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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 Linux 操作系统的使用 

 

本章简介 

 

Linux 是一个高可靠、高性能的系统，而所有这些优越性只有在直接使用 Linux

命令行（Shell 环境）时才能充分地体现出来。本章主要介绍基本 Linux 命令的使用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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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认识 Shell 

随着各式 Linux 系统的图形化程度的不断提高，用户在桌面环境下，通过点击、拖曳等操作就可以

完成大部分的工作。然而，许多 Ubuntu Linux 功能使用 Shell 命令来实现，要比使用图形界面交互完成

得更快、更直接。 那么，什么是 Shell？在介绍之前，我们先来了解一下 Linux 操作系统的体系结构，

如图 2-1 所示。 

 

图 2-1 

英文单词 Shell 可直译为“贝壳”。“贝壳”是动物作为外在保护的一种工具。 

可以这样认为，Linux 中的 Shell 就是 Linux 内核的一个外层保护工具，并负责完成用户与内核之间

的交互。 

在这里，首先需要明确几个概念：命令、Shell 和 Shell 脚本。 

命令是用户向系统内核发出控制请求，与之交互的文本流。 

Shell 是一个命令行解释器，将用户命令解析为操作系统所能理解的指令，从而实现用户与操作系统

的交互。同时，Shell 为操作系统提供了内核之上的功能，直接用来管理和运行系统。 

当需要重复执行若干命令，可以将这些命令集合起来，加入一定的控制语句，编辑成为 Shell 脚本文

件，交给 Shell 批量执行。 

用户、Shell 和 Linux 操作系统之间的关系，可以用图 2-2 进行表示。 

 

图 2-2 

首先，用户在命令行提示符下键入命令文本，开始与 Shell 进行交互；接着，Shell 将用户的命令或

按键转化成内核所能够理解的指令，操作系统做出响应，直到控制相关硬件设备。最后，Shell 将结果提

交给用户。 

Linux 支持的 Shell 种类很多，可以主要分为以下几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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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urne Shell（简称 sh）：Bourne Shell 由 AT&T 贝尔实验室的 S.R.Bourne 开发，也因开发者的姓名

而得名。它是 UNIX 的第一个 Shell 程序，早已成为工业标准。目前几乎所有的 Linux 系统都支持它。不

过 Bourne Shell 的作业控制功能薄弱，且不支持别名与历史记录等功能。目前大多操作系统将其作为应

急 Shell 使用。 

C Shell（简称 csh）：C Shell 由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开发。最初开发的目的是改进 Bourne Shell

的一些缺点，并使 Shell 脚本的编程风格类似于 C 语言，因而受到广大 C程序员的拥护。不过 C Shell 的

健壮性不如 Bourne Shell。 

Korn Shell（简称 ksh）：Korn Shell 由 David Korn 开发，解决了 Bourne Shell 的用户交互问题，

并克服了C Shell 的脚本编程怪癖的缺点。Korn Shell 的缺点是需要许可证，这导致它应用范围不如Bourne 

Shell 广泛。 

Bourne Again Shell（简称 bash）：Bourne Again Shell 同样由 AT&T 贝尔实验室开发，是 Bourne Shell

的增强版。随着几年的不断完善，已经成为最流行的 Shell。它包括了早期的 Bourne Shell 和 Korn Shell

的原始功能，以及某些 C Shell 脚本语言的特性。此外，它还具有以下特点：能够提供环境变量以配置用

户 Shell 环境，支持历史记录，内置算术功能，支持通配符表达式，将常用命令内置简化。 

在Linux中运行Shell的环境是“系统工具”下的“终端”。用户可以通过单击“应用程序->附件→终端”

来启动 Shell 环境，这时屏幕上出现类似这样的信息“cyg@ubuntu:
~
$ ”。 

2.2   Shell 命令的格式 

Shell 提示符标识了命令行的开始。用户在提示符后面输入一条命令并按 Enter 键，完成向系统提交

指令。 

2.2.1 命令提示符 

 通常 Shell 命令提示符采用以下的格式： 

 

username：用户名，显示当前登录用户的账户名。 

hostname：主机名，例如远程登录后，则显示登录的主机名。 

direction：目录名，显示当前所处的路径，当在根目录下显示为“/”，当在用户主目录下显示为“~”。

例如当前Shell提示符为“wdl@UbuntuFisher:~/Examples$”，则用户名为“wdl”，主机名为“UbuntuFisher”，

目录名为“~/Examples”，即用户主目录下的/Examples 目录。 

2.2.2 命令格式 

通常一条命令包含 3 个要素：命令名称、选项、参数。命令名称是必须的，选项和参数都可能是可选

项。命令格式如下所示： 

 

 “$”是 Shell 提示符，如果当前用户为超级用户，提示符为“#”，其他用户的提示符均为“$”。 

 Command：命令名称，Shell 命令或程序，严格区分大小写，例如设置日期指令为 date 等。 

 Options：命令选项，用于改变命令所执行动作的类型，由“-”引导；一条命令可以同时带有多个

选项。 

 Argument：命令参数，指出命令作用的对象或目标，有的命令允许带多个参数。 

$ Command [-Options] Argument1 Argument2 … 

    指令      选项     参数 1      参数 2 … 

username@hostname:direction$ 

 用户名      主机名  目录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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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 

 一条命令的三要素之间用空格隔开； 

 若将多个命令在一行书写，用分号（;）将各命令隔开； 

 如果一条命令不能在一行写完，在行尾使用反斜杠（\）标明该条命令未结束。 

2.3   Linux 命令 

由于 Linux 中的命令非常多，要全部介绍几乎不可能。因此，本书将按照命令的用途进行分类介绍，

对每一类中最常用的命令详细讲解，同时列出同一类中的其他命令。由于同一类命令有很大的相似性，因

此，读者通过学习本书所列命令，也可以很快地掌握其他命令。 

2.3.1  用户系统相关命令 

由于 Linux 是一个多用户的操作系统，每个用户又可以属于不同的用户组，下面首先来熟悉一下 Linux

中与用户切换和用户管理相关的命令。 

1．用户切换命令（su） 

（1）作用。 

变更为其他使用者的身份，主要用于将普通用户身份转变为超级用户，需输入相应用户密码。 

（2）格式。 

su [选项] [使用者] 

