八进制数

字表示法，或符号表示法。首先我们讨论一下八进制数字表示法。

究竟什么是八进制？

八进制（以 为基数），和她的亲戚，十六进制（以 为基数）都是数字系统，

通常被用来表示计算机中的数字。我们人类，因为这个事实（或者至少大多数人）

天生具有十个手指，利用以 为基数的数字系统来计数。计算机，从另一方面讲，

生来只有一个手指，因此它以二进制（以 为基数）来计数。它们的数字系统只有

两个数值， 和 。因此在二进制中，计数看起来像这样：

在八进制中，逢八进一，用数字 到 来计数，像这样：

十六进制中，使用数字 到 ，加上大写字母 到 来计数，逢 进一：

虽然我们能知道二进制的意义（因为计算机只有一个手指），但是八进制和十六

进制对什么好处呢？答案是为了人类的便利。许多时候，在计算机中，一小部分数

据以二进制的形式表示。以 颜色为例来说明。大多数的计算机显示器，每个

像素由三种颜色组成： 位红色， 位绿色， 位蓝色。这样，一种可爱的中蓝色就

由 位数字来表示：



我不认为你每天都喜欢读写这类数字。另一种数字系统对我们更有帮助。每个

十六进制数字代表四个二进制。在八进制中，每个数字代表三个二进制数字。那么

代表中蓝色的 位二进制能够压缩成 位十六进制数：

因为十六进制中的两个数字对应二进制的 位数字，我们可以看到” “代表

红色，“ ”代表绿色，“ ”代表蓝色。

现在，十六进制表示法（经常叫做“ ”）比八进制更普遍，但是我们很快会

看到，用八进制来表示 个二进制数非常有用处

通过八进制表示法，我们使用八进制数字来设置所期望的权限模式。因为每个八进制数字

代表了 个二进制数字，这种对应关系，正好映射到用来存储文件模式所使用的方案上。下表

展示了我们所要表达的意思：

通过使用 个八进制数字，我们能够设置文件所有者，用户组，和其他人的权限：

通过传递参数“ ”，我们能够设置文件所有者的权限为读写权限，而删除用户组和其他



人的所有权限。虽然八进制到二进制的映射看起来不方便，但通常只会用到一些常见的映射关

系： ， ， ， ，和 。

命令支持一种符号表示法，来指定文件模式。符号表示法分为三部分：更改会影响

谁，要执行哪个操作，要设置哪种权限。通过字符“ ”，“ ”，“ ”，和“ ”的组合来指定要

影响的对象，如下所示：

的简写，意思是文件或目录的所有者。

用户组。

的简写，意思是其他所有的人。

的简写，是 和“ ”三者的联合。

表 命令符号表示法

如果没有指定字符，则假定使用 。执行的操作可能是一个“＋”字符，表示加上一个

权限，一个“－”，表示删掉一个权限，或者是一个“＝”，表示只有指定的权限可用，其它所

有的权限被删除。

权限由“ ”，“ ”，和“ ”来指定。这里是一些符号表示法的实例：

为文件所有者添加可执行权限。

删除文件所有者的可执行权限。

为文件所有者，用户组，和其他所有人添加可执行权限。等

价于 。

除了文件所有者和用户组，删除其他人的读权限和写权限。

给群组的主人和任意文件拥有者的人读写权限。如果群组的

主人或全局之前已经有了执行的权限，他们将被移除。

给文件拥有者执行权限并给组和其他人读和执行的权限。多

种设定可以用逗号分开。

表 符号表示法实例

一些人喜欢使用八进制表示法，而另些人真正地喜欢符号表示法。符号表示法的优点是，

允许你设置文件模式的单个组成部分的属性，而没有影响其他的部分。

看一下 命令的手册页，可以得到更详尽的信息和 命令的各个选项。要注意

选项：它可以同时作用于文件和目录，所以它并不是如我们期望的那么有用处，

因为我们很少希望文件和目录拥有同样的权限。



借助 来设置文件模式

现在我们已经知道了怎样设置文件和目录的权限，这样我们就可以更好的理解 中的设

置权限对话框。在 和 中，右击一个文件或目录图标将

会弹出一个属性对话框。下面这个例子来自 ：

图 文件属性对话框

从这个对话框中，我们看到可以设置文件所有者，用户组，和其他人的访问权限。在

中，右击 按钮，会打开另一个对话框，这个对话框允许你单独设置各

个模式属性。这也可以通过命令行来理解！

－设置默认权限

当创建一个文件时， 命令控制着文件的默认权限。 命令使用八进制表示法来

表达从文件模式属性中删除一个位掩码。大家看下面的例子：



首先，删除文件 ，以此确定我们从新开始。下一步，运行不带参数的 命令，

看一下当前的掩码值。响应的数值是 （ 是另一个常用值），这个数值是掩码的八进制

表示形式。下一步，我们创建文件 ，并且保留它的权限。

我们可以看到文件所有者和用户组都得到读权限和写权限，而其他人只是得到读权限。其

他人没有得到写权限的原因是由掩码值决定的。重复我们的实验，这次自己设置掩码值：

当掩码设置为 （实质上是关掉它）之后，我们看到其他人能够读写文件。为了弄明白

这是怎么回事，我们需要看一下掩码的八进制形式。把掩码展开成二进制形式，然后与文件属

性相比较，看看有什么区别：

此刻先忽略掉开头的三个零（我们一会儿再讨论），注意掩码中若出现一个数字 ，则删除

文件模式中和这个 在相同位置的属性，在这是指其他人的写权限。这就是掩码要完成的任

务。掩码的二进制形式中，出现数字 的位置，相应地关掉一个文件模式属性。看一下掩码

的作用：



一次，二进制中数字 出现的位置，相对应的属性被删除。再试一下其它的掩码值（一

些带数字 的），习惯于掩码的工作原理。当你实验完成之后，要记得清理现场：

大多数情况下，你不必修改掩码值，系统提供的默认掩码值就很好了。然而，在一些高安

全级别下，你要能控制掩码值。

一些特殊权限

虽然我们通常看到一个八进制的权限掩码用三位数字来表示，但是从技术层面

上来讲，用四位数字来表示它更确切些。为什么呢？因为，除了读取，写入，和执

行权限之外，还有其它的，较少用到的权限设置。

其中之一是 位（八进制 。当应用到一个可执行文件时，它把有效用

户 从真正的用户（实际运行程序的用户）设置成程序所有者的 。这种操作通

常会应用到一些由超级用户所拥有的程序。当一个普通用户运行一个程序，这个程

序由根用户 所有，并且设置了 位，这个程序运行时具有超级用户的

特权，这样程序就可以访问普通用户禁止访问的文件和目录。很明显，因为这会引

起安全方面的问题，所有可以设置 位的程序个数，必须控制在绝对小的范围

内。

第二个是 位（八进制 ），这个相似于 位，把有效用户组 从

真正的用户组 更改为文件所有者的组 。如果设置了一个目录的 位，则

目录中新创建的文件具有这个目录用户组的所有权，而不是文件创建者所属用户组

的所有权。对于共享目录来说，当一个普通用户组中的成员，需要访问共享目录中

的所有文件，而不管文件所有者的主用户组时，那么设置 位很有用处。

第三个是 位（八进制 ）。这个继承于 ，在 中，它可能把

一个可执行文件标志为“不可交换的”。在 中，会忽略文件的 位，但

是如果一个目录设置了 位，那么它能阻止用户删除或重命名文件，除非用户

是这个目录的所有者，或者是文件所有者，或是超级用户。这个经常用来控制访问

共享目录，比方说 。

这里有一些例子，使用 命令和符号表示法，来设置这些特殊的权限。首

先，授予一个程序 权限。



下一步，授予一个目录 权限：

后，授予一个目录 权限：

当浏览 命令的输出结果时，你可以确认这些特殊权限。这里有一些例子。首

先，一个程序被设置为 属性：

具有 属性的目录：

设置了 位的目录：

更改身份

在不同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很有必要具有另一个用户的身份。经常地，我们想要得到超级

用户特权，来执行一些管理任务，但是也有可能 变为 另一个普通用户，比如说测试一个帐

号。有三种方式，可以拥有多重身份：

注销系统并以其他用户身份重新登录系统。

使用 命令。

使用 命令。

我们将跳过第一种方法，因为我们知道怎样使用它，并且它缺乏其它两种方法的方便性。

在我们自己的 会话中， 命令允许你，假定为另一个用户的身份，以这个用户的 启

动一个新的 会话，或者是以这个用户的身份来发布一个命令。 命令允许一个管理员

设置一个叫做 的配置文件，并且定义了一些具体命令，在假定的身份下，特殊用

户可以执行这些命令。选择使用哪个命令，很大程度上是由你使用的 发行版来决定的。

你的发行版可能这两个命令都包含，但系统配置可能会偏袒其中之一。我们先介绍 命令。

－以其他用户身份和组 运行一个

命令用来以另一个用户的身份来启动 。这个命令语法看起来像这样：



如果包含 选项，那么会为指定用户启动一个需要登录的 。这意味着会加载此用户

的 环境，并且工作目录会更改到这个用户的家目录。这通常是我们所需要的。如果不指

定用户，那么就假定是超级用户。注意（不可思议地），选项 可以缩写为 ，这是经常用

到的形式。启动超级用户的 ，我们可以这样做：

按下回车符之后， 提示我们输入超级用户的密码。如果密码输入正确，出现一个新的

提示符，这表明这个 具有超级用户特权（提示符的末尾字符是 而不是 $ ），并

且当前工作目录是超级用户的家目录（通常是 ）。一旦进入一个新的 ，我们能执行超

级用户所使用的命令。当工作完成后，输入 ，则返回到原来的

以这样的方式使用 命令，也可以只执行单个命令，而不是启动一个新的可交互的 ：

使用这种模式，命令传递到一个新 中执行。把命令用单引号引起来很重要，因为我们

不想命令在我们的 中展开，但需要在新 中展开。



－以另一个用户身份执行命令

命令在很多方面都相似于 命令，但是 还有一些非常重要的功能。管理员能够

配置 命令，从而允许一个普通用户以不同的身份（通常是超级用户），通过一种非常可控

的方式来执行命令。尤其是，只有一个用户可以执行一个或多个特殊命令时，（更体现了

命令的方便性）。另一个重要差异是 命令不要求超级用户的密码。使用 命令时，用

户使用他 她自己的密码来认证。比如说，例如， 命令经过配置，允许我们运行一个虚构

的备份程序，叫做 ，这个程序要求超级用户权限。通过 命令，这个程序

会像这样运行：

按下回车键之后， 提示我们输入我们的密码（不是超级用户的）。一旦认证完成，则执

行具体的命令。 和 之间的一个重要区别是 不会重新启动一个 ，也不会加载

另一个用户的 运行环境。这意味者命令不必用单引号引起来。注意通过指定各种各样的

选项，这种行为可以被推翻。详 信息，阅读 手册页。

想知道 命令可以授予哪些权限，使用 选项，列出所有权限：

与

普通用户经常会遇到这样的问题，怎样完成某些需要超级用户权限的任务。这

些任务包括安装和更新软件，编辑系统配置文件，和访问设备。在 世界



里，这些任务是通过授予用户管理员权限来完成的。这允许用户执行这些任务。然

而，这也会导致用户所执行的程序拥有同样的能力。在大多数情况下，这是我们所

期望的，但是它也允许 （恶意软件），比方说电脑病毒，自由地支配计算

机。

在 世界中，由于 是多用户系统，所以在普通用户和管理员之间总是

存在很大的差别。 采取的方法是只有在需要的时候，才授予普通用户超级用

户权限。这样，普遍会用到 和 命令。

几年前，大多数的 发行版都依赖于 命令，来达到目的。 命令不需

要 命令所要求的配置， 命令拥有一个 帐号，是 中的传统。但这

会引起问题。所有用户会企图以 用户帐号来操纵系统。事实上，一些用户专门

以 用户帐号来操作系统，因为这样做，的确消除了所有那些讨厌的“权限被拒

绝”的消息。相比于 系统安全性而言，这样做，你就削弱了 系统

安全性能。不是一个好主意。

当引进 的时候，它的创作者们采取了不同的策略。默认情况下，

不允许用户登录到 帐号（因为不能为 帐号设置密码），而是使用 命

令授予普通用户超级用户权限。通过 命令， 初的用户可以拥有超级用户权

限，也可以授予随后的用户帐号相似的权力。

－更改文件所有者和用户组

命令被用来更改文件或目录的所有者和用户组。使用这个命令需要超级用户权限。

命令的语法看起来像这样：

命令可以更改文件所有者和 或文件用户组，依据于这个命令的第一个参数。这里有

一些例子：

参数 结果

把文件所有者从当前属主更改为用户 。

把文件所有者改为用户 ，文件用户组改为用户组 。

把文件用户组改为组 ，文件所有者不变。



文件所有者改为用户 ，文件用户组改为，用户 登

录系统时，所属的用户组。

表 参数实例

比方说，我们有两个用户， ，拥有超级用户访问权限，而 没有。用户 想要

从她的家目录复制一个文件到用户 的家目录。因为用户 想要 能够编辑这个文

件， 把这个文件的所有者更改为

这里，我们看到用户 把文件从她的目录复制到 的家目录。下一步， 把文件

所有者从 （使用 命令的原因）改到 。通过在第一个参数中使用末尾的 字符，

同时把文件用户组改为 登录系统时，所属的用户组，碰巧是用户组 。

注意，第一次使用 命令之后，为什么（ ）没有提示 输入她的密码？这是因

为，在大多数的配置中， 命令会相信你几分钟，直到计时结束。

－更改用户组所有权

在旧版 系统中， 命令只能更改文件所有权，而不是用户组所有权。为了达到目

的，使用一个独立的命令， 来完成。除了限制多一点之外， 命令与 命令使

用起来很相似。

练习使用权限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知道了，权限这类东西是怎样工作的，现在是时候炫耀一下了。我

们将展示一个常见问题的解决方案，这个问题是如何设置一个共享目录。假想我们有两个用

户，他们分别是 和 。他们都有音乐 收藏品，也愿意设置一个共享目录，在



这个共享目录中，他们分别以 或 的格式来存储他们的音乐文件。通过

命令，用户 具有超级用户访问权限。

我们需要做的第一件事，是创建一个以 和 为成员的用户组。使用图形化的用

户管理工具， 创建了一个叫做 的用户组，并且把用户 和 添加到用户组

中：

图 用 创建一个新的用户组

下一步， 创建了存储音乐文件的目录：

因为 正在他的家目录之外操作文件，所以需要超级用户权限。这个目录创建之后，它

具有以下所有权和权限：

正如我们所见到的，这个目录由 用户拥有，并且具有权限 。为了使这个目录共享，

允许（用户 ）写入， 需要更改目录用户组所有权和权限：



那么这是什么意思呢？它的意思是，现在我们拥有一个目录，/usr/local/share/Music，

这个目录由 root 用户拥有，并且允许用户组 读取和写入。用户组 有两个成员

和 ，这样 和 能够在目录 中创建文件。其他用户能

够列出目录中的内容，但是不能在其中创建文件。

但是我们仍然会遇到问题。通过我们目前所拥有的权限，在 目录中创建的文件，只

具有用户 和 的普通权限：

实际上，存在两个问题。第一个，系统中默认的掩码值是 ，这会禁止用户组成员编辑

属于同组成员的文件。如果共享目录中只包含文件，这就不是个问题，但是因为这个目录将会

存储音乐，通常音乐会按照艺术家和唱片的层次结构来组 分类。所以用户组成员需要在同组

其他成员创建的目录中创建文件和目录。我们将把用户 和 使用的掩码值改为 。

第二个问题是，用户组成员创建的文件和目录的用户组，将会设置为用户的主要组，而不

是用户组 。通过设置此目录的 位来解决这个问题：

现在测试一下，看看是否新的权限解决了这个问题。 把他的掩码值设为 ，删除先

前的测试文件，并创建了一个新的测试文件和目录：



现在，创建的文件和目录都具有正确的权限，允许用户组 的所有成员在目录

中创建文件和目录。

剩下一个问题是关于 命令的。 命令设置的掩码值只能在当前 会话中生

效，若当前 会话结束后，则必须重新设置。在这本书的第三部分，我们将看一下，怎样

使掩码值永久生效。

更改用户密码

这一章 后一个话题，我们将讨论自己帐号的密码（和其他人的密码，如果你具有超级用

户权限）。使用 命令，来设置或更改用户密码。命令语法如下所示：

只要输入 命令，就能更改你的密码。 会提示你输入你的旧密码和你的新密码：

命令将会试着强迫你使用“强”密码。这意味着，它会拒绝接受太短的密码，与先

前相似的密码，字典中的单词作为密码，或者是太容易猜到的密码：



如果你具有超级用户权限，你可以指定一个用户名作为 命令的参数，这样可以设置

另一个用户的密码。还有其它的 命令选项对超级用户有效，允许帐号锁定，密码失效，

等等。详 内容，参考 命令的手册页。

拓展阅读

• 上面有一篇关于 （恶意软件）好文章：

还有一系列的命令行程序，可以用来创建和维护用户和用户组。更多信息，查看以下命令

的手册页：

•

•

•

http://en.wikipedia.org/wiki/Malware


进程

通常，现在的操作系统都支持多任务，意味着操作系统（给用户）造成了一种假象， 让用

户觉得 它同时能够做多件事情，事实上，它是快速地轮换执行这些任务的。 内核通过

使用进程，来管理多任务。通过进程， 安排不同的程序等待使用 。

有时候，计算机变得呆滞，运行缓慢，或者一个应用程序停止响应。在这一章中，我们将

看一些可用的命令行工具，这些工具帮助我们查看程序的执行状态，以 怎样 止行为不当的

进程。

这一章将介绍以下命令：

• –报告当前进程快照

• –显示任务

• –列出活跃的任务

• –把一个任务放到后台执行

• –把一个任务放到前台执行

• –给一个进程发送信号

• –杀死指定名字的进程

• –关机或重启系统

进程是怎样工作的

当系统启动的时候，内核先把一些它自己的程序初始化为进程，然后运行一个叫做 的

程序。 ，依次地，再运行一系列的称为 脚本的 脚本（位于 ），它们可以启动

所有的系统服务。其中许多系统服务以守护（ ）程序的形式实现，守护程序仅在后台

运行，没有任何用户接口。这样，即使我们没有登录系统，至少系统也在忙于执行一些例行事

务。





一个程序可以发动另一个程序，这个事实在进程方案中，表述为一个父进程创建了一个子

进程。

内核维护每个进程的信息，以此来保持事情有序。例如，系统分配给每个进程一个数字，

这个数字叫做进程 或 。 号按升序分配， 进程的 总是 。内核也对分配给

每个进程的内存进行跟踪。像文件一样，进程也有所有者和用户 ，有效用户 ，等等。

查看进程

查看进程， 常使用地命令（有几个命令）是 。 程序有许多选项，它 简单地使用形

式是这样的：

上例中，列出了两个进程，进程 和进程 ，各自代表命令 和 。正如我们

所看到的，默认情况下， 不会显示很多进程信息，只是列出与当前 端会话相关的进程。为

了得到更多信息，我们需要加上一些选项，但是在这样做之前，我们先看一下 命令运行结

果的其它字段。 是 的简写，是指进程的控制 端。这里， 展示它的年

龄。 字段表示进程所消耗的 时间数量。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这两个进程使计算机

工作起来很轻松。

如果给 命令加上选项，我们可以得到更多关于系统运行状态的信息：

–

加上 选项（注意没有开头的 字符），告诉 命令，展示所有进程，不管它们由什么

端（如果有的话）控制。在 一栏中出现的 ，表示没有控制 端。使用这个 选

项，可以看到我们所拥有的每个进程的信息。





因为系统中正运行着许多进程，所以 命令的输出结果很长。这经常很有帮助，要是把

的输出结果管道到 命令，借助 工具，更容易浏览。一些选项组合也会产生很长的输出

结果，所以 大化 端仿真器窗口，也是一个好主意。

输出结果中，新添加了一栏，标题为 。 是 的简写，它揭示了进程当前

状态：

状态 意义

运行。这意味着，进程正在运行或准备运行。

正在睡眠。进程没有运行，而是，正在等待一个事件，比如

说，一个按键或者网络数据包。

不可中断睡眠。进程正在等待 ，比方说，一个磁盘驱动

器的 。

已停止 已经指示进程停止运行。稍后介绍更多。

一个死进程或“僵尸”进程。这是一个已经 止的子进程，

但是它的父进程还没有清空它。（父进程没有把子进程从进

程表中删除）

一个高优先级进程。这可能会授予一个进程更多重要的资

源，给它更多的 时间。进程的这种属性叫做 。

具有高优先级的进程据说是不好的（ ），因为它占用

了比较多的 时间，这样就给其它进程留下很少时间。

低优先级进程。一个低优先级进程（一个“好”进程）只有

当其它高优先级进程执行之后，才会得到处理器时间。

表 进程状态

进程状态信息之后，可能还跟随其他的字符。这表示各种外来进程的特性。详 信息请看

手册页。

另一个流行的选项组合是 （不带开头的 字符）。这会给我们更多信息：



这个选项组合，能够显示属于每个用户的进程信息。使用这个选项，可以唤醒“ 风格”

的输出结果。 版本的 命令，可以模拟几个不同 版本中的 程序的行为。通过

这些选项，我们得到这些额外的列。

标题 意思

用户 进程的所有者。

以百分比表示的 使用率

以百分比表示的内存使用率

虚拟内存大小

进程占用的物理内存的大小，以千字节为单位。

进程运行的起始时间。若超过 小时，则用天表示。

用 命令动态查看进程

虽然 命令能够展示许多计算机运行状态的信息，但是它只是提供， 命令执行时刻的机

器状态快照。为了看到更多动态的信息，我们使用 命令：

程序连续显示系统进程更新的信息（默认情况下，每三分钟更新一次）， 这个名

字来源于这个事实， 程序是用来查看系统中“顶端”进程的。 显示结果由两部分组成：

上面是系统概要，下面是进程列表，以 的使用率排序。

其中系统概要包含许多有用信息。下表是对系统概要的说明：



行号 字段 意义

程序名。

当前时间。

这是正常运行时间。它是计算机从上次启动到现在所

运行的时间。在这个例子里，系统已经运行了六个半

小时。

有两个用户登录系统。

加载平均值是指，等待运行的进程数目，也就是说，

处于运行状态的进程个数，这些进程共享 。展示

了三个数值，每个数值对应不同的时间周期。第一个

是 后 秒的平均值，下一个是前 分钟的平均值，

后一个是前 分钟的平均值。若平均值低于 ，

则指示计算机工作不忙碌。

总结了进程数目和各种进程状态。

这一行描述了 正在执行的进程的特性。

这

意味着进程在内核之外。

的 时间被用于系统（内核）进程。

的 时间被用于 （低优先级）进程。

的 时间是空闲的。

的 时间来等待 。

展示物理内存的使用情况。

展示交换分区（虚拟内存）的使用情况。

表 命令信息字段

程序接受一系列从键盘输入的命令。两个 有趣的命令是 和 。 ，显示程序的帮助

屏幕， ，退出 程序。

两个主要的桌面环境都提供了图形化应用程序，来显示与 程序相似的信息（和

中的任务管理器差别不多），但是我觉得 程序要好于图形化的版本，因为它运行

速度快，并且消费很少的系统资源。毕竟，我们的系统监测程序不能成为系统怠工的源泉，而

这是我们试图追踪的信息。



控制进程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和监测进程，然后得到一些对它们的控制权。为了我们的实验，我们将

使用一个叫做 的小程序，作为我们的实验品。这个 程序是 窗口系统（底层引擎

使图形界面显示在屏幕上）提供的实例程序，这个实例简单地显示一个大小可调的包含 标志

的窗口。首先，我们需要知道测试的主题：

命令执行之后，一个包含 标志的小窗口应该出现在屏幕的某个位置上。在一些系统中，

命令会打印一条警告信息，但是不用理会它。

小贴士：如果你的系统不包含 程序，试着用 或者 来代替。

通过调整它的窗口大小，我们能够证明 程序正在运行。如果这个标志以新的尺寸被

重画，则这个程序正在运行。

注意，为什么我们的 提示符还没有返回？这是因为 正在等待这个程序结束，就

像到目前为止我们用过的其它所有程序一样。如果我们关闭 窗口， 提示符就返回

了。

中断一个进程

我们再运行 程序一次，观察一下发生了什么事。首先，执行 命令，并且证实这

个程序正在运行。下一步，回到 端窗口，按下 。

在一个 端中，输入 ，中断一个程序。这意味着，我们礼貌地要求 止这个程序。输

入 之后， 窗口关闭， 提示符返回。

通过这个技巧，许多（但不是全部）命令行程序可以被中断。

把一个进程放置到后台 执行

比方说，我们想让 提示符返回，却没有 止 程序。为达到这个目的，我们把这

个程序放到后台执行。把 端看作是一个有前台（表层放置可见的事物，像 提示符）和



后台（表层之下放置隐藏的事物）（的设备）。启动一个程序，让它立即在后台运行，我们在程

序命令之后，加上 字符：

执行命令之后，这个 窗口出现，并且 提示符返回，同时打印一些有趣的数字。

这条信息是 特性的一部分，叫做工作控制。通过这条信息， 告诉我们，已经启动了

工作号为 （“［ ］”）， 为 的程序。如果我们运行 命令，可以看到我们的进程：

工作控制，这个 功能可以列出从 端中启动的任务。执行 命令，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输出列表：

结果显示我们有一个任务，编号为“ ”，它正在运行，并且这个任务的命令是 ＆。

进程返回到前台

一个在后台运行的进程对一切来自键盘的输入都免疫，也不能用 来中断它。使用

命令，让一个进程返回前台执行：



命令之后，跟随着一个百分号和工作序号（叫做 ）。如果我们只有一个后台任务，

那么 是可有可无的。输入 来 止 程序。

停止一个进程

有时候，我们想要停止一个进程，而没有 止它。这样会把一个前台进程移到后台等待。

输入 ，可以停止一个前台进程。让我们试一下。在命令提示符下，执行 命令，然

后输入

停止 程序之后，通过调整 的窗口大小，我们可以证实这个程序已经停止了。它

看起来像死掉了一样。使用 命令，可以恢复程序到前台运行，或者用 命令把程序移到后

台。

和 命令一样，如果只有一个任务的话， 参数是可选的。

因为把一个进程从前台移到后台很方便，如果我们从命令行启动一个图形界面的程序，但

是忘记把它放到后台执行，即没有在命令后加上字符 ＆ ，（也不用担心）。

为什么要从命令行启动一个图形界面程序呢？有两个原因。第一个，你想要启动的程序，

可能没有在窗口管理器的菜单中列出来（比方说 ）。第二个，从命令行启动一个程序，你

能够看到一些错误信息，如果从窗口系统中运行程序的话，这些信息是不可见的。有时候，一

个程序不能从图形界面菜单中启动。这时候，应该从命令行中启动它。我们可能会看到错误信

息，这些信息揭示了问题所在。一些图形界面程序还有许多有意思并且有用的命令行选项。



命令被用来“杀死”程序。这样我们就可以 止需要杀死的程序。这里有一个实例：

首先，我们在后台启动 程序。 打印出 和这个后台进程的 。下一步，

我们使用 命令，并且指定我们想要 止的进程 。也可以用 （例如，“％ ”）来

代替 。

虽然这个命令很直接了当，但不仅仅这些。这个 命令不是确切地“杀死”程序，而是

给程序发送信号。信号是操作系统与程序之间进行通信，所采用的几种方式中的一种。我们已

经看到信号，在使用 和 的过程中。当 端接受了其中一个按键组合后，它会给在

前端运行的程序发送一个信号。在使用 的情况下，会发送一个叫做 （中断）的信

号；当使用 时，则发送一个叫做 （ 端停止）的信号。程序， 过来，倾听信号

的到来，当程序接到信号之后，则做出响应。一个程序能够倾听和响应信号，这个事实允许一

个程序做些事情，比如，当程序接到一个 止信号时，它可以保存所做的工作。

通过 命令给进程发送信号

命令被用来给程序发送信号。它 常见的语法形式看起来像这样：

如果在命令行中没有指定信号，那么默认情况下，发送 （ 止）信号。 命令被

经常用来发送以下命令：

编号 名字 含义







挂起。这是美好往昔的痕迹，那时候 端机通过电话

线和调制解调器连接到远端的计算机。这个信号被用

来告诉程序，控制的 端机已经“挂起”。通过关闭

一个 端会话，可以说明这个信号的作用。发送这个

信号到 端机上的前台程序，程序会 止。许多守护

进程也使用这个信号，来重新初始化。这意味着，当

发送这个信号到一个守护进程后，这个进程会重新启

动，并且重新读取它的配置文件。 网络服务

器守护进程就是一个例子。

中断。实现和 一样的功能，由 端发送。通常，

它会 止一个程序。

杀死。这个信号很特别。鉴于进程可能会选择不同的

方式，来处理发送给它的信号，其中也包含忽略信号，

这样呢，从不发送 信号到目标进程。而是内核立

即 止这个进程。当一个进程以这种方式 止的时候，

它没有机会去做些“清理”工作，或者是保存劳动成

果。因为这个原因，把 信号看作杀手锏，当其

它 止信号失败后，再使用它。

止。这是 命令发送的默认信号。如果程序仍然

“活着”，可以接受信号，那么这个信号 止。

继续。在停止一段时间后，进程恢复运行。

停止。这个信号导致进程停止运行，而没有 止。像

信号，它不被发送到目标进程，因此它不能被

忽略。

表 常用信号

让我们实验一下 命令：



在这个例子里，我们在后台启动 程序，然后通过 命令，发送给它一个 信

号。这个 程序 止运行，并且 指示这个后台进程已经接受了一个挂起信号。在看

到这条信息之前，你可能需要多按几次 键。注意，既可以用号码，也可以用名字，不过

要在名字前面加上字母“ ”，来指定所要发送的信号。

重复上面的例子，试着使用其它的信号。记住，你也可以用 来代替 。

进程，和文件一样，拥有所有者，所以为了能够通过 命令来给进程发送信号，你必须

是进程的所有者（或者是超级用户）。

除了上表列出的 命令 常使用的信号之外，还有一些系统频繁使用的信号。以下是其

它一些常用信号列表：

编号 名字 含义

退出

段错误。如果一个程序非法使用内存，就会发送这个

信号。也就是说，程序试图写入内存，而这个内存空

间是不允许此程序写入的。

端停止。当按下 组合键后， 端发送这个信

号。不像 信号， 信号由目标进程接收，

且可能被忽略。

改变窗口大小。当改变窗口大小时，系统会发送这个

信号。一些程序，像 和 程序会响应这个信

号，按照新窗口的尺寸，刷新显示的内容。

表 其它常用信号

为了满足读者的好奇心，通过下面的命令可以得到一个完整的信号列表：



通过 命令给多个进程发送信号

也有可能通过 命令，给匹配特定程序或用户名的多个进程发送信号。下面是

命令的语法形式：

为了说明情况，我们将启动一对 程序的实例，然后再 止它们：

记住，和 命令一样，你必须拥有超级用户权限才能给不属于你的进程发送信号。

更多和进程相关的命令

因为监测进程是一个很重要的系统管理任务，所以有许多命令与它相关。玩玩下面几个命

令：

命令名 命令描述

输出一个树型结构的进程列表，这个列表展示了进程间

父 子关系。

输出一个系统资源使用快照，包括内存，交换分区和磁盘

。为了看到连续的显示结果，则在命令名后加上延时的

时间（以秒为单位）。例如，“ ”。 止输出，按下

组合键。



一个图形界面程序，可以画出系统负载的图形。

与 程序相似，但是在 端中画出图形。使用 ，

来 止输出。

表 其它与进程相关的命令



环境

正如我们之前所讨论到的， 在 会话中维护着大量的信息，这些信息称为

环境。存储在 环境中的数据被程序用来确定配置属性。然而大多数程序用配置文件来存

储程序设置，某些程序也会查找存储在 环境中的数值来调整他们的行为。知道了这些，

我们就可以用 环境来自定制 经历。

在这一章，我们将用到以下命令：

• 打印部分或所有的环境变量

• 设置 选项

• —导出环境变量，让随后执行的程序知道。

• 创建命令别名

什么存储在环境变量中？

在环境中存储了两种基本类型的数据，虽然对于 来说，很大程度上这些类型是不

可辨别的。它们是环境变量和 变量。 变量是由 存放的少量数据，而剩下的基

本上都是环境变量。除了变量， 也存储了一些可编程的数据，命名为别名和 函数。

我们已经在第六章讨论了别名，而 函数（涉 到 脚本）将会在第五部分叙述。

检查环境变量

我们既可以用 的内部命令 ，或者是 程序来查看什么存储在环境当中。

命令可以显示 和环境变量两者，而 只是显示环境变量。因为环境变量内容列表

相当长，所以 好把每个命令的输出结果管道到 命令：



执行以上命令之后，我们应该能得到类似以下内容：

我们所看到的是环境变量 其数值的列表。例如，我们看到一个叫做 的变量，这个

变量值是 。 命令也能够列出特定变量的数值：

当使用没有带选项和参数的 命令时， 和环境变量二者都会显示，同时也会显示定

义的 函数。不同于 命令， 命令的输出结果很礼貌地按照字母顺序排列：



也可以通过 命令来查看一个变量的内容，像这样：

如果 环境中的一个成员既不可用 命令也不可用 命令显示，则这个变量是

别名。输入不带参数的 命令来查看它们

一些有趣的变量

环境中包含相当多的变量，虽然你的 环境可能不同于这里展示的，但是你可能会

看到以下变量在你的 环境中：

变量 内容

如果你正在运行图形界面环境，那么这个变量就是你显示器

的名字。通常，它是 ，意思是由 产生的第一个显示

器。

文本编辑器的名字。

程序的名字。

用户家目录。

定义了字符集以 语言编码方式。

先前的工作目录。

页输出程序的名字。这经常设置为 。

由冒号分开的目录列表，当你输入可执行程序名后，会搜索

这个目录列表。



这个定义了你的 提示符的内容。随

后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变量内容可以全面地定制。

当前工作目录。

端类型名。类 的系统支持许多 端协议；这个变量

设置你的 端仿真器所用的协议。

指定你所在的时区。大多数类 的系统按照协调时间时

来维护计算机内部的时钟，然后应用一个由这个变

量指定的偏差来显示本地时间。

你的用户名

表 环境变量

如果缺失了一些变量，不要担心，这些变量会因发行版本的不同而不同。

如何建立 环境？

当我们登录系统后，启动 程序，并且会读取一系列称为启动文件的配置脚本，这些文

件定义了默认的可供所有用户共享的 环境。然后是读取更多位于我们自己家目录中的启

动文件，这些启动文件定义了用户个人的 环境。精确的启动顺序依赖于要运行的 会

话类型。有两种 会话类型：一个是登录 会话，另一个是非登录 会话。

登录 会话会提示用户输入用户名和密码；例如，我们启动一个虚拟控制台会话。当我

们在 模式下运行 端会话时，非登录 会话会出现。

登录 会读取一个或多个启动文件，正如表 － 所示：

文件 内容

应用于所有用户的全局配置脚本。

˜ 用户私人的启动文件。可以用来扩展或重写全局配置脚本中

的设置。

˜ 如果文件 ˜ 没有找到， 会尝试读取这个

脚本。

˜ 如果文件 ˜ 或文件 ˜ 都没有找到，

会试图读取这个文件。这是基于 发行版的默认

设置，比方说 。

表 登录 会话的启动文件



非登录 会话会读取以下启动文件：

文件 内容

应用于所有用户的全局配置文件。

˜ 用户私有的启动文件。可以用来扩展或重写全局配置脚本中

的设置。

表 非登录 会话的启动文件

除了读取以上启动文件之外，非登录 会话也会继承它们父进程的环境设置，通常是一

个登录 。

浏览一下你的系统，看一看系统中有哪些启动文件。记住－因为上面列出的大多数文件名

都以圆点开头（意味着它们是隐藏文件），你需要使用带 选项的 命令。

在普通用户看来，文件 ∼ 可能是 重要的启动文件，因为它几乎总是被读取。非

登录 默认会读取它，并且大多数登录 的启动文件会以能读取 ∼ 文件的方式

来书写。

一个启动文件的内容

如果我们看一下典型的 文件（来自于 系统），它看起来像这样：

以 开头的行是注释， 不会读取它们。它们在那里是为了方便人们阅读。第一件有

趣的事情发生在第四行，伴随着以下代码：



这叫做一个 复合命令，我们将会在第五部分详 地介绍它，现在我们对它翻译一下：

我们可以看到这一小段代码就是一个登录 得到 文件内容的方式。在我们启动

文件中，下一件有趣的事与 变量有关系。

曾经是否感到迷惑 是怎样知道到哪里找到我们在命令行中输入的命令的？例如，当我

们输入 后， 不会查找整个计算机系统，来找到 （ 命令的绝对路径名），而是，

它查找一个目录列表，这些目录包含在 变量中。

变量经常（但不总是，依赖于发行版）在 启动文件中设置，通过这些代

码：

修改 变量，添加目录 $ 到目录列表的末尾。这是一个参数展开的实例，

参数展开我们在第八章中提到过。为了说明这是怎样工作的，试试下面的例子：

使用这种技巧，我们可以把文本附加到一个变量值的末尾。通过添加字符串 $

到 变量值的末尾，则目录 $ 就添加到了命令搜索目录列表中。这意味着当

我们想要在自己的家目录下，创建一个目录来存储我们自己的私人程序时， 已经给我们准

备好了。我们所要做的事就是把创建的目录叫做 ，赶快行动吧。

注意：很多发行版默认地提供了这个 设置。一些基于 的发行版，例如

，在登录的时候，会检测目录 ∼ 是否存在，若找到目录则把它动态地加到

变量中。

后，有下面一行代码：



这个 命令告诉 让这个 的子进程可以使用 变量的内容。

修改 环境

既然我们知道了启动文件所在的位置和它们所包含的内容，我们就可以修改它们来定制自

己的 环境。

我们应该修改哪个文件？

按照通常的规则，添加目录到你的 变量或者是定义额外的环境变量，要把这些

更改放置到 文件中（或者其替代文件中，根据不同的发行版。例如， 使

用 文件）。对于其它的更改，要放到 文件中。除非你是系统管理员，需要为系统

中的所有用户修改默认设置，那么则限定你只能对自己家目录下的文件进行修改。当然，有可

能会更改 目录中的文件，比如说 文件，而且在许多情况下，修改这些文件也是明智

的，但是现在，我们要安全起见。

文本编辑器

为了编辑（例如，修改） 的启动文件，还有系统中大多数其它配置文件，我们使用一

个叫做文本编辑器的程序。文件编辑器是一个，在某些方面，类似于文字处理器的程序，比如

说随着鼠标的移动，它允许你在屏幕上编辑文字。只有一点，文本编辑器不同于文字处理器，

就是它只能支持纯文本，并且经常包含为便于写程序而设计的特性。文本编辑器是软件开发人

员用来写代码，和系统管理原员用来管理系统配置文件的重要工具。

系统有许多不同类型的文本编辑器可用；你的系统中可能已经安装了几个。为什么会

有这么多种呢？可能因为程序员喜欢编写它们， 因为程序员们会频繁地使用它们，所以程序

员编写编辑器让它们按照程序员自己的愿望工作。

文本编辑器分为两种基本类型：图形化的和基于文本的编辑器。 和 两者都

包含一些流行的图形编辑器。 自带了一个叫做 的编辑器，这个编辑器通常在

菜单中称为 文本编辑器 。 通常自带了三种编辑器，分别是（按照复杂度递增

的顺序排列） ， ， 。



有许多基于文本的编辑器。你将会遇到一些流行的编辑器，它们是 ， ，和 。这

个 编辑器是一个简单的，容易使用的编辑器，它是 编辑器的替代物， 编辑器由

邮件套件提供。 编辑器（在大多数 系统中被 替代， 是

的简写）是类 操作系统的传统编辑器。 是我们下一章节的讨论对象。 编辑器

初由 写成。 是一个庞大的，多用途的，可做任何事情的编程环境。

虽然 很容易获取，但是大多数 系统很少默认安装它。

使用文本编辑器

所有的文本编辑器都可以通过在命令行中输入编辑器的名字，加上你所想要编辑的文件来

唤醒。如果所输入的文件名不存在，编辑器则会假定你想要创建一个新文件。下面是一个使用

的例子：

这条命令将会启动 文本编辑器，同时加载名为 的文件，如果这个文件存

在的话。

所有的图形文本编辑器都相当不言自明的，所以我们在这里不会介绍它们。 之，我

们将集中精力在我们第一个基于文本的文本编辑器， 。让我们启动 ，并且编辑文

件 。但是在我们这样做之前，先练习一些 安全计算 。当我们编辑一个重要的配置文件

时，首先创建一个这个文件的备份总是一个不错的主意。这样能避免我们在编辑文件时弄乱文

件。创建文件 的备份文件，这样做：

备份文件的名字无关紧要，只要选择一个容易理解的文件名。扩展名 ， ，

，和 都是用来指示备份文件的流行方法。哦，记住 命令会默默地重写存在的文

件。

现在我们有了一个备份文件，我们启动 编辑器吧：



一旦 编辑器启动后，我们将会得到一个像下面一样的屏幕：

注意：如果你的系统中没有安装 编辑器，你可以用一个图形化的编辑器代替。

这个屏幕由上面的标头，中间正在编辑的文件文本和下面的命令菜单组成。因为设计

是为了代替由电子邮件客户端提供的编辑器的，所以它相当缺乏编辑特性。在任一款编辑器

中，你应该学习的第一个命令是怎样退出程序。以 为例，你输入 来退出 。在

屏幕底层的菜单中说明了这个命令。 ˆ 表示法意思是 。这是控制字符的常见表示法，

许多程序都使用它。

第二个我们需要知道的命令是怎样保存我们的劳动成果。对于 来说是 。尽然我

们已经获得了这些知识，接下来我们准备做些编辑工作。使用下箭头按键和 或下翻页按键，

移动鼠标到文件的 后一行，然后添加以下几行到文件 中：

注意：你的发行版可能已经包含其中的一些行，但是复制没有任何伤害。

下表是所添加行的意义：

文本行 含义

设置掩码来解决共享目录的问题。

使得 的历史记录功能忽略一个命令，如果

相同的命令已被记录。

增加命令历史的大小，从默认的 行扩大到

行。

创建一个新命令，叫做 ，这个命令会显示所

有以点开头的目录项。

创建一个叫做 的命令，这个命令会显示长格

式目录列表。



表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我们的许多附加物意思直觉上并不是明显的，所以添加注释到我们的

