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数据分析（五）
--Linux系统及常用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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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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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程控制（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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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Flow Control（进程控制），170-187页

Ø if 从句 + case从句

if  list1;
then

list2
elif list3;
then

list4
else

list5
fi

不要忘记分号

不要忘记分号

elif, 不是else if

不要忘记 then

是fi不是if 注意这些空格！！！

这些地方不能有空格！！！

使用vi创建
一个新脚本

脚本执行结果

vi 05_if_control.sh 
sh 05_if_control.sh 



进程控制（2）

12/30/22尹航，数据分析 4

Ø if 从句的判定方式

• 文件判定

使用vi创建
一个新脚本

执行脚本

判断文件是否存在，
并且是一个目录

判断文件是否存在，
并且是一个文件

判断文件是否存在，
并且不是一个空文件

vi 05_if_file.sh 
sh 05_if_file.sh 



进程控制（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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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 if 从句的判定方式

• 字符串判定

vi 05_if_string.sh 
sh 05_if_string.sh 

使用vi创建
一个新脚本

执行脚本

判断字符串是否为空
判断字符串是否相等



进程控制（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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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 if 从句的判定方式

• 数字判定：通过>, < , =, !=, >=, <=等数学关系来控制脚本

• $?: 上一条命令的状态，0为失败，1为成功

使用vi创建
一个新脚本

执行脚本

判断上一次操作/命
令是否失败

如果失败退出脚本，
一种保护机制

vi 05_if_number.sh 
sh 05_if_number.sh 



进程控制（5）

12/30/22尹航，数据分析 7

Ø组合操作符：

• &&：并且

• ||：或者

• ！：取反



进程控制（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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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case 判断语句

case word in
pattern1) action1;;
pattern2) action2;;
pattern3) action3;;

esac

两个分号！！

使用vi创建
一个新脚本

执行脚本

vi 05_case_study.sh 
sh 05_case_study.sh 

case从句

case从句结束



循环（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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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Loops (循环)：188-204页

Ø主要是while 循环与for循环，用法同C语言非常相似

• while循环：循环持续进行，直到某个条件满足

• for循环：循环次数可以控制



循环（2）
• while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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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ile command
do 

action
done

vi 05_while_loop.sh 
sh 05_while_loop.sh 

使用vi创建一
个新脚本执行脚本

简单计算器

特殊字符。
和“~”同一个键位！！



循环（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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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ile循环套嵌

while command1 ;
do 

action1
while command2 ;
do

action2
done
action3

done

注意分号！！

使用vi创建一
个新脚本

更改权限

执行脚本

vi 05_while_nesting.sh
chmod a+x 05_while_nesting.sh 
./05_while_nesting.sh 



循环（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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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ile读入用户输入

使用vi创建一
个新脚本

执行脚本

读入键盘输入值

vi 05_while_readin.sh
sh 05_while_readin.sh 



循环（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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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ile循环的扩展：until 循环

until command
do 

action
done 使用vi创建一

个新脚本

执行脚本

vi 05_until_loop.sh
sh 05_until_loop.sh 



循环（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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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r循环

for name in A B C ;  do
action ;

done
判定条件的选择非常关键！！！

使用vi创建一
个新脚本

更改权限

循环数字

执行脚本

循环文件

使用vi创建一
个新脚本

执行脚本

vi 05_for_loop.sh
chmod a+x 05_for_loop.sh
./05_for_loop.sh 
vi 05_for_loop_file.sh 
sh 05_for_loop_file.sh



循环（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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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循环控制：break, continue 

vi 05_break.sh
sh 05_break.sh 
vi 05_continue.sh 
sh 05_continue.sh



参数（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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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Parameters(参数)：205-220页

Ø许多命令需要参数

Ø特殊参数：

使用vi创建一
个新脚本

$0指代第一参数，即
脚本名称

vi 05_special.sh
sh 05_special.sh 



参数（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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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命令参数：

vi 05_mytar.sh
chmod a+x 05_mytar.sh
./05_mytar.sh –t test.tar
./05_mytar.sh –c test 

使用vi创建一
个新脚本

修改权限

-t选项的运行（解压缩）

-c选项的运行（压缩）



参数（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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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常见参数控制：

vi 05_mytar_1.sh
chmod a+x 05_mytar_1.sh
./05_mytar_1.sh

输入参数不符合要求时，
输出帮助信息



参数（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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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常见多个输入文件的控制：

vi 05_mytar_2.sh
chmod a+x 05_mytar_2.sh
./05_mytar_2.sh –t test1 test2

输入多参数时，如何控
制参数



参数（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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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getopts的用法：设定输入参数

getopts “i:o:” OPTS

使用vi创建一
个新脚本

更改权限

vi 05_getopts.sh
chmod a+x 05_getopts.sh
./05_getopts.sh –i test1 –o test2



输入/输出（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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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 Inputs/Output（输入/输出）：221-244页

Ø输出到屏幕：echo printf

echo –n:不换行

echo hello 
echo hello? 
echo hello\? 
echo “hello?” 
echo $HOME 
echo –n “first line, ”; echo “second lines?”



输入/输出（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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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printf ：按照固定格式输出

printf “%-16s %s\n” “Hello world” “How are you”
printf “%-16s %s\n” “Hello world one” “How are you”
printf “%32s \n” “Hello world”
printf “%16s \n” “Hello world”

%-16s：占16格，左对齐

%32s：占32格，右对齐

%16s：占16格，右对齐

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定制漂亮的屏幕输出



输入/输出（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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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输出重新定向：

• 使用‘>’：如果定向到已有文件，则冲掉旧文件

• ‘>>’：在旧文件的基础上继续写

屏幕输出定向到log文件里

屏幕输出继续定向到log文件里，
不冲掉原来结果

date > log 
cat log
date >> log
cat log



输入/输出（4）

12/30/22尹航，数据分析 24

Ø输出重新定向文件与屏幕：

tee: 输出到文件与屏幕

tee：同时定向到屏幕和文件

屏幕和文件完全相同

date | tee log 
cat log



输入/输出（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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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输入文件：

• 使用定向符‘<’

• 或者‘<<’:输入多个文件，需要特定字符



输入/输出（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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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读入键盘输入

read: 读取键盘输入或者文件输入

vi 05_readinputs.sh 
sh 05_readinputs.sh

使用vi创建一
个新脚本

脚本的输入文件为
/etc/passwd

读取文件



输入/输出（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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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Pipelines 命令：

• 使用‘|’
先执行ps命令，然后执行grep（寻找带有

QQ的进程）。通过pipelines｜实现

本台电脑中所有QQ相关的进程

ps –u yinh | grep QQ



输入/输出（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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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运行信息的重新定向：

• Command > file1 > file2

• /dev/null：可以把各种垃圾信息输出到这里面 将hello输出到/dev/null

/dev/null为空文件

echo “hello” > /dev/null
cat /dev/null



作业

Ø认真复习今天所学内容

Ø完成课后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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