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Linux 入门

LSD 和 Linux 这两者都出自 Berkeley，我们觉得这不是偶然。
——Jeremy S. Anderson

针对不熟悉 UNIX 风格操作系统的人，本章将介绍 Linux 的一些显著特点，尤其是嵌入
式开发者感兴趣的那些特性。这并不是一个全面的介绍，对于这些主题，有很多书中有更为
详尽的细节描述。
如果对于 UNIX 和 Linux 的概念，你已经非常熟练，那么你可以只是浏览或完全跳过本章。

3.1

运行 Linux——KDE
启动你的 Linux 机器，作为普通用户登录。如果你是在 Fedora 14 上运行 KDE，你会看

到如图 3-1 所示的界面。除非你运行的是 VirtualBox 或 VMware，否则你不会看到顶部的两
条线和最底部的菜单线。如果你运行的是其他版本的 Linux，则你的界面可能看起来和图中
的会有所不同，但大部分的特点是一样的。

图 3-1

原始 KDE 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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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下角是一个菜单图标，看起来像一个变形的“f ”
，它和 Windows 的开始菜单有同样的

作用。KDE 把这个称为“应用开始菜单”。最初，单击这个图标会出现一组基于图标的菜单，
我个人认为其很难使用。幸运的是，你可以将其改为之前的基于列表的格式。右击“f ”图
标，选择 Switch to Classic Menu Style。不过，这纯属我的个人喜好。

3.1.1

文件管理器

我想使用新系统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一个文件管理器，这样我就可以知道系统里有
什么。单击 Desktop Folder 中的 Home 图标，文件管理器就列出了你的根目录下的内容，这
是存储你自己的所有文件的地方。注意 KDE 默认使用单击激活项目。你可以将其改为双击，
是通过在开始菜单中选择 Settings>System Setting 来实现的。向下滚动鼠标到 Hardware，选
择 Input Devices>Mouse。
Fedora 最近发布的版本中默认的文件管理器叫 Dolphin，这也不是我喜欢的。我觉得老
的文件管理器 Konqueror 更易于使用，也提供了一个更有用的描述。你可以在系统设置下的
Default Applications 中改变文件管理器。
图 3-2 就是我配置过的 Konqueror。的确，那不是它最初的样子。要得到左边的导航面
板，你需要单击最左边的红色“Root folder”图标。在 Konqueror 中有很多选项，所以你可
以尝试改变设置以得到你喜欢的风格。

图 3-2

3.1.2

Konqueror 文件管理器

shell 窗口

你将要频繁使用的另一个窗口是 shell 命令，我们将在本章的后面进行讨论。从应用开
始菜单选择 System>Konsole(Terminal)。图 3-3 给出了我是如何配置 shell 的。同样，这里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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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很多配置选项可以通过在 Settings 菜单里选择 Conﬁgure Proﬁles 来访问。我喜欢白底黑字并将
屏幕大小设置为 80×25，因为它与我开始从
事这个行业时使用的旧系列的 CRT 终端正
好匹配。
File 菜单提供了打开新的 shell 窗口和
在一个 shell 窗口内显示多个标签的选项。
同时打开 2 ～ 3 个 shell 窗口，每个窗口中
有 2 ～ 3 个标签是很常见的。

3.2

Linux 属性
下面列出一些 Linux 和 UNIX 风格的

操作系统常见的重要特性。

图 3-3

shell 命令窗口

• 多任务。Linux 调度器执行真正的、抢占式多任务，就是说当高优先级的进程准备好时，
它将产生异步事件中断当前运行的进程。但是尽管它是抢占式的 6，由于内核中有相对
较大的延迟，这使得它不适用于严格的实时应用。另外，默认的调度程序执行公平策
略，给每个进程执行的机会。
• 多用户。UNIX 已发展为一个分时系统，允许多个用户共享一台昂贵的（在当时）计算
机。因此，该系统有一些属性是支持隐私和数据保护的。Linux 保留了这一点，并在
服务器环境 7中得到了很好的应用。
• 多进程。Linux 为对称多处理提供广泛的支持，这里多个处理器通过一个共享的存储总
线紧耦合。这一点在多核处理器的时代尤其重要。
• 存储器保护。每个 Linux 进程都只允许在其私有存储器空间上运行，而不允许直接访
问其他进程的存储器空间。这阻止了一个进程中的野指针破坏另一个进程的存储空间。
错误的访问受到处理器存储保护硬件的阻止，会有相应的通知终止进程。
• 等级文件系统。所有的现代操作系统，即使是 DOS，都有等级（hierarchical）文件系统。
但是 Linux/UNIX 模式在我们熟悉的传统的 PC 操作系统上增加了两个很好的特性：
• 链接。简单地说，一个链接就是一个文件系统入口，它指向另一个文件，但本身不
是一个文件。链接是一个有用的抽象机制和在多个用户间共享文件的一种方法。它
们在从多个可选文件中选择配置方案时也有广泛的应用。
抢占式的英文拼写是“preemptible”还是“preemptable”？ Word 2007 拼写检查工具认为两者都是错的。
linuxdevices.com 上的一个辩论认为应该是“ible”，但没有最后的结论。我将坚持使用 preemptible。
尽管我在嵌入式领域的经验是保护特性，尤其是文件保护许可完全是件麻烦事。一些程序，像 Firefox 浏
览器，根本不告诉你没有权限写文件，只是停在那里什么也不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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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备独立的 I/O。同样，这也不是新概念，但是 Linux 应用了这个概念的一个逻辑结
论，即将每个外围设备都作为文件系统的入口。从应用的角度看，在写文件和写打
印机之间完全没有什么不同。