文件 中是一个好主意，可以帮助人们理解。使用编辑器，更改我们的附加物，让它们看

起来像这样：

啊，看起来好多了 当我们完成修改后，输入 来保存我们修改的 文件，输入

退出 。

为什么注释很重要？

不管什么时候你修改配置文件时，给你所做的更改加上注释都是一个好主意。

的确，明天你会记得你修改了的内容，但是六个月之后会怎样呢？帮自己一个忙，

加上一些注释吧。当你意识到这一点后，对你所做的修改做个日志是个不错的主

意。

脚本和 启动文件都使用 符号来开始注释。其它配置文件可能使

用其它的符号。大多数配置文件都有注释。把它们作为指南。

你会经常看到配置文件中的一些行被注释掉，以此防止它们被受影响的程序使

用。这样做是为了给读者在可能的配置选项方面一些建议，或者给出正确的配置语

法实例。例如， 中的 文件包含这些行：



后三行是有效的被注释掉的别名定义。如果你删除这三行开头的 符号，

此技术程称为 不注释 ，这样你就会激活这些别名。相 地，如果

你在一行的开头加上 符号，你可以注销掉这一行，但会保留它所包含的信息。

激活我们的修改

我们对于文件 的修改不会生效，直到我们关闭 端会话，再重新启动一个新的会话，

因为 文件只是在刚开始启动 端会话时读取。然而，我们可以强迫 重新读取修改

过的 文件，使用下面的命令：

运行上面命令之后，我们就应该能够看到所做修改的效果了。试试其中一个新的别名：

总结

在这一章中，我们学到了用文本编辑器来编辑配置文件的必要技巧。随着继续学习，当我

们读到命令的手册页时，记录下命令所支持的环境变量。可能会有一个或两个宝贝。在随后的

章节里面，我们将会学习 函数，一个很强大的特性，你可以把它包含在 启动文件里

面，以此来添加你自定制的命令宝库。

拓展阅读

手册页的 部分非常详 地讨论了 启动文件。



简介

有一个古老的笑话，说是一个在纽约的游客向行人打听这座城市中著名古典音乐场馆的方

向：

游客：请问一下，我怎样去卡内基音乐大厅？

行人：练习，练习，练习

学习 命令行，就像要成为一名造诣很深的钢琴家一样，它不是我们一下午就能学会

的技能。这需要经历几年的勤苦练习。在这一章中，我们将介绍 （发音“ ”）文本编

辑器，它是 传统中核心程序之一。 因它难用的用户界面而有点声名狼藉，但是当我们

看到一位大师坐在钢琴前开始演奏时，我们的确成了伟大艺术的见证人。虽然我们在这里不能

成为 大师，但是当我们学完这一章后，我们会知道怎样在 中玩“筷子”。

为什么我们应该学习

在现在这个图形编辑器和易于使用的基于文本编辑器的时代，比如说 ，为什么我们还

应该学习 呢？下面有三个充分的理由：

• 很多系统都预装。如果我们的系统没有图形界面，比方说一台远端服务器或者是一个

配置损坏了的本地系统，那么 就成了我们的救星。虽然 逐渐流行起来，但是

它还没有普 。 ，这套 系统中程序兼容的标准，就要求系统要预装 。

• 是轻量级且执行快速的编辑器。对于许多任务来说，启动 比起在菜单中找到一个图

形化文本编辑器，再等待编辑器数倍兆字节的数据加载而言，要容易的多。另外， 是

为了加快输入速度而设计的。我们将会看到，当一名熟练的 用户在编辑文件时，他或

她的手从不需要移开键盘。

• 我们不希望其他 和 用户把我们看作胆小鬼。

好吧，可能只有两个充分的理由。



一点儿背景介绍

第一版 是在 由 写成的，当时他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学生，后来他共

同创建了 微系统公司。 这个名字来源于单词“ ”，因为它打算在带有可移动光标

的视频 端上编辑文本。在发明可视化编辑器之前，有一次只能操作一行文本的行编辑器。为

了指定一个修改，我们告诉行编辑器到一个特殊行并且说明做什么修改，比方说添加或删除文

本。视频 端（而不是基于打印机的 端，像电传打印机）的出现，可视化编辑成为可能。

实际上整合了一个强大的叫做 行编辑器 所以我们在使用 时能运行行编辑命令。

大多数 发行版不包含真正的 ；而是自带一款高级替代版本，叫做 （它是“

”的简写）由 开发的。 相对于传统的 来说，取得了实

质性进步。通常， 在 系统中是“ ”的符号链接（或别名）。在随后的讨论中，我们

将会假定我们有一个叫做“ ”的程序，但它其实是 。

启动和停止

要想启动 ，只要简单地输入以下命令：

一个像这样的屏幕应该出现：

正如我们之前操作 时，首先要学的是怎样退出 。要退出 ，输入下面的命令（注

意冒号是命令的一部分）：

提示符应该返回。如果由于某种原因， 不能退出（通常因为我们对文件做了修改，

却没有保存文件）。通过给命令加上叹号，我们可以告诉 我们真要退出 。



小贴示：如果你在 中“迷失”了，试着按下 键两次来找到路（回到普通模式）。

兼容模式

上面实例中的启动屏幕（来自于 ），我们看到一行文字“以 兼容

的模式运行”。这意味着 将以近似于 常规的模式运行，而不是 的高级

规范。为了这章的目的，我们想要使用 的高级规范。要想这样做，你有几个选

择：

用 来代替 。

如果命令生效，考虑在你的 文件中添加别名 。

或者，使用这个命令在你的 配置文件中添加一行：

>> ∼

不同的 发行版其 软件包也迥然不同。一些发行版只是安装了 的

小版本，其默认只支持有限的 特性。当练习随后的课程时，你可能会遇到缺

失的功能。如果是这种情况，就安装 的完整版。

编辑模式

再次启动 ，这次传递给 一个不存在的文件名。这也是用 创建新文件的方法。

如果一切运行正常，我们应该获得一个像这样的屏幕：



每行开头的波浪号（ ∼ ）指示那一行不存在文本。这表示我们有一个空文件。还没有输入

任何字符？

学习 时，要知道的第二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是（知道了如何退出 后） 是一个模式编

辑器。当 启动后，进入的是命令模式。这种模式下，几乎每个按键都是一个命令，所以如果

我们打算输入字符， 会发疯，弄得一团糟。

插入模式

为了在文件中添加文本，首先我们必须进入插入模式。按下 按键进入插入模式。之后，

我们应该在屏幕底部看到下面一行，如果 运行在高级模式下（这不会出现在 兼容模式

下）：

现在我们能输入一些文本了。试着输入这些文本：

按下 按键，退出插入模式并返回命令模式。

保存我们的工作

为了保存我们刚才对文件所做的修改，我们必须在命令模式下输入一个 命令。通过按下

键，这很容易完成。按下冒号键之后，一个冒号字符应该出现在屏幕的底部：

为了写入我们修改的文件，我们在冒号之后输入 字符，然后按下回车键：

文件将会写入到硬盘，并且我们应该在屏幕底部得到一个确认信息，就像这样：



小贴示：如果你阅读 的文档，你注意到（混淆地）命令模式被叫做普通模式， 命令

叫做命令模式。当心。

移动光标

当在 命令模式下时， 提供了大量的移动命令，其中一些是与 阅读器共享的。这里

列举了一些：

按键 移动光标

右箭头 向右移动一个字符

左箭头 向左移动一个字符

下箭头 向下移动一行

上箭头 向上移动一行

零按键 移动到当前行的行首。

ˆ 移动到当前行的第一个非空字符。

$ 移动到当前行的末尾。

移动到下一个单词或标点符号的开头。

移动到下一个单词的开头，忽略标点符号。

移动到上一个单词或标点符号的开头。

移动到上一个单词的开头，忽略标点符号。

向下翻一页

向上翻一页

移动到第 行。例如， 移动到文件的

第一行。

移动到文件末尾。

表 光标移动按键

为什么 ， ， ，和 按键被用来移动光标呢？因为在开发 之初，并不是所有的视频

端都有箭头按键，熟练的打字员可以使用规则的键盘按键来移动光标，他们的手从不需要移开

键盘。



中的许多命令都可以在前面加上一个数字，比方说上面提到的 命令。在命令之前加

上一个数字，我们就可以指定命令执行的次数。例如，命令 导致 向下移动 行。

基本编辑

大多数编辑工作由一些基本的操作组成，比如说插入文本，删除文本和通过剪切和粘贴来

移动文本。 ，当然，以它自己的独特方式来支持所有的操作。 也提供了有限的撤销形式。

如果我们按下“ ”按键，当在命令模式下， 将会撤销你所做的 后一次修改。当我们试着

执行一些基本的编辑命令时，这会很方便。

追加文本

有几种不同进入插入模式的方法。我们已经使用了 命令来插入文本。

让我们返回到我们的 文件中，呆一会儿：

如果我们想要在这个句子的末尾添加一些文本，我们会发现 命令不能完成任务，因为我们

不能把光标移到行尾。 提供了追加文本的命令，明智地命名为 命令。如果我们把光标移

动到行尾，输入 光标就会越过行尾， 进入插入模式。这样就允许我们添加更多的文本：

记住按下 按键来退出插入模式。

因为我们几乎总是想要在行尾附加文本，所以 提供了一种快捷方式来移动到当前行的末

尾，并且能添加文本。它是 命令。试着用一下它，给文件添加更多行。

首先，使用 零 命令，将光标移动到行首。现在我们输入 ，来添加以下文本行：



再一次，按下 按键退出插入模式。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大 命令非常有用，因为在启动插入模式之前，它把光标移到了行

尾。

打开一行

我们插入文本的另一种方式是“打开”一行。这会在存在的两行之间插入一个空白行，并

且进入插入模式。这种方式有两个变体：

命令 打开行

当前行的下方打开一行。

当前行的上方打开一行。

表 文本行打开按键

我们可以演示一下：把光标放到 上，按下小 按键。

在第三行之下打开了新的一行，并且进入插入模式。按下 ，退出插入模式。按下 按

键，撤销我们的修改。

按下大 按键在光标之上打开新的一行：

按下 按键，退出插入模式，并且按下 按键，撤销我们的更改。



删除文本

正如我们期望的， 提供了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删除文本，所有的方式包含一个或两个按键。

首先， 按键会删除光标位置的一个字符。可以在 命令之前带上一个数字，来指明要删除的

字符个数。 按键更通用一些。类似 命令， 命令之前可以带上一个数字，来指定要执行的

删除次数。另外， 命令之后总是带上一个移动命令，用来控制删除的范围。这里有些实例：

命令 删除的文本

当前字符

当前字符 其后的两个字符。

当前行。

当前行 随后的四行文本。

从光标位置开始到下一个单词的开头。

$ 从光标位置开始到当前行的行尾。

从光标位置开始到当前行的行首。

ˆ 从光标位置开始到文本行的第一个非空字符。

从当前行到文件的末尾。

从当前行到文件的第 行。

表 文本删除命令

把光标放到第一行单词“ ”之上。重复按下 按键直到删除剩下的部分。下一步，重复按

下 按键直到恢复原貌。

注意：真正的 只是支持单层面的 命令。 则支持多个层面的。

我们再次执行删除命令，这次使用 命令。还是移动光标到单词 之上，按下的 来

删除单词：

按下 $ 删除从光标位置到行尾的文本：



按下 按键删除从当前行到文件末尾的所有行：

连续按下 按键三次，来恢复删除部分。

剪切，复制和粘贴文本

这个 命令不仅删除文本，它还“剪切”文本。每次我们使用 命令，删除的部分被复制

到一个粘贴缓冲区中（看作剪切板）。过后我们执行小 命令把剪切板中的文本粘贴到光标位

置之后，或者是大 命令把文本粘贴到光标之前。

命令用来“拉”（复制）文本，和 命令剪切文本的方式差不多。这里有些把 命令和各

种移动命令结合起来使用的实例：

命令 复制的内容

当前行。

当前行 随后的四行文本。

从当前光标位置到下一个单词的开头。

$ 从当前光标位置到当前行的末尾。

从当前光标位置到行首。

ˆ 从当前光标位置到文本行的第一个非空字符。

从当前行到文件末尾。

从当前行到文件的第 行。

表 复制命令

我们试着做些复制和粘贴工作。把光标放到文本第一行，输入 来复制当前行。下一步，



把光标移到 后一行（ ），输入小写的 把复制的一行粘贴到当前行的下面：

和以前一样， 命令会撤销我们的修改。光标仍然位于文件的 后一行，输入大写的 命

令把所复制的文本粘贴到当前行之上：

试着执行上表中一些其他的 命令，了解小写 和大写 命令的行为。当你完成练习之

后，把文件恢复原样。

连接行

对于行的概念相当严格。通常，不可能把光标移到行尾，再删除行尾结束符（回车符）

来连接当前行和它下面的一行。由于这个原因， 提供了一个特定的命令，大写的 （不要与

小写的 混淆了， 是用来移动光标的）把行与行之间连接起来。

如果我们把光标放到 上，输入大写的 命令，看看发生什么情况：



查找和替换

有能力把光标移到搜索到的匹配项上。 可以在单一行或整个文件中运用这个功能。它

也可以在有或没有用户确认的情况下实现文本替换。

查找一行

命令查找一行，移动光标到下一个所指定的字符上。例如，命令 会把光标定位到同一

行中下一个出现的 字符上。在一行中执行了字符的查找命令之后，通过输入分号来重复这

个查找。

查找整个文件

移动光标到下一个出现的单词或短语上，使用 命令。这个命令和我们之前在 程序中

学到的一样。当你输入 命令后，一个 字符会出现在屏幕底部。下一步，输入要查找的单

词或短语后，按下回车。光标就会移动到下一个包含所查找字符串的位置。通过 命令来重复

先前的查找。这里有个例子：

把光标移动到文件的第一行。输入：

然后键入回车。光标会移动到第二行。下一步，输入 ，光标移到第三行。重复这个 命

令，光标会继续向下移动直到遍历了所有的匹配项。虽然目前，我们只是使用了单词和短语来

作为我们的查找模式，但是 允许使用正则表达式，一种强大的用来表示复杂文本模式的方

法。我们将会在随后的章节里面详尽地介绍正则表达式。



全局查找和替代

使用 命令来执行查找和替代操作（ 中叫做“替换”）。把整个文件中的单词“ ”

更改为“ ”，我们输入以下命令：

我们把这个命令分解为几个单独的部分，看一下每部分的含义：

条目 含义

冒号字符运行一个 命令。

指定要操作的行数。 是一个快捷方式，表示从第一行到

后一行。另外，操作范围也可以用 来代替（因为我们

的文件只有 行文本），或者用 $ 来代替，意思是“从第

一行到文件的 后一行。”如果省略了文本行的范围，那么

操作只对当前行生效。

指定操作。在这种情况下是，替换（查找与替代）。

查找类型与替代文本。

这是“全局”的意思，意味着对文本行中所有匹配的字符串

执行查找和替换操作。如果省略 ，则只替换每个文本行中

第一个匹配的字符串。

执行完查找和替代命令之后，我们的文件看起来像这样：

我们也可以指定一个需要用户确认的替换命令。通过添加一个 字符到这个命令的末尾，

来完成这个替换命令。例如：



这个命令会把我们的文件恢复先前的模样；然而，在执行每个替换命令之前， 会停下来，

通过下面的信息，来要求我们确认这个替换：

括号中的每个字符都是一个可能的选择，如下所示：

按键 行为

执行替换操作

跳过这个匹配的实例

对这个 随后所有匹配的字符串执行替换操作。

退出替换操作。

执行这次替换并退出。 是“ ”的简写。

分别是向下滚动和向上滚动。用于查看建议替换的上下文。

表 替换确认按键

如果你输入 ，则执行这个替换，输入 则会导致 跳过这个实例，而移到下一个匹配项

上。

编辑多个文件

同时能够编辑多个文件是很有用的。你可能需要更改多个文件或者从一个文件复制内容到

另一个文件。通过 ，我们可以打开多个文件来编辑，只要在命令行中指定要编辑的文件名。

我们先退出已经存在的 会话，然后创建一个新文件来编辑。输入 来退出 并且保存

了所做的修改。下一步，我们将在家目录下创建一个额外的用来玩耍的文件。通过获取从 命

令的输出，来创建这个文件。



用 来编辑我们的原文件和新创建的文件：

启动，我们会看到第一个文件显示出来：

文件之间转换

从这个文件转到下一个文件，使用这个 命令：

回到先前的文件使用：

当我们从一个文件移到另一个文件时，如果当前文件没有保存修改， 会阻止我们转换文

件，这是 强制执行的政策。在命令之后添加感叹号，可以强迫 放弃修改而转换文件。

另外，上面所描述的转换方法， （和一些版本的 ）也提供了一些 命令，这些命令

使多个文件更容易管理。我们可以查看正在编辑的文件列表，使用 命令。运行这个命

令后，屏幕顶部就会显示出一个文件列表：



注意：你不同通过 或 命令在由 命令加载的文件之间进行切换。这时要使用 命

令，其后加上缓冲区号码，来转换文件。

从一个文件复制内容到另一个文件

当我们编辑多个文件时，经常地要复制文件的一部分到另一个正在编辑的文件。使用之前

我们学到的拉（ ）和粘贴命令，这很容易完成。说明如下。以打开的两个文件为例，首先

转换到缓冲区 （ ），输入：

我们应该得到以下输出：

下一步，把光标移到第一行，并且输入 来复制这一行。

转换到第二个缓冲区，输入：

现在屏幕会包含一些文件列表（这里只列出了一部分）：



移动光标到第一行，输入 命令把我们从前面文件中复制的一行粘贴到这个文件中：

插入整个文件到另一个文件

也有可能把整个文件插入到我们所编辑的文件中。看一下实际操作，结束 会话，重新启

动一个只打开一个文件的 会话：

再一次看到我们的文件列表：

移动光标到第三行，然后输入以下 命令：

这个 命令（是 的简称）把指定的文件插入到光标位置之前。现在屏幕应该看起来

像这样：



保存工作

像 中的其它操作一样，有几种不同的方法来保存我们所修改的文件。我们已经研究了

这个 命令，但还有几种方法，可能我们也觉得有帮助。

在命令模式下，输入 就会保存并退出当前文件。同样地， 命令 把 和 命令结

合到一起，来完成保存和退出任务。

这个 命令也可以指定可选的文件名。这个的作用就如 。例如，如果我们正

在编辑 文件，想要保存一个副本，叫做 ，那么我们可以执行以下命令：

注意：当上面的命令以一个新名字保存文件时，但它并没有更改你正在编辑的文件的名字。

如果你继续编辑的话，你还是在编辑文件 ，而不是 。

拓展阅读

即使把这章所学的内容都加起来，我们也只是学了 和 的一点儿皮毛而已。这里有一

些在线的资料，你可以用来继续 学习之旅。



• 学习 编辑器－一本来自于 的 ，是一本关于 的简要指南，并介

绍了几个类似 的程序，其中包括 。它可以在以下链接中得到：

• － 项目，一本 页的书籍，包含了（几乎）所有的 特性。你

能在下面链接中找到它：

• 上关于 的文章， 的创始人。

• 上关于 的文章， 的作者：

http://en.wikibooks.org/wiki/Vi
http://en.wikipedia.org/wiki/Bill_Joy
http://en.wikipedia.org/wiki/Bram_Moolenaar


自定制 提示符

在这一章中，我们将会看一下表面上看来很琐碎的 节－ 提示符。但这会揭示一些内

部 和 端仿真器的工作方式。

和 内的许多程序一样， 提示符是可高度配置的，虽然我们把它相当多地看作是

理所当然的，但是我们一旦学会了怎样控制它， 提示符是一个真正有用的设备。

解剖一个提示符

我们默认的提示符看起来像这样：

注意它包含我们的用户名，主机名和当前工作目录，但是它 是怎样得到这些东西的呢？

结果证明非常简单。提示符是由一个环境变量定义的，叫做 （是“ ”的

简写）。我们可以通过 命令来查看 的内容。

注意：如果你 提示符的内容和上例不是一模一样，也不必担心。每个 发行版定

义的提示符稍微有点不同，其中一些相当异乎寻常。



从输出结果中，我们看到那个 环境变量包含一些这样的字符，比方说中括号， 符号，

和美元符号，但是剩余部分就是个谜。我们中一些机敏的人会把这些看作是由 斜杠转义的特

殊字符，就像我们在第八章中看到的一样。这里是一部分字符列表，在提示符中 会特殊

对待这些字符：

序列 显示值

\ 以 格式编码的铃声 当遇到这个转义序列时，计算

机会发出嗡嗡的响声。

\ 以日，月，天格式来表示当前日期。例如，“ ”

\ 本地机的主机名，但不带末尾的域名。

\ 完整的主机名。

\ 运行在当前 会话中的工作数。

\ 当前 端设备名。

\ 一个换行符。

\ 一个回车符。

\ 程序名。

\ 以 小时制， 的格式表示当前时间

\ 以 小时制表示当前时间。

\ 以 小时制， 格式来表示当前时间。

\ 以 小时制， 格式表示当前时间。

\ 当前用户名。

\ 程序的版本号。

\

\ 当前工作目录名。

\ 当前工作目录名的 后部分。

\ 当前命令的历史号。

\ 当前 会话中的命令数。

\$ 这会显示一个 $ 字符，除非你拥有超级用户权限。在那种

情况下，它会显示一个 字符。

\ 标志着一系列一个或多个非打印字符的开始。这被用来嵌入

非打印的控制字符，这些字符以某种方式来操作 端仿真

器，比方说移动光标或者是更改文本颜色。

\ 标志着非打印字符序列结束。



表 提示符中用到的转义字符

试试一些可替代的提示符设计

参照这个特殊字符列表，我们可以更改提示符来看一下效果。首先，我们把原来提示符字

符串的内容备份一下，以备之后恢复原貌。为了完成备份，我们把已有的字符串复制到另一个

变量中，这个变量是我们自己创造的。

我们新创建了一个叫做 的变量，并把变量 的值赋 。通过 命令可

以证明我们的确复制了 的值。

在 端会话中，我们能在任一时间复原提示符，只要简单地 向操作就可以了。

现在，我们准备开始，让我们看看如果有一个空的字符串会发生什么：

如果我们没有给提示字符串赋值，那么我们什么也得不到。根本没有提示字符串！提示符

仍然在那里，但是什么也不显示，正如我们所要求的那样。我们将用一个 小的提示符来代替

它：



这样要好一些。至少能看到我们在做什么。注意 引号中末尾的空格。当提示符显示的时

候，这个空格把美元符号和光标分离开。

在提示符中添加一个响铃：

现在每次提示符显示的时候，我们应该能听到嗡嗡声。这会变得很烦人，但是它可能会很

有用，特别是当一个需要运行很长时间的命令执行完后，我们要得到通知。

下一步，让我们试着创建一个信息丰富的提示符，包含主机名和当天时间的信息。

试试其他上表中列出的转义序列，看看你能否想出精彩的新提示符。

添加颜色

大多数 端仿真器程序支持一定的非打印字符序列来控制，比方说字符属性（像颜色，黑

体和可怕的闪烁）和光标位置。我们会更深入地讨论光标位置，但首先我们要看一下字体颜

色。

混乱的 端时代

回溯到 端连接到远端计算机的时代，有许多竞争的 端品牌，它们各自工作

不同。它们有着不同的键盘，以不同的方式来解释控制信息。 和类 的

系统有两个相当复杂的子系统来处理 端控制领域的混乱局面（称为 和

）。如果你查看一下 端仿真器 底层的属性设置，可能会找到一个关于

端仿真器类型的设置。



为了努力使所有的 端都讲某种通用语言，美国国家标准委员会（ ）制定

了一套标准的字符序列集合来控制视频 端。原先 用户会记得 文

件，这是一个用来使这些编码解释生效的文件。

字符颜色是由发送到 端仿真器的一个嵌入到了要显示的字符流中的 转义编码来控

制的。这个控制编码不会“打印”到屏幕上，而是被 端解释为一个指令。正如我们在上表看

到的字符序列，这个 和 序列被用来封装这些非打印字符。一个 转义编码以一个八进

制 （这个编码是由退出按键产生的）开头，其后跟着一个可选的字符属性，在之后是一个

指令。例如，把文本颜色设为正常（ ），黑色文本的编码如下：

这里是一个可用的文本颜色列表。注意这些颜色被分为两组，由应用程序粗体字符属性

（ ）分化开来，这个属性可以描绘出“浅”色文本。

序列 文本颜色 序列 文本颜色

\ 黑色 \ 深灰色

\ 红色 \ 浅红色

\ 绿色 \ 浅绿色

\ 棕色 \ 黄色

\ 蓝色 \ 浅蓝色

\ 粉红 \ 浅粉色

\ 青色 \ 浅青色

\ 浅灰色 \ 白色

表 用转义序列来设置文本颜色

让我们试着制作一个红色提示符。我们将在开头加入转义编码：



我们的提示符生效了，但是注意我们在提示符之后输入的文本也是红色的。为了修改这个

问题，我们将添加另一个转义编码到这个提示符的末尾来告诉 端仿真器恢复到原来的颜色。

这看起来要好些！

也有可能要设置文本的背景颜色，使用下面列出的转义编码。这个背景颜色不支持黑体属

性。

\ 蓝色 \ 黑色

\ 红色 \ 粉红

\ 绿色 \ 青色

\ 棕色 \ 浅灰色

表 用转义序列来设置背景颜色

我们可以创建一个带有红色背景的提示符，只是对第一个转义编码做个简单的修改。

试试这些颜色编码，看看你能定制出怎样的提示符！

注意：除了正常的 和黑体 字符属性之外，文本也可以具有下划线 ，闪烁 ，和

向 属性。为了拥有好品味，然而，许多 端仿真器拒绝使用这个闪烁属性。

移动光标

转义编码也可以用来定位光标。这些编码被普遍地用来，每次当提示符出现的时候，会在

屏幕的不同位置比如说上面一个角落，显示一个时钟或者其它一些信息。这里是一系列用来定

位光标的转义编码：



转义编码 行动

\ 把光标移到第 行，第 列。

\ 把光标向上移动 行。

\ 把光标向下移动 行。

\ 把光标向前移动 个字符。

\ 把光标向后移动 个字符。

\ 清空屏幕，把光标移到左上角（第零行，第零列）。

\ 清空从光标位置到当前行末的内容。

\ 存储当前光标位置。

\ 唤醒之前存储的光标位置。

表 光标移动转义序列

使用上面的编码，我们将构建一个提示符，每次当这个提示符出现的时候，会在屏幕的上

方画出一个包含时钟（由黄色文本渲染）的红色长条。提示符的编码就是这个看起来令人敬畏

的字符串：

让我们分别看一下这个字符串的每一部分所表示的意思：

序列 行动

\ 开始一个非打印字符序列。其真正的目的是为了让 能

够正确地计算提示符的大小。如果没有这个转义字符的话，

命令行编辑功能会弄错光标的位置。

\ 存储光标位置。这个用来使光标能回到原来提示符的位置，

当长条和时钟显示到屏幕上方之后。当心一些 端仿真器不

推崇这个编码。

\ 把光标移到屏幕左上角，也就是第零行，第零列的位置。

\ 把背景设置为红色。



\ 清空从当前光标位置到行末的内容。因为现在背景颜色是红

色，则被清空行背景成为红色，以此来创建长条。注意虽然

一直清空到行末，但是不改变光标位置，它仍然在屏幕左上

角。

\ 把文本颜色设为黄色。

\ 显示当前时间。虽然这是一个可“打印”的元素，但我们仍

把它包含在提示符的非打印部分，因为我们不想 在计

算可见提示符的真正大小时包括这个时钟在内。

\ 关闭颜色设置。这对文本和背景都起作用。

\ 恢复到之前保存过的光标位置处。

\ 结束非打印字符序列。

\ \ \ \$ 提示符字符串。

保存提示符

显然地，我们不想总是敲入那个怪物，所以我们将要把这个提示符存储在某个地方。通过

把它添加到我们的 文件，可以使这个提示符永久存在。为了达到目的，把下面这两行添

加到 文件中。

总结归纳

不管你信不信，还有许多事情可以由提示符来完成，涉 到我们在这里没有论 的 函

数和脚本，但这是一个好的开始。并不是每个人都会花心思来更改提示符，因为通常默认的提

示符就很让人满意。但是对于我们这些喜欢思考的人们来说， 却提供了许多制造琐碎乐趣

的机会。



拓展阅读

• 来自于 文档工程，对 提示符的用途进行了相当

完备的论述。可在以下链接中得到：

• 上有一篇关于 的好文章：

http://tldp.org/HOWTO/Bash-Prompt-HOWTO/
http://en.wikipedia.org/wiki/ANSI_escape_code


软件包管理

如果我们花些时间在 社区里，我们会得知很多针对 类如在众多 发行版中哪

个是 好的 等问题的 看法。这些集中在像这些事情上的讨论，比方说 漂亮的桌面背景（一

些人不使用 ，只是因为 默认主题颜色是棕色的！）和其它的琐碎东西，经常变

得非常无聊。

发行版本质量 重要的决定因素是软件包管理系统和其支持社区的持久性。随着我们

花更多的时间在 上，我们会发现它的软件园地是非常动态的。软件不断变化。大多数一

线 发行版每隔六个月发布一个新版本，并且许多独立的程序每天都会更新。为了能和这

些如暴风雪一般多的软件保持联系，我们需要一些好工具来进行软件包管理。

软件包管理是指系统中一种安装和维护软件的方法。今天，通过从 发行版中安装的

软件包，已能满足许多人所有需要的软件。这不同于早期的 ，人们需要下载和编辑源码

来安装软件。编辑源码没有任何问题，事实上，拥有对源码的访问权限是 的伟大奇迹。

它赋予我们（其它每个人）才干来检测和提高系统性能。只是若有一个预先编译好的软件包处

理起来要相对容易快速些。这章中，我们将查看一些用于包管理的命令行工具。虽然所有主流

发行版都提供了强大且精致的图形管理程序来维护系统，但是学习命令行程序也非常重

要。因为它们可以完成许多让图形化管理程序处理起来困难（或者不可能）的任务。

打包系统

不同的 发行版使用不同的打包系统，一般而言，大多数发行版分别属于两大包

管理技术阵营： 的 ，和红帽的 。也有一些重要的例外，比方说 ，

，和 ，但大多数会使用这两个基本系统中的一个。

包管理系统 发行版 部分列表



表 主要的包管理系统家族

软件包管理系统是怎样工作的

在专有软件产业中找到的软件发布方法通常需要买一张安装媒介，比方说 安装盘 ，然后

运行 安装向导 ，来在系统中安装新的应用程序。

不是这样。 系统中几乎所有的软件都可以在互联网上找到。其中大多数软件由

发行商以包文件的形式提供，剩下的则以源码形式存在，可以手动安装。在后面章节里，我们

将会谈谈怎样通过编译源码来安装软件。

包文件

在包管理系统中软件的基本单元是包文件。包文件是一个构成软件包的文件压缩集合。一

个软件包可能由大量程序以 支持这些程序的数据文件组成。除了安装文件之外，软件包文件

也包括关于这个包的元数据，如软件包 其内容的文本说明。另外，许多软件包还包括预安装

和安装后脚本，这些脚本用来在软件安装之前和之后执行配置任务。

软件包文件是由软件包维护者创建的，他通常是（但不总是）一名软件发行商的雇员。软

件维护者从上游提供商（程序作者）那里得到软件源码，然后编辑源码，创建软件包元数据以

所需要的安装脚本。通常，软件包维护者要把所做的修改应用到 初的源码当中，来提高此

软件与 发行版其它部分的融合性。

资源库

虽然某些软件项目选择执行他们自己的打包和发布策略，但是现在大多数软件包是由发行

商和感兴趣的第三方创建的。系统发行版的用户可以在一个中心资源库中得到这些软件包，这

个资源库可能包含了成千上万个软件包，每一个软件包都是专门为这个系统发行版建立和维护

的。

因软件开发生命周期不同阶段的需要，一个系统发行版可能维护着几个不同的资源库。例

如，通常会有一个 测试 资源库，其中包含刚刚建立的软件包，它们想要勇 的用户来使用，

在这些软件包正式发布之前，让用户查找错误。系统发行版经常会有一个 开发 资源库，这

个资源库中保存着注定要包含到下一个主要版本中的半成品软件包。

一个系统发行版可能也会拥有相关第三方的资源库。这些资源库需要支持一些因法律原因，

比如说专利或者是 规避问题，而不能被包含到发行版中的软件。可能 著名的案例就



是那个加密的 支持，在美国这是不合法的。第三方资源库在这些软件专利和 规避法案

不生效的国家中起作用。这些资源库通常完全地独立于它们所支持的资源库，要想使用它们，

你必须了解它们，手动地把它们包含到软件包管理系统的配置文件中。

依赖性

程序很少是 孤立的 ，而是依赖于其它软件组件来完成它们的工作。常见活动，以输入 输

出为例，就是由共享程序例程来处理的。这些程序例程存储在共享库中，共享库不只为一个程

序提供基本服务。如果一个软件包需要共享资源，比如说共享库，据说就有一个依赖。现代的

软件包管理系统都提供了一些依赖项解析方法，以此来确保当安装软件包时，也安装了其所有

的依赖程序。

上层和底层软件包工具

软件包管理系统通常由两种工具类型组成：底层工具用来处理这些任务，比方说安装和

删除软件包文件，和上层工具，完成元数据搜索和依赖解析。在这一章中，我们将看一下由

风格的系统（比如说 ，还有许多其它系统）提供的工具，还有那些由

产品使用的工具。虽然所有基于 风格的发行版都依赖于相同的底层程序（ ） 但

是它们却使用不同的上层工具。我们将研究上层程序 供我们讨论， 企业

版，和 都是使用 。其它基于 风格的发行版提供了带有可比较特性的上层

工具。

发行版 底层工具 上层工具

表 包管理工具

常见软件包管理任务

通过命令行软件包管理工具可以完成许多操作。我们将会看一下 常用的工具。注意

底层工具也支持软件包文件的创建，这个话题超出了本书叙述的范围。在以下的讨论中，

这个术语是指软件包实际名称，而不是指 ，它是包含在软件包

中的文件名。



查找资源库中的软件包

使用上层工具来搜索资源库元数据，可以根据软件包的名字和说明来定位它。

风格 命令

表 软件包查找工具

例如：搜索一个 资源库来查找 文本编辑器，使用以下命令：

从资源库中安装一个软件包

上层工具允许从一个资源库中下载一个软件包，并经过完全依赖解析来安装它。

风格 命令

表 软件包安装命令

例如：从一个 资源库来安装 文本编辑器：

通过软件包文件来安装软件

如果从某处而不是从资源库中下载了一个软件包文件，可以使用底层工具来直接（没有经

过依赖解析）安装它。

风格 命令



表 底层软件包安装命令

例如：如果已经从一个并非资源库的网站下载了软件包文件 ，则

可以通过这种方法来安装它：

注意：因为这项技术使用底层的 程序来执行安装任务，所以没有运行依赖解析。如果

程序发现缺少了一个依赖，则会报错并退出。

卸载软件

可以使用上层或者底层工具来卸载软件。下面是可用的上层工具。

风格 命令

表 软件包删除命令

例如：从 风格的系统中卸载 软件包：



经过资源库来更新软件包

常见的软件包管理任务是保持系统中的软件包都是 新的。上层工具仅需一步就能完成

这个至关重要的任务。

风格 命令

表 软件包更新命令

例如：更新安装在 风格系统中的软件包：

经过软件包文件来升级软件

如果已经从一个非资源库网站下载了一个软件包的 新版本，可以安装这个版本，用它来

替代先前的版本：

风格 命令

表 底层软件包升级命令

例如：把 系统中所安装的 的版本更新到软件包文件

所包含的 版本。



注意： 程序安装一个软件包和升级一个软件包所用的选项是不同的，而

程序所用的选项是相同的。

列出所安装的软件包

下表中的命令可以用来显示安装到系统中的所有软件包列表：

风格 命令

表 列出所安装的软件包命令

确定是否安装了一个软件包

这些底端工具可以用来显示是否安装了一个指定的软件包：

风格 命令

表 软件包状态命令

例如：确定是否 风格的系统中安装了这个 软件包：

显示所安装软件包的信息

如果知道了所安装软件包的名字，使用以下命令可以显示这个软件包的说明信息：

风格 命令

表 查看软件包信息命令



例如：查看 风格的系统中 软件包的说明信息：

查找安装了某个文件的软件包

确定哪个软件包对所安装的某个特殊文件负责，使用下表中的命令：

风格 命令

表 包文件识别命令

例如：在 系统中，查看哪个软件包安装了 这个文件

总结归纳

在随后的章节里面，我们将探讨许多不同的程序，这些程序涵盖了广泛的应用程序领域。

虽然大多数程序一般是默认安装的，但是若所需程序没有安装在系统中，那么我们可能需要安

装额外的软件包。通过我们新学到的（和了解的）软件包管理知识，我们应该没有问题来安装

和管理所需的程序。

软件安装谣言

从其它平台迁移过来的用户有时会成为谣言的受害者，说是在 系统中，

安装软件有些困难，并且不同系统发行版所使用的各种各样的打包方案是一个障

碍。唉，它是一个障碍，但只是针对于那些希望把他们的秘密软件只以二进制版本

发行的专有软件供应商。

软件生态系统是基于开放源代码理念。如果一个程序开发人员发布了一款

产品的源码，那么与系统发行版相关联的开发人员可能就会把这款产品打包，并把



它包含在他们的资源库中。这种方法保证了这款产品能很好地与系统发行版整合在

一起，同时为用户“一站式采购”软件提供了方便，从而用户不必去搜索每个产品

的网站。

设备驱动差不多也以同样的方式来处理，但它们不是系统发行版资源库中单独

的项目，它们本身是 系统内核的一部分。一般来说，在 当中没有一个

类似于“驱动盘”的东西。要不内核支持一个设备，要不不支持， 正 内核

支持很多设备，事实上，多于 所支持的设备数目。当然，如果你需要的

特定设备不被支持，这里也没有安慰。当那种情况发生时，你需要查找一下原因。

缺少驱动程序支持通常是由以下三种情况之一导致：

设备太新。 因为许多硬件供应商没有积极地支持 的发展，那么编写内

核驱动代码的任务就由一些 社区来承担，而这需要花费时间。

设备太奇异。 不是所有的发行版都包含每个可能的设备驱动。每个发行版会

建立它们自己的内核，因为内核是可以配置的（这使得从手表到主机的每台设

备上运行 成为可能），这样它们可能会忽略某个特殊设备。通过定位和

下载驱动程序的源码，可能需要你自己（是的，由你）来编译和安装驱动。这

个过程不是很难，而是参与。我们将在随后的章节里来讨论编译软件。

硬件供应商隐藏信息。 他们既不发布应用于 系统的驱动程序代码，也

不发布技术文档来让某人创建它。这意味着硬件供应商试图保密此设备的程序

接口。因为我们不想在计算机中使用保密的设备，所以我建议删除这令人厌恶

的软件，把它和其它无用的项目都仍到垃圾桶里。

拓展阅读

花些时间来了解你所用发行版中的软件包管理系统。每个发行版都提供了关于自带软件包

管理工具的文档。另外，这里有一些更普遍的资源：

• 关于软件包管理一章对软件包管理进行了概述：

• 工程的主页：

• 杜克大学 工程的主页：

http://www.debian.org/doc/FAQ/ch-pkgtools.en.html
http://www.rpm.org


• 了解一点儿背景知识， 上有一篇关于 的文章：

http://linux.duke.edu/projects/yum/
http://en.wikipedia.org/wiki/Metadata


存储媒介

在前面章节中，我们已经从文件级别看了操作数据。在这章里，我们将从设备级别来考虑

数据。 有着令人惊奇的能力来处理存储设备，不管是物理设备，比如说硬盘，还是网络

设备，或者是虚拟存储设备，像 （独立磁盘冗余阵列 和 （逻辑卷管理器）。

然而，这不是一本关于系统管理的书籍，我们不会试图深入地覆盖整个主题。我们将努力

做的就是介绍一些概念和用来管理存储设备的重要命令。

我们将会使用 闪存， 光盘（因为系统配备了 烧写器）和一张软盘

（若系统这样配备），来做这章的练习题。

我们将看看以下命令：

• –挂载一个文件系统

• –卸载一个文件系统

• –检查和修复一个文件系统

• –分区表控制器

• –创建文件系统

• –格式化一张软盘

• —把面向块的数据直接写入设备

• –创建一个 的映像文件

• –把数据写入光存储媒介

• –计算 检验码



挂载和卸载存储设备

桌面系统的 新进展已经使存储设备管理对于桌面用户来说极其容易。大多数情况

下，我们只要把设备连接到系统中，它就能工作。在过去（比如说， 年），这个工作必须

手动完成。在非桌面系统中（例如，服务器中），这仍然是一个主要地手动过程，因为服务器

经常有极端的存储需求和复杂的配置要求。

管理存储设备的第一步是把设备连接到文件系统树中。这个过程叫做挂载，允许设备参与

到操作系统中。回想一下第三章，类 的操作系统，像 ，维护单一文件系统树，设

备连接到各个结点上。这与其它操作系统形成对照，比如说 和 系统中，每

个设备（例如 \， \，等）保持着单独的文件系统树。

有一个叫做 的文件可以列出系统启动时要挂载的设备（典型地，硬盘分区）。下

面是来自于 系统的 文件实例：

在这个实例中所列出的大多数文件系统是虚拟的，并不适用于我们的讨论。就我们的目的

而言，前三个是我们感兴趣的：

这些是硬盘分区。每行由六个字段组成，如下所示：

字段 内容 说明



设备名 传统上，这个字段包含与物理设备相关联的设备文件

的实际名字，比如说 （第一个 通道上

第一个主设备分区）。然而今天的计算机，有很多热

插拔设备（像 驱动设备），许多现代的 发

行版用一个文本标签和设备相关联。当这个设备连接

到系统中时，这个标签（当储存媒介格式化时，这个

标签会被添加到存储媒介中）会被操作系统读取。那

样的话，不管赋给实际物理设备哪个设备文件，这个

设备仍然能被系统正确地识别。

挂载点 设备所连接到的文件系统树的目录。

文件系统类型 允许挂载许多文件系统类型。大多数本地的

文件系统是 ，但是也支持很多其它的，

比方说 ， ，

，等等。

选项 文件系统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选项来挂载。有可能，

例如，挂载只读的文件系统，或者挂载阻止执行任何

程序的文件系统（一个有用的安全特性，避免删除媒

介。）

频率 一位数字，指定是否和在什么时间用 命令来备

份一个文件系统。

次序 一位数字，指定 命令按照什么次序来检查文件系

统。

表 字段

查看挂载的文件系统列表

这个 命令被用来挂载文件系统。执行这个不带参数的命令，将会显示一系列当前挂

载的文件系统：



这个列表的格式是：设备 挂载点 文件系统类型（可选的）。例如，第一行所示设

备 作为根文件系统被挂载，文件系统类型是 ，并且可读可写（这个“ ”选

项）。在这个列表的底部有两个有趣的条目。倒数第二行显示了在读卡器中的一张 的 内

存卡，挂载到了 上。 后一行是一个网络设备，挂载到了 上。

第一次实验，我们将使用一张 。首先，在插入 之前，我们将看一下系

统：

这个列表来自于 系统，使用 （逻辑卷管理器）来创建它的根文件系统。正

如许多现在的 发行版一样，这个系统试图自动挂载插入的 。当我们插入光盘

后，我们看看下面的输出：



当我们插入光盘后，除了额外的一行之外，我们看到和原来一样的列表。在列表的末

尾，我们看到 已经挂载到了 上，它的文件类型是 （

）。就我们的实验目的而言，我们对这个设备的名字感兴趣。当你自己进行这个实验时，

这个设备名字是 有可能不同的。

警告：在随后的实例中，至关重要的是你要密切注意用在你系统中的实际设备名，并且不

要使用此文本中使用的名字！

还要注意音频 和 不一样。音频 不包含文件系统，这样在通常意义上，

它就不能被挂载了。

现在我们拥有 光盘的设备名字，让我们卸载这张光盘，并把它重新挂载到文件

系统树的另一个位置。我们需要超级用户身份（使用系统相应的命令）来进行操作，并且用

（注意这个命令的拼写）来卸载光盘：

下一步是创建一个新的光盘挂载点。简单地说，一个挂载点就是文件系统树中的一个目录。

它没有什么特殊的。它甚至不必是一个空目录，即使你把设备挂载到了一个非空目录上，你也

不能看到这个目录中原来的内容，直到你卸载这个设备。就我们的目的而言，我们将创建一个

新目录：



后，我们把这个 挂载到一个新的挂载点上。这个 选项用来指定文件系统类

型：

之后，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新挂载点来查看 的内容：

注意当我们试图卸载这个 时，发生了什么事情。

这是怎么回事呢？原因是我们不能卸载一个设备，如果某个用户或进程正在使用这个设备

的话。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把工作目录更改到了 的挂载点，这个挂载点导致设备忙