其中的使用者为要变更的对应用户身份。 

（3）常见参数。 

主要选项参数如表 2-1 所示。 

表 2-1 su 命令常见参数列表 

选    项 参 数 含 义 

-，-l， 

--login 

为该使用者重新登录，大部分环境变量（如 HOME、SHELL 和 USER 等）和工

作目录都是以该使用者（USER）为主。若没有指定 USER，默认情况是 root 

-m，-p 执行 su 时不改变环境变量 

-c， 

--command 

变更账号为 USER 的使用者，并执行指令（command）后再变回原来使用者

身份 

 

（4）使用示例。 

[linuron@WWW Linux]$ su - root 

Password:  

[root@WWW root]#  

示例通过 su 命令将普通用户变更为 root 用户，并使用了选项“-”以示携带 root 环境变量。 

（5）使用说明。 

① 在将普通用户变更为 root 用户时建议使用“-”选项，这样可以将 root 的环境变量和工作目录同

时带入，否则在以后的使用中可能会由于环境变量的原因而出错； 

② 在转变为 root 权限后，提示符变为“#”。 

2．系统管理命令（ps 和 kill） 

Linux 中常见的系统管理命令如表 2-2 所示，本书以 ps 和 kill 为例进行讲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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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Linux 常见系统管理命令 

命    令 命 令 含 义 格    式 

ps 显示当前系统中由该用户运行的进程列表 ps [选项] 

top 
动态显示系统中运行的程序（一般为每隔 5s 刷新

一次） 
top 

kill 输出特定的信号给指定 PID（进程号）的进程 
kill [ 选项 ] 进程号

（PID） 

shutdown 关闭或重启 Linux 系统 shutdown [选项] [时间]

uptime 显示系统已经运行了多长时间 uptime 

clear 清除屏幕上的信息 clear 

 

（1）作用。 

① ps：显示当前系统中由该用户运行的进程的列表。 

② kill：输出特定的信号给指定 PID（进程号）的进程，并根据该信号完成指定的行为。其中可能的

信号有进程挂起、进程等待、进程终止等。 

（2）格式。 

① ps：ps [选项] 

② kill：kill [选项] 进程号（PID） 

kill 命令中的进程号为信号输出的指定进程的进程号，当选项是默认时为输出终止信号给该进程。 

（3）常见参数。 

① ps 主要选项参数如表 2-3 所示。 

表 2-3 ps 命令常见参数列表 

选    项 参 数 含 义 

-ef 查看所有进程及其 PID（进程号）、系统时间、命令详细目录、执行者等 

aux 除可显示-ef 所有内容外，还可显示 CPU 及内存占用率、进程状态 

-w 加宽以显示较多的信息 

② kill 主要选项参数如表 2-4 所示。 

表 2-4 kill 命令常见参数列表 

选    项 参 数 含 义 

-s 根据指定信号发送给进程 

-p 打印出进程号（PID），但并不送出信号 

-l 列出所有可用的信号名称 

 

（4）使用示例。 

[root@www root]# ps –ef 

UID        PID  PPID  C STIME TTY          TIME CMD 

root        1     0  0  2005 ?        00:00:05 init 

root        2     1  0  2005 ?        00:00:00 [keventd] 

root        3     0  0  2005 ?        00:00:00 [ksoftirqd_CPU0] 

root        4     0  0  2005 ?        00:00:00 [ksoftirqd_CPU1] 

root     7421     1  0  2005 ?        00:00:00 /usr/local/bin/ntpd -c /etc/ntp. 

root     21787 21739  0 17:16 pts/1      00:00:00 grep nt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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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ot@www root]# kill 7421 

[root@www root]# ps -ef|grep ntp 

root     21789 21739  0 17:16 pts/1    00:00:00 grep ntp 

该示例中首先查看所有进程，并终止进程号为 7421 的 ntp 进程，之后再次查看时已经没有该进程号

的进程。 

（5）使用说明。 

① ps 通常可以与其他一些命令结合起来使用，主要作用是提高效率。 

② ps 选项中的参数 w 可以写多次，通常最多写 3 次，它的含义表示加宽 3 次，这足以显示很长的命

令行了，如 ps –auxwww。 

3．磁盘相关命令（fdisk） 

Linux 中与磁盘相关的命令如表 2-5 所示，本书仅以 fdisk 为例进行讲解。 

表 2-5 Linux 常见系统管理命令 

选    项 命 令 含 义 格    式 

free 查看当前系统内存的使用情况 free [选项] 

df 查看文件系统的磁盘空间占用情况 df [选项] 

du 统计目录（或文件）所占磁盘空间的大小 du [选项] 

fdisk 
查看硬盘分区情况及对硬盘进行分区管

理 
fdisk [-l] 

 

（1）作用。 

fdisk 可以用于查看硬盘分区情况，并可对硬盘进行分区管理。这里主要向读者演示其查看硬盘分区

情况功能。另外，fdisk 也是一个非常好的硬盘分区工具，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另外查找资料学习如何使用

fdisk 进行硬盘分区。 

（2）格式。 

fdisk [-l] 

（3）使用示例。 

[root@Linux ～]# fdisk -l 

Disk /dev/hda: 40.0 GB, 40007761920 bytes 

240 heads, 63 sectors/track, 5168 cylinders 

Units = cylinders of 15120 * 512 = 7741440 bytes 

   Device Boot      Start         End      Blocks   Id  System 

/dev/hda1   *            1         1084     8195008+   c  W95 FAT32 (LBA) 

/dev/hda2             1085         5167    30867480    f  W95 Ext'd (LBA) 

/dev/hda5             1085         2439    10243768+   b  W95 FAT32 

/dev/hda6             2440         4064    12284968+   b  W95 FAT32 

/dev/hda7             4065         5096     7799526   83  Linux 

/dev/hda8             5096         5165      522081   82  Linux swap 

可以看出，使用“fdisk -l”列出了文件系统的分区情况。 

（4）使用说明。 

① 使用 fdisk 必须拥有 root 权限。 

② IDE 硬盘对应的设备名称分别为 hda、hdb、hdc 和 hdd，SCSI 硬盘对应的设备名称则为 sda、sdb、…

此外，hda1 代表 hda 的第一个硬盘分区，hda2 代表 hda 的第二个分区，依此类推。 

③ 通过查看“/var/log/messages”文件，可以找到 Linux 系统已辨认出来的设备代号。 

4．磁盘挂载命令（mou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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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作用。 

