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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ux系统及常用命令

尹航

华中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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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ux简介

ØLinux：运行于多种平台（PC、工作站）之上、源代码公开、免
费、遵循GPL精神、遵循POSIX标准的、与UNIX兼容的操作系统。
是微机版的UNIX。

• GPL：General Public License公共许可软件

• POSIX：标准的操作系统接口与工具

12/30/22尹航，数据分析 2



Linux特点

Ø免费：办公软件、视频软件、中文输入法、聊天软件

Ø开源：安全性

Ø效率：大型机群大多采用unix，于linux相似

Ø工作效率：没有太多游戏，娱乐软件少

Ø方便性：CERN、华师的服务器都是采用Scientific Linux（Redhat的变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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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行的版本

ØMint：界面漂亮、对用户友好、自带软件多，适合新手

ØDebian：历史悠久、使用最广泛、状态最稳定，适合高手使用维护

ØUbuntu：公司支持、安全性好、非常全面、界面不是很漂亮，适合新手

ØCENTOS：COMMUNITY ENTERPRISE OPERATING SYSTEM（社区企业操作系统）。RED HAT再
编译版本，大量使用在服务器上，包括CERN的集群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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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材料

Ø在QQ群里发给大家： shell.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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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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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一

周二 周三

周四

周五



登录服务器或者打开SHELL
Ø登录华师物理学院服务器，请询问各组的管理员

Ø比如LHCB服务器的IP地址为： 202.114.36.22

Ø登录方式：

Ø Windows：VSCode (推荐使用，教程), MoBaXterm（教程）,  虚拟机（教程1，2），
Xmanager（付费软件，可能有破解版）

Ø Linux/mac：VSCode（推荐使用），ssh登录

• ssh –Y –p 1503 202.114.36.22

端口 IP地址

Ø双系统：在自己的电脑里安装linu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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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sh –Y –p 1503 202.114.36.22

-Y：打开图形界面

https://twiki.cern.ch/twiki/bin/view/Sandbox/CcnuVsCode
https://twiki.cern.ch/twiki/bin/view/Sandbox/CcnuLhcbMobaXterm
https://twiki.cern.ch/twiki/bin/view/Sandbox/CcnuLhcbVirtualbox
https://twiki.cern.ch/twiki/bin/view/Sandbox/CcnuLhcbCentos


命令与SHELL（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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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命令（Commands）与Shell，16-29页

Ø单一命令（Single Commands）：

Ø复杂命令（Complex Commands）：有变量（arguments）

Ø组合命令（Compound Commands）：使用分号(;) 来区分先后顺序

Linux 的命令就像Windows
下的程序一样。Windows下面
我们是通过点击鼠标来打开
程序，而linux则是通过命令来
实现。

date
who am i
date; who am i



命令与SHELL（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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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Shell是一个命令解释器，解释用户输入的命令并把它们送到系统中去

Ø因此也可以看做一个接口与结果显示窗口

ØShell的类型

Ø Bourne shell

Ø C-TYPE

Ø BASH

echo $SHELL

使用echo屏幕输出变量值
Shell的类型为bash



脚本介绍（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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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Script Basics：30-46页

ØUnix 系统的组成部分（存储在磁盘内）：

Ø普通程序（Utilities）：只有被调用才读入到内存，只能保存很短的时间，以提高效率

Ø内核（The Kernel）：开机即被读入到内存，直到关机

date



脚本介绍（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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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Shell初始化：

Ø当打开shell之后，首先检查是否存在/etc/profile，读取之

Ø然后检查你的home目录下有没有.profile，读取之

ØShell的使用方式

Ø交互式界面：输入命令，shell执行命令

Ø非交互式界面：执行一个脚本 sh test.sh

ØShell 脚本的定义：执行一个有命令行的文件，并且非交互式的方式

more /etc/profile



脚本介绍（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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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编写你的第一个脚本：

Vim编辑器是linux里常用的文本、程序
编辑工具。像windows下面的文本编辑器。

ls
mkdir test
ls
cd test
vi test.sh

使用more展示文件内容more test.sh

test.sh 文件编辑之后的内容

使用ls展示文件夹里的文件

使用mkdir创建一个文件夹：test

使用cd进入新建立的文件夹

使用vi编辑器编写脚本

Vi使用tips：
按一下”i”键,进入编辑模式
输入date; who 
然后按一下‘Esc’键，退出编辑模式
最后键盘输入‘:wq’，保存编辑内容，退出vi编辑器



脚本介绍（4）

12/30/22尹航，数据分析 13

Ø执行脚本：

ls
sh test.sh

展示目录下面的文件

使用sh执行脚本

脚本执行时的屏幕输出



脚本介绍（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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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示目录下面的文件

chmod命令改变文件的属性
：脚本文件变为可执行文件

所有人对
文件都有
执行（x）
的权限

‘#’用来注释文件，脚本将忽视’#’之后的文字。
这里是说明在bash下面执行该脚本

Tips：
使用man命令学习linux命令用法

ll –rsth
chmod a+x test.sh
ll –rsth
more test.sh

man vi



文件系统（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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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Working with Files ：47-64页