碌。我们可以很容易地修复这个问题通过把工作目录改到其它目录而不是这个挂载点。

现在这个设备成功卸载了。

为什么卸载重要

如果你看一下 命令的输出结果，这个命令用来显示关于内存使用情况的统

计信息，你会看到一个统计值叫做” “。计算机系统旨在尽可能快地运行。

系统运行速度的一个阻碍是缓慢的设备。打印机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即使 快速的

打印机相比于计算机标准也极其地缓慢。一台计算机确实会运行地非常慢，如果它

要停下来等待一台打印机打印完一页。在早期的个人电脑时代（多任务之前），这



真是个问题。如果你正在编辑电子表格或者是文本文档，每次你要打印文件时，计

算机都会停下来而且变得不能使用。计算机能以打印机可接受的 快速度把数据发

送给打印机，但由于打印机不能快速地打印，这个发送速度会非常慢。这个问题被

解决了，由于打印机缓存的出现，一个包含一些 内存的设备，位于计算机和

打印机之间。通过打印机缓存，计算机把要打印的结果发送到这个缓存区，数据会

迅速地存储到这个 中，这样计算机就能回去工作，而不用等待。与此同时，

打印机缓存将会以打印机可接受的速度把缓存中的数据缓慢地输出给打印机。

缓存被广泛地应用于计算机中，使其运行地更快。别让偶尔地需要读取或写入

慢设备阻碍了系统的运行速度。在实际与慢设备交互之前，操作系统会尽可能多的

读取或写入数据到内存中的存储设备里。以 操作系统为例，你会注意到系统

看似填充了多于它所需要的内存。这不意味着 正在使用所有的内存，它意味

着 正在利用所有可用的内存，来作为缓存区。

这个缓存区允许非常快速地写入存储设备，因为写入物理设备的操作被延迟到

后面进行。同时，这些注定要传送到设备中的数据正在内存中堆积起来。时不时地，

操作系统会把这些数据写入物理设备。

卸载一个设备需要把所有剩余的数据写入这个设备，所以设备可以被安全地移

除。如果没有卸载设备，就移除了它，就有可能没有把注定要发送到设备中的数据

输送完毕。在某些情况下，这些数据可能包含重要的目录更新信息，这将导致文件

系统损坏，这是发生在计算机中的 坏的事情之一。

确定设备名称

有时很难来确定设备名称。在以前，这并不是很难。一台设备总是在某个固定的位置，也

不会挪动它。类 的系统喜欢设备那样安排。之前在开发 系统的时候，“更改一个磁

盘驱动器”要用一辆 车从机房中移除一台如洗衣机大小的设备。 近几年，典型的桌面硬件

配置已经变得相当动态，并且 已经发展地比其祖先更加灵活。在以上事例中，我们利用

现代 桌面系统的功能来“自动地”挂载设备，然后再确定设备名称。但是如果我们正在

管理一台服务器或者是其它一些（这种自动挂载功能）不会发生的环境，我们 如何能查清设

备名呢？

首先，让我们看一下系统怎样来命名设备。如果我们列出目录 （所有设备的住所）的

内容，我们会看到许许多多的设备：



这个列表的内容揭示了一些设备命名的模式。这里有几个：

模式 设备

软盘驱动器

老系统中的 磁盘。典型的主板包含两个

连接器或者是通道，每个连接器带有一根缆线，每根缆线上

有两个硬盘驱动器连接点。缆线上的第一个驱动器叫做主设

备，第二个叫做从设备。设备名称这样安排，/dev/hdb 是

指第一通道上的主设备名；/dev/hdb 是第一通道上的从设

备名；/dev/hdc 是第二通道上的主设备名，等等。末尾的

数字表示硬盘驱动器上的分区。例如，/dev/hda1 是指系统

中第一硬盘驱动器上的第一个分区，而/dev/hda 则是指整

个硬盘驱动器。

打印机

磁盘。在 近的 系统中，内核把所有类似于磁

盘的设备（包括 硬盘，闪存，和 存储设

备，比如说可移动的音乐播放器和数码相机）看作 磁

盘。剩下的命名系统类似于上述所描述的旧的 命

名方案。

光盘（ 读取器和烧写器）

表 存储设备名称

另外，我们经常看到符号链接比如说 ，/dev/dvd 和 ，它们指向实

际的设备文件，提供这些链接是为了方便使用。如果你工作的系统不能自动挂载可移动的设

备，你可以使用下面的技巧来决定当可移动设备连接后，它是怎样被命名的。首先，启动一个

实时查看文件 （你可能需要超级用户权限）：



这个文件的 后几行会被显示，然后停止。下一步，插入这个可移动的设备。在这个例子

里，我们将使用一个 闪存。瞬间，内核就会发现这个设备，并且探测它：

显示再次停止之后，输入 ，重新得到提示符。输出结果的有趣部分是一再提

“ ”，这正好符和我们期望的 磁盘设备名称。知道这一点后，有两行输出变得颇具启

发性：



这告诉我们这个设备名称是 指整个设备，/dev/sdb1 是这个设备的第一分区。正

如我们所看到的，使用 系统充满了有趣的监测工作。

小贴士：使用这个 技巧是一个很不错的方法，可以实时观察系统

的一举一动。

既然知道了设备名称，我们就可以挂载这个闪存驱动器了：

这个设备名称会保持不变只要设备与计算机保持连接并且计算机不会重新启动。

创建新的文件系统

假若我们想要用 本地文件系统来重新格式化这个闪存驱动器，而不是它现用的

系统。这涉 到两个步骤： （可选的）创建一个新的分区布局若已存在的分区不是我

们喜欢的。 在这个闪存上创建一个新的空的文件系统。

注意！在下面的练习中，我们将要格式化一个闪存驱动器。拿一个不包含有用数据的驱动

器作为实验品，因为它将会被擦除！再次，请确定你指定了正确的系统设备名称。未能注意此

警告可能导致你格式化（即擦除）错误的驱动器！

用 命令操作分区

这个 程序允许我们直接在底层与类似磁盘的设备（比如说硬盘驱动器和闪存驱动器）

进行交互。使用这个工具可以在设备上编辑，删除，和创建分区。以我们的闪存驱动器为例，

首先我们必须卸载它（如果需要的话），然后调用 程序，如下所示：



注意我们必须指定设备名称，就整个设备而言，而不是通过分区号。这个程序启动后，我

们将看到以下提示：

输入 会显示程序菜单：

我们想要做的第一件事情是检查已存在的分区布局。输入 会打印出这个设备的分区表：

在此例中，我们看到一个 的设备只有一个分区 ，此分区占用了可用的 个柱

面中的 个 并被标识为 分区。有些程序会使用这个标志符来限制一些

可以对磁盘所做的操作，但大多数情况下更改这个标志符没有危害。然而，为了叙述方便，我

们将会更改它，以此来表明是个 分区。在更改之前，首先我们必须找到被用来识别一

个 分区的 号码。在上面列表中，我们看到 号码“ ”被用来指定这个已存在的分

区。要查看可用的分区类型列表，参考之前的程序菜单。我们会看到以下选项：



如果我们在提示符下输入“ ”，就会显示一个很长的可能类型列表。在它们之中会看到

“ ”为已存在分区类型的 号，而“ ”是针对 系统的 号。

回到之前的菜单，看到这个选项来更改分区 号：

我们先输入“ ”，再输入新的 号：

这就完成了我们需要做得所有修改。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接触这个设备（所有修改都存储

在内存中，而不是在此物理设备中），所以我们将会把修改过的分区表写入此设备，再退出。

为此，我们输入在提示符下输入

如果我们已经决定保持设备不变，可在提示符下输入 ，这将退出程序而没有写更改。我

们可以安全地忽略这些不祥的警告信息。



用 命令创建一个新的文件系统

完成了分区编辑工作（它或许是轻量级的），是时候在我们的闪存驱动器上创建一个新的文

件系统了。为此，我们会使用 （ 的简写），它能创建各种格式的文件系

统。在此设备上创建一个 文件系统，我们使用 选项来指定这个 系统类型，随

后是我们要格式化的设备分区名称：

当 被选为文件系统类型时，这个程序会显示许多信息。若把这个设备重新格式化为它

初的 文件系统，指定 作为文件系统类型：

任何时候添加额外的存储设备到系统中时，都可以使用这个分区和格式化的过程。虽然我

们只以一个小小的闪存驱动器为例，同样的操作可以被应用到内部硬盘和其它可移动的存储设



备上像 硬盘驱动器。

测试和修复文件系统

在之前讨论文件 时，我们会在每行的末尾看到一些神秘的数字。每次系统启动

时，在挂载系统之前，都会按照惯例检查文件系统的完整性。这个任务由 程序（是

的简写）完成。每个 项中的 后一个数字指定了设备的检查顺序。在上面

的实例中，我们看到首先检查根文件系统，然后是 和 文件系统。若 后一个数字

是零则相应设备不会被检查。

除了检查文件系统的完整性之外， 还能修复受损的文件系统，其成功度依赖于损坏的

数量。在类 的文件系统中，文件恢复的部分被放置于 目录里面，位于每个文

件系统的根目录下面。

检查我们的闪存驱动器（首先应该卸载），我们能执行下面的操作：

以我的经验，文件系统损坏情况相当罕见，除非硬件存在问题，如磁盘驱动器故障。在大

多数系统中，系统启动阶段若探测到文件系统已经损坏了，则会导致系统停止下来，在系统继

续执行之前，会指导你运行 程序。

什么是

在 文化中， 这个单词往往会被用来代替一个流行的词，“ ”和这

个词共享了三个字母。这个尤其适用，因为你可能会说出上文提到的词，若你发现

自己处于这种境况下，被强制来运行 命令时。

格式化软盘

对于那些还在使用配备了软盘驱动器的计算机的用户，我们也能管理这些设备。准备一张

可用的空白软盘要分两个步骤。首先，对这张软盘执行低级格式化，然后创建一个文件系统。

为了完成格式化，我们使用 程序，同时指定软盘设备名称（通常为 ）：



接下来，通过 命令，给这个软盘创建一个 文件系统：

注意我们使用这个“ ”文件系统类型来得到旧（小的）风格的文件分配表。当一个软

磁盘被准备好之后，则可能像其它设备一样挂载它。

直接把数据移入 出设备

虽然我们通常认为计算机中的数据以文件形式来组 数据，也可以“原始的”形式来考虑

数据。如果我们看一下磁盘驱动器，例如，我们看到它由大量的数据“块”组成，而操作系统

却把这些数据块看作目录和文件。然而，如果把磁盘驱动器简单地看成一个数据块大集合，我

们就能执行有用的任务，如克隆设备。

这个 程序能执行此任务。它可以把数据块从一个地方复制到另一个地方。它使用独特的

语法（由于历史原因），经常它被这样使用：

比方说我们有两个相同容量的 闪存驱动器，并且要精确地把第一个驱动器（中的内

容）复制给第二个。如果连接两个设备到计算机上，它们各自被分配到设备 和

上，这样我们就能通过下面的命令把第一个驱动器中的所有数据复制到第二个驱动器中。

或者，如果只有第一个驱动器被连接到计算机上，我们可以把它的内容复制到一个普通文

件中供以后恢复或复制数据：



警告！这个 命令非常强大。虽然它的名字来自于“数据定义”，有时候也把它叫做“清

除磁盘”因为用户经常会误输入 或 的规范。在按下回车键之前，要再三检查输入与输出

规范！

创建 映像

写入一个可记录的 （一个 或者是 ）由两步组成；首先，构建一

个 映像文件，这就是一个 的文件系统映像，第二步，把这个映像文件写入到

媒介中。

创建一个 的映像拷贝

如果想要制作一张现有 的 映像，我们可以使用 命令来读取 中

的所有数据块，并把它们复制到本地文件中。比如说我们有一张 ，用它来制作一个

文件，以后我们可以用它来制作更多的拷贝。插入这张 之后，确定它的设备名称（假

定是 ），然后像这样来制作 文件：

这项技术也适用于 光盘，但是不能用于音频 ，因为它们不使用文件系统来存储数

据。对于音频 ，看一下 命令。

从文件集合中创建一个映像

创建一个包含目录内容的 映像文件，我们使用 程序。为此，我们首先创建

一个目录，这个目录中包含了要包括到此映像中的所有文件，然后执行这个 命令

来创建映像文件。例如，如果我们已经创建一个叫做∼ 的目录，然后用文件填充

此目录，再通过下面的命令来创建一个叫做 映像文件：



选项添加元数据为 扩展，这允许使用长文件名和 风格的文件权

限。同样地，这个 选项使 扩展生效，这样 中就支持长文件名了。

一个有着其它名字的程序。。。

如果你看一下关于创建和烧写光介质如 和 的在线文档，你会

经常碰到两个程序叫做 和 。这些程序是流行软件包 的

一部分， 由 编写成。在 年春天， 先生更改

了部分 软件包的协议， 社区许多人的看法是，这创建了一个与

不相兼容的协议。结果，就 了这个 项目，目前新项目里面包含

了 和 的替代程序，分别是 和 。

写入 镜像

有了一个映像文件之后，我们可以把它烧写到光盘中。下面讨论的大多数命令对可记录的

和 媒介都适用。

直接挂载一个 镜像

有一个诀窍，我们可以用它来挂载 映像文件，虽然此文件仍然在我们的硬盘中，但我们

当作它已经在光盘中了。添加 选项来挂载（同时带有必需的 文件系统类

型），挂载这个映像文件就好像它是一台设备，把它连接到文件系统树上：

上面的示例中，我们创建了一个挂载点叫做 ，然后把此映像文件

挂载到挂载点上。映像文件被挂载之后，可以把它当作，就好像它是一张真正的 或

者 。当不再需要此映像文件后，记得卸载它。



清除一张可重写入的

可重写入的 媒介在被重使用之前需要擦除或清空。为此，我们可以用 命

令，指定设备名称和清空的类型。此 程序提供了几种清空类型。 小（且 快）的是

类型：

写入镜像

写入一个映像文件，我们再次使用 命令，指定光盘设备名称和映像文件名：

除了设备名称和映像文件之外， 命令还支持非常多的选项。常见的两个选项是，

可详 输出，和 － 以 模式写入光盘。如果你正在准备一张光盘为的是

商业复制，那么应该使用这种模式。 命令的默认模式是 ，这对于录制音乐

很有用。

拓展阅读

我们刚才谈到了很多方法，可以使用命令行管理存储介质。看看我们所讲过命令的手册页。

一些命令支持大量的选项和操作。此外，寻找一些如何添加硬盘驱动器到 系统（有许

多）的在线教程，这些教程也要适用于光介质存储设备。

情提示

通常验证一下我们已经下载的 映像文件的完整性很有用处。在大多数情况下， 映

像文件的贡献者也会提供一个 文件。一个 是一个神奇的数学运算的计算

结果，这个数学计算会产生一个能表示目标文件内容的数字。如果目标文件的内容即使更改

一个二进制位， 的结果将会非常不一样。生成 数字的 常见方法是使用

程序。当你使用 程序的时候，它会产生一个独一无二的十六进制数字：



当你下载完映像文件之后，你应该对映像文件执行 命令，然后把运行结果与发行

商提供的 数值作比较。

除了检查下载文件的完整性之外，我们也可以使用 程序验证新写入的光学存储介

质。为此，首先我们计算映像文件的 数值，然后计算此光学存储介质的 数

值。这种验证光学介质的技巧是限定只对光学存储介质中包含映像文件的部分计算

数值。通过确定映像文件所包含的 个字节块的数目（光学存储介质总是以 个字节块

的方式写入）并从存储介质中读取那么多的字节块，我们就可以完成操作。某些类型的存储介

质，并不需要这样做。一个以 模式写入的 ，可以用下面的方式检验：

许多存储介质类型，如 需要精确地计算字节块的数目。在下面的例子中，我们检验了

映像文件 以 光驱中磁盘 文件的完整性。你能弄明白这是怎么

回事吗？



网络系统

当谈 到网络系统层面，几乎任何东西都能由 来实现。 被用来创建各式各样

的网络系统和装置，包括防火墙，路由器，名称服务器，网络连接式存储设备等等。

被用来配置和操作网络系统的命令数目，就如网络系统一样巨大。我们仅仅会关注一些

经常使用到的命令。我们要研究的命令包括那些被用来监测网络和传输文件的命令。另外，我

们还会探讨用来远端登录的 程序。这章会介绍：

• 发送 软件包到网络主机

• 打印到一台网络主机的路由数据包

• 打印网络连接，路由表，接口统计数据，伪装连接，和多路广播成员

• 因特网文件传输程序

• 非交互式网络下载器

• 客户端（远程登录程序）

我们假定你已经知道了一点网络系统背景知识。在这个因特网时代，每个计算机用户需要

理解基本的网络系统概念。为了能够充分利用这一章节的内容，我们应该熟悉以下术语：

• 网络协议 地址

• 主机和域名

• （统一资源标识符）

请查看下面的“拓展阅读”部分，有几篇关于这些术语的有用文章。

注意：一些将要讲到的命令可能（取决于系统发行版）需要从系统发行版的仓库中安装额

外的软件包，并且一些命令可能需要超级用户权限才能执行。



检查和监测网络

即使你不是一名系统管理员，检查一个网络的性能和运作情况也是经常有帮助的。

基本的网络命令是 。这个 命令发送一个特殊的网络数据包，叫做

，到一台指定的主机。大多数接收这个包的网络设备将会回复它，来允许网

络连接验证。

注意：大多数网络设备（包括 主机）都可以被配置为忽略这些数据包。通常，这样

做是出于网络安全原因，部分地遮蔽一台主机免受一个潜在攻击者地侵袭。配置防火墙来阻塞

流量也很普遍。

例如，看看我们能否连接到网站 （我们 喜欢的网站之一），我们可以这

样使用 命令：

一旦启动， 命令会持续在特定的时间间隔内（默认是一秒）发送数据包，直到它被中

断：



按下组合键 ，中断这个命令之后， 打印出运行统计信息。一个正常工作的网络

会报告零个数据包丢失。一个成功执行的“ ”命令会意味着网络的各个部件（网卡，电缆，

路由，网关）都处于正常的工作状态。

这个 程序（一些系统使用相似的 程序来代替）会显示从本地到指定主

机要经过的所有“跳数”的网络流量列表。例如，看一下到达 网站，需要经过的

路由器，我们将这样做：

命令输出看起来像这样：

从输出结果中，我们可以看到连接测试系统到 网站需要经由 个路由器。对

于那些提供标识信息的路由器，我们能看到它们的主机名， 地址和性能数据，这些数据包括

三次从本地到此路由器的往返时间样本。对于那些没有提供标识信息的路由器（由于路由器配

置，网络拥塞，防火墙等方面的原因），我们会看到几个星号，正如行中所示。



程序被用来检查各种各样的网络设置和统计数据。通过此命令的许多选项，我们可

以看看网络设置中的各种特性。使用“ ”选项，我们能够查看系统中的网络接口：

在上述实例中，我们看到我们的测试系统有两个网络接口。第一个，叫做 ，是因特网

接口，和第二个，叫做 ，是内部回环网络接口，它是一个虚拟接口，系统用它来“自言自

语”。

当执行日常网络诊断时，要查看的重要信息是每个网络接口第四行开头出现的单词“ ”，

说明这个网络接口已经生效，还要查看第二行中 字段出现的有效 地址。对于使用

（动态主机配置协议）的系统，在这个字段中的一个有效 地址则证明了 工作

正常。

使用这个“ ”选项会显示内核的网络路由表。这展示了系统是如何配置网络之间发送数据

包的。



在这个简单的例子里面，我们看到了，位于防火墙之内的局域网中，一台客户端计算机的

典型路由表。第一行显示了目的地 。 地址以零结尾是指网络，而不是个人主机，

所以这个目的地意味着局域网中的任何一台主机。下一个字段， ，是网关（路由器）

的名字或 地址，用它来连接当前的主机和目的地的网络。若这个字段显示一个星号，则表

明不需要网关。

后一行包含目的地 。指的是发往任何表上没有列出的目的地网络的流量。在我们

的实例中，我们看到网关被定义为地址 的路由器，它应该能知道怎样来处理目的

地流量。

程序有许多选项，我们仅仅讨论了几个。查看 命令的手册，可以得到所有

选项的完整列表。

网络中传输文件

网络有什么用处呢？除非我们知道了怎样通过网络来传输文件。有许多程序可以用来在网

络中传送数据。我们先讨论两个命令，随后的章节里再介绍几个命令。

命令属于真正的“经典”程序之一，它的名字来源于其所使用的协议，就是文件传输

协议。 被广泛地用来从因特网上下载文件。大多数，并不是所有的，网络浏览器都支持

，你经常可以看到它们的 以协议 开头。在出现网络浏览器之前， 程序已经

存在了。 程序可用来与 服务器进行通信， 服务器就是存储文件的计算机，这些

文件能够通过网络下载和上传。

（它的原始形式）并不是安全的，因为它会以明码形式发送帐号的姓名和密码。这就

意味着这些数据没有加密，任何嗅探网络的人都能看到。由于此种原因，几乎因特网中所有

服务器都是匿名的。一个匿名服务器能允许任何人使用注册名“ ”和无意义的

密码登录系统。

在下面的例子中，我们将展示一个典型的会话，从匿名 服务器，其名字是 ，

的 的目录下，使用 程序下载一个 系统映像文件。



这里是对会话期间所输入命令的解释说明：

命令 意思

唤醒 程序，让它连接到 服务器，

。

登录名。输入登录名后，将出现一个密码提示。

一些服务器将会接受空密码，其它一些则会要

求一个邮件地址形式的密码。如果是这种情况，

试着输入“ ”。

跳转到远端系统中，要下载文件所在的目录下，

注意在大多数匿名的 服务器中，支持公共

下载的文件都能在目录 下找到

列出远端系统中的目录。



跳转到本地系统中的 ˜ 目录下。在实

例中， 程序在工作目录 ˜ 下被唤醒。这个命

令把工作目录改为 ˜

告诉远端系统传送文件到本地。因为本地系统

的工作目录已经更改到了 ˜ ，所以文

件会被下载到此目录。

退出远端服务器，结束 程序会话。也可以使

用命令 和 。

表

在“ >”提示符下，输入“ ”，会显示所支持命令的列表。使用 登录到一台授予

了用户足够权限的服务器中，则可以执行很多普通的文件管理任务。虽然很笨拙，但它真能工

作。

更好的

并不是唯一的命令行形式的 客户端。实际上，还有很多。其中比较好（也更流行

的）是 程序，由 编写完成。虽然 工作起来与传统的 程序很

相似，但是它带有额外的便捷特性，包括多协议支持（包括 ），若下载失败会自动地重

新下载，后台处理，用 按键来补全路径名，还有很多。

另一个流行的用来下载文件的命令行程序是 。若想从网络和 网站两者上都能下

载数据， 是很有用处的。不只能下载单个文件，多个文件，甚至整个网站都能下载。下载

网站的首页，我们可以这样做：



这个程序的许多选项允许 递归地下载，在后台下载文件（你退出后仍在下载），能完

成未下载全的文件。这些特性在命令手册， 一节中有详尽地说明。

与远程主机安全通信

通过网络来远程操控类 的操作系统已经有很多年了。早些年，在因特网普遍推广之

前，有一些受欢迎的程序被用来登录远程主机。它们是 和 程序。然而这些程序，

拥有和 程序一样的致命缺点；它们以明码形式来传输所有的交流信息（包括登录命令和密

码）。这使它们完全不适合使用在因特网时代。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开发了一款新的协议，叫做 （ ）。 解决了这两个

基本的和远端主机安全交流的问题。首先，它要认证远端主机是否为它所知道的那台主机（这

样就阻止了所谓的“中间人”的攻击），其次，它加密了本地与远程主机之间所有的通讯信息。

由两部分组成。 服务器运行在远端主机上运行，在端口号 上监听将要到来的

连接，而 客户端用在本地系统中，用来和远端服务器通信。

大多数 发行版自带一个提供 功能的软件包，叫做 ，来自于 项

目。一些发行版默认包含客户端和服务器端两个软件包（例如， ） 而另一些（比方

说 ）则只是提供客户端服务。为了能让系统接受远端的连接，它必须安装

软件包，配置，运行它，并且（如果系统正在运行，或者是在防火墙之后）它必须允许

在 端口号上接收网络连接。

小贴示：如果你没有远端系统去连接，但还想试试这些实例，则确认安装了

软件包，则可使用 作为远端主机的名字。这种情况下，计算机会和它自己创建

网络连接。



用来与远端 服务器相连接的 客户端程序，顺理成章，叫做 。连接到远端名为

的主机，我们可以这样使用 客户端程序：

第一次尝试连接，提示信息表明远端主机的真实性不能确立。这是因为客户端程序以前从

没有看到过这个远端主机。为了接受远端主机的身份验证凭据，输入“ ”。一旦建立了连接，

会提示用户输入他或她的密码：

成功地输入密码之后，我们会接收到远端系统的 提示符：

远端 会话一直存在，直到用户输入 命令后，则关闭了远程连接。这时候，本地的

会话恢复，本地 提示符重新出现。

也有可能使用不同的用户名连接到远程系统。例如，如果本地用户“ ”，在远端系统中有

一个帐号名“ ”，则用户 能够用 帐号登录到远端系统，如下所示：



正如之前所讲到的， 验证远端主机的真实性。如果远端主机不能成功地通过验证，则会

提示以下信息：

有两种可能的情形会提示这些信息。第一，某个攻击者企图制造“中间人”袭击。这很少

见，因为每个人都知道 会针对这种状况发出警告。 有可能的罪魁祸首是远端系统已经改

变了；例如，它的操作系统或者是 服务器重新安装了。然而，为了安全起见，第一个可能

性不应该被轻易否定。当这条消息出现时，总要与远端系统的管理员查对一下。

当确定了这条消息归结为一个良性的原因之后，那么在客户端更正问题就很安全了。使用

文本编辑器（可能是 ）从文件∼ 中删除废弃的钥匙，就解决了问题。在

上面的例子里，我们看到这样一句话：

这意味着文件 里面某一行包含攻击型的钥匙。从文件中删除这一行，则

程序就能够从远端系统接受新的身份验证凭据。

除了能够在远端系统中打开一个 会话， 程序也允许我们在远端系统中执行单个命

令。例如，在名为 的远端主机上，执行 命令，并把输出结果显示到本地系统

会话中。



有可能以更有趣的方式来利用这项技术，比方说下面的例子，我们在远端系统中执行 命

令，并把命令输出重定向到本地系统中的一个文件里面。

注意，上面的例子中使用了单引号。这样做是因为我们不想路径名展开操作在本地执行；

而希望它在远端系统中被执行。同样地，如果我们想要把输出结果重定向到远端主机的文件

中，我们可以把重定向操作符和文件名都放到单引号里面。

通道

当你通过 协议与远端主机建立连接的时候，其中发生的事就是在本地与远

端系统之间创建了一条加密通道。通常，这条通道被用来把在本地系统中输入的命

令安全地传输到远端系统，同样地，再把执行结果安全地发送回来。除了这个基本

功能之外， 协议允许大多数网络流量类型通过这条加密通道来被传送，在本地

与远端系统之间创建某种 （虚拟专用网络）。

可能这个特性的 普遍使用是允许传递 窗口系统流量。在运行着 服务器

（也就是，能显示 的机器）的系统中，有可能在远端启动和运行一个 客户

端程序（一个图形化应用程序），而应用程序的显示结果出现在本地。这很容易完

成，这里有个例子：假设我们正坐在一台装有 系统，叫做 的机器



之前，且系统中运行着 服务器，现在我们想要在名为 的远端系统中

运行 程序，但是要在我们的本地系统中看到这个程序的图形化输出。我们可

以这样做：

这个 命令在远端执行之后，它的窗口就会出现在本地。在某些系统中，你

可能需要使用“－ ”选项，而不是“－ ”选项来完成这个操作。

和

这个 软件包也包含两个程序，它们可以利用 加密通道在网络间复制文件。

第一个， （安全复制）被用来复制文件，与熟悉的 程序非常相似。 显著的区别就是源

或者目标路径名要以远端主机的名字，后跟一个冒号字符开头。例如，如果我们想要从远端系

统， ，的家目录下复制文档 ，到我们本地系统的当前工作目录下，可

以这样操作：

和 命令一样，如果你所期望的远端主机帐户与你本地系统中的不一致，则可以把用户

名添加到远端主机名的开头。

第二个 文件复制命令是 ，正如其名字所示，它是 程序的安全替代品。 工

作起来与我们之前使用的 程序很相似；然而，它不用明码形式来传递数据，它使用加密的



通道。 有一个重要特性强于传统的 命令，就是 不需要远端系统中运行

服务器。它仅仅要求 服务器。这意味着任何一台能用 客户端连接的远端机器，也可

当作类似于 的服务器来使用。这里是一个样本会话：

小贴示：这个 协议被许多 发行版中的图形化文件管理器支持。使用

或者是 ，我们都能在位置栏中输入以 开头的 ，来操

作存储在运行着 服务器的远端系统中的文件。

中的 客户端

比方说你正坐在一台 机器前面，但是你需要登录到你的 服务器

中，去完成一些实际的工作，那该怎么办呢？当然是得到一个 平台下的

客户端！有很多这样的工具。 流行的可能就是由 和他的团队

开发的 了。这个 程序能够显示一个 端窗口，而且允许

用户在远端主机中打开一个 （或者 ）会话。这个程序也提供了 和

程序的类似物。

可在链接 ∼ 处得

到。



拓展阅读

• 文档项目提供了 网络管理指南，可以广泛地（虽然过时了）了解网络管理

方面的知识。

• 上包含了许多网络方面的优秀文章。这里有一些基础的：

http://tldp.org/LDP/nag2/index.html
http://en.wikipedia.org/wiki/Internet_protocol_address
http://en.wikipedia.org/wiki/Host_name
http://en.wikipedia.org/wiki/Uniform_Resource_Identifier


查找文件

因为我们已经浏览了 系统，所以一件事已经变得非常清楚：一个典型的 系统

包含很多文件！这就引发了一个问题，“我们怎样查找东西？”。虽然我们已经知道 文件

系统良好的组 结构，是源自类 的操作系统代代传承的习俗。但是仅文件数量就会引起

可怕的问题。在这一章中，我们将察看两个用来在系统中查找文件的工具。这些工具是：

• –通过名字来查找文件

• –在目录层次结构中搜索文件

我们也将看一个经常与文件搜索命令一起使用的命令，它用来处理搜索到的文件列表：

• –从标准输入生成和执行命令行

另外，我们将介绍两个命令来协助我们探索：

• –更改文件时间

• –显示文件或文件系统状态

查找文件的简单方法

这个 程序快速搜索路径名数据库，并且输出每个与给定字符串相匹配的文件名。比

如说，例如，我们想要找到所有名字以“ ”开头的程序。因为我们正在查找程序，可以假定

包含匹配程序的目录以 结尾。因此，我们试着以这种方式使用 命令，来找到我

们的文件：

命令将会搜索它的路径名数据库，输出任一个包含字符串“ ”的路径名：



如果搜索要求没有这么简单， 可以结合其它工具，比如说 命令，来设计更加有

趣的搜索：

这个 程序已经存在了很多年了，它有几个不同的变体被普遍使用着。在现在

发行版中发现的两个 常见的变体是 和 ，但是通常它们被名为 的符号

链接访问。不同版本的 命令拥有重复的选项集合。一些版本包括正则表达式匹配（我

们会在下一章中讨论）和通配符支持。查看 命令的手册，从而确定安装了哪个版本的

程序。



数据库来自何方？

你可能注意到了，在一些发行版中，仅仅在系统安装之后， 不能工作，但

是如果你第二天再试一下，它就工作正常了。怎么回事呢？ 数据库由另一个

叫做 的程序创建。通常，这个程序作为一个 工作例程周期性运转；

也就是说，一个任务在特定的时间间隔内被 守护进程执行。大多数装有

的系统会每隔一天运行一回 程序。因为数据库不能被持续地更新，所以

当使用 时，你会发现目前 新的文件不会出现。为了克服这个问题，可以手

动运行 程序，更改为超级用户身份，在提示符下运行 命令。

查找文件的复杂方式

程序只能依据文件名来查找文件，而 程序能基于各种各样的属性，搜索一个给

定目录（以 它的子目录），来查找文件。我们将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学习 命令，因为它有

许多有趣的特性，当我们开始在随后的章节里面讨论编程概念的时候，我们将会重复看到这些

特性。

命令的 简单使用是，搜索一个或多个目录。例如，输出我们的家目录列表。

对于 活跃的用户帐号，这将产生一张很大的列表。因为这张列表被发送到标准输出，我

们可以把这个列表管道到其它的程序中。让我们使用 程序来计算出文件的数量：

哇，我们一直很忙！ 命令的美丽所在就是它能够被用来识别符合特定标准的文件。它

通过（有点奇怪）应用选项，测试条件，和操作来完成搜索。我们先看一下测试条件。

比如说我们想要目录列表。我们可以添加以下测试条件：



添加测试条件 限制了只搜索目录。相 地，我们使用这个测试条件来限定搜索普通

文件：

这里是 命令支持的普通文件类型测试条件：

文件类型 描述

块设备文件

字符设备文件

目录

普通文件

符号链接

表 文件类型

我们也可以通过加入一些额外的测试条件，根据文件大小和文件名来搜索：让我们查找所

有文件名匹配通配符模式“ ”和文件大小大于 的文件：

在这个例子里面，我们加入了 测试条件，后面跟通配符模式。注意，我们把它用

引号引起来，从而阻止 展开路径名。紧接着，我们加入 测试条件，后跟字符串

“ ”。开头的加号表明我们正在寻找文件大小大于指定数的文件。若字符串以减号开头，则

意味着查找小于指定数的文件。若没有符号意味着“精确匹配这个数”。结尾字母“ ”表明

测量单位是兆字节。下面的字符可以被用来指定测量单位：

字符 单位



个字节块。如果没有指定单位，则这是默认值。

字节

两个字节的字

千字节 个字节单位

兆字节 个字节单位

千兆字节 个字节单位

表 大小单位

命令支持大量不同的测试条件。下表是列出了一些常见的测试条件。请注意，在需要

数值参数的情况下，可以应用以上讨论的“ ”和 符号表示法：

测试条件 描述

匹配的文件和目录的内容或属性 后修改时间正好在 分

钟之前。指定少于 分钟之前，使用 ，指定多于 分钟

之前，使用 。

匹配的文件和目录的内容或属性 后修改时间早于那些文

件。

匹配的文件和目录的内容和属性 后修改时间在 \ 小

时之前。

匹配空文件和目录。

匹配的文件和目录属于一个组。组可以用组名或组 来表

示。

就像 测试条件，但是不区分大小写。

匹配的文件的 号是 。这对于找到某个特殊 的

所有硬链接很有帮助。

匹配的文件或目录的内容被修改于 分钟之前。

匹配的文件或目录的内容被修改于 \ 小时之前。

用指定的通配符模式匹配的文件和目录。

匹配的文件和目录的内容早于指定的文件。当编写 脚

本，做文件备份时，非常有帮助。每次你制作一个备份，更

新文件（比如说日志），然后使用 命令来决定自从上次

更新，哪一个文件已经更改了。



匹配的文件和目录不属于一个有效用户。这可以用来查找属

于删除帐户的文件或监测攻击行为。

匹配的文件和目录不属于一个有效的组。

匹配的文件和目录的权限已经设置为指定的 。

可以用八进制或符号表示法。

相似于 测试条件。匹配和文件 享有同样

号的文件。

匹配的文件大小为 。

匹配的文件类型是 。

匹配的文件或目录属于某个用户。这个用户可以通过用户名

或用户 来表示。

表 测试条件

这不是一个完整的列表。 命令手册有更详 的说明。

操作符

即使拥有了 命令提供的所有测试条件，我们还需要一个更好的方式来描述测试条件之

间的逻辑关系。例如，如果我们需要确定是否一个目录中的所有的文件和子目录拥有安全权

限，怎么办呢？我们可以查找权限不是 的文件和权限不是 的目录。幸运地是，

命令提供了一种方法来结合测试条件，通过使用逻辑操作符来创建更复杂的逻辑关系。为了表

达上述的测试条件，我们可以这样做：

呀！这的确看起来很奇怪。这些是什么东西？实际上，这些操作符没有那么复杂，一旦你

知道了它们的原理。这里是操作符列表：

操作符 描述

如果操作符两边的测试条件都是真，则匹配。可以简写为

。注意若没有使用操作符，则默认使用 。

若操作符两边的任一个测试条件为真，则匹配。可以简写为

。



若操作符后面的测试条件是真，则匹配。可以简写为一个感

叹号（ ）。

把测试条件和操作符组合起来形成更大的表达式。这用来

控制逻辑计算的优先级。默认情况下， 命令按照从左到

右的顺序计算。经常有必要重写默认的求值顺序，以得到期

望的结果。即使没有必要，有时候包括组合起来的字符，对

提高命令的可读性是很有帮助的。注意因为圆括号字符对

于 来说有特殊含义，所以在命令行中使用它们的时候，

它们必须用引号引起来，才能作为实参传递给 命令。

通常 斜杠字符被用来转义圆括号字符。

表 命令的逻辑操作符

通过这张操作符列表，我们重建 命令。从 外层看，我们看到测试条件被分为两组，

由一个 操作符分开：

这很有意义，因为我们正在搜索具有不同权限集合的文件和目录。如果我们文件和目录两

者都查找，那为什么要用 来代替 呢？因为 命令扫描文件和目录时，会计算每一

个对象，看看它是否匹配指定的测试条件。我们想要知道它是具有错误权限的文件还是有错误

权限的目录。它不可能同时符合这两个条件。所以如果展开组合起来的表达式，我们能这样解

释它：

下一个挑战是怎样来检查“错误权限”，这个怎样做呢？我们不从这个角度做。我们将测试

“不是正确权限”，因为我们知道什么是“正确权限”。对于文件，我们定义正确权限为 ，

目录则为 。测试具有“不正确”权限的文件表达式为：



对于目录，表达式为：

正如上述操作符列表中提到的，这个 操作符能够被安全地删除，因为它是默认使用的

操作符。所以如果我们把这两个表达式连起来，就得到 的命令：

然而，因为圆括号对于 有特殊含义，我们必须转义它们，来阻止 解释它们。在

圆括号字符之前加上一个 斜杠字符来转义它们。

逻辑操作符的另一个特性要重点理解。比方说我们有两个由逻辑操作符分开的表达式：

在所有情况下，总会执行表达式 ；然而由操作符来决定是否执行表达式 。这里

列出了它是怎样工作的：

的结果 操作符

真 总要执行

假 从不执行

真 从不执行

假 总要执行

表 逻辑

为什么这会发生呢？这样做是为了提高性能。以 为例，我们知道表达式

不能为真，如果表达式 的结果为假，所以没有必要执行 。同样地，如果我

们有表达式 ，并且表达式 的结果为真，那么就没有必要执行 ，因

为我们已经知道表达式 为真。好，这样会执行快一些。为什么这个很重要？它

很重要是因为我们能依靠这种行为来控制怎样来执行操作。我们会很快看到



预定义的操作

让我们做一些工作吧！从 命令得到的结果列表很有用处，但是我们真正想要做的事情

是操作列表中的某些条目。幸运地是， 命令允许基于搜索结果来执行操作。有许多预定义

的操作和几种方式来应用用户定义的操作。首先，让我们看一下几个预定义的操作：

操作 描述

删除当前匹配的文件。

对匹配的文件执行等同的 命令。并将结果发送到标

准输出。

把匹配文件的全路径名输送到标准输出。如果没有指定其它

操作，这是默认操作。

一旦找到一个匹配，退出。

表 几个预定义的 命令操作

和测试条件一样，还有更多的操作。查看 命令手册得到更多 节。在第一个例子里，

我们这样做：

这个命令输出了我们家目录中包含的每个文件和子目录。它会输出一个列表，因为会默认

使用 操作，如果没有指定其它操作的话。因此我们的命令也可以这样表述：

我们可以使用 命令来删除符合一定条件的文件。例如，来删除扩展名为“ ”（这

通常用来指定备份文件）的文件，我们可以使用这个命令：

在这个例子里面，用户家目录（和它的子目录）下搜索每个以 结尾的文件名。当找到

后，就删除它们。



警告：当使用 操作时，不用说，你应该格外小心。首先测试一下命令，用 操

作代替 ，来确认搜索结果。

在我们继续之前，让我们看一下逻辑运算符是怎样影响操作的。考虑以下命令：

正如我们所见到的，这个命令会查找每个文件名以 结尾的普通文件

，并把每个匹配文件的相对路径名输出到标准输出 。然而，此命令按这个方式

执行的原因，是由每个测试和操作之间的逻辑关系决定的。记住，在每个测试和操作之间会默

认应用 逻辑运算符。我们也可以这样表达这个命令，使逻辑关系更容易看出：

当命令被充分表达之后，让我们看看逻辑运算符是如何影响其执行的：

测试／行为 只有 的时候，才被执行

只有 为真的时候

‘ ’ 只有 为真的时候

总是被执行，因为它是与 关系中的第一个测试／行

为。

因为测试和行为之间的逻辑关系决定了哪一个会被执行，我们知道测试和行为的顺序很重

要。例如，如果我们重新安排测试和行为之间的顺序，让 行为是第一个，那么这个命令

执行起来会截然不同：

这个版本的命令会打印出每个文件（ 行为总是为真），然后测试文件类型和指定的文



件扩展名。

用户定义的行为

除了预定义的行为之外，我们也可以唤醒随意的命令。传统方式是通过 行为。这个行

为像这样工作：

这里的 就是指一个命令的名字，{} 是当前路径名的符号表示，分号是要求的界

定符表明命令结束。这里是一个使用 行为的例子，其作用如之前讨论的 行为：

重述一遍，因为花括号和分号对于 有特殊含义，所以它们必须被引起来或被转义。

也有可能交互式地执行一个用户定义的行为。通过使用 行为来代替 ，在执行每个

指定的命令之前，会提示用户：

在这个例子里面，我们搜索以字符串“ ”开头的文件名，并且对每个匹配的文件执行

命令。使用 行为，会在 命令执行之前提示用户。

提高效率

当 行为被使用的时候，若每次找到一个匹配的文件，它会启动一个新的指定命令的实

例。我们可能更愿意把所有的搜索结果结合起来，再运行一个命令的实例。例如，而不是像这

样执行命令：



我们更喜欢这样执行命令：

这样就导致命令只被执行一次而不是多次。有两种方法可以这样做。传统方式是使用外部

命令 ，另一种方法是，使用 命令自己的一个新功能。我们先讨论第二种方法。

通过把末尾的分号改为加号，就激活了 命令的一个功能，把搜索结果结合为一个参数

列表，然后执行一次所期望的命令。再看一下之前的例子，这个：

会执行 命令，每次找到一个匹配的文件。把命令改为：

虽然我们得到一样的结果，但是系统只需要执行一次 命令。

这个 命令会执行一个有趣的函数。它从标准输入接受输入，并把输入转换为一个特

定命令的参数列表。对于我们的例子，我们可以这样使用它：



这里我们看到 命令的输出被管道到 命令， 过来， 会为 命令构建参数

列表，然后执行 命令。

注意：当被放置到命令行中的参数个数相当大时，参数个数是有限制的。有可能创建的命

令太长以至于 不能接受。当命令行超过系统支持的 大长度时， 会执行带有 大

参数个数的指定命令，然后重复这个过程直到耗尽标准输入。执行带有 选项的

命令，来查看命令行的 大值。

处理古怪的文件名

类 的系统允许在文件名中嵌入空格（甚至换行符）。这就给一些程序，如

为其它程序构建参数列表的 程序，造成了问题。一个嵌入的空格会被看作是

一个界定符，生成的命令会把每个空格分离的单词解释为单独的参数。为了解决这

个问题， 命令和 程序允许可选择的使用一个 字符作为参数分隔符。

一个 字符被定义在 码中，由数字零来表示（相 的，例如，空格字符

在 码中由数字 表示）。 命令提供的 行为，则会产生由 字

符分离的输出，并且 命令有一个 选项，这个选项会接受由 字符分

离的输入。这里有一个例子：

∼ |

使用这项技术，我们可以保证所有文件，甚至那些文件名中包含空格的文件，

都能被正确地处理。

返回操练场

到实际使用 命令的时候了。我们将会创建一个操练场，来实践一些我们所学到的知

识。

首先，让我们创建一个包含许多子目录和文件的操练场：



惊叹于命令行的强大功能！只用这两行，我们就创建了一个包含一百个子目录，每个子目

录中包含了 个空文件的操练场。试试用 来创建它！

我们用来创造这个奇迹的方法中包含一个熟悉的命令（ ），一个奇异的 扩展（大

括号）和一个新命令， 。通过结合 命令和 选项（导致 命令创建指定路径

的父目录），以 大括号展开，我们能够创建一百个目录。

这个 命令通常被用来设置或更新文件的访问，更改，和修改时间。然而，如果一个

文件名参数是一个不存在的文件，则会创建一个空文件。

在我们的操练场中，我们创建了一百个名为 的文件实例。让我们找到它们：

注意不同于 命令， 命令的输出结果是无序的。其顺序由存储设备的布局决定。为了

确定实际上我们拥有一百个此文件的实例，我们可以用这种方式来确认：

下一步，让我们看一下基于文件的修改时间来查找文件。当创建备份文件或者以年代顺序

来组 文件的时候，这会很有帮助。为此，首先我们将创建一个参考文件，我们将与其比较修

改时间：

这个创建了一个空文件，名为 ，并且把它的修改时间设置为当前时间。我们能

够验证它通过使用另一个方便的命令， ，是一款加大马力的 命令版本。这个 命令会

展示系统对某个文件 其属性所知道的所有信息：



如果我们再次 这个文件，然后用 命令检测它，我们会发现所有文件的时间已经

更新了。

下一步，让我们使用 命令来更新一些操练场中的文件：

这会更新操练场中所有名为 的文件。接下来我们会使用 命令来识别已更新的文

件，通过把所有文件与参考文件 做比较：

搜索结果包含所有一百个文件 的实例。因为我们在更新了文件 之后，

了操练场中名为 的所有文件，所以现在它们“新于” 文件，因此能被

用 测试条件识别出来。

后，让我们回到之前那个错误权限的例子中，把它应用于操练场里：



这个命令列出了操练场中所有一百个目录和二百六十个文件（还有 和操练场本

身，共 个），因为没有一个符合我们“正确权限”的定义。通过对运算符和行为知识的

了解，我们可以给这个命令添加行为，对实战场中的文件和目录应用新的权限。

在日常的基础上，我们可能发现运行两个命令会比较容易一些，一个操作目录，另一个操

作文件，而不是这一个长长的复合命令，但是很高兴知道，我们能这样执行命令。这里 重要

的一点是要理解怎样把操作符和行为结合起来使用，来执行有用的任务。

选项

后，我们有这些选项。这些选项被用来控制 命令的搜索范围。当构建 表达式的

时候，它们可能被其它的测试条件和行为包含：

选项 描述

指导 程序先处理目录中的文件，再处理目录自身。当

指定 行为时，会自动应用这个选项。

当执行测试条件和行为的时候，设置 程序陷入目录树

的 大级别数

在应用测试条件和行为之前，设置 程序陷入目录数的

小级别数。

指导 程序不要搜索挂载到其它文件系统上的目录。

指导 程序不要基于搜索类 的文件系统做出的假

设，来优化它的搜索。

表 命令选项



拓展阅读

• 程序 ， ， 和 都是 项目 软件包的一部分。这个

项目提供了大量的在线文档，这些文档相当出色，如果你在高安全性的环境中使用

这些程序，你应该读读这些文档。

http://www.gnu.org/software/findutils/


归档和备份

计算机系统管理员的一个主要任务就是保护系统的数据安全，其中一种方法是通过时时备

份系统文件，来保护数据。即使你不是一名系统管理员，像做做拷贝或者在各个位置和设备之

间移动大量的文件，通常也是很有帮助的。在这一章中，我们将会看看几个经常用来管理文件

集合的程序。它们就是文件压缩程序：

• –压缩或者展开文件

• –块排序文件压缩器

归档程序：

• –磁带打包工具

• –打包和压缩文件

还有文件同步程序：

• –同步远端文件和目录

压缩文件

纵观计算领域的发展历史，人们努力想把 多的数据存放到到 小的可用空间中，不管是

内存，存储设备还是网络带宽。今天我们把许多数据服务都看作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但是诸如

