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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Linux 系统的软件管理机制 

 Linux 系统主要支持 RPM 和 Deb 两种软件包管理工具，这里只介绍 Deb 软件包管理工具，RPM 软件

包管理机制，读者可自行查阅相关资料。 

3.1.1 常用软件包管理工具简介 

Linux 为用户提供了不同层次和类型的软件包管理工具，根据用户交互方式的不同，可以将常见的软

件包管理工具分为三类。如表 3-1 所示。 

表 3-1 

类别 常用工具举例 描述 

命令行 dpkg-deb、dpkg、

apt 

在命令行模式下完成软件包管理任务。为完成软件包的

获取、查询、软件包依赖性检查、安装、卸载等任务，

需要使用各自不同的命令 

文本窗口界面 dselect、

aptitude、

tasksel 

在文本窗口模式中，使用窗口和菜单可以完成软件包管

理任务 

图形界面 synaptic 在 X-Window 图形桌面环境中运行，具有更好的交互性、

可读性、易用性等特点 

 

 

使用软件包管理工具能够实现以下功能： 

（1） 从 Ubuntu 软件源的镜像站点自动获取与安装软件相关的所有软件包。 

（2） 将应用软件的相关文档打包成 Deb 软件包。 

（3） 查询和检索 Deb 软件包信息。 

（4） 检查当前操作系统中软件包的依赖关系。 

（5） 安装和卸载 Deb 软件包。 

1. 文本窗口管理工具。 

文本窗口管理工具实质是将命令行工具作为底层，在上层包装了一个文本界面的实用工具。它为用户

提供了窗口、菜单、快捷键等操作手段，以方便完成软件包的管理工作，用户无须再记忆大量复杂的命令。  

（1）aptitude 命令 

aptitude 命令提供了用户所需的大部分包管理功能，界面操作简单，用户可以使用鼠标和键盘打开

菜单，执行各种动作。aptitude 的界面十分友好，用户可以在上方区域中的树形列表中选择软件包，同时，

在窗口下方区域中显示相应的软件包描述信息，如图 3-1 所示。在命令行执行以下命令来启动 aptitude： 

wdl@UbuntuFisher:~$ sudo  aptitu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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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 

（2）dselect 命令。 

dselect 是 Deb 软件包管理工具的元老级工具，功能比 aptitude 强大得多。只是作为文本窗口的管理

工具，它缺少 aptitude 的简洁性、易用性。比如 dselect 仅使用数字菜单，不支持鼠标操作（如图 3-2

所示）。当然，对于 Ubuntu 服务器用户，在文本终端环境下工作，使用 dselect 是 好的选择。 

 

图 3-2 

（3）tasksel 命令。 

有时为了完成某个安装任务，需要安装的软件包非常多。比如，Ubuntu 的桌面系统是由许多的软件包

共同支撑运行的。因此，可以按照一个大的任务来规划需要安装的软件包。默认情况下，tasksel 会列出

几个典型的安装任务供选择，用户可以不用再关心其中具体需要安装哪些软件包，如图 3-3 和图 3-4 所示。

使用 tasksel 特别适用于首次安装系统和大面积升级情况。 

 

图 3-3 

 

图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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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命令行执行“tasksel–list”命令也可显示 tasksel 的任务列表。在执行结果中，“i”表示该任

务组件已安装，“u”表示该任务组件未安装。 

wdl@UbuntuFisher:~$ tasksel  --list 

i   dns-server DNS server 

u   edubuntu-server Edubuntu server 

u   lamp-server LAMP server 

u   edubuntu-desktop Edubuntu desktop 

u   kubuntu-desktop Kubuntu desktop 

i   ubuntu-desktop Ubuntu desktop 

u   xubuntu-desktop Xubuntu desktop 

u   edubuntu-live Edubuntu live CD 

u   kubuntu-live Kubuntu live CD 

u   ubuntu-live Ubuntu live CD 

u   xubuntu-live Xubuntu live CD 

在命令行执行“tasksel install”命令，即可以开始安装指定任务组件。 

wdl@UbuntuFisher:~$ sudo tasksel  install  edubuntu-server 

Synaptic 

2. 图形界面管理工具 

synaptic 是 Ubuntu Linux 在图形桌面环境下使用 广泛的软件包管理工具，在中文 Ubuntu 系统中被

称为“新立得”软件包管理器。synaptic 底层仍依赖于 APT 包管理命令中。它除了具有一般软件包的安装、

卸载、升级、查询等功能，同时还增加了软件包过滤、版本锁定、强制安装等功能。而且，synaptic 大量

运用主菜单、关联菜单、工具栏、视窗、标记符号等可视化工具，用户可以很快掌握其操作方法。因而，

synaptic 具有非常优良的交互性、可读性、易用性（如图 3-5 所示）。  

 
图 3-5 

3. 命令行管理工具 

dpkg 是 早的 Deb 包管理工具，它在 Debian 一提出包管理模式后就诞生了。使用 dpkg 可以实现软件

包的安装、编译、卸载、查询，以及应用程序打包等功能。但是由于当时 Linux 系统规模和 Internet 网

络条件的限制，开发人员没有考虑到操作系统中软件包存在如此复杂的依赖关系，以及帮助用户获取软件

包（获取存在依赖关系的软件包）。为了解决软件包依赖性问题和获取问题，就出现了 APT 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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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T 系列工具可能是 Deb 软件包管理工具中功能 强大的。Ubuntu 将所有的开发软件包存放在

Internet 上的许许多多镜像站点上。用户可以选择其中 适合自己的站点作为软件源。然后，在 APT 工具

的帮助下，就可以完成所有的软件包的管理工作，包括维护系统中的软件包数据库、自动检查软件包依赖

关系、安装和升级软件包、从软件源镜像站点主动获取相关软件包等。常用的 APT 实用程序有：apt-get、

apt-cache、apt-file、apt-cdrom 等。 

3.1.2 软件的安装与卸载 

dpkg 是 Ubuntu Linux 中 基本的命令行软件包管理工具，可用于安装、编译、卸载和查询 Deb 软件

包。但 dpkg 不能主动从镜像站点获取软件包，且安装软件包时，无法检查软件包的依赖关系。因此，在

对一个软件组件的依赖关系不清楚的情况下，建议使用 APT 软件包管理器。除非用户对软件包的依赖关系

非常清楚，再使用 dpkg。 

1. dpkg 相关命令 

dpkg -i <package>：安装一个在本地文件系统上存在的 Debian 软件包。 

dpkg -r <package>：移除一个已经安装的软件包。 

dpkg -P <package>：移除已安装软件包及配置文件。 

dpkg -L <package>：列出安装的软件包清单。 

dpkg -s <package>：显出软件包的安装状态。 

dpkg-reconfigure <package>：重新配置一个已经安装的软件包。 

2．软件的安装 

在查看了某个 Deb 软件包文件的信息后，如果确定需要安装该软件包，就可以使用“dpkg  -i”命

令进行安装。“dpkg  -i”命令用于手工安装指定的 Deb 软件包文件到当前系统中，该命令并不能够自动

解决 Deb 软件包之间的依赖性关系问题。若出现安装失败，使用“apt-get  -f  install”命令可以解

决依赖性问题，成功地进行包的后续安装工作。 

//安装 prozilla 软件包  

root@li379-6:/home# dpkg –i prozilla_1.3.6-3woody3_i386.deb 

       Selecting previously deselected package prozilla. 

