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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HP-UX 是 Hewlett-Packard Company 开发的一种 UNIX 操作系统，可与各种
行业标准兼容。该操作系统基于 System V Release 4 操作系统，并包括 Fourth 
Berkeley Software Distribution 中的重要功能。

本手册共十卷，由系统参考文档资料组成，其中包括若干个称为联机帮助页的
条目，这些联机帮助页以 man 命令来命名，通过该命令，可以在系统上显示这
些联机帮助页条目（请参阅 man (1)）。这些条目也称为联机帮助页和参考页。

简介 有关 HP-UX 以及联机帮助页的结构和格式的简介信息，请参阅第 10 卷中的
introduction (9) 联机帮助页。

小节简介 联机帮助页分为若干节，各节也包含 introduction 或 intro 联机帮助页，这两个
联机帮助页对相应的节中的具体内容进行了说明。这些节有：

intro (1) 第 1 节：用户命令
（第 1 卷包含 A-M ；第 2 卷包含 N-Z）

intro (1M) 第 1M 节：系统管理命令
（第 3 卷包含 A-M ；第 4 卷包含 N-Z）

intro (2) 第 2 节：系统调用
（第 5 卷）

intro (3C) 第 3 节：库函数
（第 6 卷包含 A-M ；第 7 卷包含 N-Z）

intro (4) 第 4 节：文件格式
（第 8 卷）

intro (5) 第 5 节：其他主题
（第 9 卷）

intro (7) 第 7 节：设备专用文件
（第 10 卷）

intro (9) 第 9 节：常规信息
（第 10 卷）

索引 所有卷中的索引
（第 10 卷）
  5



印刷字体约定

audit (5) 表示 HP-UX 联机帮助页。“audit”是联机帮助页名称，“5”
是该帮助页在《HP-UX 参考手册》中的小节号。在网站和
Instant Information DVD 上，可能是指向该联机帮助页的热链
接。在 HP-UX 命令行输入“man audit”或“man 5 audit”可
以查看该联机帮助页。详见 man (1)。

《书名》 表示文档中引用的书籍、手册的名称，以宋体表示。

“术语” 表示文档中引用的专用术语，以宋体表示。

键盘操作 键盘键名称。注意， Return 和 Enter 指的是同一个键。

强调内容 第一次定义的名词和强调的内容用黑体表示。

系统字体 表示计算机显示的文本和系统项。

可替换变量 命令、功能中可以替换的变量名以仿宋表示。

[ ]  格式和命令说明中的可选内容。如果内容用 “|”分隔，
就必须选择其中之一。

{ }  格式和命令说明中的必需内容。如果内容用 “|”分隔，
就必须选择其中之一。

.... 前面的元素可以重复任意多次。

| 分隔选项列表中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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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令语法

文本 可按原样输入的词或字符。

可替换变量 用适当的值来替换的词或字符。

-chars 分为一组的一个或多个命令选项 -ikx。 chars 通常是由一
系列字符组成的字符串，每个字符表示一个具体选项。例如，
-ikx 等效于单独列出的选项 -i、 -k 和 -x。有时使用加号
(+) 作为选项前缀。

-word 一个命令选项，例如， -help。 word 是一个关键字。与 
-chars 的区别通常是显而易见的，的，在“选项”说明中
对其进行了解释。有时使用加号 (+) 和双连字符 (--) 作为
选项前缀。

[ ] 格式和命令描述中可选的内容。

{ } 格式和命令描述中必需的内容。

| 竖线用来分隔一系列选项中的各个项，通常用在方括号或
花括号中。

... 标记后面的省略号 (abc...)、右方括号后面的省略号 ([ ]...)
或右花括号后面的省略号 ({ }...) 表示前面的元素及其前面
的空白字符 （如果有）可重复若干次。

... 省略号有时表示一个范围内省略的项。
  7



函数概要和语法

HP-UX 函数采用定义格式，而不是用法格式。定义格式包含类型信息，在程序

中插入此函数调用时会省略该信息。

函数的语法元素与命令的语法元素相同，但选项除外；请参阅第 7 页上的

“命令语法”。

函数常规定义 常规定义格式为：

类型　函数 （类型　参数 ［，类型　参数］ ... ）；

例如：

int setuname ( const char *name , size_t namelen );

函数用法 用法格式为：

函数 （参数 ［，参数］ ...）；

例如：

setuname ( name [ , namelen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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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本说明

《HP-UX 参考手册》在每次发布第一版时以及对每个发行版进行重要更新时，
都会发布相应的修订版本。文档内容自发布日期起是 新的。由于联机帮助页
经常会在修补软件中进行更新，因此，可以在安装了适当的修补软件的系统上
使用 man 命令来查看某个联机帮助页的 新版本。

下面的发布日期均以从晚到早的顺序列出。

部件号 发行版；日期；文档格式；发布形式

5992-2887~96 HP-UX 11i v2 ； 2007 年 12 月更新版； PDF 文件（10 卷）；
docs.hp.com 发布。中文版。

B2355-91037~46 HP-UX 11i v3 ； 2007 年 2 月； PDF 文件 （10 卷）；
docs.hp.com 发布和印刷版本。中文版。

B2355-90931~40 HP-UX 11i v2 ； 2004 年 9 月； PDF 文件 （10 卷）；
docs.hp.com 发布。中文版。

HP 欢迎您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

HP 欢迎您就本文档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我们真诚承诺能够提供可满足您
的需要的文档。请将您在文档中发现的错误、为改进本文档质量而提供的建议
或赞许意见发送到：