便携式音乐播放器，高清电视，或宽带网络之类的存在都应归功于高效的数据压缩技术。

数据压缩就是一个删除冗余数据的过程。让我们考虑一个假想的例子，比方说我们有一张

像素的纯黑的图片文件。根据数据存储方案（假定每个像素占 位，或者 个字节），

那么这张图像将会占用 个字节的存储空间：



一张单色图像包含的数据全是多余的。我们要是聪明的话，可以用这种方法来编码这些数

据，我们只要简单地描述这个事实，我们有 万个黑色的像素数据块。所以，我们不存储包含

万个 （通常在图像文件中，黑色由 来表示）的数据块，取而代之，我们把这些数据压缩

为数字 ，后跟一个 ，来表示我们的数据。这种数据压缩方案被称为游程编码，是一种

基本的压缩技术。

压缩算法（数学技巧被用来执行压缩任务）分为两大类，无损压缩和有损压缩。无损压缩

保留了原始文件的所有数据。这意味着，当还原一个压缩文件的时候，还原的文件与原文件一

模一样。而另一方面，有损压缩，执行压缩操作时会删除数据，允许更大的压缩。当一个有损

文件被还原的时候，它与原文件不相匹配 相 ，它是一个近似值。有损压缩的例子有

（图像）文件和 （音频）文件。在我们的讨论中，我们将看看完全无损压缩，因为计算机

中的大多数数据是不能容忍丢失任何数据的。

这个 程序被用来压缩一个或多个文件。当执行 命令时，则原始文件的压缩版会替

代原始文件。相对应的 程序被用来把压缩文件复原为没有被压缩的版本。这里有个例

子：

在这个例子里，我们创建了一个名为 的文本文件，其内容包含一个目录的列表清

单。接下来，我们运行 命令，它会把原始文件替换为一个叫做 的压缩文件。在

文件列表中，我们看到原始文件已经被压缩文件替代了，并将这个压缩文件大约是原始

文件的十五分之一。我们也能看到压缩文件与原始文件有着相同的权限和时间戳。



接下来，我们运行 程序来解压缩文件。随后，我们能见到压缩文件已经被原始文件

替代了，同样地保留了相同的权限和时间戳。

命令有许多选项。这里列出了一些：

选项 说明

把输出写入到标准输出，并且保留原始文件。也有可能用

和 选项来指定。

解压缩。正如 命令一样。也可以用 或

者 选项来指定

强制压缩，即使原始文件的压缩文件已经存在了，也要执

行。也可以用 选项来指定。

显示用法信息。也可用 选项来指定。

列出每个被压缩文件的压缩数据。也可用 选项。

若命令的一个或多个参数是目录，则递归地压缩目录中的文

件。也可用 选项来指定。

测试压缩文件的完整性。也可用 选项来指定。

显示压缩过程中的信息。也可用 选项来指定。

设置压缩指数。 是一个在 （ 快， 小压缩）到

（ 慢， 大压缩）之间的整数。数值 和 也可以各自

用 和 选项来表示。默认值是整数 。

表 选项

返回到我们之前的例子中：

这里，我们用压缩文件来替代文件 ，压缩文件名为 。下一步，我们测试了

压缩文件的完整性，使用了 和 选项。



这个命令创建了一个目录列表的压缩文件。

这个 程序，会解压缩 文件，假定那些文件名的扩展名是 ，所以没有必要指

定它，只要指定的名字与现有的未压缩文件不冲突就可以：

如果我们的目标只是为了浏览一下压缩文本文件的内容，我们可以这样做：

另外，对应于 还有一个程序，叫做 ，它等同于带有 选项的 命令。它可

以被用来如 命令作用于 压缩文件：

小贴士 还有一个 程序。它与上面的管道线有相同的功能。

这个 程序，由 开发，与 程序相似，但是使用了不同的压缩算法，

舍弃了压缩速度，而实现了更高的压缩级别。在大多数情况下，它的工作模式等同于 。由

压缩的文件，用扩展名 来表示：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 程序使用起来和 程序一样。我们之前讨论的 程序的

所有选项（除了 ）， 程序同样也支持。注意，然而，压缩级别选项（ ）对于

程序来说，有少许不同的含义。伴随着 程序，有 和 程序来解压缩

文件。 文件也带有 程序，其会试图恢复受损的 文件。

不要强迫性压缩

我偶然见到人们试图用高效的压缩算法，来压缩一个已经被压缩过的文件，通

过这样做：

$

不要这样。你可能只是在浪费时间和空间！如果你再次压缩已经压缩过的文件，

实际上你会得到一个更大的文件。这是因为所有的压缩技术都会涉 一些开销，文

件中会被添加描述此次压缩过程的信息。如果你试图压缩一个已经不包含多余信息

的文件，那么再次压缩不会节省空间，以抵消额外的花费。

归档文件

一个常见的，与文件压缩结合一块使用的文件管理任务是归档。归档就是收集许多文件，

并把它们捆绑成一个大文件的过程。归档经常作为系统备份的一部分来使用。当把旧数据从一

个系统移到某种类型的长期存储设备中时，也会用到归档程序。

在类 的软件世界中，这个 程序是用来归档文件的经典工具。它的名字，是

的简称，揭示了它的根源，它是一款制作磁带备份的工具。而它仍然被用来完成传统任

务，它也同样适用于其它的存储设备。我们经常看到扩展名为 或者 的文件，它们各自



表示“普通”的 包和被 程序压缩过的 包。一个 包可以由一组独立的文件，一

个或者多个目录，或者两者混合体组成。命令语法如下：

这里的 是指以下操作模式（这里只展示了一部分，查看 的手册来得到完整列表）

之一：

模式 说明

为文件和／或目录列表创建归档文件。

抽取归档文件。

追加具体的路径到归档文件的末尾。

列出归档文件的内容。

表 模式

命令使用了稍微有点奇怪的方式来表达它的选项，所以我们需要一些例子来展示它是怎

样工作的。首先，让我们重新创建之前我们用过的操练场

下一步，让我们创建整个操练场的 包：

这个命令创建了一个名为 的 包，其包含整个 目录层次结

果。我们可以看到模式 和选项 ，其被用来指定这个 包的名字，模式和选项可以写在一

起，而且不需要开头的短横线。注意，然而，必须首先指定模式，然后才是其它的选项。

要想列出归档文件的内容，我们可以这样做：



为了得到更详 的列表信息，我们可以添加选项 ：

现在，抽取 包 到一个新位置。我们先创建一个名为 的新目录，更改目

录，然后抽取 包中的文件：

如果我们检查 ∼ 目录中的内容，会看到这个归档文件已经被成功地安装

了，就是创建了一个精确的原始文件的副本。有一个警告，然而：除非你是超级用户，要不然

从归档文件中抽取的文件和目录的所有权由执行此复原操作的用户所拥有，而不属于原始所有

者。

命令另一个有趣的行为是它处理归档文件路径名的方式。默认情况下，路径名是相对

的，而不是绝对路径。当创建归档文件的时候， 命令会简单地删除路径名开头的斜杠。为

了说明问题，我们将会重新创建我们的归档文件，这次指定一个绝对路径：

记住，当按下回车键后，∼ 会展开成 ，所以我们将会得

到一个绝对路径名。接下来，和之前一样我们会抽取归档文件，观察发生什么事情：



这里我们看到当我们抽取第二个归档文件时，它重新创建了 目录，

相对于我们当前的工作目录，∼ ，而不是相对于 目录，作为带有绝对路径名的案例。

这看起来似乎是一种奇怪的工作方式，但事实上这种方式很有用，因为这样就允许我们抽取文

件到任意位置，而不是强制地把抽取的文件放置到原始目录下。加上 （ ）选项，重做

这个练习，将会展现更加详 的信息。

让我们考虑一个假设， 命令的实际应用。假定我们想要复制家目录 其内容到另一个系

统中，并且有一个大容量的 硬盘，可以把它作为传输工具。在现代 系统中，这个

硬盘会被“自动地”挂载到 目录下。我们也假定硬盘中有一个名为 的逻辑卷。

为了制作 包，我们可以这样做：

包制作完成之后，我们卸载硬盘，然后把它连接到第二个计算机上。再一次，此硬盘被

挂载到 目录下。为了抽取归档文件，我们这样做：

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因为归档文件中的所有路径名都是相对的，所以首先我们必须更改目

录到根目录下，这样抽取的文件路径就相对于根目录了。

当抽取一个归档文件时，有可能限制从归档文件中抽取什么内容。例如，如果我们想要抽

取单个文件，可以这样实现：



通过给命令添加末尾的路径名， 命令就只会恢复指定的文件。可以指定多个路径名。注

意路径名必须是完全的，精准的相对路径名，就如存储在归档文件中的一样。当指定路径名的

时候，通常不支持通配符；然而， 版本的 命令（在 发行版中 常出现）通过

选项来支持通配符。这个例子使用了之前 文件：

这个命令将只会抽取匹配特定路径名的文件，路径名中包含了通配符 。

命令经常结合 命令一起来制作归档文件。在这个例子里，我们将会使用 命令

来产生一个文件集合，然后这些文件被包含到归档文件中。

这里我们使用 命令来匹配 目录中所有名为 的文件，然后使用

行为，来唤醒带有追加模式（ ）的 命令，把匹配的文件添加到归档文件 里

面。

使用 和 命令，来创建逐渐增加的目录树或者整个系统的备份，是个不错的方法。

通过 命令匹配新于某个时间戳的文件，我们就能够创建一个归档文件，其只包含新于上一

个 包的文件，假定这个时间戳文件恰好在每个归档文件创建之后被更新了。

命令也可以利用标准输出和输入。这里是一个完整的例子

在这个例子里面，我们使用 程序产生了一个匹配文件列表，然后把它们管道到 命

令中。如果指定了文件名“ ”，则其被看作是标准输入或输出，正是所需（顺便说一下，使用



“ ”来表示标准输入／输出的惯例，也被大量的其它程序使用）。这个 选项（也可

以用 来指定）导致 命令从一个文件而不是命令行来读入它的路径名列表。 后，这个

由 命令产生的归档文件被管道到 命令中，然后创建了压缩归档文件 。

此 扩展名是命名由 压缩的 文件的常规扩展名。有时候也会使用 这个扩展

名。

虽然我们使用 程序来制作我们的压缩归档文件，但是现在的 版本的 命令，

和 压缩两者都直接支持，各自使用 和 选项。以我们之前的例子为基础，我们可

以这样简化它：

如果我们本要创建一个由 压缩的归档文件，我们可以这样做：

通过简单地修改压缩选项，把 改为 （并且把输出文件的扩展名改为 ，来指示一个

压缩文件），就使 命令压缩生效了。另一个 命令与标准输入和输出的有趣使

用，涉 到在系统之间经过网络传输文件。假定我们有两台机器，每台都运行着类 ，且

装备着 和 工具的操作系统。在这种情景下，我们可以把一个目录从远端系统（名为

）传输到我们的本地系统中：

’

这里我们能够从远端系统 中复制目录 到本地系统名为

目录中。我们怎样做的呢？首先，通过使用 命令在远端系统中启动 程序。你可记得

允许我们在远程联网的计算机上执行程序，并且在本地系统中看到执行结果——远端系统中产

生的输出结果被发送到本地系统中查看。我们可以利用。在本地系统中，我们执行 命令，



这个 程序既是压缩工具，也是一个打包工具。这程序使用的文件格式， 用户

比较熟悉，因为它读取和写入 文件。然而，在 中 是主要的压缩程序，而

则位居第二。

在 命令 基本的使用中，可以这样唤醒 命令：

例如，制作一个 的 版本的文件包，这样做：

除非我们包含 选项，要不然只有 目录（没有任何它的内容）被存储。虽然会

自动添加 扩展名，但为了清晰起见，我们还是包含文件扩展名。

在创建 版本的文件包时， 命令通常会显示一系列的信息：

这些信息显示了添加到文件包中每个文件的状态。 命令会使用两种存储方法之一，来添

加文件到文件包中：要不它会“ ”没有压缩的文件，正如这里所示，或者它会“ ”

文件，执行压缩操作。在存储方法之后显示的数值表明了压缩量。因为我们的 目

录只是包含空文件，没有对它的内容执行压缩操作。

使用 程序，来直接抽取一个 文件的内容。



对于 命令（与 命令相 ）要注意一点，就是如果指定了一个已经存在的文件包，其

被更新而不是被替代。这意味着会保留此文件包，但是会添加新文件，同时替换匹配的文件。

可以列出文件或者有选择地从一个 文件包中抽取文件，只要给 命令指定文件名：

使用 选项，导致 命令只是列出文件包中的内容而没有抽取文件。如果没有指定文

件， 程序将会列出文件包中的所有文件。添加这个 选项会增加列表的冗余信息。注意

当抽取的文件与已经存在的文件冲突时，会在替代此文件之前提醒用户。

像 命令一样， 命令能够利用标准输入和输出，虽然它的实施不大有用。通过 选

项，有可能把一系列的文件名管道到 命令。

这里我们使用 命令产生一系列与“ ”相匹配的文件列表，并且把此列表管道到

命令，然后创建包含所选文件的文件包 。

命令也支持把它的输出写入到标准输出，但是它的使用是有限的，因为很少的程序能利

用输出。不幸地是，这个 程序，不接受标准输入。这就阻止了 和 一块使用，

像 命令那样，来复制网络上的文件。

然而， 命令可以接受标准输入，所以它可以被用来压缩其它程序的输出：



在这个例子里，我们把 命令的输出管道到 命令。像 命令， 命令把末尾的横杠

解释为“使用标准输入作为输入文件。”

这个 程序允许它的输出发送到标准输出，当指定了 选项之后：

我们讨论了一些 可以完成的基本操作。它们两个都有许多选项，其增加了命令的

灵活性，虽然一些选项只针对于特定的平台。 和 命令的说明手册都相当不错，并且

包含了有用的实例。然而，这些程序的主要用途是为了和 系统交换文件，而不是在

系统中执行压缩和打包操作， 和 程序在 系统中更受欢迎。

同步文件和目录

维护系统备份的常见策略是保持一个或多个目录与另一个本地系统（通常是某种可移动的

存储设备）或者远端系统中的目录（或多个目录）同步。我们可能，例如有一个正在开发的网

站的本地备份，需要时不时的与远端网络服务器中的文件备份保持同步。在类 系统的世

界里，能完成此任务且备受人们喜爱的工具是 。这个程序能同步本地与远端的目录，通

过使用 远端更新协议，此协议允许 快速地检测两个目录的差异，执行 小量的复

制来达到目录间的同步。比起其它种类的复制程序，这就使 命令非常快速和高效。

被这样唤醒：

这里 和 是下列选项之一：

• 一个本地文件或目录

• 一个远端文件或目录，以 的形式存在

• 一个远端 服务器，由 指定



注意 和 两者之一必须是本地文件。 不支持远端到远端的复制

让我们试着对一些本地文件使用 命令。首先，清空我们的 目录：

下一步，我们将同步 目录和它在 目录中相对应的副本

我们包括了 选项（递归和保护文件属性）和 选项（冗余输出），来在 目录中制作

一个 目录的镜像。当这个命令执行的时候，我们将会看到一系列的文件和目录被

复制。在 后，我们将看到一条像这样的总结信息：

说明复制的数量。如果我们再次运行这个命令，我们将会看到不同的结果：

注意到没有文件列表。这是因为 程序检测到在目录∼ 和 ∼

之间不存在差异，因此它不需要复制任何数据。如果我们在 目录中修改一

个文件，然后再次运行 命令：



我们看到 命令检测到更改，并且只是复制了更新的文件。作为一个实际的例子，让

我们考虑一个假想的外部硬盘，之前我们在 命令中用到过的。如果我们再次把此硬盘连接

到我们的系统中，它被挂载到 目录下，我们可以执行一个有用的系统备份了，

首先在外部硬盘上创建一个目录，名为 ，然后使用 程序从我们的系统中复制

重要的数据到此外部硬盘上：

在这个例子里，我们把 ，/home，和 目录从我们的系统中复制到假想的存储

设备中。我们包含了 这个选项，来删除可能在备份设备中已经存在但却不再存在于源

设备中的文件，（这与我们第一次创建备份无关，但是会在随后的复制操作中有用途）。挂载

外部驱动器，运行 命令，不断重复这个过程，是一个不错的（虽然不理想）方式来保存

少量的系统备份文件。当然，别名会对这个操作更有帮助些。我们将会创建一个别名，并把它

添加到 文件中，来提供这个特性：

现在我们所做的事情就是连接外部驱动器，然后运行 命令来完成工作。

在网络间使用 命令

程序的真正好处之一，是它可以被用来在网络间复制文件。毕竟， 中的“ ”象

征着“ ”。远程复制可以通过两种方法完成。第一个方法要求另一个系统已经安装了

程序，还安装了远程 程序，比如 。比方说我们本地网络中的一个系统有大量可

用的硬盘空间，我们想要用远程系统来代替一个外部驱动器，来执行文件备份操作。假定远程

系统中有一个名为 的目录，其用来存放我们传送的文件，我们这样做：



我们对命令做了两处修改，来方便网络间文件复制。首先，我们添加了 选项，其

指示 使用 程序作为它的远程 。以这种方式，我们就能够使用一个 加密通

道，把数据安全地传送到远程主机中。其次，通过在目标路径名前加上远端主机的名字（在这

种情况下，远端主机名为 ），来指定远端主机。

可以被用来在网络间同步文件的第二种方式是通过使用 服务器。 可以被

配置为一个守护进程，监听即将到来的同步请求。这样做经常是为了允许一个远程系统的镜

像。例如， 软件中心为它的 发行版，维护着一个巨大的正在开发中的软件包

的仓库。对于软件测试人员，在发行周期的测试阶段，镜像这些软件集合是非常有帮助的。

因为仓库中的这些文件会频繁地（通常每天不止一次）改动，定期同步本地镜像，这是可取

的，而不是大量地拷贝软件仓库。这些软件库之一被维护在 ；我们可以使用本地

程序和它们的 服务器来镜像它。

在这个例子里，我们使用了远端 服务器的 ，其由协议（ ，远端主机名

（ ），和软件仓库的路径名组成。

拓展阅读

• 在这里讨论的所有命令的手册文档都相当清楚明白，并且包含了有用的例子。另外，

版本的 命令有一个不错的在线文档。可以在下面链接处找到：

http://www.gnu.org/software/tar/manual/index.html


正则表达式

接下来的几章中，我们将会看一下一些用来操作文本的工具。正如我们所见到的，在类

的操作系统中，比如 中，文本数据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在我们能完全理解

这些工具提供的所有功能之前，我们不得不先看看，经常与这些工具的高级使用相关联的一门

技术——正则表达式。

我们已经浏览了许多由命令行提供的功能和工具，我们遇到了一些真正神秘的 功能和

命令，比如 展开和引用，键盘快捷键，和命令历史，更不用说 编辑器了。正则表达式

延续了这种“传统”，而且有可能（备受争议地）是其中 神秘的功能。这并不是说花费时间

来学习它们是不值得的，而是恰恰相 。虽然它们的全部价值可能不能立即显现，但是较强理

解这些功能使我们能够表演令人惊奇的技艺。什么是正则表达式？

简而言之，正则表达式是一种符号表示法，被用来识别文本模式。在某种程度上，它们与

匹配文件和路径名的 通配符比较相似，但其规模更庞大。许多命令行工具和大多数的编

程语言都支持正则表达式，以此来帮助解决文本操作问题。然而，并不是所有的正则表达式都

是一样的，这就进一步混淆了事情；不同工具以 不同语言之间的正则表达式都略有差异。我

们将会限定 标准中描述的正则表达式（其包括了大多数的命令行工具），供我们讨论，

与许多编程语言（ 著名的 语言）相 ，它们使用了更多和更丰富的符号集。

我们将使用的主要程序是我们的老朋 ， 程序，它会用到正则表达式。实际上，“ ”

这个名字来自于短语“ ”，所以我们能看出 程序和正则表达

式有关联。本质上， 程序会在文本文件中查找一个指定的正则表达式，并把匹配行输出到

标准输出。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使用 程序查找了固定的字符串，就像这样



这个命令会列出，位于目录 中，文件名中包含子字符串“ ”的所有文件。

这个 程序以这样的方式来接受选项和参数：

这里的 是指一个正则表达式。

这是一个常用的 选项列表：

选项 描述

忽略大小写。不会区分大小写字符。也可用 来

指定。

不匹配。通常， 程序会打印包含匹配项的文本行。这

个选项导致 程序只会不包含匹配项的文本行。也可用

来指定。

打印匹配的数量（或者是不匹配的数目，若指定了 选

项），而不是文本行本身。也可用 选项来指定。

打印包含匹配项的文件名，而不是文本行本身，也可用

选项来指定。

相似于 选项，但是只是打印不包含匹配项的文件名。也

可用 来指定。

在每个匹配行之前打印出其位于文件中的相应行号。也可用

选项来指定。

应用于多文件搜索，不输出文件名。也可用

选项来指定。

表 选项

为了更好的探究 程序，让我们创建一些文本文件来搜寻：



我们能够对我们的文件列表执行简单的搜索，像这样：

在这个例子里， 程序在所有列出的文件中搜索字符串 ，然后找到两个匹配项，其

都在文件 中。如果我们只是对包含匹配项的文件列表，而不是对匹配项本身感

兴趣的话，我们可以指定 选项：

相 地，如果我们只想查看不包含匹配项的文件列表，我们可以这样操作：

元字符和文本

它可能看起来不明显，但是我们的 程序一直使用了正则表达式，虽然是非常简单的例

子。这个正则表达式“ ”意味着，匹配项所在行至少包含 个字符，并且按照字符“ ”

“ ” “ ” 和“ ”的顺序出现在匹配行的某处，字符之间没有其它的字符。字符串“ ”

中的所有字符都是原义字符，因为它们匹配本身。除了原义字符之外，正则表达式也可能包含

元字符，其被用来指定更复杂的匹配项。正则表达式元字符由以下字符组成：



然后其它所有字符都被认为是原义字符，虽然在个别情况下， 斜杠会被用来创建元序列，

也允许元字符被转义为原义字符，而不是被解释为元字符。

注意：正如我们所见到的，当 执行展开的时候，许多正则表达式元字符，也是对

有特殊含义的字符。当我们在命令行中传递包含元字符的正则表达式的时候，把元字符用引号

引起来至关重要，这样可以阻止 试图展开它们。

任何字符

我们将要查看的第一个元字符是圆点字符，其被用来匹配任意字符。如果我们在正则表达

式中包含它，它将会匹配在此位置的任意一个字符。这里有个例子：

我们在文件中查找包含正则表达式“ ”的文本行。对于搜索结果，有几点需要注意一

下。注意没有找到这个 程序。这是因为在我们的正则表达式中包含的圆点字符把所要求的

匹配项的长度增加到四个字符，并且字符串“ ”只包含三个字符，所以这个 程序不匹



配。另外，如果我们的文件列表中有一些文件的扩展名是 ，则它们也会成为匹配项，因为

文件扩展名中的圆点符号也会被看作是“任意字符”。

锚点

在正则表达式中，插入符号和美元符号被看作是锚点。这意味着正则表达式只有在文本行

的开头或末尾被找到时，才算发生一次匹配。

这里我们分别在文件列表中搜索行首，行尾以 行首和行尾同时包含字符串“ ”（例如，

独占一行）的匹配行。注意正则表达式‘ˆ$’（行首和行尾之间没有字符）会匹配空行。

字谜助手

到目前为止，甚至凭借我们有限的正则表达式知识，我们已经能做些有意义的

事情了。

我妻子喜欢玩字谜游戏，有时候她会因为一个特殊的问题，而向我求助。类似

这样的问题，“一个有五个字母的单词，它的第三个字母是‘ ’， 后一个字母是

‘ ’，是哪个单词？”这类问题会让我动脑筋想想。



你知道你的 系统中带有一本英文字典吗？千真万确。看一下

目录，你就能找到一本，或几本。存储在此目录下的字典文件，其内容仅仅是

一个长长的单词列表，每行一个单词，按照字母顺序排列。在我的系统中，这个文

件仅包含 个单词。为了找到可能的上述字谜的答案，我们可以这样做：

使用这个正则表达式，我们能在我们的字典文件中查找到包含五个字母，且第

三个字母是“ ”， 后一个字母是“ ”的所有单词。

中括号表达式和字符类

除了能够在正则表达式中的给定位置匹配任意字符之外，通过使用中括号表达式，我们也

能够从一个指定的字符集合中匹配一个单个的字符。通过中括号表达式，我们能够指定一个字

符集合（包含在不加中括号的情况下会被解释为元字符的字符）来被匹配。在这个例子里，使

用了一个两个字符的集合：

我们匹配包含字符串“ ”或者“ ”的任意行。

一个字符集合可能包含任意多个字符，并且元字符被放置到中括号里面后会失去了它们的

特殊含义。然而，在两种情况下，会在中括号表达式中使用元字符，并且有着不同的含义。第

一个元字符是插入字符，其被用来表示否定；第二个是连字符字符，其被用来表示一个字符区

域。



否定

如果在正则表示式中的第一个字符是一个插入字符，则剩余的字符被看作是不会在给定的

字符位置出现的字符集合。通过修改之前的例子，我们试验一下：

通过激活否定操作，我们得到一个文件列表，它们的文件名都包含字符串“ ”，并且

“ ”的前一个字符是除了“ ”和“ ”之外的任意字符。注意文件 没有被发现。一个否

定的字符集仍然在给定位置要求一个字符，但是这个字符必须不是否定字符集的成员。

这个插入字符如果是中括号表达式中的第一个字符的时候，才会唤醒否定功能；否则，它

会失去它的特殊含义，变成字符集中的一个普通字符。

传统的字符区域

如果我们想要构建一个正则表达式，它可以在我们的列表中找到每个以大写字母开头的文

件，我们可以这样做：

这只是一个在正则表达式中输入 个大写字母的问题。但是输入所有字母非常令人烦恼，

所以有另外一种方式：



通过使用一个三字符区域，我们能够缩写 个字母。任意字符的区域都能按照这种方式表

达，包括多个区域，比如下面这个表达式就匹配了所有以字母和数字开头的文件名：

在字符区域中，我们看到这个连字符被特殊对待，所以我们怎样在一个正则表达式中包含

一个连字符呢？方法就是使连字符成为表达式中的第一个字符。考虑一下这两个例子：

这会匹配包含一个大写字母的文件名。然而：

上面的表达式会匹配包含一个连字符，或一个大写字母“ ”，或一个大写字母“ ”的文

件名。

字符集

这个传统的字符区域在处理快速地指定字符集合的问题方面，是一个易于理解的和有效的

方式。不幸地是，它们不总是工作。到目前为止，虽然我们在使用 程序的时候没有遇到



任何问题，但是我们可能在使用其它程序的时候会遭遇困难。

回到第 章，我们看看通配符怎样被用来完成路径名展开操作。在那次讨论中，我们说过

在某种程度上，那个字符区域被使用的方式几乎与在正则表达式中的用法一样，但是有一个问

题：

（依赖于不同的 发行版，我们将得到不同的文件列表，有可能是一个空列表。这个

例子来自于 ）这个命令产生了期望的结果——只有以大写字母开头的文件名，但是：

通过这个命令我们得到整个不同的结果（只显示了一部分结果列表）。为什么会是那样？说

来话长，但是这个版本比较简短：

追溯到 刚刚开发的时候，它只知道 字符，并且这个特性 映了事实。在

中，前 个字符（数字 － ）都是控制码（如 ， ，和回车）。随后的 个

字符（ － ）包含可打印的字符，包括大多数的标点符号和数字 到 。再随后的 个字

符（ － ）包含大写字符和一些更多的标点符号。 后的 个字符（ － ）包含小写

字母和更多的标点符号。基于这种安排方式，系统使用这种排序规则的 ：



这个不同于正常的字典顺序，其像这样：

随着 系统的知名度在美国之外的国家传播开来，就需要支持不在 英语范围内的

字符。于是就扩展了这个 字符表，使用了整个 位，添加了字符（数字 － ），

这样就容纳了更多的语言。

为了支持这种能力， 标准介绍了一种叫做 的概念，其可以被调整，来为某个

特殊的区域，选择所需的字符集。通过使用下面这个命令，我们能够查看到我们系统的语言设

置：

通过这个设置， 相容的应用程序将会使用字典排列顺序而不是 顺序。这就解

释了上述命令的行为。当 字符区域按照字典顺序解释的时候，包含除了小写字母“ ”之

外的所有字母，因此得到这样的结果。

为了部分地解决这个问题， 标准包含了大量的字符集，其提供了有用的字符区域。

下表中描述了它们：

字符集 说明

字母数字字符。在 中，等价于：

与 相同 但增加了下划线字符。

字母字符。在 中，等价于：

包含空格和 字符。

的控制码。包含了 到 ，和 的 字符。

数字 到

可视字符。在 中，它包含 到 的字符。

小写字母。

标点符号字符。在 中，等价于：

可打印的字符。在 中的所有字符，再加上空格字

符。



空白字符，包括空格， ，回车，换行， 和

在 中，等价于： \ \ \ \ \

大写字母。

用来表示十六进制数字的字符。在 中，等价于：

表 字符集

甚至通过字符集，仍然没有便捷的方法来表达部分区域，比如 。

通过使用字符集，我们重做上述的例题，看到一个改进的结果：

记住，然而，这不是一个正则表达式的例子，而是 正在执行路径名展开操作。我们在

这里展示这个例子，是因为 规范的字符集适用于二者。

恢复到传统的排列顺序

通过改变环境变量 的值，你可以选择让你的系统使用传统的（ ）

排列规则。如上所示，这个 变量包含了语种和字符集。这个值 初由你安

装 系统时所选择的安装语言决定。

使用 命令，来查看 的设置。



把这个 变量设置为 ，来更改 ，使其使用传统的 行

为。

∼ $

注意这个改动使系统为它的字符集使用 英语（更准确地说， ），所以

要确认一下这是否是你真正想要的效果。通过把这条语句添加到你的 文件

中，你可以使这个更改永久有效。



基本的 扩展的正则表达式

就在我们认为这已经非常令人困惑了，我们却发现 把正则表达式的实现分成了

两类：基本正则表达式（ ）和扩展的正则表达式（ ）。既服从 规范 实现了

的任意应用程序，都支持我们目前研究的所有正则表达式特性。我们的 程序就是其

中一个。

和 之间有什么区别呢？这是关于元字符的问题。 可以辨别以下元字符：

其它的所有字符被认为是文本字符。 添加了以下元字符（以 与其相关的功能）

然而（这也是有趣的地方），在 中，字符“ ”，“ ”，“{”，和“}”用 斜杠转义后，

被看作是元字符 相 在 中，在任意元字符之前加上 斜杠会导致其被看作是一个文本字

符。在随后的讨论中将会涵盖很多奇异的特性。

因为我们将要讨论的下一个特性是 的一部分，我们将要使用一个不同的 程序。

照惯例，一直由 程序来执行这项操作，但是 版本的 程序也支持扩展的正则表

达式，当使用了 选项之后。

在 世纪 年代， 成为一款非常流行的商业操作系统，但是到了

年， 世界一片混乱。许多计算机制造商从 的创建者 那里得到了

许可的 源码，并且供应各种版本的操作系统。然而，在他们努力创造产品差

异化的同时，每个制造商都增加了专用的更改和扩展。这就开始限制了软件的兼容

性。

专有软件供应商一如既往，每个供应商都试图玩嬴游戏“锁定”他们的客户。

这个 历史上的黑暗时代，就是今天众所周知的“ ”。



然后进入 （电气与电子工程师协会）时代。在上世纪 年代中叶，

开始制定一套标准，其将会定义 系统（以 类 的系统）如何执行。这些

标准，正式成为 ，定义了应用程序编程接口（ ）， 和一些实用

程序，其将会在标准的类 操作系统中找到。“ ”这个名字，象征着可移

植的操作系统接口（为了额外的，添加末尾的“ ”），是由 建议

的（是的，的确是 ），后来被 采纳。

我们将要讨论的扩展表达式的第一个特性叫做 （交替），其是一款允许从一系列

表达式之间选择匹配项的实用程序。就像中括号表达式允许从一系列指定的字符之间匹配单个

字符那样， 允许从一系列字符串或者是其它的正则表达式中选择匹配项。为了说明

问题，我们将会结合 程序来使用 命令。首先，让我们试一个普通的字符串匹配：

一个相当直截了当的例子，我们把 的输出管道给 ，然后看到输出结果。当出现一

个匹配项时，我们看到它会打印出来；当没有匹配项时，我们看到没有输出结果。

现在我们将添加 ，以竖杠线元字符为标记：

这里我们看到正则表达式 | ，这意味着“匹配字符串 或者是字符串 ”。

注意因为这是一个扩展的特性，我们给 命令（虽然我们能以 程序来代替）添加了



选项，并且我们把这个正则表达式用单引号引起来，为的是阻止 把竖杠线元字符解释

为一个 操作符。 并不局限于两种选择：

为了把 和其它正则表达式元素结合起来，我们可以使用 来分离 。

这个表达式将会在我们的列表中匹配以“ ”，或“ ”，或“ ”开头的文件名。如果我

们删除了圆括号，这个表达式的意思：

会变成匹配任意以“ ”开头，或包含“ ”，或包含“ ”的文件名。

限定符

扩展的正则表达式支持几种方法，来指定一个元素被匹配的次数。

匹配零个或一个元素

这个限定符意味着，实际上，“使前面的元素可有可无。”比方说我们想要查看一个电话号

码的真实性，如果它匹配下面两种格式的任意一种，我们就认为这个电话号码是真实的：

这里的“ ”是一个数字。我们可以构建一个像这样的正则表达式：



在这个表达式中，我们在圆括号之后加上一个问号，来表示它们将被匹配零次或一次。再

一次，因为通常圆括号都是元字符（在 中），所以我们在圆括号之前加上了 斜杠，使它

们成为文本字符。

让我们试一下：

这里我们看到这个表达式匹配这个电话号码的两种形式，但是不匹配包含非数字字符的号

码。

匹配零个或多个元素

像 元字符一样，这个 被用来表示一个可选的字符；然而， 与 不同，匹配的字符可

以出现任意多次，不仅是一次。比方说我们想要知道是否一个字符串是一句话；也就是说，字

符串开始于一个大写字母，然后包含任意多个大写和小写的字母和空格， 后以句号收尾。为

了匹配这个（非常粗略的）语句的定义，我们能够使用一个像这样的正则表达式：

这个表达式由三个元素组成：一个包含 字符集的中括号表达式，一个包含

和 两个字符集以 一个空格的中括号表达式，和一个被 斜杠字符转义过的

圆点。第二个元素末尾带有一个 元字符，所以在开头的大写字母之后，可能会跟随着任意数

目的大写和小写字母和空格，并且匹配：



这个表达式匹配前两个测试语句，但不匹配第三个，因为第三个句子缺少开头的大写字母

和末尾的句号。

匹配一个或多个元素

这个 元字符的作用与 非常相似，除了它要求前面的元素至少出现一次匹配。这个正则

表达式只匹配那些由一个或多个字母字符组构成的文本行，字母字符之间由单个空格分开：

我们看到这个正则表达式不匹配“ ”这一行，因为它包含了一个非字母的字符；它也

不匹配“ ”，因为在字符“ ”和“ ”之间不止一个空格。

{ } 匹配特定个数的元素

这个 { 和 } 元字符都被用来表达要求匹配的 小和 大数目。它们可以通过四种方法来指

定：

限定符 意思

匹配前面的元素，如果它确切地出现了 次。

匹配前面的元素，如果它至少出现了 次，但是不多于

次。



匹配前面的元素，如果它出现了 次或多于 次。

匹配前面的元素，如果它出现的次数不多于 次。

表 指定匹配的数目

回到之前处理电话号码的例子，我们能够使用这种指定重复次数的方法来简化我们 初的

正则表达式：

简化为：

让我们试一下：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修订的表达式能成功地验证带有和不带有圆括号的数字，而拒绝那些

格式不正确的数字。

让正则表达式工作起来

让我们看看一些我们已经知道的命令，然后看一下它们怎样使用正则表达式。

通过 命令来验证一个电话簿

在我们先前的例子中，我们查看过单个电话号码，并且检查了它们的格式。一个更现实的

情形是检查一个数字列表，所以我们先创建一个列表。我们将背诵一个神奇的咒语到命令行



中。它会很神奇，因为我们还没有涵盖所涉 的大部分命令，但是不要担心。我们将在后面的

章节里面讨论那些命令。这里是这个咒语：

这个命令会创建一个包含 个电话号码的名为 的文件。每次重复这个命令的

时候，另外 个号码会被添加到这个列表中。我们也能够更改命令开头附近的数值 ，来生

成或多或少的电话号码。如果我们查看这个文件的内容，然而我们会发现一个问题：

一些号码是残缺不全的，但是它们很适合我们的需求，因为我们将使用 命令来验证它

们。

一个有用的验证方法是扫描这个文件，查找无效的号码，并把搜索结果显示到屏幕上：

这里我们使用 选项来产生相 的匹配，因此我们将只输出不匹配指定表达式的文本行。

这个表达式自身的两端都包含定位点（锚）元字符，是为了确保这个号码的两端没有多余的字

符。这个表达式也要求圆括号出现在一个有效的号码中，不同于我们先前电话号码的实例。



用 查找丑陋的文件名

这个 命令支持一个基于正则表达式的测试。当在使用正则表达式方面比较 和

命令的时候，还有一个重要问题要牢记在心。当某一行包含的字符串匹配上了一个表达式的时

候， 命令会打印出这一行，然而 命令要求路径名精确地匹配这个正则表达式。在下

面的例子里面，我们将使用带有一个正则表达式的 命令，来查找每个路径名，其包含的任

意字符都不是以下字符集中的一员。

这样一种扫描会发现包含空格和其它潜在不规范字符的路径名：

由于要精确地匹配整个路径名，所以我们在表达式的两端使用了 ，来匹配零个或多个字

符。在表达式中间，我们使用了否定的中括号表达式，其包含了我们一系列可接受的路径名字

符。

用 查找文件

这个 程序支持基本的（ 选项）和扩展的（ 选项）正则表达式。通过

命令，我们能够执行许多与先前操作 文件时相同的操作：



通过使用 ，我们搜索包含 ， ，或 字符串的路径名。

在 和 中查找文本

和 两者享有相同的文本查找方法。按下 按键，然后输入正则表达式，来执行搜索

任务。如果我们使用 程序来浏览我们的 文件：

然后查找我们有效的表达式：

将会高亮匹配到的字符串，这样就很容易看到无效的电话号码：



另一方面， 支持基本的正则表达式，所以我们用于搜索的表达式看起来像这样：

我们看到表达式几乎一样；然而，在扩展表达式中，许多被认为是元字符的字符在基本的

表达式中被看作是文本字符。只有用 斜杠把它们转义之后，它们才被看作是元字符。

依赖于系统中 的特殊配置，匹配项将会被高亮。如若不是，试试这个命令模式：

来激活搜索高亮功能。

注意：依赖于你的发行版， 有可能支持或不支持文本搜索高亮功能。尤其是 自

带了一款非常简化的 版本。在这样的系统中，你可能要使用你的软件包管理器来安装一个

功能更完备的 版本。



总结归纳

在这章中，我们已经看到几个使用正则表达式例子。如果我们使用正则表达式来搜索那些

使用正则表达式的应用程序，我们可以找到更多的使用实例。通过查找手册页，我们就能找到：

这个 程序是 的前端，允许 来读取压缩文件。在我们的例子中，我们在手

册文件所在的目录中，搜索压缩文件中的内容。这个命令的结果是一个包含字符串“ ”或

者“ ”的文件列表。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正则表达式会出现在大量程序中。

基本正则表达式中有一个特性，我们没有涵盖。叫做 引用，这个特性在下一章中会被讨

论到。

拓展阅读

有许多在线学习正则表达式的资源，包括各种各样的教材和速记表。

另外，关于下面的背景话题， 有不错的文章。

•

•

http://en.wikipedia.org/wiki/Posix
http://en.wikipedia.org/wiki/Ascii


文本处理

所有类 的操作系统都非常依赖于被用于几种数据类型存储的文本文件。所以这很有道

理，有许多用于处理文本的工具。在这一章中，我们将看一些被用来“切割”文本的程序。在

下一章中，我们将查看更多的文本处理程序，但主要集中于文本格式化输出程序和其它一些人

们需要的工具。

这一章会重新拜访一些老朋 ，并且会给我们介绍一些新朋 ：

• –连接文件并且打印到标准输出

• –给文本行排序

• –报告或者省略重复行

• –从每行中删除文本区域

• –合并文件文本行

• –基于某个共享字段来联合两个文件的文本行

• –逐行比较两个有序的文件

• –逐行比较文件

• –给原始文件打补丁

• –翻译或删除字符

• –用于筛选和转换文本的流编辑器

• –交互式拼写检查器

文本应用程序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知道了一对文本编辑器（ 和 ），看过一堆配置文件，并且目