       (Reading database … 20635 files and directories currently installed.) 

       Unpacking prozilla (from 

       Prozilla_1.3.6-3woody3_i386.deb) … 

       Setting up prozilla (1.3.6-3woody3)… 

//当前系统中可以查看到 prozilla 软件包的状态信息 

     root@li379-6:/home#dpkg  -l  |grep prozilla 

       ii  prozilla  1.3.6-3woody3  Multi-threaded download accelerator 

//解决安装 lftp 包所遇到的依赖关系  lftp 软件包安装失败 

root@li379-6:/home # dpkg -i lftp_3.1.3-1_i386.deb  

Selecting previously deselected package lftp. 

(Reading database ... 20654 files and directories currently installed.) 

Unpacking lftp (from lftp_3.1.3-1_i386.deb) ... 

dpkg: dependency problems prevent configuration of lftp: 

  lftp: depends on libexpat1 (>= 1.95);however: 

   Package libexpat1 is not installed. 

dpkg: error processing lftp:i386 (--install): 

  dependency problems - leaving unconfigu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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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cessing triggers for man-db ... 

Errors were encountered while processing: 

   lftp 

//使用＂dpkg –l＂查询信息显示 lftp 软件包未安装成功 

root@li379-6:/home# dpkg -l|grep lftp 

iU  lftp                  3.1.3-1            Sophisticated command-line FTP/HTTP client p 

//使用"apt-get  -f install"命令解决 lftp 包安装的依赖性问题 

root@li379-6:/home# apt-get -f install  

Reading package lists... Done 

Building dependency tree        

Reading state information... Done 

Correcting dependencies... Done 

The following extra packages will be installed: 

  libexpat1 

The following  NEW packages will be  installed: 

  libexpatl 

  0 upgraded, 1 newly installed, 0 to remove and 0 not upgraded. 

1 not fully installed or removed. 

Need to get 59.6kB of archives. 

After unpacking 188kB of additional disk space will be used. 

Do you want to continue [Y/n]? y 

//选择"y"继续安装过程 

Get:1 http://debian.cn99.com sarge/main libexpat1.95-8-3 [59.6kB] 

Fetched 59.6KB in 2S (22.0kB/s) 

Selecting previously deselected package libexpat1. 

(Reading database ... 20683 files and directories currently installed.) 

Unpacking libexpat1 

(from …/libexpat1_1.95.8-3_i386.deb) … 

Setting up libexpat1 (1.95.8-3) … 

Setting up lftp (3.1.3-1)… 

//"dpkg –l"查询结果显示 lftp 软件包已经安装成功 

root@li379-6:/home# dpkg -l|grep lftp 

ii  lftp                    3.1.3-1          Sophisticated command-line FTP/HTTP client p 

3. 软件的卸载 

当用户不再需要使用某个软件包时，可以将该软件包卸载，以免其占用过多的磁盘空间。“dpkg –r”

和“dpkg –P”命令都可以实现对软件包的卸载。但“dpkg –r”命令只卸载软件包安装到系统中的文件，

而保留原有的配置文件，在重新安装该软件后，还能使用原有配置，该命令并不会自动解决软件卸载过程中

遇到的包依赖性问题，如遇到依赖性问题将给出相应的提示。“dpkg –P”命令将删除软件在系统中的安装

文件，包括其配置文件，但是同样该命令不能解决软件包卸载过程中的依赖性问题。因此建议在卸载软件

包时应尽量使用“apt-get”命令进行操作。 

//不完全删除 "dpkg –r" 

root@li379-6:/home#dpkg –r  prozilla 

    (Reading database …20690 files and directoried currently installed.) 

  Removing prozilla … 

//"dpkg –l"查询所得信息显示 prozilla 软件包已经卸载，但是配置文件仍然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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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ot@li379-6:/home#dpkg –l|grep prozilla 

 rc prozilla  1.3.6-3woody3  Multi-threaded download accelerator 

//完全删除 "dpkg –P" 

root@li379-6:/home#dpkg  -P  prozilla 

   (Reading database … 20690 files and directories currently installed.) 

   Removing  prozilla … 

  Purging configuration files for prozilla … 

// "dpkg –l"命令已经查询不到任何有关 prozilla 的信息，该软件包被完全卸载 

root@li379-6:/home#dpkg  -l|grep prozilla 

3.1.3 静态软件包的管理 

Debian Linux 首先提出“软件包”的管理机制——Deb 软件包，将应用程序的二进制文件、配置文档、

man/info 帮助页面等文件合并打包在一个文件中，用户使用软件包管理器直接操作软件包，完成获取、安

装、卸载、查询等操作。 

1．软件包的命名 

软件包的命名遵循以下约定： 

Filename_Version-Reversion_Architecture.deb 

其中 Filename 代表软件包名称，Version 代表软件版本，Reversion 代表修订版本，Architecture 代

表体系结构。通常，修订版本号是由 Ubuntu 开发者或创建这个软件包的人指定的。在软件包被修改过之

后，修改版本号加 1。 

2．软件包的优先级 

Linux 为每个软件包指定了一个优先级，作为软件包管理器选择安装和卸载的一个依据。表 3-2 列出

了 Ubuntu 定义的所有软件包优先级描述。在 Ubuntu 系统中规定，任何高优先级的软件包都不能依赖于低

优先级的软件包。这样可以实现按照优先级一层层冻结系统。在新版本发布准备阶段，优先级的作用就显

得更为重要。 

基本系统由 Required 级和 Important 级软件包组成，属于这类优先级的软件包首先被冻结。由于这

些软件包为其他软件包所依赖，它们能保证整个系统的稳定，因此是 Ubuntu 发布新版本所必需的。然后，

冻结 Standard 级软件包，紧接着，在发布新版本之前对 Optional 级和 Extra 级软件包进行冻结。 

表 3-2 

类别 含义 补充说明 

Required 

（必须） 

 

 该级别软件包是

保证系统正常运行所

必须的 

 

包含所有必要的系统工具。尽管 Require 级别的软件不

能满足整个系统的服务，但至少能够保证系统正常启

动。如果删除其中一个软件包，系统将受到损坏而无法

恢复。例如 bash、mount、upstart 

Important 

（重要） 

 

若缺少该级别软件

包，系统会运行困难

或不好操作 

该级别软件包是一些实现系统底层功能的程序。例如，

aptitude、ubuntu-keyring、cpio 

Standard 

（基本） 

该级别软件包是任何

Linux 系统的标准件 

该级别的软件包可以支撑命令行控制台系统运行。通常

作为默认安装选项。例如，memtest86、telnet、

pppconfig、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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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tional 