feedback@fc.hp.com

请注明文档标题、生产部件号、任何意见、在文档中发现的错误或者为改进本
文档质量而提供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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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v(1): env………………………………………………………………………………………………………设置命令执行的环境 
eucset(1): eucset…………………………………………………………………………………设置和获取 ldterm 的代码宽度 
eval: 在 Shell 输入和执行结果时读取参数…………………………………………………………………………参阅 csh(1) 
eval: 读取参数作为 Shell 输入并执行得到的命令…………………………………………………………………参阅 ksh(1) 
eval: 读取参数作为 Shell 输入并执行得到的命令……………………………………………………………参阅 sh-posix(1) 
ex(1): ex, edit………………………………………………………………………………………扩展的、面向行的文本编辑器 
exec: 执行命令而不创建新进程…………………………………………………………………………………………参阅 csh(1) 
exec: 执行命令而不创建新进程…………………………………………………………………………………………参阅 ksh(1) 
exec: 执行命令而不创建新进程……………………………………………………………………………………参阅 sh-posix(1) 
exit: 退出 Shell 并返回退出状态………………………………………………………………………………………参阅 csh(1) 
exit: 退出 Shell 并返回退出状态………………………………………………………………………………………参阅 ksh(1) 
exit: 退出 Shell 并返回退出状态…………………………………………………………………………………参阅 sh-posix(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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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and(1): expand,  unexpand……………………………………………………………将制表符扩展为空格,以及相反操作 
expand_alias(1): expand_alias………………………………………………………………………递归扩展 sendmail 别名 
export: 将变量名导出至后继命令的环境……………………………………………………………………………参阅 ksh(1) 
export: 将变量名导出至后继命令的环境………………………………………………………………………参阅 sh-posix(1) 
expr(1): expr……………………………………………………………………………………………将参数视为表达式进行计算 
factor(1): factor, primes………………………………………………………………………对数进行因子分解,生成所有质数 
false: 唯一功能是返回非零退出状态…………………………………………………………………………………参阅 true(1) 
fastbind(1): fastbind…………………………………………………………………准备不完整的可执行文件以加快程序启动 
fastmail (1): fastmail…………………………………………………………………………………………快速批处理邮件接口 
fc: 编辑并执行上一个命令………………………………………………………………………………………………参阅 ksh(1) 
fc: 编辑并执行上一个命令…………………………………………………………………………………………参阅 sh-posix(1) 
fgrep: 在文件中搜索字符串（快速）…………………………………………………………………………………参阅 grep(1) 
file(1): file………………………………………………………………………………………………………………确定文件类型 
find(1): find…………………………………………………………………………………………………………………查找文件 
findmsg(1): findmsg, dumpmsg…………………………………………………………………………为修改创建消息清单文件 
findstr(1): findstr……………………………………………………………………………查找要包括在消息清单中的字符串 
finger(1): finger…………………………………………………………………………………………………用户信息查找程序 
fmt(1): fmt…………………………………………………………………………………………………………………格式化文本 
fold(1): fold…………………………………………………………………………………………为有限宽度输出设备折叠长行 
footprints(1): footprints………………………………………………………………………汇总编译程序占用量记录的信息 
for: 执行 do 列表………………………………………………………………………………………………………参阅 ksh(1) 
for: 执行 do 列表…………………………………………………………………………………………………参阅 sh-posix(1) 
forder(1): forder…………………………………………………………………………………………………转换文件数据顺序 
foreach: 启动重复循环…………………………………………………………………………………………………参阅 csh(1) 
from(1): from……………………………………………………………………………………………………………谁是发件人？ 
fruled(1): fruled………………………………………………………………………………………打开（或关闭）警示指示灯 
ftio(1): ftio……………………………………………………………………………………………………………快速磁带 I/O 
ftp(1): ftp………………………………………………………………………………………………………………文件传输程序 
ftpcount(1): ftpcount…………………………………………………………………………………显示每个级别的当前用户数 
ftprestart(1): ftprestart…………………………………………………………………删除由 ftpshut 创建的关闭消息文件 
ftpshut(1): ftpshut……………………………………………………………………………创建 FTP 服务器的关闭消息文件 
ftpwho(1): ftpwho……………………………………………………………………………显示每个 FTP 用户的当前进程信息 
gcore(1): gcore……………………………………………………………………………………获取正在运行的进程的核心映像 
gencat(1): gencat………………………………………………………………………………………生成格式化的消息清单文件 
genxlt(1): genxlt……………………………………………………………………………………………………生成 iconv 转换 
get(1): get……………………………………………………………………………………………………获取 SCCS 文件的版本 
getaccess(1): getaccess………………………………………………………………………………………列出文件的访问权限 
getacl(1): getacl………………………………………………………………………………列出文件的访问控制列表,仅限 JFS 
getconf(1): getconf……………………………………………………………………………………………获取 POSIX 配置值 
getopt(1): getopt………………………………………………………………………………………………………分析命令选项 
getopts(1): getopts……………………………………………………………………………………解析实用程序（命令）选项 
getprivgrp(1): getprivgrp………………………………………………………………………………………获取组的特殊属性 
glob: 不使用“\\”转义字符进行回显…………………………………………………………………………………参阅 csh(1) 
goto: 继续在指定的行上执行……………………………………………………………………………………………参阅 csh(1) 
gprof(1): gprof…………………………………………………………………………………………显示调用图形配置文件数据 
grep(1): grep, egrep, fgrep……………………………………………………………………………………在文件中搜索模式 
grget: 获取口令和组信息……………………………………………………………………………………………参阅 pwget(1) 
groups(1): groups……………………………………………………………………………………………………显示组成员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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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shcheck: 从压缩的拼写列表中创建哈希代码……………………………………………………………………参阅 spell(1) 
hashmake: convert 将词转换为 9 位哈希代码………………………………………………………………………参阅 spell(1) 
hashstat: 输出散列表有效性统计数据………………………………………………………………………………参阅 csh(1) 
head(1): head……………………………………………………………………………………………………输出文件中的前几行 
history: 显示事件历史记录列表………………………………………………………………………………………参阅 csh(1) 
host(1): host………………………………………………………………………………………………………DNS 查找实用程序 
hostname(1): hostname…………………………………………………………………………设置或显示当前主机系统的名称 
hp(1): hp…………………………………………………………处理 HP|2640 和 HP|2621 系列终端的特殊功能 
hp-mc680x0: 提供有关处理器类型的真值…………………………………………………………………………参阅 machid(1) 
hp-pa: 提供有关处理器类型的真值…………………………………………………………………………………参阅 machid(1) 
hp9000s200: 提供有关处理器类型的真值…………………………………………………………………………参阅 machid(1) 
hp9000s300: 提供有关处理器类型的真值…………………………………………………………………………参阅 machid(1) 
hp9000s400: 提供有关处理器类型的真值…………………………………………………………………………参阅 machid(1) 
hp9000s500: 提供有关处理器类型的真值…………………………………………………………………………参阅 machid(1) 
hp9000s700: 提供有关处理器类型的真值…………………………………………………………………………参阅 machid(1) 
hp9000s800: 提供有关处理器类型的真值…………………………………………………………………………参阅 machid(1) 
hyphen(1): hyphen…………………………………………………………………………………………查找用连字符连接的单词 
iconv(1): iconv………………………………………………………………………………………………………字符代码集转换 
id(1): id…………………………………………………………………………………………………输出用户和组的 ID 及名称 
ident(1): ident…………………………………………………………………………………………………识别 RCS 中的文件 
idlookup(1): idlookup…………………………………………………………………………………识别特定 TCP 连接的用户 
ied(1): ied………………………………………………………………………………交互式程序的输入编辑器和命令历史记录 
if: 如果表达式评估结果为真，则执行命令……………………………………………………………………………参阅 csh(1) 
if: 在上一个命令返回退出状态 0 时执行命令………………………………………………………………………参阅 ksh(1) 
if: 在上一个命令返回退出状态 0 时执行命令…………………………………………………………………参阅 sh-posix(1) 
insertmsg(1): insertmsg……………………………………………………………使用 findstr 输出插入对 catgets() 的调用 
inv: 使得文件中的非打印和非 ASCII 字符不可见……………………………………………………………………参阅 vis(1) 
iostat(1): iostat…………………………………………………………………………………………………报告 I/O 统计信息 
ipcrm(1): ipcrm……………………………………………………………………………删除消息队列,信号量集或共享内存 ID 
ipcs(1): ipcs……………………………………………………………………………………………报告进程间通信设备的状态 
jobs: 列出活动的作业……………………………………………………………………………………………………参阅 csh(1) 
jobs: 列出活动的作业……………………………………………………………………………………………………参阅 ksh(1) 
jobs: 列出活动的作业………………………………………………………………………………………………参阅 sh-posix(1) 
join(1): join………………………………………………………………………………………………………关系数据库运算符 
kdestroy(1): kdestroy…………………………………………………………………………………………销毁 Kerberos 凭证 
kermit(1): kermit………………………………………………………………用于串行和网络连接的 C-Kermit 8.0 通信软件 
keylogin(1): keylogin…………………………………………………………………………………………解密并存储私用密钥 
keylogout(1): keylogout………………………………………………………………………删除由 keyserv 存储的私用密钥 
keysh(1): keysh………………………………………………………………………………………………环境相关功能键 Shell 
kill(1): kill……………………………………………………………………………………………将信号发送到进程; 终止进程 
kill: 向进程发送终止或指定信号………………………………………………………………………………………参阅 csh(1) 
kill: 终止作业或进程……………………………………………………………………………………………………参阅 ksh(1) 
kill: 终止作业或进程………………………………………………………………………………………………参阅 sh-posix(1) 
kinit(1): kinit…………………………………………………………………………………获取并缓存 Kerberos 凭证授予凭证 
klist(1): klist……………………………………………………………………………………………列出缓存的 Kerberos 凭证 
kpasswd(1): kpasswd……………………………………………………………………………………更改用户的 Kerberos 口令 
ksh(1): ksh, rksh………………………………………………………………………………Shell,标准（或受限）命令编程语言 
ktutil(1): ktutil………………………………………………………………………………Kerberos keytab 文件维护实用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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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vno(1): kvno……………………………………………………………………………………输出 Kerberos 主体的密钥版本号 
l: 列出目录的内容…………………………………………………………………………………………………………参阅 ls(1) 
last(1): last, lastb……………………………………………………………………………指明用户和 tty 的上一次登录信息 
lastb: 指明用户和 tty 的上一次登录信息……………………………………………………………………………参阅 last(1) 
lastcomm(1): lastcomm…………………………………………………………………………………反序显示以前执行的命令 
lc: 列出目录的内容…………………………………………………………………………………………………………参阅 ls(1) 
ld(1): ld……………………………………………………………………………………………………………………链接编辑器 
ld: 链接编辑器…………………………………………………………………………………………………………参阅 ld_ia(1) 
ld: 链接编辑器…………………………………………………………………………………………………………参阅 ld_pa(1) 
ld_ia(1): ld…………………………………………………………………………………………………………………链接编辑器 
ld_pa(1): ld………………………………………………………………………………………………………………链接编辑器 
ldapentry(1): ldapentry…………………………………………………………简单添加,修改,和删除 LDAP 目录中的条目 
ldapschema(1): ldapschema………………………………………………………………………………………………………… 

………确定 LDAP 目录服务器上 LDAP 方案的状态; 用新的属性类型和对象类扩展 LDAP 目录服务器方案 
ldd(1): ldd…………………………………………………………………………………列出可执行文件或共享库的动态相关性 
ldd: 列出可执行文件或共享库的动态相关性………………………………………………………………………参阅 ldd_ia(1) 
ldd: 列出可执行文件或共享库的动态相关性………………………………………………………………………参阅 ldd_pa(1) 
ldd_ia(1): ldd………………………………………………………………………………列出可执行文件或共享库的动态相关性 
ldd_pa(1): ldd……………………………………………………………………………列出可执行文件或共享库的动态相关性 
leave(1): leave…………………………………………………………………………………………在需要退出时发出提醒信息 
let: 计算算术表达式……………………………………………………………………………………………………参阅 ksh(1) 
let: 计算算术表达式………………………………………………………………………………………………参阅 sh-posix(1) 
lifcp(1): lifcp………………………………………………………………………………复制到 LIF 文件或从 LIF 文件复制 
lifinit(1): lifinit………………………………………………………………………………………在文件上写入 LIF 卷标题 
lifls(1): lifls…………………………………………………………………………………………………列出 LIF 目录的内容 
lifrename(1): lifrename…………………………………………………………………………………………重命名 LIF 文件 
lifrm(1): lifrm…………………………………………………………………………………………………………删除 LIF 文件 
limit: 限制当前进程的使用……………………………………………………………………………………………参阅 csh(1) 
line(1): line…………………………………………………………………………………………………从用户输入中读取一行 
listusers(1): listusers…………………………………………………………………………………………显示用户登录数据 
ll: 列出目录的内容…………………………………………………………………………………………………………参阅 ls(1) 
ln(1): ln………………………………………………………………………………………………………………链接文件和目录 
locale(1): locale…………………………………………………………………………………获取专门的语言环境 (NLS) 信息 
lock(1): lock…………………………………………………………………………………………………………………保护终端 
logger(1): logger……………………………………………………………………………………………生成系统日志中的条目 
login(1): login…………………………………………………………………………………………………登录；启动终端会话 
login: 终止登录 Shell……………………………………………………………………………………………………参阅 csh(1) 
logname(1): logname……………………………………………………………………………………………………获取登录名 
logout: 终止登录 Shell…………………………………………………………………………………………………参阅 csh(1) 
lorder(1): lorder……………………………………………………………………………………………查找对象库的排序关系 
lp(1): lp, lpalt, cancel………………………………………………………打印/更改/取消 LP 打印机或绘图仪上的请求 
lpalt: 更改 LP 打印机或绘图仪上的请求………………………………………………………………………………参阅 lp(1) 
lpfilter(1): lpfilter……………………………………………………………………………………LP 接口脚本使用的过滤器 
lpstat(1): lpstat…………………………………………………………………………………………………输出 LP 状态信息 
ls(1): ls, lc, l, ll, lsf, lsr, lsx…………………………………………………………………………………列出目录的内容 
lsacl(1): lsacl………………………………………………………………………………………列出文件的访问控制列表 (ACL) 
lsf: 列出目录的内容………………………………………………………………………………………………………参阅 ls(1) 
lsr: 列出目录的内容………………………………………………………………………………………………………参阅 ls(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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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sx: 列出目录的内容………………………………………………………………………………………………………参阅 ls(1) 
m4(1): m4………………………………………………………………………………………………………………………宏处理器 
machid(1): hp9000s200, hp9000s300, hp9000s400, hp9000s500, hp9000s700, hp9000s800, hp-mc680x0, hp-pa,  

