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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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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进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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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进程（Processes），103-123页

Ø进程是指命令由shell接口，进入内核运行之后，会有一个5位数字的号码，这个号码就是
PID(Process ID)。

Ø前台进程：

• 独占Shell页面，在该次操作完成之前，无法做后续工作。如果连接断了，该进程也会消失。

evince B0_ANA_final.pdf



系统进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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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后台进程（Background Processes）

• 最简单、直接的方法是：‘&’

使用&将命令设为后台进程

进程号码

关闭进程之后

evince B0_ANA_final.pdf &



系统进程（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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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前台进程转为后台进程
组合键：Ctrl+z。
取消前台进程

转为后台进程

再次转为前台进程

查看用户正在进行的进程

evince B0_ANA_final.pdf 
bg
jobs 
fg



系统进程（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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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前台进程转为后台进程

对fg命令同样的操作

组合键：Ctrl+z。
取消前台进程

打开两个前台进
程，并转后台

把第一个evince进程
转成后台进程

把第二个evince进程
转成后台进程

evince B0_ANA_final.pdf 
evince Electroweak-2.pdf 
bg %1 
bg %2



系统进程（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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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后台进程持续运行：

• 如果退出登录、或者连接中断，那么无论前台还是后台工作都会消失
• nohup可以保证在各种情况下，运行的工作可以一直运行

• nohup sh test.sh

• 另外一个命令是 screen:
• 以后在LHCB软件环境下再详细讲解这个命令
• 基本原理是在shell下面新开一个界面，然后一直监视新开界面
• 因此，只要机器还在运行，screen的界面就不会丢失

Tips：
• 学会使用nohup、screen命令，会使得你的工
作效率提高很多



系统进程（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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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查看进程：

jobs: 正在运行或者暂停的后台进程
ps: 所有运行的进程

正在运行或者
暂停的进程

本次登陆中正
在运行的进程

进程运行状态

所有正在进行的
进程，进程号码，
运行时间等信息

evince B0_ANA_final.pdf 
jobs
ps



系统进程（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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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ps的用法 显示进程的更
多信息

某个用户的所
有进程

ps –f 
ps –u yinh



系统进程（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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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杀掉进程

Ø子母进程（省略）

kill -9 25659：25659是进程号码。终极杀招，必死绝招！

杀掉第一个进程，或者
使用kill 1857180

进程被杀掉的状态

evince B0_ANA_final.pdf 
kill %1 
ps



变量（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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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Variables（变量）：124-138页

Ø变量，为了简化与维护脚本，把一些常用的值用变量表示

• 比如：华中师范大学的地址为，中国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珞瑜路152号

• 如果在脚本里频繁使用这个地址，可以ADDRESS=“中国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珞瑜路152号”

Ø变量规则：

• a-z，A-Z，0-9，_

• 只能以字幕或者’_’开头：2_ADDRESS就是错误的变量

• 不可以使用其它特殊字符，比如*, !，在脚本里有特殊含义

• 如果有空格，用引号（“，‘）包括起来

vi 04_test_variable_1.sh 
sh 04_test_variable_1.sh 

等号两边没有空格

使用vi创建一个新脚本

执行这个脚本脚本执行结果



变量（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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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Array Variables（变量组）：

使用vi创建一个新脚本

脚本执行结果

vi 04_test_variable_2.sh 
sh 04_test_variable_2.sh 



变量（3）
Ø只读变量：readonly

• readonly FRUIT

• 设置常数变量

Ø取消变量：unset

12/29/22尹航，数据分析 13

使用vi创建一个新脚本

使用vi创建一个新脚本

脚本执行结果

脚本执行结果

vi 04_test_variable_3.sh 
sh 04_test_variable_3.sh 
vi 04_test_variable_4.sh 
sh 04_test_variable_4.sh 



变量（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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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环境变量：

• 负责程序经常需要一些软件的路径设置

• 比如我们在服务器上运行ROOT，需要设定环境变量

重新登录

export ROOTSYS=/projects/cepc/root/test/root/
export PATH=$PATH:$ROOTSYS/bin
export LD_LIBRARY_PATH=$LD_LIBRARY_PATH:$ROOTSYS/lib

加入下面3行

在mac下面



变量（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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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Shell变量：

• SHELL自带的变量

echo $HOME



替代（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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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Substitution（替代）：139-153页

Ø主要包括文件名替代（FileName substitution, globbing）,



替代（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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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文件名替代：找某些特征文件，比如以”printers.conf”开头

通配符

List 目录下面所有以
”printers.conf”开头的文件

显示的结果

ll /etc/cups/printers.conf*



替代（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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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的用法：只替代一个字符

ls 
ls ch0*.doc 
ls ch0?.doc

list目录下所有文件

* 可以指代任意
长度的字符

？可以指代任
意一个的字符

在压缩文件的globbing子目录下



替代（4）

12/29/22尹航，数据分析 19

Ø‘[]’的用法：只替代一个字符，并且替换为中括号里的内容

• 可以是数字，也可以是字母

只通配一位，并限
制为1345

通配所有字符，数字

ls ch0*.doc 
ls ch0[1345].doc
ls *[a-zA-Z0-9]



替代（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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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特殊情况：需要扔掉含某个字符的文件

• 比如不需要含有‘6’的文件

只通配一位，不显示6

ls ch0[0-5,7-9].doc



替代（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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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简单的数字运算：

最外一层必须是两个小括号！！
只有整数运算，没有小数运算。

执行脚本，获得结果

使用vi创建一个新脚本

结果

vi 04_calculation.sh 
sh 04_calculation.sh



特殊字符的引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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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Quoting（引用）：154-169页

Ø特殊字符在shell里面有给的含义，比如’*’, ‘#’等

Ø如何在脚本里引用含有特殊字符的变量或者路径

Ø \ ‘  “
使用vi创建一个新脚本

执行脚本，获得结果

结果

vi 04_test_hello_world.sh 
sh 04_test_hello_world.sh



特殊字符的引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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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 ‘  \ ‘ 的用法：使用\来输出特殊字符

输出结果

丢失$1

完整显示

无法输出；
有错误

正确输出

正确输出

echo you own me $1250
echo you own me \$1250
echo <-$1250.**>; (update?) [y|n]
echo \<-\$1250.\*\*\>\; \(update\?\) \[y\|n\]
echo "The DOS directory is '\\windows\\temp' "



作业

Ø熟悉今天学习的用法

Ø完成课后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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