挂载文件系统，它的使用权限是超级用户或/etc/fstab 中允许的使用者。正如 1.5.1 节中所述，挂载

是指把分区和目录对应的过程，而挂载点是指文件树中的挂载目录。使用 mount 命令就可以把文件系统挂

载到相应的目录下，并且由于 Linux 中把设备都当作文件一样使用，因此，mount 命令也可以挂载不同的

设备。 

通常，Linux 下/mnt 是专门用于挂载不同文件系统的目录，可以在该目录下新建不同的子目录来挂载

不同的设备文件系统。 

（2）格式。 

mount [选项] [类型] 设备文件名 挂载点目录 

其中的类型是指设备文件的类型。 

（3）常见参数。mount 常见参数如表 2-6 所示。 

表 2-6 mount 命令选项常见参数列表 

选    项 参 数 含 义 

-a 依照/etc/fstab 中的内容装载所有相关的硬盘 

-l 列出当前已挂载的设备、文件系统名称和挂载点 

-t 类型 
将后面的设备以指定类型的文件格式装载到挂载点上。常见的类型有： 

VFAT、ext3、ext2、ISO9660、NFS 等 

-f 
通常用于除错。它会使 mount 不执行实际挂上的动作，而是模拟整个挂上

的过程，通常和-v一起使用 

 

下面以在 Linux 下挂载 U盘为例，来讲解 mount 命令的使用。 

第一步：将 U 盘插在 PC 机上，则在虚拟机软件的右下角会出现一个 U盘图标，如图 2-3 所示。 

 

图 2-3 

右击 U 盘图标，选择 Connect。这样 U 盘就被 Linux 系统识别了。 

第二步：在 Linux 系统上打开一个终端，在终端上输入 df  -h ，得到如图 2-4 所示信息。 

 

图 2-4 

在 Linux 操作系统中，一切皆文件，U 盘设备最终抽象成一个设备文件。如果想使用 U 盘的话，我们

只需要通过 mount 命令挂载它。在这里需要注意的是，不是所有的 U 盘对应的设备文件都是/dev/sdb4。

通常情况下，插上 U 盘后,通过 df -h 看到的最后一个就是 U盘对应的设备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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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认情况下，U 盘被挂载在/media 下的一个子目录下。我们也可以手动将其挂载到其他的目录，在这

里我们将它挂载到/mnt 目录下。 

 

在 Shell 终端上输入： 

cyg@ubuntu:~$ sudo  mount  -t  vfat  /dev/sdb4  /mnt 

进入/mnt 目录，就可以看到 U 盘中的内容。 

使用完之后，我们可以使用 umount 命令将其卸载： 

cyg@ubuntu:~$ sudo umount /mnt 

如果想让 U盘从 Linux 系统中退到 Windows 系统中又该如何操作呢？  

在虚拟机的右下角有个 U 盘的图标，右击图标，选择 Disconnect。此时 U 盘图标变成灰色，说明 Linux

系统没有抢占 U 盘设备。同样，我们可以选择 Connect，让 Linux 系统识别 U 盘设备。 

2.3.2 文件、目录相关命令 

由于 Linux 中有关文件目录的操作非常重要，也非常常用，因此在本节中，笔者将基本的文件操作命

令都进行了讲解。 

1．cd 

（1）作用：改变工作目录。 

（2）格式： 

cd [路径] 

其中的路径为要改变至的工作目录，可为相对路径或绝对路径。 

（3）使用示例： 

[root@www ucLinux]# cd /home/Linux/ 

[root@www Linux]# pwd 

[root@www Linux]# /home/Linux/ 

该示例中变更工作目录为/home/Linux/，在后面的 pwd（显示当前目录）的结果中可以看出。 

（4）使用说明。 

① 该命令表示将当前目录改变至指定路径的目录。若没有指定路径，则回到用户的主目录。为了改

变到指定目录，用户必须拥有对指定目录的执行和读权限。 

② 该命令可以使用通配符。 

③ 使用“cd –”可以回到前次工作目录。 

④ “./”代表当前目录，“../”代表上级目录。 

2．ls 

（1）作用：列出目录的内容。 

（2）格式：ls [选项] [文件] 

其中“文件”选项为指定要查看的相关内容，若未指定文件，默认查看当前目录下的所有文件。 

（3）常见参数：ls 主要选项参数如表 2-7 所示。 

表 2-7 ls 命令常见参数列表 

选    项 参 数 含 义 

-1， 

--format=single-col

umn 

一行输出一个文件（单列输出） 

-a，-all 列出目录中所有文件，包括以“.”开头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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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将目录名和其他文件一样列出，而不是列出目录的内容 

-l,--format=long, 

--format=verbose 

除每个文件名外，增加显示文件类型、权限、硬链接数、所有者

名、组名、大小（Byte）及时间信息（如未指明是其他时间即指

修改时间） 

-f 不排序目录内容，按它们在磁盘上存储的顺序列出 

 

（4）使用示例： 

[ycwing@www /]$ ls -l 

total 220 

drwxr-xr-x             2             root           root        4096    Mar 312005   bin 

[文件类型和访问权限] [文件链接数目] [ 文件所有者] [文件所属组] [大小]  [修改时间]    [名称] 

drwxr-xr-x             3             root           root        4096    Apr 3  2005  boot 

-rw-r--r--             1             root           root         0       Apr 24 2002  test.run 