pdp11, u3b, u3b2, u3b5, u3b10, u370, vax……………………………………………提供有关处理器类型的真值 
machinfo(1): machinfo……………………………………………………………………………………………输出计算机信息 
mail(1): mail, rmail…………………………………………………………………………………向用户发送邮件或读取邮件 
mailfrom(1): mailfrom…………………………………………………………………………按主题和发件人汇总邮件文件夹 
mailq(1): mailq……………………………………………………………………………………………………输出邮件队列概要 
mailstats(1): mailstats……………………………………………………………………………………输出邮件流量统计信息 
mailx(1): mailx……………………………………………………………………………………………交互式邮件消息处理系统 
make(1): make…………………………………………………………………………………………维护,更新,和重新生成程序组 
makekey(1): makekey…………………………………………………………………………………………………生成加密密钥 
man(1): man…………………………………………………………………………………按关键字查找手册信息; 输出手册条目 
mediainit(1): mediainit…………………………………………………………初始化磁盘或盒式磁带介质, 分区 DDS 磁带 
merge(1): merge…………………………………………………………………………………………………………三方文件合并 
mesg(1): mesg…………………………………………………………………………………………允许或拒绝将消息发送到终端 
mkdir(1): mkdir………………………………………………………………………………………………………………创建目录 
mkfifo(1): mkfifo………………………………………………………………………………创建 FIFO（命名管道）专用文件 
mkmf(1): mkmf…………………………………………………………………………………………………………创建生成文件 
mkmsgs(1): mkmsgs………………………………………………………………………………创建由 gettxt() 使用的消息文件 
mkstr(1): mkstr…………………………………………………………………………将 C 源文件中的错误消息提取到文件中 
mktemp(1): mktemp……………………………………………………………………………………………为临时文件创建名称 
mkuupath: 管理 pathalias 数据库…………………………………………………………………………………参阅 uupath(1) 
mm(1): mm, osdd………………………………………………………………………………输出/检查用 mm 宏格式化的文档 
model(1): model………………………………………………………………………………………输出当前 HP-UX 版本的名称 
more(1): more, page………………………………………………………………………………文件读取过滤器以便于屏幕显示 
mpsched(1): mpsched………………………………………………………………控制在其上执行特定进程的处理器或位置域 
mt(1): mt…………………………………………………………………………………………………………………磁带操作程序 
mv(1): mv……………………………………………………………………………………………………移动或重命名文件和目录 
named-checkconf(1): named-checkconf…………………………………………………………命名的配置文件语法检查程序 
named-checkzone(1): named-checkzone……………………………………………………………………区域有效性检查工具 
neqn(1): neqn……………………………………………………………………………………………设置 nroff 的数学文本格式 
netstat(1): netstat……………………………………………………………………………………………………显示网络状态 
newalias(1): newalias…………………………………………………………………………为用户或系统安装新的 elm 别名 
newform(1): newform…………………………………………………………………………………更改或重新格式化文本文件 
newgrp(1): newgrp………………………………………………………………………………………………………切换到新组 
newgrp: 等效于执行 newgroup…………………………………………………………………………………………参阅 csh(1) 
newgrp: 等效于执行 newgroup…………………………………………………………………………………………参阅 ksh(1) 
newgrp: 等效于执行 newgroup……………………………………………………………………………………参阅 sh-posix(1) 
newmail(1): newmail……………………………………………………………………………………通知用户邮箱中有新邮件 
news(1): news……………………………………………………………………………………………………………输出新闻条目 
nice(1): nice………………………………………………………………………………………………以非缺省优先级运行命令 
nice: 更改命令优先级……………………………………………………………………………………………………参阅 csh(1) 
nis+(1): nis+………………………………………………………………………………………………网络信息名称服务的新版本 
niscat(1): niscat………………………………………………………………………………………显示 NIS+ 表和 NIS+ 对象 
nischgrp(1): nischgrp…………………………………………………………………………………更改 NIS+ 对象的组所有者 
nischmod(1): nischmod………………………………………………………………………………更改 NIS+ 对象的访问权限 
nischown(1): nischown…………………………………………………………………………………更改 NIS+ 对象的所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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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schttl(1): nischttl………………………………………………………………………………更改 NIS+ 对象的生存时间值 
nisdefaults(1): nisdefaults……………………………………………………………………………………显示 NIS+ 缺省值 
niserror(1): niserror…………………………………………………………………………………………显示 NIS+ 错误消息 
nisgrpadm(1): nisgrpadm……………………………………………………………………………………………管理 NIS+ 组 
nisln(1): nisln…………………………………………………………………………………………以符号形式链接 NIS+ 对象 
nisls(1): nisls………………………………………………………………………………………………列出 NIS+ 目录的内容 
nismatch(1): nismatch……………………………………………………………………………用于搜索 NIS+ 表的实用程序 
nismkdir(1): nismkdir…………………………………………………………………………………………创建 NIS+ 目录 
nispasswd(1): nispasswd……………………………………………………………………………………更改 NIS+ 口令信息 
nisrm(1): nisrm………………………………………………………………………………………从命名空间中删除 NIS+ 对象 
nisrmdir(1): nisrmdir……………………………………………………………………………………………删除 NIS+ 目录 
nistbladm(1): nistbladm……………………………………………………………………………………………管理 NIS+ 表 
nistest(1): nistest…………………………………………………………………使用条件表达式返回 NIS+ 命名空间的状态 
nl(1): nl…………………………………………………………………………………………………………………行编号过滤器 
nljust(1): nljust………………………………………………………………………………对齐行,左对齐或右对齐,来进行打印 
nm(1): nm………………………………………………………………………………………………输出常用对象文件的名称列表 
nohup(1): nohup……………………………………………………………………………………………运行命令而不受挂起影响 
nohup: 在命令执行期间忽略挂起………………………………………………………………………………………参阅 csh(1) 
notify: 通知用户有关作业状态的更改…………………………………………………………………………………参阅 csh(1) 
nroff(1): nroff……………………………………………………………………………………………………………格式化文本 
nslookup(1): nslookup………………………………………………………………………………………交互式查询名称服务器 
nsquery(1): nsquery……………………………………………………………………………………查询名称服务交换的后端库 
nsupdate(1): nsupdate……………………………………………………………………………………动态 DNS 更新实用程序 
od(1): od, xd…………………………………………………………………………………………………八进制和十六进制转储 
odump(1): odump…………………………………………………………………………………SOM 对象文件中包含的转储信息 
on(1): on……………………………………………………………………………在远程主机上执行命令; 环境类似于本地环境 
onintr: 指定 Shell 处理中断的方式…………………………………………………………………………………参阅 csh(1) 
osdd: 输出/检查用 mm 宏格式化的文档……………………………………………………………………………参阅 mm(1) 
pack(1): pack, pcat, unpack………………………………………………………………………………………压缩和扩展文件 
page: 文件读取过滤器以便于屏幕显示…………………………………………………………………………………参阅 more(1) 
parstatus(1): parstatus…………………………………………………………………显示有关 Superdome 组合系统的信息 
passwd(1): passwd…………………………………………………………………………………………更改登录口令和关联属性 
paste(1): paste………………………………………………………………………合并几个文件的相同行或一个文件的后续行 
patch(1): patch……………………………………………………………………………用于将差异文件应用到初始文件的程序 
pathalias(1): pathalias…………………………………………………………………………………………电子地址路由程序 
pathchk(1): pathchk………………………………………………………………………………………………………检查路径名 
pax(1): pax……………………………………………………………………………………………………………可移植归档交换 
pcat: 压缩和扩展文件…………………………………………………………………………………………………参阅 pack(1) 
pdp11: 提供有关处理器类型的真值…………………………………………………………………………………参阅 machid(1) 
pg(1): pg…………………………………………………………………………………………用于软拷贝终端的文件读取过滤器 
pipcrm(1): pipcrm……………………………………………………………………………删除 POSIX 消息队列,信号量名称 
pipcs(1): pipcs…………………………………………………………………………………………报告进程间通信设备的状态 
pldd(1): pldd……………………………列出链接到每个进程的动态库，包括使用 dlopen()/shl_load() 显式附加的共享对象 
pppd(1): pppd……………………………………………………………………………………………PPP 点对点协议守护程序 
pppoec(1): pppoec………………………………………………………………………PPPoE（以太网上的点对点协议）客户端 
pr(1): pr……………………………………………………………………………………………………………格式化和输出文件 
praliases(1): praliases……………………………………………………………………………输出系统级的 sendmail 别名 
prealloc(1): prealloc……………………………………………………………………………………………预先分配磁盘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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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mes: 生成所有质数………………………………………………………………………………………………参阅 factor(1) 
print: 从 Shell 输出……………………………………………………………………………………………………参阅 ksh(1) 
print: 从 Shell 输出………………………………………………………………………………………………参阅 sh-posix(1) 
printenv(1): printenv………………………………………………………………………………………………………输出环境 
printf(1): printf……………………………………………………………………………………………………格式化和输出参数 
privatepw(1): privatepw………………………………………………………………………更改 WU-FTPD 组访问文件信息 
prmail(1): prmail…………………………………………………………………………………………打印收件箱文件中的邮件 
prof(1): prof………………………………………………………………………………………………………显示配置文件数据 
prs(1): prs……………………………………………………………………………………………………输出和汇总 SCCS 文件 
ps(1): ps…………………………………………………………………………………………………………………报告进程状态 
pstack(1): pstack……………………………………………………为每个进程和核心文件中的各个 LWP 输出堆栈跟踪信息 
ptx(1): ptx……………………………………………………………………………………………………………………轮排索引 
pty: 获取伪终端名称………………………………………………………………………………………………………参阅 tty(1) 
pushd: 压入目录堆栈……………………………………………………………………………………………………参阅 csh(1) 
pwd(1): pwd…………………………………………………………………………………………………………………工作目录名 
pwd: 输出当前工作目录…………………………………………………………………………………………………参阅 ksh(1) 
pwd: 输出当前工作目录……………………………………………………………………………………………参阅 sh-posix(1) 
pwget(1): pwget, grget…………………………………………………………………………………………获取口令和组信息 
quota(1): quota………………………………………………………………………………………………显示磁盘利用率与限制 
ranlib(1): ranlib………………………………………………………………………………………………重新生成归档符号表 
rcp(1): rcp………………………………………………………………………………………………………………远程文件复制 
rcs(1): rcs………………………………………………………………………………………………………更改 RCS 文件属性 
rcsdiff(1): rcsdiff…………………………………………………………………………………………比较 RCS 文件的修订版 
rcsmerge(1): rcsmerge……………………………………………………………………………………………合并 RCS 修订版 
rdist(1): rdist…………………………………………………………………………………………………………远程文件分发 