3.3

保护模式架构
在现代的 Intel 处理器中，实现保护模式存储器首先出现在 80386 中。它采用一个整 32bit

的地址对 4GB 的范围寻址。访问是受控的，因此一个存储块可能执行只读或读 / 写操作。
处理器可以工作在 4 个优先级中的一个，一个运行在最高优先级（0 级）的程序可以做
任何事情——执行 I/O 指令、启用或屏蔽中断、改变描述符表。低优先级会阻止程序执行可
能有危险的操作。例如，一个字处理应用程序不能被中断标志干扰，因为前者是操作系统的
工作。
所以操作系统运行在最高优先级，而应用程序代码通常运行在最低优先级，设备驱动和
其他服务运行在中间优先级。但是在实际中，Intel 处理器的 Linux 和多数其他的操作系统只
使用优先级 0 和 3。在 Linux 中，0 级叫做内核空间，而 3 级叫做用户空间。

3.3.1

实模式

要在 x86 上开始关于保护模式编程的讨论时，回顾一下实地址模式怎么工作的是很有用的。
20 世纪 70 年代末期，Intel 在设计 8086 时，设计者们面临如何只用 16bit 访问 1MB 地
址空间的难题。那时，人们认为 1MB 是很大的存储空间。姑且不论好坏，他们的解决方法
是，在 2 个 16bit 上建立一个 20bit（1MB）的地址，分别叫段地址和偏移量。将段地址左移
4bit，再加上偏移量就得到了一个 20bit 的线性地址（图 3-4）。

图 3-4

实模式寻址

实模式下的 x86 处理器有 4 个段寄存器，每次对存储器的引用都会从其中一个寄存器获
得段地址。默认情况下，指令执行与代码段（CS）有关，数据引用（例如 Mov 指令）与数
据段（DS）有关，涉及堆栈的指令与堆栈段（SS）有关。外部段用于字符串移动指令和需要
外部 DS 的时候。默认的段选择可以用段前缀指令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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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段最大可以有 64KB，是以 16 字节为边界排列的。小于 64KB 的程序的存放与位置
无关，也易于重定位于 1MB 地址空间内的任何地方。大于 64KB 的程序，无论代码或数据，
都需要多个段来存放，必须对段寄存器进行操作。

3.3.2

保护模式

保护模式仍然使用段寄存器，但不是直接提供一个段地址，段寄存器（现在叫选择器）中
的值变成了段描述符表的一个索引。段描述符描述存储块的一些信息，包括它的基地址和边界
（图 3-5）
。物理存储器中的线性地址是通过对描述符中包含的基地址增加逻辑地址中的偏移量
计算得到的。如果结果地址比描述符中指定的边界大，则处理器显示一个存储器保护错误。

图 3-5

保护模式寻址

一个描述符有 8 个字节，它包含我们需要知道的关于一个存储块的任何信息。
• 基地址 [31:0]
• 边界 [19:0]

块 / 段的起始地址。
段的长度——以字节为单位（最大 1MB）或以 4KB 的页面为单位的长

度。它以 bit 为单位定义。
• 类型
•S

一个 4bit 值，定义该段描述的存储器类型。

0= 该描述符描述的一个系统段。1= 该描述符描述一个 CS 或 DS。

• DPL

描述符优先级——一个 2bit 的值，定义访问该段需要的最小优先级。

•P

当前——1= 该描述符代表的存储块当前正在存储器中。在分页中使用。

•G

粒度——0= 以字节为最小尺度。1= 以 4KB 页面为最小尺度。

注意，将粒度位设置为 1，则单个段描述符可以代表整个 4GB 的地址空间。
通常的描述符（S 位 =1）描述代表数据或代码的存储块。Type 域是 4bit，这是区分 CS
和 DS 的最重要的位。CS 是可执行的，但 DS 不能。一个 CS 可能是可读的。一个 DS 可能
是可写的。任何在 Type 范围外的，失败的试图访问的操作都会引起一个存储器保护错误，
例如，试图执行一个 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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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