… 

该示例查看当前目录下的所有文件，并通过选项“-l”显示出详细信息。 

显示格式说明如下。 

文件类型与权限 链接数 文件属主 文件属组 文件大小 修改的时间 名字 

（5）使用说明。 

① 在ls的常见参数中，“-l”（长文件名显示格式）选项是最为常见的。可以详细显示出各种信息。 

② 若想显示出所有“.”开头的文件，可以使用-a，这在嵌入式的开发中很常用。 

3．mkdir 

（1）作用：创建一个目录。 

（2）格式： 

mkdir [选项] 路径 

（3）常见参数：mkdir 主要选项参数如表 2-8 所示。 

表 2-8 mkdir 命令常见参数列表 

选    项 参 数 含 义 

-m 
对新建目录设置存取权限，也可以用 chmod 命令（在本节后会有详细说明）

设置 

-p 

mkdir 创建的目录可以是一个路径名称。此时若此路径中的某些目录尚不存

在，加上此选项后，系统将自动建立好那些尚不存在的目录，即一次可以建

立多个目录 

（4）使用示例： 

[root@www Linux]# mkdir -p ./hello/my 

[root@www my]# pwd（查看当前目录命令） 

/home/Linux/hello/my 

该示例使用选项“-p”一次创建了./hello/my 多级目录。 

[root@www my]# mkdir -m 777 ./why 

[root@www my]# ls -l 

total 4 

drwxrwxrwx    2 root     root         4096 Jan 14 09:24 why 

该示例使用选项“-m”创建了相应权限的目录。对于“777”的权限在本节后面会有详细的说明。 

（5）使用说明：该命令要求创建目录的用户在创建路径的上级目录中具有写权限，并且路径名不能是

当前目录中已有的目录或文件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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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cat 

（1）作用：连接并显示指定的一个或多个文件的有关信息。 

（2）格式： 

cat[选项]文件 1、文件 2 … 

其中的“文件 1”、“文件 2”为要显示的多个文件。 

（3）常见参数：cat 命令的常见参数如表 2-9 所示。 

表 2-9 cat 命令常见参数列表 

选    项 参 数 含 义 

-n 由第一行开始对所有输出的行数编号 

-b 和“-n”相似，只不过对于空白行不编号 

 

（4）使用示例： 

[ycw@www ycw]$ cat -n hello1.c hello2.c 

     1  #include <stdio.h> 

     2  void main() 

     3  { 

     4          printf("Hello!This is my home!\n"); 

     5  } 

     6  #include <stdio.h> 

     7  void main() 

     8  { 

     9          printf("Hello!This is your home!\n"); 

    10  } 

在该示例中，指定对 hello1.c 和 hello2.c 进行输出，并指定行号。 

5．cp、mv 和 rm 

（1）作用。 

① cp：将给出的文件或目录复制到另一文件或目录中。 

② mv：为文件或目录改名或将文件由一个目录移入另一个目录中。 

③ rm：删除一个目录中的一个或多个文件或目录。 

（2）格式。 

① cp：cp [选项] 源文件或目录 目标文件或目录 

② mv：mv [选项] 源文件或目录 目标文件或目录 

③ rm：rm [选项] 文件或目录 

（3）常见参数。 

① cp 主要选项参数如表 2-10 所示。 

表 2-10 cp 命令常见参数列表 

选  

项 
参 数 含 义 

-a 保留链接、文件属性，并复制其子目录，其作用等于 dpr 选项的组合 

-d 复制时保留链接 

-f 删除已经存在的目标文件而不提示 

-i 在覆盖目标文件之前将给出提示，要求用户确认。回答y时目标文件将被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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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是交互式复制 

-p 
此时 cp 除复制源文件的内容外，还将把其修改时间和访问权限也复制到新文件

中 

-r 
若给出的源文件是一目录文件，此时 cp 将递归复制该目录下所有的子目录和文

件。此时目标文件必须为一个目录名 

 

② mv 主要选项参数如表 2-11 所示。 

表 2-11 mv 命令常见参数列表 

选    

项 
参 数 含 义 

-i 
若 mv 操作将导致对已存在的目标文件的覆盖，此时系统询问是否重写，并要求

用户回答 y或 n，这样可以避免误覆盖文件 

-f 
禁止交互操作。在 mv 操作要覆盖某已有的目标文件时不给任何指示，在指定此

选项后，i 选项将不再起作用 

③ rm 主要选项参数如表 2-12 所示。 

表 2-12 rm 命令常见参数列表 

选    项 参 数 含 义 

-i 进行交互式删除 

-f 忽略不存在的文件，但从不给出提示 

-r 指示 rm 将参数中列出的全部目录和子目录均递归地删除 

 

（4）使用示例。 

① cp： 

[root@www hello]# cp -a ./my/why/ ./   

[root@www hello]# ls 

my  why 

该示例使用“-a”选项将/my/why 目录下的所有文件复制到当前目录下。此时在原先目录下还有原有

的文件。 

② mv： 

[root@www hello]# mv -i ./my/why/ ./ 

[root@www hello]# ls 

my  why 

该示例中把/my/why 目录下的所有文件移至当前目录，则原目录下文件被自动删除。 

③ rm： 

[root@www hello]# rm –r -i ./why 

rm: descend into directory './why'? y 

rm: remove './why/my.c'? y 

rm: remove directory './why'? y 

该示例使用“-r”选项删除./why 目录下所有内容，系统会进行是否删除确认。 

（5）使用说明。 

① cp：该命令可把指定的源文件复制到目标文件或把多个源文件复制到目标目录中。 

② m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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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该命令根据第 2 个参数的类型（是目标文件还是目标目录）来判断是重命名还是移动文件。当第 2

个参数类型是文件时，mv 命令完成文件重命名，此时，它将所给的源文件或目录重命名为给定的目标文件

名。 

b．当第 2 个参数是已存在的目录名称时，mv 命令将各参数指定的源文件均移至目标目录中。 

c．在跨文件系统移动文件时，mv先复制，再将原有文件删除，而链至该文件的链接也将丢失。 

③ rm： 

a．如果没有使用“- r”选项，则 rm 不会删除目录。 

b．使用该命令时一旦文件被删除，它是不能被恢复的，所以最好使用“-i”参数。 

6．chown 和 chgrp 

（1）作用。 

① chown：修改文件所有者和组别。 

② chgrp：改变文件的组所有权。 

（2）格式。 

① chown：chown [选项]… 文件所有者[ 所有者组名 ]文件 

其中的文件所有者为修改后的文件所有者。 

② chgrp：chgrp [选项]… 文件所有组文件 

其中的文件所有组为改变后的文件组拥有者。 

（3）常见参数。chown 和 chgrp 的常见参数意义相同，其主要选项参数如表 2-13 所示。 

表 2-13 chown 和 chgrp 命令常见参数列表 

选    项 参 数 含 义 

-c，-changes 详尽地描述每个 file 实际改变了哪些所有权 

-f，--silent,--quiet 显示全部错误信息 

 

