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Chapter 1

Linux 系统管理入门

1.1

系统安装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世界上有大概 300 多种 Linux 发行版，选择什么样的 Linux 发行

版成为安装前的第一个问题。在众多发行版中，RedHat 作为一个成熟的商用发行版，不仅
经过了多年的市场考验，也有成熟的认证体系，最重要的是有活跃的读者社区，所以对于
初学者而言，RedHat 无疑是最好的选择。不过，因其“商用”背景，在使用 RedHat 时会
有一些细节上的限制。近年来，另一个 Linux 的重要发行版 CentOS 的发展极为迅速，这个
发行版的版本发布和 RedHat 保持一致，在使用上几乎完全相同，在本书动笔之时 CentOS
最新的版本已经是 7，但是由于 CentOS 5/6 目前使用者众多，所以本书将以 CentOS 6.6 作
为演示，读者可以使用虚拟机进行学习和测试。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本章将开门见山、直奔主题，下面会使用过程截图为大家
演示 Linux 系统的具体安装步骤。

1.1.1

安装 CentOS

安装 CentOS 首先需要获得发行版的安装介质，可以通过 www.centos.org 下载（如图
1-1 所示），为了获取最快的下载速度，读者可以选择离自己比较近的镜像站点。
下载完成后，如果需要在物理机上安装，则需要将该镜像烧制成可启动的 CD，并设置
计算机的启动设备为 CD。如果是使用虚拟机安装，也需要进行相关的设置。这里笔者将使
用 VMware Workstation 进行演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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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下载 CentOS

打开 VMware Workstation 软件并选择“创建新的虚拟机”
（如图 1-2 所示）。

图 1-2

创建新的虚拟机

在随后出现的“新建虚拟机向导”中，入门安装推荐选择“典型”
（如图 1-3 所示）。
在“安装客户机操作系统”页面，选择“稍后安装操作系统”
（如图 1-4 所示）。
在“选择客户机操作系统”页面中（如图 1-5 所示），选择“ Linux ”并在版本中选择
“ CentOS 64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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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图 1-4

使用“典型”方式创建虚拟机

选择“稍后安装操作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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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

选择操作系统的种类

在“命名虚拟机”页面中（如图 1-6 所示），给虚拟机起一个名字，并选择存储路径。
读者不必拘泥于本书介绍，根据自身实际情况设置即可。

图 1-6

选择虚拟机存储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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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指定磁盘容量”页面中（如图 1-7 所示），读者可以自行调整虚拟机磁盘的大小。
作为初学或大多数轻量级使用而言，20GB 的默认磁盘空间已经完全足够。

图 1-7

设置虚拟机磁盘大小

在“已准备好创建虚拟机”页面中（如图 1-8 所示），点选“自定义硬件”。并在随后弹
出的“硬件”页面中（如图 1-9 所示），左侧点选“新 CD/DVD ”，并在右侧指定之前下载到
的 ISO 镜像文件的具体路径（读者请根据自身实际情况设置）随后点选“关闭”完成最终设
置，最后在 VMware Workstation 的起始页面启动这台虚拟机进入安装过程。
在“硬件”页面中，选择光驱并选择 CentOS 的安装镜像。
机器启动后，便进入了安装过程（如图 1-10 所示），启动后选择第一项或是第二项均
可，区别主要在于第二项将会安装基本的显卡驱动。选择后，回车确认。机器将首先载入
一个安装系统的微型系统（anaconda），然后会尝试检查安装介质是否存在问题影响实际安
装，当然如果读者下载到 ISO 后确认完整无误，这一步可以省略（如图 1-11 所示）。
剩下的安装步骤，请读者参阅图 1-12～图 1-24 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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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8

选择“自定义硬件”

图 1-9

指定 ISO 镜像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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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0

图 1-11

安装启动

检测磁盘介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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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2

点击“ Next ”继续安装

图 1-13

设置安装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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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4

图 1-15

设置键盘

设置存储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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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6

确认删除磁盘数据

图 1-17

设置主机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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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8

设置时区

图 1-19

设置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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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0

使用所有磁盘空间安装系统

图 1-21

确认分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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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2

图 1-23

安装类型

安装正式进行

Linux 系统管理入门

13

14

大规模Linux集群架构最佳实践

图 1-24

1.1.2

完成安装

首次启动 CentOS

在完成安装并重启系统后，需要进行首次启动设置，包括许可信息、创建用户、设置
时间日期、Kdump 设置。设置完毕后，将载入登录页面。这一系列的过程可参照图 1-25 至
图 1-30 进行。
注
意

1.1.3

创建用户这一页，读者可以暂时略过，直接点击“ Forward ”即可，本书中所有操
作将使用超级用户 root 来演示。

更多设置

从 CentOS 6 开始，系统在完成安装后，首次启动设置时将不会提供关闭防火墙、关闭
SELinux 的页面（SELinux 是一套安全控制系统，如果不关闭会对后期操作造成一些不便，
所以这里建议关闭）等功能。读者可以在读完下一节后进行此处的操作。
图 1-31 和图 1-32 演示了如何通过图形页面配置系统防火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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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5

首次启动欢迎页面

图 1-26

许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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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7

图 1-28

创建用户

时间日期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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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9

关闭 kdump 设置

图 1-30

桌面载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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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1

图 1-32

打开 Firewall 配置项

点击“ Disable ”并“ Appl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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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闭防火墙后，再关闭 SELinux。可以在终端中使用命令“ setenforce 0”立即关闭
SELinux（立即生效），这种方式的缺陷是系统重启后，SELinux 会再次启动，为了彻底关闭
SELinux，还需要通过编辑 SELinux 的配置文件（打开文字编辑器的方式参照图 1-33，文件
具体路径参照图 1-34，即：File System → etc 目录→ selinux 目录下的 config 文件），图 1-33
到图 1-35 演示了如何彻底关闭 SELinux。

图 1-33

图 1-34

打开文字编辑器

编辑 SELinux 配置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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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5

1.2

将 enforcing 改为 disabled

系统登录
如上节所示，系统安装完成并进行了首次启动设置后，就已经准备就绪了。我们所要

做的就是了解如何登录系统。从物理上是否接触这台主机这个角度而言，系统登录分为本
地登录和远程登录两种。

1.2.1

本地登录

如果读者使用虚拟环境进行安装，在虚拟机中的登录行为就可以认为是一个本地登录。
图 1-36 和图 1-37 演示了这种登录行为。
更普遍的是，如果可以直接接触到这台主机，通过直连在主机上的键盘输入用户名和
密码进行登录的行为，都称为本地登录。本地登录在真实运维环境中并不多见，因为主机
往往是远程托管在 IDC 机房中，更多情况下需要通过远程登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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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6

图 1-37

本地登录输入用户名

本地登录输入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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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远程登录

远程登录又称网络登录，自然需要事先知道主机的 IP 地址。如果是 DHCP 环境，只
能通过本地登录查看主机的 IP 地址，因为 DHCP 动态给主机分配 IP 地址。读者可以通过
Terminal 使用 ifcomfig 命令查看当前主机的 IP，如图 1-38 和图 1-39 所示。在实际运用中，
更多的是给服务器配置一个固定的 IP 地址。本例中，主机得到的 IP 为 192.168.15.128。

图 1-38

打开系统终端

得 到 主 机 IP 后， 要 想 远 程 连 接 需 要 使 用 客 户 端 软 件。 常 见 的 客 户 端 软 件 有 putty、
SecureCRT 等，其中 SecureCRT 是一个比较强大的商用软件，有 30 天的试用期限；putty
是一个小巧的免费客户端软件，读者可以轻易地从网络上搜索下载，并根据自己的喜好选
择试用。
这里给读者演示如何试用 putty 远程连接主机。下载并打开 putty 后，输入想要连接
的主机 IP，然后点击“ Open ”即可，在随后弹出的页面中，选择“是”，接着输入用户名
root 和正确的密码（输入在安装过程中的密码），回车便可远程登录到主机了（如图 1-40 至
图 1-4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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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9