平面与分段的存储器模型

因为单个的描述符可以描述 4GB 的地址空间，所以通过使用一个描述符建立你的系统
是可行的。这就是平面（Flat）模式寻址，是一个与在多数的 8 位微控制器中的寻址模式和
DOS 中的微存储器模式等价的 32bit 的寻址模式。所有的存储器都可以访问，没有保护。
Linux 实际上是做类似的事情。它对操作系统和每个进程使用独立的描述符，所以保护
是强制的。但是它将每个描述符的基地址设置为 0。因此，偏移量和虚拟地址是一样的。这
有效地避免了分段。

3.3.4

分页

分页是允许每个任务都像独立拥有一个非常大的平面地址空间的机制。整个空间以 4KB
每页为单位进行分割。只有当前正在访问的页面保留在内存里，其他的都在磁盘上。
如图 3-6 所示，分页增加了一个间接层。从选择器和偏移量得到的 32bit 的线性地址分
成 3 个域。高 10bit 作为 页目录 的索引。页目录入口（PDE）指向一个 页表。线性地址中接
下来的 10bit 提供指向表的索引。页表入口（PTE）提供物理地址中一个 4KB 页面的基地址，
该页面叫 页帧。原始线性地址中最低的 12bit 提供页帧的偏移量。每个任务都有由处理器控
制寄存器 CR3 指向自己的页目录。

图 3-6

分页

在查表过程的任何阶段都可能出现页表或者页帧当前不在物理存储器的情况，这就会引
起页面错误。页面错误会让操作系统在磁盘上寻找相应的页面并导入到存储器中一个可用的
页面中，然后要求与当前占据存储器的页面进行页面交换。
分页的一个更有优势的地方在于它可以让多个任务或进程很容易地共享代码和数据，只
需要简单地将它们各自地址空间的段映射到相同的物理页面即可。
分页是可选的，尽管 Linux 使用了，但你无需必须使用它。分页是处理器寄存器 CR0 里
的 1 个位控制的。
页目录和 PTE 都是 4 字节长，所以页目录和页表最大有 4KB，这也是页帧的大小。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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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bit 指向页表或页帧的基地址，9 ～ 11bit 是操作系统自己使用的。这些位可以用于标识一
个页面是锁在存储器中的，例如不可交换的。
在其他控制位中，最有意思的是下面的这些：
•P

当前的。1= 该页面在存储器中。如果该位是 0，则表示页目录或 PTE 引起了一个

页面错误。注意当 P==0 时，剩下的入口都是不相关的。
•A

访问的。1= 该页面被读或写过。由处理器置位，但由操作系统清零。通过周期性

地清除该位，操作系统可以确定哪些页面有很长时间没有被访问，可以被交换出去。
•D

改变的。1= 该页面被写过。由处理器置位，但由操作系统清零。如果该页面还没

有被写过，则当它被交换出去时，不必将其再写回到磁盘。

3.4

Linux 进程模型
Linux 中的基本结构元素是进程，由可执行代码和如数据、文件描述符等组成的资源组

合组成。这些资源完全是受保护的，因此一个进
程不能直接访问另一个进程的资源。为了使两个
进程相互通信，它们必须使用 Linux 定义的中间
进程通信机制，如共享存储区域或管道。
由于它在系统中建立了一个高级别的保护，
所以工作良好。错误的进程会被系统检测出来并
在它对其他进程造成破坏前将其抛出（图 3-7）。
但是在创建进程时的过度开销和使用中间进程通
信机制的代价是昂贵的。
一个线程只有代码。线程只存在于进程内部，
一个进程中的所有线程都共享资源。因此所有的
线程都可以同样地访问数据存储器和文件描述符。
这个模型有时叫做轻量级多任务以与 UNIX/Linux

图 3-7

进程与线程

进程模型区分。
轻量级任务的优点是中间线程的通信更有效。它的缺点是任何线程都可以破坏其他线程
的数据。多数的 RTOS 都曾经有类似轻量型的模型。当然最近几年，存储器保护的硬件花费
明显下降，因此一些 RTOS 供应商开始提供他们系统的保护模式版本，这看起来像 Linux 进
程模型。

3.4.1

fork() 函数

Linux 的生命从一个进程开始，这就是在启动时创建的 init 进程。系统中其他进程的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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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都是通过调用 fork() 实现的。调用 fork() 的进程叫 父进程，新创建的进程叫 子进程。所以
每个进程都有父和子，这取决于谁创建谁。
如果你是在一个多任务的操作系统中，这里的任务是函数通过调用任务创建服务生成
的，那么 fork 进程看起来显然很奇怪。fork() 函数创建一个父进程的副本——代码、数据、
文件描述符和父进程目前拥有的其他任何资源。这可能会增加 MB 量级存储空间的复制。为
避免复制许多可能被覆盖的东西，Linux 引入了一个写时复制的策略。
fork() 函数从复制进程数据结构和给子进程一个新的进程标识符（PID）开始。然后，复
制一个页目录和页表。最开始，PTE 均与父进程一样指向相同的物理页面。两个进程的所有
页面都设置为只读。当其中的某一个进程试图写时，会引起一个页面错误。这会让 Linux 给
该进程分配一个新页面，并复制现有页面的内容。
因为两个进程都执行同样的代码，所以它们都从 fork() 的返回值继续执行（这就是为什
么很奇怪）。为了区分父进程和子进程，fork() 给子进程返回一个函数值 0，但是给父进程返
回子进程的 PID 值。表 3-1 就是 fork 函数调用的一个小例子。
表 3-1