（4）使用示例。在笔者的系统中一个文件的所有者原先是这样的。 

[root@www Linux]# ls -l 

-rwxr-xr-x   15 apectel  Linux         4096  6 月  4  2005 uCLinux-dist.tar 

可以看出，这是一个文件，它的文件拥有者是 apectel，具有可读写和执行的权限；它所属的用户组

是 Linux，具有可读和执行的权限，但没有可写的权限；同样，系统其他用户对其也只有可读和执行的权

限。 

首先使用 chown 将文件所有者改为 root。 

[root@www Linux]# chown root uCLinux-dist.tar 

[root@www Linux]# ls –l 

-rwxr-xr-x   15 root     Linux         4096  6 月  4  2005 uCLinux-dist.tar 

可以看出，此时，该文件拥有者变为了 root，它所属文件用户组不变。 

接着使用 chgrp 将文件用户组变为 root。 

[root@www Linux]# chgrp root uCLinux-dist.tar 

[root@www Linux]# ls –l 

-rwxr-xr-x   15 root     root         4096  6 月  4  2005 uCLinux-dist.tar 

（5）使用说明。使用 chown 和 chgrp 命令必须拥有 root 权限。 

 

7．chmod 

（1）作用。改变文件的访问权限。 

（2）格式。chmod 可使用符号标记和八进制数指定两种方式进行更改，因此它的格式也有两种不同的

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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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符号标记：chmod [选项]… 符号权限[， 符号权限]… 文件 

其中的符号权限可以指定为多个，也就是说，可以指定多个用户级别的权限，但它们中间要用逗号分

开表示，若没有显示指出则表示不作更改。 

② 八进制数：chmod [选项] …八进制权限 文件… 

其中的八进制权限是指要更改后的文件权限。 

 

（3）选项参数。chmod 主要选项参数如表 2-14 所示。 

表 2-14 chmod 命令常见参数列表 

选    项 参 数 含 义 

-c 若该文件权限确实已经更改，才显示其更改动作 

-f 若该文件权限无法被更改也不要显示错误信息 

-v 显示权限变更的详细资料 

 

（4）使用实例。chmod 涉及文件的访问权限，在此对相关的概念进行简单的回顾。 

在 ls 命令中已经提到，文件的访问权限可表示成：- rwx rwx rwx。这里有 3 种不同的访问权限：读

（r）、写（w）和运行（x）。3 个不同的用户级别：文件拥有者（u）、所属的用户组（g）和系统里的其他用

户（o）。在此，可增加一个用户级别a（all）来表示所有这3个不同的用户级别。 

① 对于第 1 种符号连接方式的 chmod 命令中，用加号“+”代表增加权限，用减号“−”删除权限，

等于号“=”设置权限。 

例如，原先笔者系统中有文件 uCLinux20031103.tgz，其权限如下。 

[root@www Linux]# ls –l 

-rw-r--r--    1 root     root     79708616 Mar 24  2005 uCLinux20031103.tgz 

[root@www Linux]# chmod a+rx,u+w uCLinux20031103.tgz 

[root@www Linux]# ls –l 

-rwxr-xr-x    1 root     root     79708616 Mar 24  2005 uCLinux20031103.tgz 

可见，在执行了 chmod 之后，文件拥有者除拥有所有用户都有的可读和执行的权限外，还有可写的权

限。 

② 对于第 2种八进制数指定的方式，将文件权限字符代表的有效位设为 1，即“rw-”、“r-x”和“r--”

的八进制表示分别为 110、101、100，把这个二进制串转换成对应的八进制数就是 6、5、4，也就是说该

文件的权限为 654（3 位八进制数）。这样转化后八进制数、二进制及对应权限的关系如表 2-15 所示。 

表 2-15 转化后八进制数、二进制及对应权限的关系 

转换后 

八进制数 
二进制 对应权限 

转换后 

八进制数 
二进制 对应权限 

0 000 没有任何权限 1 001 只能执行 

2 010 只写 3 011 只写和执行 

4 100 只读 5 101 只读和执行 

6 110 读和写 7 111 读、写和执行 

 

同上例，原先笔者系统中有文件 genromfs-0.5.1.tar.gz，其权限如下。 

[root@www Linux]# ls –l 

-rw-rw-r--    1 Linux     Linux        20543 Dec 29  2004 genromfs-0.5.1.tar.gz 

[root@www Linux]# chmod 765 genromfs-0.5.1.tar.gz 

[root@www Linux]# ls –l 

-rwxrw-r-x    1 Linux     Linux        20543 Dec 29  2004 genromfs-0.5.1.tar.g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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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在执行了 chmod 765 之后，该文件的拥有者权限、文件组权限和其他用户权限都相应地修改了。 

（5）使用说明。使用 chmod 必须具有 root 权限。 

8．grep 

（1）作用。在指定文件中搜索特定的内容，并将含有这些内容的行标准输出。 

（2）格式。 

 

grep [选项] 格式 [文件及路径] 

其中的格式是指要搜索的内容格式，若缺省“文件及路径”则默认表示在当前目录下搜索。 

（3）常见参数。grep 主要选项参数如表 2-16 所示。 

表 2-16 grep 命令常见参数列表 

选    项 参 数 含 义 

-c 只输出匹配行的计数 

-I 不区分大小写（只适用于单字符） 

-h 查询多文件时不显示文件名 

-l 查询多文件时只输出包含匹配字符的文件名 

-n 显示匹配行及行号 

-s 不显示不存在或无匹配文本的错误信息 

-v 显示不包含匹配文本的所有行 

 

（4）使用示例。 

[root@www Linux]# grep "hello" / -r 

Binary file ./iscit2005/备份/iscit2004.sql matches 

./ARM_TOOLS/uCLinux-Samsung/Linux-2.4.x/Documentation/s390/Debugging390.txt:hello world$2 = 0 