（可选） 

该级别软件包是否安

装不影响系统的正常

运行 

该级别的软件包用于满足用户特定的需求或服务。它们

不会影响系统的正常运行。例如，X11、mysql、

openoffic.org 

Extra 

（额外） 

该级别软件包可能与

其他高级别软件包存

在冲突 

 

3．软件包的状态 

在使用系统过程中，用户会不断地安装、卸载软件包。为了记录用户的安装行为，Ubuntu 对软件包定

义了以下两种状态，如表 3-3 所示。 

（1）期望状态：标记用户希望将某个软件包处于的状态。 

（2）当前状态：标记用户操作该软件包后的 终状态。 

表 3-3 

类别 状态 状态符 描述 

期望 

状态 

 

未知（unknown） u 用户并没描述他想对软件包进行什么操作 

已安装（install） i 该软件包已安装或升级 

删除（remove） r 软件包已删除，但不想删除任何配置文件 

清除（purge） p 用户希望完全删除软件包，包括配置文件 

保持（hold） h 
用户希望软件包保持现状，例如，用户希望保持当前的版

本，当前的状态 

当前 

状态 

 

未安装（Not） n 该软件包描述信息已知，但仍未在系统中安装 

已安装（installed） i 已完全安装和配置了该软件包 

仅存配置

（config-file） 
c 软件包已删除，但配置文件仍保留在系统中 

仅解压缩（Unpacked） U 已将软件包中的所有文件释放，但尚未执行安装和配置 

配置失败

（Failed-config） 
F 曾尝试安装该软件包，但由于错误没有完成安装 

不完全安装

（Half-installed） 
H 已开始进行提取后的配置工作，但由于错误没有完成安装 

4．软件包的依赖性关系 

Linux 操作系统是一个复杂系统。这个系统包含了大量的软件组件。但是，若要求它们能够成为一个

有机整体，支撑 Linux 系统的正常运转，就必须要求各个组件密切配合。这就是 Linux 操作系统 初的设

计理念——尽可能提高软件系统内部的耦合度。 

换句话说，某个软件组件是否能够正常运行或者能够运行得更好，依赖于其他一些软件组件的存在。

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使系统更加致密、紧凑，减少中间环节可能引发的错误。然而，它随即带来两个负

面问题，即软件组件依赖和软件组件冲突问题。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Debian 提出了程序依赖性机制，并做详细的定义。程序依赖性是用来描述独立运

行程序与当前系统中程序之间存在的关联程度的。表 3-4 中列出了 Ubuntu 中依赖性关系的定义。 

软件包管理器将依据软件包“依赖关系”完成组件的安装或卸载。例如，包含 GNU C 编译器（gcc）

的软件包依赖于包含链接器和汇编器的 binutils 软件包。如果用户试图在没有安装 binutils 的情况下安

装 gcc，软件包管理器将会中止安装，并出现错误提示，要求用户事先安装 binutils。 

表 3-4 

依赖关系 关系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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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赖（depends） 
要运行软件包 A 必须安装软件包 B，甚至还依赖于 B 的特定版本。通常版本

依赖有 低版本限制 

推荐（recommends） 
软件包维护者认为所有用户都不会喜欢缺少软件包 A 的某些功能，而这些功

能需要 B 来提供 

建议（suggests） 软件包 B 能够增强软件包 A 的功能 

替换（replaces） 软件包 B 安装的文件被软件包 A 中的文件删除或复盖了 

冲突（conflicts） 
如果系统中安装了软件包 B，那么软件包 A 将无法运行。“Conflicts”常和

“replaces”同时出现 

提供（provides） 软件包 A 中包含了软件包 B 中的所有文件和功能 

5．获取系统中已安装软件包的信息 

（1）查看当前系统中已经安装的软件包信息可使用 dpkg-l 命令。“dpkg –l”命令可以与 less 和 grep

命令配合使用，如下所示： 

root@li379-6:~# dpkg -l|less 

Desired=Unknown/Install/Remove/Purge/Hold 

| Status=Not/Inst/Conf-files/Unpacked/halF-conf/Half-inst/trig-aWait/Trig-pend 

|/ Err?=(none)/Reinst-required (Status,Err: uppercase=bad) 

||/ Name                             Version                    Description 

ii  accountsservice                  0.6.15-2ubuntu9            query and manipulate user account 

information 

ii  adduser                          3.113ubuntu2               add and remove users and groups 

ii  apache2                          2.2.22-1ubuntu1            Apache HTTP Server metapackage 

ii  apache2-mpm-worker               2.2.22-1ubuntu1            Apache HTTP Server - high speed 

threaded model 

ii  apache2-utils                    2.2.22-1ubuntu1            utility programs for webservers 

ii  apache2.2-bin                    2.2.22-1ubuntu1            Apache HTTP Server common binary 

files 

┆ 

（2）查询系统已经安装的指定软件包的详细信息（dpkg –s）。 

root@li379-6:~# dpkg -s vim 

Package: vim 

Status: install ok installed 

Priority: optional 

Section: editors 

Installed-Size: 2013 

Maintainer: Ubuntu Developers <ubuntu-devel-discuss@lists.ubuntu.com> 

Architecture: amd64 

Version: 2:7.3.429-2ubuntu2 

Provides: editor 

Depends: vim-common (= 2:7.3.429-2ubuntu2), vim-runtime (= 2:7.3.429-2ubuntu2), libacl1 (>= 2.2.51-5), 

libc6 (>= 2.15), libgpm2 (>= 1.20.4), libpython2.7 (>= 2.7), libseLinux1 (>= 1.32), libtinfo5 

Suggests: ctags, vim-doc, vim-scripts 

Description: Vi IMproved - enhanced vi editor 

 Vim is an almost compatible version of the UNIX editor Vi. 