Fork 的小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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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ecve() 函数

当然，99% 的时间里都是子进程通过调用 execve() 激活一个新的程序来从磁盘导入一个
可执行镜像文件。表 3-2 给出了一个简单的命令行注释器的架构形式。它从 stdin 读入一行文
本，解析后调用 fork() 函数创建一个新进程。然后子进程调用 execve() 导入一个文件并执行
之前输入的命令。execve() 覆盖了调用进程的代码、数据和堆栈段。
表 3-2

命令行注释器

如果这是普通的前景命令，则命令解释器必须等到命令执行完毕。这是通过 waitpid() 来
完成的，该函数阻塞调用进程直到与 pid 参数匹配的进程结束。注意，大部分的多任务操作
系统没有能力阻塞一个挂起了另一个进程的进程或任务。
如果 execve() 成功了，它没有返回值，而是将控制传递至新载入的程序。

3.5

Linux 文件系统
Linux 文件系统在很多方面与 Windows PC 或 Macintosh（苹果公司生产的）上的文件

系统类似。它是一个等级系统，允许你在“/”标识的 根目录 下创建任何数量的子目录。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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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ndows 中一样，文件名可以很长。尽管如此，Linux 和多数类似 UNIX 的系统一样，文件
的扩展名——文件名中“.”后面的那部分——不像它们在 Windows 中那样有意义。例如，
Windows 中的可执行文件的扩展名为“.exe”，但是 Linux 中的可执行文件根本没有扩展名。
大体上，一个文件的内容是通过文件头而不是特定的扩展名来识别的。尽管如此，一些应
用，例如 C 编译器，也支持默认的文件扩展名。
和 Windows 中不同，Linux 中的文件名是区分大小写的。Foobar、foobar、fooBar 均是
不同的文件，排序也是区分大小写的。在按名称 8排序的目录列表中，以大写字母开头的文件
名会排在那些以小写字母开头的文件名之前。以“.”开始的文件名是隐藏的，将不会显示在
目录列表中，除非你特别指出要列出它们。
另外，Linux 文件系统还有很多在典型的 Windows 系统中找不到的属性。接下来我们看
一些嵌入式程序员可能感兴趣的属性。

3.5.1

文件权限

因为 Linux 是多用户，每个文件都有一组与之关联的权限指定什么级别的用户可以操作
该文件。在 shell 命令窗口输入命令 ls-l 或使用一个桌面文件管理器来看一些 Linux 目录的细
节列表。每个文件的部分入口都是一组 10 个标志位和一对名字，比如像下面这样：
-rw-r–r– Andy physics

在这个例子里，Andy 是文件的拥有者，文件属于一组叫做 physics 的用户，或许是一些
大学里的物理系。通常，拥有者就是创建该文件的人，但也并不总是这样。
10 个标志中的第一个标识了文件类型。普通的文件这里会有一个短划线。目录以“d”
标识，链接是“l”等。在后面涉及设备驱动时，我们将可以看到该标志的其他入口。剩
下 的 9 个 标 志，分成 3 组，每组 3 个标志。每组的标志都是相同的，分别代表允许读文件
（
“r”
）
，允许写文件（“w”），或执行文件（如果是可执行文件的话）（“x”）。写权限也允许
删除文件。
三组代表对不同级别用户的授权。第一组标识给文件拥有者的授权，几乎总是允许读
和写。第二组标志授权给同一组用户内的其他成员，在这里 physics 组内的成员可以读文件，
但是不能写。最后一组授权给“全世界”，即所有用户。
这里我们再看一下“ｘ”许可。在 Windows 里，认为有 .exe 扩展名的文件是可执行文
件。在 Linux 里，因为我们没有明显的文件扩展名，因此就用“x”许可识别一个二进制可执
行文件。另外，只有设置了有“x”授权等级的用户才可以调用文件的执行。所以如果以一
个普通用户的身份登录，将不能调用那些可能改变整个系统状态的程序，如改变网络地址。
另一个“x”的有趣的属性也适用于 shell 脚本，我们将在本章的后面讨论这些内容。对
图形文件管理器提供一个按大小写排序的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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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喜欢 DOS 的你，shell 脚本就和 .bat 文件一样。它是一个可以当作程序执行的命令的文本
文件。但是 shell 不会执行脚本，除非它设置了“x”位。