睹了许多命令的输出都是文本格式。但是文本还被用来做什么？它可以做很多事情。



文档

许多人使用纯文本格式来编写文档。虽然很容易看到一个小的文本文件对于保存简单的笔

记会很有帮助，但是也有可能用文本格式来编写大的文档。一个流行的方法是先用文本格式来

编写一个大的文档，然后使用一种标记语言来描述已完成文档的格式。许多科学论文就是用这

种方法编写的，因为基于 的文本处理系统位于支持技术学科作家所需要的高级排版布局

的一流系统之列。

网页

世界上 流行的电子文档类型可能就是网页了。网页是文本文档，它们使用 （超文

本标记语言）或者是 （可扩展的标记语言）作为标记语言来描述文档的可视格式。

电子邮件

从本质上来说， 是一个基于文本的媒介。为了传输，甚至非文本的附件也被转换成文

本表示形式。我们能看到这些，通过下载一个 信息，然后用 来浏览它。我们将会看

到这条信息开始于一个标题，其描述了信息的来源以 在传输过程中它接受到的处理，然后是

信息的正文内容。

打印输出

在类 的系统中，输出会以纯文本格式发送到打印机，或者如果页面包含图形，其会被

转换成一种文本格式的页面描述语言，以 著称，然后再被发送给一款能产生图形点

阵的程序， 后被打印出来。

程序源码

在类 系统中会发现许多命令行程序被用来支持系统管理和软件开发，并且文本处理程

序也不例外。许多文本处理程序被设计用来解决软件开发问题。文本处理对于软件开发者来言

至关重要是因为所有的软件都起始于文本格式。源代码，程序员实际编写的一部分程序，总是

文本格式。

回顾一些老朋

回到第 章（重定向），我们已经知道一些命令除了接受命令行参数之外，还能够接受标准

输入。那时候我们只是简单地介绍了它们，但是现在我们将仔 地看一下它们是怎样被用来执

行文本处理的。



这个 程序具有许多有趣的选项。其中许多选项用来帮助更好的可视化文本内容。一个

例子是 选项，其用来在文本中显示非打印字符。有些时候我们想知道是否控制字符嵌入到

了我们的可见文本中。 常用的控制字符是 字符（而不是空格）和回车字符，在

风格的文本文件中回车符经常作为结束符出现。另一种常见情况是文件中包含末尾带有空格的

文本行。

让我们创建一个测试文件，用 程序作为一个简单的文字处理器。为此，我们将键入

命令（随后指定了用于重定向输出的文件），然后输入我们的文本， 后按下 键来结束

这一行，然后按下组合键 ，来指示 程序，我们已经到达文件末尾了。在这个例子中，

我们文本行的开头和末尾分别键入了一个 字符以 一些空格。

下一步，我们将使用带有 选项的 命令来显示这个文本：

在输出结果中我们看到，这个 字符在我们的文本中由ˆ 字符来表示。这是一种常见的

表示方法，意思是“ ”，结果证明，它和 字符是一样的。我们也看到一个 $ 字符

出现在文本行真正的结尾处，表明我们的文本包含末尾的空格。

文本 文本

可能你想用 程序在文本中查看非打印字符的一个原因是发现隐藏的回车符。

那么隐藏的回车符来自于哪里呢？它们来自于 和 ！ 和 在

文本文件中定义每行结束的方式不相同。 通过一个换行符（ ）来结

束一行，然而 和它的衍生品使用回车（ ）和换行字符序列来

止每个文本行。



有几种方法能够把文件从 格式转变为 格式。在许多 系统中，

有两个程序叫做 和 ，它们能在两种格式之间转变文本文件。然

而，如果你的系统中没有安装 程序，也不要担心。文件从 格式转变

为 格式的过程非常简单；它只简单地涉 到删除违规的回车符。通过随后本

章中讨论的一些程序，这个工作很容易完成。

程序也包含用来修改文本的选项。 著名的两个选项是 ，其给文本行添加行号和 ，

禁止输出多个空白行。我们这样来说明：

在这个例子里，我们创建了一个测试文件 的新版本，其包含两行文本，由两个空白

行分开。经由带有 选项的 程序处理之后，多余的空白行被删除，并且对保留的文本行

进行编号。然而这并不是多个进程在操作这个文本，只有一个进程。

这个 程序对标准输入的内容，或命令行中指定的一个或多个文件进行排序，然后把排

序结果发送到标准输出。使用与 命令相同的技巧，我们能够演示如何用 程序来处理标

准输入：



输入命令之后，我们键入字母“ ”，“ ”，和“ ”，然后再按下 组合键来表示文件

的结尾。随后我们查看生成的文件，看到文本行有序地显示。

因为 程序能接受命令行中的多个文件作为参数，所以有可能把多个文件合并成一个有

序的文件。例如，如果我们有三个文本文件，想要把它们合并为一个有序的文件，我们可以这

样做：

程序有几个有趣的选项。这里只是一部分列表：

选项 长选项 描述

默认情况下，对整行进行排序，从每行的第一

个字符开始。这个选项导致 程序忽略每行

开头的空格，从第一个非空白字符开始排序。

让排序不区分大小写。

基于字符串的长度来排序。使用此选项允许根

据数字值执行排序，而不是字母值。

按相 顺序排序。结果按照降序排列，而不是

升序。

对从 到 之间的字符排序，而不是

整个文本行。看下面的讨论。

把每个参数看作是一个预先排好序的文件。把

多个文件合并成一个排好序的文件，而没有执

行额外的排序。

把排好序的输出结果发送到文件，而不是标准

输出。

定义域分隔字符。默认情况下，域由空格或制

表符分隔。

表 常见的 程序选项



虽然以上大多数选项的含义是不言自喻的，但是有些也不是。首先，让我们看一下 选

项，被用做数值排序。通过这个选项，有可能基于数值进行排序。我们通过对 命令的输出

结果排序来说明这个选项， 命令可以确定 大的磁盘空间用户。通常，这个 命令列出的

输出结果按照路径名来排序：

在这个例子里面，我们把结果管道到 命令，把输出结果限制为前 行。我们能够产

生一个按数值排序的列表，来显示 个 大的空间消费者：

通过使用此 选项，我们产生了一个 向的数值排序， 大数值排列在第一位。这种排

序起作用是因为数值出现在每行的开头。但是如果我们想要基于文件行中的某个数值排序，

会怎样呢？例如，命令 的输出结果：



此刻，忽略 程序能按照文件大小对输出结果进行排序，我们也能够使用 程序来完成

此任务：

程序的许多用法都涉 到处理表格数据，例如上面 命令的输出结果。如果我们把数

据库这个术语应用到上面的表格中，我们会说每行是一条记录，并且每条记录由多个字段组

成，例如文件属性，链接数，文件名，文件大小等等。 程序能够处理独立的字段。在数据

库术语中，我们能够指定一个或者多个关键字段，来作为排序的关键值。在上面的例子中，我

们指定 和 选项来执行相 的数值排序，并且指定 ，让 程序使用第五字段作为排

序的关键值。

这个 选项非常有趣，而且还有很多特点，但是首先我们需要讲讲 程序怎样来定义字

段。让我们考虑一个非常简单的文本文件，只有一行包含作者名字的文本。

默认情况下， 程序把此行看作有两个字段。第一个字段包含字符：

和第二个字段包含字符：

意味着空白字符（空格和制表符）被当作是字段间的界定符，当执行排序时，界定符会被

包含在字段当中。再看一下 命令的输出，我们看到每行包含八个字段，并且第五个字段是文

件大小：



让我们考虑用下面的文件，其包含从 年到 年三款流行的 发行版的发行历

史，来做一系列实验。文件中的每一行都有三个字段：发行版的名称，版本号，和

格式的发行日期：

使用一个文本编辑器（可能是 ），我们将输入这些数据，并把产生的文件命名为

。

下一步，我们将试着对这个文件进行排序，并观察输出结果：

恩，大部分正确。问题出现在 的版本号上。因为在字符集中“ ”出现在“ ”之前，

版本号“ ”在 顶端，然而版本号“ ”却掉到底端。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必须依赖多个键值来排序。我们想要对第一个字段执行字母排序，

然后对第三个字段执行数值排序。 程序允许多个 选项的实例，所以可以指定多个排序

关键值。事实上，一个关键值可能包括一个字段区域。如果没有指定区域（如同之前的例子），

程序会使用一个键值，其始于指定的字段，一直扩展到行尾。下面是多键值排序的语法：



虽然为了清晰，我们使用了选项的长格式，但是 格式是等价的。在第一个

选项的实例中，我们指定了一个字段区域。因为我们只想对第一个字段排序，我们指定了 ，

意味着“始于并且结束于第一个字段。”在第二个实例中，我们指定了 ，意味着第二个字段

是排序的键值，并且按照数值排序。一个选项字母可能被包含在一个键值说明符的末尾，其用

来指定排序的种类。这些选项字母和 程序的全局选项一样： （忽略开头的空格）， （数

值排序）， （逆向排序），等等。

我们列表中第三个字段包含的日期格式不利于排序。在计算机中，日期通常设置为

格式，这样使按时间顺序排序变得容易，但是我们的日期为美国格式

。那么我们怎样能按照时间顺序来排列这个列表呢？

幸运地是， 程序提供了一种方式。这个 选项允许在字段中指定偏移量，所以我们

能在字段中定义键值。

通过指定 ，我们指示 程序使用一个排序键值，其始于第三个字段中的第七个字

符，对应于年的开头。同样地，我们指定 和 来分离日期中的月和日。我们也添加

了 和 选项来实现一个逆向的数值排序。这个 选项用来删除日期字段中开头的空格（行与

行之间的空格数迥异，因此会影响 程序的输出结果）。

一些文件不会使用 和空格做为字段界定符；例如，这个 文件：



这个文件的字段之间通过冒号分隔开，所以我们怎样使用一个 字段来排序这个文件？

程序提供了一个 选项来定义分隔符。按照第七个字段（帐户的默认 ）来排序此

文件，我们可以这样做：

通过指定冒号字符做为字段分隔符，我们能按照第七个字段来排序。

与 程序相比，这个 程序是个轻量级程序。 执行一个看似琐碎的认为。当给

定一个排好序的文件（包括标准输出）， 会删除任意重复行，并且把结果发送到标准输

出。它常常和 程序一块使用，来清理重复的输出。

程序是一个传统的 工具，经常与 程序一块使用，但是这个 版本的

程序支持一个 选项，其可以从排好序的输出结果中删除重复行。



让我们创建一个文本文件，来实验一下：

记住输入 来 止标准输入。现在，如果我们对文本文件执行 命令：

输出结果与原始文件没有差异；重复行没有被删除。实际上， 程序能完成任务，其输

入必须是排好序的数据，

这是因为 只会删除相邻的重复行。 程序有几个选项。这里是一些常用选项：

选项 说明

输出所有的重复行，并且每行开头显示重复的次数。

只输出重复行，而不是特有的文本行。



忽略每行开头的 个字段，字段之间由空格分隔，正如

程序中的空格分隔符；然而，不同于 程序， 没有

选项来设置备用的字段分隔符。

在比较文本行的时候忽略大小写。

跳过（忽略）每行开头的 个字符。

只是输出独有的文本行。这是默认的。

表 常用的 选项

这里我们看到 被用来报告文本文件中重复行的次数，使用这个 选项：

切片和切块

下面我们将要讨论的三个程序用来从文件中获得文本列，并且以有用的方式重组它们。

这个 程序被用来从文本行中抽取文本，并把其输出到标准输出。它能够接受多个文件

参数或者标准输入。

从文本行中指定要抽取的文本有些麻烦，使用以下选项：

选项 说明

从文本行中抽取由 定义的文本。这个列表可能由

一个或多个逗号分隔开的数值区间组成。

从文本行中抽取一个或多个由 定义的字段。这个

列表可能包括一个或多个字段，或由逗号分隔开的字段区

间。

当指定 选项之后，使用 做为字段分隔符。默

认情况下，字段之间必须由单个 字符分隔开。



抽取整个文本行，除了那些由 和／或 选项指定的文

本。

表 程序选择项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 程序抽取文本的方式相当不灵活。 命令 好用来从其它程

序产生的文件中抽取文本，而不是从人们直接输入的文本中抽取。我们将会看一下我们的

文件，看看是否它足够“整齐”成为 实例的一个好样本。如果我们使用带有

选项的 命令，我们能查看是否这个文件符号由 字符分离字段的要求。

看起来不错。字段之间仅仅是单个 字符，没有嵌入空格。因为这个文件使用了 而

不是空格，我们将使用 选项来抽取一个字段：



因为我们的 文件是由 分隔开的， 好用 来抽取字段而不是字符。这是因为

一个由 分离的文件，每行不太可能包含相同的字符数，这就使计算每行中字符的位置变得

困难或者是不可能。在以上事例中，然而，我们已经抽取了一个字段，幸运地是其包含地日期

长度相同，所以通过从每行中抽取年份，我们能展示怎样来抽取字符：

通过对我们的列表再次运行 命令，我们能够抽取从位置 到 的字符，其对应于日期

字段的年份。这个 表示法是一个区间的例子。 命令手册包含了一个如何指定区间的完

整描述。



展开

的文件格式很适合使用 程序来抽取字段。但是如果我们想要

程序按照字符，而不是字段来操作一个文件，那 怎样呢？这要求我们用相应数目

的空格来代替 字符。幸运地是， 的 软件包有一个工具来解决这

个问题。这个程序名为 ，它既可以接受一个或多个文件参数，也可以接受

标准输入，并且把修改过的文本送到标准输出。

如果我们通过 来处理 文件，我们能够使用 命令来从

文件中抽取任意区间内的字符。例如，我们能够使用以下命令来从列表中抽取发行

年份，通过展开此文件，再使用 命令，来抽取从位置 开始到行尾的每一个

字符：

∼ $ |

软件包也提供了 程序，用 来代替空格。

当操作字段的时候，有可能指定不同的字段分隔符，而不是 字符。这里我们将会从

文件中抽取第一个字段：

使用 选项，我们能够指定冒号做为字段分隔符。

这个 命令的功能正好与 相 。它会添加一个或多个文本列到文件中，而不是从

文件中抽取文本列。它通过读取多个文件，然后把每个文件中的字段整合成单个文本流，输入



到标准输出。类似于 命令， 接受多个文件参数和／或标准输入。为了说明 是

怎样工作的，我们将会对 文件动手术，来产生发行版的年代表。

从我们之前使用 的工作中，首先我们将产生一个按照日期排序的发行版列表，并把结

果存储在一个叫做 的文件中：

下一步，我们将会使用 命令从文件中抽取前两个字段（发行版名字和版本号），并把结

果存储到一个名为 的文件中：

后的准备步骤是抽取发行日期，并把它们存储到一个名为 文件中：



现在我们拥有了我们所需要的文本了。为了完成这个过程，使用 命令来把日期列放

到发行版名字和版本号的前面，这样就创建了一个年代列表。通过使用 命令，然后按照

期望的顺序来安排它的参数，就能很容易完成这个任务。

在某些方面， 命令类似于 ，它会往文件中添加列，但是它使用了独特的方法来完

成。一个 操作通常与关系型数据库有关联，在关系型数据库中来自多个享有共同关键域的

表格的数据结合起来，得到一个期望的结果。这个 程序执行相同的操作。它把来自于多个

基于共享关键域的文件的数据结合起来。

为了知道在关系数据库中是怎样使用 操作的，让我们想象一个很小的数据库，这个数

据库由两个表格组成，每个表格包含一条记录。第一个表格，叫做 ，有三个数

据域：一个客户号（ ），客户的名字（ ）和客户的姓（ ）：



第二个表格叫做 ，其包含四个数据域：订单号（ ），客户号

（ ），数量（ ），和订购的货品（ ）。

注意两个表格共享数据域 。这很重要，因为它使表格之间建立了联系。

执行一个 操作将允许我们把两个表格中的数据域结合起来，得到一个有用的结果，例

如准备一张发货单。通过使用两个表格 数字域中匹配的数值，一个 操作会产

生以下结果：

为了说明 程序，我们需要创建一对包含共享键值的文件。为此，我们将使用我们的

文件。从这个文件中，我们将构建额外两个文件，一个包含发行日期（其会成为共

享键值）和发行版名称：



第二个文件包含发行日期和版本号：

现在我们有两个具有共享键值（“发行日期”数据域）的文件。有必要指出，为了使

命令能正常工作，所有文件必须按照关键数据域排序。

也要注意，默认情况下， 命令使用空白字符做为输入字段的界定符，一个空格作为输

出字段的界定符。这种行为可以通过指定的选项来修改。详 信息，参考 命令手册。



比较文本

通常比较文本文件的版本很有帮助。对于系统管理员和软件开发者来说，这个尤为重要。

一名系统管理员可能，例如，需要拿现有的配置文件与先前的版本做比较，来诊断一个系统错

误。同样的，一名程序员经常需要查看程序的修改。

这个 程序会比较两个文本文件，并且会显示每个文件特有的文本行和共有的文把

行。为了说明问题，通过使用 命令，我们将会创建两个内容几乎相同的文本文件：

下一步，我们将使用 命令来比较这两个文件：

正如我们所见到的， 命令产生了三列输出。第一列包含第一个文件独有的文本行；第

二列，文本行是第二列独有的；第三列包含两个文件共有的文本行。 支持 形式的选

项，这里 代表 ， 或 。这些选项使用的时候，指定了要隐藏的列。例如，如果我们只想

输出两个文件共享的文本行，我们将隐藏第一列和第二列的输出结果：



类似于 程序， 程序被用来监测文件之间的差异。然而， 是一款更加复杂的工

具，它支持许多输出格式，并且一次能处理许多文本文件。软件开发员经常使用 程序来检

查不同程序源码版本之间的更改， 能够递归地检查源码目录，经常称之为源码树。 程

序的一个常见用例是创建 文件或者补丁，它会被其它程序使用，例如 程序（我们一

会儿讨论），来把文件从一个版本转换为另一个版本。

如果我们使用 程序，来查看我们之前的文件实例：

我们看到 程序的默认输出风格：对两个文件之间差异的简短描述。在默认格式中，每

组的更改之前都是一个更改命令，其形式为 ，用来描述要求更改的位置

和类型，从而把第一个文件转变为第二个文件：

改变 说明

把第二个文件中位置 处的文件行添加到第一个文件中的

处。

用第二个文件中位置 处的文本行更改（替代）位置 处

的文本行。

删除第一个文件中位置 处的文本行，这些文本行将会出

现在第二个文件中位置 处。

表 更改命令



在这种格式中，一个范围就是由逗号分隔开的开头行和结束行的列表。虽然这种格式是默

认情况（主要是为了服从 标准且向后与传统的 命令兼容），但是它并不像其

它可选格式一样被广泛地使用。 流行的两种格式是上下文模式和统一模式。

当使用上下文模式（带上 选项），我们将看到这些：

这个输出结果以两个文件名和它们的时间戳开头。第一个文件用星号做标记，第二个文件

用短横线做标记。纵观列表的其它部分，这些标记将象征它们各自代表的文件。下一步，我们

看到几组修改，包括默认的周围上下文行数。在第一组中，我们看到：

其表示第一个文件中从第一行到第四行的文本行。随后我们看到：

这表示第二个文件中从第一行到第四行的文本行。在更改组内，文本行以四个指示符之一

开头：

指示符 意思



上下文显示行。它并不表示两个文件之间的差异。

删除行。这一行将会出现在第一个文件中，而不是第二个文

件内。

添加行。这一行将会出现在第二个文件内，而不是第一个文

件中。

更改行。将会显示某个文本行的两个版本，每个版本会出现

在更改组的各自部分。

表 上下文模式更改指示符

这个统一模式相似于上下文模式，但是更加简洁。通过 选项来指定它：

上下文模式和统一模式之间 显著的差异就是重复上下文的消除，这就使得统一模式的输

出结果要比上下文模式的输出结果简短。在我们上述实例中，我们看到类似于上下文模式中的

文件时间戳，其紧紧跟随字符串 。这行字符串表示了在更改组中描述的第一

个文件中的文本行和第二个文件中的文本行。这行字符串之后就是文本行本身，与三行默认的

上下文。每行以可能的三个字符中的一个开头：

字符 意思

空格 两个文件都包含这一行。

在第一个文件中删除这一行。

添加这一行到第一个文件中。

表 统一模式更改指示符



这个 程序被用来把更改应用到文本文件中。它接受从 程序的输出，并且通常被

用来把较老的文件版本转变为较新的文件版本。让我们考虑一个著名的例子。 内核是由

一个大型的，组 松 的贡献者团队开发而成，这些贡献者会提交固定的少量更改到源码包

中。这个 内核由几百万行代码组成，虽然每个贡献者每次所做的修改相当少。对于一个

贡献者来说，每做一个修改就给每个开发者发送整个的内核源码树，这是没有任何意义的。相

，提交一个 文件。一个 文件包含先前的内核版本与带有贡献者修改的新版本之间

的差异。然后一个接受者使用 程序，把这些更改应用到他自己的源码树中。使用

组合提供了两个重大优点：

一个 文件非常小，与整个源码树的大小相比较而言。

一个 文件简洁地显示了所做的修改，从而允许程序补丁的审阅者能快速地评估它。

当然， 能工作于任何文本文件，不仅仅是源码文件。它同样适用于配置文件或任

意其它文本。

准备一个 文件供 程序使用， 文档（查看下面的拓展阅读部分）建议这样使

用 命令：

和 部分不是单个文件就是包含文件的目录。这个 选项支持递归目录树。

一旦创建了 文件，我们就能应用它，把旧文件修补成新文件。

我们将使用测试文件来说明：



在这个例子中，我们创建了一个名为 的 文件，然后使用 程序，来

应用这个补丁。注意我们没有必要指定一个要修补的目标文件，因为 文件（在统一模式

中）已经在标题行中包含了文件名。一旦应用了补丁，我们能看到，现在 与

文件相匹配了。

程序有大量的选项，而且还有额外的实用程序可以被用来分析和编辑补丁。

运行时编辑

我们对于文本编辑器的经验是它们主要是交互式的，意思是我们手动移动光标，然后输入

我们的修改。然而，也有非交互式的方法来编辑文本。有可能，例如，通过单个命令把一系列

修改应用到多个文件中。

这个 程序被用来更改字符。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一种基于字符的查找和替换操作。换字

是一种把字符从一个字母转换为另一个字母的过程。例如，把小写字母转换成大写字母就是换

字。我们可以通过 命令来执行这样的转换，如下所示：

正如我们所见， 命令操作标准输入，并把结果输出到标准输出。 命令接受两个参数：

要被转换的字符集以 相对应的转换后的字符集。字符集可以用三种方式来表示：

一个枚举列表。例如，

一个字符域。例如， 。注意这种方法有时候面临与其它命令相同的问题，归因于语

系的排序规则，因此应该谨慎使用。

字符类。例如，



大多数情况下，两个字符集应该长度相同；然而，有可能第一个集合大于第二个，尤其如

果我们想要把多个字符转换为单个字符：

除了换字之外， 命令能允许字符从输入流中简单地被删除。在之前的章节中，我们讨论

了转换 文本文件为 风格文本的问题。为了执行这个转换，每行末尾的回车符需

要被删除。这个可以通过 命令来执行，如下所示：

这里的 是需要被转换的文件， 是转换后的结果。这种形式的命令使用转义

序列 \ 来代表回车符。查看 命令所支持地完整的转义序列和字符类别列表，试试下面的命

令：

不那么秘密的编码环

命令的一个有趣的用法是执行 文本编码。 是一款微不足道的

基于一种简易的替换暗码的加密类型。把 称为“加密”是大方的；“文本模

糊处理”更准确些。有时候它被用来隐藏文本中潜在的攻击内容。这个方法就是简

单地把每个字符在字母表中向前移动 位。因为移动的位数是可能的 个字符的

一半，所以对文本再次执行这个算法，就恢复到了它 初的形式。通过 命令来执

行这种编码：



再次执行相同的过程，得到翻译结果：

大量的 程序和 新闻读者都支持 编码。 上面

有一篇关于这个主题的好文章：

也可以完成另一个技巧。使用 选项， 命令能“挤压”（删除）重复的字符实例：

这里我们有一个包含重复字符的字符串。通过给 命令指定字符集“ ”，我们能够消除

字符集中字母的重复实例，然而会留下不属于字符集的字符（“ ”）无更改。注意重复的字符

必须是相邻的。如果它们不相邻：

那么挤压会没有效果。

名字 是 （流编辑器）的简称。它对文本流进行编辑，要不是一系列指定

的文件，要不就是标准输入。 是一款强大的，并且有些复杂的程序（有整本内容都是关于

程序的书籍），所以在这里我们不会详尽的讨论它。

总之， 的工作方式是要不给出单个编辑命令（在命令行中）要不就是包含多个命令的脚

本文件名，然后它就按行来执行这些命令。这里有一个非常简单的 实例：

http://en.wikipedia.org/wiki/ROT13


在这个例子中，我们使用 命令产生了一个单词的文本流，然后把它管道给 命令。

，依次，对流文本执行指令 随后输出“ ”。我们也能够把这个命令认为

是相似于 中的“替换”（查找和替代）命令。

中的命令开始于单个字符。在上面的例子中，这个替换命令由字母 来代表，其后跟着

查找和替代字符串，斜杠字符做为分隔符。分隔符的选择是随意的。按照惯例，经常使用斜杠

字符，但是 将会接受紧随命令之后的任意字符做为分隔符。我们可以按照这种方式来执行

相同的命令：

通过紧跟命令之后使用下划线字符，则它变成界定符。 可以设置界定符的能力，使命令

的可读性更强，正如我们将看到的

中的大多数命令之前都会带有一个地址，其指定了输入流中要被编辑的文本行。如果省

略了地址，然后会对输入流的每一行执行编辑命令。 简单的地址形式是一个行号。我们能够

添加一个地址到我们例子中：

给我们的命令添加地址 ，就导致只对仅有一行文本的输入流的第一行执行替换操作。如果

我们指定另一个数字：

我们看到没有执行这个编辑命令，因为我们的输入流没有第二行。地址可以用许多方式来

表达。这里是 常用的：



地址 说明

行号， 是一个正整数。

$ 后一行。

所有匹配一个 基本正则表达式的文本行。注意正则

表达式通过斜杠字符界定。选择性地，这个正则表达式可能

由一个备用字符界定，通过\ 来指定表达式，这里

就是一个备用的字符。

从 到 范围内的文本行，包含地址 在内。

地址可能是上述任意单独的地址形式。

˜ 匹配由数字 代表的文本行，然后随后的每个在 间

隔处的文本行。例如 ˜ 是指每个位于偶数行号的文本行，

˜ 则指第五行和之后每五行位置的文本行。

匹配地址 和随后的 个文本行。

匹配所有的文本行，除了 之外， 可能是上述任意

的地址形式。

表 地址表示法

通过使用这一章中早前的 文件，我们将演示不同种类的地址表示法。首先，一

系列行号：

在这个例子中，我们打印出一系列的文本行，开始于第一行，直到第五行。为此，我们使

用 命令，其就是简单地把匹配的文本行打印出来。然而为了高效，我们必须包含选项 （不

自动打印选项），让 不要默认地打印每一行。

下一步，我们将试用一下正则表达式：



通过包含由斜杠界定的正则表达式 \ \ 我们能够孤立出包含它的文本行，和 程

序的功能是相同的。

后，我们将试着否定上面的操作，通过给这个地址添加一个感叹号：

这里我们看到期望的结果：输出了文件中所有的文本行，除了那些匹配这个正则表达式的

文本行。

目前为止，我们已经知道了两个 的编辑命令， 和 。这里是一个更加全面的基本编辑

命令列表：

命令 说明

输出当前的行号。

在当前行之后追加文本。

删除当前行。

在当前行之前插入文本。



打印当前行。默认情况下， 程序打印每一行，并且只是

编辑文件中匹配指定地址的文本行。通过指定 选项，这

个默认的行为能够被忽略。

退出 ，不再处理更多的文本行。如果不指定 选项，

输出当前行。

退出 ，不再处理更多的文本行。

只要找到一个 匹配项，就替换为 的内

容。 可能包括特殊字符 ，其等价于由

匹配的文本。另外， 可能包含序列 \ 到 \ ，

其是 中相对应的子表达式的内容。更多信息，查看

下面 部分的讨论。在 末尾的斜

杠之后，可以指定一个可选的标志，来修改 命令的行为。

执行字符转写操作，通过把 中的字符转变为相对应的

中的字符。注意不同于 程序， 要求两个字符集

合具有相同的长度。

表 基本编辑命令

到目前为止，这个 命令是 常使用的编辑命令。我们将仅仅演示一些它的功能，通过编

辑我们的 文件。我们以前讨论过 文件中的日期字段不是“ 好地计算

机”模式。文件中的日期格式是 ，但如果格式是 会更好一些

（利于排序）。手动修改日期格式不仅浪费时间而且易出错，但是有了 ，只需一步就能完成

修改：



哇！这个命令看起来很丑陋。但是它起作用了。仅用一步，我们就更改了文件中的日期格

式。它也是一个关于为什么有时候会开玩笑地把正则表达式称为是“只写”媒介的完美的例

子。我们能写正则表达式，但是有时候我们不能读它们。在我们恐惧地忍不住要逃离此命令之

前，让我们看一下怎样来构建它。首先，我们知道此命令有这样一个基本的结构：

我们下一步是要弄明白一个正则表达式将要孤立出日期。因为日期是 格

式，并且出现在文本行的末尾，我们可以使用这样的表达式：

此表达式匹配两位数字，一个斜杠，两位数字，一个斜杠，四位数字，以 行尾。如此关

心 ，那么 怎样呢？为了解决此问题，我们必须介绍一个正则表达式的新

功能，它出现在一些使用 的应用程序中。这个功能叫做 逆参照，像这样工作：如果序列

\ 出现在 中，这里 是指从 到 的数字，则这个序列指的是在前面正则表达

式中相对应的子表达式。为了创建这个子表达式，我们简单地把它们用圆括号括起来，像这样：

现在我们有了三个子表达式。第一个表达式包含月份，第二个包含某月中的某天，以 第

三个包含年份。现在我们就可以构建 ，如下所示：



此表达式给出了年份，一个斜杠，月份，一个斜杠，和某天。

我们还有两个问题。第一个是在我们表达式中额外的斜杠将会迷惑 ，当 试图解释这

个 命令的时候。第二个是因为 ，默认情况下，只接受基本的正则表达式，在表达式中的

几个字符会被当作文字字面值，而不是元字符。我们能够解决这两个问题，通过 斜杠的自由

应用来转义令人不快的字符：

你掌握了吧

命令的另一个功能是使用可选标志，其跟随替代字符串。一个 重要的可选标志是 标

志，其指示 对某个文本行全范围地执行查找和替代操作，不仅仅是对第一个实例，这是默

认行为。这里有个例子：

我们看到虽然执行了替换操作，但是只针对第一个字母“ ”实例，然而剩余的实例没有更

改。通过添加 标志，我们能够更改所有的实例：

目前为止，通过命令行我们只让 执行单个命令。使用 选项，也有可能在一个脚本文

件中构建更加复杂的命令。为了演示，我们将使用 和 文件来生成一个报告。我



们的报告以开头标题，修改过的日期，以 大写的发行版名称为特征。为此，我们需要编写一

个脚本，所以我们将打开文本编辑器，然后输入以下文字：

我们将把 脚本保存为 文件，然后像这样运行它：

正如我们所见，我们的脚本文件产生了期望的结果，但是它是如何做到的呢？让我们再看

一下我们的脚本文件。我们将使用 来给每行文本编号：



我们脚本文件的第一行是一条注释。如同 系统中的许多配置文件和编程语言一样，

注释以 字符开始，然后是人类可读的文本。注释可以被放到脚本中的任意地方（虽然不在

命令本身之中），且对任何可能需要理解和／或维护脚本的人们都很有帮助。

第二行是一个空行。正如注释一样，添加空白行是为了提高程序的可读性。

许多 命令支持行地址。这些行地址被用来指定对输入文本的哪一行执行操作。行地址

可能被表示为单独的行号，行号范围，以 特殊的行号“$”，它表示输入文本的 后一行。

从第三行到第六行所包含地文本要被插入到地址 处，也就是输入文本的第一行中。这个

命令之后是 斜杠回车符，来产生一个转义的回车符，或者就是所谓的连行符。这个序列能

够被用在许多环境下，包括 脚本，从而允许把回车符嵌入到文本流中，而没有通知解释

器（在这是指 解释器）已经到达了文本行的末尾。这个 命令，同样地，命令 （追加文

本，而不是插入文本）和 （取代文本）命令都允许多个文本行，只要每个文本行，除了 后

一行，以一个连行符结束。实际上，脚本的第六行是插入文本的末尾，它以一个普通的回车符

结尾，而不是一个连行符，通知解释器 命令结束了。

注意：一个连行符由一个斜杠字符其后紧跟一个回车符组成。它们之间不允许有空白字符。

第七行是我们的查找和替代命令。因为命令之前没有添加地址，所以输入流中的每一行文

本都得服从它的操作。

第八行执行小写字母到大写字母的字符替换操作。注意不同于 命令，这个 中的 命

令不支持字符区域（例如， ），也不支持 字符集。再说一次，因为 命令之前不带

地址，所以它会操作输入流的每一行。

喜欢 的人们也会喜欢。。。



是一款非常强大的程序，它能够针对文本流完成相当复杂的编辑任务。它

常用于简单的行任务，而不是长长的脚本。许多用户喜欢使用其它工具，来执行较

大的工作。在这些工具中 著名的是 和 。它们不仅仅是工具，像这里介绍

的程序，且延伸到完整的编程语言领域。特别是 ，经常被用来代替 脚本，

来完成许多系统管理任务，同时它也是一款非常流行网络开发语言。 更专用

一些。其具体优点是其操作表格数据的能力。 程序通常逐行处理文本文件，这

点类似于 ， 使用了一种方案，其与 中地址之后跟随编辑命令的概念相

似。虽然关于 和 的内容都超出了本书所讨论的范围，但是对于 命

令行用户来说，它们都是非常好的技能。

我们要查看的 后一个工具是 ，一款交互式的拼写检查器。这个 程序是早先

程序的继承者，大多数情况下，它可以被用做一个替代品。虽然 程序大多被其它

需要拼写检查能力的程序使用，但它也可以作为一个独立的命令行工具使用。它能够智能地检

查各种类型的文本文件，包括 文件， 程序，电子邮件和其它种类的专业文本。

拼写检查一个包含简单的文本文件，可以这样使用

这里的 是要检查的文件名。作为一个实际例子，让我们创建一个简单的文本文件，

叫做 ，包含一些故意的拼写错误：

下一步我们将使用 来检查文件：

因为 在检查模式下是交互的，我们将看到像这样的一个屏幕：



在显示屏的顶部，我们看到我们的文本中有一个拼写可疑且高亮显示的单词。在中间部分，

我们看到十个拼写建议，序号从 到 ，然后是一系列其它可能的操作。 后，在 底部，我

们看到一个提示符，准备接受我们的选择。

如果我们按下 按键， 会用单词“ ”代替错误单词，然后移动到下一个拼写

错的单词，就是“ ”。如果我们选择替代物“ ”， 会替换“ ”并且 止。一旦

结束操作，我们可以检查我们的文件，会看到拼写错误的单词已经更正了。

除非由命令行选项 告诉 ，否则通过追加扩展名 到文件名中

会创建一个包含原始文本的备份文件。

为了炫耀 的编辑本领，我们将还原拼写错误，从而能够重用我们的文件：

这个 选项 ，告诉 在适当位置编辑文件，意思是不要把编辑结果发送到标准输出

中。 会把更改应用到文件中，以此重新编写文件。我们也看到可以把多个 编辑命令放

在同一行，编辑命令之间由分号分隔开来。

下一步，我们将看一下 怎样来解决不同种类的文本文件。使用一个文本编辑器，例

如 （胆大的人可能想用 ），我们将添加一些 标志到文件中：



现在，如果我们试图拼写检查我们修改的文件，我们会遇到一个问题。如果我们这样做：

我们会得到这些：

会认为 标志的内容是拼写错误。通过包含 （ ）检查模式选项，这个

问题能够解决，像这样：



这会导致这样的结果：

这个 标志被忽略了，并且只会检查文件中非标志部分的内容。在这种模式下，

标志的内容被忽略了，不会进行拼写检查。然而， 标志的内容，会被检查。

注意：默认情况下， 会忽略文本中 和电子邮件地址。通过命令行选项，可以重

写此行为。也有可能指定哪些标志进行检查 跳过。详 内容查看 命令手册。

总结归纳

在这一章中，我们已经查看了一些操作文本的命令行工具。在下一章中，我们会再看几个

命令行工具。诚然，看起来不能立即显现出怎样或为什么你可能使用这些工具为日常的基本工

具，虽然我们已经展示了一些半实际的命令用法的例子。我们将在随后的章节中发现这些工具



组成了解决实际问题的基本工具箱。这将是确定无疑的，当我们学习 脚本的时候，到时

候这些工具将真正体现出它们的价值。

拓展阅读

项目网站包含了本章中所讨论工具的许多在线指南。

• 来自 软件包：

• 来自 软件包：

• 工具

• 工具

• 尤其对于 工具，还有很多其它的在线资源：

• 试试用 搜索“ ” “ ”关键字

情提示

有一些更有趣的文本操作命令值得。在它们之间有： （把文件分割成碎片）， （基

于上下文把文件分割成碎片），和 （并排合并文件差异）。

http://www.gnu.org/software/coreutils/manual/coreutils.html#Output-of-entire-files
http://www.gnu.org/software/coreutils/manual/coreutils.html#Operating-on-sorted-files
http://www.gnu.org/software/coreutils/manual/coreutils.html#Operating-on-fields-within-a-line
http://www.gnu.org/software/coreutils/manual/coreutils.html#Operating-on-fields-within-a-line
http://www.gnu.org/software/coreutils/manual/coreutils.html#Operating-on-characters
http://www.gnu.org/software/diffutils/manual/html_mono/diff.html
http://www.gnu.org/software/sed/manual/sed.html
http://aspell.net/man-html/index.html
http://www.grymoire.com/Unix/Sed.html
http://sed.sourceforge.net/sed1line.txt


