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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支

分支是在软件项目中启动一条单独的开发线的基本方法。分支是从一种统一的、原始
的状态分离出来的，使开发能在多个方向上同时进行，并可能产生项目的不同版本。
通常情况下，分支会被调解并与其他分支合并，来重聚不同的力量。
Git 允许很多分支，因此在同一个版本库中可以有许多不同的开发线。Git 的分支系统
是轻量级的、简单的。此外，Git 对合并的支持是一流的。所以，大多数 Git 用户把分
支作为日常使用。
本章将揭示如何选择、创建、查看和删除分支。同时还提供一些最佳实践，防止分支
扭曲成类似于灌木丛（manzanita）的样子 ①。

① 这是一个棵小、浓密且拥有很多分支的灌木树。或许更好的比喻是一棵榕树。—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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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使用分支的原因
有无数个技术、哲学、管理，甚至是社会方面的理由来创建分支。这里只是少数几个
常见理由。
•

一个分支通常代表一个单独的客户发布版。如果你想开始项目的 1.1 版本，但你知
道一些客户想要保持 1.0 版，那就把旧版本留作一个单独的分支。

•

一个分支可以封装一个开发阶段，比如原型、测试、稳定或临近发布。你也可以
认为 1.1 版本发布是一个单独的阶段，也就是维护版本。

•

一个分支可以隔离一个特性的开发或者研究特别复杂的 bug。例如，可以引入一个分
支来完成一个明确定义的、概念上孤立的任务，或在发布之前帮助几个分支合并。
只是为了解决一个 bug 就创建一个新分支，这看起来可能是杀鸡用牛刀了，但 Git

的分支系统恰恰鼓励这种小规模的使用。
•

每一个分支可以代表单个贡献者的工作。另一个分支—“集成”分支—可以专门
用于凝聚力量。

Git 把列出的这些分支视为特性分支（topic branch）或开发分支（development branch）
。
“特
性”仅指每个分支在版本库中有特定的目的。
Git 也有追踪分支（tracking branch）的概念，或者保持一个版本库的副本同步的分支。
第 12 章解释了如何使用一个追踪分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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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支还是标签
分支和标签看起来很相似，甚至是可互换的。那你什么时候应该使用标签名，什么
时候应该使用分支名呢？
标签和分支用于不同的目的。标签是一个静态的名字，它不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
一旦应用，你不应该对它做任何改动。它相当于地上的一个支柱和参考点。另一方
面，分支是动态的，并且随着你的每次提交而移动。分支名用来跟随你的持续开发。
奇怪的是，可以用同一个名字来命名分支和标签。如果这样做，就必须要使用其索引名
全称来区分它们。例如，可以使用 refs/tags/v1.0 和 refs/heads/v1.0。你可能想使用相同的
名称，在开发的时候作为分支名，然后在开发结束的时候将它转换为一个标签名。
命名分支和标签最终取决于你与你的项目策划。但是，你应该考虑到关键的差异性特征：
这个名字是静态且不变的，还是随开发动态变化的？前者应该是标签，而后者应该是分支。
最后，除非你有一个令人信服的理由，否则就应该避免使用相同的名称命名分支和标签。

7.2 分支名
尽管有一定的限制，但是你给分支指定的名字基本上是任意的。版本库中的默认分支
命名为 master，大多数开发人员在这个分支上保持版本库中最强大和最可靠的开发线。
命名为 master 并没什么神奇之处，除了 Git 在版本库初始化过程中会引入这个名字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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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愿意，可以重命名甚至删除 master 分支，虽然可能最佳实践是别改它。
为了支持可扩展性和分类组织，可以创建一个带层次的分支名，类似于 UNIX 的路径
名。例如，假设你所在的一个开发团队正在修正大量的 bug。把每个修复的开发放在层
次结构中，在 bug 分支下建立不同的分支，如 bug/pr-1023 和 bug/pr-17，这可能会很有
用。如果你发现你有很多分支，或只是没法重新组织了，那么你可以使用这种斜杠语
法给你的分支名引进某种结构。
提示
使用层次分支命名的其中一个原因是 Git 就像 UNIX shell 一样支持通配
符。例如，给定命名方案 bug/pr-1023 和 bug/pr-17，通过智能而熟悉的
简写，可以一次选择所有 bug 分支。
git show-branch 'bug/*'