 … 

（3）显示指定名称的软件包安装到系统中的文件列表（dpkg –L）。 

root@li379-6:~# dpkg -L v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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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sr 

/usr/bin 

/usr/bin/vim.basic 

/usr/share 

/usr/share/lintian 

/usr/share/lintian/overrides 

/usr/share/lintian/overrides/vim 

/usr/share/do 

… 

（4）查询系统中的某个文件属于哪个软件包（dpkg –S）。 

//文件"/bin/ls"属于名为"coreutils"的软件包 

root@li379-6:~# dpkg -S /bin/ls 

coreutils: /bin/ls 

6．获取未安装的软件包（Deb 包）文件的信息 

dpkg -c 命令可以查看 Deb 包中包含的文件列表。 

//查看 mydeb.deb 软件包的内容 

root@li379-6:/home# dpkg -c mydeb.deb  

drwxr-xr-x root/root         0 2013-02-26 21:51 ./ 

drwxr-xr-x root/root         0 2013-02-26 21:51 ./boot/ 

-rw-r--r-- root/root         0 2013-02-26 21:51 ./boot/initrd-vstools.img 

3.1.4 如何制作一个软件包 

1．Deb 软件包的结构 

在一个 Deb 软件包中通常会包含 DEBIAN 和软件具体安装目录（如 etc、 usr、 opt、 tmp 等）。在

DEBIAN 目录中起码包含 control 文件，其次还可能包含 postinst（postinstallation）、postrm

（postremove）、preinst（preinstallation）、prerm（preremove）、copyright（版权）、changlog （修

订记录）和 conffiles 等文件。 

control： 这个文件主要描述软件包的名称（Package）、版本（Version）以及描述（Description）

等，是 Deb 包必须具备的描述性文件，以便于软件的安装管理和索引。同时为了能对软件包进行充分的管

理，可能还具有以下字段： 

（1）Section：这个字段声明软件的类别，常见的有 utils，net，mail，text，x11 等。 

（2）Priority：这个字段声明软件对于系统的重要程度，如required，standard，optional，extra 等。 

（3）Essential：这个字段声明是否是系统 基本的软件包（选项为 yes/no）。如果是的话，这就表明

该软件是维持系统稳定和正常运行的软件包，不允许任何形式的卸载（除非进行强制性卸载）。 

（4）Architecture：声明软件包结构，如基于 i386，amd64，m68k，sparc，alpha，powerpc 等。 

（5）Source：软件包的源代码名称。 

（6）Depends：软件所依赖的其他软件包和库文件。如果是依赖多个软件包和库文件，彼此之间采用

逗号隔开。 

（7）Pre-Depends：软件安装前必须安装、配置所依赖的软件包和库文件，它常常用于必须的预运行

脚本需求。 

（8）Recommends：这个字段表明推荐安装的其他软件包和库文件。 

（9）Suggests：建议安装的其他软件包和库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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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inst：这个文件包含了软件在进行正常目录文件复制到系统后，所需要执行的配置工作。 

prerm：软件卸载前需要执行的脚本。 

postrm：软件卸载后需要执行的脚本。 

2．制作 Deb 软件包 

现在来看看如何修订一个已有的 Deb 包软件。 

root@li379-6:/home# mkdir -p /root/minedeb/DEBIAN 

root@li379-6:/home# mkdir -p /root/minedeb/boot 

root@li379-6:/home# touch /root/minedeb/DEBIAN/control 

root@li379-6:/home# touch /root/minedeb/DEBIAN/postinst 

root@li379-6:/home# touch /root/minedeb/DEBIAN/postrm 

//创建软件程序文件 

root@li379-6:/home# touch /root/minedeb/boot/deb.img 

root@li379-6:/home# cat /root/minedeb/DEBIAN/control  

Package:my-deb 

Version:1 

Section:utils   

Priority:optional  Architecture:amd64 

Maintainer:*** 

Description:my first deb 

root@li379-6:/home# cat  /root/minedeb/DEBIAN/postinst  

#!/bin/sh 

echo "my deb">/root/mydeb.log 

root@li379-6:/home# cat  /root/minedeb/DEBIAN/postrm 

#!/bin/sh 

rm -rf /root/minedeb.log 

root@li379-6:~# chmod -R 755 /root/minedeb/DEBIAN 

//生成 Deb 包 

root@li379-6:~# dpkg-deb  --build  minedeb 

dpkg-deb: building package `my-deb' in `minedeb.deb'. 

//安装制作的 Deb 包 

root@li379-6:~# dpkg -i  minedeb.deb  

(Reading database ... 25522 files and directories currently installed.) 

Preparing to replace my-deb 1 (using minedeb.deb) ... 

Unpacking replacement my-deb ... 

Setting up my-deb (1) ... 

3.2   APT 高级软件包管理工具 

3.2.1  APT 的运行机制 

dpkg并不会自动解决软件卸载过程中遇到的软件包依赖性问题，而通过apt-get命令可以解决此问题。

APT 是 Ubuntu Linux 中功能 强大的命令行软件包管理工具，用于获取、安装、编译、卸载和查询 Deb 软

件包，以及检查软件包依赖关系。Ubuntu 采用集中式的软件仓库机制，将各式各样的软件包分门别类地存

放在软件仓库中，进行有效地组织和管理。然后，将软件仓库置于许许多多的镜像服务器中，并保持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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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致。这样，所有的 Ubuntu 用户随时都能获得 新版本的安装软件包。因此，对于用户，这些镜像服务

器就是他们的软件源（reposity），如图 3-6 所示。由于每位用户所处的网络环境不同，不可能随意地访

问各镜像站点。为了能够有选择地访问，在 Ubuntu 系统中，使用软件源配置文件/etc/apt/sources.list 

列出 合适访问的镜像站点地址。即使这样，软件源配置文件只是告知 Ubuntu 系统可以访问的镜像站点

地址。但那些镜像站点都拥有什么软件资源并不清楚。若是每安装一个软件包，就在服务器上寻找一遍， 

效率是很低的。因而，就有必要为这些软件资源列个清单（建立索引文件），以便本地主机查询。这就是

APT 软件包管理器的工作原理。  

同时，APT 能够检查 Ubuntu Linux 系统中的软件包依赖关系。这大大简化了 Ubuntu 用户安装和卸载

软件包的过程。因而，APT 成为 Ubuntu Linux 中 受欢迎的工具，也成为其他软件包管理工具的底层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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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6 

“软件源”是指散布在互联网中的众多服务器，在这些服务器中存放了大量的软件包，用于进行用户

主机的更新和升级。它们是专门向 Ubuntu 用户免费开放的，所以只要在软件源中定期上传 新版本的软

件，便可确保所有用户用到 新发布的软件包。然而，软件源中存放了数以千计的软件包，良莠不齐，来

源不一，因此有必要对软件源中的软件包做一定的分类管理，以保证系统更新的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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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7 

Ubuntu 将软件包从两个维度——支持力度和安装必要性，合理地进行了划分，如图3-7 所示。可以看

Ubuntu 的每一个版本都是按照这个软件包分类体系管理软件源的，并一直延续下去。 

首先根据软件包开发组织对该软件的支持程度，以及其遵从的开源程度，划分为如下 4 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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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Main）：官方维护的开源软件，是由 Ubuntu 官方完全支持的软件，包括大多数流行的、稳定的