3.5.2 “根”用户
在每个 Linux 系统中，都有一个很特别的用户叫“根”。无论许可标志位是什么，根都
可以对任何文件进行任何操作。根最初是为系统管理的目的设置的，不推荐日常使用。显
然，如果你不小心，可能引起很多问题，而且根的特权有一个潜在的安全威胁。尽管如此，
嵌入式和实时开发者对系统进行的操作经常需要写或执行由根拥有的文件，因此要求以根用
户登录。
过去，多数时间我会作为根用户登录，因为麻烦比较少。这样做的后果是我创建的每个
文件都是根所拥有，如果不改变权限就不能被普通用户写。这成了一个恶性循环。我作为根
用户登录的越多，我就不得不更多地以根用户登录来做任何有用的事。我已经开始采用更谨
慎的方法以普通用户登录了，只是在必要时才切换到根用户。
如果你以一个普通用户登录，你可以通过替代用户 su（substitude user）或 sudo 命令切
换到根用户。只要你输入正确的根口令，没有参量的 su 命令就会启动一个有根特权的 shell。
如果要返回普通用户状态，通过输入 ^d 或 exit 终止 shell 即可。
只要你在 /etc/sudoers 下的 sudoers 文件里有合法的授权，sudo 命令就允许你以根用户执
行一个命令。sudoers 文件当然是根拥有的，所以只有根用户可以授权 sudoers。一旦你有了
授权，就可以通过输入你的口令，在短时间内（默认是 5 分钟）使用 sudo 而不需要再输入你
的口令。
例如，如果我想改变 /dev 目录下一个文件的权限，可以执行：
sudo chmod o +rw/dev/ttyS0

会有提示要我输入口令，如果输入正确，命令就可以执行。然后我可以继续执行 5 分钟
的 sudo 命令而无需再重新输入口令。注意 sudo 比 su 提供更好的安全性，因为根用户必须授
权 sudoers，而根口令肯定是保密的。

3.5.3

/proc 文件系统

/proc 文件系统是 Linux 的一个有趣特性。它和普通的文件系统一样工作。你可以列出
/proc 目录下的文件，你可以读写文件，但是它们并不存在。当读文件时，会动态生成 /proc
文件的信息。内核模块注册了一个给定的 /proc 文件，包含产生读数据和接受写数据的函数。
/proc 文件是一个通往内核的窗口。它以用户级任务和 shell 易于获取的方式提供关于系
统状态的动态信息。在图 3-8 列出的简短目录里，有数字标签的目录代表进程。每个进程在
/proc 下都有一个目录，并有几个目录和文件描述进程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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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8

/proc 文件系统

试一试
看一下 Linux 通过开机启动多少进程是非常有意思的。重启你的系统，打开一个命令 shell，执行：
ps –A|wc
ps 命令列出了系统中正在运行的进程。ps 的输出是每个进程一行。wc 命令是计算行数、字数、传递给它的字
符数。行数本质上就是正在运行的进程数。在我的 Fedora14 系统中，有 281 个进程在运行。
现在试一下：
ps –A|more
这个命令是给你看 ps 的输出，一次一页。注意，ps 命令的信息来自 /proc 文件系统。
另一个命令突出了 /proc 数据的实时属性。执行：
cat/proc/interrupts
interrupts 文件列出了系统中的所有中断源，从系统启动开始，每个中断的发生次数和驱动对中断的注册情况。
现在，再次执行命令：
cat/proc/interrupts
你将看到一些数字有了增长，因此证明了该数据是动态生成的。

3.5.4

文件系统等级标准

一个 Linux 系统通常包含很多文件，例如，一个典型的 Fedora 安装可能包括约 30 000
个文件，需要几个 GB 的磁盘空间。很显然，需要将这些文件通过统一的规则组织起来。这
就是创建文件系统等级标准（FHS）的原因。该标准允许用户和软件开发者预测安装文件和
目录的位置 9。FHS 绝不是 Linux 特有的，它通常也应用于类 UNIX 的操作系统。
Linux 文件系统的目录结构总是从根开始，以“/”标识。FHS 指定了根目录下的几个目
录和它们的内容，如图 3-9 所描述的。FHS 从两个独立的方面描述文件：
文件系统等级标准——2004 年 1 月 29 日发布的 2.3 版，由 Rusty Russell、Daniel Quinlan 和 Christopher
Yeoh 编辑。可在 www.pathname.com/fhs 上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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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享与独占。一个网络系统可以通过网络文件系统（NFS）挂接一些目录以使多个用
户可以共享可执行文件。但是，一些信息仍
然是属于特定计算机而不能被共享的。
• 静态与可变。Linux 系统中的一些文件是可执
行，不能改变的，它们是静态的。但是用户
创建或通过下载或邮件得到的文件是可变的。
这两种不同的文件需要区分清楚。
以下是 FHS 定义的目录的描述：
• /bin ：包括用户和系统管理员使用的命令的二
进制可执行文件。FHS 指定了 /bin 必须包含
的文件，其中包括 shell 命令和基本的文件实
用程序等。/bin 文件是静态的和共享的。
• /boot ：除配置文件和映射安装外，包含了启动
进程需要的所有文件。除了内核可执行镜像，