在分支命名中可以做和不能做的
命名分支必须遵守一些简单的规则。
•

可以使用斜杠（/）创建一个分层的命名方案。但是，该分支名不能以斜线结尾。

•

分支名不能以减号（−）开头。

•

以斜杠分割的组件不能以点（.）开头。如 feature/.new 这样的分支名是无效的。

•

分支名的任何地方都不能包含两个连续的点（..）
。

•

此外，分支名不能包含以下内容：
—任何空格或其他空白字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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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Git 中具有特殊含义的字符，包括波浪线（～）、插入符（^）、冒号（：
）、
问号（？）
、星号（*）、左方括号（[）。
。
—ASCII 码控制字符，即值小于八进制\040 的字符，或 DEL 字符（八进制\177）
这些分支的命名规则是由 git check-ref-format 底层命令强制检测的，它们是为了确保每
个分支的名字不仅容易输入，而且在.git 目录和脚本中作为一个文件名是可用的。

7.3 使用分支
在任何给定的时间里，版本库中可能有许多不同的分支，但最多只有一个当前的或活
动的分支。活动分支决定在工作目录中检出哪些文件。此外，当前分支往往是 Git 命令
中的隐含操作数，如合并操作的目标。默认情况下，master 分支是活动分支，但可以把
任何分支设置成当前分支。
提示
第 6 章介绍了包含几个分支的提交图。当操纵分支时，请记住这个
图结构，因为它强化了你对 Git 分支底层的优雅而简单的对象模型的
理解。
分支允许版本库中每一个分支的内容向许多不同的方向发散。当一个版本库分出至少
一个分支时，把每次提交应用到某个分支，取决于哪个分支是活动的。
每个分支在一个特定的版本库中必须有唯一的名字，这个名字始终指向该分支上最近
提交的版本。一个分支的最近提交称为该分支的头部（tip 或 hea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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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t 不会保持分支的起源信息。相反，分支名随着分支上新的提交而增量地向前移
动。因此旧的提交必须通过散列值或一个相对名称（如 dev～ 5）来选择。如果你想
追踪一个特定的提交—因为它代表项目中的一个稳定点，或者是你想测试的一个版
本—那么你可以显式地分配给它一个轻量级的标签名。
因为一个分支开始时的原始提交没有显式定义，所以这个提交（或与它等同的提交）
可以通过从分叉出的新分支的源分支名使用算法找到。
$ git merge-base original-branch new-branch

合并是一个分支的补充。当合并时，把一个或多个分支的内容加入到一个隐式的目标
分支中。然而，一个合并不会消除任何源分支或那些分支名。合并分支中相当复杂的
过程是第 9 章的重点。
可以把分支名当成一个指向特定的（虽然是变化的）提交的指针。一个分支包括足
以重建整个项目历史记录的提交，沿着分支来自的路，通过所有路径回到项目最开
始的地方。
在图 7-1 中，dev 分支指向提交的头，Z。如果你想重建版本库在提交 Z 时的状态，那
么从 Z 回到原始提交 A 的所有可达提交都是必需的。图 7-1 中的可达部分突出显示为
粗线，涵盖除（S、G、H、J、K、L）之外的每一次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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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1

dev 中的可达提交

你的每一个分支名和分支上提交的内容一样，都放在你的本地版本库中。然而，当把
版本库提供给他人用时，也可以发布或选择使用任意数量的分支和相关的可用提交。发
布一个分支必须显式地完成。同样，如果复制版本库，分支名和那些分支上的开发都
将是新复制版本库的副本的一部分。

7.4 创建分支
新的分支基于版本库中现有的提交。完全由你来决定并指定哪次提交作为新分支的
开始。 Git 支持任意复杂的分支结构，包括分支的分支和从同一个提交分叉出的多
个分支。
一个分支的生命周期同样由你来决定。一个分支可能稍纵即逝，也可能长久留存。一
个给定的分支名可以在其版本库的整个生命周期中多次添加或删除。
一旦已经确定了从哪一个提交开始分支时，就只需使要用 git branch 命令。因此，为了

90

第7章

解决问题报告#1138，要从当前分支的 HEAD 创建一个新的分支，可以使用：
$ git branch prs/pr-1138

这条命令的基本形式是：
git branch branch [starting-commit]