开源软件，是 Ubuntu 默认安装的基本软件包。 

公共（Universe）：社区维护的开源软件，是由 Ubuntu 社区的计算机爱好者维护的软件，是 Linux 世

界中完全自由和开源部分，包括了绝大多数的开源软件。这些软件都是以“Main”中的软件包为基础编写

而成的，因此不会与“Main”软件包发生冲突。但是这些软件包没有安全升级的保障。用户在使用 Universe

软件包时，需要考虑这些软件包存在的不稳定性。 

受限（Restricted）：官方维护的非开源软件，是专供特殊用途，而且没有自由软件版权，不能直接

修改软件，但依然被 Ubuntu 团队支持的软件。 

多元化（Multiverse）：非 Ubuntu 官方维护的非开源软件，是指那些非自由软件，通常不能被修改和

更新，用户使用这些软件包时，需要特别注意版权问题。 

从另一个角度根据软件包的必要性和安全性，也可将软件包划分为 4类。 

安全更新（Security）：稳定的、安全的软件包，是必须要安装的。 

新更新（Updates）： 新完成的更新软件包，建议安装。 

推荐更新（Proposed）：提前释放出的更新，处于 Alpha 测试阶段的软件包。 

修补性更新（Backports）：在 Ubuntu 旧版本中部分地添加新功能，该类软件包无任何技术支持。 

APT 软件包管理器在一个文件中列出可获得软件包的镜像站点地址，这个软件源配置文件就是

/etc/apt/sources.list。它本质就是一个普通的文本文件，可以在超级管理员授权下，使用任何文本编

辑器进行编辑。需要提醒的是，在每次修改完/etc/apt/sources.list文件后，一定要运行“apt-get update”

命令，更改才会有效。在该文件中，添加的软件源镜像站点称为一个配置项，并遵循以下格式： 

DebType  AddressType://Hostaddress/Ubuntu  Distribution  Component1  Component2 … 

可以从光盘或者是因特网上获取 APT 源。在光盘上获取 APT 源之前要先确认当前主机的光盘驱动器上

有安装光盘。“apt-cdrom  ident”命令可以扫描安装光盘上的内容，只显示安装光盘信息，不修改

sources.list 文件。“apt-cdrom add”命令可以将光盘驱动器中的安装光盘加入的 sources.list 文件中。 

3.2.2  3 个重要的配置文件 

1．apt 镜像的地址文件 

“sources.list”是 apt镜像的地址文件, 用于存放当前系统使用的APT源信息，文件位于“/etc/apt/”

目录中，典型的文件格式如下所示： 

  root@li384-223:/etc/apt# cat sources.list  

deb http://us.archive.ubuntu.com/ubuntu/ precise main restricted 

deb-src http://us.archive.ubuntu.com/ubuntu/ precise main restricted 

2. 本地索引列表 

/var/lib/apt/lists 目录存放 apt 本地软件包索引文件，对于/etc/apt/sources.list 文件中配置的

每一个软件仓库，这个目录中均存在一个文件，其中列出了相应软件仓库中每一个软件的 新版本信息。 

apt 使用这些文件确定软件包是否已经安装到本地系统，哪些软件包位于本地缓冲目录，软件包的 新版

本是什么等。 

3. 本地文件下载缓存 

/var/cache/apt/archives 目录是 apt 的本地缓冲目录，其中缓存了 近下载的 Deb 软件包文件，通

常 apt 的 cron 脚本将会限制这个目录占用的存储空间及文件的存放时间。 

3.2.3 apt-get 工具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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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apt-get 命令 

在 Ubuntu Linux 中，通常使用 apt-get 命令管理软件包，只需告知软件包名字，该命令就可以自动

完成软件包的获取、安装、编译和卸载，并检查软件包依赖关系。 apt-get 命令本身并不具有管理软件包

功能，只是提供了一个软件包管理的命令行平台。在这个平台上使用更丰富的子命令，完成具体的管理任

务。格式如下所示： 

apt-get  subcommands  [ -d | -f | -m | -q | --purge | --reinstall | - b | - s | - y | - u | - h 

| -v ]  pkg 

表 3-5 和表 3-6 中分别列出了 apt-get 中的子命令和选项以及它们的相应描述。 

表 3-5 

子命令 描述 

update 下载更新软件包列表信息 

upgrade 将系统中所有软件包升级到 新的版本 

install 下载所需软件包并进行安装配置 

remove 卸载软件包 

autoremove 将不满足依赖关系的软件包自动卸载 

source 下载源码包 

build-dep 为源码包构建所需的编译环境 

dist-upgrade 发布版升级 

dselect-upgrade 根据 dselect 的选择来进行软件包升级 

clean 删除缓存区中所有已下载的包文件 

autoclean 删除缓存区中老版本的已下载包文件 

check 检查系统中依赖关系的完整性 

表 3-6 

选项 描述 

-d 仅下载软件包，而不安装或解压 

-f 修复系统中存在的软件包依赖性问题 

-m 当发现缺少关联软件包时，仍试图继续执行 

-q 将输出作为日志保留，不获取命令执行进度 

-purge 与 remove 子命令一起使用，完全卸载软件包 

-reinstall 与 install 子命令一起使用，重新安装软件包 

-b 在下载完源码包后，编译生成相应的软件包 

-s 不做实际操作，只是模拟命令执行结果 

-y 对所有询问都作肯定的回答，apt-get 不再进行任何提示 

-u 获取已升级的软件包列表 

-h 获取帮助信息 

-v 获取 apt-get 版本号 

 

可以看出 apt-get 具有很强大的功能，熟练掌握子命令、选项的用法，并进行巧妙的组合，可以完成

几乎所有的管理任务。“apt-get check”与“apt-get -f install”通常作为组合命令使用，前者用于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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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软件包依赖关系，后者用于修复依赖关系。 

在处理依赖关系上，apt-get 会自动下载并安装具有依赖关系（depends）的软件包，但不会处理与安

装和软件包存在推荐（recommends）和建议（suggests）关系的软件包。也就是说，使用 apt-get 命令进

行安装、卸载、升级等操作，只默认处理具有依赖关系的软件包，其他关系的软件包需要用户另行安装。  

2．刷新软件源 

修改了配置文件——/etc/apt/sources.list，只是告知软件源镜像站点的地址。但那些所指向的镜

像站点具有什么软件资源并不清楚，需要将这些资源列个清单，以便本地主机知晓可以申请哪些资源。为

此可 使用“apt-get update”命令来刷新软件源，建立一个更新软件包列表。“apt-get update”命令会

扫描每一个软件源服务器，并为该服务器所具有软件包资源建立索引文件，存放在本地的

/var/lib/apt/lists/目录中。使用 apt-get 执行安装、更新操作时，都将依据这些索引文件，向软件源

服务器申请资源。因此，在计算机设备空闲时，经常使用“apt-get update”命令刷新软件源是一个好的

习惯。 如下所示。 

wdl@UbuntuFisher:~$ sudo apt-get update 

获取：1 http://debian.cn99.com feisty Release.gpg [191B] 

忽略 http://debian.cn99.com feisty/main Translation-zh_CN 

获取：2 http://debian.cn99.com feisty/universe Translation-zh_CN [27.5kB] 

获取：3 http://debian.cn99.com feisty Release [57.2kB] 

获取：4 http://debian.cn99.com feisty/main Packages [1007kB] 

获取：5 http://debian.cn99.com feisty/universe Packages [3754kB] 

获取：6 http://debian.cn99.com feisty/main Sources [293kB] 

