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数据分析（六）
--Linux系统及常用命令

尹航

华中师范大学

2023年春季 注意：该方框里的内容可以直接拷贝



学习计划

12/31/22尹航，数据分析 2

周一

周二 周三

周四

周五



函数（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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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Functions（函数），245-256页

Ø函数的定义：

Function(){
commands;
}

小括号！！

使用vi创建一
个新脚本

进入给定目录（$1）

list给定目录

返回原目录

执行这个函数

vi 06_cd_function.sh
sh 06_cd_function.sh 



函数（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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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例子：

IFS: internal field separator, 内部域分隔符。主要用来间隔命令或者变量，Shell自带函数。

vi 06_lspath.sh
sh 06_lspath.sh 

使用vi创建一
个新脚本

输出变量PATH的值

执行脚本，把PATH变量的每
个路径输出出来



文字搜索（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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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Text Filters（文字过滤）：257-276页

Ø显示相关文字，或者是某一部分文字

• head

• tail

• grep

• sort

• uniq

• tr



文字搜索（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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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ad: 显示文件开头部分的文字
测试文件：06/input.txt (twiki下载)

默认是输出10行！！

head –n 10 input.txt



文字搜索（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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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l: 显示文件结尾部分的文字
测试文件：06/input.txt (twiki下载)

默认是输出10行！！
tail –f: 实时监控正在运行的程序

tail input.txt



文字搜索（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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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ep: 显示文件中含有特定字符的行！！
globally regular expression print

搜索文件06_lspath.sh
中含有IFS的语句搜索结果

grep IFS 06_lspath.sh



文字搜索（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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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ep: 显示文件中含有特定字符的行！！
globally regular expression print

grep –i : 忽略大小写
grep –v : 输出不含有特定

字符的行

跟pipeline一起使用

grep –r dir 06_lspath.sh
grep –r DONE 06_lspath.sh
grep –r IFS 06_lspath.sh
grep –r IFS 06_lspath.sh | grep :

在第一次搜索结果中
继续搜索



文字搜索（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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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ep: 显示文件中含有特定字符的行！！
globally regular expression print

grep –n: 搜索关键字所在行数显示行数

grep –n IFS 06_lspath.sh



文字搜索（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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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 替换文件中的特定字符！！测试文件：06/test_input

Transliterate

替换abc为111

替换小写字母为
大写字母

注意：这里为了测试tr命令，加入了两个空格

cat test_input
tr abc 111 < test_input
tr ‘a-z’ ‘A-Z’ < test_input



文字搜索（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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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 替换文件中的特定字符！！
Transliterate

tr –s “ ”< test_input

测试文件：06/test_input

-s：去掉重复字符。例如这里
是去掉多余的空格



文字搜索（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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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rt: 文件内容排序测试文件：06/test_input

sort：按照规则对文本内容进
行排序

sort test_input



文字搜索（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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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q: 文件内容重复查询、删除等操作测试文件：06/test_input

重复的123和abc已经被去掉了

sort test_input | uniq



文字搜索（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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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q: 文件内容重复查询、删除等操作测试文件：06/test_input

sort test_input | uniq –d
sort test_input | uniq -u

只显示 重复的行

只显示没有重复的行



文字搜索（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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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q –c : 输出每个单词的重复次数
测试文件：06/test_input

输出每个单词的重复次数

sort test_input | uniq –c



在线编辑器（1）
ØFilter Text Using Regular Expressions（流文件的查询替换）：277-295页

Ø sed与awk

Ø sed：stream editor，在线编辑器

Ø基本工作原理：

• 从输入文件或者数据流里面，读入一行
• 做一个拷贝
• 执行相关的操作命令
• 重复上面3行，直到文件读完，或者数据流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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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编辑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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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用特殊字符、通配符



在线编辑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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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用特殊字符、通配符



在线编辑器（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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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d: 在线编辑器

sed –n : 输出相关的行
p: 打印相关行, /p

测试文件：06/sed_input

-n：输入相关的行 标点的写法 匹配数字 直到文件末尾

打印相关行

分割符号：/

sed –n ‘/0\.[0-9][0-9]$/p’ sed_input
cat sed_input | sed –n ‘/0\.[0-9][0-9]$/p’