read(1): read……………………………………………………………………………………………………从标准输入读取一行 
read: 输入并分析命令行…………………………………………………………………………………………………参阅 ksh(1) 
read: 输入并分析命令行……………………………………………………………………………………………参阅 sh-posix(1) 
readmail(1): readmail…………………………………………………………………………读取邮件文件夹或收件箱中的邮件 
readonly: 将名称标记为无法重定义…………………………………………………………………………………参阅 ksh(1) 
readonly: 将名称标记为无法重定义……………………………………………………………………………参阅 sh-posix(1) 
red: 受限的面向行文本编辑器……………………………………………………………………………………………参阅 ed(1) 
rehash: 重新计算内部散列表……………………………………………………………………………………………参阅 csh(1) 
remsh(1): remsh……………………………………………………………………………………………………从远程 Shell 执行 
repeat: 多次执行命令……………………………………………………………………………………………………参阅 csh(1) 
reset: 终端相关的初始化………………………………………………………………………………………………参阅 tset(1) 
return: Shell 函数返回调用脚本………………………………………………………………………………………参阅 ksh(1) 
return: Shell 函数返回调用脚本…………………………………………………………………………………参阅 sh-posix(1) 
rev(1): rev……………………………………………………………………………………………………………反转文件中的行 
rexec(1): rexec……………………………………………………………………………………………………从远程 Shell 执行 
rksh: 受限 Korn shell 命令编程语言…………………………………………………………………………………参阅 ksh(1) 
rlog(1): rlog…………………………………………………………………………显示关于 RCS 文件的日志消息和其他信息 
rlogin(1): rlogin……………………………………………………………………………………………………………远程登录 
rm(1): rm………………………………………………………………………………………………………………删除文件或目录 
rmail: 向用户发送邮件或读取邮件……………………………………………………………………………………参阅 mail(1) 
rmdel(1): rmdel…………………………………………………………………………………将 delta 版从 SCCS 文件中删除 
rmdir(1): rmdir………………………………………………………………………………………………………………删除目录 
rmnl(1): rmnl……………………………………………………………………………………………从文件中删除多余的换行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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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ndc(1): rndc………………………………………………………………………………………………名称服务器控制实用程序 
rndc-confgen(1): rndc-confgen………………………………………………………………………………rndc 密钥生成工具 
rpcgen(1): rpcgen………………………………………………………………………………………………RPC 协议编译程序 
rsh: 标准和受限的 POSIX.2 兼容命令 Shell……………………………………………………………………参阅 sh-posix(1) 
rtprio(1): rtprio……………………………………………………………………………………………以实时优先级执行进程 
rtsched(1): rtsched………………………………………………………………………………以 POSIX 实时优先级执行进程 
rup(1): rup………………………………………………………………………………显示本地计算机的主机状态（RPC 版本） 
ruptime(1): ruptime…………………………………………………………………………………………显示本地计算机的状态 
rusers(1): rusers……………………………………………………………………………确定登录到本地网络中计算机的用户 
rwho(1): rwho…………………………………………………………………………………………显示登录到本地计算机的用户 
sact(1): sact………………………………………………………………………………………输出当前 SCCS 文件的编辑活动 
samlog_viewer(1): samlog_viewer……………………………………………………用于查看并保存 SAM 日志文件的工具 
sccs(1): sccs……………………………………………………………………………………………SCCS 命令的前端实用程序 
sccsdiff(1): sccsdiff……………………………………………………………………………比较一个 SCCS 文件的两个版本 
sccshelp(1): sccshelp………………………………………………………………………………………SCCS 命令的帮助信息 
script(1): script…………………………………………………………………………………………生成终端会话的文件版本 
sdiff(1): sdiff……………………………………………………………………………………………并行比较文件差异的程序 
sed(1): sed……………………………………………………………………………………………………………流式文本编辑器 
send_sound(1): send_sound…………………………………………………………………………………………播放音频文件 
serialize(1): serialize………………………………………………………………强制目标进程与其他进程按串行方式运行 
set: 设置（或定义）标记和参数………………………………………………………………………………………参阅 csh(1) 
set: 设置（或定义）选项和参数………………………………………………………………………………………参阅 ksh(1) 
set: 设置（或定义）选项和参数…………………………………………………………………………………参阅 sh-posix(1) 
setacl(1): setacl………………………………………………………………………修改文件的访问控制列表（仅限于 JFS） 
setenv: 定义环境变量……………………………………………………………………………………………………参阅 csh(1) 
sffinger: TCP 包装实用程序………………………………………………………………………………………参阅 tryfrom(1) 
sh(1): sh…………………………………………………………………………………………………………各种系统 Shell 概述 
sh-posix(1): sh-posix: sh, rsh………………………………………………………标准和受限的 POSIX.2 兼容命令 Shell 
shar(1): shar…………………………………………………………………………………………………生成 Shell 归档程序包 
shift: 将 argv 成员向左移动一个位置………………………………………………………………………………参阅 csh(1) 
shift: 将 argv 成员向左移动一个位置………………………………………………………………………………参阅 ksh(1) 
shift: 将 argv 成员向左移动一个位置…………………………………………………………………………参阅 sh-posix(1) 
shl(1): shl……………………………………………………………………………………………………………Shell 层管理程序 
show_patches(1): show_patches………………………………………………………………HP-UX 修补软件显示实用程序 
size(1): size………………………………………………………………………………………………输出对象文件部分的大小 
sleep(1): sleep……………………………………………………………………………………………使执行挂起一段时间间隔 
slp(1): slp……………………………………………………………………………………………为非串行打印机设置打印选项 
soelim(1): soelim………………………………………………………………………………从 nroff 输入去除 .so 指定的内容 
sort(1): sort…………………………………………………………………………………………………………排序或合并文件 
source: 定义命令输入的来源……………………………………………………………………………………………参阅 csh(1) 
spell(1): spell, hashmake, spellin, hashcheck………………………………………………………………发现拼写错误 
spellin: 从哈希代码中创建压缩的拼写列表………………………………………………………………………参阅 spell(1) 
split(1): split…………………………………………………………………………………………将一个文件分割成多个文件 
ssp(1): ssp…………………………………………………………………………………………………删除输出中的多个换行符 
strings(1): strings…………………………………………………………………在对象或其他库文件中查找可打印的字符串 
strip(1): strip…………………………………………………………………………………从对象文件中去除符号和行号信息 
stty(1): stty………………………………………………………………………………………………………设置终端端口选项 
su(1): su………………………………………………………………………………………………………………………切换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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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1): sum…………………………………………………………………………………………………输出文件的校验和与块数 
switch: 定义切换语句……………………………………………………………………………………………………参阅 csh(1) 
sysdiff(1): sysdiff…………………………………………………………………………………HP-UX 已安装的软件比较程序 
tabs(1): tabs……………………………………………………………………………………………………在终端上设置制表符 
tail(1): tail……………………………………………………………………………………………………输出文件的 后部分 
talk(1): talk…………………………………………………………………………………………………………与其他用户通信 
tar(1): tar…………………………………………………………………………………………………………磁带文件归档程序 
tbl(1): tbl…………………………………………………………………………………………………………格式化 nroff 的表 
tcpdchk(1): tcpdchk……………………………………………………………………………………………检查 tcp 包装配置 
tcpdmatch(1): tcpdmatch…………………………………………………………………………………评估 tcp 包装服务请求 
tee(1): tee……………………………………………………………………………………………………………………管道设置 
telnet(1): telnet…………………………………………………………………………………………TELNET 协议的用户界面 
test(1): test……………………………………………………………………………………………………………条件评估命令 
test: 计算条件表达式……………………………………………………………………………………………………参阅 csh(1) 
test: 计算条件表达式……………………………………………………………………………………………………参阅 ksh(1) 
test: 计算条件表达式………………………………………………………………………………………………参阅 sh-posix(1) 
tftp(1): tftp………………………………………………………………………………………………………普通文件传输程序 
time, times: 输出进程所用时间摘要…………………………………………………………………………………参阅 ksh(1) 
time(1): time…………………………………………………………………………………………………………记录命令的时间 
time: 输出 Shell 和子 Shell 所用时间摘要……………………………………………………………………………参阅 csh(1) 
time, times: 输出进程所用时间摘要…………………………………………………………………………参阅 sh-posix(1) 
timex(1): timex………………………………………………………………………记录命令的时间；报告进程数据和系统活动 
top(1): top……………………………………………………………………………………示和更新关于系统上顶部进程的信息 
touch(1): touch……………………………………………………………………………更新访问,修改,和（或）文件更改时间 
tput(1): tput……………………………………………………………………………………………………查询 terminfo 数据库 
tr(1): tr………………………………………………………………………………………………………………………转换字符 
trap: 用陷阱捕获指定信号………………………………………………………………………………………………参阅 ksh(1) 
trap: 用陷阱捕获指定信号…………………………………………………………………………………………参阅 sh-posix(1) 
true(1): true, false…………………………………………………………………………………………返回零或非零退出状态 
trufgrep(1): trufgrep……………………………………………………………………………………………在文件中搜索模式 
tryfrom(1): tryfrom, sffinger………………………………………………………………………………TCP 包装实用程序 
tset(1): tset, reset………………………………………………………………………………………………终端相关的初始化 
tsm(1): tsm…………………………………………………………………………………………………………终端会话管理程序 
tsm.command(1): tsm.command……………………………………………………………………发送命令到终端会话管理程序 
tsm.info(1): tsm.info………………………………………………………………获取 Terminal Session Manager 状态信息 
tsort(1): tsort………………………………………………………………………………………………………………拓扑排序 
tty(1): tty, pty…………………………………………………………………………………………………………获取终端名称 
ttytype(1): ttytype……………………………………………………………………………………………………终端识别程序 
typeset: 控制前导空白字符和参数处理………………………………………………………………………………参阅 ksh(1) 
typeset: 控制前导空白字符和参数处理…………………………………………………………………………参阅 sh-posix(1) 
u370: 提供有关处理器类型的真值…………………………………………………………………………………参阅 machid(1) 
u3b: 提供有关处理器类型的真值……………………………………………………………………………………参阅 machid(1) 
u3b10: 提供有关处理器类型的真值…………………………………………………………………………………参阅 machid(1) 
u3b2: 提供有关处理器类型的真值…………………………………………………………………………………参阅 machid(1) 
u3b5: 提供有关处理器类型的真值…………………………………………………………………………………参阅 machid(1) 
ul(1): ul………………………………………………………………………………………………………………………加下划线 
ulimit: 设置大小或时间限制…………………………………………………………………………………………参阅 ksh(1) 
ulimit: 设置大小或时间限制……………………………………………………………………………………参阅 sh-posix(1) 