如果没有指定的 starting-commit，就默认为当前分支上的最近提交。换言之，默认是在
你现在工作的地方启动一个新的分支。
需要注意的是，git branch 命令只是把分支名引进版本库。并没有改变工作目录去使用
新的分支。没有工作目录文件发生变化，没有隐式分支环境发生变化，也没有做出新
的提交。这条命令只是在给定的提交上创建一个命名的分支。可以不在这个分支上开
始工作，直到切换到它，正如 7.7 节所述。
有时候，你想指定不同的提交作为一个分支的开始。例如，假设你的项目给每一个 bug
创 建 一 个 新 的 分 支 ， 然 后 你 得 知 某 个 发 布 版 本 中 有 个 bug 。 这 时 可 方 便 地 使 用
starting-commit 参数把你的工作目录到切换到发布分支。
通常，你的项目会有约定，让你来指定一个确定的开始提交。例如，为了在软件的 2.3
发布版本上修复一个 bug，可以指定一个名为 rel-2.3 的分支作为开始提交：
$ git branch prs/pr-1138 rel-2.3

提示
能够确保提交名是唯一的就只有散列 ID 了。如果你知道一个散列 ID，
就可以直接使用它：
$ git branch prs/pr-1138 db7de5feebef8bcd18c5356cb47c337236b50c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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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列出分支名
git branch 命令列出版本库中的分支名。
$ git branch
bug/pr-1
dev
* master

在这个例子中，显示了三个特性分支。当前已检出到你的工作目录中的分支用星号标
记。这个例子也显示了其他两个分支：bug/pr-1 和 dev。
如果没有额外的参数，则只列出版本库中的特性分支。如你将在第 12 章中看到的，你
的版本库中可能有额外的远程追踪分支。可以用-r 选项列出那些远程追踪分支。也可以
用-a 选项把特性分支和远程分支都列出来。

7.6 查看分支
git show-branch 命令提供比 git branch 更详细的输出，按时间以递序的形式列出对一个
或多个分支有贡献的提交。与 git branch 一样，没有选项则列出特性分支，-r 显示远程
追踪分支，-a 显示所有分支。
让我们看一个例子：
$ git show-branch
! [bug/pr-1] Fix Problem
* [dev] Improve the new
! [master] Added Bob's
--* [dev] Improve the n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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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port 1
development
fixes.
development

* [dev^] Start some new development.
+ [bug/pr-1] Fix Problem Report 1
+*+ [master] Added Bob's fixes.

git show-branch 的输出被一排破折号分为两部分。分隔符上方的部分列出分支名，并用
方括号括起来，每行一个。每个分支名跟着一行输出，前面用感叹号或星号（如果它
是当前分支）标记。在刚才所示的例子中，在分支 bug/pr-1 上的提交开始于第一列，当
前分支 dev 中的提交开始于第二列，分支 master 中的提交开始于第三列。为了便于参考，
上半部分的每个分支都列出该分支最近提交的日志消息的第一行。
输出的下半部分是一个表示每个分支中提交的矩阵。同样，每个提交后面跟着该提交
中日志消息的第一行。如果有一个加号（+）、星号（*）或减号（−）在分支的列中，
对应的提交就会在该分支中显示。加号表示提交在一个分支中，星号突出显示存在于
活动分支的提交，减号表示一个合并提交。
例如，下面的两个提交都是由星号标识的，并且存在于 dev 分支中。
* [dev] Improve the new development
* [dev^] Start some new development.

这两个提交不存在于任何其他分支。它们按时间递序排列：最近的提交在顶部，最老
的提交在底部。
在每个提交行上的方括号中，Git 也会显示一个提交名。正如已经提到的，Git 把分支
名分配给最近的提交。之前的提交表示为相同的分支名加上插入符（^）
。在第 6 章，
你看到 master 作为最近提交的名称，而 master^作为倒数第二个提交的名称。同样，de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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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dev^是 dev 分支上最近的两个提交。
虽然一个分支中的提交是有序的，但是分支本身是以任意顺序排列的。这是因为所有
分支的地位都是平等的，所以没有规则说明一个分支比另一个更重要。
如果同一个提交存在于多个分支中，那么每个分支将有一个加号或星号作为标识。因
此，之前输出中的最后一次提交存在于所有三个分支中：
+*+ [master] Added Bob's fixes.