使用 ifconfig 命令查看 IP

图 1-40

使用 putty 登录主机

Linux 系统管理入门

23

24

大规模Linux集群架构最佳实践

图 1-41

图 1-42

1.3

确认接受指纹信息

输入正确的用户名密码登录系统

用户管理

1.3.1

用户和用户组的概念

Linux 是 一 个 多 用 户 系 统， 要 使 用 系 统 资 源 就 必 须 在 系 统 内 拥 有 合 法 的 用 户 账 号，
Linux 系统可以存在多个用户，但是需要使用唯一的用户名来区分不同的用户，同时所有非
系统用户都需要设置密码才可以登录到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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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人类不同，Linux 系统只能使用数字来记录用户。在实现上，Linux 系统采用一个 32
位的整数来记录用户，这意味着在一套 Linux 系统中最多可以记录 40 亿个不同的用户。这
个用来区分不同用户的数字被称为 user id，简称 UID。
在 Linux 系统中，有三类用户，分别是系统用户、普通用户和根用户。普通用户是
Linux 的真实用户，这类用户可以通过用户名和密码登录到系统中，通常普通用户的 UID
大于 500 ；系统用户是系统运行时的一些特殊用户，这类用户往往不能登录到系统中，但
是一些进程需要使用这类用户运行，比如系统中的 httpd 进程就是使用用户 apache 运行的；
根用户又叫 root，它的 UID 为 0，也是系统中的超级用户，拥有至高无上的权限。
除了用户之外，Linux 系统中还存在用户组，而用户组也是用数字来区分的，即 Group
ID，简称为 GID。
UID 和 GID 之间存在某些关系。比如 CentOS 系统在创建用户时，系统会在创建这个
用户的同时，创建一个同名的用户组。而在内部，系统在分配给该用户一个 UID 的同时会
创建一个用户组（这个用户组也会得到一个唯一的 GID），并且默认情况下 UID 的值等于
GID，创建出来的这个用户默认属于这个用户组。用户组除了在创建用户时被创建，也可以
独立创建出来。
上面的解释似乎有点晦涩，这里举个例子：在学校里，每个学生都会被分配到一个学
号，这个学号一定是唯一的，所以才能区分不同的学生，我们可以拿学号类比一个 UID ；
同时，每个学生都可以自己创建自己的兴趣小组，这个兴趣小组的编号类比于系统中的
GID，为了保证唯一，创建的这个兴趣小组的编号的数值可以简单地等于 UID，这样可以
保证 GID 也是唯一的。当然，默认情况下，一开始每个兴趣小组的成员都只有一个。当某
个学生对其他某个兴趣小组感兴趣时，他可以随时加入其他的小组，这时该学生就属于两
个组了，而他加入其他小组的个数越多，他从属于的组就越多，Linux 中也是一样，一个用
户在创建后，至少属于一个组，而且后期随时可以加入、退出不同的组。

1.3.2

新增和删除用户

在 CentOS 中新增和删除用户可以分别使用 useradd 和 userdel 命令完成。比如现在想
要添加一个用户名为 john 的用户：
[root@localhost ~]# useradd john

需要注意的是，如果仅使用 useradd 添加用户，该用户并不能登录到系统，必须给该用
户设置密码后才可以。同时请记住，新增一个用户的操作，也就默认新增了一个同名的用
户组（在这里意味着同时新增了一个名为 john 的用户组）。
[root@localhost ~]# passwd john
Changing password for user john.
New password:
Retype new passw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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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sswd: all authentication tokens updated successfully.

删除用户：
[root@localhost ~]# userdel john

在一个账号使用一段时间后，该用户往往会在个人家目录中留下不少个人文件，使用
上面的命令删除用户，这些文件还会得以保留。如果确认该用户的文件需要在删除用户时
也一并彻底删除，可使用以下命令完成：
[root@localhost ~]# userdel -r john

1.3.3

新增和删除用户组

也可以使用 groupadd/groupdel 单独创建 / 删除用户组。示例如下：
[root@localhost ~]# groupadd group1
[root@localhost ~]# groupdel group1

1.3.4

用户切换

很多情况下需要切换用户，比如原先使用了一个普通用户登录系统，后来由于权限问
题需要切换为 root 执行相关命令。或是需要从普通用户 1 切换为普通用户 2，或是从 root
切换为普通用户等。切换用户的命令为 su。
root 由于拥有至高无上的权限，所以，root 用户可以随时切换为任意的用户，比如下
面的例子中，root 用户切换为 john，注意用户切换成功后，命令提示行中的用户变为用户
john 了：
[root@localhost ~]# su - john
[john@localhost ~]$

但是，从普通用户切换至 root，是必须要知道 root 的密码的，下面的例子中第一次故
意输入了一个错误的密码，系统会拒绝这次用户切换；第二次输入正确的密码后，就可以
正确切换为 root 了。
[john@localhost ~]$ su - root
Password:
su: incorrect password
[john@localhost ~]$
[john@localhost ~]$ su - root
Password:
[root@localhost ~]#

最后，从一个普通用户切换为另一个普通用户的操作，也需要知道被切换的用户的密
码，原因应该很好理解。当然，这里也存在一个很明显的问题：用户 1 切换为用户 2 的前
提是用户 1 必须知道用户 2 的密码，这似乎给密码安全带来了一些问题。那么有没有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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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呢？答案是肯定的。感兴趣的读者可以搜索查看一下 sudo 命令。

1.4

文件系统

1.4.1

什么是文件系统

简单来说，文件系统是用来管理和组织文件的“方法”。Linux 支持多种不同的文件系
统，常见的包括 ext2、ext3、ext4、zfs、iso9600、msdos、ntfs、vfat、smbfs 等，当然还可
以通过加载模块的方式来支持更多的文件系统。虽然文件系统多种多样，但大部分 Linux
下的文件系统都有类似的结构，包括超级块、inode、数据块、目录块等。其中，超级块包
括文件系统的总体信息，是文件系统的核心，所以磁盘中会有多个超级块，这样即使某一
些超级块损坏了，文件系统依然可以使用。inode 存储所有与文件有关的数据，比如文件的
权限和文件所指向的数据块等，也就是不包括文件真实内容和文件名。数据块是真实存储
数据的部分，一个数据块默认的大小为 4KB。目录块包括文件名和文件在目录中的位置，
以及 inode 的信息。

1.4.2

常见的文件系统

1. ext2 文件系统
Linux 最早引入的文件系统类型是 minix，由于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比如文件名最
长仅支持 14 个字符，文件最大为 64MB 等因素，后来被 ext2（The Second Extended File
System）文件系统所取代，该系统有着极好的存储性能，所以曾一度成为 Linux 中的标准文
件系统。和很多文件系统一样，ext2 文件系统也是采取将文件数据存放到数据块中的方式
来存储数据的，这些数据块的大小可以在创建文件系统的时候指定，对于存放的每个文件
和目录，都会有一个 inode 指定，文件系统中所有的 inode 都是使用 inode 表来进行记录的，
一定数量的块就会组成一个块组。在 ext2 文件系统中，整个分区的文件系统信息都被存放
在超级块中，考虑到超级块的重要性，在每个块组的开头中都有相同的备份。
但是 ext2 文件系统的弱点也是很明显的，它不支持日志功能，这很容易造成在一些极
端场景中丢失数据，这个天然的弱点导致 ext2 文件系统无法在关键应用中使用，目前已经
很少有企业使用 ext2 文件系统了。
2. ext3 文件系统
为了弥补 ext2 文件系统的不足，有日志功能的 ext3 文件系统应运而生了。它直接从
ext2 文件系统发展而来，所以完全兼容 ext2 文件系统，而且支持非常简单地从 ext2 转换为
ext3（只需要两条命令），这种特性让也更多的老用户转而使用 ext3 文件系统。
那么为什么需要日志文件系统呢？因为日志文件系统使用了“两阶段提交”的方式来
维护待处理的事物。例如在写入数据之前，文件系统会先在日志中写入，然后再开始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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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写数据，写完数据后则会将之前写入日志中的内容删除。这样一来，如果遇到问题需要
检查文件系统或对 ext3 文件系统进行修复时，只需要检查日志即可。而 ext2 修复文件系统
时，需要遍历整个文件系统来检查文件的一致性信息，因此 ext3 节省了大量修复文件系统
所需的时间。不过，由于增加了日志功能，在存取数据时 ext3 文件系统看起来要比 ext2 多
一次写入操作，但是 ext3 对写操作做了优化，所以其性能并不比 ext2 低。
3. ext4 文件系统
ext4 文件系统从 2.6.19 内核开始引入，从 CentOS 6 开始，ext4 也已经成为默认的文
件系统。和 ext2 到 ext3 的升级一样，从 ext3 到 ext4 也是可以在线迁移的，和 ext3 相比，
ext4 支持 1EB 的文件系统，以及 16TB 的文件，同时支持无数量限制的子目录。