目录 

第 1 、2 卷 

 
条目名称(节编号)：名称                                                                           说明 

22   Hewlett-Packard Company                                   HP-UX 11i Version 2: December 2007 Update 

umask(1): umask……………………………………………………………………………………………设置文件创建模式掩码 
umask: 设置用于创建新文件的权限掩码………………………………………………………………………………参阅 csh(1) 
umask: 设置用于创建新文件的权限掩码………………………………………………………………………………参阅 ksh(1) 
umask: 设置用于创建新文件的权限掩码…………………………………………………………………………参阅 sh-posix(1) 
umodem(1): umodem…………………………………………………………………………………XMODEM 协议文件传输程序 
unalias: 放弃指定的别名………………………………………………………………………………………………参阅 csh(1) 
unalias: 放弃指定的别名………………………………………………………………………………………………参阅 ksh(1) 
unalias: 放弃指定的别名…………………………………………………………………………………………参阅 sh-posix(1) 
uname(1): uname…………………………………………………………显示关于计算机系统的信息；设置节点名（系统名） 
uncompact: 解压缩的文件…………………………………………………………………………………………参阅 compact(1) 
uncompress: 扩展压缩的数据……………………………………………………………………………………参阅 compress(1) 
uncompressdir: 扩展目录中的压缩文件………………………………………………………………………参阅 compress(1) 
unexpand: 将空格转换为制表符……………………………………………………………………………………参阅 expand(1) 
unget(1): unget…………………………………………………………………………………撤消 SCCS 文件的先前 get 操作 
unifdef(1): unifdef…………………………………………………………………………………………………删除预处理器行 
uniq(1): uniq……………………………………………………………………………………………………报告文件中的重复行 
units(1): units………………………………………………………………………………………………………………转换程序 
unpack: 压缩和扩展文件………………………………………………………………………………………………参阅 pack(1) 
unset: 删除标记和参数的定义（或设置………………………………………………………………………………参阅 csh(1) 
unset: 删除选项和参数的定义（或设置）……………………………………………………………………………参阅 ksh(1) 
unset: 删除选项和参数的定义（或设置）………………………………………………………………………参阅 sh-posix(1) 
unsetenv: 从环境中删除变量…………………………………………………………………………………………参阅 csh(1) 
until: 当表达式为非零时执行命令……………………………………………………………………………………参阅 ksh(1) 
until: 当表达式为非零时执行命令………………………………………………………………………………参阅 sh-posix(1) 
uptime(1): uptime, w……………………………………………………………………………………………显示系统的运行时间 
users(1): users………………………………………………………………………………………………系统上用户的简略列表 
uucp(1): uucp, uulog, uuname, uutry…………………………………………………………UNIX 系统至 UNIX 系统复制 
uudecode: 对由 uuencode 编码的文件进行解码……………………………………………………………参阅 uuencode(1) 
uuencode(1): uuencode,uudecode………………………………………对二进制文件进行编码/解码以便通过邮件程序传输 
uulog: 访问 UUCP 摘要日志…………………………………………………………………………………………参阅 uucp(1) 
uuname: 列出已知的 UUCP 系统……………………………………………………………………………………参阅 uucp(1) 
uupath(1): uupath, mkuupath……………………………………………………………………访问和管理 pathalias 数据库 
uupick: 接受或拒绝传入 UUCP 消息………………………………………………………………………………参阅 uuto(1) 
uustat(1): uustat…………………………………………………………………………………………uucp 状态查询与作业控制 
uuto(1): uuto, uupick………………………………………………………………公用 UNIX 系统到 UNIX 系统文件的复制 
uutry: 测试到远程系统的成功登录…………………………………………………………………………………参阅 uucp(1) 
uux(1): uux……………………………………………………………………………………UNIX 系统到 UNIX 系统命令执行 
ux2dos: 转换 ASCII 文件格式……………………………………………………………………………………参阅 dos2ux(1) 
vacation(1): vacation……………………………………………………………………………………返回收件人在度假的消息 
val(1): val……………………………………………………………………………………………………………验证 SCCS 文件 
vax: 提供有关处理器类型的真值……………………………………………………………………………………参阅 machid(1) 
vc(1): vc………………………………………………………………………………………………………………………版本控制 
vedit: 初学者的面向屏幕文本编辑器……………………………………………………………………………………参阅 vi(1) 
vi(1): vi, view, vedit…………………………………………………………………………………扩展的面向屏幕文本编辑器 
view: 只读的面向屏幕文本编辑器………………………………………………………………………………………参阅 vi(1) 
vis(1): vis, inv……………………………………………………………使得文件中的非打印和非 ASCII 字符可见或不可见 
vmstat(1): vmstat……………………………………………………………………………………………报告虚拟内存统计信息 
vt(1): vt……………………………………………………………………………………………………通过局域网登录其他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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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it(1): wait…………………………………………………………………………………………………………等待进程的完成 
wait: 等待后台进程………………………………………………………………………………………………………参阅 csh(1) 
wait: 等待子进程…………………………………………………………………………………………………………参阅 ksh(1) 
wait: 等待子进程……………………………………………………………………………………………………参阅 sh-posix(1) 
wc(1): wc……………………………………………………………………………计算单词数,行数,和文件中的字节数或字符数 
what(1): what…………………………………………………………………………………………………获取 SCCS 标识信息 
whence: 将名称解释定义为命令………………………………………………………………………………………参阅 ksh(1) 
whence: 将名称解释定义为命令…………………………………………………………………………………参阅 sh-posix(1) 
whereis(1): whereis………………………………………………查找程序的源代码文件,二进制文件,和（或）手册条目文件 
which(1): which……………………………………………………………………………………定位程序文件，包括别名和路径 
while: 当表达式为非零时执行命令……………………………………………………………………………………参阅 csh(1) 
while: 当表达式为非零时执行命令……………………………………………………………………………………参阅 ksh(1) 
while: 当表达式为非零时执行命令………………………………………………………………………………参阅 sh-posix(1) 
who(1): who……………………………………………………………………………………………………当前登录到系统的用户 
whoami(1): whoami…………………………………………………………………………………………输出有效的当前用户 ID 
whois(1): whois……………………………………………………………………………………………Internet 用户名目录服务 
write (1): write…………………………………………………………………………交互式写入其他用户（与其他用户通信） 
xargs(1): xargs……………………………………………………………………………………………构建参数列表和执行命令 
xd: 十六进制转储…………………………………………………………………………………………………………参阅 od(1) 
xstr(1): xstr………………………………………………………………………………从 C 程序提取字符串以实现共享字符串 
yes(1): yes………………………………………………………………………………………………………………表示重复确定 
ypcat(1): ypcat……………………………………………………………………………………输出所有网络信息服务映射的值 
ypmatch(1): ypmatch……………………………………………………………………输出在网络信息服务映射中所选键的值 
yppasswd(1): yppasswd…………………………………………………………………更改网络信息系统 (NIS) 中的登录口令 
ypwhich(1): ypwhich………………………………………………………………………列出网络信息系统服务器或映射属主 
zcat: 扩展数据并显示其内容……………………………………………………………………………………参阅 compress(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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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named-checkconf - 命名的配置文件语法检查工具

概要
/usr/sbin/named-checkconf [-t directory] [-v] [filename]

说明
named-checkconf 是用于检查 named 的配置文件语法（不检查语义）的工具。

选项
-t directory 使用 chroot 将根目录更改为 directory ，使得在处理配置文件中的 include 指令

时，该指令好像是通过由 chroot 更改的 named 目录执行的一样。

-v 输出 named-checkconf 程序的版本并退出。

操作数
filename 要检查的配置文件。缺省值为 /etc/named.conf。

返回值
named-checkconf 返回：

0 成功。

1 检测到错误。

作者
named-checkconf 由 ISC (Internet Software Consortium) 开发。

另请参阅
named(1M)

RFC1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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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named-checkzone - 区域有效性检查工具

概要
/usr/sbin/named-checkzone [-c class] [-dq] zone [filename]

说明
named-checkzone 是一种对区域内容进行完整性检查的工具。它与 named 使用相同的完整性检查。主要检

查语法错误和 RR 类型。

选项
-c class 此选项用于指定区域的类别。

-d 此选项用于启用调试。

-q 此选项仅用于启用退出代码的静态模式。

操作数
zone 此选项指定要检查其内容的区域。

filename 此选项指定用于检查区域内容的文件。

如果未指定 filename ，则会缺省为与区域名同名的文件。为此， named.conf 文件的 zone

指令中的区域文件名必须与区域名完全相同。

返回值
named-checkzone 返回：

0 成功。

1 检测到错误。

举例
$ named-checkzone -d text.domain db.domain

作者
named-checkzone 由 ISC (Internet Software Consortium) 开发。

另请参阅
named(1M)。

RFC1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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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neqn - 设置 nroff 的数学文本格式

概要
neqn [-dxy] [-sn] [-fn] [-pn] [file]...

