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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命令（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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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Miscellaneous Tools（其它命令），332-348页

ØLinux下面常用的命令：

• eval

• sleep

• find, xargs

• bc, expr

• du, df



其它命令（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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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al: 执行linux的命令

把相关命令行作为命令执行，
而不是单纯的字符串

使用vi创建
一个新脚本

变量OUTPUT执行linux命令

out.file已经填入了内容

vi 07_eval.sh
sh 07_eval.sh
more out.file



其它命令（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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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返回一个真值（True）
使用vi创建
一个新脚本

读入键盘输入

：返回一个真值（True）。
一直为true所以会一直循环下去死循环

除非输入值为stop

vi 07_while_loop.sh
sh 07_while_loop.sh

键盘输入值



其它命令（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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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leep: 进程暂停一段时间

sleep n ：暂停n秒

vi 07_sleep.sh
sh 07_sleep.sh

使用vi创建
一个新脚本



其它命令（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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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nd: 查找命令

find 目标文件夹 选项 操作

在当前目录（.）下搜索 需要搜索文件的名称

屏幕输出搜索结果

在根目录下的Documents下搜索 搜索文件的名称 屏幕输出搜索结果

搜索的结果

find . -name 07_sleep.sh –print
find ~/Documents -name 07_sleep.sh -print



其它命令（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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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nd: 查找命令

-name：名字选项 -name ‘*alpha*’
-name ‘?[0-9][a-z]*’

-type：类型选项 -type d  目录
-type f 普通文件
-type b 特殊驱动文件
-type l  软链接文件



其它命令（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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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nd: 查找命令
-mtime，-atime，-ctime：时间选项

-mtime +n： n天之前修改过
-mtime n： n天前修改过
-mtime -n： n天内修改过

mtime: 文件修改时间
atime：文件读取、执行时间
ctime：权限、所有者更改时间

find . -mtime -5 -print

显示5天内修改过的文件

在当前目录（.）下搜索



其它命令（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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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nd: 查找命令-size：文件大小选项
-size +n：文件大于n
-size n：文件等于n
-size -n：文件小于n

组合命令

寻找文件大小大于0的

寻找文件大小大于0，
近三天内修改的文件

find . -size +0 –print
find . -size +0 -mtime -3 -print



其它命令（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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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nd: 查找命令
-exec：执行命令选项

find / -name core -exec rm -f {} \;
find / -name alpha -exec chmod a+r {} \;

非常危险，不建议使用！！

find / -name core -exec rm -f {} \;
find / -name alpha -exec chmod a+r {} \;



其它命令（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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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args: 组合命令
List当前目录里的

07_*.sh文件，并只输
出尾巴部分的文件

List当前目录里的
07_*.sh文件，并输出
每个文件部分的尾巴

内容

只有文件名称

使用tail命令操
作每个文件

ls 07_*.sh | tail
ls 07_*.sh |xargs tail



其它命令（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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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r: 整数值计算

运算符两边必须有空格！！

expr 8 / 3 
expr 8/3 
expr 3 \* 5 
expr 3 * 5 
expr 8 + 3 - 2

语法错误

截取固定位置的字符。
格式为忽略前后两个字符

Mac系统下报错

Linux系统下正常运行 第3个字符开始截取

总共截取5个字符

expr abcdef : ‘..\(..\)..’ 
expr substr “this is a test” 3 5



其它命令（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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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c: linux简单的计算器
可以直接进入软件运行模式：

不同进制的转换

进入bc

4位有效数字

离开bc

运算

输出16
进制

输入8进
制

bc



其它命令（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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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c: linux简单的计算器
Shell脚本里实现小数的运算！！！

4位有效数字 数值运算 调用bc

vi 07_bc_test.sh
sh 07_bc_test.sh



其它命令（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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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r: linux下的压缩软件

c：建立压缩文档
v：显示所有过程
z：有gzip的属性
j：有bz2的属性
f：压缩文档名称，必须是最后一个参数，后面只能接压缩文档的名字
x：解压缩文件

压缩文件07_bc_test.sh和
07_eval.sh产生压缩文件

07_test.tar.gz

解压缩文件到当前目录

tar cvzf 07_test.tar.gz 07_bc_test.sh 07_eval.sh
tar xvzf 07_test.tar.gz



其它命令（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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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re: 文本查看软件

只读模式打开文本文件，没有任何编辑。
使用q退出。

more 07_sleep.sh



其它命令（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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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ss: 文本查看软件

只读模式打开文本文件，没有任何编辑。
使用q退出。

less 07_sleep.sh



其它命令（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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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 查看用户使用磁盘的情况

s: 仅显示总量
h：以Kb，Mb，Gb为单位，更容易读

查看某个目录占
用磁盘情况

查看某个目录所有
文件占用磁盘情况

du -sh /Users/hangyin/Documents/tmp/07
du -sh /Users/hangyin/Documents/tmp/07/*



其它命令（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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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f: 查看系统磁盘的使用情况

h：以Kb，Mb，Gb为单位，更容易读

磁盘使用情况

df -h



其它命令（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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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config: 查看系统的ip

/sbin/ifconfig



其它命令（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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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ff，sdiff: 比较两个文件
对比两个文件的差别，
只显示不同的行

逐行对比两个文件的
差别，显示不同的行

diff 07_bc_test.sh 07_sleep.sh
sdiff 07_bc_test.sh 07_sleep.sh



其它命令（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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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 文本编辑器
vi file.txt
‘i’ 进入编辑模式
‘Esc’键退出编辑模式
‘:wq’ 保存并退出

在非编辑模式下：
‘dd’ 删除光标所在行
‘d12’删除光标所在以下12行
‘x’ 删除光标所在位置的一个字符

如果想要把vi用熟的话，需要自己查手册！！
Baidu是个好伙伴！



其它命令（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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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acs: 文本编辑器，有图形界面

Ctrl+x+s: 保存编辑
Ctrl+x+c: 退出文件

同样，如果想要把emacs用熟的话，需要自己查手册！！
Baidu是个好伙伴！



其它命令（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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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scode: 微软出品的文本编辑器，有图形界面。免费，神器！！

同样，如果想要把vscode用熟的话，需要自己查手册！！
Baidu是个好伙伴！

墙裂推荐！！！

适配Windows，linux，mac系统



高级用法（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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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有代表性的命令，来学习一下。
可以在熟悉前面的基础上后继续学习。



高级用法（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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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查错？

set –x：查错模式
set +x：取消查错模式

vi 07_expr_test.sh
sh 07_expr_test.sh

正确版本



高级用法（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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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查错？

sh –n：语法查错
sh –v:   可见模式

有bug的版本

vi 07_expr_test_debug.sh
sh –nv 07_expr_test_debug.sh



作业

Ø认真复习今天所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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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录：07/lumi_test/

• 上百个文件，格式为.XML

• 每个文件的最后几行，有字符“IntegratedBeamCrossing/Luminosity”

• 紧跟字符串的第一个数字是我们感兴趣的数字

• 要求：把所有文件的这个数字提取出来，并把所有数字相加值，得到一个总数。

• 在一个脚本里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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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可能用到cat, grep, sed, awk, for, bc, ech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