1.4.3

磁盘分区和创建文件系统

磁盘使用前需对其进行分割，这种动作被形象地称为分区。磁盘的分区分为两类，即
主分区和扩展分区。受限制于磁盘的分区表大小（MBR 大小为 512 字节，其中分区表占 64
字节），一块磁盘最多只能创建 4 个主分区，为了能支持更多分区，可以使用扩展分区（扩
展分区中可以划分更多逻辑分区），但是即便这样，分区还是要受主分区 + 扩展分区最多不
能超过 4 个的限制。磁盘在完成分区后，需要进行创建文件系统的操作，最后将该分区挂
载到系统中的某个挂载点才可以使用。
下面继续使用 VMware 虚拟机演示 fdisk 的使用，首先会在虚拟机设置中添加一块磁
盘，方式如图 1-43 至图 1-48 所示，完成后启动虚拟机。

图 1-43

选择“添加”，为虚拟机增加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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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硬盘”

选择“创建一个新的虚拟磁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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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6

图 1-47

选择“ SCSI ”

选择“单个文件存储虚拟磁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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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名磁盘后完成

重新启动虚拟机后，使用 fdisk -l 查看一下发现，有一个 /dev/sdb 设备，这就是新添
加的磁盘在操作系统中对应的设备文件。大小是 1073MB（笔者在创建磁盘时给的大小是
1GB，由于操作系统之间计算容量的差别，所以存在一部分误差），一共有 130 个柱面，而
且没有分区（提示 Disk /dev/sdb doesn't contain a valid partition table），如图 1-49 所示。

图 1-49

查看新的磁盘设备

下面开始对 /dev/sdb 进行分区操作，首先输入 fdisk /dev/sdb，然后输入字母 n，这个
字母代表 new，也就是新建分区；然后系统会提示是创建扩展分区（extended）还是主分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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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mary partition），这里选择 p ；在 partition number 中输入数字 1，代表这是第一个分区；
下面要输入第一个柱面开始的位置，该处输入 1 ；再要输入最后一个柱面的位置，这里输入
130 表示将所有的空间划给这个分区；最后输入字母 w，代表将刚刚创建的分区写入分区
表。这样就完成了第一步分区操作，所有操作步骤见图 1-50。

图 1-50

分区方法

分区完成后，再使用 fdisk -l 查看，对比图 1-51，发现不同了吗？是的，这里显示出一
个设备，叫做 /dev/sdb1，这就是下一步需要创建文件系统的设备。

图 1-51

确认磁盘分区成功

要在刚刚创建的分区中格式化文件系统，这里使用 ext3 文件系统作为演示，可以使用
命令“ mkfs -t ext3 /dev/sdb1”来完成，或是简单地将此命令写成“ mkfs.ext3 /dev/sdb1”，
这两个命令是一样的，如图 1-52 所示。
成功创建文件系统后才可以将磁盘挂载到挂载点，假设这里需要将 /dev/sdb1 挂载到 /
mnt，可以使用以下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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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文件系统

[root@localhost ~]# mount /dev/sdb1 /mnt

1.5

文件管理

1.5.1

文件和目录简介

Linux 使用树状的目录结构组织文件，简单来说就是在一个目录中放置子目录和文件，
子目录中可以继续放置子目录和文件，以此类推，形似一棵树的分支（如图 1-53 所示）。
Linux 的这种文件结构的起始点为“根目录”，就是“ / ”，是一切文件的起点。FHS（文件
系统层次标准）定义了在根目录下的主要目录和每个目录内应该放置的文件。
请注意在 Linux 中，“文件”是一种很宽泛的概念，一切皆文件。所以不管是目录还是
设备，都是一种文件，或者说，只要是在系统中可以看到的都是文件。

图 1-53

查看根目录中的文件

34

大规模Linux集群架构最佳实践

对于系统中任何具体的文件来说，都一定可以通过绝对路径找到。比如系统引导文件
grub.conf。
[root@localhost ~]# ls /boot/grub/grub.conf
/boot/grub/grub.conf

但是假设现在所在的目录是 /boot，那么该文件就可以使用相对路径找到。
[root@localhost ~]# cd /boot
[root@localhost boot]# ls ./grub/grub.conf
./grub/grub.conf

这里的点（.）代表当前目录，很多时候可以省略。
[root@localhost boot]# ls grub/grub.conf
grub/grub.conf

想要回到当前目录的上层目录，使用两个点（..），代表上层目录，也是一个相对路径的
写法。
[root@localhost boot]# cd ..
[root@localhost /]#

1.5.2

文件和目录权限

使用 ls 命令，结合“ -l ”参数查看文件的权限，结合“ -ld ”参数查看目录的权限，查
看 /root 目录以及查看 /root 目录下文件的权限如下：
[root@localhost ~]# ls -l
total 20
-rw-------. 1 root root 1122 Jul
-rw-r--r--. 1 root root 9562 Jul
-rw-r--r--. 1 root root 3161 Jul
[root@localhost ~]# ll -d /root
dr-xr-x---. 2 root root 4096 Jul

6 04:57 anaconda-ks.cfg
6 04:57 install.log
6 04:56 install.log.syslog
6 05:00 /root

正如上述示例所示，ls -l 格式化地输出了文件的详细信息，每个文件都有 7 列输出。
第一列是文件类别和权限，这列由 10 个字符组成，第一个字符表明该文件的类型。表 1-1
列出了第一个字符可能的值和对应代表的含义。接下来的属性中，每 3 个字符为一组，第
2～4 个字符代表该文件所有者（user）的权限，第 5～7 个字符代表给文件所有组（group）
的权限，第 8～10 个字符代表其他用户（others）拥有的权限。每组都是“ rwx ”的组合，
如果拥有读权限，则该组的第一个字符显示 r，否则显示一个小横线；如果拥有写权限，则
该组的第二个字符显示 w，否则显示一个小横线；如果拥有执行权限，则第三个字符显示
x，否则显示一个小横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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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权限首字符含义

第一个字符可能的值

含

义

d

目录

-

普通文件

l

链接文件

b

块文件

c

字符文件

s

socket 文件

文件查找

操作系统中有成千上万的文件散落在文件系统的各个角落中，还有不同用户创建的各
种文件，随着系统的运行，文件数会越来越多，要想记住所有文件的位置是不可能的，但
我们可以通过一些查找命令来进行。最常用的命令有 find 和 locate。
其中 find 命令的使用格式为：
find PATH -name FILENAME

假设需要在系统中找到一个名为 httpd.conf 的文件，可以这么写：
[root@localhost ~]# find / -name httpd.conf

这条命令的意思是，从根目录开始寻找名字为 httpd.conf 的文件。由于是从根开始，
find 命令会遍历 / 下的所有文件，然后打印出找到的结果。如果读者有经验，大概知道这
个文件可能存在于 /etc 下，因为看起来这是一个配置文件，这时便可以优化一下查找语句，
这样耗时会更少，命令如下所示：
[root@localhost ~]# find /etc -name httpd.conf

可以使用星号通配符来模糊匹配要查找的文件名，比如想找出系统中所有以 .conf 结尾
的文件，或是以 httpd 开头的文件：
[root@localhost ~]# find / -name *.conf
[root@localhost ~]# find / -name httpd*