备注
neqn 的输出与设备密切相关。请参阅“警告”一节。

显示的示例与 dtterm 窗口中的结果近似。要在输出设备上查看实际的结果，请将 man neqn 命令的输出直接

发送到设备。

说明
neqn 是 nroff 的预处理器（请参阅 nroff (1)），用于在类似打字机的终端上排入数学文本。其调用几乎始终

采用以下两种格式之一或等同格式：

neqn file... | nroff | col

tbl file... | neqn | nroff | col

如果未指定文件（或者如果指定了 - 而不是 file），则 neqn 将从标准输入读取。以 .EQ 开头的行标记方程式

的开始。方程式的结尾由以 .EN 开头的行标记。这些行均不进行更改，这意味着可以在 nroff 宏程序包中定

义它们以便获取居中、编号等。

定界符
也可以将两个字符指定为 定界符；然后将定界符之间的后续文本视为 neqn 输入。使用命令行参数 -dxy 或

（更常见）使用以下序列可以将定界符设置为字符 x 和 y

.EQ

delim xy

.EN

左定界符和右定界符可以是同一字符；通常将美元符号 ($) 用作这样的定界符。定界符由 delim off 关闭（请

参阅“警告”一节）。对于既不在定界符之间也不在 .EQ 和 .EN 之间的所有文本，在传递后保持不变。

分隔符和元字符
neqn 方程式内的标记由空格、制表符、换行符、大括号、双引号、代字号和音调符号分隔。大括号 ({}) 用于

分组；一般而言，在可以出现单个字符（如 x ）的任意位置中，可以改用括在大括号中的复杂结构。代字号 (˜)

在输出中表示全角空格；音调符号 (ˆ) 表示半角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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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标和上标
下标和上标是使用 sub 和 sup 生成的，如下所示：

源文本 结果

x sub j x

j

a sub k sup 2 2

ak

e sup {x sup 2 + y sup 2} 2+y2

ex

分数
分数是通过使用 over 生成的：

源文本 结果

a over b a

_

b

平方根
sqrt 生成平方根：

源文本 结果

1 over sqrt {ax sup 2+bx+c} _____1____

________

\|ax2+bx+c

上限和下限
关键字 from 和 to 指定下限和上限：

源文本 结果

lim from {n -> inf } n

sum from 0 to n x sub i lim Rx

n->oo0 i

方括号和大括号
正确高度的左右方括号、大括号等是使用 left 和 right 生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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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文本 结果

left [ {x sup 2 + y sup 2}

over alpha right ] ˜=˜ 1 | |

|x2+y2|

|_____| = 1

| A |

left 和 right 后面的合法字符有大括号、方括号、竖条、 c 和 f （表示上限和下限）以及 "" （表示什么

也没有，仅对右方括号有用）。 left char 不需要具有匹配的 right char。

垂直堆
垂直的元素堆是使用 pile、 lpile、 cpile 和 rpile 生成的：

源文本 结果

pile {a above bb above ccc} a

bb

ccc

堆可以具有任意数目的元素； lpile 用于左对齐， pile 和 cpile 用于居中（但具有不同的垂直间距），

rpile 用于右对齐。

矩阵和行列式
矩阵是使用 matrix 生成的：

源文本 结果

left | { matrix { |xi 1 |

lcol { x sub i above y sub 2 } | |

ccol { 1 above 234 } } } right | |y2 234|

| |

此外，还有用于右对齐列的 rc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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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音符
变音符是使用 dot、 dotdot、 hat、 tilde、 bar、 vec、 dyad 和 under 生成的：

源文本 结果

x dot = f(t) bar . ____

x=f(t)

y dotdot bar ˜=˜ n under __

..

y = x

_

x vec ˜=˜ y dyad - -

x = y

点大小和字体
可以通过 size n 或 size +|-n、 roman、 italic、 bold 和 font n 更改点大小和字体。通过 gsize

n 和 gfont n，或通过命令行参数 -sn 和 -fn，可以在文档中全局更改点大小和字体。

通常，下标和上标比前面的大小减小 3 点；这可以通过命令行参数 -pn 进行更改。

垂直对齐
可以将连续的显示参数对齐。将 mark 放在第一个方程式中所需对齐点之前；将 lineup 放在后续方程式中垂

直对齐的位置。

简写形式
使用 define 可以定义简写形式或重新定义现有关键字：

define thing % replacement %

定义名为 thing 的新标记，只要它此后出现，就由 replacement 替换。 % 可以是不出现在 replacement 中的任

何字符。 % 定界符周围的空格是必需的。

其他关键字
可识别诸如 sum (displayed as R, 代表大写的西格马）、 int (ˆ, 整数符号）和 inf (oo, 无穷大符号）之类的

关键字以及诸如 >= (由 _ 修饰的 >）、 != (由 / 修饰的 =）和 -> (->) 之类的简写。根据需要以大写或小写

拼写希腊字母，例如 alpha (displayed as A, 代表小写的阿尔法）或 GAMMA (displayed as G, 代表大写的伽

马）。将诸如 sin (sin), cos (cos), 和 log (log) 之类的数学词自动转换为罗马体。 nroff 的四字符转

义，如 \(dd (由 = 修饰的 |，代表双剑号）和 \(bu (由 + 修饰的 o，代表项目符号），可以在任何位置使

用。

逐字文本
括在双引号中的字符串（"string"这样就允许将关键字作为文本输入，并在其他方法失败时可以用来与 nroff

进行通信。详细信息在下面引用的手册中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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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项
neqn 接受以下选项：

-dxy 将字符 x 和 y 定义为文本中的开始定界符和结束定界符。请参阅“定界符”小节。

-fn 将文档中输出方程式的字体编号全局更改为 n。请参阅点大小和字体小节。

-pn 将下标和上标的点大小在正常大小的基础上减小 n 点。请参阅点大小和字体小节。

-sn 将文档中输出方程式的点大小全局更改为 n。请参阅点大小和字体小节。

操作数
file 要为 neqn 构造处理的文件。如果未指定文件，则 neqn 从标准输入读取。如果将 file 指定为 -，则

neqn 从文件序列中的该点读取标准输入。

外部语言环境影响
环境变量

LC_CTYPE 用于确定将文本解释为单字节或多字节字符。

LANG 用于确定显示消息的语言。

如果在环境中未指定 LC_CTYPE 或将其设置为空字符串，则 LANG 的值会用作每个未指定变量或空变量的缺省

值。如果未指定 LANG 或者将它设置为空字符串，则使用缺省值“C”（请参阅 lang(5)），而不是使用

LANG。如果任一国际化变量中包含无效设置，则 neqn 就会认为所有国际化变量都设置为“C”。请参阅

environ5。

国际代码集支持
支持单字节字符代码集和多字节字符代码集。

警告
要使数字、圆括号等显示为粗体，需要用引号将它们括起来，例如 bold "12.3"。另请参阅 nroff (1) 中的

“警告”一节。

良好做法有以下要求：如果在文件中指定了定界符，则应该在文件的结尾包括 delim off 指令，以防止在处理

多个文件（其中后续文件可能将定界符作为常规文本的一部分包含）时发生不需要的行为。

要在不支持反向换行的终端屏幕和其他设备上正确显示方程式，应该由 col 处理 nroff 的输出（请参阅

col(1)）。

在不支持部分换行的设备上显示的内容通常很难理解；希腊字符和其他符号通常没有受到很好的支持，并且导致

同一行上的粗体字输出不匹配（请参阅上述其他关键字小节的印刷版本）。请考虑改用“计算机程序”编码。

另请参阅
col(1)、mm(1)、nroff(1)、tbl(1)、 mm(5)。

《Typesetting Mathematics - User’s Guide》，作者是 B.W. Kernighan 和 L.L. Cherry。

《New Graphic Symbols for EQN and NEQN》，作者是 C. Scroc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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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netstat - 显示网络状态