第一个加号意味着提交在 bug/pr-1 中，星号表示相同的提交在活动分支 dev 中，最后一
个加号表示该提交还在 master 分支中。
当调用时，git show-branch 遍历所有显示的分支上的提交，在它们最近的共同提交处停
止。在这种情况下，git 在找到 3 个分支的共同提交（Added Bob's fixes.）时停了下来，此
时列出了 4 个提交。
在第一个共同提交处停止是默认启发策略，这个行为是合理的。据推测，达到这样一个共
同的点会产生足够的上下文来了解分支之间的相互关系。如果由于某种原因，你想要更多
提交历史记录，使用--more=num 选项，指定你想在共同提交后看到多少个额外的提交。
git show-branch 命令接受一组分支名作为参数，允许你限制这些分支的历史记录显示。
例如，如果名为 bug/pr-2 的新分支在 master 分支的提交处添加，它会如下所示。
$ git branch bug/pr-2 master
$ git show-branch
! [bug/pr-1] Fix Problem Report 1
! [bug/pr-2] Added Bob's fix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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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v] Improve the new development
! [master] Added Bob's fixes.
---* [dev] Improve the new development
* [dev^] Start some new development.
+
[bug/pr-1] Fix Problem Report 1
++*+ [bug/pr-2] Added Bob's fixes.

如果你只想看 bug/pr-1 和 bug/pr-2 分支的提交历史记录，可以使用以下命令。
$ git show-branch bug/pr-1 bug/pr-2

虽然在只有几个分支的时候这样做还可以，但是如果这里有很多这样的分支，那么把
它们都写出来将非常麻烦。幸运的是，Git 同样允许通配符匹配分支名。使用更简单的
bug/*分支通配符名可以得到相同的结果。
$ git show-branch bug/pr-1 bug/pr-2
! [bug/pr-1] Fix Problem Report 1
! [bug/pr-2] Added Bob's fixes.
-+ [bug/pr-1] Fix Problem Report 1
++ [bug/pr-2] Added Bob's fixes.
$ git show-branch bug/*
! [bug/pr-1] Fix Problem Report 1
! [bug/pr-2] Added Bob's fixes.
-+ [bug/pr-1] Fix Problem Report 1
++ [bug/pr-2] Added Bob's fixes.

7.7 检出分支
本章前面提到，工作目录一次只能反映一个分支。要在不同的分支上开始工作，要发出
git checkout 命令。给定一个分支名，git checkout 会使该分支变成新的当前分支。它改变了
工作树文件和目录结构来匹配给定分支的状态。但是，可以看到，Git 有保障措施来使
你避免丢失尚未提交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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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git checkout 可以让你访问版本库的所有状态，从分支的最前端到项目的最开始。
这是因为，你可能还记得在第 6 章中，每次提交会捕获在一个给定时刻版本库完整状
态的快照。

7.7.1 检出分支的一个简单例子
假设你想在上一节的例子中从 dev 分支转移出去，把你的注意力放在解决 bug/pr-1 分
支的相关问题上。让我们来看看工作目录在 git checkout 命令之前和之后的状态。
$ git branch
bug/pr-1
bug/pr-2
* dev
master
$ git checkout bug/pr-1
Switched to branch "bug/pr-1"
$ git branch
* bug/pr-1
bug/pr-2
dev
master

工作树中的文件和目录结构已更新来反映新分支 bug/pr-1 的状态与内容。工作目录中
的文件已经发生变化以符合该分支顶端的状态，但要看到这些变化，必须使用常规的
UNIX 命令，如 ls。
选择一个新的当前分支可能会对工作树文件和目录结构产生巨大影响。当然，改变的
程度取决于当前分支和你想检出的目标分支之间的差异。改变分支的影响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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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工作树中；
•

在当前分支中但不在要被检出的分支中的文件和目录，会从工作树中删除；

•

这两个分支都有的文件会被修改为要被检出的分支的内容。

如果检出看起来像是几乎瞬间发生的，请不要惊讶。新手一个常见的错误是认为检出
没有生效，因为它本应作出巨大变化却瞬间返回了。这是 Git 的一个真正异于许多其他
VCS 的特性。Git 善于在检出的时候确定要改变的文件和目录的最小集合。