和 find 不同，locate 命令依赖于一个数据库文件，Linux 系统默认每天会检索一下系统
中的所有文件，然后将检索到的文件记录到数据库中，在运行 locate 命令的时候可直接到
数据库中查找记录并打印到屏幕，所以使用 locate 命令要比 find 命令的反馈更为迅速。在
执行这个命令之前，一般需要执行 updatedb 命令（非必须，因为系统每天会自动检索并更
新数据库信息，但是有时候因为文件发生了变化而系统还没有再更新，所以需要主动运行
该命令，以创建最新的文件列表数据库），及时更新数据库记录，下面是使用 locate 命令查
找 httpd.conf 文件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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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ot@localhost ~]# updatedb
[root@localhost ~]# locate httpd.conf
/etc/httpd/conf/httpd.conf

locate 命令依赖于其用于记录文件的数据库，该数据库的更新需要使用 updatedb。当
然，系统每天也会自动运行一次，必要的时候可主动地手动更新。
对一些二进制的命令文件，可以通过 which 命令找到。which 用于从系统的 PATH 变
量所定义的目录中查找可执行文件的绝对路径。例如想查找 passwd 命令在系统中的绝对路
径，可使用如下方法：
[root@localhost ~]# which passwd
/usr/bin/passwd

1.5.4

文件压缩和打包

gzip/gunzip 是用来压缩和解压单个文件的工具，使用方法比较简单，例如在 /root 目录
下压缩 install.log 文件，压缩后产生的文件是 install.log.gz 文件，然后再使用 gunzip 文件将
其解压缩：
[root@localhost ~]# gzip install.log
[root@localhost ~]# ls install.log.gz
install.log.gz
[root@localhost ~]# gunzip install.log.gz

tar 不但可以打包文件，还可以将整个目录中的全部文件整合成一个包，整合包的同时
还能使用 gzip 的功能进行压缩，例如把整个 /boot 目录整合并压缩成一个文件。一般来说，
对于整合后的包，业内习惯使用 .tar 作为其后缀名，使用 gzip 压缩后的文件则使用 .gz 作
为其后缀名。因为 tar 有同时整合和压缩的功能，所以可使用 .tar.gz 作为后缀名，或者简写
为 .tgz，下面的命令将 /boot 目录整合压缩成了 boot.tgz 文件：
[root@localhost ~]# tar -zcvf boot.tgz /boot

这里 -z 的含义是使用 gzip 压缩，-c 是创建压缩文件（create），-v 是显示当前被压缩的
文件，-f 是指使用文件名，也就是这里的 boot.tgz 文件。解压命令如下：
tar -zxvf boot.tgz

上面的命令会直接将 boot.tgz 在当前目录中解压成 boot 目录，-z 是解压的意思。如需
指定压缩后目录存放的位置，需要再使用 -C 参数，比如说将 boot 目录解压到 /tmp 目录中：
tar -zxvf boot.tgz -C /tmp

使用 bzip2 压缩文件时，默认会产生以 .bz2 扩展名结尾的文件，这里使用 -z 参数进行
压缩，使用 -d 参数进行解压缩：
[root@localhost ~]# bzip2 install.log
[root@localhost ~]# ls -l install.log.bz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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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w-r--r-- 1 root root 3588 Dec 10 03:08 install.log.bz2
[root@localhost ~]# bzip2 -d install.log.bz2

1.6

网络管理
网络才能让 Linux 发挥最大的功能，所以了解 Linux 的网络配置也是必备技能，这就

需要记住一些常见的配置命令和相关的配置文件。

1.6.1

网络配置管理

使用 ifconfig 命令可以看到当前系统所有活动网卡的状态（如图 1-54 所示）。其中 eth0
表示的是一块网卡，如果有多个网卡，系统会自动往后标注 eth1、eth2，以此类推。

图 1-54

查看活动网卡

前面的安装过程中，并没有对网络进行过任何配置，所以现在主机得到的 IP 是采用了
默认的 DHCP 协议得到的，读者使用这个命令看到的 IP 和图 1-54 所示的可能不一致。也
可以使用 ifconfig 给主机主动配置 IP 地址：
[root@localhost ~]# ifconfig eth0 192.168.10.130 netmask 255.255.255.0
#该命令可以简写为：
#[root@localhost ~]# ifconfig eth0 192.168.10.130/24

ifconfig 命令是及时生效的，所以如果是通过远程连接的主机，现在要做 IP 的修改，
一旦回车当前的连接就中断了，需要重新登录到新的 IP 才行。而且这个命令并不会帮助用
户把 IP 记录到任何配置文件中，也就是说，一旦主机重启，主机依然会从 DHCP 配置 IP，
所以如果想使用一个固定的 IP，则需要手动将该 IP 写到配置文件中。
CentOS 的网络配置相关文件集中存放在 /etc/sysconfig/network-scripts 目录中，而 eth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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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配置文件就是该目录下的 ifcfg-eth0，如果要将该主机的 IP 固定配置为 192.168.10.130，
则可以按照如下配置：
DEVICE=eth0
BOOTPROTO=static
ONBOOT=yes
IPADDR=192.168.10.130
NETMASK=255.255.255.0

1.6.2

Linux 防火墙

iptables 是 Linux 下功能强大的防火墙工具，由于它集成于 Linux 内核，所以效率极
高。该工具在系统安装的过程中会默认安装。iptables 按照对数据包的操作分为 4 个表，这
4 个表分别是 filter 表（用于一般的过滤）、nat 表（地址或端口映射）、mangle 表（对特定数
据包的修改）、raw 表，其中最常用的是 filter 表；按照不同的 Hook 点来分则可分为 5 个链，
分别是 PREROUTING 链（数据包进入路由决策之前）、INPUT（路由决策为本机的数据包）、
FORWARD（路由决策不是本机的数据包）、OUTPUT（由本机产生的向外发送的数据包）、
POSTROUTING（发送给网卡之前的数据包），最常用的有 INPUT、OUTPUT 链。
防火墙的工作策略一般包含两种方式：第一种是仅接受允许的数据，这种策略一般是
设置防火墙的默认策略为拒绝所有，然后有针对性地放开特定的访问；第二种是只防止不
允许的数据，这种策略一般是设置防火墙的默认策略为允许所有，只拒绝已知的非法访问
数据。从安全效果而言，前一种防火墙策略表现更为优秀，所以这里使用第一种策略来开
发防火墙脚本。
首先在使用 iptables 之前敲入以下两条命令：
iptables -F
iptables -X

#清空所有规则
#删除所有自定义的链

下面开始建立 iptables 防火墙规则。笔者采取的规则是：默认所有的数据都丢弃，仅
接受已知的数据包，所以要有针对地打开需要的端口，下面两条命令定义默认全部丢弃数
据包。
iptables -P INPUT DROP
iptables -P OUTPUT DROP
#-P参数的意思是policy，即策略。
#第一句的意思是：
#输入(INPUT)的数据包默认的策略(-P)是丢弃(DROP)的
#第二句的意思是：
#输出(OUTPUT)的数据包默认的策略(-P)是丢弃(DROP)的

进行到这一步它已经是一个有用的防火墙了，只不过没有什么意义—因为这和拔掉
网线的概念没有什么不同，而且比没有防火墙更糟糕的是本地数据包都无法通信了。所以，
这种类型的防火墙需要一些基本策略来保证一些基本功能可用，所以下面的一些规则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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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的：
iptables -A INPUT -p icmp --icmp-type any -j ACCEPT
#允许icmp包进入。如果确认不需要icmp通信，此条可以不写
iptables -A OUTPUT -p icmp --icmp any -j ACCEPT
#允许icmp包出去
iptables -A INPUT -s localhost -d localhost -j ACCEPT
#允许本地数据包出
iptables -A OUTPUT -s localhost -d localhost -j ACCEPT
#允许本地数据包入
iptables -A INPUT -m state --state ESTABLISHED,RELATED -j ACCEPT
#允许已经建立和相关的数据包进入
iptables -A OUTPUT -m state --state ESTABLISHED,RELATED -j ACCEPT
#允许已经建立和相关的数据包出去

现在需要考虑一些特定策略了，这和用户服务器的应用类型密切相关。如果是一台
Web 服务器的话，典型的需要是能访问 80 端口，但是就目前的策略而言是无法访问的，所
以需要允许 80 端口的访问。命令如下：
iptables -A INPUT -p tcp --dport 80 -j ACCEPT

