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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ell 脚本语言是 Linux/UNIX 系统上一种重要的脚本语言，在
Linux/UNIX 领域应用极为广泛，熟练地掌握 Shell 脚本编程是一个优
秀的 Linux/UNIX 开发者和系统管理员的必经之路。作为本书的开篇，
本章从 Linux 和 Shell 的概念开始介绍，分析 Shell 脚本语言和高级程
序设计语言的区别，总结 Shell 脚本编程的优势，再给出第一个 Shell
脚本的例子，结合例子介绍 Shell 脚本的基本元素及其执行脚本的方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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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ux 和 Shell 概述
1.1.1 Linux 简介
Linux 是一套可免费使用和自由传播的类 UNIX 操作系统。1991 年，芬兰赫尔辛基大学
学生 Linus 开发了 Linux 内核。此后，一大批程序爱好者、软件技术专家对 Linux 进行修改
和完善。Linux 操作系统从诞生到现在，其开放、安全、稳定的特性得到越来越多用户的认
可，又由于其低成本、自由开发以及安全可靠等优势，促使各国政府和企业纷纷对 Linux 提
供强有力的支持。Linux 的应用和发展前景变得越来越广阔。
自 1991 年 10 月 5 日 Linus Torvalds 在新闻组 comp.os.minix 发表了 Linux V0.01，Linux
开启了其迅猛发展的步伐。经过近 20 年的发展，Linux 成为了一个支持多用户、多进程、多
线程、实时性较好、功能强大而稳定的操作系统。它可以运行在 x86、Sun Sparc、Digital Aopha、
680x0、PowerPC、MIPS、ARM 等平台上，是目前支持硬件平台最多的操作系统。由于用户
操作习惯等因素的制约，Linux 在桌面领域发展不是很好，但是在其他领域都取得了巨大的
进步和成功。在企业应用领域方面，Linux 得到了除微软公司之外几乎所有知名软件和硬件
公司的支持，这包括 IBM、HP、Sun、Intel、AMD、Sony 等，软件公司有 CA、Veritas、BEA、
Oracle、SAP、Borland 等，使得 Linux 操作系统在企业运算领域具有强大的发展潜力。
Linux 自诞生以来，
像其他许多软件一样发布了很多不同的版本，最常见的有 Slackware、
RedHat、Debian、S.u.s.E.等。Fedora Core（有时又称为 Fedora Linux）是众多 Linux 发行
版本之一，它是一套从 Red Hat Linux 发展出来的免费 Linux 系统。Fedora 和 Redhat 这两个
Linux 的发行版本联系很密切。Redhat 自 9.0 以后，不再发布桌面版，而是把这个项目与开
源社区合作，于是就有了 Fedora 发行版。Fedora 可以说是 Redhat 桌面版本的延续，只不
过是与开源社区合作。
Fedora 是一个开放的、创新的、具有前瞻性的 Linux 操作系统和平台，无论是现在还
是将来它都允许任何人自由地使用、修改和重发布。它由一个强大的社群开发，这个社群
的成员以自己的不懈努力，提供并维护自由、开放源码的软件和开放的标准。Fedora 项目
由 Fedora 基金会管理和控制，得到了 Red Hat, Inc.的支持。Fedora 项目的目标是与 Linux
社区一同构造一个完整的、通用的操作系统。Red Hat 工程师团队一直参与到构建 Fedora
Core 的过程中，同时邀请并鼓励更多的人参与其中。通过使用这种开放的过程，他们希望
可以提供一个更加贴近自由的软件和更受开源社区欢迎的操作系统。
Fedora Core 被红帽公司定位为新技术的实验场，与 Red Hat Enterprise Linux 被定位为稳
定性优先不同，许多新的技术都会在 Fedora Core 中检验，如果稳定，红帽公司才会考虑加入
Red Hat Enterprise Linux 中。到目前为止，Fedora Core 已经发行了 12 个版本，最新版本为
Fedora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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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书的实验环境选择了 Fedora 11，它是在 2009 年 6 月发行的 Fedora 版本，其 Sh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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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bash Shell，版本是 4.0.16(1)-release。本书所有的例子和脚本都在 Fedora 11 系统下测试通过。

1.1.2 Shell 简介
Shell 是一种具备特殊功能的程序，它提供了用户与内核进行交互操作的一种接口。它接
收用户输入的命令，并把它送入内核去执行。内核是 Linux 系统的心脏，从开机自检时就驻
留在计算机的内存中，直到计算机关闭为止，而用户的应用程序存储在计算机的硬盘上，仅
当需要时才被调入内存。Shell 是一种应用程序，当用户登录 Linux 系统时，Shell 就会被调入
内存执行。Shell 独立于内核，它是连接内核和应用程序的桥梁，并由输入设备读取命令，再
将其转为计算机可以理解的机械码，Linux 内核才能执行该命令。图 1-1 描述了 Shell 在 Linux
系统中的位置。