图 3-9

文件系统等级

/boot 还包括内核在执行用户模式程序前使用的数据。/boot 文件是静态和非共享的。
• /etc：包括主机指定的配置文件和目录。除了包含文件系统动态信息的 mtab 外，/etc 的
其他文件都是静态的。FHS 可识别三个可选的 /etc 子目录：
• /opt：包含附加应用包的配置文件。
• /sgml：标准通用标识语言（SGML）和扩展标识语言（XML）的配置文件。
• /xll：X 窗口的配置文件。
实际中，多数的 Linux 发行版都有更多的 /etc 的子目录，代表可选的启动和配置需求。
• /home：（可选的）包括用户本地目录。每个用户都在 home 下有一个子目录，目录名和
他 / 她的用户名相同。尽管 FHS 将这项设为可选，事实上，它在 UNIX 系统中几乎是
通用的做法。在 /home 下子目录内的内容当然是可变的。
• /lib ：包含在根文件系统里启动系统和运行命令需要的共享库镜像，如在 /bin 和 /sbin 下
的二进制文件。在 Linux 系统里，/lib 有一个子目录 /modules，包含内核可载入模块。
• /media：可移动媒体的挂载点。当一个可移动媒介是自动挂载时，挂载点通常就是卷名。
• /mnt：提供一个方便的位置以临时挂载一个文件系统。
• /opt：包括可选的附加软件包，每个包在 /opt 下都有自己的子目录。
• /root：根用户 10的本地目录。这不是 FHS 要求的，但是实际中的通用做法，也是高度推
荐使用的。
• /sbin：包括系统管理必要的二进制实用文件，如在启动、恢复、重建或修复系统时使用的。
这些实用程序通常只能是系统管理员使用。普通用户在他们的路径里不需要 /sbin。
注意这里可能有混淆。目录等级有根用户、“/”和根目录。“/root”是根用户的本地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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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mp：临时文件。
• /usr：第二等级。在后面详述。
• /var ：可变数据。包括工作目录和文件、管理和登录数据、瞬态和临时文件。基本上，
包括操作时所有系统数据的改变。在 /var 下有很多子目录。
/usr 等级
/usr 是第二等级，包括面向用户的

文 件。 图 3-10 显 示 了 在 /usr 下 的 子 目
录。其中的几个在根目录下映射了功
能。也许，/usr 里最有意思的子目录是
关于源代码的 /src。这通常是 Linux 源
代码安装的地方。你可以在 /src 下安装
几种不同的 Linux 内核源代码，子目录
的名称如下：
linux-<version number>-ext

图 3-10

/usr 等级

这样你就可以有一个名叫 Linux 的逻辑链接指向你当前正在使用的内核版本。

3.5.5

挂载文件系统

Windows 和 Linux 文件系统的一个主要的不同之处在于文件结构的设备、硬盘、软驱、CDROM 等如何映射到系统的目录或等级结构中。Windows 文件系统使设备明确可见，用字母和冒
号的组合来表示，如“C:”
。但 Linux 强调一个统一的文件系统，其中物理设备是不可见的。
11
。可移动的媒体设备
将物理设备映射到文件系统目录结构的机制叫做挂载（mounting ）

如 CD-ROM 驱动是该特征的最显著的表现。在你读 CD-ROM 前，你必须使用如下的 mount
命令将该驱动挂载到目录结构中存在的一个节点上：
mount/media/cdrom

该命令有效的原因是文件 /etc/fstab 包含 /media/cdrom 上通常挂载的设备是什么和设备
包含的文件系统类型（在这里是 iso9660）的信息。
像文件许可一样，如果你要做的只是从一个 CD 上读几个文件时，挂载可能很麻烦。但
是挂载范例的真正价值在于它不局限于直接连接到计算机上的物理设备，也不仅仅识别自己
的 Linux 文件系统。在后面我们将看到，我们可以将部分文件系统挂载到连接到网络的远程
计算机上，以便本地计算机可以访问它们的文件。也可以将包含 DOS FAT 或 VFAT 的文件系
统的设备进行挂载。如果你建立了一个可以启动 Windows 或 Linux 的双启动系统，那么这个
属性可能是特别有用的。这样的两个系统之间的文件易于共享。
这个术语可以追溯到使用卷带式磁带的时代，那时磁带要在物理上挂载到一个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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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配置
上面的 FHS 那一节提到了 /etc 目录。这是 UNIX 系统优于 Windows 的地方。当然，还