7.7.2 有未提交的更改时进行检出
如果不明确请求，Git 会排除本地工作树中数据的删除和修改。工作目录中的未被追踪
的文件和目录始终会置之不管；Git 不会删除或修改它们。但是，如果一个文件的本地
修改不同于新分支上的变更，Git 发出如下错误消息，并拒绝检出目标分支。
$ git branch
bug/pr-1
bug/pr-2
dev
* master
$ git checkout dev
error: Your local changes to the following files would be overwritten by checkout:
NewStuff
Please, commit your changes or stash them before you can switch branches.
Aborting

在这种情况下，一条消息发出警告，某些原因造成 Git 停止了检出请求。什么原因？可
以检查 NewStuff 文件的内容，查看当前工作目录和目标分支 dev。
# 显示 NewStuff 在工作目录中的样子
$ cat NewStuff
Somet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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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mething else
# 显示文件的本地版本有额外的一行
# 没有提交到工作目录的当前分支(master)
$ git diff NewStuff
diff --git a/NewStuff b/NewStuff
index 0f2416e..5e79566 100644
--- a/NewStuff
+++ b/NewStuff
@@ -1 +1,2 @@
Something
+Something else
# 显示该文件在 dev 分支中的样子
$ git show dev:NewStuff
Something
A Change

如果 Git 草率兑现了检出分支 dev 的要求，在工作目录中 NewStuff 文件的本地修改将被
dev 中的版本覆盖。默认情况下，Git 会检测到这种潜在的损失，并防止它发生。
提示
如果你真的不在乎丢失对工作目录的修改并且愿意把它们丢掉，可以通
过使用-f 选项强制 Git 执行检出。

该错误消息可能会建议你在索引中更新文件，然后继续进行检出。然而，这还不够。
使用 git add 更新 NewStuff 的内容到索引中只是将该文件的内容放到索引中，它不会将
它提交给任意分支。Git 还是无法在检出新分支时保存修改，因此再次失败。
$ git add NewStuff
$ git checkout dev
error: Your local changes to the following files would be overwritten by checkout:
NewStuff
Please, commit your changes or stash them before you can switch branches.
Aborting

事实上，它仍然会被覆盖。显然，只将它添加到索引中是不够的。
这时可以发出 git commit 命令来提交修改到当前分支（主分支）
。但是假如你希望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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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于新的 dev 分支上。你似乎被卡住了：你不能在检出前把变更放在 dev 分支上，但
Git 不让你检出，因为变更已经存在。
幸运的是，有办法走出这种两难境地。一种方法是第 11 章介绍的使用 stash。另一种方
法在 7.7.3 节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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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3 合并变更到不同分支
在上一节中，工作目录的当前状态与你想切换到的分支相冲突。我们需要的是一个合
并：工作目录中的改变必须和被检出的文件合并。
如果可能，或者如果使用-m 选项特别要求，Git 通过在你的本地修改和对目标分支之间
进行一次合并操作，尝试将你的本地修改加入到新工作目录中。
$ git checkout -m dev
M
NewStuff
Switched to branch "dev"

在这里，Git 已经修改 NewStuff 文件，并成功检出 dev 分支。
本次合并操作完全发生在工作目录中。它在任何分支上都引入合并提交。这有点类似
cvs update 命令，本地修改与目标分支合并，并留在工作目录中。
然而，在这些情况下，一定要小心。虽然它看起来像合并得很干净并且一切都没问题，
Git 已经简单地修改了文件并留下其中的合并冲突指示。还必须解决存在的冲突：
$ cat NewStuff
Something
<<<<<<< dev:NewStuff
A Change
=======
Something else
>>>>>>> local:NewStuff

请参阅第 9 章，以了解更多有关合并和解决合并冲突的有用技巧。
如果 Git 可以检出一个分支，改变它，并且在没有任何合并冲突的情况下清晰地合并本
地修改，那么检出请求就成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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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你在开发版本库的 master 分支，并对 NewStuff 文件进行了一些修改。然后，你发
现你所做的更改其实应该在另一分支，也许是因为修复了问题报告#1，所以应该提交
到 bug/pr-1 分支。
设置如下。首先在 master 分支上。对某些文件进行更改，这里通过添加文本“Some bug
fix”到 NewStuff 文件表示。
$ git show-branch
! [bug/pr-1] Fix Problem Report 1
! [bug/pr-2] Added Bob's fixes.
! [dev] Started developing NewStuff
* [master] Added Bob's fixes.
---+ [dev] Started developing NewStuff
+ [dev^] Improve the new development
+ [dev~2] Start some new development.
+ [bug/pr-1] Fix Problem Report 1
+++* [bug/pr-2] Added Bob's fixes.
$ echo "Some bug fix" >> NewStuff
$ cat NewStuff
Something
Some bug fix