Shell

用户
Linux内核
内核

用户

Shell

图 1-1 Shell 在 Linux 系统中的位置

用户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打开 Shell，第一种是在 Linux 系统图形用户界面 GNOME 下单击
“终端”打开 Shell，图 1-2 给出了 Fedora Core 11 系统下打开 Shell 的方法，
“终端”菜单位于
“应用程序”→“系统工具”下面。图 1-3 给出了 GNOME 下的 Shell 窗口截图，GNOME 与
Windows 操作系统风格类似，Shell 窗口打开后，会在屏幕下方的任务栏上显示出来，用户可
以在命令提示符后输入 Linux 命令。

图 1-2

在 GNOME 下打开 Shell

图 1-3 GNOME 的 Shell 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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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分熟悉 Linux 系统的用户一般不通过图形用户界面来操纵 Linux 系统，而是直接通过
Shell 登录到 Linux 系统。因此，第二种打开 Shell 的方式就是利用一些软件工具以 SSH 的方
式远程登录到 Linux 系统，目前比较流行的 Shell 软件工具是 SSH Secure Shell 和 PuTTY。两
种软件都是非常好用的工具，下面对这两种软件的用法作简单介绍。
（1）SSH Secure Shell 软件
该软件的风格十分简洁，单击工具栏中的“Quick Connect”按钮，即可弹出登录设置界
面，输入登录主机的 IP 地址和用户名，如图 1-4 所示，单击“Connect”按钮就可远程登录
Linux 系统。图 1-5 展示了登录成功的界面，与 X Windows 的终端类似，可以在命令提示符
后输入系统命令。

图 1-4 SSH Secure Shell 登录设置界面

图 1-5 SSH Secure Shell 登录成功后的界面

（2）PuTTY 软件
该软件是一个非常小巧的工具，而且是绿色软件，无须安装，图 1-6 显示了 PuTTY 的登
录设置界面，同样是输入登录主机的 IP 地址，再单击“Open”按钮连接，在图 1-7 所示的界
面中输入登录用户名及其密码，成功登录后会出现命令提示符。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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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 PuTTY 登录设置界面

图 1-7 PuTTY 登录成功后的界面

注：本节首先简单介绍了 Shell 的概念，对 Shell 概念的介绍并不完整，因为要介绍清楚
Shell，必然要涉及很多操作系统方面的知识，而本书的主旨是 Shell 编程；然后，给出三种
启动 Shell 的方法，这是进行 Shell 编程的基础，我们通常不建议在 GNOME 下进行 Shell 编
程，推荐读者使用 SSH Secure Shell 或 PuTTY 远程连接 Linux 主机后进行编程。
11

Shell 脚本编程的优势
脚本语言（Script Language）是相对于编译型语言而言的，它是为了缩短编译型语言编
写—编译—链接—运行（Edit-Compile-Link-Run）过程而创建的计算机编程语言。由于脚本
语言常常运行于底层，所处理的是字节、整数、浮点数或其他机器层的对象，因而，脚本语
言是低级程序设计语言。如 C\C++、Ada、Java、C#等都属于编译型语言，也可称为高级程
序设计语言，这类语言所编写的程序需要经过编译，将源代码转化为目标代码才能运行。而
脚本语言往往是解释运行而非编译，即由解释器（Interpreter）读入脚本程序代码，将其转换
成内部的形式执行，而解释器本身则是编译型程序。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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脚本语言的好处是简单、易学、易用，适合处理文件和目录之类的对象，以简单的方式
快速完成某些复杂的事情通常是创建脚本语言的重要原则，脚本语言的特性可以总结为以下
几个方面：
l