Ø文件系统的类别：

• 普通文件(Ordinary Files)，包含数据、文本、程序、脚本等……

• 目录(Directories)：第四章

• 特殊文件(Special Files)：第五章



文件系统（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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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列出文件与目录（list files）：ls

Ø更多的参数

详细信息
隐藏的文件

Linux系统下，隐藏文件
是以句号（.）开头的

ls
ls –l
ls -a



文件系统（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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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l –rsth : 根据文件修改时间排序 ll -rsth



文件系统（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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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t: 输出文本内容

输出文件的所有字符

输出文件的所有字符
-n 输出行数

cat test.sh
cat –n test.sh



文件系统（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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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c: 字数统计

行字字符

统计行数在实际中有更多的运用，例如，一个
大型的数据文本，如果能提前知道行数的话，
在shell层面上的操作更为容易

wc test.sh
wc –l test.sh
wc -w test.sh
wc –m test.sh

字数统计

行数统计

单词统计

字符统计



文件系统（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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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 拷贝文件或者目录

创建新目录

拷贝文件，从test.sh到
test_new.sh

新文件，新目录

拷贝目录

新目录

拷贝文件到目录bins

list bins

新目录下的新文件

ls
mkdir bins 
cp test.sh test_new.sh
ls 
cp –r bins/ bins_tmp
ls 
cp test.sh bins 
ls bins



文件系统（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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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v: 移动文件或者目录

移动文件，相当
于重命名

文件名称由
test.sh变到
test_1.sh

移动文件到某个
目录

list bins这个目录

文件
test_1.sh被
转移到了
bins目录下

ls
mv test.sh test_1.sh 
ls 
ls bins 
mv test_1.sh bins 
ls 
ls bins



文件系统（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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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m: 删除文件或者目录

目录拷贝

删除目录

-r：删除目录
-f：直接删除，不会询问

删除bins目录下
面的test_1.sh

删除bins_tmp这
个目录

删除test_1.sh

删除
bins_tmp
这个目录

ls bins 
rm –rf bins/test_1.sh 
ls bins 
ls 
rm –rf bins_tmp
ls



文件系统（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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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



目录操作（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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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Working With Directories：65-85页

Ø目录操作的限制：包括路径不能超过1024个字符

Ø上下层目录以‘/’分割：例如/home/yinh

Ø文件、目录命名原则：

• 不能含有‘/’

• 尽量避免空格‘’
• 同一个目录下面不能有名字一样的文件



目录操作（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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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 更改路径、进入不同目录

使用pwd查看当前路径

进入某个目录：绝对路径

进入上一层目录

返回根目录

返回上一个目录

cd /etc/cups/ 
pwd 
cd .. 
pwd 
cd 
pwd 
cd –
pwd

“..”上一层目录

无参数返回根目录

“-”返回上一次
的目录



目录操作（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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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wd: 绝对路径 ls: 查看文件列表

pwd
ls ../../sbin



目录操作（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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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kdir: 创建目录

创建一个新的目录

再次创建，由于目
录已经存在，报错。

使用参数-p创建，
即使目录已经存在，
也不会报错。

ls 
mkdir test 
mkdir test 
mkdir –p test 
ls

新创建的目录

系统报错！



目录操作（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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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 -r
rm -r
mv
见Hour4



更改文件属性（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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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Manipulating File Attributes：86-102页

Ø在Linux系统下面，文件属于不同的用户(Owners)、组(Group)，并且操作权限(Permissions)也
不同

Ø鉴定文件类型：

鉴定文件类型

ll 
file bins 
file test_new.sh 
file /bin/bash



更改文件属性（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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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n: 创建软链接

创建软链接

创建的软链接，指向上一层目录的文件

ls 
cd bins/ 
ls 
ln –s ../test_new.sh . 
ll



更改文件属性（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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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文件的属性

Ø r：read，读取

Ø w：write，修改

Ø x：execute，执行

普通文件
所有者的权限 群组的权限 其它用户的权限



更改文件属性（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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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mod: 修改文件权限

a: All，所有人
u: owner，用户
g: group，群组
o: other，其他人

+:  增加权限
-:  删除权限
=: 确定权限

r:  读取权限
w:  修改权限
x: 执行权限
s：特别权限

修改文件权限，
所有人获得“可
执行”权限

ll
chmod a+x test_new.sh
ll



更改文件属性（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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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own: 修改文件所有者

chgrp: 修改文件群组

用到很少，详见文献！



作业

ØHours 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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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

12/30/22尹航，数据分析 35



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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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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