格式化输出

在这章中，我们继续着手于文本相关的工具，关注那些用来格式化输出的程序，而不是改

变文本自身。这些工具通常让文本准备就绪打印，这是我们在下一章会提到的。我们在这章中

会提到的工具有：

• –添加行号

• –限制文件列宽

• –一个简单的文本格式转换器

• –让文本为打印做好准备

• –格式化数据并打印出来

• –一个文件格式系统

简单的格式化工具

我们将先着眼于一些简单的格式工具。他们都是功能单一的程序，并且做法有一点单纯，

但是他们能被用于小任务并且作为脚本和管道的一部分。

添加行号

程序是一个相当神秘的工具，用作一个简单的任务。它添加文件的行数。在它 简单的

用途中，它相当于

像 ， 既能接受多个文件作为命令行参数，也能标准输出。然而， 有一个相当数量

的选项并支持一个简单的标记方式去允许更多复杂的方式的计算。



在计算文件行数的时候支持一个叫“逻辑页面”的概念。这允许 在计算的时候去重设

（再一次开始）可数的序列。用到那些选项的时候，可以设置一个特殊的开始值，并且在某个可

限定的程度上还能设置它的格式。一个逻辑页面被进一步分为 和 这样的元

素。在每一个部分中，数行数可以被重设，并且 或被设置成另外一个格式。如果 同时处理

多个文件，它会把他们当成一个单一的文本流。文本流中的部分被一些相当古怪的标记的存在

加进了文本：

每一个上述的标记元素肯定在自己的行中独自出现。在处理完一个标记元素之后， 把它

从文本流中删除。

这里有一些常用的 选项：

选项 含义

把 按被要求方式数行，可以是以下方式： 数所有

行

数非空行。这是默认设置。

无

只数那些匹配了正则表达式的行

将 按被要求设置数。默认是无

将 按被要求设置数。默认是

将页面增加量设置为数字。默认是一。

设置数数的格式，格式可以是： 左偏，没有前导零。

右偏，没有前导零。

右偏，有前导零。

不要在没一个逻辑页面的开始重设页面数。

在没一个行的末尾加字符作分割符号。默认是单个的 。

将每一个逻辑页面的第一行设置成数字。默认是一。

将行数的宽度设置，默认是六。

表格 常用 选项

坦诚的说，我们大概不会那么频繁地去数行数，但是我们能用 去查看我们怎么将多个

工具结合在一个去完成更复杂的任务。我们将在之前章节的基础上做一个 发行版的报

告。因为我们将使用 ，包含它的 标记将会十分有用。我们将把它加到



上一章的 脚本来做这个。使用我们的文本编辑器，我们将脚本改成一下并且把它保存成

这个脚本现在加入了 的逻辑页面标记并且在报告的 后加了一个 。记得我们在我

们的标记中必须两次使用 斜杠，因为他们通常被 解释成一个转义字符。

下一步，我们将结合 来生成我们改进的报告：



我们的报告是一串命令的结果，首先，我们给名单按发行版本和版本号（表格 和 处）

进行排序，然后我们用 生产结果，增加了 （包括了为 增加的逻辑页面标记）和

。 后，我们按默认用 生成了结果，只数了属于逻辑页面的 部分的文本流的行

数。

我们能够重复命令并且实验不同的 选项。一些有趣的方式：

和

限制文件行宽

折叠是将文本的行限制到特定的宽的过程。像我们的其他命令， 接受一个或多个文件

标准输入。如果我们将一个简单的文本流 ，我们可以看到它工具的方式：



这里我们看到了 的行为。这个用 命令发送的文本用 选项分解成块。在这个例

子中，我们设定了行宽为 个字符。如果没有字符设置，默认是 。注意到文本行不会因为

单词边界而不会被分解。增加的 选项将让 分解到 后可用的空白字符，即会考虑单词

边界。

一个简单的文本格式器

程序同样折叠文本，外加很多功能。它接受文本或标准输入并且在文本流上呈现照片转

换。基础来说，他填补并且将文本粘帖在一起并且保留了空白符和缩进。

为了解释，我们将需要一些文本。让我们抄一些 主页上的东西吧：

我们将把这段文本复制进我们的文本编辑器并且保存文件名为 。现在，让我们

重新格式这个文本并且让它成为一个 个字符宽的项目。我们能用 选项对文件进行处理：

好，这真是一个奇怪的结果。大概我们应该认真的阅读这段文本，因为它恰好解释了发生

了什么：

默认来说，空白行，单词间距，还有缩进都会在输出中保留；持续输入不同的缩进的流不

会被结合； 被用来扩展输入并且引入输出。



所以， 保留了第一行的缩进。幸运的是， 提供一个修正这个的选项：

好多了。通过加了 选项，我们现在有了我们想要的结果。

有一些有趣的选项：

选项特别有趣。通过它，我们可以格式文件选中的部分，通过在开头使用一样的符号。

很多编程语言使用锚标记（ ）去提醒注释的开始，而且它可以通过这个选项来被格式。让我

们创建一个有用到注释的程序。

我们的示例文件包含了用“ ”开始的注释（一个 后跟着一个空白符）和代码。现在，

使用 ，我们能格式注释并且不让代码被触 。



打印

前几章我们学习了如何操控文本，下面要做的是将文本呈于纸上。在这章中，我们将会着

手用于打印文件和控制打印选项的命令行工具。通常不同发行版的打印配置各有不同且都会在

其安装时自动完成，因此这里我们不讨论打印的配置过程。本章的练习需要一台正确配置的打

印机来完成。

我们将讨论一下命令：

• ——转换需要打印的文本文件

• ——打印文件

• ——打印文件（ ）

• ——为 打印机格式化文件

• ——显示打印机状态信息

• ——显示打印机队列状态

• ——取消打印任务

• ——取消打印任务（ ）

打印简史

为了较好的理解类 操作系统中的打印功能，我们必须先了解一些历史。类 系统

中的打印可追溯到操作系统本身的起源，那时候打印机和它的用法与今天截然不同。

早期的打印

和计算机一样，前 时代的打印机都很大、很贵，并且很集中。 年的计算机用户都

是在离电脑很远的地方用一个连接电脑的 端来工作的，而打印机就放在电脑旁并受到计算机

管理员的全方位监视。



由于当时打印机既昂贵 集中，而且都工作在早期的 环境下，人们从实际考虑通常都

会多人共享一台打印机。为了区别不同用户的打印任务，每个打印任务的开头都会打印一张写

着用户名字的标题页，然后计算机工作人员会用推车装好当天的打印任务并分发给每个用户。

基于字符的打印机

年代的打印机技术有两方面的不同。首先，那时的打印机基本上都是打击式打印机。打

击式打印机使用撞针打击色带的机械结构在纸上形成字符。这种流行的技术造就了当时的菊轮

式打印和点阵式打印。

其次，更重要的是，早期打印机的特点是它使用设备内部固定的一组字符集。比如，一台

菊轮式打印机只能打印固定在其菊花轮花瓣上的字符，就这点而言打印机更像是高速打字机。

大部分打字机都使用等宽字体，意思是说每个字符的宽度相等，页面上只有固定的区域可供

打印，而这些区域只能容纳固定的字符数。大部分打印机采用横向 字符每英寸（ ）和

纵向 行每英寸（ ）的规格打印，这样一张美式信片纸就有横向 字符宽纵向 行高，

加上两侧的页边距，一行的 大宽度可达 字符。据此，使用等宽字体就能提供所见即所得

（ ， ）的打印预览。

接着，一台类打字机的打印机会收到以简单字节流的形式传送来的数据，其中就包含要打

印的字符。例如要打印一个字母 ，计算机就会发送 码 ，如果要移动打印机的滑动

架和纸张，就需要使用回车、换行、换页等的小编号 控制码。使用控制码，还能实现一

些之前受限制的字体效果，比如粗体，就是让打印机先打印一个字符，然后退格再打印一遍来

得到颜色较深的效果的。用 来产生一个手册页然后用 检查输出，我们就能亲眼看

看这种效果了：

ˆ （ ）字符是用于打印粗体效果的退格符。同样，我们还可以看到用于打印下划线效

果的 退格 下划线 序列。



图形化打印机

图形用户界面（ ）的发展催生了打印机技术中主要的变革。随着计算机的展现步入更

多以图形为基础的方式，打印技术也从基于字符走向图形化技术，这一切都是源于激光打印机

的到来，它不仅廉价，还可以在打印区域的任意位置打印微小的墨点，而不是使用固定的字符

集。这让打印机能够打印成比例的字体（像用排字机那样），甚至是图片和高质量图表。

然而，从基于字符的方式到转移到图形化的方式提出了一个严峻的技术挑战。原因如下：

使用基于字符的打印机时，填满一张纸所用的字节数可以这样计算出来（假设一张纸有 行，

每行 个字符 ： 字节。

相比之下，用一台 点每英寸（ ）分辨率的激光打印机（假设一张纸有 乘 英寸

的打印区域）打印则需要 字节。

当时许多慢速的个人电脑网络无法接受激光打印机打印一页需要传输将近 兆的数据这一

点，因此，很有必要发明一种更聪明的方法。

这种发明便是页面描述语言（ ）。 是一种描述页面内容的编程语言。简单的说就

是，“到这个地方，印一个 点大小的黑体字符 ，到这个地方。。。”这样直到页面上的所

有内容都描述完了。第一种主要的 是 系统开发的 ，直到今天，这种语

言仍被广泛使用。 是专为印刷各类图形和图像设计的完整的编程语言，它内建支持

种标准的高质量字体，在工作是还能够接受其他的字体定义。 早，对 的支持

是打印机本身内建的。这样传输数据的问题就解决了。相比基于字符打印机的简单字节流，典

型的 程序更为详 ，而且比表示整个页面的字节数要小很多。

一台 打印机接受 程序作为输入。打印机有自己的处理器和内存（通

常这让打印机比连接它的计算机更为强大），能执行一种叫做 解析器的特殊程序用

于读取输入的 程序并生成结果导入打印机的内存，这样就形成了要转移到纸上的

位（点）图。这种将页面渲染成大型位图（ ）的过程有个通用名称作光栅图像处理器

（ ）， 叫 。

多年之后，电脑和网络都变得更快了。这使得 技术从打印机转移到了主机上，还让高

品质打印机变得更便宜了。

现在的许多打印机仍能接受基于字符的字节流，但很多廉价的打印机却不支持，因为它们

依赖于主机的 提供的比特流来作为点阵打印。当然也有不少仍旧是 打印机。

在 下打印

当前 系统采用两套软件配合显示和管理打印。第一， （

，一般 打印系统），用于提供打印驱动和打印任务管理；第二， ，一种



解析器，作为 使用。

通过创建并维护打印队列来管理打印机。如前所述， 下的打印原本是设计成多

用户共享中央打印机的管理模式的。由于打印机本身比连接到它的电脑要慢，打印系统就需要

对打印任务进行调度使其保持顺序。 还能识别出不同类型的数据（在合理范围内）并转

换文件为可打印的格式。

为打印准备文件

作为命令行用户，尽管打印各种格式的文本都能实现，不过打印 多的，还是文本。

转换需要打印的文本文件

前面的章节我们也有提到过 命令，现在我们来探讨一下这条命令结合打印使用的一些选

项。我们知道，在打印的历史上，基于字符的打印机曾经用过等宽字体，致使每页只能打印固

定的行数和字符数，而 命令则能够根据不同的页眉和页边距排列文本使其适应指定的纸张。

表 总结了 常用的选项。

选项 描述

输出从 到 （默认为 后）范围内的页面。

根据 指定的列数排版页面内容。

默认多列输出为垂直，用 可使其水平输出。

空格输出。

用 指定的格式修改页眉中显示的日期，日期命令中

字符串的描述详见参考手册。

改用换页替换默认的回车来分割页面。

在页眉中部用 参数替换打印文件的名字。

设置页长为 ，默认为 行（每英寸 行的美国信

纸）。

输出行号。

创建一个宽 字符的左页边。

设置页宽为 ，默认为 字符。

表 常用 选项

我们通常用管道配合 命令来做筛选。下面的例子中我们会列出目录 并用 将

其格式化为 列输出的标题页：



将打印任务送至打印机

打印体系支持两种曾用于类 系统的打印方式。一种，叫 或 （用

于 的 软件发行版），使用 程序；另一种，叫 （源自 版本的

），使用 程序。这两个程序的功能大致相同。具体使用哪个完全根据个人喜好。

打印文件（ 风格）

程序可以用来把文件传送给打印机。由于它能接收标准输入，所以能用管道来协同工

作。例如，要打印刚才多列目录列表的结果，我们只需这样：

报告会送到系统默认的打印机，如果要送到别的打印机，可以使用 参数：

表示这台打印机的名称。若要查看系统已知的打印机列表：

注意：许多 发行版允许你定义一个输出 文件但不执行实体打印的“打印机”，

这可以用来很方便的检验你的打印命令。看看你的打印机配置程序是否支持这项配置。在某些

发行版中，你可能要自己安装额外的软件包（如 ）来使用这项功能。



表 显示了 的一些常用选项

选项 描述

设定打印份数为 。

使每页页眉标题中带有日期、时间、工作名称和页码。这种

所谓的“美化打印”选项可用于打印文本文件。

指定输出打印机的名称。未指定则使用系统默认打印机。

打印后删除文件。对程序产生的临时打印文件较为有用。

表 常用 选项

打印文件（ 风格）

和 一样， 可以接收文件或标准输入为打印内容。与 不同的是 支持不同的选项

（略为复杂），表 列出了其常用选项。

选项 描述

设定目标（打印机）为 。若 选项未指

定，则使用系统默认打印机。

设定的打印份数为 。

设置输出为横向。

缩放文件以适应页面。打印图像时较为有用，

如 文件。

缩放文件至 。 表示填满页面，小于

表示缩小，大于 则会打印在多页上。

设定输出为 字符每英寸。默认为 。

设定输出为 行每英寸，默认为 。

设置页边距，单位为点，一种印刷上的单位。

一英寸 点。

指定打印的页面。 可以是逗号分隔的列表

或范围——例如 。

表 常用 选项



再次打印我们的目录列表，这次我们设置 、 和一个半英寸的左边距。注意这

里我必须调整 选项来适应新的页面大小：

这条命令用小于默认的格式产生了一个四列的列表。增加 可以让我们在页面上打印更

多列。

另一种选择：

程序很有趣。单从名字上看，这是个格式转换程序，但它的功能不止于此。程序名字

的本意为 ，它是用来为 打印机准备要打印的文本文件的。多年

后，程序的功能得到了提升，名字的含义也变成了 。尽管名为格式转换

程序，但它实际的功能却是打印。它的默认输出不是标准输出，而是系统的默认打印机。程序

的默认行为被称为“漂亮的打印机”，这意味着它可以改善输出的外观。我们能用程序在桌面

上创建一个 文件：

这里我们用带 参数（忽略页眉和页脚）的 命令过滤数据流，然后用 指定一个输

出文件（ 参数），并设定每页 行（ 参数）来匹配 的输出分页。用合适的文件查看器

查看我们的输出文件，我们就会看到图 中显示的结果。



图 浏览 的输出结果

可以看到，默认的输出布局是一面两页的，这将导致两页的内容被打印到一张纸上。

还能利用页眉和页脚。

有很多选项，总结在表 中。

选项 描述

设置中心页标题为 。

将所有页面排列成 列。默认为 。

设置页脚为 。

报告参数中文件的类型。由于 会转换并格

式化所有类型的数据，所以当给定文件类型后，

这个选项可以很好的用来判断 应该做什

么。

设置左页脚为 。

设置页面左标题为 。

每隔 行输出行号。

显示默认设置。



显示 设置， 表示下列之一：代理程

序（用来转换数据的外部程序），编码，特征，

变量，媒介（页面大小等）， （ 打

印机描述信息），打印机，起始程序（为常规输

出添加前 的代码部分），样式表，或用户选

项。

打印 范围内的页面。

设置右页脚为 。

设置页面右标题为 。

将所有页面排列成 排。默认为 。

没有页眉。

设置页眉为 。

使用字体大小为 号。

设置每行字符数为 。此项和 选项

（见下方）可以给文件用其他程序来更准确的分

页，如 。

设置每页行数为 。

使用打印媒介的名称——例如， 。

每页输出 份。

输出到文件 。如果指定为 ，则输出到标准

输出。

使用打印机 。如果未指定，则使用系统

默认打印机。

纵向打印。

横向打印。

设置制表位为每 字符。

用 作为页面底图（水印）。

表 选项

以上只是对 的总结，更多的选项尚未列出。

注意： 目前仍在不断的开发中。就我的测试而言，不同版本之间都多少有所变化。

中输出总是默认为标准输出。在 和 中，尽管程序配置信纸为默



认媒介，输出还是默认为 纸。我可以明确的指定需要的选项来解决这些问题。

中， 表现的正如参考文档中所述。另外，我们也要注意到另一个转换文本为 的

输出格式化工具，名叫 。它具有许多相同的格式化和打印功能，但和 唯一的不同

在于，它只能处理纯文本的输入。

监视和控制打印任务

由于 打印系统的设计是能够处理多用户的多重打印任务， 也是如此设计的。每

台打印机都有一个打印队列，其中的任务直到传送到打印机才停下并进行打印。 支持一

些命令行程序来管理打印机状态和打印队列。想 和 这样的管理程序都是以 和

打印系统的相应程序为依据进行排列的。

显示打印系统状态

程序可用于确定系统中打印机的名字和有效性。例如，我们系统中有一台实体打印机

（名叫 ）和一台 虚拟打印机（名叫 ），我们可以像这样查看打印机状态：

接着，我们可以查看打印系统更具体的配置信息：

上例中，我们看到 是系统默认的打印机，其本身是一台网络打印机，使用网络打印

协议（ 通过网络连接到名为 的系统。

的常用选项列于表 。

选项 描述



显示 打印机的队列。这里显示的状态是打印机队列

承受任务的能力，而不是实体打印机的状态。若未指定打印

机，则显示所有打印队列。

显示系统默认打印机的名称。

显示 指定的打印机的状态。若未指定打印机，则显

示所有打印机状态。

显示打印系统的状态。

显示汇总状态。

显示完整状态报告。

表 常用 选项

显示打印机队列状态

使用 程序可以查看打印机队列的状态，从中我们可以看到队列的状态和所包含的打印

任务。下面的例子显示了一台名叫 的系统默认打印机包含一个空队列的情况：

如果我们不指定打印机（用 参数），就会显示系统默认打印机。如果给打印机添加一项

任务再查看队列，我们就会看到下列结果：



和 取消打印任务

提供两个程序来从打印队列中 止并移除打印任务。一个是 风格的

（ ），另一个是 的（ ）。在支持的选项上两者有较小的区别但是功能却几乎

相同。以上面的打印任务为例，我们可以像这样 止并移除任务：

每个命令都有选项可用于移除某用户、某打印机或多个任务号的所有任务，相应的参考手

册中都有详 的介绍。



编译程序

在这一章中，我们将看一下如何通过编译源代码来创建程序。源代码的可用性是至关重要

的自由，从而使得 成为可能。整个 开发生态圈就是依赖于开发者之间的自由交

流。对于许多桌面用户来说，编译是一种失传的艺术。以前很常见，但现在，由系统发行版提

供商维护巨大的预编译的二进制仓库，准备供用户下载和使用。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

仓库（ 大的发行版之一）包含了几乎 个预编译的包。

那么为什么要编译软件呢？有两个原因：

可用性。尽管系统发行版仓库中已经包含了大量的预编译程序，但是一些发行版本不可

能包含所有期望的应用。在这种情况下，得到所期望程序的唯一方式是编译程序源码。

时性。虽然一些系统发行版专门打包前沿版本的应用程序，但是很多不是。这意味着，

为了拥有一个 新版本的程序，编译是必需的。

从源码编译软件可以变得非常复杂且具有技术性；许多用户难以企 。然而，许多编译任

务是相当简单的，只涉 到几个步骤。这都取决于程序包。我们将看一个非常简单的案例，为

的是给大家提供一个对编译过程的整体认识，并为那些愿意进一步学习的人们构筑一个起点。

我们将介绍一个新命令：

• 维护程序的工具

什么是编译？

简而言之，编译就是把源码（一个由程序员编写的人类可读的程序描述）翻译成计算机处

理器的母语的过程。

计算机处理器（或 ）工作在一个非常基本的水平，执行用机器语言编写的程序。这

是一种数值编码，描述非常小的操作，比如“加这个字节”，“指向内存中的这个位置”，或者

“复制这个字节”。



这些指令中的每一条都是用二进制表示的（ 和 ）。 早的计算机程序就是用这种数值编

码写成的，这可能就解释了为什么编写它们的程序员据说吸很多烟，喝大量咖啡，并带着厚厚

的眼镜。这个问题克服了，随着汇编语言的出现，汇编语言代替了数值编码（略微）简便地使

用助记符，比如 （复制）和 （移动）。用汇编语言编写的程序通过汇编器处理为机

器语言。今天为了完成某些特定的程序任务，汇编语言仍在被使用，例如设备驱动和嵌入式系

统。

下一步我们谈论一下什么是所谓的高级编程语言。之所以这样称呼它们，是因为它们可以

让程序员少操心处理器的一举一动，而更多关心如何解决手头的问题。早期的高级语言（二十

世纪 年代期间研发的）包括 （为科学和技术问题而设计）和 （为商业

应用而设计）。今天这两种语言仍在有限的使用。

虽然有许多流行的编程语言，两个占主导地位。大多数为现代系统编写的程序，要么用

编写，要么是用 编写。在随后的例子中，我们将编写一个 程序。

用高级语言编写的程序，经过另一个称为编译器的程序的处理，会转换成机器语言。一些

编译器把高级指令翻译成汇编语言，然后使用一个汇编器完成翻译成机器语言的 后阶段。

一个称为链接的过程经常与编译结合在一起。有许多程序执行的常见任务。以打开文件为

例。许多程序执行这个任务，但是让每个程序实现它自己的打开文件功能，是很浪费资源的。

更有意义的是，拥有单独的一段知道如何打开文件的程序，并允许所有需要它的程序共享它。

对常见任务提供支持由所谓的库完成。这些库包含多个程序，每个程序执行一些可以由多个程

序共享的常见任务。如果我们看一下 和 目录，我们可以看到许多库定居在那里。

一个叫做链接器的程序用来在编译器的输出结果和要编译的程序所需的库之间建立连接。这个

过程的 结果是一个可执行程序文件，准备使用。

所有的程序都是可编译的吗？

不是。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有些程序比如 脚本就不需要编译。它们直接执行。这些

程序是用所谓的脚本或解释型语言编写的。近年来，这些语言变得越来越流行，包括 ，

， ， ，和许多其它语言。

脚本语言由一个叫做解释器的特殊程序执行。一个解释器输入程序文件，读取并执行程序

中包含的每一条指令。通常来说，解释型程序执行起来要比编译程序慢很多。这是因为每次解

释型程序执行时，程序中每一条源码指令都需要翻译，而一个编译程序，一条源码指令只翻译

一次，翻译后的指令会永久地记录到 的执行文件中。

那么为什么解释型程序这样流行呢？对于许多编程任务来说，原因是“足够快”，但是真正

的优势是一般来说开发解释型程序要比编译程序快速且容易。通常程序开发需要经历一个不断

重复的写码，编译，测试周期。随着程序变得越来越大，编译阶段会变得相当耗时。解释型语



言删除了编译步骤，这样就加快了程序开发。

编译一个 语言

让我们编译一些东西。在我们行动之前，然而我们需要一些工具，像编译器，链接器，还

有 。在 环境中，普遍使用的 编译器叫做 （ 编译器）， 初由

写出来的。大多数 系统发行版默认不安装 。我们可以这样查看该编译器是

否存在：

在这个例子中的输出结果表明安装了 编译器。

小提示：你的系统发行版可能有一个用于软件开发的 （软件包的集合）。如

果是这样的话，考虑安装它，若你打算在你的系统中编译程序。若你的系统没有提供一个

，试着安装 和 工具包。在许多发行版中，这就足够完成下面的练习

了。

得到源码

为了我们的编译练习，我们将编译一个叫做 的程序，来自 项目。这是一个小

巧方便的程序，检查文本文件的书写质量和样式。就程序而言，它相当小，且容易创建。

遵照惯例，首先我们要创建一个名为 的目录来存放我们的源码，然后使用 协议把源

码下载下来。



注意：因为我们是这个源码的“维护者”，当我们编译它的时候，我们把它保存在 ∼ 目

录下。由你的系统发行版源码会把源码安装在 目录下，而供多个用户使用的源码，通

常安装在 目录下。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通常提供的源码形式是一个压缩的 文件。有时候称为 ，这

个文件包含源码树，或者是组成源码的目录和文件的层次结构。当到达 站点之后，我们检

查可用的 文件列表，然后选择 新版本，下载。使用 中的 命令，我们把文件从

服务器复制到本地机器。

一旦 文件下载下来之后，必须打开。通过 程序可以完成：



小提示：该 程序，像所有的 项目软件，遵循着一定的源码打包标准。其它大

多数在 生态系统中可用的源码也遵循这个标准。该标准的一个条目是，当源码 文件

打开的时候，会创建一个目录，该目录包含了源码树，并且这个目录将会命名为 ，

其包含了项目名称和它的版本号两项内容。这种方案能在系统中方便安装同一程序的多个版

本。然而，通常在打开 之前检验源码树的布局是个不错的主意。一些项目不会创建该

目录， 而，会把文件直接传递给当前目录。这会把你的（除非组 良好的） 目录弄得一

片狼藉。为了避免这个，使用下面的命令，检查 文件的内容：

检查源码树

打开该 文件，会创建一个新的目录，名为 。这个目录包含了源码树。让我

们看一下里面的内容：



在源码树中，我们看到大量的文件。属于 项目的程序，还有其它许多程序都会，提供

文档文件 ， ， ，和 。

这些文件包含了程序描述，如何建立和安装它的信息，还有它许可条款。在试图建立程序

之前，仔 阅读 和 文件，总是一个不错的主意。

在这个目录中，其它有趣的文件是那些以 和 为后 的文件：

这些 文件包含了由该软件包提供的两个 程序（ 和 ），被分割成模块。这是

一种常见做法，把大型程序分解成更小，更容易管理的代码块。源码文件都是普通文本，可以

用 命令查看：

这些 文件以头文件而著称。它们也是普通文件。头文件包含了程序的描述，这些程序被

包括在源码文件或库中。为了让编译器链接到模块，编译器必须接受所需的所有模块的描述，

来完成整个程序。在 文件的开头附近，我们看到这行代码：

这行代码指示编译器去读取文件 ，因为它会读取 中的源码，为的是“知

道” 中的内容。 文件提供由 和 两个程序共享的代码。

在 的 语句上面，我们看到一些其它的 语句，比如这些：



这些也涉 到头文件，但是这些头文件居住在当前源码树的外面。它们由操作系统供给，

来支持每个程序的编译。如果我们看一下 目录，能看到它们：

当我们安装编译器的时候，这个目录中的头文件会被安装。

构建程序

大多数程序通过一个简单的，两个命令的序列构建：

这个 程序是一个 脚本，由源码树提供。它的工作是分析程序建立环境。大

多数源码会设计为可移植的。也就是说，它被设计成，能建立在多于一个的类 系统中。

但是为了做到这一点，在建立程序期间，为了适应系统之间的差异，源码可能需要经过轻微的

调整。 也会检查是否安装了必要的外部工具和组件。让我们运行 命令。因

为 命令所在的位置不是位于 通常期望程序所呆的地方，我们必须明确地告诉

它的位置，通过在命令之前加上 字符，来表明程序位于当前工作目录：

将会输出许多信息，随着它测试和配置整个构建过程。当结束后，输出结果看起

来像这样：



这里 重要的事情是没有错误信息。如果有错误信息，整个配置过程失败，然后程序不能

构建直到修正了错误。

我们看到在我们的源码目录中 命令创建了几个新文件。 重要一个是 。

是一个配置文件，指示 程序究竟如何构建程序。没有它， 程序就不能运

行。 是一个普通文本文件，所以我们能查看它：

这个 程序把一个 文件作为输入（通常命名为 ）， 文件描述

了包括 完成的程序的各组件之间的关系和依赖性。

文件的第一部分定义了变量，这些变量在该 后续章节中会被替换掉。例

如我们看看这一行代码：

其定义了所用的 编译器是 。文件后面部分，我们看到一个使用该变量的实例：

这里完成了一个替换操作，在程序运行时，$ 的值会被替换成 。大多数

文件由行组成，每行定义一个目标文件，在这种情况下，目标文件是指可执行文件 ，

还有目标文件所依赖的文件。剩下的行描述了从目标文件的依赖组件中创建目标文件所需的

命令。在这个例子中，我们看到可执行文件 （ 的成品之一）依赖于文件 ，



， ， ，和 都存在。在 文件后面部分，我们看到

文件所依赖的每一个文件做为目标文件的定义：

然而，我们不会看到针对它们的任何命令。这个由一个通用目标解决，在文件的前面，描

述了这个命令，用来把任意的 文件编译成 文件：

这些看起来非常复杂。为什么不简单地列出所有的步骤，编译完成每一部分？一会儿就知

道答案了。同时，让我们运行 命令并构建我们的程序：

这个 程序将会运行，使用 文件的内容来指导它的行为。它会产生很多信息。

当 程序运行结束后，现在我们将看到所有的目标文件出现在我们的目录中。



在这些文件之中，我们看到 和 ，我们开始要构建的程序。恭喜一切正常！我

们刚才源码编译了我们的第一个程序。但是出于好奇，让我们再运行一次 程序：

它只是产生这样一条奇怪的信息。怎么了？为什么它没有重新构建程序呢？啊，这就是

奇妙之处了。 只是构建需要构建的部分，而不是简单地重新构建所有的内容。由于

所有的目标文件都存在， 确定没有任何事情需要做。我们可以证明这一点，通过删除一

个目标文件，然后再次运行 程序，看看它做些什么。让我们去掉一个中间目标文件：

我们看到 重新构建了 文件，并重新链接了 和 程序，因为它们

依赖于丢失的模块。这种行为也指出了 程序的另一个重要特征：它保持目标文件是 新

的。 坚持目标文件要新于它们的依赖文件。这个非常有意义，做为一名程序员，经常会

更新一点儿源码，然后使用 来构建一个新版本的成品。 确保基于更新的代码构建

了需要构建的内容。如果我们使用 程序，来“更新”其中一个源码文件，我们看到发生

了这样的事情：



运行 之后，我们看到目标文件已经更新于它的依赖文件：

程序这种智能地只构建所需要构建的内容的特性，对程序来说，是巨大的福利。虽然

在我们的小项目中，节省的时间可能不是非常明显，在庞大的工程中，它具有非常重大的意

义。记住， 内核（一个经历着不断修改和改进的程序）包含了几百万行代码。

安装程序

打包良好的源码经常包括一个特别的 目标文件，叫做 。这个目标文件将在系

统目录中安装 的产品，以供使用。通常，这个目录是 ，为在本地所构建软件

的传统安装位置。然而，通常普通用户不能写入该目录，所以我们必须变成超级用户，来执行

安装操作：

总结

在这一章中，我们已经知道了三个简单命令：

可以用来构建许多源码包。我们也知道了在程序维护过程中， 程序起到了举足轻重

的作用。 程序可以用到任何需要维护一个目标 依赖关系的任务中，不仅仅为了编译源代



码。

拓展阅读

• 上面有关于编译器和 程序的好文章：

• 手册

http://en.wikipedia.org/wiki/Compiler
http://en.wikipedia.org/wiki/Make_(software)
http://www.gnu.org/software/make/manual/html_node/index.html


编写第一个 脚本

在前面的章节中，我们已经装备了一个命令行工具的武器库。虽然这些工具能够解决许多

种计算问题，但是我们仍然局限于在命令行中手动地一个一个使用它们。难道不是很棒，如果

我们能够让 来完成更多的工作？我们可以的。通过把我们的工具一起放置到我们自己设

计的程序中，然后 就会自己来执行这些复杂的任务序列。通过编写 脚本，我们让

来做这些事情。

什么是 脚本？

简单的解释，一个 脚本就是一个包含一系列命令的文件。 读取这个文件，然后

执行文件中的所有命令，就好像这些命令已经直接被输入到了命令行中一样。

有些独特，因为它不仅是一个功能强大的命令行接口 也是一个脚本语言解释器。我

们将会看到，大多数能够在命令行中完成的任务也能够用脚本来实现，同样地，大多数能用脚

本实现的操作也能够在命令行中完成。

虽然我们已经介绍了许多 功能，但只是集中于那些经常直接在命令行中使用的功能。

也提供了一些通常（但不总是）在编写程序时才使用的功能。

怎样编写一个 脚本

为了成功地创建和运行一个 脚本，我们需要做三件事情：

编写一个脚本。 脚本就是普通的文本文件。所以我们需要一个文本编辑器来书写

它们。 好的文本编辑器都会支持语法高亮，这样我们就能够看到一个脚本关键字的彩

色编码视图。语法高亮会帮助我们查看某种常见错误。为了编写脚本文件， ， ，

，和许多其它编辑器都是不错的候选者。

使脚本文件可执行。 系统会相当挑剔不允许任何旧的文本文件被看作是一个程序，并且

有充分的理由 所以我们需要设置脚本文件的权限来允许其可执行。



把脚本放置到 能够找到的地方 当没有指定可执行文件明确的路径名时， 会自

动地搜索某些目录，来查找此可执行文件。为了 大程度的方便，我们会把脚本放到这

些目录当中。

脚本文件格式

为了保持编程传统，我们将创建一个“ ”程序来说明一个极端简单的脚本。所以

让我们启动我们的文本编辑器，然后输入以下脚本：

对于脚本中的 后一行，我们应该是相当的熟悉，仅仅是一个带有一个字符串参数的

命令。对于第二行也很熟悉。它看起来像一个注释，我们已经在许多我们检查和编辑过的配置

文件中看到过。关于 脚本中的注释，它们也可以出现在文本行的末尾，像这样：

文本行中， 符号之后的所有字符都会被忽略。

类似于许多命令，这也在命令行中起作用：

虽然很少在命令行中使用注释，但它们也能起作用。

我们脚本中的第一行文本有点儿神秘。它看起来它应该是一条注释，因为它起始于一个

符号，但是它看起来太有意义，以至于不仅仅是注释。事实上，这个 字符序列是一种特殊

的结构叫做 。这个 被用来告诉操作系统将执行此脚本所用的解释器的名字。

每个 脚本都应该把这一文本行作为它的第一行。

让我们把此脚本文件保存为 。



可执行权限

下一步我们要做的事情是让我们的脚本可执行。使用 命令，这很容易做到：

对于脚本文件，有两个常见的权限设置；权限为 的脚本，则每个人都能执行，和权限

为 的脚本，只有文件所有者能够执行。注意为了能够执行脚本，脚本必须是可读的。

脚本文件位置

当设置了脚本权限之后，我们就能执行我们的脚本了：

为了能够运行此脚本，我们必须指定脚本文件明确的路径。如果我们没有那样做，我们会

得到这样的提示：

为什么会这样呢？什么使我们的脚本不同于其它的程序？结果证明，什么也没有。我们的

脚本没有问题。是脚本存储位置的问题。回到第 章，我们讨论了 环境变量 其它在

系统查找可执行程序方面的作用。回顾一下，如果没有给出可执行程序的明确路径名，那么系

统每次都会搜索一系列的目录，来查找此可执行程序。这个 目录就是其中一个系统会自动

搜索的目录。这个目录列表被存储在一个名为 的环境变量中。这个 变量包含一

个由冒号分隔开的目录列表。我们可以查看 的内容：



这里我们看到了我们的目录列表。如果我们的脚本驻扎在此列表中任意目录下，那么我们

的问题将会被解决。注意列表中的第一个目录，/home/me/bin。大多数的 Linux 发行版会配置

变量，让其包含一个位于用户家目录下的 目录，从而允许用户能够执行他们自己的

程序。所以如果我们创建了一个 目录，并把我们的脚本放在这个目录下，那么这个脚本就

应该像其它程序一样开始工作了：

它的确工作了。

如果这个 变量不包含这个目录，我们能够轻松地添加它，通过在我们的 文件

中包含下面这一行文本：

当做了这个修改之后，它会在每个新的 端会话中生效。为了把这个修改应用到当前的

端会话中，我们必须让 重新读取这个 文件。这可以通过“ ” 文件

来完成：

这个点（ ）命令是 命令的同义词，一个 内部命令，用来读取一个指定的

命令文件，并把它看作是从键盘中输入的一样。



注意：在 系统中，如果存在 ∼ 目录，当执行用户的 文件时，

会自动地添加这个 ∼ 目录到 变量中。所以在 系统中，如果我们创建了这

个 ∼ 目录，随后退出，然后再登录，一切会正常运行。

脚本文件的好去处

这个 ∼ 目录是存放为个人所用脚本的好地方。如果我们编写了一个脚本，系统中的每

个用户都可以使用它，那么这个脚本的传统位置是 。系统管理员使用的脚本经常

放到 目录下。大多数情况下，本地支持的软件，不管是脚本还是编译过的程序，

都应该放到 目录下，而不是在 或 目录下。这些目录都是由 文件

系统层次结构标准指定，只包含由 发行商所提供和维护的文件。

更多的格式技巧

严肃认真的脚本书写，一个关键目标是为了维护方便；也就是说，一个脚本可以轻松地被

作者或其它用户修改，使它适应变化的需求。使脚本容易阅读和理解是一种方便维护的方法。

长选项名称

我们学过的许多命令都以长短两种选项名称为特征。例如，这个 命令有许多选项既可以

用短形式也可以用长形式来表示。例如：

和：

是等价的命令。为了减少输入，当在命令行中输入选项的时候，短选项更受欢迎，但是当

书写脚本的时候，长选项能提供可读性。



缩进和行继续符

当雇佣长命令的时候，通过把命令在几个文本行中展开，可以提高命令的可读性。在第十

八章中，我们看到了一个特别长的 命令实例：

‘ ’ ‘ ’

‘ ’ ‘ ’

显然，这个命令有点儿难理解，当第一眼看到它的时候。在脚本中，这个命令可能会比较

容易理解，如果这样书写它：

‘ ’ ‘ ’

‘ ’ ‘ ’

通过使用行继续符（ 斜杠 回车符序列）和缩进，这个复杂命令的逻辑性更清楚地描述给

读者。这个技巧在命令行中同样生效，虽然很少使用它，因为输入和编辑这个命令非常麻烦。

脚本和命令行的一个区别是，脚本可能雇佣 字符拉实现缩进，然而命令行却不能，因为

字符被用来激活自动补全功能。

为书写脚本配置

这个 文本编辑器有许多许多的配置设置。有几个常见的选项能够有助于脚

本书写：



打开语法高亮。通过这个设置，当查看脚本的时候，不同的 语法元素会以

不同的颜色显示。这对于识别某些编程错误很有帮助。并且它看起来也很酷。注意

为了这个功能起作用，你必须安装了一个完整的 版本，并且你编辑的文件必须

有一个 ，来说明这个文件是一个 脚本。如果对于上面的命令，你遇到

了困难，试试 。

打开这个选项是为了高亮查找结果。比如说我们查找单词“ ”。通过设置这

个选项，这个单词的每个实例会高亮显示。

设置一个 字符所占据的列数。默认是 列。把这个值设置为 （一种

常见做法），从而让长文本行更容易适应屏幕。

打开 功能。这导致 能对新的文本行缩进与刚输入的文本行相

同的列数。对于许多编程结构来说，这就加速了输入。停止缩进，输入 。

通过把这些命令（没有开头的冒号字符）添加到你的 ∼ 文件中，这些改

动会永久生效。

总结归纳

在这脚本编写的第一章中，我们已经看过怎样编写脚本，怎样让它们在我们的系统中轻松

地执行。我们也知道了怎样使用各种格式技巧来提高脚本的可读性（可维护性）。在以后的各

章中，轻松维护会作为编写好脚本的中心法则一次 一次地出现。

拓展阅读

• 查看各种各样编程语言的“ ”程序和实例：

• 这篇 文章讨论了更多关于 机制的内容：

http://en.wikipedia.org/wiki/Hello_world
http://en.wikipedia.org/wiki/Shebang_(Unix)


启动一个项目

从这一章开始，我们将建设一个项目。这个项目的目的是为了了解怎样使用各种各样的

功能来创建程序，更重要的是，创建好程序。

我们将要编写的程序是一个报告生成器。它会显示系统的各种统计数据和它的状态，并将

产生 格式的报告，所以我们能通过网络浏览器，比如说 或者 ，来查

看这个报告。

通常，创建程序要经过一系列阶段，每个阶段会添加新的特性和功能。我们程序的第一个

阶段将会产生一个非常小的 网页，其不包含系统信息。随后我们会添加这些信息。

第一阶段： 小的文档

首先我们需要知道的事是一个规则的 文档的格式。它看起来像这样：

如果我们将这些内容输入到文本编辑器中，并把文件保存为 ，然后我们就能在

中使用下面的 来查看文件内容：



程序的第一个阶段将这个 文件输出到标准输出。我们可以编写一个程序，相当容易

地完成这个任务。启动我们的文本编辑器，然后创建一个名为 ∼ 的新文件：

随后输入下面的程序：

我们第一次尝试解决这个问题，程序包含了一个 ，一条注释（总是一个好主意）和

一系列的 命令，每个命令负责输出一行文本。保存文件之后，我们将让它成为可执行文

件，再尝试运行它：

当程序运行的时候，我们应该看到 文本在屏幕上显示出来，因为脚本中的

命令会输出发送到标准输出。我们再次运行这个程序，把程序的输出重定向到文件

中，从而我们可以通过网络浏览器来查看输出结果：



到目前为止，一切顺利。

在编写程序的时候，尽量做到简单明了，这总是一个好主意。当一个程序易于阅读和理解

的时候，维护它也就更容易，更不用说，通过减少键入量，可以使程序更容易书写了。我们当

前的程序版本工作正常，但是它可以更简单些。实际上，我们可以把所有的 命令结合成

一个 命令，当然这样能更容易地添加更多的文本行到程序的输出中。那么，把我们的程

序修改为：

一个带引号的字符串可能包含换行符，因此可以包含多个文本行。 会持续读取文本直

到它遇到右引号。它在命令行中也是这样工作的：

开头的“>”字符是包含在 变量中的 提示符。每当我们在 中键入多行

语句的时候，这个提示符就会出现。现在这个功能有点儿晦涩，但随后，当我们介绍多行编程

语句时，它会派上大用场。



第二阶段：添加一点儿数据

现在我们的程序能生成一个 小的文档，让我们给报告添加些数据吧。为此，我们将做以

下修改：

我们增加了一个网页标题，并且在报告正文部分加了一个标题。

变量和常量

然而，我们的脚本存在一个问题。请注意字符串“ ”是怎样被

重复使用的？对于这个微小的脚本而言，它不是一个问题，但是让我们设想一下，我们的脚本

非常冗长，并且我们有许多这个字符串的实例。如果我们想要更换一个标题，我们必须对脚本

中的许多地方做修改，这会是很大的工作量。如果我们能整理一下脚本，让这个字符串只出现

一次而不是多次，会怎样呢？这样会使今后的脚本维护工作更加轻松。我们可以这样做：



通过创建一个名为 的变量，并把“ ”字符串赋值给它，我

们就可以利用参数展开功能，把这个字符串放到文件中的多个位置。

那么，我们怎样来创建一个变量呢？很简单，我们只管使用它。当 碰到一个变量的时

候，它会自动地创建它。这不同于许多编程语言，它们中的变量在使用之前，必须显式的声明

或是定义。关于这个问题， 要求非常宽松，这可能会导致一些问题。例如，考虑一下在命

令行中发生的这种情形：

首先我们把“ ”赋给变量 ，然后用 命令来显示变量值。接下来，我们显示拼写

错误的变量名“ ”的变量值，然后得到一个空值。这是因为 很高兴地创建了变量 ，

当 遇到 的时候，并且赋给 一个空的默认值。因此，我们必须小心谨慎地拼写！

同样理解实例中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也很重要。从我们以前学习 执行展开操作，我们知

道这个命令：

经历了参数展开操作，然后得到：

然而这个命令：



展开为：

这个空变量展开值为空！对于需要参数的命令来说，这会引起混乱。下面是一个例子：

我们给两个变量赋值， 和 。然后我们执行 操作，但是拼写错了第二个参数的名

字。参数展开之后，这个 命令只接受到一个参数，虽然它需要两个。

有一些关于变量名的规则：

变量名可由字母数字字符（字母和数字）和下划线字符组成。

变量名的第一个字符必须是一个字母或一个下划线。

变量名中不允许出现空格和标点符号。

单词“ ”意味着可变的值，并且在许多应用程序当中，都是以这种方式来使用变量

的。然而，我们应用程序中的变量， ，被用作一个常量。常量有一个名字且包含一个值，

在这方面就像是变量。不同之处是常量的值是不能改变的。在执行几何运算的应用程序中，我

们可以把 定义为一个常量，并把 赋值给它，用它来代替数字字面值。 不能辨

别变量和常量；它们大多数情况下是为了方便程序员。一个常用惯例是指定大写字母来表示常

量，小写字母表示真正的变量。我们将修改我们的脚本来遵从这个惯例：



我们亦借此机会，通过在标题中添加 变量名 ，让标题变得活泼有趣些。

这个变量名是这台机器的网络名称。

注意：实际上， 确实提供了一种方法，通过使用带有 （只读）选项的内部命令

，来强制常量的不变性。如果我们给 这样赋值：

那么 会阻止之后给 的任意赋值。这个功能极少被使用，但为了很早之前的脚

本，它仍然存在。

给变量和常量赋值

这里是我们真正开始使用参数扩展知识的地方。正如我们所知道的，这样给变量赋值：

这里的 是变量的名字， 是一个字符串。不同于一些其它的编程语言， 不

会在乎变量值的类型；它把它们都看作是字符串。通过使用带有 选项的 命令，你可

以强制 把赋值限制为整型，但是，正如像设置变量为只读一样，极少这样做。

注意在赋值过程中，变量名，等号和变量值之间必须没有空格。那么，这些值由什么组成

呢？可以展开成字符串的任意值：



可以在同一行中对多个变量赋值：

在参数展开过程中，变量名可能被花括号“{}”包围着。由于变量名周围的上下文，其变

得不明确的情况下，这会很有帮助。这里，我们试图把一个文件名从 改为 ，使

用一个变量：

这种尝试失败了，因为 把 命令的第二个参数解释为一个新的（并且空的）变量。

通过这种方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通过添加花括号， 不再把末尾的 解释为变量名的一部分。

我们将利用这个机会来添加一些数据到我们的报告中，即创建包括的日期和时间，以 创

建者的用户名：



我们已经知道了两种不同的文本输出方法，两种方法都使用了 命令。还有第三种方

法，叫做 或者 。一个 是另外一种 重定向形式，

我们在脚本文件中嵌入正文文本，然后把它发送给一个命令的标准输入。它这样工作：

这里的 是一个可以接受标准输入的命令名， 是一个用来指示嵌入文本结束

的字符串。我们将修改我们的脚本，来使用一个



取代 命令，现在我们的脚本使用 命令和一个 。这个字符串

（意思是“文件结尾”，一个常见用法）被选作为 ，并标志着嵌入文本的结尾。注意这个

必须在一行中单独出现，并且文本行中没有末尾的空格。

那么使用一个 的优点是什么呢？它很大程度上和 一样，除了默认情况

下， 中的单引号和 引号会失去它们在 中的特殊含义。这里有一个命令

中的例子：

正如我们所见到的， 根本没有注意到引号。它把它们看作是普通的字符。这就允许我

们在一个 中可以随意的嵌入引号。对于我们的报告程序来说，这将是非常方便

的。

可以和任意能接受标准输入的命令一块使用。在这个例子中，我们使用了

一个 将一系列的命令传递到这个 程序中，为的是从一个远端 服务器

中得到一个文件：



如果我们把重定向操作符从“<<”改为“<< ”， 会忽略在此 中开头

的 字符。这就能缩进一个 ，从而提高脚本的可读性：

总结归纳

在这一章中，我们启动了一个项目，其带领我们领略了创建一个成功脚本的整个过程。同

时我们介绍了变量和常量的概念，以 怎样使用它们。它们是我们将找到的众多参数展开应用

程序中的第一批实例。我们也知道了怎样从我们的脚本文件中产生输出， 其各种各样嵌入文



本块的方法。

拓展阅读

• 关于 的更多信息，查看下面的文章和教材：

• 手册包括一节“ ”的内容，其详 的讲述了这个功能。

http://en.wikipedia.org/wiki/Html
http://en.wikibooks.org/wiki/HTML_Programming
http://html.net/tutorials/html/


自顶向下设计

随着程序变得更加庞大和复杂，设计，编码和维护它们也变得更加困难。对于任意一个大

项目而言，把繁重，复杂的任务分割为 小且简单的任务，往往是一个好主意。想象一下，我

们试图描述一个平凡无奇的工作，一位火星人要去市场买食物。我们可能通过下面一系列步骤

来形容整个过程：

• 上车

• 开车到市场

• 停车

• 买食物

• 回到车中

• 开车回家

• 回到家中

然而，火星人可能需要更详 的信息。我们可以进一步 化子任务“停车”为这些步骤：

• 找到停车位

• 开车到停车位

• 关闭引擎

• 拉紧手刹

• 下车

• 锁车



这个“关闭引擎”子任务可以进一步 化为这些步骤，包括“关闭点火装置”，“移开点火

匙”等等，直到已经完整定义了要去市场买食物整个过程的每一个步骤。

这种先确定上层步骤，然后再逐步 化这些步骤的过程被称为自顶向下设计。这种技巧允

许我们把庞大而复杂的任务分割为许多小而简单的任务。自顶向下设计是一种常见的程序设计

方法，尤其适合 编程。

在这一章中，我们将使用自顶向下的设计方法来进一步开发我们的报告产生器脚本。

函数

目前我们的脚本执行以下步骤来产生这个 文档：

• 打开网页

• 打开网页标头

• 设置网页标题

• 关闭网页标头

• 打开网页主体部分

• 输出网页标头

• 输出时间戳

• 关闭网页主体

• 关闭网页

为了下一阶段的开发，我们将在步骤 和 之间添加一些额外的任务。这些将包括：

• 系统正常运行时间和负载。这是自上次关机或重启之后系统的运行时间，以 在几个时

间间隔内当前运行在处理中的平均任务量。

• 磁盘空间。系统中存储设备的总使用量。

• 家目录空间。每个用户所使用的存储空间数量。

如果对于每一个任务，我们都有相应的命令，那么通过命令替换，我们就能很容易地把它

们添加到我们的脚本中：



我们能够用两种方法来创建这些额外的命令。我们可以分别编写三个脚本，并把它们放置

到环境变量 所列出的目录下，或者我们也可以把这些脚本作为 函数嵌入到我们

的程序中。我们之前已经提到过， 函数是位于其它脚本中的“微脚本”，作为自主程序。

函数有两种语法形式：

这里的 是函数名， 是一系列包含在函数中的命令。



两种形式是等价的，可以交替使用。下面我们将查看一个说明 函数使用方法的脚本：

随着 读取这个脚本，它会跳过第 行到第 行的代码，因为这些文本行由注释和函

数定义组成。从第 行代码开始执行，有一个 命令。第 行会调用 函数 ，

然后 会执行这个函数，就如执行其它命令一样。这样程序控制权会转移到第六行，执行

第二个 命令。然后再执行第 行。这个 命令 止这个函数，并把控制权交给函数

调用之后的代码（第 行），从而执行 后一个 命令。注意为了使函数调用被识别出是

函数，而不是被解释为外部程序的名字，所以在脚本中 函数定义必须出现在函数调

用之前。

我们将给脚本添加 小的 函数定义：



函数的命名规则和变量一样。一个函数必须至少包含一条命令。这条 命令（是

可选的）满足要求。

局部变量

目前我们所写的脚本中，所有的变量（包括常量）都是全局变量。全局变量在整个程序中

保持存在。对于许多事情来说，这很好，但是有时候它会使 函数的使用变得复杂。在

函数中，经常期望会有局部变量。局部变量只能在定义它们的 函数中使用，并且一

旦 函数执行完毕，它们就不存在了。

拥有局部变量允许程序员使用的局部变量名，可以与已存在的变量名相同，这些变量可以

是全局变量，或者是其它 函数中的局部变量，却不必担心潜在的名字冲突。

这里有一个实例脚本，其说明了怎样来定义和使用局部变量：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通过在变量名之前加上单词 ，来定义局部变量。这就创建了一个

只对其所在的 函数起作用的变量。在这个 函数之外，这个变量不再存在。当我们运

行这个脚本的时候，我们会看到这样的结果：

我们看到对两个 函数中的局部变量 赋值，不会影响到在函数之外定义的变量

的值。

这个功能就允许 函数能保持各自以 与它们所在脚本之间的独立性。这个非常有价

值，因为它帮忙阻止了程序各部分之间的相互干涉。这样 函数也可以移植。也就是说，

按照需求， 函数可以在脚本之间进行剪切和粘贴。

保持脚本运行

当开发程序的时候，保持程序的可执行状态非常有用。这样做，并且经常测试，我们就可

以在程序开发过程的早期检测到错误。这将使调试问题容易多了。例如，如果我们运行这个程



序，做一个小的修改，然后再次执行这个程序， 后发现一个问题，非常有可能这个 新的修

改就是问题的来源。通过添加空函数，程序员称之为占位符，我们可以在早期阶段证明程序的

逻辑流程。当构建一个占位符的时候，能够包含一些为程序员提供 馈信息的代码是一个不错

的主意，这些信息展示了正在执行的逻辑流程。现在看一下我们脚本的输出结果：

我们看到时间戳之后的输出结果中有一些空行，但是我们不能确定这些空行产生的原因。

如果我们修改这些函数，让它们包含一些 馈信息：

然后再次运行这个脚本：



现在我们看到，事实上，执行了三个函数。

我们的函数框架已经各就各位并且能工作，是时候更新一些函数代码了。首先，是

函数：

这些代码相当直截了当。我们使用一个 文档来输出标题和 命令的输出结果，

命令结果被 < > 标签包围，为的是保持命令的输出格式。这个 函数类

似：



这个函数使用 命令来确定磁盘空间的数量。 后，我们将建造 函

数：

我们使用带有 选项的 命令来完成这个任务。然而，这并不是此问题的完整解决方

案。虽然它会在一些系统（例如 ）中起作用，但是在其它系统中它不工作。这是因为

许多系统会设置家目录的权限，以此阻止其它用户读取它们，这是一个合理的安全措施。在

这些系统中，这个 函数，只有用超级用户权限执行我们的脚本时，才会工

作。一个更好的解决方案是让脚本能根据用户的使用权限来调整自己的行为。我们将在下一章

中讨论这个问题。

你的 文件中的 函数

函数是更为完美的别名替代物，实际上是创建较小的个人所用命令的首

选方法。别名非常局限于命令的种类和它们支持的 功能，然而 函数

允许任何可以编写脚本的东西。例如，如果我们喜欢为我们的脚本开发的这个

函数，我们可以为我们的 文件创建一个相似的名为

的函数：

“ ”



总结归纳

这一章中，我们介绍了一种常见的程序设计方法，叫做自顶向下设计，并且我们知道了怎

样使用 函数按照要求来完成逐步 化的任务。我们也知道了怎样使用局部变量使 函

数独立于其它函数，以 其所在程序的其它部分。这就有可能使 函数以可移植的方式编

写，并且能够重复使用，通过把它们放置到多个程序中；节省了大量的时间。

拓展阅读

• 上面有许多关于软件设计原理的文章。这里是一些好文章：

http://en.wikipedia.org/wiki/Top-down_design
http://en.wikipedia.org/wiki/Subroutines