语法和结构通常比较简单。

l

学习和使用通常比较简单。

l

通常以容易修改程序的“解释”作为运行方式，而不需要“编译”
。

l

程序的开发产能优于运行效能。

脚本语言的灵活性是以执行效率为代价的，脚本语言的执行效率通常不如编译型语言。
当然，脚本语言一般不适用于大型的项目、计算复杂的工程或有高级需求的应用软件，它适
用于系统管理、文本处理等方面完成特定功能的常用的小工具或小程序。
Shell 脚本语言是 Linux/UNIX 系统上一种重要的脚本语言，在 Linux/UNIX 领域应用极为
广泛，熟练掌握 Shell 脚本语言是一个优秀的 Linux/UNIX 开发者和系统管理员的必经之路。利
用 Shell 脚本语言可以简洁地实现复杂的操作，而且 Shell 脚本程序往往可以在不同版本的
Linux/UNIX 系统上通用。
尽管 Shell 脚本语言延续了脚本语言易学的特性，易学体现在 Shell 脚本语言门槛较低，
易于上手，读者可以毫不费力就学会编写一个简单的 Shell 脚本程序，并且很容易学会执行
它。但是，要深入透彻地学会 Shell 脚本语言是有难度的，因为 Shell 脚本语言涉及几乎所有
Linux 命令的灵活使用，而且 Linux 系统下的小工具（如 awk、sed）也较多，它们常常出现
在 Shell 脚本之中。另外，Shell 脚本语言还提供了类似于高级程序设计语言的语法结构，如
分支判断语句、变量和函数、循环结构、数组、算术和逻辑运算等。
综上所述，Shell 脚本语言是 Linux/UNIX 系统上应用广泛的实用程序设计语言，它是“易
学难精”的，真正学会 Shell 脚本编程，需要读者清晰地掌握 Linux 重要命令的语法，理解
Linux 命令重要选项的作业和区别，还需要掌握 Shell 脚本语言的语法结构以及一些常用的小
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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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 Shell 脚本例子
1.3.1 Shell 脚本的基本元素
使用 Shell 脚本的最初动机可能在于省去手动输入命令的麻烦，Shell 脚本将一系列的
Linux 命令放在一个文件中，这样，我们就不必每次都手动输入同样的命令。比如：当一个
用户登录系统后，他每次都是先执行.bash_profile 文件配置命令行环境，再查看当前有哪些用
户在登录，那么，这个用户将会依次输入以下命令完成上述操作：
. .bash_profile
date
who

显然，用户每次输入重复的命令显得比较麻烦，我们能否把多个命令写入一个文件，然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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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通过执行这个文件来执行这些命令呢？这就是最原始的 Shell 脚本。上述的三条命令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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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入下面的文件中，该文件取名为 whologged.sh：
#!/bin/bash
cd
. .bash_profile
date
who

#切换到用户根目录，因为.bash_profile 在根目录下
#配置用户的命令行环境
#显示日期命令
#显示当前的登录用户

whologged.sh 文件就是一个典型的 Shell 脚本。需要注意的是，whologged.sh 文件的第 1
行是“#!/bin/bash”
，
“#!”符号称为“Sha-bang”符号，是 Shell 脚本的起始符号，
“#!”符号
是指定一个文件类型的特殊标记，它告诉 Linux 系统这个文件的执行需要指定一个解释器。
“#!”符号之后是一个路径名，这个路径名指明了解释器在系统中的位置，对于一般的 Shell
脚本而言，解释器是 bash，也可以是 sh，即用下面的两种方式作为脚本的第 1 行都是正确的：
#!/bin/bash
#!/bin/sh

当然，Linux 还存在其他的一些解释器，如 sed 和 awk 等，指定这些解释器就需要对第 1
行做相应的改动。本书第 4 章将会介绍 sed 和 awk，在此，请读者记住大部分脚本都是用 bash
解释器的，但是，其他解释器依然是存在的。
“#!/bin/bash”行之后，whologged.sh 文件按顺序写入需要执行的三条命令，每条命令后
面有一段以“#”符号起始的中文，
“#”符号是注释符，它后面直到本行结束的所有内容是注
释，脚本执行时是不执行注释的，
“#”符号类似于 C++和 Java 语言中的“//”符号，脚本注
释可以是整行，也可以在某行的后面：
command
#在行后面的注释
#整行的注释

注释能增加 Shell 脚本的可读性，便于人们理解该脚本。因此，读者在编写脚本时，应
养成勤加注释的好习惯。
从 whologged.sh 脚本也可以看出，命令（command）是 Shell 脚本的最基本元素，命令
通常由命令名称、选项和参数三部分组成，三部分之间用空格键或 Tab 键分隔。我们以下面
的例 1-1 来说明命令的三个组成部分。
#例 1-1：介绍 Linux 命令的组成部分
[root@jselab ~]# ls -l /etc/sh*
-r--------. 1 root root 1181 2009-09-04 /etc/shadow
-r--------. 1 root root 1181 2009-09-04 /etc/shadow-rw-r--r--. 1 root root
32 2009-04-10 /etc/shells
[root@jselab ~]#

#一条简单的 Linux 命令

例 1-1 中的命令用于列出/etc 目录下以“sh”开头文件的详细信息，这一条简单的 Linux
命令就由三个部分组成，
“ls”是命令名称，
“-l”是选项，
“/etc/sh*”是参数。命令名称在命
令中是不可或缺的，而选项和参数则可以不出现。选项的开头符号是一个减号（−）
，后面跟
一个或多个字母，选项是对命令的补充说明，读者在学习 Linux 命令时需要在辨析和理解选
项上花力气，读者在后续章节的学习中一定能够体会到选项的重要性。参数可以理解为命令
的作用对象，
“/etc/sh*”参数中“*”符号称为通配符，通配符经常在命令参数中出现。我们
将在第 3 章详细讨论通配符的用法。
Linux 系统有成千上万条命令，我们很难全部掌握这些命令，而且即便是经常使用的命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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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我们往往也会忘记这些命令的选项和用法，此时可利用 Linux 系统提供的命令的手册页
（manual page）
，我们可以用如下格式的命令打开某命令的手册页：
man [命令名称]