如果读者认为这样就大功告成的话那就错了，不信可以尝试访问一下，会发现依然打
开不了 Web 服务器的主页（假设已设置好 Apache 服务，并应用了以上的防火墙规则）。为
什么呢？考虑一下计算机是怎么工作的。假设用户电脑是 A，服务器是 B，从 A 发送了一
个目的地址为 B、目的端口是 80 的数据包。服务器 B 收到这个数据包时发现该数据包匹配
INPUT 链规则，所以这个包可以正常的进入服务器 B ；然后服务器 B 在给 A 汇包时，回包
会进入本地的 OUTPUT 链—但是 OUTPUT 链默认是 DROP 所有包的，而且没有定义相
关允许策略，回包无法出去，于是造成了整个访问的过程不完整，所以就需要下面的命令：
iptables -A OUTPUT -m state --state ESTABLISHED,RELATED -j ACCEPT

现在再试试访问 Web 服务器，一定是成功的。这条命令中使用了状态跟踪模块，意思
是对已经建立完整的连接的，以及为了维持该连接需要打开的其他连接所产生的相关连接
的所有数据，都可以通过防火墙的 OUTPUT 链。但是如果需要允许该服务器访问其他的
Web 服务器，该怎么办呢？只要打开让数据出去的 80 端口就可以了，这需要两条命令，如
下所示：
iptables -A OUTPUT -p tcp -m state --state NEW --dport 80 -j ACCEPT
iptables -A INPUT -m state --state ESTABLISHED,RELATED -j ACCEPT

如果此时尝试使用服务器访问某个域名，比如 www.baidu.com，会发现其实还是不能
访问到页面，难道是上面的规则不对么？考虑一下使用域名访问网站需要经历什么过程。
对了，域名解析。因为服务器访问该域名之前需要先解析出它的 IP 地址，所以防火墙必须
允许域名解析的数据包出去，使用如下的命令就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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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tables -A OUTPUT -p udp --dport 53 -j ACCEPT

到了举一反三的时候了，如果要访问 https（默认目标端口为 443）的站点，应该打开
什么端口呢？这里请读者自己思考尝试。下面还列举了一些常见的需要打开的端口，读者
可以参考设置。
#由于管理需要ssh到这台服务器，则需要打开22号端口
iptables -A IPUT -p tcp -dport 22 -j ACCEPT
#如果只允许一个固定的ip能ssh到该服务器的话，上面的语句需要改为
iptables -A INPUT -p tcp --dport 22 -s 192.168.1.10 -j ACCEPT
#可能还需要从该服务器ssh到别的服务器
iptables -A OUTPUT -p tcp --dport 22 -j ACCEPT

到这里一个简单的 iptables 防火墙就可以使用了，读者可以领悟一下该脚本开发过程中
的各个关键点，最重要的是需要了解服务器可以正常工作时对防火墙策略的需求，以及相
应的对端口放开 INPUT 和 OUTPUT 链上的策略。最后将整个过程脚本化，如下所示：
#!/bin/bash
#DEFINE VARIABLES
HTTP_PORT=80
SECURE_HTTP_PORT=443
SSH_PORT=22
DNS_PORT=53
ALLOWED_IP=192.168.1.10
IPTABLES=/sbin/iptables
#FLUSH IPTABLES
$IPTABLES -F
$IPTABLES -X
#DEFINE DEFAULT ACTION
$IPTABLES -P INPUT DROP
$IPTABLES -P OUTPUT DROP
#DEFINE INPUT CHAINS
$IPTABLES -A INPUT -p icmp --icmp-type any -j ACCEPT
$IPTABLES -A INPUT -s localhost -d localhost -j ACCEPT
$IPTABLES -A INPUT -m state --state ESTABLISHED,RELATED -j ACCEPT
$IPTABLES -A INPUT -p tcp --dport $SSH_PORT -j ACCEPT
#DEFINE OUTPUT CHAINS
$IPTABLES -A OUTPUT -p icmp --icmp any -j ACCEPT
$IPTABLES -A OUTPUT -s localhost -d localhost -j ACCEPT
$IPTABLES -A OUTPUT -m state --state ESTABLISHED,RELATED -j ACCEPT
$IPTABLES -A OUTPUT -p tcp -m state --state NEW --dport $HTTP_PORT
$IPTABLES -A OUTPUT -p tcp --dport $SECURE_HTTP_PORT -j ACCEPT
$IPTABLES -A OUTPUT -p udp --dport $DNS_PORT -j ACCEPT
$IPTABLES -A OUTPUT -p tcp --dport $SSH_PORT -j ACCEPT

1.6.3

-j ACCEPT

网络连通性诊断

网络是一切系统赖以正常工作的基础设施，所以保证主机的网络连通性是一切工作得
以开展的前提。由于网络协议和设备所具有的复杂性，很多故障解决起来是有难度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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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需要有相应的知识结构，有时候还需要有丰富的网络经验。但是从大多数情况看，网络
故障主要分为硬件故障、软件故障和网络没有被正确的配置这三种原因。硬件故障又主要
分为网卡物理损坏、链路故障等，其中网卡物理损坏主要是指网卡设备由于使用中发生电
子元件损坏而造成的网卡设备无法继续使用；链路故障很多时候表现为网线或者水晶头在
制作过程中出现线路问题，或是由于线路老化等原因造成物理链路断开，从而致使网络无
法物理连通；软件主要表现为网卡驱动故障，也就是操作系统对网卡驱动的不兼容，这个
问题往往需要通过安装对应的网卡设备驱动来解决。更多情况下，网络不可达主要不是因
为可达性问题，而往往是由于网络未正确配置。
为了诊断网络连通性，我们需要使用一些常见的命令，主要有 ping、host、traceroute 等。
ping 程序的目的在于测试另一台主机是否可达，一般来说，如果 ping 不到某台主机，
就说明对方主机已经出现了问题，但是不排除链路中防火墙的因素、ping 包被丢弃等原因
而造成 ping 不通。ping 命令最简单的使用方式是接收一个主机名或 IP 作为其单一的参数，
在按回车键后，执行 ping 命令的主机会向对端主机发送一个 ICMP 的 echo 请求包，对端主
机在接收到这个包后会回应一个 ICMP 的 reply 回应包，在 Linux 下 ping 命令并不会主动停
止，需要使用 Ctrl+C 组合键来停止，ping 命令将会对发出的请求包和收到的回应包进行计
数，这样就能计算网络丢包率。
host 命令是用来查询 DNS 记录的，如果使用域名作为 host 的参数，命令返回该域名的
IP。命令如下所示：
[root@localhost ~]# host www.google.com
www.google.com has address 74.125.128.147
www.google.com has address 74.125.128.103
www.google.com has address 74.125.128.99
www.google.com has address 74.125.128.104
www.google.com has address 74.125.128.105
www.google.com has address 74.125.128.106
www.google.com has IPv6 address 2404:6800:4005:c00::67