… 

该本例中，hello 是要搜索的内容，“/ -r”用于指定文件，表示搜索根目录下的所有文件。 

（5）使用说明。 

① 在默认情况下，grep 只搜索当前目录。如果此目录下有许多子目录，grep 会以如下形式列出：

grep:sound:Is a directory，这会使 grep 的输出难于阅读。但有两种解决的方法。 

a．明确要求搜索子目录：grep –r（正如上例中所示）。 

b．忽略子目录：grep -d skip。 

② 当预料到有许多输出，可以通过管道将其转到 less（分页器）上阅读，如 grep "h" ./ -r |less。 

③ grep 特殊用法： 

grep pattern1|pattern2 files：显示匹配 pattern1 或 pattern2 的行。 

grep pattern1 files|grep pattern2：显示既匹配 pattern1 又匹配 pattern2 的行。 

9．find 

（1）作用。在指定目录中搜索文件，它的使用权限是所有用户。 

（2）格式。 

find [路径][选项][描述] 

其中的“路径”为文件搜索路径，系统开始沿着此目录树向下查找文件。它是一个路径列表，相互用

空格分离。若缺省路径，那么默认为当前目录。 

“描述”部分是匹配表达式，即 find 命令接受的表达式。 

（3）常见参数。[选项]主要参数如表 2-17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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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7 find 选项常见参数列表 

选    项 参 数 含 义 

-depth 
使用深度级别的查找过程方式，在某层指定目录中优先查找文件

内容 

-mount 不在其他文件系统（如 msdos、vfat 等）的目录和文件中查找 

 

[描述]主要参数如表 2-18 所示。 

表 2-18 find 描述常见参数列表 

选    项 参 数 含 义 

-name 支持通配符“*”和“?” 

-user 用户名：搜索文件属主为用户名（ID 或名称）的文件 

-print 输出搜索结果，并且打印 

 

（4）使用示例。 

[root@www Linux]# find ./ -name qiong*.c 

./qiong1.c 

./iscit2005/qiong.c 

在该示例中使用了-name 选项以支持通配符。 

（5）使用说明。 

① 若使用的目录路径为“/”，通常需要查找较多的时间，可以指定更为确切的路径以减少查找时间。 

② 在 find 命令中可以使用混合查找的方法，例如，想在“/etc”目录中查找大于 500 000B，并且在

24h 内修改了的某个文件，则可以使用“-and”（与）把两个查找参数链接起来组合成一个混合的查找方式，

如“find /etc -size +500000c -and -mtime +1”。 

10．ln 

ln 命令用于在文件之间建立链接，是 Linux 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命令。链接文件就类似于微软 Windows

的快捷方式，只保留目标文件的地址，而不占用存储空间。使用链接文件与使用目标文件的效果是一样的。

可为链接文件指定不同的访问权限，以控制对文件的共享和安全性问题。 

Linux 中有两种类型的链接： 

·硬链接是利用 Linux 中为每个文件分配的物理编号——inode 建立链接。因此，硬链接不能跨越文

件系统。 

·软链接（符号链接）是利用文件的路径名建立链接。通常建立软链接使用绝对路径而不是相对路径，

以最大限度增加可移植性。 

需要注意的是，如果是修改硬链接的目标文件名，链接依然有效；如果修改软链接的目标文件名，则

链接将断开；对一个已存在的链接文件执行移动或删除操作，有可能导致链接的断开。假如删除目标文件

后，重新创建一个同名文件，软链接将恢复，硬链接不再有效，因为文件的 inode 已经改变。 

（1）格式。 

ln [选项]源文件或目录、目标文件或目录 

（2）常见参数。“s”，建立符号链接（这也是通常唯一使用的参数）。 

（3)使用示例。 

[root@www ucLinux]# ln -s ../genromfs-0.5.1.tar.gz ./hello 

[root@www ucLinux]# ls -l 

total 779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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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rwxrwxrwx   1 root   root    24 Jan 14 00:25 hello -> ../genromfs-0.5.1.tar.gz 

该示例建立了当前目录的 hello 文件与上级目录之间的符号连接，可以看见，在 hello 的 ls -l 中的

第一位为 l，表示符号链接，同时在结果中还显示了链接的源文件。 

（4）使用说明。 

① ln 命令会保持每一处链接文件的同步性，也就是说，不论改动了哪一处，其他的文件都会发生相

同的变化。 

② ln 的链接有软链接和硬链接两种。 

 

软链接就是上面所说的 ln -s ** **，它只会在用户选定的位置上生成一个文件的镜像，不会重复占

用磁盘空间，平时使用较多的都是软链接。 

硬链接是不带参数的 ln ** **，它会在用户选定的位置上生成一个和源文件大小相同的文件。无论是

软链接还是硬链接，文件都保持同步变化。 

2.3.3 压缩打包相关命令 

Linux 中压缩打包的命令如表 2-19 所示，本书以 gzip 和 tar 为例进行讲解。 

表 2-19 Linux 常见系统管理命令 

命    令 命 令 含 义 格    式 

bzip2 .bz2 文件的压缩（或解压）程序 
Bzip 2[选项] 压缩（解压缩）的

文件名 

bunzip2 .bz2 文件的解压缩程序 Bunzip 2[选项] .bz2 压缩文件 

bzip2recov

er 
用来修复损坏的.bz2 文件 bzip2recover .bz2 压缩文件 

gzip .gz 文件的压缩程序 
gzip [选项] 压缩（解压缩）的文

件名 

gunzip 解压被 gzip 压缩过的文件 gunzip [选项] .gz 文件名 

unzip 解压被 WinZip 压缩的.zip 文件 unzip [选项] .zip 压缩文件 

compress 
早期的压缩或解压程序（压缩后文件名

为.Z） 
compress [选项] 文件 

tar 对文件目录进行打包或解包 
tar [选项] [打包后文件名]文件

目录列表 

1．gzip 

（1）作用。 

对文件进行压缩和解压缩，而且 gzip 根据文件类型可自动识别压缩或解压。 

（2）格式。 

gzip [选项] 压缩（解压缩）的文件名。 

（3）常见参数。gzip 主要选项参数如表 2-20 所示。 

表 2-20 gzip 命令常见参数列表 

选    项 参 数 含 义 

-c 将输出信息写到标准输出上，并保留原有文件 

-d 将压缩文件解压 

-l 对每个压缩文件，显示下列字段：压缩文件的大小、未压缩文件的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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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缩比、未压缩文件的名字 

-r 查找指定目录并压缩或解压缩其中的所有文件 

-t 测试，检查压缩文件是否完整 

-v 对每一个压缩和解压的文件，显示文件名和压缩比 

 