man 命令可以打开其他 Linux 命令的手册页，手册页上能详细地显示命令名称、基本格
式、对选项的详细描述等信息，man 是 Linux 程序员和管理员用于查询命令用法的常用手段。
分号（;）可以用来隔开同一行内的多条命令，Shell 会依次执行用分号隔开的多条命令，
例 1-2 演示了分号的用法。
#例 1-2：分号的用法
[root@jselab ~]# ls -l /etc/sh*;date;who
-r--------. 1 root root 1181 2009-09-04 /etc/shadow
-r--------. 1 root root 1181 2009-09-04 /etc/shadow-rw-r--r--. 1 root root
32 2009-04-10 /etc/shells
2010 年 03 月 23 日 星期二 12:33:25 CST
root
pts/0
2010-03-23 11:42 (210.28.82.132)
root
pts/1
2010-03-23 11:43 (210.28.82.199)
[root@jselab ~]#

#同一行内有三条命令，用分号隔开
#ls 命令的结果

#date 命令的结果
#who 命令的结果

例 1-2 的同一行内有三条命令，用分号隔开，依次显示了这三条命令的执行结果。
本节给出了第一个 Shell 脚本，Shell 脚本以“#!”符号开头，该符号后面跟了解释器的
路径；命令是 Shell 脚本的最基本元素，它定义了 Shell 脚本的动作，包含命令名称、选项和
参数三个部分；Shell 脚本中也可以添加注释，以注释符“#”引出。除此之外，Shell 脚本还
可以包含变量、各种控制结构，以及算术和逻辑运算符，这些内容将在后续章节中展开。

1.3.2 执行 Shell 脚本
在编写好一个 Shell 脚本后，如何执行这个 Shell 脚本呢？这与 Linux 系统对文件的管理
有关，Linux 系统管理文件结合考虑了用户权限和文件权限，本书第 2 章将详细介绍 Linux
系统用户管理和文件管理的基础知识，简言之，要执行一个 Shell 脚本，只需要使当前用户
具备执行该脚本文件的权限。一般来说，当我们用文本编辑器创建一个 Shell 脚本文件时，
该文件是没有可执行权限的，即 x 权限。因此，我们需要先赋给 Shell 脚本可执行权限，再
去执行它。下面的例 1-3 给出了 whologged.sh 脚本的执行过程。
#例 1-3：执行 whologged.sh 脚本
[root@jselab shell-book]# chmod u+x whologged.sh
[root@jselab shell-book]# ls -l whologged.sh
-rwxr--r--. 1 root root 155 03-23 13:14 whologged.sh
[root@jselab shell-book]# ./whologged.sh
2010 年 03 月 23 日 星期二 13:14:35 CST
root
pts/0
2010-03-23 11:42 (210.28.82.132)
root
pts/1
2010-03-23 11:43 (210.28.82.199)
[root@jselab shell-book]#

#为 whologged.sh 脚本赋可执行权限
#查看 whologged.sh 的权限
#具备 x 权限了
#执行 whologged.sh 脚本
#whologged.sh 脚本的执行结果

例 1-3 首先利用 chmod 命令为 whologged.sh 脚本赋可执行权限，chmod 命令将在第 2 章
详细介绍，查看 whologged.sh 的权限时发现，whologged.sh 文件确实具备了 x 权限，即
whologged.sh 文件具备了可执行权限。最后，使用./[脚本名]格式的命令执行 whologged.sh 脚
本，Shell 打印出 whologged.sh 脚本的执行结果。
缺乏 Linux 文件管理基础知识的读者可能并不理解 Shell 脚本执行的原因，这类读者可以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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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阅读本书第 2 章掌握 Linux 用户管理、文件管理和文本编辑器，掌握第 2 章内容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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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能轻松地掌握 Shell 脚本的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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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小结
本章首先简明扼要地介绍了 Linux 操作系统的起源与发展、Shell 的概念和作用、Shell
脚本编程的优势等理论性内容，试图让读者理解 Linux 和 Shell 是什么、为什么需要学习 Shell
脚本编程。然后，本章给出第一个 Shell 脚本的例子，从该例子说明 Shell 脚本的基本元素，
以及执行脚本的方法。

资源分享：
1、华清远见精品图书专区：
http://www.farsight.com.cn/FarsightBooks/home.html

2、华清远见视频学习基地：
http://u.youku.com/user_video/id_UMTIyODk2MTgw.html

3、华清远见近期免费活动公告：
http://www.embedu.org/news/free.htm

4、华清远见学员大本营：
http://www.embedu.org/subject/student.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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