流程控制： 分支结构

在上一章中，我们遇到一个问题。怎样使我们的报告生成器脚本能适应运行此脚本的用户

的权限？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案要求我们能找到一种方法，在脚本中基于测试条件结果，来“改

变方向”。用编程术语表达，就是我们需要程序可以分支。让我们考虑一个简单的用伪码表示

的逻辑实例，伪码是一种模拟的计算机语言，为的是便于人们理解：

“ ”

“ ”

这就是一个分支的例子。根据条件，“ ”做一件事情，“ ”否则，

做另一件事情，“ ”

使用 ，我们可以编码上面的逻辑，如下所示：

或者我们可以直接在命令行中输入以上代码（略有缩短）：



在这个例子中，我们执行了两次这个命令。第一次是，把 的值设置为 ，从而导致输出字

符串“ ” 第二次是，把 的值设置为 ，从而导致输出字符串“ ”。

这个 语句语法如下：

这里的 是指一系列命令。第一眼看到会有点儿困惑。但是在我们弄清楚这些语

句之前，我们必须看一下 是如何评判一个命令的成功与失败的。

退出状态

当命令执行完毕后，命令（包括我们编写的脚本和 函数）会给系统发送一个值，叫做

退出状态。这个值是一个 到 之间的整数，说明命令执行成功或是失败。按照惯例，一个

零值说明成功，其它所有值说明失败。 提供了一个参数，我们可以用它检查退出状态。用

具体实例看一下：



在这个例子中，我们执行了两次 命令。第一次，命令执行成功。如果我们显示参数 $

的值，我们看到它是零。我们第二次执行 命令的时候，产生了一个错误，并再次查看参数

$ 。这次它包含一个数字 ，表明这个命令遇到了一个错误。有些命令使用不同的退出值，来

诊断错误，而许多命令当它们执行失败的时候，会简单地退出并发送一个数字 。手册页中经

常会包含一章标题为“退出状态”的内容，描述了使用的代码。然而，一个零总是表明成功。

这个 提供了两个极其简单的内部命令，它们不做任何事情，除了以一个零或 退出状

态来 止执行。 命令总是执行成功，而 命令总是执行失败：

我们能够使用这些命令，来看一下 语句是怎样工作的。 语句真正做的事情是计算命令

执行成功或失败：

当 之后的命令执行成功的时候，命令 将会执行，否则此命令不执行。如

果 之后跟随一系列命令，则将计算列表中的 后一个命令：



测试

到目前为止，经常与 一块使用的命令是 。这个 命令执行各种各样的检查与比

较。它有两种等价模式：

比较流行的格式是：

这里的 是一个表达式，其执行结果是 或者是 。当表达式为真时，这个

命令返回一个零退出状态，当表达式为假时， 命令退出状态为 。

文件表达式

以下表达式被用来计算文件状态：

表达式 如果为真

和 拥有相同的索引号（通过硬链接两个文件名指

向相同的文件）。

新于 。

早于 。

存在并且是一个块（设备）文件。

存在并且是一个字符（设备）文件。

存在并且是一个目录。



存在。

存在并且是一个普通文件。

存在并且设置了组 。

存在并且由有效组 拥有。

存在并且设置了它的“ ”。

存在并且是一个符号链接。

存在并且由有效用户 拥有。

存在并且是一个命名管道。

存在并且可读（有效用户有可读权限）。

存在且其长度大于零。

存在且是一个网络 。

是一个定向到 端／从 端定向的文件描述符。这可以

被用来决定是否重定向了标准输入／输出错误。

存在并且设置了 位。

存在并且可写（有效用户拥有可写权限）。

存在并且可执行（有效用户有执行／搜索权限）。

表 测试文件表达式

这里我们有一个脚本说明了一些文件表达式：



这个脚本会计算赋值给常量 的文件，并显示计算结果。对于此脚本有两点需要注意。

第一个，在表达式中参数 $ 是怎样被引用的。引号并不是必需的，但这是为了防范空参

数。如果 $ 的参数展开是一个空值，就会导致一个错误（操作符将会被解释为非空的字

符串而不是操作符）。用引号把参数引起来就确保了操作符之后总是跟随着一个字符串，即使

字符串为空。第二个，注意脚本末尾的 命令。这个 命令接受一个单独的，可选的参

数，其成为脚本的退出状态。当不传递参数时，退出状态默认为零。以这种方式使用 命

令，则允许此脚本提示失败如果 $ 展开成一个不存在的文件名。这个 命令出现在脚

本中的 后一行，是一个当一个脚本“运行到 后”（到达文件末尾），不管怎样，默认情况下

它以退出状态零 止。

类似地，通过带有一个整数参数的 命令， 函数可以返回一个退出状态。如果我

们打算把上面的脚本转变为一个 函数，为了在更大的程序中包含此函数，我们用

语句来代替 命令，则得到期望的行为：



字符串表达式

以下表达式用来计算字符串：

表达式 如果为真

不为 。

字符串 的长度大于零。

字符串 的长度为零。

和 相同 单或 等号都可以，不

过 等号更受欢迎。

和 不相同。

排列在 之后。

排列在 之前。

表 测试字符串表达式

警告：这个 > 和 < 表达式操作符必须用引号引起来（或者是用 斜杠转义），当与 一

块使用的时候。如果不这样，它们会被 解释为重定向操作符，造成潜在地破坏结果。同

时也要注意虽然 文档声明排序遵从当前语系的排列规则，但并不这样。将来的 版

本，包含 ，使用 （ ）排序规则。



这是一个演示这些问题的脚本：

在这个脚本中，我们计算常量 。我们首先确定是否此字符串为空。如果为空，我

们就 止脚本，并把退出状态设为零。注意这个应用于 命令的重定向操作。其把错误信

息“ ”重定向到标准错误，这是处理错误信息的“合理”方法。如果字符串

不为空，我们就计算字符串的值，看看它是否等于“ ” 或者“ ”。为此使用了

，它是“ ”的简写。通过使用 ，我们能够构建更复杂的逻辑测试。

整型表达式

下面的表达式用于整数：

表达式 如果为真

等于

不等于

小于或等于

小于

大于或等于



大于

表 测试整数表达式

这里是一个演示以上表达式用法的脚本：

这个脚本中有趣的地方是怎样来确定一个整数是偶数还是奇数。通过用模数 对数字执行

求模操作，就是用数字来除以 ，并返回余数，从而知道数字是偶数还是奇数。

更现代的测试版本

目前的 版本包括一个复合命令，作为加强的 命令替代物。它使用以下语法：



这里，类似于 ， 是一个表达式，其计算结果为真或假。这个 命令非

常相似于 命令（它支持所有的表达式），但是增加了一个重要的新的字符串表达式：

其返回值为真，如果 匹配扩展的正则表达式 。这就为执行比如数据验证等任

务提供了许多可能性。在我们前面的整数表达式示例中，如果常量 包含除了整数之外的

任何数据，脚本就会运行失败。这个脚本需要一种方法来证明此常量包含一个整数。使用

和 ∼ 字符串表达式操作符，我们能够这样来改进脚本：

通过应用正则表达式，我们能够限制 的值只是字符串，其开始于一个可选的减号，随

后是一个或多个数字。这个表达式也消除了空值的可能性。

添加的另一个功能是 操作符支持类型匹配，正如路径名展开所做的那样。例如：



这就使 有助于计算文件和路径名。

为整数设计

除了 复合命令之外， 也提供了 复合命名，其有利于操作整数。它支持

一套完整的算术计算，我们将在第 章中讨论这个主题。

被用来执行算术真测试。如果算术计算的结果是非零值，则一个算术真测试值为真。

使用 ，我们能够略微简化 脚本，像这样：



注意我们使用小于和大于符号，以 用来测试是否相等。这是使用整数较为自然的语

法了。也要注意，因为复合命令 是 语法的一部分，而不是一个普通的命令，而且

它只处理整数，所以它能够通过名字识别出变量，而不需要执行展开操作。我们将在第 中

进一步讨论 命令和相关的算术展开操作。

结合表达式

也有可能把表达式结合起来创建更复杂的计算。通过使用逻辑操作符来结合表达式。我们

在第 章中已经知道了这些，当我们学习 命令的时候。它们是用于 和 三个

逻辑操作。它们是 ， ，和 。 和 使用不同的操作符来表示这些操作：

操作符 测试

表 逻辑操作符

这里有一个 操作的示例。下面的脚本决定了一个整数是否属于某个范围内的值：



我们也可以对表达式使用圆括号，为的是分组。如果不使用括号，那么否定只应用于第一

个表达式，而不是两个组合的表达式。用 可以这样来编码：

因为 使用的所有的表达式和操作符都被 看作是命令参数（不像 和

），对于 有特殊含义的字符，比如说 <，>， ，和 ，必须引起来或者是转义。

知道了 和 基本上完成相同的事情，哪一个更好呢？ 更传统（是 的

一部分），然而 特定于 。知道怎样使用 很重要，因为它被非常广泛地应用，但

是显然 更有助于，并更易于编码。

可移植性是头脑狭隘人士的心魔

如果你和“真正的” 用户交谈，你很快就会发现他们大多数人不是非常喜

欢 。他们认为 肮脏且不干净。 追随者的一个宗旨是，一切都应

“可移植的”。这意味着你编写的任意一个脚本都应当无需修改，就能运行在任何一

个类 的系统中。

用户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这一点。在 之前， 用户已经看到了命

令的专有扩展以 对 世界的所做所为，他们自然会警惕 对他们

心爱系统的影响。



但是可移植性有一个严重的缺点。它防碍了进步。它要求做事情要遵循“ 低

常见标准”。在 编程这种情况下，它意味着一切要与 兼容， 初的

。

这个缺点是一个借口，专有软件供应商用它来证明他们的专利扩展，只有他们

称他们为“创新”。但是他们只是为他们的客户锁定设备。

工具，比如说 ，就没有这些限制。他们通过支持标准和普遍地可用性

来鼓励可移植性。你几乎可以在所有类型的系统中安装 和其它的 工具，

甚至是 ，而没有损失。所以就感觉可以自由的使用 的所有功能。它

是真正的可移植。

控制操作符：分支的另一种方法

支持两种可以执行分支任务的控制操作符。这个 （ ）和||（ ）操作符作用如

同复合命令 中的逻辑操作符。这是语法：

和

理解这些操作很重要。对于 操作符，先执行 ，如果并且只有如果

执行成功后，才会执行 。对于 || 操作符，先执行 ，如果并且只有如果

执行失败后，才会执行 。

在实际中，它意味着我们可以做这样的事情：

这会创建一个名为 的目录，并且若它执行成功后，当前目录会更改为 。第二个

命令会尝试执行只有当 命令执行成功之后。同样地，一个像这样的命令：



会测试目录 是否存在，并且只有测试失败之后，才会创建这个目录。这种构造类型非

常有助于在脚本中处理错误，这个主题我们将会在随后的章节中讨论更多。例如，我们在脚本

中可以这样做：

如果这个脚本要求目录 ，且目录不存在，然后脚本会 止，并返回退出状态 。

总结

这一章开始于一个问题。我们怎样使 脚本来检测是否用户拥有权限来

读取所有的家目录？根据我们的 知识，我们可以解决这个问题，通过把这些代码添加到

函数中：

我们计算 命令的输出结果。通过带有 选项的 命令，输出有效用户的数字用户

号。超级用户总是零，其它每个用户是一个大于零的数字。知道了这点，我们能够构建两种不

同的 文档，一个利用超级用户权限，另一个限制于用户拥有的家目录。



我们将暂别 程序，但不要着急。它还会回来。同时，当我们继续工作的时

候，将会讨论一些我们需要的话题。

拓展阅读

手册页中有几部分对本章中涵盖的主题提供了更详 的内容：

• 讨论控制操作符|| 和

• 讨论 和

• （条件表达式）

• 讨论

进一步， 中有一篇关于伪代码概念的好文章：

http://en.wikipedia.org/wiki/Pseudocode


读取键盘输入

到目前为止我们编写的脚本都缺乏一项在大多数计算机程序中都很常见的功能－交互性。

也就是，程序与用户进行交互的能力。虽然许多程序不必是可交互的，但一些程序却得到益处，

能够直接接受用户的输入。以这个前面章节中的脚本为例：

每次我们想要改变 数值的时候，我们必须编辑这个脚本。如果脚本能请求用户输入数

值，那么它会更加有用处。在这个脚本中，我们将看一下我们怎样给程序增加交互性功能。



从标准输入读取数值

这个 内部命令被用来从标准输入读取单行数据。这个命令可以用来读取键盘输入，当

使用重定向的时候，读取文件中的一行数据。这个命令有以下语法形式：

这里的 是下面列出的可用选项中的一个或多个，且 是用来存储输入数值的

一个或多个变量名。如果没有提供变量名， 变量 会包含数据行。

基本上， 会把来自标准输入的字段赋值给具体的变量。如果我们修改我们的整数求值

脚本，让其使用 ，它可能看起来像这样：



我们使用带有 选项（其会删除输出结果末尾的换行符）的 命令，来显示提示信息，

然后使用 来读入变量 的数值。运行这个脚本得到以下输出：

可以给多个变量赋值，正如下面脚本中所示：

在这个脚本中，我们给五个变量赋值并显示其结果。注意当给定不同个数的数值后，

怎样操作：



如果 命令接受到变量值数目少于期望的数字，那么额外的变量值为空，而多余的输入

数据则会被包含到 后一个变量中。如果 命令之后没有列出变量名，则一个 变量，

，将会包含所有的输入：

这个脚本的输出结果是：

选项

支持以下选送：

选项 说明

把输入赋值到数组 中，从索引号零开始。我们将在第

章中讨论数组问题。

用字符串 中的第一个字符指示输入结束，而不是

一个换行符。



使用 来处理输入。这使得与命令行相同的方式编

辑输入。

读取 个输入字符，而不是整行。

为输入显示提示信息，使用字符串 。

不把 斜杠字符解释为转义字符。

不会在屏幕上显示输入的字符。当输入密码和

其它确认信息的时候，这会很有帮助。

超时 几秒钟后 止输入。 会返回一个非零退出状态，

若输入超时。

使用文件描述符 中的输入，而不是标准输入。

表 选项

使用各种各样的选项，我们能用 完成有趣的事情。例如，通过 选项，我们能够提

供提示信息：

通过 和 选项，我们可以编写一个这样的脚本，读取“秘密”输入，并且如果在特定的

时间内输入没有完成，就 止输入。

这个脚本提示用户输入一个密码，并等待输入 秒钟。如果在特定的时间内没有完成输



入，则脚本会退出并返回一个错误。因为包含了一个 选项，所以输入的密码不会出现在屏幕

上。

通常， 对提供给 的输入按照单词进行分离。正如我们所见到的，这意味着多个由

一个或几个空格分离开的单词在输入行中变成独立的个体，并被 赋值给单独的变量。这

种行为由 变量 （内部字符分隔符）配置。 的默认值包含一个空格，一个 ，

和一个换行符，每一个都会把字段分割开。

我们可以调整 的值来控制输入字段的分离。例如，这个 文件包含的数据

行使用冒号作为字段分隔符。通过把 的值更改为单个冒号，我们可以使用 读取

中的内容，并成功地把字段分给不同的变量。这个就是做这样的事情：

这个脚本提示用户输入系统中一个帐户的用户名，然后显示在文件 文件中关

于用户记录的不同字段。这个脚本包含两个有趣的文本行。第一个是：



这一行把 命令的输入结果赋值给变量 。 命令使用的正则表达式确保用户

名只会在 文件中匹配一个文本行。

第二个有意思的文本行是：

这一行由三部分组成：一个变量赋值，一个带有一串参数的 命令，和一个奇怪的新的

重定向操作符。我们首先看一下变量赋值。

允许在一个命令之前立即发生一个或多个变量赋值。这些赋值为跟随着的命令更改环

境变量。这个赋值的影响是暂时的；只是在命令存在期间改变环境变量。在这种情况下，

的值改为一个冒号。另外，我们也可以这样编码：

我们先存储 的值，然后赋给一个新值，再执行 命令， 后把 恢复原值。显

然，完成相同的任务，在命令之前放置变量名赋值是一种更简明的方式。

这个<<< 操作符指示一个 字符串。一个 字符串就像一个 文档，只是比较

简短，由单个字符串组成。在这个例子中，来自 文件的数据发送给 命令的标

准输入。我们可能想知道为什么选择这种相当晦涩的方法而不是：

你不能管道

虽然通常 命令接受标准输入，但是你不能这样做：

|

我们期望这个命令能生效，但是它不能。这个命令将显示成功，但是

变量总是为空。为什么会这样？



答案与 处理管道线的方式有关系。在 （和其它 ，例如 ）中，

管道线会创建子 。它们是 的副本，且用来执行命令的环境变量在管道线

中。上面示例中， 命令将在子 中执行。

在类 的系统中，子 执行的时候，会为进程创建父环境的副本。当进

程结束之后，环境副本就会被破坏掉。这意味着一个子 永远不能改变父进程

的环境。 赋值变量，然后会变为环境的一部分。在上面的例子中， 在它的

子 环境中，把 赋值给变量 ，但是当命令退出后，子 和它的

环境将被破坏掉，这样赋值的影响就会消失。

使用 字符串是解决此问题的一种方法。另一种方法将在 章中讨论。

校正输入

从键盘输入这种新技能，带来了额外的编程挑战，校正输入。很多时候，一个良好编写的

程序与一个拙劣程序之间的区别就是程序处理意外的能力。通常，意外会以错误输入的形式出

现。在前面章节中的计算程序，我们已经这样做了一点儿，我们检查整数值，甄别空值和非数

字字符。每次程序接受输入的时候，执行这类的程序检查非常重要，为的是避免无效数据。对

于由多个用户共享的程序，这个尤为重要。如果一个程序只使用一次且只被作者用来执行一些

特殊任务，那么为了经济利益而忽略这些保护措施，可能会被原谅。即使这样，如果程序执行

危险任务，比如说删除文件，所以 好包含数据校正，以防万一。

这里我们有一个校正各种输入的示例程序：



这个脚本提示用户输入一个数字。随后，分析这个数字来决定它的内容。正如我们所看到

的，这个脚本使用了许多我们已经讨论过的概念，包括 函数， ， ，控制操作

符 ，以 和一些正则表达式。

菜单

一种常见的交互类型称为菜单驱动。在菜单驱动程序中，呈现给用户一系列选择，并要求

用户选择一项。例如，我们可以想象一个展示以下信息的程序：



使用我们从编写 程序中所学到的知识，我们能够构建一个菜单驱动程序来执

行上述菜单中的任务：



｀ ｀

从逻辑上讲，这个脚本被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显示菜单和用户输入。第二部分确认用户

馈，并执行选择的行动。注意脚本中使用的 命令。在这里，在一个行动执行之后，

被用来阻止脚本执行不必要的代码。通常在程序中出现多个 代码是一个坏想法（它使程序

逻辑较难理解），但是它在这个脚本中起作用。

总结归纳

在这一章中，我们向着程序交互性迈出了第一步；允许用户通过键盘向程序输入数据。使

用目前已经学过的技巧，有可能编写许多有用的程序，比如说特定的计算程序和容易使用的命

令行工具前端。在下一章中，我们将继续建立菜单驱动程序概念，让它更完善。

情提示

仔 研究本章中的程序，并对程序的逻辑结构有一个完整的理解，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

即将到来的程序会日益复杂。作为练习，用 命令而不是 复合命令来重新编写本章

中的程序。提示：使用 命令来计算正则表达式 其退出状态。这会是一个不错的实践。

拓展阅读

• 参考手册有一章关于内部命令的内容，其包括了 命令：

http://www.gnu.org/software/bash/manual/bashref.html#Bash-Builtins


流程控制： 循环

在前面的章节中，我们开发了菜单驱动程序，来产生各种各样的系统信息。虽然程序能够

运行，但它仍然存在重大的可用问题。它只能执行单一的选择，然后 止。更糟糕地是，如果

做了一个无效的选择，程序会以错误 止，而没有给用户提供再试一次的机会。如果我们能构

建程序，以致于程序能够重复显示菜单，而且能一次由一次的选择，直到用户选择退出程序，

这样的程序会更好一些。

在这一章中，我们将看一个叫做循环的程序概念，其可用来使程序的某些部分重复。

为循环提供了三个复合命令。本章我们将查看其中的两个命令，随后章节介绍第三个命令。

循环

日常生活中充满了重复性的活动。每天去 步，遛狗，切胡萝卜，所有任务都要重复一系

列的步骤。让我们以切胡萝卜为例。如果我们用伪码表达这种活动，它可能看起来像这样：

准备切菜板

准备菜

把胡萝卜放到切菜板上

提起菜

向前推进胡萝卜

切胡萝卜

如果切完整个胡萝卜，就退出，要不然回到第四步继续执行

从第四步到第七步形成一个循环。重复执行循环内的动作直到满足条件“切完整个胡萝

卜”。



能够表达相似的想法。比方说我们想要按照顺序从 到 显示五个数字。可如下构造

一个 脚本：

当执行的时候，这个脚本显示如下信息：

命令的语法是：

和 一样， 计算一系列命令的退出状态。只要退出状态为零，它就执行循环内的命

令。在上面的脚本中，创建了变量 ，并初始化为 。 命令将会计算 命令的退

出状态。只要 命令返回退出状态零，循环内的所有命令就会执行。每次循环结束之后，会

重复执行 命令。第六次循环之后， 的数值增加到 ， 命令不再返回退出状态零，

且循环 止。程序继续执行循环之后的语句。

我们可以使用一个 循环，来提高前面章节的 程序：





通过把菜单包含在 循环中，每次用户选择之后，我们能够让程序重复显示菜单。只

要 不等于 ，循环就会继续，菜单就能显示，从而用户有机会重新选择。每次动作

完成之后，会执行一个 命令，所以在清空屏幕和重新显示菜单之前，程序将会停顿几秒

钟，为的是能够看到选项输出结果。一旦 等于“ ”，则表示选择了“退出”选项，循

环就会 止，程序继续执行 语句之后的代码。

跳出循环

提供了两个内部命令，它们可以用来在循环内部控制程序流程。这个 命令立即

止一个循环，且程序继续执行循环之后的语句。这个 命令导致程序跳过循环中剩

余的语句，且程序继续执行下一次循环。这里我们看看采用了 和 两个命令的

程序版本：



在这个脚本版本中，我们设置了一个无限循环（就是自己永远不会 止的循环），通过使用

命令为 提供一个退出状态。因为 的退出状态总是为零，所以循环永远不会

止。这是一个令人惊讶的通用脚本编程技巧。因为循环自己永远不会结束，所以由程序员在恰

当的时候提供某种方法来跳出循环。此脚本，当选择 选项的时候， 命令被用来退出

循环。 命令被包含在其它选择动作的末尾，为的是更加高效执行。通过使用

命令，当一个选项确定后，程序会跳过不需要的代码。例如，如果选择了选项 ，则没有理

由去测试其它选项。

这个 命令与 非常相似，除了当遇到一个非零退出状态的时候， 退出循

环，而 不退出。一个 循环会继续执行直到它接受了一个退出状态零。在我们的

脚本中，我们继续执行循环直到 变量的数值小于或等于 。我们可以得到相

同的结果，通过在脚本中使用 命令：



通过把 表达式更改为 $ ， 会在正确的时间 止循环。决定使用

循环还是 循环，通常是选择一个 可以编写地很清楚的循环。

使用循环读取文件

和 能够处理标准输入。这就可以使用 和 处理文件。在下面的例子

中，我们将显示在前面章节中使用的 文件的内容：

为了重定向文件到循环中，我们把重定向操作符放置到 语句之后。循环将使用

从重定向文件中读取字段。这个 命令读取每个文本行之后，将会退出，其退出状态为零，

直到到达文件末尾。到时候，它的退出状态为非零数值，因此 止循环。也有可能把标准输入

管道到循环中。



这里我们接受 命令的标准输出，然后显示文本流。然而，因为管道将会在子 中执

行循环，当循环 止的时候，循环中创建的任意变量或赋值的变量都会消失，记住这一点很重

要。

总结

通过引入循环，和我们之前遇到的分支，子例程和序列，我们已经介绍了程序流程控制的

主要类型。 还有一些锦囊妙计，但它们都是关于这些基本概念的完善。

拓展阅读

• 文档工程中的 初学者指南一书中介绍了更多的 循环实例：

• 中有一篇关于循环的文章，其是一篇比较长的关于流程控制的文章中的一部

分：

http://tldp.org/LDP/Bash-Beginners-Guide/html/sect_09_02.html
http://en.wikipedia.org/wiki/Control_flow#Loops


疑难排解

随着我们的脚本变得越来越复杂，当脚本运行错误，执行结果出人意料的时候 我们就应该

查看一下原因了。在这一章中，我们将会看一些脚本中出现地常见错误类型，同时还会介绍几

个可以跟踪和消除问题的有用技巧。

语法错误

一个普通的错误类型是语法。语法错误涉 到一些 语法元素的拼写错误。大多数情况

下，这类错误会导致 拒绝执行此脚本。

在以下讨论中，我们将使用下面这个脚本，来说明常见的错误类型：

参看脚本内容，我们知道这个脚本执行成功了：

丢失引号

如果我们编辑我们的脚本，并从跟随第一个 命令的参数中，删除其末尾的 引号：



观察发生了什么：

这个脚本产生了两个错误。有趣地是，所报告的行号不是引号被删除的地方，而是程序中

后面的文本行。我们能知道为什么，如果我们跟随丢失引号文本行之后的程序。 会继续寻

找右引号，直到它找到一个，其就是这个紧随第二个 命令之后的引号。找到这个引号之

后， 变得很困惑，并且 命令的语法被破坏了，因为现在这个 语句在一个用引号引起

来的（但是开放的）字符串里面。

在冗长的脚本中，此类错误很难找到。使用带有语法高亮的编辑器将会帮助查找错误。如

果安装了 的完整版，通过输入下面的命令，可以使语法高亮生效：

丢失或意外的标记

另一个常见错误是忘记补全一个复合命令，比如说 或者是 。让我们看一下，如果我

们删除 命令中测试之后的分号，会出现什么情况：



结果是这样的：

再次，错误信息指向一个错误，其出现的位置靠后于实际问题所在的文本行。所发生的事

情真是相当有意思。我们记得， 能够接受一系列命令，并且会计算列表中 后一个命令的退

出代码。在我们的程序中，我们打算这个列表由单个命令组成，即 ，测试的同义词。这个

命令把它后面的东西看作是一个参数列表。在我们这种情况下，有三个参数： $ ， ，

和 。由于删除了分号，单词 被添加到参数列表中，从语法上讲，这是合法的。随后的

命令也是合法的。它被解释为命令列表中的另一个命令， 将会计算命令的退出代码。接

下来遇到单词 ，但是它出局了，因为 把它认定为一个保留字（对于 有特殊含义

的单词），而不是一个命令名，因此报告错误信息。

预料不到的展开

可能有这样的错误，它们仅会间歇性地出现在一个脚本中。有时候这个脚本执行正常，其

它时间会失败，这是因为展开结果造成的。如果我们归还我们丢掉的分号，并把 的数

值更改为一个空变量，我们可以示范一下：



运行这个做了修改的脚本，得到以下输出：

我们得到一个相当神秘的错误信息，其后是第二个 命令的输出结果。这问题是由于

命令中 变量的展开结果造成的。当此命令：

经过展开之后， 变为空值，结果就是这样：

这是无效的，所以就产生了错误。这个 操作符是一个二元操作符（它要求每边都有一

个数值），但是第一个数值是缺失的，这样 命令就期望用一个一元操作符（比如 ）来代

替。进一步说，因为 命令运行失败了（由于错误），这个 命令接收到一个非零退出代码，

因此执行第二个 命令。

通过为 命令中的第一个参数添加 引号，可以更正这个问题：

然后当展开操作发生地时候，执行结果将会是这样：



其得到了正确的参数个数。除了代表空字符串之外，引号应该被用于这样的场合，一个要

展开成多单词字符串的数值， 其包含嵌入式空格的文件名。

逻辑错误

不同于语法错误，逻辑错误不会阻止脚本执行。虽然脚本会正常运行，但是它不会产生期

望的结果，归咎于脚本的逻辑问题。虽然有不计其数的可能的逻辑错误，但下面是一些在脚本

中找到的 常见的逻辑错误类型：

不正确的条件表达式。很容易编写一个错误的 语句，并且执行错误的逻辑。

有时候逻辑会被颠倒，或者是逻辑结构不完整。

“超出一个值”错误。当编写带有计数器的循环语句的时候，为了计数在恰当的点结束，

循环语句可能要求从 开始计数，而不是从 开始，这有可能会被忽视。这些类型的错

误要不导致循环计数太多，而“超出范围”，要不就是过早的结束了一次迭代，从而错过

了 后一次迭代循环。

意外情况。大多数逻辑错误来自于程序碰到了程序员没有预见到的数据或者情况。这也

可以包括出乎意料的展开，比如说一个包含嵌入式空格的文件名展开成多个命令参数而

不是单个的文件名。

防错编程

当编程的时候，验证假设非常重要。这意味着要仔 得计算脚本所使用的程序和命令的退

出状态。这里有个实例，基于一个真实的故事。为了在一台重要的服务器中执行维护任务，一

位不幸的系统管理员写了一个脚本。这个脚本包含下面两行代码：

从本质上来说，这两行代码没有任何问题，只要是变量 中存储的目录名字存在就

可以。但是如果不是这样会发生什么事情呢？在那种情况下， 命令会运行失败，脚本会继续



执行下一行代码，将会删除当前工作目录中的所有文件。完成不是期望的结果！由于这种设计

策略，这个倒霉的管理员销毁了服务器中的一个重要部分。

让我们看一些能够提高这个设计的方法。首先，在 命令执行成功之后，再运行 命令，

可能是明智的选择。

这样，如果 命令运行失败后， 命令将不会执行。这样比较好，但是仍然有可能未设

置变量 或其变量值为空，从而导致删除了用户家目录下面的所有文件。这个问题也

能够避免，通过检验变量 中包含的目录名是否真正地存在：

通常，当某种情况（比如上述问题）发生的时候， 好是 止脚本执行，并对这种情况提

示错误信息：

这里，我们检验了两种情况，一个名字，看看它是否为一个真正存在的目录，另一个是

命令是否执行成功。如果任一种情况失败，就会发送一个错误说明信息到标准错误，然后脚本

止执行，并用退出状态 表明脚本执行失败。



验证输入

一个良好的编程习惯是如果一个程序可以接受输入数据，那么这个程序必须能够应对它所

接受的任意数据。这通常意味着必须非常仔 地筛选输入数据，以确保只有有效的输入数据才

能被程序用来做进一步地处理。在前面章节中我们学习 命令的时候，我们遇到过一个这

样的例子。一个脚本中包含了下面一条测试语句，用来验证一个选择菜单：

这条测试语句非常明确。只有当用户输入是一个位于 到 范围内（包括 和 ）的数字

的时候，这条语句才返回一个 退出状态。而其它任何输入概不接受。有时候编写这类测试条

件非常具有挑战性，但是为了能产出一个高质量的脚本，付出还是必要的。

设计是时间的函数

当我还是一名大学生，在学习工业设计的时候，一位明智的教授说过一个项目

的设计程度是由给定设计师的时间量来决定的。如果给你五分钟来设计一款能够

“杀死苍蝇”的产品，你会设计出一个苍蝇拍。如果给你五个月的时间，你可能会

制作出激光制导的“ 苍蝇系统”。

同样的原理适用于编程。有时候一个“快速但粗糙”的脚本就可以解决问题，但

这个脚本只能被其作者使用一次。这类脚本很常见，为了节省气力也应该被快速地

开发出来。所以这些脚本不需要太多的注释和防错检查。相 ，如果一个脚本打算

用于生产使用，也就是说，某个重要任务或者多个客户会不断地用到它，此时这个

脚本就需要非常谨慎小心地开发了。

测试

在各类软件开发中（包括脚本），测试是一个重要的环节。在开源世界中有一句谚语，“早

发布，常发布”，这句谚语就 映出这个事实（测试的重要性）。通过提早和经常发布，软件能

够得到更多曝光去使用和测试。经验表明如果在开发周期的早期发现 ，那么这些 就越

容易定位，而且越能低成本的修复。

在之前的讨论中，我们知道了如何使用 来验证程序流程。在脚本开发的 初阶段，它

们是一项有价值的技术来检测我们的工作进度。



让我们看一下上面的文件删除问题，为了轻松测试，看看如何修改这些代码。测试原本那

个代码片段将是危险的，因为它的目的是要删除文件，但是我们可以修改代码，让测试安全：

因为在满足出错条件的情况下代码可以打印出有用信息，所以我们没有必要再添加任何额

外信息了。 重要的改动是仅在 命令之前放置了一个 命令，为的是把 命令 其展

开的参数列表打印出来，而不是执行实际的 命令语句。这个改动可以安全的执行代码。在

这段代码的末尾，我们放置了一个 命令来结束测试，从而防止执行脚本其它部分的代码。

这个需求会因脚本的设计不同而变化。

我们也在代码中添加了一些注释，用来标记与测试相关的改动。当测试完成之后，这些注

释可以帮助我们找到并删除所有的更改。

测试案例

为了执行有用的测试，开发和使用好的测试案例是很重要的。这个要求可以通过谨慎地选

择输入数据或者运行边缘案例和极端案例来完成。在我们的代码片段中（是非常简单的代码），

我们想要知道在下面的三种具体情况下这段代码是怎样执行的：

包含一个已经存在的目录的名字

包含一个不存在的目录的名字

为空

通过执行以上每一个测试条件，就达到了一个良好的测试覆盖率。



正如设计，测试也是一个时间的函数。不是每一个脚本功能都需要做大量的测试。问题关

键是确定什么功能是 重要的。因为测试若发生故障会存在如此潜在的破坏性，所以我们的代

码片在设计和测试段期间都应值得仔 推敲。

调试

如果测试暴露了脚本中的一个问题，那下一步就是调试了。“一个问题”通常意味着在某种

情况下，这个脚本的执行结果不是程序员所期望的结果。若是这种情况，我们需要仔 确认这

个脚本实际到底要完成什么任务，和为什么要这样做。有时候查找 要牵涉到许多监测工

作。一个设计良好的脚本会对查找错误有帮助。设计良好的脚本应该具备防卫能力，能够监测

异常条件，并能为用户提供有用的 馈信息。然而有时候，出现的问题相当稀奇，出人意料，

这时候就需要更多的调试技巧了。

找到问题区域

在一些脚本中，尤其是一些代码比较长的脚本，有时候隔离脚本中与出现的问题相关的代

码区域对查找问题很有效。隔离的代码区域并不总是真正的错误所在，但是隔离往往可以深入

了解实际的错误原因。可以用来隔离代码的一项技巧是“添加注释”。例如，我们的文件删除

代码可以修改成这样，从而决定注释掉的这部分代码是否导致了一个错误：

通过给脚本中的一个逻辑区块内的每条语句的开头添加一个注释符号，我们就阻止了这部

分代码的执行。然后可以再次执行测试，来看看清除的代码是否影响了错误的行为。



追踪

在一个脚本中，错误往往是由意想不到的逻辑流导致的。也就是说，脚本中的一部分代码

或者从未执行，或是以错误的顺序，或在错误的时间给执行了。为了查看真实的程序流，我们

使用一项叫做追踪（ ）的技术。

一种追踪方法涉 到在脚本中添加可以显示程序执行位置的提示性信息。我们可以添加提

示信息到我们的代码片段中：

我们把提示信息输出到标准错误输出，让其从标准输出中分离出来。我们也没有缩进包含

提示信息的语句，这样想要删除它们的时候，能比较容易找到它们。

当这个脚本执行的时候，就可能看到文件删除操作已经完成了：

还提供了一种名为追踪的方法，这种方法可通过 选项和 命令加上 选项两种

途径实现。拿我们之前的 脚本为例，给该脚本的第一行语句添加 选项，我们就能追

踪整个脚本。



当脚本执行后，输出结果看起来像这样

追踪生效后，我们看到脚本命令展开后才执行。行首的加号表明追踪的迹象，使其与常规

输出结果区分开来。加号是追踪输出的默认字符。它包含在 （提示符 ） 变量中。可

以调整这个变量值让提示信息更有意义。这里，我们修改该变量的内容，让其包含脚本中追踪

执行到的当前行的行号。注意这里必须使用单引号是为了防止变量展开，直到提示符真正使用

的时候，就不需要了。

我们可以使用 命令加上 选项，为脚本中的一块选择区域，而不是整个脚本启用追

踪。



我们使用 命令加上 选项来启动追踪， 选项关闭追踪。这种技术可以用来检查一

个有错误的脚本的多个部分。

执行时检查数值

伴随着追踪，在脚本执行的时候显示变量的内容，以此知道脚本内部的工作状态，往往是

很用的。使用额外的 语句通常会奏效。

在这个简单的示例中，我们只是显示变量 的数值，并为其添加注释，随后利于其

识别和清除。当查看脚本中的循环和算术语句的时候，这种技术特别有用。



总结

在这一章中，我们仅仅看了几个在脚本开发期间会出现的问题。当然，还有很多。这章中

描述的技术对查找大多数的常见错误是有效的。调试是一种艺术，可以通过开发经验，在知道

如何避免错误 整个开发过程中不断测试 以 在查找 （有效利用追踪）两方面都会得到提

升。

拓展阅读

• 上面有两篇关于语法和逻辑错误的短文：

• 网上有很多关于技术层面的 编程的资源：

• 想要学习从编写良好的 程序中得知的基本概念，可以参考 的《

编程的艺术》这本伟大的著作。书中的许多想法都能适用于 脚本：

• 对于真正的高强度的调试，参考这个 ：

http://en.wikipedia.org/wiki/Syntax_error
http://en.wikipedia.org/wiki/logic_error
http://mywiki.wooledge.org/BashPitfalls
http://tldp.org/LDP/abs/html/gotchas.html
http://www.gnu.org/software/bash/manual/html_node/Reserved-Word-Index.html
http://www.faqs.org/docs/artu/
http://www.faqs.org/docs/artu/ch01s06.html
http://bashdb.sourceforge.net/


流程控制： 分支

在这一章中，我们将继续看一下程序的流程控制。在第 章中，我们构建了一些简单的菜

单并创建了用来应对各种用户选择的程序逻辑。为此，我们使用了一系列的 命令来识别哪一

个可能的选项已经被选中。这种类型的构造经常出现在程序中，出现频率如此之多，以至于许

多编程语言（包括 ）专门为多选决策提供了一种流程控制机制。

的多选复合命令称为 。它的语法规则如下所示：

如果我们看一下第 章中的读菜单程序，我们就知道了用来应对一个用户选项的逻辑流

程：



使用 语句，我们可以用更简单的代码替换这种逻辑：



命令检查一个变量值，在我们这个例子中，就是 变量的变量值，然后试图去

匹配其中一个具体的模式。当与之相匹配的模式找到之后，就会执行与该模式相关联的命令。

若找到一个模式之后，就不会再继续寻找。

模式

这里 语句使用的模式和路径展开中使用的那些是一样的。模式以一个“ ”为 止符。

这里是一些有效的模式。

模式 描述

若单词为“ ”，则匹配

若单词是一个字母字符，则匹配



若单词只有 个字符，则匹配

若单词以“ ”字符结尾，则匹配

匹配任意单词。把这个模式做为 命令的 后一个模式，

是一个很好的做法，可以捕捉到任意一个与先前模式不匹配

的数值；也就是说，捕捉到任何可能的无效值。

表 模式实例

这里是一个模式使用实例：

还可以使用竖线字符作为分隔符，把多个模式结合起来。这就创建了一个“或”条件模式。

这对于处理诸如大小写字符很有用处。例如：



这里，我们更改了 程序的代码，用字母来代替数字做为菜单选项。注意新模式

如何使得大小写字母都是有效的输入选项。

执行多个动作

早于版本号 的 ， 语法只允许执行与一个成功匹配的模式相关联的动作。匹配

成功之后，命令将会 止。这里我们看一个测试一个字符的脚本：



运行这个脚本，输出这些内容：

大多数情况下这个脚本工作是正常的，但若输入的字符不止与一个 字符集匹配的

话，这时脚本就会出错。例如，字符“ ”既是小写字母，也是一个十六进制的数字。早于

的 ，对于 语法绝不能匹配多个测试条件。现在的 版本，添加“ ”表达式来

止每个行动，所以现在我们可以做到这一点：

当我们运行这个脚本的时候，我们得到这些：



添加的“ ”的语法允许 语句继续执行下一条测试，而不是简单地 止运行。

总结

命令是我们编程技巧口袋中的一个便捷工具。在下一章中我们将看到，对于处理某些

类型的问题来说， 命令是一个完美的工具。

拓展阅读

• 参考手册的条件构造一节详尽的介绍了 命令：

• 高级 脚本指南提供了更深一层的 应用实例：

http://tiswww.case.edu/php/chet/bash/bashref.html#SEC21
http://tldp.org/LDP/abs/html/testbranch.html


位置参数

现在我们的程序还缺少一种本领，就是接收和处理命令行选项和参数的能力。在这一章中，

我们将探究一些能让程序访问命令行内容的 性能。

访问命令行

提供了一个称为位置参数的变量集合，这个集合包含了命令行中所有独立的单词。这

些变量按照从 到 给予命名。可以以这种方式讲明白：

一个非常简单的脚本，显示从 $ 到 $ 所有变量的值。当不带命令行参数执行该脚本时，

输出结果如下：



即使不带命令行参数，位置参数 $ 总会包含命令行中出现的第一个单词，也就是已执行程

序的路径名。当带参数执行脚本时，我们看看输出结果：

注意：实际上通过参数展开方式你可以访问的参数个数多于 个。只要指定一个大于 的

数字，用花括号把该数字括起来就可以。例如 ${ }， ${ }， ${ }，等等。

确定参数个数

另外 还提供了一个名为 $ ，可以得到命令行参数个数的变量



结果是：

访问多个参数的利器

但是如果我们给一个程序添加大量的命令行参数，会怎么样呢？正如下面的例子：



在这个例子运行的环境下，通配符 展开成 个参数。我们如何处理那么多的参数？为

此， 提供了一种方法，尽管笨拙，但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执行一次 命令，就会导致

所有的位置参数“向下移动一个位置”。事实上，用 命令也可以处理只有一个参数的情况

（除了其值永远不会改变的变量 $ ）：

每次 命令执行的时候，变量 $ 的值会移动到变量 $ 中，变量 $ 的值会移动到变量

$ 中，依次类推。变量 $ 的值也会相应的减 。

在该 程序中，我们编写了一个计算剩余参数数量，只要参数个数不为零就会

继续执行的 循环。我们显示当前的位置参数，每次循环迭代变量 的值都会加 ，

用来计数处理的参数数量， 后，执行 命令加载 $ ，其值为下一个位置参数的值。这里

是程序运行后的输出结果



简单应用

即使没有 命令，也可以用位置参数编写一个有用的应用。举例说明，这里是一个简单

的输出文件信息的程序：

这个程序显示一个具体文件的文件类型（由 命令确定）和文件状态（来自 命令）。

该程序一个有意思的特点是 变量。它的值就是 $ 命令的执行结果。

这个 命令清除一个路径名的开头部分，只留下一个文件的基本名称。在我们的程序

中， 命令清除了包含在 $ 位置参数中的路径名的开头部分，$ 中包含着我们示例

程序的完整路径名。当构建提示信息正如程序结尾的使用信息的时候， $ 的执行结

果就很有用处。按照这种方式编码，可以重命名该脚本，且程序信息会自动调整为包含相应的

程序名称。

函数中使用位置参数

正如位置参数被用来给 脚本传递参数一样，它们也能够被用来给 函数传递参

数。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将把 脚本转变成一个 函数：



现在，如果一个包含 函数 的脚本调用该函数，且带有一个文件名参数，那这

个参数会传递给 函数。

通过此功能，我们可以写出许多有用的 函数，这些函数不仅能在脚本中使用，也可以

用在 文件中。

注意那个 变量已经改成 变量 了。 会自动更新

变量，以便跟踪当前执行的 函数。注意位置参数 $ 总是包含命令行中第一

项的完整路径名（例如，该程序的名字），但不会包含这个我们可能期望的 函数的名字。

处理集体位置参数

有时候把所有的位置参数作为一个集体来管理是很有用的。例如，我们可能想为另一个程

序编写一个“包裹程序”。这意味着我们会创建一个脚本或 函数，来简化另一个程序的执

行。包裹程序提供了一个神秘的命令行选项列表，然后把这个参数列表传递给下一级的程序。

为此 提供了两种特殊的参数。他们二者都能扩展成完整的位置参数列表，但以相当微

妙的方式略有不同。它们是：

参数 描述

$ 展开成一个从 开始的位置参数列表。当它被用 引号引

起来的时候，展开成一个由 引号引起来的字符串，包含了

所有的位置参数，每个位置参数由 变量 的第一个

字符（默认为一个空格）分隔开。

$ 展开成一个从 开始的位置参数列表。当它被用 引号引

起来的时候，它把每一个位置参数展开成一个由 引号引起

来的分开的字符串。

表 和 特殊参数



下面这个脚本用程序中展示了这些特殊参数：

在这个相当复杂的程序中，我们创建了两个参数：“ ”和“ ”，然后

把它们传递给 函数。这个函数，依次，再把两个参数传递给 函数，

使用了特殊参数 $ 和 $ 提供的四种可用方法。脚本运行后，揭示了这两个特殊参数存在的

差异：



通过我们的参数，$ 和 $ 两个都产生了一个有四个词的结果：

这个结果符合我们实际的期望。我们从中得到的教训是尽管 提供了四种不同的得到位

置参数列表的方法，但到目前为止， $ 在大多数情况下是 有用的方法，因为它保留了每

一个位置参数的完整性。

一个更复杂的应用

经过长时间的间断，我们将恢复程序 的工作。我们下一步要给程序添加如下

几个命令行选项：

• 输出文件。我们将添加一个选项，以便指定一个文件名，来包含程序的输出结果。选项

格式要么是 ，要么是

• 交互模式。这个选项将提示用户输入一个输出文件名，然后判断是否指定的文件已经存

在了。如果文件存在，在覆盖这个存在的文件之前会提示用户。这个选项可以通过 或

者 来指定。

• 帮助。指定 选项或者是 选项，可导致程序输出提示性的使用信息。

这里是处理命令行选项所需的代码：



首先，我们添加了一个叫做 的 函数，以便显示帮助信息，当启用帮助选项或敲

写了一个未知选项的时候。

下一步，我们开始处理循环。当位置参数 $ 不为空的时候，这个循环会持续运行。在循

环的底部，有一个 命令，用来提升位置参数，以便确保该循环 会 止。在循环体内，

我们使用了一个 语句来检查当前位置参数的值，看看它是否匹配某个支持的选项。若找到

了匹配项，就会执行与之对应的代码。若没有，就会打印出程序使用信息，该脚本 止且执行

错误。

处理 参数的方式很有意思。当监测到 参数的时候，会执行一次 命令，从而提升

位置参数 $ 为伴随着 选项的 参数。

我们下一步添加代码来实现交互模式：



若 变量不为空，就会启动一个无休止的循环，该循环包含文件名提示和随后存

在的文件处理代码。如果所需要的输出文件已经存在，则提示用户覆盖，选择另一个文件名，

或者退出程序。如果用户选择覆盖一个已经存在的文件，则会执行 命令 止循环。注意

语句是怎样只检测用户选择了覆盖还是退出选项。其它任何选择都会导致循环继续并提示

用户再次选择。

为了实现这个输出文件名的功能，首先我们必须把现有的这个写页面（ ）的代

码转变成一个 函数，一会儿就会明白这样做的原因：



解决 选项逻辑的代码出现在以上程序片段的末尾。在这段代码中，我们测试一个文件

名是否存在，若文件名存在，则执行另一个测试看看该文件是不是可写文件。为此，会运行

命令，紧随其后执行一个测试，来决定 命令创建的文件是否是个普通文件。这两

个测试考虑到了输入是无效路径名（ 命令执行失败），和一个普通文件已经存在的情况。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程序调用 函数来生成实际的网页。函数输出要么直接