在 IP 包结构中有一个定义数据包生命周期的 TTL（Time To Live）字段，该字段用于表
明 IP 数据包的生命值，当 IP 数据包在网络上传输时，每经过一个路由器该值就减 1，当该
值减为 0 时此包就会被路由器丢弃。这种设计可避免出现一些由于某种原因始终无法到达
目的地的包不断地在互联网上传递（可以形象地称之为幽灵包），无谓地耗用网络资源。
不过路由器也不是“无声无息”地将 TTL 值为 0 的 IP 包丢弃的，它会同时给发送该
IP 数据包的主机发送一个 ICMP“超时”消息，主机在接收到这个 ICMP 包后就同时能得到
该路由的 IP 地址。
根 据 上 面 两 个 特 点， 人 们 写 了 一 个 检 测 数 据 包 是 如 何 经 由 路 由 器 的 程 序 —
traceroute，该程序的工作原理如下：它先构造出一个 TTL 值为 1 的数据包发送给目的主
机，这个数据包在经由第一个路由器时，路由器先将 TTL 值减 1 变为 0，然后路由器将该
IP 包丢弃，同时给发送一份 ICMP 消息，这样就得到了经过的第一台路由器的 IP 地址；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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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再构造出一个 TTL 值为 2 的数据包，以此类推，就能得到该 IP 包经历的整条链路的路
由器 IP。
这里会有一个问题：traceroute 如何确认该 IP 包成功地被目的主机接收了呢？因为目
的主机即便收到了 TTL 值为 1 的数据包也不会发送 ICMP 通知给源主机的。这时 traceroute
所做的工作就是发送一个 UDP 包给目的主机，同时制定该 UDP 接收的端口为主机不可能
存在的端口，主机在接收到这样的包后，由于端口不可达，因此会返回一个“端口不可达”
的通知，这样就能确认目的主机是否可以接收到数据包。
基于以上的命令和原理，解决网络在故障时采用的步骤总结如下（其中，不管哪一步
出现问题，都需要先解决当前的问题才能进行下一步测试，当所有测试都通过则表示所有
问题都已解决了）：
T 第一步是要确认网卡本身是否能正常工作。利用 ping 工具可以确认这点。输入
ping 127.0.0.1，然后看是否能正常 ping 通。这里的 127.0.0.1 被称为主机的回环接
口，是 TCP/IP 协议栈正常工作的前提，如果 ping 不通，一般可以认为本机 TCP/IP
协议栈有问题，但出现这种现象的概率比较低。
T 第二步是要确认网卡是否出现了物理或驱动故障，使用 ping 本机 IP 地址的方式，
如果能 ping 通则说明本地设备和驱动都正常。
T 第三步要确认是否能 ping 通同网段的其他主机。这一步主要是确认二层网络设备
（比如交换机或者 hub）工作是否正常。如果 ping 不通往往说明二层网络上出现了
问题，可能涉及交换机的端口工作模式、vlan 划分等因素。
T 第四步要确认是否能 ping 通网关 IP。如果数据包能正常到达网关，则说明主机和
本地网络都工作正常。
T 第五步确认是否能 ping 通公网上的 IP，如果可以说明本地路由设置正确，否则就
要确认路由设备是否做了正确的 nat 或路由设置。
T 第六步确认是否能 ping 通公网上的某个域名，如果能 ping 通则说明 DNS 部分设置
正确。
即便实际工作中可能会受到诸如更复杂的网络环境、安全 ACL、防火墙等众多因素的
影响而使网络排查的困难增大，但以上步骤是排除网络故障的主体躯干，在排除不同的网
络之间个性化的设置之外，排查的主要步骤都大同小异。

1.7

进程管理
进程是 Linux 系统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虽然我们无需了解这些进程是如何运行的、

内核是如何管理调度的、时间片是如何轮转分配的等，但是需要知道如何控制这些进程，
包括查看、启动、关闭、设置优先级等，从而完成好系统工程师的本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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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进程

进程表示程序的一次执行过程，它是应用程序的运行实例，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或者
可以更简单地描述为：进程是操作系统当前运行的程序。当一个进程开始运行时，就是启
动了这个过程。进程包括动态执行的程序和数据两部分。在现代操作系统中，支持多进程
处理，这些进程可接受操作系统的调度，所以说每一个进程都是操作系统进行资源调度和
分配的一个独立单位。

1.7.2

进程的常见状态

所有的进程都可能存在三种状态：运行态、就绪态和阻塞态。运行态表示程序当前实
际占用着 CPU 等资源；就绪态是指程序除 CPU 之外的一切运行资源都已经就绪，等待操
作系统分配 CPU 资源，只要分配了 CPU 资源，即可立即运行；阻塞态是指程序在运行的
过程中由于需要请求外部资源（例如 I/O 资源、打印机等低速或同一时刻只能独享的资源）
而当前无法继续执行，从而主动放弃当前 CPU 资源转而等待所请求资源。
进程之间，又存在互斥和同步的关系。互斥即进程间不能同时运行，必须等待一个进
程运行完毕，另一个进程才能运行。而进程同步指的是进程间通过某种通信机制实现信息
交互。现代计算机使用信号量机制来实现进程间的互斥和同步，它的基本原理是：两个或
者多个进程可以通过简单的信号进行合作，一个进程可以被迫在某一位置停止，直到它接
收到一个特定的信号。任何复杂的合作需求都可以通过适当的信号结构得到满足。

1.7.3

进程优先级的调整

使用 top 命令显示系统运行的程序状态，其中的 NI 字段标记了对应进程的优先级，该
字段的取值范围是 -20～19，数值越低优先级越高，能更多地被操作系统调度运行，如果一
个进程在启动时并没有设定 nice 优先级，则默认使用 0。普通用户也可以给自己的进程设
定 nice 优先级，但是范围只限于 0～19。top 中还有一个 PR 字段，它也是进程的“优先级”，
这两个概念怎么理解呢？实际上，Linux 使用了“动态优先级”的调度算法来确定每一个进
程的优先级。
一个进程的最终优先级＝优先级＋nice 优先级
nice 命令仅限于在启动一个进程的时候同时赋予其 nice 优先级，例如用户写了一个脚
本 job.sh，想以比较高的优先级来运行它，就可以这么做：
[root@localhost ~]# nice -n -10 ./job.sh

对于已经启动的进程，可以用 renice 命令进行修改，不过，这需要先查询出该进程的
PID（使用 ps 命令），假设现在需要将 PID 为 5555 的进程的 nice 优先级调整为 -10，则可
以这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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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ot@localhost ~]# renice -10 -p 5555

除 了 使 用 renice 外， 还 可 以 使 用 top 提 供 的 功 能 来 修 改， 前 提 也 是 要 查 到 该 进 程 的
PID，然后在 top 界面中按 r 键，在出现的“ PID to renice ”后输入 PID（如图 1-55 所示），
然后在出现的“renice PID *** to value”后输入修改后的 nice 优先级既可（如图 1-56 所示）。

图 1-55

图 1-56

1.7.4

调整某个 PID 的优先级

成功调整了进程的优先级

进程的终止

要终止一个进程，可以通过 kill、pkill、killall 等命令来实现。例如有部分进程由于某
种原因已经死掉或是工作异常，抑或是要停止一些非关键或非数据业务的进程，这时就需
要使用这些命令来终止进程。这些命令的原理都是向内核发送一个系统操作信号和某个进
程的标识号，使得内核对指定标识号的进程进行相应的操作。
一般来说，kill 命令需要和 ps 命令联合使用。原因是 kill 后面跟的应该是需要被终止
的进程的 PID，典型用法是使用 ps 查出进程的 PID，然后使用 kill 将其终止。kill 的使用方
法是：
[root@localhost ~]# kill [信号代码] 进程ID

假设系统中的 dhcpd 进程由于某种原因需要终止，那么首先要查找到该进程的 PID（从
下面的输出中可以看到该 PID 为 2877），然后 kill 掉这个 PID，完成这个操作后再看 dhcpd
进程，就已经不存在了，示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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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ot@localhost ~]# ps -ef | grep dhcp
root
2877
1 0 18:59 ?
00:00:00 /usr/sbin/dhcpd
#这里找出dhcpd的PID是2877
#有个更快速的方式来寻找进程的PID，即使用pidof命令
#[root@localhost ~]# pidof dhcpd
#2877
[root@localhost ~]# kill 2877

命令 kill 后面可以跟的信号代码一共有 64 种（如图 1-57 所示），常用的一般只有 3 个：
HUP（1）、KILL（9）、TERM（15），分别代表重启、强行杀掉、正常结束。

图 1-57

系统中 64 种信号

信号 1 代表重启，假设需要重启系统中的 httpd 服务，先查主 httpd 进程的 PID 号，这
里为 2935（注意，在图 1-58 中，第一次查询的时候，发现有若干个 httpd 进程，但是主进
程只有一个，即由 root 启动的、PID 为 2935 的第一个进程，其他的都是该进程的子进程），
使用 kill -1 2935 后，再查看 httpd 进程的时候，发现主进程的 PID 没有变化，而子进程的
PID 都在同一时刻发生了变化，这说明主进程确实经过了重启。也表明，使用 kill -1 重启
进程的时候实际上是不会改变主进程的 PID 的，即只是发生了原地重启而已。