在线编辑器（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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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d: 在线编辑器

d: 删除相关的行, /d

d：删除相关的行

标点的写法

cat sed_input | sed ‘/0\.92/d’



在线编辑器（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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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d: 在线编辑器

s:替换相关内容， s/xx/yy/

-e：组合操作 s：替换相关内容将p替换为test 将1.1替换为1.2

cat set_input
cat sed_input | sed –e ‘s/p/test/’ –e ‘s/1\.1/1\.2/’



在线编辑器（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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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d: 在线编辑器

&：原有的字符串

&：再次使用前面的字符串
在0.92和0.81前面加上 $

cat sed_input | sed –e ‘s/0\.[0-9][0-9]/\$&/’



awk命令（1）
ØFiltering Text With awk（awk命令）：296-321页

ØAwk：完整的编程命令，包括查找、替换、打开文件等功能

Ø来源：Alfred Aho, Peter Weinberger, AND Brian Kernig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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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wk命令（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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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用法
测试文件：06/input.txt

输出整个文件

输出文件的某几列

awk ‘{print}’ input.txt
awk ‘{print $1}’ input.txt
awk ‘{print $1, $4}’ input.txt
awk ‘{printf “%-100s %s\n”, $1, $4}’ input.txt

输出第一列

输出第一、四列

按照固定格式输出



awk命令（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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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出固定格式的行

基本用法
测试文件：06/input.txt

使用vi创建一
个新脚本

vi 06_awk_1.sh
sh 06_awk_1.sh

特殊字符需要使用\

输出第一、四字符，并在最
后加一个型号（*）



awk命令（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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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某列的变量做为判定条件：

判定符

同时，可以使用&&与||操作符，做出更为复杂的判断

基本用法测试文件：06/input.txt

使用vi创建一
个新脚本

输出结果

vi 06_awk_2.sh
sh 06_awk_2.sh



awk命令（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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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操作、并行操作：

基本用法

输出第四列的内容Pipeline操作

ps –u yinh | awk ‘{print $4}’



awk命令（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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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shell命令类似的用法：

更多用法
测试文件：06/input.txt

vi 06_awk_3.sh
sh 06_awk_3.sh
awk ‘/DST/ {x+=1; print x}’ input.txt

寻找的关键字 数值计算

能否得到相同的结果？



awk命令（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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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gin end 用法：

更多用法
测试文件：06/input.txt

开始的时候输出==> 发现一个DST，计数器加一

最后输出计数结果
文件中共有1772个DST

awk 'BEGIN{print "==>"; } /DST/ {x+=1;} END {print x}' input.txt



awk命令（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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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带参数：

更多用法
测试文件：06/input.txt

vi 06_awk_4.sh
sh 06_awk_4.sh

NR指代文件的行数

FILENAME指代文件的名字



awk命令（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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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定义内部域分隔符：

更多用法
定义内部域分隔符为：

awk –F: ‘{print $1, $3}’ /etc/passwd



awk命令（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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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shell传入的参数：

更多用法
测试文件：06/input.txt

vi 06_awk_5.sh
sh 06_awk_5.sh 391588077

使用vi创建一
个新脚本

执行脚本，获
得结果

$1指代文件的第一列$2指代命令的第二个
参数，即391588077



awk命令（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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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的用法：

更多用法

与C预言的用法极为一致！！

测试文件：06/input.txt

vi 06_awk_6.sh
sh 06_awk_6.sh

注意：这里有大括号！



awk命令（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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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ile, do的用法：
更多用法

awk 'BEGIN{x=0; while(x<5){x++; print x; }}’
vi 06_awk_7.sh
sh 06_awk_7.sh
awk 'BEGIN{x=0; do{x++; print x;} while(x<5)}'

三种方式，效果一样 06_awk_7.sh



awk命令（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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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的用法：

更多用法
测试文件：06/input.txt

vi 06_awk_8.sh
sh 06_awk_8.sh

文件含有多少行



作业

Ø认真复习今天所学内容

Ø完成课后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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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所有的dst文件变成这种格式！

测试文件：06/input.txt

LFN:/lhcb/LHCb/Collision15/DIMUON.DST/00048460/0000/00048460_00000131_1.dimuon.ds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