可能有很多 UNIX 优于 Windows 的方面。无论如何，/etc 目录都包含内核和纯文本文件应
用要求的所有必要的配置信息。这些文件的语法和语义并不总是明显的，但至少你可以读它
们。很多内核配置文件的格式在帮助页面都有记录（见 3.8 节）。
与之相对的是，Windows 系统将配置信息隐藏在一个叫“注册表”的特殊位置（有不好
的音乐提示）
。通常会警告普通的用户远离注册表，因为不正确的更改可能导致系统无法启动。
事实上，注册表只能被一个特殊的程序 regedit 修改。一年前，我才找到注册表的物理位置。
如果你曾经鼓足勇气运行 regedit 和查看注册表，你就会注意到入口是相当晦涩的符号，
值是更难懂的二进制数。我承认这绝对是微软公司有意为之。他们不想让什么也不懂的用户
21
弄坏他们的计算机，甚至搞砸（bricking ）它们。但
Linux 的用户知道他们正在做什么，也可

以根据自己的目的查看和改变配置数据。

3.7

shell
Linux 系统启动最后所做的事情之一是调用叫做 shell 的命令解释程序。它主要的工

作是解析你在控制台输入的命令并执行相应的程序。但是 shell 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命令
解释器。它包含了自己的一个功能强大的表述性解释编程语言，通过整合 shell 脚本语言
和现有的实用程序，使无需写一行 C 代码就生成一个非常成熟的应用成为可能。事实上，
这就是常规的 UNIX 编程的指导思想。从一组简单的实用程序开始，通过 shell 脚本语言
将它们链接起来。
shell 脚本语言包括通常的循环、测试、函数等编程结构。但是也许 shell 包中最灵活
的诀窍是“管道”的概念。这是一种使数据从一个程序流向另一个程序的机制。这个比喻
很形象。一个程序将几个字节从管道的一端输入，同时另一个程序从管道的另一端取出这
几个字节。
多数的 Linux/UNIX 实用程序从一个叫“stdin”的默认设备接收它们的输入。同样，它
们输出到一个叫“stdout”的设备。任何错误信息都写到“stderr”里。通常，stdin 是键盘，
而 stdout 和 stderr 是显示，但是我们可以简单地认为 stdin 和 stdout 为一个管道的两端。
stdin 和 stdout 可以重定向，例如，我们可以将输出发送到一个文件或从文件接收输入。
在一个 shell 窗口，试着输入不带任何参量的命令 cat。c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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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有的 UNIX 实用程序里也许是

“bricking”指严重搞乱一台计算机的配置以致其无法启动。因此就是将其破坏至等同于一块砖头。该术
语在嵌入式空间使用很多。对于桌面应用一个更适合的术语可能是“崩溃”。
Concatenate（连接）的简写，你看，UNIX 命令名称是不是很简单易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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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简单的，它所做的就是将 stdin 一行一行地复制到 stdout。当你输入一个没有参量的 cat 命
令时，它会一直在 stdin 处等待键盘输入。输入一行文本，它就会发送一行到 stdout——显示
器。按 <Ctrl+C> 可以退出程序。
现在试一下：
cat>textﬁle

输入一行文本。这次你在显示器上看不到文本的重复，因为操作符“>”将 stdout 重定
向至文件 textﬁle。输入几行，然后按 <Ctrl+C> 退出。
本练习的最后一步是：
cat<textﬁle

瞧！之前你通过命令创建的文件显示到了屏幕上，因为操作符“<”将 stdin 重定向到了
textﬁle。cat 实际上执行了一个快捷方式，所以如果你输入一个文件名作为一个命令行的参数，
没有操作符 <，那么这个文件就成了输入文件。如下：
cat textﬁle

但是管道的实际作用是操作符“|”，它将一个程序的 stdout 输入到另一个程序的 stdin。
在我做上面的练习时，创建了一个 textﬁle，包含：
this is a ﬁle
of text from the keyboard

现在如果我执行
Cat textﬁle | grep this

我就会得到
this is a ﬁle

你可能猜到了，grep 是一个滤波器。它用它的命令行参数去处理 stdin 的输入数据流。
包括参数文本的行可以通过并传递到 stdout，其他的行就被简单地忽略了。在这里 cat 的输出
成了 grep 的输入。
在典型的 UNIX 风格中，grep 代表全局全则表达式。正则表达式实际上是一种强大的机
制，一种用于搜索文本的脚本语言。grep 包含正则表达式的语法。
shell 脚本和 makeﬁles 广泛使用了重定向和管道。
一些其他的 shell 特性也值得在此作一个简单的介绍，因为它们可以节约很多打字的工
作。shell 可以保留命令行记录，你可以通过向上箭头键上翻得到之前的命令。这就允许你重
复之前的任何命令或稍加编辑形成一个新的类似的命令。使用 history 命令可以输出系统或任
何子系统累计的命令历史记录。历史记录保存在你本地目录的文件 .bash_history 里。
图 3-11 显示的是我系统里的 history 命令的最近几行。要重新执行这个列表里的任何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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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只要简单地输入“！”和在历史记录列表里的命令号码即可，如下：
！ 998