图 1-58

杀掉某个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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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成功地使用不带信号代码的 kill 停止了 dhcpd 进程，但实际上有一些进程因为运
行中出现问题而无法通过这种方式停止，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使用 -9 参数强行停止该进程
了，其效果是立即杀死进程，而且该信号无法被阻塞或忽略。但是这个命令也有其天然的
危险，即进程直接被系统终止将会导致无法清理之前申请的内存，因此一般情况下不建议
使用。而 -15 这个参数就比较温柔了，它会使进程正常退出，它也是 Linux 默认的程序中
断信号（也就是在不加参数的情况下默认使用的信号）。
由于使用 kill 命令时要先查询到想要终止的进程的 PID，也就是说操作对象是数字，因
此相对来说会比较麻烦，而且在实际的工作中，如果看错了 PID，其后果是无法估计的（想
象一下：如果看错或是输错了 PID，恰巧将一个非常重要的应用程序给 kill 了，那就无异于
一场灾难）。事实上，想要终止进程时还有第二个命令可以选择，即 killall 命令，它可以直
接使用进程的名字而不是 PID，如果要停止系统中所有的 httpd 进程，那么只要按照以下方
法操作就可以了：
[root@localhost ~]# killall httpd

1.8

软件安装
Linux 下安装软件的方式和 Windows 有很大区别，或者说，更为困难。常见的双击进

入安装，不断点击“下一步”到底就能完成安装的方式，在 Linux 下很不常见。更多的需
要使用命令行的方式进行安装。

1.8.1

源码编译安装

由于计算机不能直接执行用高级语言编写的源程序，因此要想运行代码内容，就要使
用一种机制让计算机识别和执行。一般来说，计算机中存在解释型和编译型两种语言。所
谓解释型语言，就是计算机逐条取出源码文件的一条指令，将其转化成机器指令，再执行
这个指令的过程。而编译型语言是指在程序运行前就将所有源代码一次性转化为机器代码
（一般为二进制程序程序），再运行这个程序的过程。在 Linux 下有非常多的开源软件，我们
可以通过搜索引擎找到其免费发布的源码包并自由下载使用。使用源码编译安装的方式比
较“原始”但也较常见，安装方式简单笼统地讲可分三步：
第一步，运行 configure 命令（加上必要的参数）生成 Makefile；
第二步，运行 make 命令；
第 三 步， 运 行 make install 命 令， 以 上 三 步 都 是 需 要 在 对 应 的 软 件 包 目 录 根 目 录 中
运行。
本节将更为实际地演示如何编译安装 Apache，希望读者能跟着动手实践，以增强对编
译安装软件的理解。首先到 Apache 的官方主页 http://www.apache.org 下载。这里演示的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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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为 apache-2.2.23，读者可以根据实际需求下载不同的版本（如图 1-59 所示）。

图 1-59

下载源码包

下载完成后解压源码包，并进入该目录（如图 1-60 所示）。

图 1-60

解压源码包

进入目录后，需要使用 configure 工具生成 Makefile，运行 configure 的方式是：
[root@localhost httpd-2.2.23]# ./configure --参数1 --参数2...

由于配置 Apache 能加的参数非常多，而且对于新手来说也确实无法分清那么多参数
各自的意义（具体可用参数都可以在 /usr/local/src/httpd-2.2.23/configure 中看到），这里将
介绍用两个比较简单的参数来完成配置的方法。第一个参数是 --prefix=/usr/local/apache/，-prefix，用于指定安装路径，一般来说自行编译安装的软件放置的目录建议为 /usr/local/；第
二个参数是 --enable-modules=most，用于启用 Apache 的绝大部分模块，非常适合新手使
用，回车后 configure 会产生大量的输出，包括检查编译环境（是否有 gcc 工具以及软件依
赖关系）中间出现任何错误都会导致失败（会有 error 报错），如果一切顺利，将会在当前目
录下生成 Makefile 文件（如图 1-61 所示），然后开始执行 make 以及 make install 命令即可，
此处也会产生大量输出（如图 1-62 所示），完成后将会出现 /usr/local/apache 目录。

图 1-61

配置编译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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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2

编译并安装

安装完成后，使用以下命令启动 Apache 服务，并查看一下 80 端口确实已经被占用。
[root@localhost ~]# /usr/local/apache/bin/apachectl start
[root@localhost ~]# lsof -i:80
COMMAND PID
USER
FD
TYPE DEVICE SIZE NODE NAME
httpd
7149
root
3u IPv6 59986
TCP *:http (LISTEN)
httpd
7150 daemon
3u IPv6 59986
TCP *:http (LISTEN)
httpd
7151 daemon
3u IPv6 59986
TCP *:http (LISTEN)
httpd
7152 daemon
3u IPv6 59986
TCP *:http (LISTEN)
httpd
7153 daemon
3u IPv6 59986
TCP *:http (LISTEN)
httpd
7154 daemon
3u IPv6 59986
TCP *:http (LISTEN)

最后，使用浏览器访问一下服务器的 IP（使用 ifconfig 命令查看服务器 IP），如果看到
页面中显示“ It Works ”界面，说明安装成功了。

1.8.2

使用包管理 Yum

Yum（全称为 Yellow dog Updateer，Modified）是一个基于 RPM 的 shell 前端包管理器，
能够从指定的服务器上（一个或多个）自动下载并安装或更新软件、删除软件，其最大的优
点是可以自动解决依赖关系。
使用 yum 来安装 httpd，只需要使用命令 yum install httpd 即可，在开始的部分打印出
的“ Resolving Dependency ”后面就是 yum 首先检查出安装 httpd 时需要安装的依赖包，可
以看出这里需要安装 apr 和 apr-util 这两个包，如图 1-63 所示。为什么之前用 RPM 进行安
装的时候依赖包比这里多呢？那是因为之前在使用 rpm 包安装 Apache 时已经安装了必要的
依赖包，这里使用 yum 进行安装的时候已经满足依赖关系了，所以这里只需要再安装缺失
的 apr 包就可以了。
除了安装包之外，yum 也可以删除已经安装的包，如果想删除 httpd 包，只需使用 yum
remove httpd 命令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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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yum 安装 httpd

创建自己的 Yum 仓库

创建自己的 Yum 仓库时，可采用如下步骤：
1）安装 Apache 服务（提供 http 协议的共享源）；
2）将安装介质中的内容共享出来；
3）在客户机上配置对应的 repo 文件（repo 文件的内容需要根据源的内容做相应的
调整）。
首 先 演 示 使 用 CentOS 作 为 源 服 务 器 的 场 景（该 服 务 器 的 IP 为 192.168.61.130）。 第
一步，安装 Apache，该步骤请读者自行完成（使用 RPM 或者 yum 安装，安装完成后启动
httpd 服务）。安装完成后，默认 Apache 的文档目录是 /var/www/html，访问光盘安装介质
中的文件，可以用两种方式，一种方式是把 /misc/cd 目录中的所有文件拷贝到 /var/www/
html 中，还有更为简单的一种方式：做软链接，示例如下。
[root@localhost ~]# cd /var/www/html
[root@localhost html]# ln -s /misc/cd/ .
[root@localhost html]# ls -l #看到软连接已经做好了
total 0
lrwxrwxrwx 1 root root 9 Feb 25 21:06 cd -> /misc/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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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浏览器访问该服务器的 http://IP/cd 来测试 Apache 是否成功共享安装文件，如果
一切正常，应该看到如图 1-64 所示的界面。

图 1-64

访问 httpd 服务器

至此源服务器就布置好了，接下来用一台服务器作为客户端测试是否可以使用（客户
端服务器为 RedHat 系统，IP 为 192.168.61.131）。按照如下方式创建 FirstYum.repo，然后
更新一下 Yum 缓存，如果成功的话，就可以看到如图 1-65 所示的界面，也能够成功安装软
件，注意到软件来自图 1-66 所示的 FirstYum，这就说明自制的 Yum 仓库成功工作了。
[root@localhost yum.repos.d]# cat FirstYum.repo
[FirstYum]
name=FirstYum
baseurl=http://192.168.61.130/cd
gpgcheck=1
gpgkey=http://192.168.61.130/cd/RPM-GPG-KEY-CentOS-5

图 1-65

从 FirstYum 中更新软件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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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从 FirstYum 中安装 httpd