概要
netstat [-an] [-f address-family ] [ system ]

netstat [-an] [-f address-family ] [ system [ core ]] # PA-RISC only

netstat [-Mnrsv] [-f address-family ] [-p protocol ] [ system ]

netstat [-Mnrsv] [-f address-family ] [-p protocol ] [ system [ core ]] # PA-RISC only

netstat [-ginw] [-I interface ] [ interval ] [ system ]

netstat [-ginw] [-I interface ] [ interval ] [ system [ core ]] # PA-RISC only

说明
netstat 显示网络接口和协议的统计数据，以及与网络相关的各种数据结构的内容。输出格式随选择的选项不

同而不同。某些选项在与其他选项组合使用时将被忽略或无效。

通常， netstat 命令采用如上所示的三种形式之一：

• 该命令的第一种形式显示每个协议的主动套接字的列表。

• 第二种形式根据所选选项显示其他网络数据结构之一的内容。

• 第三种形式显示每个网络接口的配置信息。它也显示配置的网络接口上的网络流量数据，可以选择每

隔 interval （以秒为单位）进行更新。

选项解释如下：

-a 显示所有套接字（包括服务器进程使用的被动套接字）的状态。当 netstat 不与

任何选项一起使用时，仅显示主动套接字。该选项不显示 X.25 编程访问套接字的状

态。如果指定了 -g、 -i、 -I、 -M、 -p、 -r、 -s 或 interval 选项，则该选

项将被忽略。

-f address-family

仅为指定的 address-family 显示统计信息或地址控制块。可识别下列地址系列：

inet （用于 AF_INET）、 inet6 （用于 AF_INET6）和 unix （用于

AF_UNIX）。带有 AF_UNIX 的该选项，适用于 -a 和 -s 选项。带有 AF_INET

或 AF_INET6 的该选项，适用于 -a、 -i、 -n 和 -s 选项。

-g 显示网络接口的多播信息。该选项仅识别 AF_INET 地址系列。该选项可以与 -i

选项组合使用来显示两种信息。如果指定了 -p 选项，则该选项将被忽略。

-i 显示网络接口的状态。仅显示配置了 IP 地址的接口，或使用 ifconfig 命令配置

了 plumb 选项的接口。输出既包括主接口也包括逻辑接口。（请参阅

init(1M)）。Ipkts和Opkts字段的计数仅适用于IP数据包。如果指定了 -p 选项，

则该选项将被忽略。缺省情况下，如果未指定 -f 选项， netstat 将显示配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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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v4 或 IPv6 地址的接口的状态。一个例外是，如果用户在任何接口上都没有配置

IPv6 地址，则 netstat 不显示 IPv6 环回接口的状态。

-I interface 仅显示指定接口的信息。该选项适用于 -g 和 -i 选项。

-M 显示多播路由表。如果 -s 与 -M 选项一起使用，则 netstat 改为显示多播路由

统计信息。如果指定了 -p 选项，则该选项将被忽略。

-n 将网络地址显示为数字。通常， netstat 解释地址并试图以符号形式显示它们。

该选项适用于 -a、 -i、 -r 和 -v 选项。

-p protocol 显示指定协议的统计信息。可识别下列协议： tcp、 sctp、 udp、 ip、 icmp、

igmp、 ipv6 和 icmpv6。

-r 显示路由表。如果 -v 与 -r 选项一起使用， netstat 还显示路由条目中的网络

掩码。如果指定了 -g、 -i、 -I、 -p 或 interval 选项，则该选项将被忽略；如

果指定了 -s 选项，则该选项无效。

-s 显示所有协议的统计信息。如果该选项与 -M 选项一起使用，则 netstat 改为显

示多播路由统计信息。如果指定了 -g、 -i、 -I、 -p 或 interval 选项，则该选

项将被忽略；如果指定了 -r 选项，则该选项无效。

-v 显示与路由和套接字相关的其他信息。如果 -v 与 -r 选项一起使用， netstat

还显示路由条目中的网络掩码。由于 SCTP 套接字端点中可能涉及多个地址，在指

定了 -v 选项时， netstat 显示 SCTP 套接字的所有本地和远程地址。

注释：仅在安装了可选 SCTP 软件包时，SCTP 方可用。

-w 以宽格式显示输出。该选项以单行的最大分辨率在输出中显示所有字段。因此，可

以使用文本处理工具对该输出进行处理。该选项只能与 -i 选项一起使用；如果与

其他任何选项一起使用，则该选项将被忽略。

system 参数允许替换缺省值 /stand/vmunix。仅在 PA-RISC 系统上， core 参数允许替换缺省值

/dev/kmem。

如果没有指定任何选项， netstat 仅显示主动套接字的状态。在主动和被动套接字状态的显示信息中，还包括

本地和远程地址、发送和接收队列大小（以字节为单位）、协议，以及协议的内部状态。

注释：显示的发送和接收队列大小通常为零。显示这些字段只是为了达到向后兼容的目的。

地址格式有两种形式： host.port 或 network.port （如果套接字地址的主机部分为零）。如果知道地址的符号

名称，则对于 IPv4，将分别使用 gethostbyname() 和 getnetbyname() 以符号形式显示主机和网络地址

（请参阅 gethostent(3N) 和 getnetent(3N)）；对于IPv6，将使用 getnameinfo() 以符号形式显示主机和网

络地址（请参阅 getaddrinfo(3N)）。如果不知道地址的符号名称，将根据地址系列以数字形式显示地址。有关

IPv4 地址的 Internet“点格式”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inet(3N)。有关IPv6地址的Internet“冒号格式”的详细

信息，请参阅 inet6(3N)。未指定的地址和端口或“通配符”地址和端口以星号 (*) 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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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口显示信息提供了所传输（入站和出站）数据包的累积统计信息表。还显示接口的网络地址和最大传输单元

( MTU )。如果指定了 interval 参数， netstat 将显示与网络接口相关的统计信息的动态计数。该显示信息包

括两列：一列是自动配置时找到的第一个接口的信息；另一列是所有接口的摘要信息。要显示特定接口的统计信

息的动态计数，请使用 -I 选项。每一屏幕信息的第一行包括自上次系统重新引导以来的摘要信息。随后的输出

行显示经过前面所述间隔所累积的值。

路由表显示信息指明了可用的路由及其状态。每一个路由都包括要用于转发数据包的目标主机或网络、网络掩码

和网关。 Flags 字段显示路由是否启动 (U)、路由是否到网关 (G)，或者路由是主机路由还是网络路由（带或不

带 H）。

Netmask 字段显示应用于要转发的 IP 数据包的目标 IP 地址的掩码。该结果将与路由条目中的目标地址相比

较。如果它们相同，则该路由是此 IP 数据包的候选路由之一。如果有多个候选路由，则将选择具有最长 Net-

mask 字段（从最左侧位位置开始连续 1）的路由。（请参阅 routing(7)）。

Gateway 字段显示即时网关的地址，以便到达目标。如果目标位于直接连接的网络上，则它可以是传出接口的

地址。

Interface 字段标识路由所使用的网络接口。

Pmtu 字段显示路径最大传输单元 (PMTU)。如果路由是使用静态 PMTU 值（请参阅 route(1M)）创建的，则

相应的PMTU值将永久覆盖接口MTU。否则，PMTU 值与用于路由的网络接口的 MTU 值相同。

Prefix 字段仅用于 IPv6。它的格式与 IPv4 中的 CIDR 表示法类似。前缀是一个介于 0 和 128 之间的整数

（含边界值）。它指定包含前缀的地址的最左侧连续位的数量。主机路由的前缀是 128。缺省路由的前缀是 0

（请参阅 route(1M)）。在选择路由转发IPv6数据包时，也使用前缀。

相关内容
X.25

-a 选项不列出 X.25 编程访问信息。

作者
netstat 由 HP 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联合开发。

另请参阅
ifconfig(1M) 、 lanadmin(1M) 、 lanscan(1M) 、 route(1M) 、 getaddrinfo(3N) 、 gethostent(3N) 、

getnetent(3N)、 inet(3N)、 inet6(3N)、 hosts(4)、 networks(4)、 protocols(4)、 services(4)、 routing(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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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newalias - 为用户或系统安装新的 elm 别名

概要
newalias [-g]

备注
newalias 替代 elmalias 命令原来的功能。

说明
newalias 命令从别名文本文件中创建新的别名数据库文件，供 elm 和其他程序使用。对于用户别名，也可以

从 elm 程序的 Alias Menu 中执行该功能（请参阅 elm(1)）。

选项
newalias 识别以下选项：

-g 即全局选项。程序更新系统别名文件，而不是用户的别名文件。

操作
如果没有 -g 选项， newalias 将根据命名的输入文件更新用户的别名文件

$HOME/.elm/aliases.text

找到文件时，它将创建命名的输出文件

$HOME/.elm/aliases

$HOME/.elm/aliases.dir

$HOME/.elm/aliases.pag

通过 -g 选项， newalias 将根据命名的输入文件更新系统别名文件

/var/mail/.elm/aliases.text

找到文件时，它将创建命名的输出文件

/var/mail/.elm/aliases

/var/mail/.elm/aliases.dir

/var/mail/.elm/aliases.pag

在任一种情况下，您都需要对 aliases.text 文件的读取访问权和对其他文件及 .elm 目录的写入访问权。

文本文件条目
aliases.text 文件中的每个条目应该采用以下格式：

alias-list = [lastname [; firstname] ]  [, comment] = address-list

字段名称
字段名称定义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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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dress-list 一个或多个邮件地址、个人别名名称和（或）组别名名称的空白字符（或逗点）分隔列

表。

实际上，每个项目将首先作为别名名称进行测试。如果它不是别名名称，则假定它是邮

件地址。邮件地址可以是 Internet 形式 (user@host.domain)、UUCP 形式

(host.domain!user) 或 sendmail 别名形式（请参阅 sendmail(1M)）。它也可以

是本地邮件用户的名称，该名称在 Internet 形式中将随本地主机名追加。

alias-list 别名名称的空白字符（或逗点）分隔列表。每个名称标识相同的别名条目。别名名称可

以由字母 (A−Z、 a−z)、数字 (0−9)、下划线 (_)、短线 (-) 和句点 (.) 组成。别名名

称不区分大小写，因此 dave 和 Dave 是等效的。

comment 包含您需要的任何条目相关信息（如地址和电话号码）的字符串。它在 elm 程序的

Alias Menu 中显示，但 elm 不会在邮件消息中传输注释。该字段可以包含非引用等

号 (=) 之外的任意字符。请参阅“引用字符”小节。

firstname 个人（或组）的名字。它与 lastname 组合在一起形成 fullname。该字段可以包含非引

用等号 (=) 和非引用逗点 (,) 之外的任意字符。请参阅“引用字符”小节。

以下“个人或组别名”副标题下的唯一名字是： Smith; John 中的 John。

lastname 个人（或组）的姓氏。它与 firstname 组合在一起形成 fullname。该字段可以包含非

引用等号 (=) 和非引用分号 (;) 或非引用逗点 (,) 之外的任意字符。请参阅 “引用字

符”小节。

以下“个人或组别名”副标题下的姓氏是： Dave Taylor、 Smith、 Unix Gurus

和 Unix people。

fullname firstname lastname 的组合。它通常在邮件标头中地址后的括号内发送。它也显示在

elm 程序的 Alias Menu 中，并由 elmalias 命令来显示（请参阅 elm(1) 和

elmalias(1)）。

定界符
定界符具有以下优先顺序：

• 第一个和第二个等号 (=) 分别标记 alias-list 的结尾和 address-list 的开头。这两个等号都是必需的。

• 位于第一个等号之后和第二个等号之前的第一个逗点 (,) 标记 comment 字段的开头。

• 位于第一个等号之后和下一个逗点（或第二个等号）之前的第一个分号 (;) 标记 firstname 字段的开头。

个人或组别名
个人别名在 address-list 中只有一个地址，如下所示：

dave, taylor = Dave Taylor = taylor@company.com

j_smith = Smith; John, 408-555-1212 =johns@pocahontas.g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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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别名在 address-list 中有两个或更多个别名：