这时，你会发现这一切工作都应提交到 bug/pr-1 分支而不是 master 分支上。作为参考，
这是 NewStuff 文件在 bug/pr-1 分支中下一步检出之前的样子。
$ git show bug/pr-1:NewStuff
Something

为了将修改放入所需的分支中，只须试图对它进行检出。
$ git checkout bug/pr-1
M
NewStuff
Switched to branch "bug/pr-1"
$ cat NewStuff
Somet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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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me bug fix

在这里，Git 能够正确地合并工作目录和目标分支的变化，并把它们放在新工作目录结
构中。你可能想验证合并是否符合你的预期，可以使用 git diff。
$ git diff
diff --git a/NewStuff b/NewStuff
index 0f2416e..b4d8596 100644
--- a/NewStuff
+++ b/NewStuff
@@ -1 +1,2 @@
Something
+Some bug fix

新添加的一行是正确的。

7.7.4 创建并检出新分支
另一种比较常见的情况，当你想创建一个新的分支并同时切换到它。Git 提供了一个快
捷方式-b new-branch 选项来处理这种情况。
让我们从与前面的例子中相同的设置开始，除了现在你必须开始一个新的分支，而不
是把变更应用到现有分支上。换句话说，你在 master 分支中编辑文件，突然意识到你
希望将所有修改提交到一个名为 bug/pr-3 的全新分支。顺序如下所示。
$ git branch
bug/pr-1
bug/pr-2
dev
* master
$ git checkout -b bug/pr-3
M
NewStuff
Switched to a new branch "bug/pr-3"
$ git show-branch
! [bug/pr-1] Fix Problem Report 1
! [bug/pr-2] Added Bob's fix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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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ug/pr-3] Added Bob's fixes.
! [dev] Started developing NewStuff
! [master] Added Bob's fixes.
----+ [dev] Started developing NewStuff
+ [dev^] Improve the new development
+ [dev~2] Start some new development.
+
[bug/pr-1] Fix Problem Report 1
++*++ [bug/pr-2] Added Bob's fixes.

除非一些问题阻止检出命令完成，命令：
$ git checkout -b new-branch start-point

与两个命令序列是完全等价的。
$ git branch new-branch start-point
$ git checkout new-branch

7.7.5 分离 HEAD 分支
通常情况下，通过直接指出分支名来检出分支的头部是明智的。因此，默认情况下，
git checkout 会改变期望的分支的头部。
然而，可以检出任何提交。在这样的情况下，Git 会自动创建一种匿名分支，称为一个
分离的 HEAD（detached HEAD）
。在下面的情况下，Git 会创建一个分离的 HEAD。
•

检出的提交不是分支的头部。

•

检出一个追踪分支。为了探索最近有什么变更从远程版本库带入到你的版本库中
你可能会这样做。

•

检出标签引用的提交。为了将基于文件标签的版本放在一起发布你可能会这
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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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启动一个 git bisect 的操作，在 6.4.1 节中有描述。

•

使用 git submodule update 命令。

在这些情况下，Git 会告诉你，你已经移动到了一个分离的 HEAD。
# 我手边有 Git 的源代码
$ cd git.git
$ git checkout v1.6.0
Note: moving to "v1.6.0" which isn't a local branch
If you want to create a new branch from this checkout, you may do so
(now or later) by using -b with the checkout command again. Example:
git checkout -b <new_branch_name>
HEAD is now at ea02eef... GIT 1.6.0

如果你发现自己在一个分离的头部，然后你决定在该点用新的提交留住它们，那么你
必须首先创建一个新分支：
$ git checkout -b new_branch

这会给你一个基于分离的 HEAD 所在提交的新的正确分支。然后，你可以继续正常开
发。从本质上讲，命名的分支以前是匿名的。
为了得知你是否在一个分离的 HEAD 上，只须问：
$ git branch
* (no branch)
master

另一方面，如果你在分离的 HEAD 上处理完了，想简单地放弃这种状态，你只须输入
git checkout branch，就可以转换为一个命名的分支。
$ git checkout master
Previous HEAD position was ea02eef... GIT 1.6.0
Checking out files: 100% (608/608), done.
Switched to branch "ma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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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it branch
* master

7.8 删除分支
命令 git branch -d branch 从版本库中删除分支。Git 阻止你删除当前分支。
$ git branch -d bug/pr-3
error: Cannot delete the branch 'bug/pr-3' which you are currently on.