获取：7 http://debian.cn99.com feisty/restricted Sources [1710B] 

获取：8 http://debian.cn99.com feisty/universe Sources [1131kB] 

下载 6272kB，耗时 3m53s (26.8kB/s) 

正在读取软件包列表... 完成 

3．更新软件包 

在 Ubuntu Linux 中，只需使用命令“apt-get upgrade”就可以轻松地将系统中的所有软件包一次性

升级到 新版本。它可以很方便地完成在相同版本号的发行版中更新软件包。 

wdl@wdl-desktop:~$ sudo apt-get upgrade 

正在读取软件包列表... 完成 

正在分析软件包的依赖关系树... 完成 

下列的软件包将被升级： 

app-install-data-commercial cpio cupsys cupsys-bsd cupsys-client debconf debconf-i18n dpkg 

dselect 

evolution-data-server hal hal-device-manager iptables klogd language-pack-en 

language-pack-en-base 

lvm2 popularity-contest python-apt python2.4-apt sysklogd update-manager xserver-xorg-core 

…… 

共升级了 49 个软件包，新安装了 0 个软件包，要卸载 0 个软件包，有 0 个软件未被升级。 

需要下载 34.8MB 的软件包。 

解压缩后会消耗掉 10.6MB 的额外空间。 

您希望继续执行吗？[Y/n] 

4．安装软件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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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准备好软件源并连通网络后，用户只需告知安装软件的名称，“apt-get install”命令就可以轻松

完成整个安装过程，而无须考虑软件包的版本、优先级、依赖关系等。使用“apt-get install”下载软

件包大体分为以下 4 步。 

（1）扫描本地存放的软件包更新列表（由 apt-get update 命令刷新更新列表），找到 新版本的软件

包。 

（2）进行软件包依赖关系检查，找到支持该软件正常运行的所有软件包。 

（3）从软件源所指的镜像站点中，下载相关软件包。 

（4）解压软件包，并自动完成应用程序的安装和配置。 

下面是安装一个 XChat 聊天室软件的具体过程。 

  wdl@UbuntuFisher:~$ sudo apt-get install  xchat 

正在读取软件包列表... 完成 

正在分析软件包的依赖关系树 

读取状态信息... 完成 

将会安装下列额外的软件包： 

tcl8.4   xchat-common 

建议安装的软件包： 

tclreadline   libnet-google-perl 

下列【新】软件包将被安装： 

tcl8.4  xchat  xchat-common 

共升级了 0 个软件包，新安装了 3 个软件包，要卸载 0 个软件包，有 1 个软件未被升级。 

需要下载 2354kB 的软件包。 

解压缩后会消耗掉 6693kB 的额外空间。 

您希望继续执行吗？[Y/n] y 

获取：1 http://debian.cn99.com feisty/main     tcl8.4           8.4.14-0ubuntu1  [1163kB] 

获取：2 http://debian.cn99.com feisty/universe  xchat-common  2.8.0-0ubuntu4    [888kB] 

获取：3 http://debian.cn99.com feisty/universe  xchat           2.8.0-0ubuntu4   [303kB] 

下载 2354kB，耗时 1m44s (22.6kB/s) 

选中了曾被取消选择的软件包 tcl8.4。 

(正在读取数据库 ... 系统当前总共安装有 117915 个文件和目录。) 

正在解压缩 tcl8.4 (从 .../tcl8.4_8.4.14-0ubuntu1_i386.deb) ... 

选中了曾被取消选择的软件包 xchat-common。 

正在解压缩 xchat-common (从 .../xchat-common_2.8.0-0ubuntu4_all.deb) ... 

选中了曾被取消选择的软件包 xchat。 

正在解压缩 xchat (从 .../xchat_2.8.0-0ubuntu4_i386.deb) ... 

正在设置 tcl8.4 (8.4.14-0ubuntu1) ... 

正在设置 xchat-common (2.8.0-0ubuntu4) ... 

正在设置 xchat (2.8.0-0ubuntu4) ... 

从以上命令执行结果中，可以看到 XChat 软件的整个安装过程。用户输入安装软件的名称，默认情况

下，apt-get install 将会安装 新版本的 XChat 软件。并且，检查 XChat 软件包依赖关系树，发现与 XChat

存在依赖关系的软件包有 tcl8.4 和 XChat-common；存在建议关系的软件包有 tclreadline 和

libnet-google-perl。默认情况下，apt-get install 只安装依赖关系的软件包。在回答“是否继续下载？”

的提示后，开始下载软件包，下载过程可能需要一段时间。下载结束后，这些软件包会被自动解压，并按

照依赖关系的前后顺序，依次完成安装和配置。需要说明的是，apt-get install 命令下载软件包并不是

立即安装的，而会将下载的包文件存放在本地缓存目录（/var/cache/apt/archives）中，等全部下载结

束后，再进行安装。用户可以在这个目录下找到所有由 apt-get install 下载的软件包。 

5．重新安装软件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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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用户不小心损坏了已安装的软件包而需要修复它，或者，希望重新安装软件包中某些文件的 新版

本，可以使用“apt-get --reinstall install”命令进行软件包的重新安装。 

wdl@UbuntuFisher:~$ sudo apt-get  --reinstall  install  xchat 

正在读取软件包列表... 完成 

正在分析软件包的依赖关系树 

读取状态信息... 完成 

建议安装的软件包： 

libnet-google-perl 

下列【新】软件包将被安装： 

xchat 

共升级了 0 个软件包，新安装了 1 个软件包，要卸载 0 个软件包，有 1 个软件未被升级。 

需要下载 0B/303kB 的软件包。 

解压缩后会消耗掉 815kB 的额外空间。 

选中了曾被取消选择的软件包 xchat。 

(正在读取数据库 ... 系统当前总共安装有 118070 个文件和目录。) 

正在解压缩 xchat (从 .../xchat_2.8.0-0ubuntu4_i386.deb) ... 

正在设置 xchat (2.8.0-0ubuntu4) ... 

6．卸载软件包 

（1）不完全卸载。 

“apt-get remove”会关注那些与被删除的软件包相关的其他软件包，删除一个软件包时，将会连带

删除与该软件包有依赖关系的软件包。   

wdl@UbuntuFisher:~$ sudo apt-get remove  xchat 

正在读取软件包列表... 完成 

正在分析软件包的依赖关系树 

读取状态信息... 完成 

The following packages were automatically installed and are no longer required: 

xchat-common  tcl8.4 

使用 'apt-get autoremove' 来删除它们。 

下列软件包将被【卸载】： 

xchat 

共升级了 0 个软件包，新安装了 0 个软件包，要卸载 1 个软件包，有 1 个软件未被升级。 

需要下载 0B 的软件包。 

解压缩后将会空出 815kB 的空间。 

您希望继续执行吗？[Y/n]y 

(正在读取数据库 ... 系统当前总共安装有 118085 个文件和目录。) 

正在删除 xchat ... 