（4）使用示例。 

[root@www my]# gzip hello.c 

[root@www my]# ls 

hello.c.gz 

[root@www my]# gzip -l hello.c 

compressed uncompressed  ratio uncompressed_name 

61                       39.3% hello.c 

该示例将目录下的 hello.c 文件进行压缩，选项“-l”列出了压缩比。 

（5）使用说明。使用 gzip 命令只能压缩单个文件，而不能压缩目录，其选项“-d”表示将该目录下

的所有文件逐个进行，而不是将它们压缩成一个文件。 

2．tar 

（1）作用：对文件目录进行打包或解包。 

在此需要对打包和压缩这两个概念进行区分。打包是指将一些文件或目录变成一个总的文件，而压缩

则是将一个大的文件通过一些压缩算法变成一个小文件。为什么要区分这两个概念呢？这是由于在 Linux

中的很多压缩程序（如前面介绍的 gzip）只能针对一个文件进行压缩，这样当想要压缩较多文件时，就要

借助它的工具将这些堆文件先打成一个包，然后再用原来的压缩程序进行压缩。 

（2）格式。 

tar [选项] [打包后文件名]文件目录列表 

tar 可自动根据文件名识别打包或解包动作，其中“打包后文件名”为用户自定义的文件名称，“文件

目录列表”可以是要进行打包备份的文件目录列表，也可以是进行解包的文件目录列表。 

（3）主要参数。tar 主要选项参数如表 2-21 所示。 

表 2-21 tar 命令常见参数列表 

选    项 参 数 含 义 

-c 建立新的打包文件 

-r 向打包文件末尾追加文件 

-x 从打包文件中解出文件 

-o 将文件解开到标准输出 

-v 处理过程中输出相关信息 

-f 对普通文件操作 

-z 调用 gzip 来压缩打包文件，与“-x”联用时调用 gzip 完成解压缩 

-j 调用 bzip2 来压缩打包文件，与“-x”联用时调用 bzip2 完成解压缩 

-Z 
调用 compress 来压缩打包文件，与“-x”联用时调用 compress 完成

解压缩 

 

（4）使用示例。 

[root@www home]# tar -cvf ycw.tar ./ycw 

./ycw/ 

./ycw/.bash_log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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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cw/.bash_profile 

./ycw/.bashrc 

./ycw/.bash_history 

./ycw/my/ 

./ycw/my/1.c.gz 

./ycw/my/my.c.gz 

./ycw/my/hello.c.gz 

./ycw/my/why.c.gz 

[root@www home]# ls -l ycw.tar 

-rw-r--r--    1 root     root        10240 Jan 14 15:01 ycw.tar 

该示例演示了如何将./ycw 目录下的文件加以打包，其中加选项“-v”在屏幕上输出了打包的具体过

程。 

[root@www Linux]# tar -zxvf Linux-2.6.11.tar.gz 

Linux-2.6.11/ 

Linux-2.6.11/drivers/ 

Linux-2.6.11/drivers/video/ 

Linux-2.6.11/drivers/video/aty/ 

… 

该示例演示用选项“-z”调用 gzip，并与“-x”联用从而完成解压缩。 

（5）使用说明。除了常规的打包之外，tar 命令更为频繁的使用方式是用选项“-z”或“-j”调用 gzip

或 bzip2（Linux 中另一种解压工具）完成对各种不同文件的解压。 

Linux 中常见类型的文件解压命令如表 2-22 所示。 

表 2-22 Linux 常见类型的文件解压命令一览表 

文 件 后 缀 解 压 命 令 示    例 

.a tar xv tar xv hello.a 

.z uncompress uncompress hello.Z 

.gz gunzip gunzip hello.gz 

.tar.Z tar xvZf tar xvZf hello.tar.Z 

.tar.gz/.tgz tar xvzf tar xvzf hello.tar.gz 

tar.bz2 tar jxvf tar jxvf hello.tar.bz2 

.rpm 
安装：rpm-i 安装：rpm -i hello.rpm 

解压：rpm2cpio 解压：rpm2cpio hello.rpm 

.deb（Debian 中的文件

格式） 

安装：dpkg-i 安装：dpkg -i hello.deb 

解压：dpkg-deb 

--fsys-tarfile 

解压：dpkg-deb --fsys-tarhello 

hello.deb 

.zip unzip unzip hello.zip 

2.3.4  文件比较命令 diff 

（1）作用：比较两个不同的文件或不同目录下的两个同名文件功能，并生成补丁文件。 

（2）格式。 

diff[选项]  文件 1  文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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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ff 比较文件 1 和文件 2 的不同之处，并按照选项所指定的格式加以输出。diff 的格式分为命令格

式和上下文格式，其中上下文格式又包括了旧版上下文格式和新版上下文格式，命令格式分为标准命令格

式、简单命令格式及混合命令格式，它们之间的区别会在使用示例中进行详细地讲解。当选项默认时，diff

默认使用混合命令格式。 

（3）主要参数。diff 主要选项参数如表 2-23 所示。 

表 2-23 diff 命令常见参数列表 

选    项 参 数 含 义 

-r 对目录进行递归处理 

-q 只报告文件是否有不同，不输出结果 

-e，-ed 命令格式 

-f RCS（修订控制系统）命令简单格式 

-c，--context 旧版上下文格式 

-u，--unified 新版上下文格式 

-Z 
调用 compress 来压缩归档文件，与“-x”联用时调用 compress 完成

解压缩 

 

（4）使用示例。以下有两个文件 hello1.c 和 hello2.c。 

//hello1.c 

#include <stdio.h> 

void main() 

{ 

      printf("Hello!This is my home!\n"); 

} 

//hello2.c 

#include <stdio.h> 

void main() 

{ 

      printf("Hello!This is your home!\n"); 

} 

示例将主要讲解各种不同格式的比较和补丁文件的创建方法。 

主要格式比较。首先使用旧版上下文格式进行比较。 

[root@www ycw]# diff -c hello1.c hello2.c 

*** hello1.c    Sat Jan 14 16:24:51 2006 

--- hello2.c    Sat Jan 14 16:54:41 2006 

*************** 

*** 1,5 **** 

  #include <stdio.h> 

  void main() 