删除当前分支将导致 Git 无法确定工作目录树应该是什么样的。相反，必须始终选择一
个非当前分支。
但是还有另外一个微妙的问题。Git 不会让你删除一个包含不存在于当前分支中的提交
的分支。也就是说，如果分支被删除则开发的提交部分就会丢失，Git 会阻止你意外删
除提交中的开发。
$ git checkout master
Switched to branch "master"
$ git branch -d bug/pr-3
error: The branch 'bug/pr-3' is not an ancestor of your current HEAD.
If you are sure you want to delete it, run 'git branch -D bug/pr-3'.

在 git show-branch 输出中，提交“Added a bug fix for pr-3”只出现在 bug/pr-3 分支中。如
果该分支被删除，就没有其他方式访问该提交了。
通过声明 bug/pr-3 分支不是当前 HEAD 的祖先，Git 告知你 bug/pr-3 分支代表的开发线
没有贡献给当前 master 分支的开发。
Git 不强制要求所有分支在可以删除之前合并到 master 分支。请记住，分支只是简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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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或指向有实际内容的提交的指针。相反，Git 防止你在不合并到当前分支的分支被
删除时，不小心丢失其内容。
如果已删除分支的内容已经存在于另一个分支里，那就可检出该分支，然后要求从上
下文中删除分支。另一种方法是把你要删除分支的内容合并到当前分支（见第 9 章）
中。然后其他分支可以安全删除了。
$ git merge bug/pr-3
Updating 7933438..401b78d
Fast forward
NewStuff | 1 +
1 files changed, 1 insertions(+), 0 deletions(-)
$ git show-branch
! [bug/pr-1] Fix Problem Report 1
! [bug/pr-2] Added Bob's fixes.
! [bug/pr-3] Added a bug fix for pr-3.
! [dev] Started developing NewStuff
* [master] Added a bug fix for pr-3.
----+ * [bug/pr-3] Added a bug fix for pr-3.
+ [dev] Started developing NewStuff
+ [dev^] Improve the new development
+ [dev~2] Start some new development.
+
[bug/pr-1] Fix Problem Report 1
++++* [bug/pr-2] Added Bob's fixes.
$ git branch -d bug/pr-3
Deleted branch bug/pr-3.
$ git show-branch
! [bug/pr-1] Fix Problem Report 1
! [bug/pr-2] Added Bob's fixes.
! [dev] Started developing NewStuff
* [master] Added a bug fix for pr-3.
---* [master] Added a bug fix for pr-3.
+ [dev] Started developing NewStuff
+ [dev^] Improve the new development
+ [dev~2] Start some new development.
+
[bug/pr-1] Fix Problem Report 1
+++* [bug/pr-2] Added Bob's fix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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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正如错误消息提示的，可以通过使用-D 而不是-d 来覆盖 Git 的安全检查。只有
你确定不需要该分支额外的内容时才可以这样做。
Git 不会保持任何形式的关于分支名创建、移动、操纵、合并或删除的历史记录。一旦
某个分支名删除了，它就没了。
然而，该分支上的提交历史记录是一个独立的问题。Git 最终始终会删除那些不再被引
用的提交和不能从某些命名的引用（如分支或标签名）可达的提交。如果你想保留那
些提交，你必须将它们合并到不同的分支，为它们创建一个分支，或用标签指向它们。
否则，如果没有对它们的引用和提交，blob 是不可达的，最终将被 git gc 工具当成垃圾
回收。
提示
意外删除分支或其他引用后，可以使用 git reflog 命令恢复它。其他命
令（如 git fsck 和配置选项[如 gc.reflogExpire 和 gc.pruneExpire]）同样
可以帮助恢复丢失的提交、文件和分支的头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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