系统安全检测与审计
现在的企业环境都是通过 VPN 和防火墙两道设备将自己包裹在里面，防止外部的入侵

攻击，但这只能防止外部的攻击，当出现内部攻击时候，VPN 和防火墙无能为力，所以系
统本身带有入侵检测和安全审计两个模块，可从系统本身防范此类问题。

1.9.1

AIDE 系统入侵检测

AIDE（Advanced Intrusion Detection Environment）是系统自带的一个入侵检测工具，
主要目的是检查文件一致性，包括文件是否被更改，文件属性是否变化，文件被修改的时
间等。一旦出现 AIDE 监控的文件被篡改的情况，AIDE 会触发告警，通知系统管理员。下
面来看如何配置 AIDE。
1. 安装 AIDE 的包
安装命令如下：
[root@localhost ~]# yum install aide

可以看到配置文件中已经包含了一些默认的规则。如果觉得默认的规则中的监控粒度
不够，也可以酌情追加在 NORMALDIR 和 PERMS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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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ot@localhost ~]# cat /etc/aide.conf | grep -A20 'These'
# These are the default rules.
#
#p:
permissions
#i:
inode:
#n:
number of links
#u:
user
#g:
group
#s:
size
#b:
block count
#m:
mtime
#a:
atime
#c:
ctime
#S:
check for growing size
#acl:
Access Control Lists
#selinux
SELinux security context
#xattrs:
Extended file attributes
#md5:
md5 checksum
#sha1:
sha1 checksum
#sha256:
sha256 checksum
#sha512:
sha512 checksum
#rmd160: rmd160 checksum
# NORMAL = R+rmd160+sha256+whirlpool
NORMAL = R+rmd160+sha256
# For directories, don't bother doing hashes
DIR = p+i+n+u+g+acl+selinux+xattrs
# Access control only
PERMS = p+i+u+g+acl+selinux

2. 配置监控规则
这里以 /etc/shadow 为例。将 /etc/aide.conf 配置文件中 88 行向后部分全部注释掉，然
后在文件的默认写入如下规则：
/etc/shadow

NORMAL

3. 测试
AIDE 根据配置文件生成初始化的数据库。然后在系统添加一个 user，此时使用 aide –
check 就会看到 AIDE 检测到这个文件变化了，打印出变化的详情。
[root@localhost ~]# aide --init
AIDE, version 0.14
### AIDE database at /var/lib/aide/aide.db.new.gz initialized.
[root@localhost ~]# useradd testus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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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ot@localhost ~]# aide --check
File /etc/shadow in databases has different attributes, 340205bbd,240205bbd
AIDE found differences between database and filesystem!!
Start timestamp: 2015-08-03 00:07:44
Summary:
Total number of files:
Added files:
Removed files:
Changed files:

4
0
0
2

--------------------------------------------------Changed files:
--------------------------------------------------changed: /etc/shadow
changed: /etc/shadow-------------------------------------------------Detailed information about changes:
---------------------------------------------------

File: /etc/shadow
Size
: 851
Mtime
: 2015-08-02 17:35:49
Ctime
: 2015-08-02 17:35:49
Inode
: 394023
MD5
: 1D5W6SHBejIjtri5qDCOaA==
RMD160
: yDGi0dfKRWTuhFU+FoBMCU6dlTY=
SHA256
: R8ur7INkJdJRkYcCdBqz9n0XR885uXwg
SELinux : system_u:object_r:shadow_t:s0

,
,
,
,
,
,
,
,

882
2015-08-03 00:07:39
2015-08-03 00:07:39
394802
/ummfboToD0wfdH/g/+PUg==
UNP4d7w+PpJuINW4qGw8dSNAOdE=
9lJGd00IhWUaq0j8K3Wmp71Xjw+tYOP5
<NULL>

File: /etc/shadowSize
: 725
, 851
Mtime
: 2015-08-02 17:35:45
, 2015-08-02 17:35:49
Ctime
: 2015-08-02 17:35:48
, 2015-08-03 00:07:39
MD5
: 7UIQmn5osGBtiQcPHGz3cQ==
, 1D5W6SHBejIjtri5qDCOaA==
RMD160
: a5Te4JQ3ppdQRh61TD24gdM+3sM=
, yDGi0dfKRWTuhFU+FoBMCU6dlTY=
SHA256
: BVm7gwaNKd4iYtdxQ+0DKnSpQIujcqbZ , R8ur7INkJdJRkYcCdBqz9n0XR885uXwg

1.9.2

审计

AIDE 针对的方向是文件完整性，而对于一些系统的操作，可以用系统中自带的 audit
服务来帮助记录以及告警。下面介绍如何配置。
首先，确认 audit 服务是否开启。
[root@localhost ~]# /etc/init.d/auditd stat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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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添加一条规则在 auditd 服务的配置文件中，监测 /mnt 目录中文件变化的动作，之
后重启服务使配置生效。
[root@localhost ~]# cat /etc/audit/audit.rules
# This file contains the auditctl rules that are loaded
# whenever the audit daemon is started via the initscripts.
# The rules are simply the parameters that would be passed
# to auditctl.
# First rule - delete all
-D
-w /mnt -p wa -k "config-change"
# Increase the buffers to survive stress events.
# Make this bigger for busy systems
-b 320
# Feel free to add below this line. See auditctl man page
[root@localhost ~]# /etc/init.d/auditd restart
Stopping auditd:
Starting auditd:

[
[

OK
OK

]
]

此时可以看到规则已经生效，在 /mnt 目录中创建一个文件，然后更改这个文件的权
限，使用 ausearch 就可以看到此时审计到的结果。
[root@localhost ~]# auditctl -l
-w /mnt/ -p wa -k "config-change"
[root@localhost ~]# touch /mnt/testfile
[root@localhost ~]# chmod 400 /mnt/testfile
[root@localhost ~]# ausearch --start today -k "config-change" -i
---type=PATH msg=audit(08/03/2015 00:24:06.773:406) : item=1 name=/mnt/testﬁle inode=
262159 dev=08:02 mode=ﬁle,644 ouid=rootogid=root rdev=00:00 nametype=CREATE
type=PATH msg=audit(08/03/2015 00:24:06.773:406) : item=0 name=/mnt/ inode=262147
dev=08:02 mode=dir,755 ouid=root ogid=root rdev=00:00 nametype=PARENT
type=CWD msg=audit(08/03/2015 00:24:06.773:406) : cwd=/root
type=SYSCALL msg=audit(08/03/2015 00:24:06.773:406) : arch=x86_64 syscall=open
success=yes exit=3 a0=0x7fffed732927 a1=O_WRONLY|O_CREAT|O_NOCTTY|O_NONBLOCK
a2=0666 a3=0x3b5dd8f14c items=2 ppid=27507 pid=27715 auid=root uid=root
gid=root euid=rootsuid=root fsuid=root egid=root sgid=root fsgid=root
tty=pts0 ses=47 comm=touch exe=/bin/touch key="config-change"
---type=PATH msg=audit(08/03/2015 00:24:15.158:407) : item=0 name=/mnt/testﬁle inode=
262159 dev=08:02 mode=ﬁle,644 ouid=rootogid=root rdev=00:00 nametype=NORMAL
type=CWD msg=audit(08/03/2015 00:24:15.158:407) : cwd=/root
type=SYSCALL msg=audit(08/03/2015 00:24:15.158:407) : arch=x86_64 syscall=fchmodat
success=yes exit=0 a0=0xffffffffffffff9ca1=0x8150f0 a2=0400 a3=0x0 items=1
ppid=27507 pid=27716 auid=root uid=root gid=root euid=root suid=root fsuid=root
egid=root sgid=root fsgid=root tty=pts0 ses=47 comm=chmod exe=/bin/chmod
key="config-ch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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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可以在日志中查找到这个操作的记录：
[root@localhost ~]# tail -f /var/log/audit/audit.log
type=PATH msg=audit(1438532646.773:406): item=1 name="/mnt/testfile" inode=262159
type=PATH msg=audit(1438532655.158:407): item=0 name="/mnt/testfile" inode=262159
dev=08:02 mode=0100644 ouid=0 ogid=0 rdev=00:00 nametype=NORMA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