  { 

!       printf("Hello!This is my home!\n"); 

  } 

--- 1,5 ---- 

  #include <stdio.h> 

  void main() 

  { 

!       printf("Hello!This is your ho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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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可以看出，用旧版上下文格式进行输出，在显示每个有差别行的同时还显示该行的上下 3 行，区别的

地方用“！”加以标出，由于示例程序较短，上下 3 行已经包含了全部代码。 

接着使用新版的上下文格式进行比较。 

[root@www ycw]# diff -u hello1.c hello2.c  

--- hello1.c    Sat Jan 14 16:24:51 2006 

+++ hello2.c    Sat Jan 14 16:54:41 2006 

@@ -1,5 +1,5 @@ 

 #include <stdio.h> 

 void main() 

 { 

-      printf("Hello!This is my home!\n"); 

+      printf("Hello!This is your home!\n"); 

 } 

新版上下文格式输出时，仅把两个文件的不同之处分别列出，而相同之处没有重复列出，这样大大方

便了用户的阅读。 

接下来使用命令格式进行比较。 

[root@www ycw]# diff -e hello1.c hello2.c  

4c 

         printf("Hello!This is your home!\n"); 

可以看出，命令符格式输出时仅输出了不同的行，其中命令符“4c”中的数字表示行数，字母的含义

为 a——添加，b——删除，c——更改。因此，“-e”选项的命令符表示：若要把 hello1.c 变为 hello2.c，

把 hello1.c 的第 4 行改为显示出的“printf（"Hello!This is your home!\n"）；”即可。 

使用选项“-f”和使用选项“-e”显示的内容基本相同，就是数字和字母的顺序相交换了，从以下的

输出结果可以看出。 

[root@www ycw]# diff -f hello1.c hello2.c  

c4 

         printf("Hello!This is your home!\n"); 

在 diff 选项默认的情况下，输出结果如下。 

[root@www ycw]# diff hello1.c hello2.c     

4c4 

<        printf("Hello!This is my home!\n"); 

--- 

>        printf("Hello!This is your home!\n"); 

可以看出，diff 默认情况下的输出格式充分显示了如何将 hello1.c 转化为 hello2.c，即通过“4c4”

实现。 

2.4   Linux 环境变量 

环境变量一般是指在操作系统中用来指定操作系统运行环境的一些参数，比如临时文件夹位置和系统

文件夹位置等。 

在前面我们学习过 Linux 常用的一些命令，如 ls、mkdir 等，这些命令可以在任何地方执行。实际上

它们都是一个个可执行程序，存放在/bin 或/usr/bin 目录下。那操作系统是如何准确地找到它们的呢？

这一切都要归功于环境变量 PATH，在 PATH 环境变量中就记录了这些命令所在的路径。当我们把命令提交

给 Shell 时，Linux 操作系统就是通过搜索 PATH 环境变量，从而找到这些命令。 

在 Linux 系统中有很多环境变量，都有着不同的意义，我们可以通过命令 env 来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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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yg@ubuntu:~$ env 

ORBIT_SOCKETDIR=/tmp/orbit-cyg 

SSH_AGENT_PID=1823 

TERM=xterm 

SHELL=/bin/bash 

XDG_SESSION_COOKIE=7baeccdd9cade0488153c05b00000006-1361255698.137620-1003565786 

WINDOWID=69206019 

...... 

Linux 系统中环境变量的格式：环境变量名=内容 1:内容 2。 

环境变量名一般大写，如果有多个内容用冒号隔开。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号两边不能有空格。 

查看环境变量的内容可以使用命令“echo $环境变量名”，如查看环境变量 PATH 的内容，使用 echo 

$PATH。 

添加环境变量使用命令 export，分为临时添加和永久添加。 

1. 临时添加 

临时添加只对当前的终端有效，如果当前终端关闭，则添加的环境变量就不存在了。 

实例：下面我们自己写一个程序，让它在任何路径下都能执行。我们可以把写好的程序编译好，然后

添加到系统环境变量 PATH。 

A. 用 gedit 编辑工具编辑代码，在终端上输入 gedit  hello.c。 

#include <stdio.h> 

int main() 

{ 

 printf("I love Linux !\n"); 

 return 0; 

} 

编辑完后，保存关闭。 

B. 用 gcc 编译器编译 hello.c 代码。 

cyg@ubuntu:~$ gcc hello.c -o hello 

C. 添加 hello 可执行程序到 PATH 环境变量。 

cyg@ubuntu:~$ pwd 

/home/cyg 

cyg@ubuntu:~$ export PATH=/home/cyg:$PATH 

通过 pwd 可以知道可执行程序 hello 所在的路径。在这里有个地方要注意，命令不能直接写成 export 

PATH=/home/cyg，由于 PATH 环境变量以前还有其他的内容，如果直接写成这样，PATH 之前的内容就会被

覆盖掉。这里在末尾添加了“$PATH”表示引用 PATH 环境变量以前的内容，这样就相当于我们在之前的内

容上又添加了一点新内容。执行完这条命令之后，我们就可以在任何路径下输入“hello”来执行 hello

这个程序。 

2. 永久添加 

在 Linux 系统中，有些文件在系统启动起来的时候或用户登录的时候会自动执行。如/etc/profile，

这是一个 Shell 脚本文件，任何用户登录的时候都会执行。 

我们可以把环境变量添加到/etc/profile 中，这样在任何时候，我们的环境变量都有效。 

A. 使用超级用户权限打开/etc/profile 文件，在终端输入 sudo  gedit  /etc/profile（sudo 表示

临时获得 root 权限）。在文件末尾添加“export  PATH=/home/cyg:$PATH”，然后保存关闭。 

B. 添加完后，如果想让环境变量生效，可以重启电脑，也可以使用命令 source，如：source 

/etc/pro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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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有一点需要说明的是，笔者的 hello 程序所在的路径是/home/cyg，但大家的可能不一样。在

做这个实验的时候需要注意一下。 

 

 

 

思考题 

 

1．如何管理 Linux 系统用户？ 

2．如何列出系统中的隐藏文件？ 

3．如何复制整个目录？ 

4．怎样删除一个非空的目录？ 

5．如何创建一个链接？说明软链接和硬链接的区别。 

6．说明环境变量的作用以及如何添加环境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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