（2）完全卸载。 

“apt-get --purge remove”命令在卸载软件包文件的同时，还删除该软件包所使用的配置文件。   

wdl@UbuntuFisher:~$ sudo apt-get --purge remove  xchat 

正在读取软件包列表... 完成 

正在分析软件包的依赖关系树 

读取状态信息... 完成 

The following packages were automatically installed and are no longer required: 

xchat-common tcl8.4 

使用 'apt-get autoremove' 来删除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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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软件包将被【卸载】： 

xchat* 

共升级了 0 个软件包，新安装了 0 个软件包，要卸载 1 个软件包，有 1 个软件未被升级。 

需要下载 0B 的软件包。 

解压缩后将会空出 815kB 的空间。 

您希望继续执行吗？[Y/n]y 

(正在读取数据库 ... 系统当前总共安装有 118085 个文件和目录。) 

正在删除 xchat ... 

正在清除 xchat 的配置文件 ... 

7．修复软件包依赖关系 

如果由于故障而中断软件安装过程，可能会造成关联的软件包只有部分安装。之后，用户就会发现该

软件既不能重装又不能删除，此外有些用户可能会不顾及依赖关系，使用“dpkg –i”强制安装软件包，

也可能破坏依赖关系。这时可以使用“apt-get -f install”修复软件包依赖关系。另外，可以使用  apt-get  

check 检查依赖关系。 

wdl@UbuntuFisher:~$ sudo dpkg -i  g++_4.1.2-9ubuntu2_i386.deb 

(正在读取数据库 ... 系统当前总共安装有 118086 个文件和目录。) 

正预备替换 g++ 4:4.1.2-1ubuntu1 (使用 g++_4.1.2-9ubuntu2_i386.deb) ... 

正在解压缩将用于更替的包文件 g++ ... 

dpkg：依赖关系问题使得 g++ 的配置工作不能继续： 

g++ 依赖于 g++-4.1 (>= 4.1.2-1)；然而： 

系统中 g++-4.1 的版本为 4.1.2-0ubuntu4。 

dpkg：处理 g++ (--install)时出错： 

依赖关系问题 - 仍未被配置 

在处理时有错误发生： 

g++ 

wdl@wdl-desktop:~/TreeCode$ sudo apt-get -f install 

正在读取软件包列表... 完成 

正在分析软件包的依赖关系树 

Reading state information... 完成 

正在更正依赖关系... 完成 

将会安装下列额外的软件包： 

g++-4.1 

建议安装的软件包： 

gcc-4.1-doc lib64stdc++6 glibc-doc manpages-dev libstdc++6-4.1-doc 

下列【新】软件包将被安装： 

g++-4.1 

共升级了 0 个软件包，新安装了 1 个软件包，要卸载 0 个软件包，有 1 个软件未被升级。 

有 1 个软件包没有被完全安装或卸载。 

需要下载 2581kB 的软件包。 

解压缩后会消耗掉 32.9MB 的额外空间。 

您希望继续执行吗？[Y/n]y 

获取：1 http://debian.cn99.com feisty/main g++-4.1 4.1.2-0ubuntu4 [2581kB] 

下载 2581kB，耗时 1m59s (65.9kB/s) 

选中了曾被取消选择的软件包 g++-4.1。 

正在解压缩 g++-4.1 (从 .../g++-4.1_4.1.2-0ubuntu4_i386.deb) ... 

正在设置 g++-4.1 (4.1.2-0ubuntu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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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清理软件包缓冲区  

如果用户认为软件包缓冲区中的文件没有任何价值了，有必要删除全部下载的软件包，那么可以使用

“apt-get clean”清理整个软件包缓冲区，除了 lock 锁文件和 partial 目录。  

wdl@UbuntuFisher:~$ ls  /var/cache/apt/archives/ 

lock  partial  rxvt_1%3a2.6.4-10_i386.deb  rxvt_2.6.4-12_i386.deb  

xchat_2.8.0-0ubuntu4_i386.deb 

wdl@UbuntuFisher:~$ sudo apt-get clean 

wdl@UbuntuFisher:~$ ls  /var/cache/apt/archives/ 

lock  partial 

另外，如果用户希望缓冲区中只保留 新版本的软件包，多余版本全部清除，则可以使用“apt-get 

autoclean“命令。  

wdl@UbuntuFisher:~$ ls /var/cache/apt/archives/ 

lock  partial  rxvt_1%3a2.6.4-10_i386.deb  rxvt_2.6.4-12_i386.deb  

xchat_2.8.0-0ubuntu4_i386.deb 

wdl@UbuntuFisher:~$ sudo apt-get  autoclean 

正在读取软件包列表... 完成 

正在分析软件包的依赖关系树 

读取状态信息... 完成 

Del rxvt 2.6.4-12 [201kB] 

wdl@UbuntuFisher:~$ ls /var/cache/apt/archives/ 

lock  partial  rxvt_1%3a2.6.4-10_i386.deb  xchat_2.8.0-0ubuntu4_i386.deb 

从以上命令的执行结果可以看出，“apt-get autoclearn”在分析了依赖关系后，删除了多余的 rxvt

软件包。总之，“apt-get autoclean”仅删除那些过时的文件。 

3.2.4  apt-cache 工具集 

1．apt-cache 命令 

apt-cache 是一个 apt 软件包管理工具，配合不同的子命令和参数（见表 3-7 和表 3-8）使用，可以

实现查询软件源和软件包的相关信息及包依赖关系等功能。 

语法如下： 

  apt-cache [-hvsn] [-o=config string] [-c=file] 

                 {[gencaches] | [showpkg pkg...] | 

                 [showsrc pkg...] | [stats] | [dump] | 

                 [dumpavail] | [unmet] | [search regex] | 

                 [show pkg...] | [depends pkg...] | 

                 [rdepends pkg...] | [pkgnames prefix] | 

                 [dotty pkg...] | [xvcg pkg...] | 

                 [policy pkgs...] | [madison pkgs...]} 

表 3-7 

子命令 描述 

showpkg 获取二进制软件包的常规描述信息 

showsrc 获取源码包的详细描述信息 

show 获取二进制软件包的详细描述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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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ts 获取软件源的基本统计信息 

dump 获取软件源中所有软件包的简要信息 

dumpavail 获取当前中已安装的所有软件包的描述信息 

unmet 获取所有未满足的依赖关系 

search 根据正则表达式检索软件包 

depends 获取该软件包的依赖信息 

rdepends 获取所有依赖于该软件包的软件包 

pkgnames 列出所有已安装软件包的名字 

policy 获取软件包当前的安装状态 

表 3-8 

选项 描述 

-p 软件包缓存 

-s 源代码包的缓存 

-q 关闭进度获取 

-i 获取重要的依赖关系，仅与 unmet 命令一起使用 

-c 读取指定配置文件 

-h 获取帮助信息 

2．查询数据源的相关统计信息 

下面通过示例来具体说明 apt-cache 的用法。首先，使用“apt-cache stats”命令查询数据源的相

关统计信息。 

wdl@UbuntuFisher:~$ apt-cache  stats 

软件包总数(按名称计)：8946 (358k) 