定向到标准输出（若 变量为空的话）要么重定向到具体的文件中。

总结

伴随着位置参数的加入，现在我们能编写相当具有功能性的脚本。例如，重复性的任务，

位置参数使得编写非常有用的，可以放置在一个用户的 文件中的 函数成为可能。

我们的 程序日渐精进。这里是一个完整的程序清单， 新的更改用高亮显示：







我们还没有完成。仍然还有许多事情我们可以做，可以改进。

拓展阅读

• 上有一篇不错的关于位置参数的文章：

• 的参考手册有一篇关于特殊参数的文章，包括 $ 和 $ ：

• 除了本章讨论的技术之外， 还包含一个叫做 的内部命令，此命令也可以用

来处理命令行参数。 参考页面的 一节介绍了这个

命令， 上也有对它的描述：

http://wiki.bash-hackers.org/scripting/posparams
http://www.gnu.org/software/bash/manual/bashref.html#Special-Parameters


http://wiki.bash-hackers.org/howto/getopts_tutorial


流程控制： 循环

在这关于流程控制的 后一章中，我们将看看另一种 循环构造。 循环不同于

和 循环，因为在循环中，它提供了一种处理序列的方式。这证明在编程时非常有用。因

此在 脚本中， 循环是非常流行的构造。

实现一个 循环，很自然的，要用 命令。在现代版的 中，有两种可用的 循

环格式。

传统 格式

原来的 命令语法是：

这里的 是一个变量的名字，这个变量在循环执行期间会增加， 是一个可选

的条目列表，其值会按顺序赋值给 ， 是在每次循环迭代中要执行的命令。

在命令行中 命令是很有用的。我们可以很容易的说明它是如何工作的：

在这个例子中， 循环有一个四个单词的列表：“ ”，“ ”，“ ”，和“ ”。由于这四个

单词的列表， 循环会执行四次。每次循环执行的时候，就会有一个单词赋值给变量 。在循



环体内，我们有一个 命令会显示 变量的值，来演示赋值结果。正如 和 循环，

关键字会关闭循环。

命令真正强大的功能是我们可以通过许多有趣的方式创建 列表。例如，通过花括

号展开：

或者路径名展开：

或者命令替换：



在这个示例中，我们要在一个文件中查找 长的字符串。当在命令行中给出一个或多个文

件名的时候，该程序会使用 程序（其包含在 包中），为每一个文件产生

一个可读的文本格式的“ ”列表。然后这个 循环依次处理每个单词，判断当前这个单

词是否为目前为止找到的 长的一个。当循环结束的时候，显示出 长的单词。

如果省略掉 命令的可选项 部分， 命令会默认处理位置参数。我们将修改

脚本，来使用这种方式：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我们已经更改了 外围的循环，用 循环来代替 循环。通过省

略 命令的 列表，用位置参数替而代之。在循环体内，之前的变量 已经改为变量 。

同时 命令也被淘汰掉了。



为什么是 ？

你可能已经注意到上面所列举的 循环的实例都选择 作为变量。为什么呢？

实际上没有具体原因，除了传统习惯。 循环使用的变量可以是任意有效的变量，

但是 是 常用的一个，其次是 和 。

这一传统的基础源于 编程语言。在 语言中，以字母 ， ， ，

和 开头的未声明变量的类型自动设为整形，而以其它字母开头的变量则为实

数类型（带有小数的数字）。这种行为导致程序员使用变量 ， ，和 作为循环变

量，因为当需要一个临时变量（正如循环变量）的时候，使用它们工作量比较少。

这也引出了如下基于 的俏皮话：

“神是真实的，除非是声明的整数。”

语言格式

新版本的 已经添加了第二种格式的 命令语法，该语法相似于 语言中的 语

法格式。其它许多编程语言也支持这种格式：

这里的 ， ，和 都是算术表达式， 是每次循环

迭代时要执行的命令。在行为方面，这相当于以下构造形式：

用来初始化循环条件， 用来决定循环结束的时间，还有在每次循环

迭代的末尾会执行 。



这里是一个典型应用：

脚本执行之后，产生如下输出：

在这个示例中， 初始化变量 的值为 ， 允许循环继续执行只要变

量 的值小于 ，还有每次循环迭代时， 会把变量 的值加 。

语言格式的 循环对于需要一个数字序列的情况是很有用处的。我们将在接下来的两

章中看到几个这样的应用实例。

总结

学习了 命令的知识，现在我们将对我们的 脚本做 后的改进。目前，这

个 函数看起来像这样：



下一步，我们将重写它，以便提供每个用户家目录的更详尽信息，并且包含用户家目录中

文件和目录的总个数：

这次重写应用了目前为止我们学过的许多知识。我们仍然测试超级用户（ ），但是

我们在 语句块内设置了一些随后会在 循环中用到的变量，来取代在 语句块内执行完备



的动作集合。我们添加了给函数添加了几个本地变量，并且使用 来格式化输出。

拓展阅读

• 《高级 脚本指南》有一章关于循环的内容，其中列举了各种各样的 循环实例：

• 《 参考手册》描述了循环复合命令，包括了 循环：

http://tldp.org/LDP/abs/html/loops1.html
http://www.gnu.org/software/bash/manual/bashref.html#Looping-Constructs


字符串和数字

所有的计算机程序都是用来和数据打交道的。在过去的章节中，我们专注于处理文件级别

的数据。然而，许多程序问题需要使用更小的数据单位来解决，比方说字符串和数字。

在这一章中，我们将查看几个用来操作字符串和数字的 功能。 提供了各种执行字

符串操作的参数展开功能。除了算术展开（在第七章中接触过），还有一个常见的命令行程序

叫做 ，能执行更高级别的数学运算。

参数展开

尽管参数展开在第七章中出现过，但我们并没有详尽地介绍它，因为大多数的参数展开会

用在脚本中，而不是命令行中。我们已经使用了一些形式的参数展开；例如， 变量。

提供了更多方式。

基本参数

简单的参数展开形式 映在平常使用的变量上。

例如：

$

当 $ 展开后，会变成变量 所包含的值。简单参数也可能用花括号引起来：

${ }

虽然这对展开没有影响，但若该变量 与其它的文本相邻，可能会把 搞糊涂了。在这

个例子中，我们试图创建一个文件名，通过把字符串“ ”附加到变量 的值的后面。

如果我们执行这个序列，没有任何输出结果，因为 会试着展开一个称为 的变量，

而不是 。通过添加花括号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已经知道通过把数字包裹在花括号中，可以访问大于 的位置参数。例如，访问第十

一个位置参数，我们可以这样做：

${ }

管理空变量的展开

几种用来处理不存在和空变量的参数展开形式。这些展开形式对于解决丢失的位置参数和

给参数指定默认值的情况很方便。

${ }

若 没有设置（例如，不存在）或者为空，展开结果是 的值。若

不为空，则展开结果是 的值。

${ }

若 没有设置或为空，展开结果是 的值。另外， 的值会赋值给

。若 不为空，展开结果是 的值。



注意：位置参数或其它的特殊参数不能以这种方式赋值。

${ }

若 没有设置或为空，这种展开导致脚本带有错误退出，并且 的内容会发送

到标准错误。若 不为空，展开结果是 的值。

${ }

若 没有设置或为空，展开结果为空。若 不为空，展开结果是 的

值会替换掉 的值；然而， 的值不会改变。



返回变量名的参数展开

具有返回变量名的能力。这会用在一些相当独特的情况下。

${ }

${ }

这种展开会返回以 开头的已有变量名。根据 文档，这两种展开形式的执行结果

相同。这里，我们列出了所有以 开头的环境变量名：

字符串展开

有大量的展开形式可用于操作字符串。其中许多展开形式尤其适用于路径名的展开。

${ }

展开成由 所包含的字符串的长度。通常， 是一个字符串；然而，如果

是 或者是 的话，则展开结果是位置参数的个数。

${ }

${ }

这些展开用来从 所包含的字符串中提取一部分字符。提取的字符始于第

个字符（从字符串开头算起）直到字符串的末尾，除非指定提取的长度。



若 的值为负数，则认为 值是从字符串的末尾开始算起，而不是从开头。注意负

数前面必须有一个空格，为防止与 ${ } 展开形式混淆。 ，若出现，则必

须不能小于零。

如果 是 ，展开结果是 个位置参数，从第 个位置参数开始。

${ }

${ }

这些展开会从 所包含的字符串中清除开头一部分文本，这些字符要匹配定义的

。 是通配符模式，就如那些用在路径名展开中的模式。这两种形式的差异之处是

该 形式清除 短的匹配结果，而该 模式清除 长的匹配结果。

${ }

${ }

这些展开和上面的 和 展开一样，除了它们清除的文本从 所包含字符串的

末尾开始，而不是开头。



${ }

${ }

${ }

${ }

这种形式的展开对 的内容执行查找和替换操作。如果找到了匹配通配符

的文本，则用 的内容替换它。在正常形式下，只有第一个匹配项会被替换掉。在该 形

式下，所有的匹配项都会被替换掉。该 要求匹配项出现在字符串的开头，而 要求匹配项

出现在字符串的末尾。/string 可能会省略掉，这样会导致删除匹配的文本。

知道参数展开是件很好的事情。字符串操作展开可以用来替换其它常见命令比方说 和

。通过减少使用外部程序，展开提高了脚本的效率。举例说明，我们将修改在之前章节中讨

论的 程序，用参数展开 ${ } 取代命令 $ $ | 其 ，像这

样：



下一步，我们将使用 命令来比较这两个脚本版本的效率：

原来的脚本扫描整个文本文件需耗时 秒，而该新版本，使用参数展开，仅仅花费了

秒——一个非常巨大的提高。

大小写转换

新的 版本已经支持字符串的大小写转换了。 有四个参数展开和 命令的

两个选项来支持大小写转换。



那么大小写转换对什么有好处呢？除了明显的审美价值，它在编程领域还有一个重要的角

色。让我们考虑一个数据库查询的案例。假设一个用户已经敲写了一个字符串到数据输入框

中，而我们想要在一个数据库中查找这个字符串。该用户输入的字符串有可能全是大写字母或

全是小写或是两者的结合。我们当然不希望把每个可能的大小写拼写排列填充到我们的数据库

中。那怎么办？

解决这个问题的常见方法是规范化用户输入。也就是，在我们试图查询数据库之前，把用

户的输入转换成标准化。我们能做到这一点，通过把用户输入的字符全部转换成小写字母或大

写字母，并且确保数据库中的条目按同样的方式规范化。

这个 命令可以用来把字符串规范成大写或小写字符。使用 命令，我们能强

制一个变量总是包含所需的格式，无论如何赋值给它。

在上面的脚本中，我们使用 命令来创建两个变量， 和 。我们把第一个

命令行参数的值（位置参数 ）赋给每一个变量，然后把变量值在屏幕上显示出来：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命令行参数（“ ”）已经规范化了。

有四个参数展开，可以执行大小写转换操作：

格式 结果

\${ } 把 的值全部展开成小写字母。



\${ } 仅仅把 的第一个字符展开成小写字母。

\${ ˆˆ} 把 的值全部转换成大写字母。

\${ ˆ} 仅仅把 的第一个字符转换成大写字母（首字母

大写）。

表 大小写转换参数展开

这里是一个脚本，演示了这些展开格式：

这里是脚本运行后的结果：

再次，我们处理了第一个命令行参数，输出了由参数展开支持的四种变体。尽管这个脚本

使用了第一个位置参数，但参数可以是任意字符串，变量，或字符串表达式。

算术求值和展开

我们在第七章中已经接触过算术展开了。它被用来对整数执行各种算术运算。它的基本格

式是：



这里的 是一个有效的算术表达式。

这个与复合命令 有关，此命令用做算术求值（真测试），我们在第 章中遇到过。

在之前的章节中，我们看到过一些类型的表达式和运算符。这里，我们将看到一个更完整

的列表。

数基

回到第 章，我们看过八进制（以 为底）和十六进制（以 为底）的数字。在算术表达

式中， 支持任意进制的整形常量。

表示法 描述

默认情况下，没有任何表示法的数字被看做是十进制数（以

为底）。

在算术表达式中，以零开头的数字被认为是八进制数。

十六进制表示法

以 为底

表 指定不同的数基

一些例子：

在上面的示例中，我们打印出十六进制数 （ 大的两位数）的值和 大的八位二进制数

（以 为底）。

一元运算符

有两个二元运算符， 和 ，它们被分别用来表示一个数字是正数还是负数。例如， 。



简单算术

下表中列出了普通算术运算符：

运算符 描述

加

减

乘

整除

乘方

取模（余数）

表 算术运算符

其中大部分运算符是不言自明的，但是整除和取模运算符需要进一步解释一下。

因为 算术只操作整形，所以除法运算的结果总是整数：

这使得确定除法运算的余数更为重要：

通过使用除法和取模运算符，我们能够确定 除以 得数是 ，余数是 。

在循环中计算余数是很有用处的。在循环执行期间，它允许某一个操作在指定的间隔内执

行。在下面的例子中，我们显示一行数字，并高亮显示 的倍数：



当脚本执行后，输出结果看起来像这样：

赋值运算符

尽管它的使用不是那么明显，算术表达式可能执行赋值运算。虽然在不同的上下文中，我

们已经执行了许多次赋值运算。每次我们给变量一个值，我们就执行了一次赋值运算。我们也

能在算术表达式中执行赋值运算：

在上面的例子中，首先我们给变量 赋了一个空值，然后验证 的确为空。下一步，我

们执行一个 复合命令 。这个过程完成两件有意思的事情： ）它把 赋值给变

量 ， ）它计算测试条件为真，因为 的值非零。

注意：记住上面表达式中 符号的真正含义非常重要。单个 运算符执行赋值运算。

是说“使得 等于 ”，而 运算符计算等价性。 是说“是否 等于 ？”。

这会让人感到非常迷惑，因为 命令接受单个 运算符来测试字符串等价性。这也是使用

更现代的 和 复合命令来代替 命令的另一个原因。



除了 运算符， 也提供了其它一些表示法，来执行一些非常有用的赋值运算：

表示法 描述

简单赋值。给 赋值。

加。等价于 。

减。等价于 – 。

乘。等价于 。

整除。等价于 。

取模。等价于 。

后 自增变量。等价于

但，要看下面的讨论 。

后 自减变量。等价于 。

前 自增变量。等价于 。

前 自减变量。等价于 。

表 赋值运算符

这些赋值运算符为许多常见算术任务提供了快捷方式。特别关注一下自增（ ）和自减

（ ）运算符，它们会把它们的参数值加 或减 。这种风格的表示法取自 编程语言并且被其

它几种编程语言吸收，包括 。

自增和自减运算符可能会出现在参数的前面或者后面。然而它们都是把参数值加 或减 ，

这两个位置有个微小的差异。若运算符放置在参数的前面，参数值会在参数返回之前增加（或

减少）。若放置在后面，则运算会在参数返回之后执行。这相当奇怪，但这是它预期的行为。

这里是个演示的例子：

如果我们把 赋值给变量 ，然后通过把自增运算符 放到参数名 之后来增加它，

返回 。然而，如果我们第二次查看变量 的值，我们看到它的值增加了 。若我们把



运算符放到参数 之前，我们得到更期望的行为：

对于大多数 应用来说，前 运算符 有用。

自增 和自减 运算符经常和循环操作结合使用。我们将改进我们的 脚本，让

代码更紧凑些：

位运算符

位运算符是一类以不寻常的方式操作数字的运算符。这些运算符工作在位级别的数字。它

们被用在某类底层的任务中，经常涉 到设置或读取位标志。

运算符 描述

˜ 按位取 。对一个数字所有位取 。

位左移 把一个数字的所有位向左移动。

位右移 把一个数字的所有位向右移动。

位与。对两个数字的所有位执行一个 操作。

位或。对两个数字的所有位执行一个 操作。

ˆ 位异或。对两个数字的所有位执行一个异或操作。



表 位运算符

注意除了按位取 运算符之外，其它所有位运算符都有相对应的赋值运算符（例如，

<< ）。

这里我们将演示产生 的幂列表的操作，使用位左移运算符：

逻辑运算符

正如我们在第 章中所看到的，复合命令 支持各种各样的比较运算符。还有一些可

以用来计算逻辑运算。这里是比较运算符的完整列表：

运算符 描述

小于或相等

大于或相等

小于

大于

相等

不相等

逻辑与

逻辑或

条件（三元）运算符。若表达式 的计算结果为

非零值（算术真），则执行表达式 ，否则执行表

达式 。

表 比较运算符



当表达式用于逻辑运算时，表达式遵循算术逻辑规则；也就是，表达式的计算结果是零，

则认为假，而非零表达式认为真。该 复合命令把结果映射成 正常的退出码：

陌生的逻辑运算符就是这个三元运算符了。这个运算符（仿照于 编程语言里的三元运

算符）执行一个单独的逻辑测试。它用起来类似于 语句。它操作三个算术表达式

（字符串不会起作用），并且若第一个表达式为真（或非零），则执行第二个表达式。否则，执行

第三个表达式。我们可以在命令行中实验一下：

这里我们看到一个实际使用的三元运算符。这个例子实现了一个切换。每次运算符执行的

时候，变量 的值从零变为 ，或 之亦然。

请注意在表达式内执行赋值却并非易事。

当企图这样做时， 会声明一个错误：

通过把赋值表达式用括号括起来，可以解决这个错误：



下一步，我们看一个使用算术运算符更完备的例子，该示例产生一个简单的数字表格：

在这个脚本中，我们基于变量 的值实现了一个 循环。首先，把变量

的值设为零（算术假），继续执行循环之道它的值变为非零。在循环体内，我们计算计数器

的平方和立方。在循环末尾，计算计数器变量 的值。若它小于 （ 大迭代次数），则 的

值加 ，否则给变量 赋值为 ，使得变量 算术为真，从而 止循环。运行该

脚本得到这样的结果：



一种高精度计算器语言

我们已经看到 是可以处理所有类型的整形算术的，但是如果我们需要执行更高级的数

学运算或仅使用浮点数，该怎么办？答案是，我们不能这样做。至少不能直接用 完成此

类运算。为此，我们需要使用外部程序。有几种途径可供我们采用。嵌入的 或者 程

序是一种可能的方案，但是不幸的是，超出了本书的内容大纲。另一种方式就是使用一种专业

的计算器程序。这样一个程序叫做 ，在大多数 系统中都可以找到。

该 程序读取一个用它自己的类似于 语言的语法编写的脚本文件。一个 脚本可能是

一个分离的文件或者是读取标准输入。 语言支持相当少的功能，包括变量，循环和程序员定

义的函数。这里我们不会讨论整个 语言，仅仅体验一下。查看 的手册页，其文档整理非

常好。

让我们从一个简单的例子开始。我们将编写一个 脚本来执行 加 运算：

脚本的第一行是一行注释。 使用和 编程语言一样的注释语法。注释，可能会跨越多

行，开始于 结束于 。

使用

如果我们把上面的 脚本保存为 ，然后我们就能这样运行它：



如果我们仔 观察，我们看到算术结果在 底部，版权信息之后。可以通过 （ ）选

项禁止这些版权信息。 也能够交互使用：

当使用 交互模式时，我们简单地输入我们希望执行的运算，结果就立即显示出来。

的 命令结束交互会话。

也可能通过标准输入把一个脚本传递给 程序：

这种接受标准输入的能力，意味着我们可以使用 文档， 字符串，和管道来传递脚

本。这里是一个使用 字符串的例子：

一个脚本实例

作为一个真实世界的例子，我们将构建一个脚本，用于计算每月的还贷金额。在下面的脚

本中，我们使用了 文档把一个脚本传递给 ：



当脚本执行后，输出结果像这样：

若贷款 美金，年利率为 ，借贷 个月（ 年），这个例子计算出每月需要

还贷的金额。注意这个答案的精确度。这是由脚本中变量 的值决定的。 的手册页提供

了对 脚本语言的详尽描述。虽然 的数学符号与 的略有差异（ 与 更相近），但

是基于目前我们所学的内容，大多数符号是我们相当熟悉的。

总结

在这一章中，我们学习了很多小东西，在脚本中这些小零碎可以完成“真正的工作”。随着

我们编写脚本经验的增加，能够有效地操作字符串和数字的能力将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我们

的 脚本表明，甚至可以创建简单的脚本来完成一些真正有用的事情。



额外加分

虽然该 脚本的基本功能已经很到位了，但脚本还远远不够完善。为了额外加分，

试着给脚本 添加以下功能：

• 完整的命令行参数验证

• 用一个命令行选项来实现“交互”模式，提示用户输入本金、利率和贷款期限

• 输出格式美化

拓展阅读

• 《 》对参数展开有一个很好的论述：

• 《 参考手册》也介绍了这个：

• 上面有一篇很好的文章描述了位运算：

• 和一篇关于三元运算的文章：

• 还有一个对计算还贷金额公式的描述，我们的 脚本中用到了这个公式：

http://wiki.bash-hackers.org/syntax/pe
http://www.gnu.org/software/bash/manual/bashref.html#Shell-Parameter-Expansion
http://en.wikipedia.org/wiki/Bit_operation
http://en.wikipedia.org/wiki/Ternary_operation
http://en.wikipedia.org/wiki/Amortization_calculator


数组

在上一章中，我们查看了 怎样操作字符串和数字的。目前我们所见到的数据类型在计

算机科学圈里被成为标量变量；也就是说，只能包含一个值的变量。

在本章中，我们将看看另一种数据结构叫做数组，数组能存放多个值。数组几乎是所有编

程语言的一个特性。 也支持它们，尽管以一个相当有限的形式。即便如此，为解决编程问

题，它们是非常有用的。

什么是数组？

数组是一次能存放多个数据的变量。数组的组 结构就像一张表。我们拿电子表格举例。

一张电子表格就像是一个二维数组。它既有行也有列，并且电子表格中的一个单元格，可以通

过单元格所在的行和列的地址定位它的位置。数组行为也是如此。数组有单元格，被称为元素，

而且每个元素会包含数据。使用一个称为索引或下标的地址可以访问一个单独的数组元素。

大多数编程语言支持多维数组。一个电子表格就是一个多维数组的例子，它有两个维度，

宽度和高度。许多语言支持任意维度的数组，虽然二维和三维数组可能是 常用的。

中的数组仅限制为单一维度。我们可以把它们看作是只有一列的电子表格。尽管有这

种局限，但是有许多应用使用它们。对数组的支持第一次出现在 版本 中。原来的

程序， ，根本就不支持数组。

创建一个数组

数组变量就像其它 变量一样命名，当被访问的时候，它们会被自动地创建。这里是一

个例子：



这里我们看到一个赋值并访问数组元素的例子。通过第一个命令，把数组 的元素 赋值

为“ ”。第二个命令显示存储在元素 中的值。在第二个命令中使用花括号是必需的，以便

防止 试图对数组元素名执行路径名展开操作。

也可以用 命令创建一个数组：

使用 选项， 命令的这个例子创建了数组 。

数组赋值

有两种方式可以给数组赋值。单个值赋值使用以下语法：

这里的 是数组的名字， 是一个大于或等于零的整数（或算术表达式）。注意

数组第一个元素的下标是 ，而不是 。数组元素的值可以是一个字符串或整数。

多个值赋值使用下面的语法：

这里的 是数组的名字， 是要按照顺序赋给数组的值，从元素 开始。例如，

如果我们希望把星期几的英文简写赋值给数组 ，我们可以这样做：

还可以通过指定下标，把值赋给数组中的特定元素：



访问数组元素

那么数组对什么有好处呢？就像许多数据管理任务一样，可以用电子表格程序来完成，许

多编程任务则可以用数组完成。

让我们考虑一个简单的数据收集和展示的例子。我们将构建一个脚本，用来检查一个特定

目录中文件的修改次数。从这些数据中，我们的脚本将输出一张表，显示这些文件 后是在一

天中的哪个小时被修改的。这样一个脚本可以被用来确定什么时段一个系统 活跃。这个脚

本，称为 ，输出这样的结果：

当执行该 程序时，指定当前目录作为目标目录。它打印出一张表显示一天（ 小

时）每小时内，有多少文件做了 后修改。程序代码如下所示：



这个脚本由一个函数（名为 ），和一个分为四个区块的主体组成。在第一部分，我们

检查是否有一个命令行参数，且该参数为目录。如果不是目录，会显示脚本使用信息并退出。

第二部分初始化一个名为 的数组。给每一个数组元素赋值一个 。虽然没有特殊需要

在使用之前准备数组，但是我们的脚本需要确保没有元素是空值。注意这个循环构建方式很有

趣。通过使用花括号展开（{ }），我们能很容易为 命令产生一系列的数据（ ）。

接下来的一部分收集数据，对目录中的每一个文件运行 程序。我们使用 命令从结

果中抽取两位数字的小时字段。在循环里面，我们需要把小时字段开头的零清除掉，因为

将试图（ 会失败）把从“ ”到“ ”的数值解释为八进制（见表 ）。下一步，我们

以小时为数组索引，来增加其对应的数组元素的值。 后，我们增加一个计数器的值（ ），

记录目录中总共的文件数目。

脚本的 后一部分显示数组中的内容。我们首先输出两行标题，然后进入一个循环产生两

栏输出。 后，输出总共的文件数目。



数组操作

有许多常见的数组操作。比方说删除数组，确定数组大小，排序，等等。有许多脚本应用

程序。

输出整个数组的内容

下标 和 可以被用来访问数组中的每一个元素。与位置参数一样， 表示法在两者之中

更有用处。这里是一个演示：

我们创建了数组 ，并把三个含有两个字的字符串赋值给数组。然后我们执行四个循

环看一下对数组内容进行分词的效果。表示法 ${ } 和 ${ } 的行为是一致的

直到它们被用引号引起来。



确定数组元素个数

使用参数展开，我们能够确定数组元素的个数，与计算字符串长度的方式几乎相同。这里

是一个例子

我们创建了数组 ，并把字符串“ ”赋值给数组元素 。下一步，我们使用参数展开

来检查数组的长度，使用 表示法。 后，我们查看了包含字符串“ ”的数组元素 的

长度。有趣的是，尽管我们把字符串赋值给数组元素 ， 仅仅报告数组中有一个元素。

这不同于一些其它语言的行为，数组中未使用的元素（元素 ）会初始化为空值，并把它们

计入数组长度。

找到数组使用的下标

因为 允许赋值的数组下标包含“间隔”，有时候确定哪个元素真正存在是很有用的。

为做到这一点，可以使用以下形式的参数展开：

${ }

${ }

这里的 是一个数组变量的名字。和其它使用符号 和 的展开一样，用引号引起来

的 格式是 有用的，因为它能展开成分离的词。



在数组末尾添加元素

如果我们需要在数组末尾附加数据，那么知道数组中元素的个数是没用的，因为通过 和

表示法返回的数值不能告诉我们使用的 大数组索引。幸运地是， 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解

决方案。通过使用 赋值运算符，我们能够自动地把值附加到数组末尾。这里，我们把三个

值赋给数组 ，然后附加另外三个。

数组排序

就像电子表格，经常有必要对一列数据进行排序。 没有这样做的直接方法，但是通过

一点儿代码，并不难实现。

当执行之后，脚本产生这样的结果：

脚本运行成功，通过使用一个复杂的命令替换把原来的数组（ ）中的内容复制到第二个数



组（ ）中。通过修改管道线的设计，这个基本技巧可以用来对数组执行各种各样的操

作。

删除数组

删除一个数组，使用 命令：

也可以使用 命令删除单个的数组元素：

在这个例子中，我们删除了数组中的第三个元素，下标为 。记住，数组下标开始于 ，而

不是 ！也要注意数组元素必须用引号引起来为的是防止 执行路径名展开操作。

有趣地是，给一个数组赋空值不会清空数组内容：

任何引用一个不带下标的数组变量，则指的是数组元素 ：



关联数组

现在 新的 版本支持关联数组了。关联数组使用字符串而不是整数作为数组索引。这

种功能给出了一种有趣的新方法来管理数据。例如，我们可以创建一个叫做“ ”的数组，

并用颜色名字作为索引。

不同于整数索引的数组，仅仅引用它们就能创建数组，关联数组必须用带有 选项的

命令创建。

访问关联数组元素的方式几乎与整数索引数组相同：

在下一章中，我们将看一个脚本，很好地利用关联数组，生产出了一个有意思的报告。

总结

如果我们在 手册页中搜索单词“ ”的话，我们能找到许多 在哪里会使用

数组变量的实例。其中大部分相当晦涩难懂，但是它们可能在一些特殊场合提供临时的工具。

事实上，在 编程中，整套数组规则利用率相当低，很大程度上归咎于这样的事实，传统

程序（比如说 ）缺乏对数组的支持。这样缺乏人气是不幸的，因为数组广泛应用

于其它编程语言，并为解决各种各样的编程问题，提供了一个强大的工具。



数组和循环有一种天然的姻亲关系，它们经常被一起使用。该

形式的循环尤其适合计算数组下标。

拓展阅读

• 上面有两篇关于在本章提到的数据结构的文章：

http://en.wikipedia.org/wiki/Scalar_(computing)
http://en.wikipedia.org/wiki/Associative_array


奇珍异宝

在我们 学习旅程中的 后一站，我们将看一些零星的知识点。当然我们在之前的章节

中已经涵盖了很多方面，但是还有许多 特性我们没有涉 到。其中大部分特性相当晦涩，

主要对那些把 集成到 发行版的程序有用处。然而还有一些特性，虽然不常用，但

是对某些程序问题是很有帮助的。我们将在这里介绍它们。

组命令和子

允许把命令组合在一起。可以通过两种方式完成；要么用一个 命令，要么用一

个子 。这里是每种方式的语法示例：

组命令：

子 ：

这两种形式的不同之处在于，组命令用花括号把它的命令包裹起来，而子 用括号。值

得注意的是，鉴于 实现组命令的方式，花括号与命令之间必须有一个空格，并且 后一

个命令必须用一个分号或者一个换行符 止。

那么组命令和子 命令对什么有好处呢？尽管它们有一个很重要的差异（我们马上会接

触到），但它们都是用来管理重定向的。让我们考虑一个对多个命令执行重定向的脚本片段。



这些代码相当简洁明了。三个命令的输出都重定向到一个名为 的文件中。使用

一个组命令，我们可以重新编写这些代码，如下所示：

使用一个子 是相似的：

使用这样的技术，我们为我们自己节省了一些打字时间，但是组命令和子 真正闪光的

地方是与管道线相结合。当构建一个管道线命令的时候，通常把几个命令的输出结果合并成一

个流是很有用的。组命令和子 使这种操作变得很简单：

这里我们已经把我们的三个命令的输出结果合并在一起，并把它们用管道输送给命令 的

输入，以便产生一个打印报告。

在下面的脚本中，我们将使用组命令，看几个与关联数组结合使用的编程技巧。这个脚本，

称为 ，当给定一个目录名，打印出目录中的文件列表，伴随着每个文件的文件所有者和

组所有者。在文件列表的末尾，脚本打印出属于每个所有者和组的文件数目。这里我们看到的

结果（缩短的，为简单起见），是给定脚本的目录为 的时候：



这里是脚本代码列表（带有行号）：



让我们看一下这个脚本的运行机制：

行 ：关联数组必须用带有 选项的 命令创建。在这个脚本中我们创建了如下五

个数组：

包含了目录中文件的名字，按文件名索引



包含了每个文件的组所有者，按文件名索引

包含了每个文件的所有者，按文件名索引

包含了属于索引的组的文件数目

包含了属于索引的所有者的文件数目

行 ：查看是否一个有效的目录名作为位置参数传递给程序。如果不是，就会显示一条

使用信息，并且脚本退出，退出状态为 。

行 ：循环遍历目录中的所有文件。使用 命令，行 和行 抽取文件所有者和

组所有者，并把值赋给它们各自的数组（行 ， ），使用文件名作为数组索引。同样地，文

件名自身也赋值给 数组。

行 ：属于文件所有者和组所有者的文件总数各自加 。

行 ：输出文件列表。为做到这一点，使用了“${ }”参数展开，展开成整个的

数组元素列表，并且每个元素被当做是一个单独的词。从而允许文件名包含空格的情况。也要

注意到整个循环是包裹在花括号中，从而形成了一个组命令。这样就允许整个循环输出会被管

道输送给 命令的输入。这是必要的，因为展开的数组元素是无序的。

行 ：这两个循环与文件列表循环相似，除了它们使用“${ }”展开，展开成

数组索引的列表而不是数组元素的。

进程替换

虽然组命令和子 看起来相似，并且它们都能用来在重定向中合并流，但是两者之间有

一个很重要的不同。然而，一个组命令在当前 中执行它的所有命令，而一个子 （顾

名思义）在当前 的一个子副本中执行它的命令。这意味着运行环境被复制给了一个新的

实例。当这个子 退出时，环境副本会消失，所以在子 环境（包括变量赋值）中

的任何更改也会消失。因此，在大多数情况下，除非脚本要求一个子 ，组命令比子

更受欢迎。组命令运行很快并且占用的内存也少。

我们在第 章中看到过一个子 运行环境问题的例子，当我们发现管道线中的一个

命令不按我们所期望的那样工作的时候。为了重现问题，我们构建一个像这样的管道线：

该 变量的内容总是为空，是因为这个 命令在一个子 中执行，所以它的

副本会被毁掉，当该子 止的时候。因为管道线中的命令总是在子 中执行，



任何给变量赋值的命令都会遭遇这样的问题。幸运地是， 提供了一种奇异的展开方式，叫

做进程替换，它可以用来解决这种麻烦。进程替换有两种表达方式：

一种适用于产生标准输出的进程：

另一种适用于接受标准输入的进程：

这里的 是一串命令列表：

为了解决我们的 命令问题，我们可以雇佣进程替换，像这样：

进程替换允许我们把一个子 的输出结果当作一个用于重定向的普通文件。事实上，因

为它是一种展开形式，我们可以检验它的真实值：

通过使用 命令，查看展开结果，我们看到子 的输出结果，由一个名为

的文件提供。

进程替换经常被包含 命令的循环用到。这里是一个 循环的例子，处理一个目录

列表的内容，内容创建于一个子 ：



这个循环对目录列表的每一个条目执行 命令。列表本身产生于该脚本的 后一行代

码。这一行代码把从进程替换得到的输出重定向到这个循环的标准输入。这个包含在管道线中

的 命令，是为了消除列表的第一行文本，这行文本是多余的。

当脚本执行后，脚本产生像这样的输出：



陷阱

在第 章中，我们看到过程序是怎样响应信号的。我们也可以把这个功能添加到我们的脚

本中。然而到目前为止，我们所编写过的脚本还不需要这种功能（因为它们运行时间非常短暂，

并且不创建临时文件），大且更复杂的脚本可能会受益于一个信息处理程序。

当我们设计一个大的，复杂的脚本的时候，若脚本仍在运行时，用户注销或关闭了电脑，

这时候会发生什么，考虑到这一点非常重要。当像这样的事情发生了，一个信号将会发送给所

有受到影响的进程。依次地，代表这些进程的程序会执行相应的动作，来确保程序合理有序的

止。比方说，例如，我们编写了一个会在执行时创建临时文件的脚本。在一个好的设计流程，

我们应该让脚本删除创建的临时文件，当脚本完成它的任务之后。若脚本接收到一个信号，表

明该程序即将提前 止的信号，此时让脚本删除创建的临时文件，也会是很精巧的设计。

为满足这样需求， 提供了一种机制，众所周知的 。陷阱由被恰当命令的内部命令

实现。 使用如下语法：

这里的 是一个字符串，它被读取并被当作一个命令， 是一个信号的说明，

它会触发执行所要解释的命令。

这里是一个简单的例子：

这个脚本定义一个陷阱，当脚本运行的时候，这个陷阱每当接受到一个 或

信号时，就会执行一个 命令。当用户试图通过按下 组合键 止脚本运

行的时候，该程序的执行结果看起来像这样：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每次用户试图中断程序时，会打印出这条信息。

构建一个字符串形成一个有用的命令序列是很笨拙的，所以通常的做法是指定一个 函

数作为命令。在这个例子中，为每一个信号指定了一个单独的 函数来处理：

这个脚本的特色是有两个 命令，每个命令对应一个信号。每个 ，依次，当接受到

相应的特殊信号时，会执行指定的 函数。注意每个信号处理函数中都包含了一个 命

令。没有 命令，信号处理函数执行完后，该脚本将会继续执行。

当用户在这个脚本执行期间，按下 组合键的时候，输出结果看起来像这样：



临时文件

把信号处理程序包含在脚本中的一个原因是删除临时文件，在脚本执行期间，

脚本可能会创建临时文件来存放中间结果。命名临时文件是一种艺术。传统上，在

类似于 系统中的程序会在 目录下创建它们的临时文件，/tmp 是一个服

务于临时文件的共享目录。然而，因为这个目录是共享的，这会引起一定的安全顾

虑，尤其对那些用超级用户特权运行的程序。除了为暴露给系统中所有用户的文件

设置合适的权限，这一明显步骤之外，给临时文件一个不可预测的文件名是很重要

的。这就避免了一种为大众所知的 攻击。一种创建一个不可预测的（但

是仍有意义的）临时文件名的方法是，做一些像这样的事情：

$ $ $$ $

这将创建一个由程序名字，程序进程的 （ ）文件名，和一个随机整数组

成。注意，然而，该 $ 变量只能返回一个范围在 内的整数

值，这在计算机术语中不是一个很大的范围，所以一个单一的该变量实例是不足以

克服一个坚定的攻击者的。

一个比较好的方法是使用 程序（不要和 标准库函数相混淆）

来命名和创建临时文件。这个 程序接受一个用于创建文件名的模板作为参

数。这个模板应该包含一系列的“ ”字符，随后这些字符会被相应数量的随机字

母和数字替换掉。一连串的“ ”字符越长，则一连串的随机字符也就越长。这里

是一个例子：

$ $$

这里创建了一个临时文件，并把临时文件的名字赋值给变量 。因为模板

中的“ ”字符会被随机字母和数字代替，所以 的文件名（在这个例子中，文

件名也包含了特殊参数 $$ 的展开值，进程的 ）可能像这样：

对于那些由普通用户操作执行的脚本，避免使用 目录，而是在用户家目录

下为临时文件创建一个目录，通过像这样的一行代码：



$ || $

异步执行

有时候需要同时执行多个任务。我们已经知道现在所有的操作系统若不是多用户的但至少

是多任务的。脚本也可以构建成多任务处理的模式。

通常这涉 到启动一个脚本，依次，启动一个或多个子脚本来执行额外的任务，而父脚本

继续运行。然而，当一系列脚本以这种方式运行时，要保持父子脚本之间协调工作，会有一些

问题。也就是说，若父脚本或子脚本依赖于另一方，并且一个脚本必须等待另一个脚本结束任

务之后，才能完成它自己的任务，这应该怎么办？

有一个内置命令，能帮助管理诸如此类的异步执行的任务。 命令导致一个父脚本

暂停运行，直到一个特定的进程（例如，子脚本）运行结束。

等待

首先我们将演示一下 命令的用法。为此，我们需要两个脚本，一个父脚本：

和一个子脚本：



在这个例子中，我们看到该子脚本是非常简单的。真正的操作通过父脚本完成。在父脚本

中，子脚本被启动，并被放置到后台运行。子脚本的进程 记录在 变量中，这个变量的

值是 $ 参数的值，它总是包含放到后台执行的 后一个任务的进程 号。

父脚本继续，然后执行一个以子进程 为参数的 命令。这就导致父脚本暂停运行，

直到子脚本退出，意味着父脚本结束。

当执行后，父子脚本产生如下输出：

命名管道

在大多数类似也 的操作系统中，有可能创建一种特殊类型的饿文件，叫做命名管道。

命名管道用来在两个进程之间建立连接，也可以像其它类型的文件一样使用。虽然它们不是那

么流行，但是它们值得我们去了解。

有一种常见的编程架构，叫做客户端 服务器，它可以利用像命名管道这样的通信方式，也

可以使用其它类型的进程间通信方式，比如网络连接。

为广泛使用的客户端 服务器系统类型是，当然，一个 浏览器与一个 服务器之

间进行通信。 浏览器作为客户端，向服务器发出请求，服务器响应请求，并把对应的网页

发送给浏览器。



命令管道的行为类似于文件，但实际上形成了先入先出（ ）的缓冲。和普通（未命令

的）管道一样，数据从一端进入，然后从另一端出现。通过命令管道，有可能像这样设置一些

东西：

和

表现出来就像这样：

设置一个命名管道

首先，我们必须创建一个命名管道。使用 命令能够创建命令管道：

这里我们使用 创建了一个名为 的命名管道。使用 命令，我们查看这个文

件，看到位于属性字段的第一个字母是“ ”，表明它是一个命名管道。

使用命名管道

为了演示命名管道是如何工作的，我们将需要两个 端窗口（或用两个虚拟控制台代替）。

在第一个 端中，我们输入一个简单命令，并把命令的输出重定向到命名管道：



我们按下 按键之后，命令将会挂起。这是因为在管道的另一端没有任何接受数据。

当这种现象发生的时候，据说是管道阻塞了。一旦我们绑定一个进程到管道的另一端，该进程

开始从管道中读取输入的时候，这种情况会消失。使用第二个 端窗口，我们输入这个命令：

然后产自第一个 端窗口的目录列表出现在第二个 端中，并作为来自 命令的输出。

在第一个 端窗口中的 命令一旦它不再阻塞，会成功地结束。

总结

嗯，我们已经完成了我们的旅程。现在剩下的唯一要做的事就是练习，练习，再练习。纵然

在我们的长途跋涉中，我们涉 了很多命令，但是就命令行而言，我们只是触 了它的表面。

仍留有成千上万的命令行程序，需要去发现和享受。开始挖掘 目录吧，你将会看到！

拓展阅读

• 手册页的“复合命令”部分包含了对组命令和子 表示法的详尽描述。

• 手册也的 部分包含了一小部分进程替换的内容：

• 《高级 脚本指南》也有对进程替换的讨论：

• 《 杂志》有两篇关于命令管道的好文章。第一篇，源于 年 月：

• 和第二篇，源于 年 月：

http://tldp.org/LDP/abs/html/process-sub.html
http://www.linuxjournal.com/article/2156
http://www.linuxjournal.com/content/using-named-pipes-fifos-ba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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