将重新执行 history 命令。
另一个很有用的特性是自动补全，这是一个帮你完善文件名
参数的功能。比如，我想执行：
Cat verylongtextﬁlename

我可以试着输入
Cat verylong<tab>

只要文件名的其余部分在当前目录里是独一无二的，则
shell 将自动补全名字，这就为我解决了输入整个文件名的麻烦。
如果找不到单一的匹配项，shel 就会发出警报声，那么你需要再
多输入一点直到其余的部分是独一无二的。
最后，“～”代表本地目录。所以从文件系统的任何地方，
你都可以执行 cd~ 回到本地目录。
有几个常用的 shell 程序，尽管语法和特征的细节不同，但
它们都具有同样的基本功能。最流行的是：
• Bourne again shell——bash。bash 是 Bourne shell 即 sh
的 化 身， 最 初 是 Stephen Bourne 写 的， 随 UNIX 版 本 7
发行。在多数 Linux 发行版本中都是默认的 shell。你应
该使用它，除非你对使用其他 shell 有其他的原因或强烈
的喜好。
• Korn shell——ksh。20 世 纪 80 年 代 早 期， 由 David Korn
在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的贝尔实验室开发。它具有很多比
bash 更高级的编程功能，但仍然保持了后向兼容性。
• Tenex C shell——tcsh。Cshell 即 csh 的 继 承 者， 本 身 是
Bourne shell 的 前 身。Tenex 是 一 个 操 作 系 统， 它 是 tcsh
的一些特性的来源。
• Z shell——zsh。作为 Bourne shell 的一种扩展 shell 有大量
的改进，包括 bash、ksh 和 tcsh 的一些最有用的特性。
shell 编程本身就足以用一本书去介绍，这样的书有很多。
我在 Amzaon.com 上搜索“shell 编程”时，就找到了 189 条
信息。

图 3-11

history 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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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帮助
UNIX/Linux 系统的官方文档是一组叫“man pages”的文件。man 是手册（manual）的

简称。man pages 可以通过如下的 shell 命令访问：
man cp

这条命令可以得到关于 shell 复制命令的帮助。试一下，在 shell 提示（prompt）里输入
man man 可以对 man 命令有更多的了解。man 在屏幕上一次显示一页，在最下面的一行用
一个“:”提示。要看下一页，就按 <Space> 键。要在到达最后一页前退出 man，就输入 q。
你也可以在 man 页面使用 <Page Up> 或 <Page Down> 键上翻或下翻。有趣的是，你在 man
man 页面找不到这个信息。man 页面的书写风格是相当简洁的。它们本质上是参考资料，而
不是指南。这里的信息局限于：命令是干什么的，参数是什么，它提供什么选项。
为了便于找到你要的专题，man 页面整理成了以下几节。
第 1 节：shell 提示下输入的用户命令。
第 2 节：内核应用编程接口（API）函数。
第 3 节：C 库函数。
第 4 节：设备。特定的外围设备信息。
第 5 节：文件格式。描述 /etc 下一些文件的语法和语义。
第 6 节：游戏。
第 7 节：杂项。
第 8 节：系统管理。shell 命令主要是系统管理员使用。
另一个有用的信息来源是“info pages”。info pages 更详细，提供每个主题的细节信息。
info pages 是通过 info 命令访问的，试试这个：
info gcc

你将可以得到更多关于 GCC 编译器包的信息。
在图形桌面环境 KDE 和 GNOME 中，也可以以图形界面的方式访问 man 和 info pages。
我发现 info pages 的这一点在寻找相关连的内容时特别有用。
最后，讨论获得 Linux 帮助而不提 Google，那么这个讨论就是不完整的。当你对于 Linux
的一些特殊行为感到困惑时，Google 就是你的朋友。我的一个最大的感触是关于错误信息，因
为它们不给你提示任何可能出错的原因。所以将错误信息的一部分输入 Google 的搜索框，你
将得到至少十几个关于如何处理这个错误的论坛帖子，其中一些很可能是有用的。
有了对 Linux 的基本了解，我们的下一个任务就是配置开发工作站，安装允许我们开发
目标应用的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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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
Sobell, Mark G.,《A Practical Guide to Linux》。从我开始学习 Linux，这本书就是我的圣

经和长期的伙伴。尽管它是 1977 年出版的，有点过时也很难找到了，但总体而言，它是一
本对于 Linux 和类 UNIX 系统的精彩的初学者指导。本书后来被 Sobell, Mark G. 写的另一本
书取代，即《A Practical Guide to Linux Commands，Editors，and Shell Programming》。
tldp.org——Linux 文档项目。正如其名，这是 Linux 文档的来源。你可以找到关于在
Linux 中怎样做的深度指导，还有 FAQs、man pages，甚至在线杂志《The Linux Gazette》。
这个材料写得很好也很有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