  普通软件包：5096 

  完全虚拟软件包：119 

  单虚拟软件包：814 

  混合虚拟软件包：29 

  缺漏的：2888 

按版本共计：5238 (272k) 

Total Distinct Descriptions: 5240 (126k) 

按依赖关系共计：43343 (1214k) 

按版本/文件关系共计：6247 (100.0k) 

Total Desc/File relations: 5240 (83.8k) 

提供映射共计：1484 (29.7k) 

Glob 字串共计：52 (450) 

依赖关系版本名所占空间共计：260k 

Slack 空间共计：88.4k 

总占用空间：2062k 

3．查询已安装软件包 

使用“apt-cache pkgnames”命令获得目前系统中所有的已安装软件包。 

wdl@UbuntuFisher:~$ apt-cache pkgnames  |  wc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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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46 

4．按关键字查询 

使用“apt-cache search”命令通过关键字查询软件包信息，在包名称和包描述信息、软件包详细信

息中进行搜索。 

//查询以”ls”开头的软件包列表 

root@li384-223:/# apt-cache search ls|grep ^ls 

lsb - Linux Standard Base 4.0 support package 

lsb-base - Linux Standard Base 4.0 init script functionality 

lsb-core - Linux Standard Base 4.0 core support package 

lsb-cxx - Linux Standard Base 4.0 C++ support package 

lsb-desktop - Linux Standard Base 4.0 Desktop support package 

lsb-graphics - Linux Standard Base 4.0 graphics support package 

lsb-printing - Linux Standard Base 4.0 Printing package 

lsb-release - Linux Standard Base version reporting utility 

lshw - information about hardware configuration 

5. 获取软件包的详细信息 

  使用“apt-cache show”命令获取指定软件包的详细信息，包括软件包安装状态、优先级、试用架

构、版本、存在依赖关系的软件包，以及功能描述。该命令可以同时显示多个软件包的详细信息。 

root@li384-223:/# apt-cache show vim 

Package: vim 

Priority: optional 

Section: editors 

Installed-Size: 2013 

Maintainer: Ubuntu Developers <ubuntu-devel-discuss@lists.ubuntu.com> 

Original-Maintainer: Debian Vim Maintainers <pkg-vim-maintainers@lists.alioth.debian.org> 

Architecture: amd64 

Version: 2:7.3.429-2ubuntu2.1 

Provides: editor 

Depends: vim-common (= 2:7.3.429-2ubuntu2.1), vim-runtime (= 2:7.3.429-2ubuntu2.1), libacl1 (>= 

2.2.51-5), libc6 (>= 2.15), libgpm2 (>= 1.20.4), libpython2.7 (>= 2.7), libseLinux1 (>= 1.32), 

libtinfo5 

Suggests: ctags, vim-doc, vim-scripts 

Filename: pool/main/v/vim/vim_7.3.429-2ubuntu2.1_amd64.deb 

Size: 1048020 

MD5sum: a97d345324a1d673da8a34609767a3f7 

SHA1: 13f284ec5e96e9904ba5e5520c5ac59f5737b14e 

SHA256: 86e86f71ade6e324b600269ff89c8eb03e8ada5f4ca22cec8e57edc5696dc35c 

Description-en: Vi IMproved - enhanced vi editor 

 Vim is an almost compatible version of the UNIX editor Vi. 

 . 

 Many new features have been added: multi level undo, syntax 

 highlighting, command line history, on-line help, filename 

 completion, block operations, folding, Unicode support, etc. 

6．获取所有软件包的详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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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系统中所有软件包的详细描述信息的话，可以使用“apt-cache dumpavail”命令。 

root@li379-6:~# apt-cache dumpavail 

Package: acct 

Priority: optional 

Section: admin 

Installed-Size: 396 

Maintainer: Ubuntu Developers <ubuntu-devel-discuss@lists.ubuntu.com> 

Original-Maintainer: Mathieu Trudel-Lapierre <mathieu.tl@gmail.com> 

Architecture: amd64 

Version: 6.5.5-1ubuntu1 

Depends: dpkg (>= 1.15.4) | install-info, libc6 (>= 2.4) 

Filename: pool/main/a/acct/acct_6.5.5-1ubuntu1_amd64.deb 

7．获取软件包的常规信息 

用户可以使用“apt-cache showpkg”命令获取软件包的常规信息。  

wdl@UbuntuFisher:~$ apt-cache showpkg  rxvt 

Package: rxvt 

Versions: 1:2.6.4-10 (/var/lib/dpkg/status) 

Description Language: 

File: /var/lib/dpkg/status 

MD5: 66a3d03c2f89b2bd7ca372d0304de2dd 

Reverse Depends: rxvt-ml, rxvt 

Dependencies: 

1:2.6.4-10 - libc6 (2 2.3.4-1) libx11-6 (0 (null)) base-passwd (2 2.0.3.4) libxpm4 (0 (null)) 

suidmanager (3 0.50) 

Provides: 1:2.6.4-10 - x-terminal-emulator 

Reverse Provides: 

8．获取软件包的安装状态 

使用“apt-cache policy”可以获取软件包当前的安装状态。 

wdl@UbuntuFisher:~$ apt-cache policy  rxvt 

rxvt: 

已安装：1:2.6.4-10 

候选的软件包：1:2.6.4-10 

版本列表： 

*** 1:2.6.4-10 0 

100 /var/lib/dpkg/status 

 

wdl@UbuntuFisher:~$ sudo dpkg -r rxvt 

(正在读取数据库 ... 系统当前总共安装有 117549 个文件和目录。) 

正在删除 rxvt ... 

wdl@UbuntuFisher:~$ apt-cache policy  rxvt 

rxvt: 

已安装：(无) 

候选的软件包：(无) 

版本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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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4-10 0 

100 /var/lib/dpkg/status 

9．查询软件包的依赖关系 

使用“apt-cache depends”命令查询软件包安装、卸载过程中的依赖关系。 

wdl@UbuntuFisher:~$ apt-cache depends  rxvt 

rxvt 

依赖: libc6 

依赖: libx11-6 

依赖: base-passwd 

建议: libxpm4 

冲突: <suidmanager> 

10．查询软件包的反向依赖关系 

“apt-cache rdepends”命令可用于查询指定软件包的反向依赖关系，即查询有哪些软件包必须依赖

指定的软件包才能安装。 

  wdl@UbuntuFisher:~$ apt-cache rdepends rxvt 

rxvt 

Reverse Depends: 

rxvt-ml   

11．清除软件包的.deb 文档 

如果不需要.deb 文档，可以定期运行“apt-get autoclean”这个命令来清除软件包的.deb 文档，这

样能够释放大量的磁盘空间。 

root@li384-223:/# apt-get autoclean 

Reading package lists... Done 

Building dependency tree        

Reading state information... D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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