gurus = Unix Gurus = alan, john, dave, mike,

richard, larry, t_richardson

unix = Unix people = gurus, taylor, jonboy

其他规则
条目可以在多个行上连续；连续行必须以空白字符（空格或制表符）开头。

注释是以数字符号 (#) 开头的任意行。它将被忽略。

空白行和注释可以在条目内混合使用。

引用字符
可以将通常会排除的字符包含在 firstname、 lastname、 comment 和 address-list 中的邮件地址中，方法是用

反斜杠 (\) 将每个字符转义或者将字符串放在引号 (") 中。要包括引号或反斜杠，请在引号之内或之外使用反斜

杠将其转义。

文件
$HOME/.elm/aliases 用户别名数据库数据表

$HOME/.elm/aliases.dir 用户别名数据库目录表

$HOME/.elm/aliases.pag 用户别名数据库散列表

$HOME/.elm/aliases.text 用户别名源文本

/var/mail/.elm/aliases 系统别名数据库数据表

/var/mail/.elm/aliases.dir 系统别名数据库目录表

/var/mail/.elm/aliases.pag 系统别名数据库散列表

/var/mail/.elm/aliases.text 系统别名源文本

作者
newalias 由 HP 开发。

另请参阅
elm(1)、 elmalias(1)、 mail(1)、 mailx(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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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newform - 更改或重新格式化文本文件

概要
newform [-i tabspec ] [-o tabspec ] [-l n ] [-b n ] [-e n ] [-c char ] [-p n ] [-a n ] [-f] [-s] [ files ]

说明
newform 读取命名 files 或标准输入（如果未命名输入文件）中的行，然后在标准输出上复制这些行。行将按照

有效的命令行选项进行重新格式化。

除了 -s 之外，命令行选项可以按任意顺序出现，可以重复，并且可以与可选的 files 混合使用。命令行选项将

按其指定的顺序进行处理。这意味着 -e 15 -l 60 选项序列将产生不同于 -l 60 -e 15 的结果。选项将应

用于命令行上的所有 files。

选项
newform 可识别下列选项：

-itabspec 输入制表符规范：按照给定的制表符规范将制表符扩展到空格。 Tabspec 识别 tabs(1)

中所述的所有制表符规范形式。此外， tabspec 可以是 --，此处 newform 假定将从

标准输入读取的第一行中找到制表符规范（请参阅 fspec(4)）。如果没有给定

tabspec，则 tabspec 缺省为 -8。 tabspec 值 -0 指示无制表符；如果找到制表符，则

将其当作 -1 处理。

-otabspec 输出制表符规范：按照给定的制表符规范将空格替换为制表符。该制表符规范与 -itab-

spec 相同。如果没有给定 tabspec ，则 tabspec 缺省为 -8。 tabspec 值 -0 表示输出

时不将任何空格转换为制表符。

-ln 将有效行长度设置为 n 个字符。如果未输入 n ，则 -l 缺省为 72。不带 -l 选项的缺

省行长度是 80 个字符。请注意，制表符和退格当作为单个字符处理（使用 -i 将制表

符扩展到空格）。

-bn 在行长度大于有效行长度时，从行的开头截断 n 个字符（请参阅 -ln）。缺省设置是

截断必要的字符数，以获取有效行长度。当使用不带 n 的 -b 时，将使用缺省值。该

选项可用于删除 COBOL 程序中的序列号，如下所示：

newform -l1 -b7 file-name

-l1 必须用于设置比文件中的任何现有行更短的有效行长度，以便激活 -b 选项。

-en 除了从行尾截断字符外，其余与 -bn 相同。

-ck 将前缀/追加字符更改为 k。 k 的缺省字符是空格。

-pn 行长度小于有效行长度时，在行的开头添加 n 个字符作为前缀（请参阅 -ck）。缺省

设置是添加必要的字符数作为前缀，以获取有效行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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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除了字符追加到行尾之外，其余与 -pn 相同。

-f 在输出任何其他行之前，在标准输出上写入制表符规范格式行。所输出的制表符规范格

式行将与 last -o 选项中指定的格式相对应。如果未指定 -o 选项，所输出的行将包

含缺省规范 -8。

-s 截断每行上第一个制表符之前的前导字符，并在行尾放置最多 8 个截断字符。如果截断

的字符超过 8 个（不计入第一个制表符），第八个字符将替换为 * ，并放弃其右侧的

任何字符。始终会放弃第一个制表符。

如果应用该选项的文件并非每一行上都有制表符，则将发出错误消息，并且程序将退

出。截断的字符将保存在内部，直到其他所有指定的选项应用到该行。此时字符将添加

到所处理行的末尾。

例如，要将每一行上有前导数字、一个或多个制表符以及文本的文件转换为以文本开

头、第一个制表符后的所有制表符扩展到空格、用空格填充到第 72 列（或截断到第 72

列）并且前导数字从第 73 列开始放置，则命令将是：

newform -s -i -l -a -e file-name

返回值
完成后， newform 将返回下列值之一：

0 没有遇到错误。

1 发生了错误。

诊断信息
所有诊断消息都是至关重要的。

usage: ...

newform 时使用了错误的选项。

not -s format

一个行上没有制表符。

can’t open file

自述性消息。

internal line too long

某一行在内部工作缓冲区中扩展后超过 512 个字符。

tabspec in error

制表符规范格式错误，或者指定的制表位未按升序排列。

tabspec indirection illegal

从文件（或标准输入）中读取的 tabspec 不得包含引用其他文件（或标准输入）的 tabsp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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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告
newform 通常只跟踪物理字符；但是，对于 -i 和 -o 选项， newform 将跟踪退格，以便在适当的逻辑列中

排列制表符。

如果将不从标准输入中读取 tabspec （通过 -i-- 或 -o--）， newform 则不提示用户。

如果使用 -f 选项，并且指定的最后一个 -o 选项是 -o--，它之前加有 -o-- 或 -i--，则制表符规范格式行

将不正确。

另请参阅
fspec(4)、 csplit(1)、 tabs(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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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newgrp - 切换到新组

概要
newgrp [-] [group]

说明
newgrp 命令可以在不更改用户 ID的情况下更改组 ID ，同时还可以用新的 Shell 来替换用户当前使用的 Shell。

如果指定 group，而该 group 是存在的，并且用户 ID 是新 group 的成员，或者您能从终端提供 group 的口

令，则更改是成功的。

如果不指定 group，则 newgroup 会将组更改为在口令文件 /etc/passwd 的条目中所指定的组。

不论组成功更改与否，也不论新组是否与旧组相同， newgrp 都会继续执行，并用口令文件条目的 Shell 字段

中所指定的 Shell 来代替当前使用的 Shell。如果该字段为空，则 newgrp 将使用 POSIX Shell，

/usr/bin/sh （请参阅 sh-posix(1)）。

如果指定 - （连字符）作为第一个参数，则新的 Shell 启动时的状态就好像您刚刚登录一样。如果不指定 -，

则新的Shell启动时的状态就好像您将其作为subshell来调用。

保持登录状态并且不更改当前目录，但是关于新的并真实有效的组 ID ，将执行文件的访问权限的计算。

保持导出变量的值并将其传送到新的 Shell 中。所有未导出的变量将被删除，但是新的 Shell 可以将其重新设置

为缺省值。

因为新的 Shell 启动时会代替当前的进程，所以从新的 Shell 中退出与从曾经在行 newgrp 的 Shell 中退出具

有相同的结果。

外部语言环境影响
国际代码集支持

组名支持 7 位 USASCII代码集中的字符（请参阅 ascii(5)）。

诊断信息
newgrp 命令将发出以下错误消息：

Sorry 您的用户 ID不具有组成员的资格。

Unknown group 组名不在 /etc/group 中。

Permission denied 所需的口令必须来自终端。

You have no shell 标准输入不是终端文件而导致新的 Shell 的失败。

举例
从当前组更改为组 users，并且不执行登录例行程序：

newgrp users

从当前组更改为组 users，并且执行登录例行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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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grp - users

警告
对于将口令输入到 /etc/group，不存在便捷的方法。

不建议使用组口令，因为从根本上说，组口令适合于安全性较低的操作。组口令可能在未来的 HP-UX 发行版中

被删除。

如果在组数据库中， newgrp 所指定的组含有多个不一致的条目（例如，组 id 或（和）口令不一致），则

newgrp 会将第一个匹配的组条目的组 id 和口令看成是该组的正确的组 id 和口令。

文件
/etc/group 系统组文件

/etc/passwd 系统口令文件

另请参阅
csh(1)、 ksh(1)、 login(1)、 sh-posix(1)、 group(4)、 passwd(4)、 environ(5)。

符合的标准
newgrp：SVID2、SVID3、XPG2、XPG3、XPG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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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newmail - 通知用户邮箱中有新邮件

概要
newmail [-i interval] [-w] [file-spec]...

说明
newmail 实用程序可监视收件箱或指定的邮件文件夹。

基本操作是程序每隔 interval 秒（缺省值为 60）检查文件夹，并列出已到达任何邮箱中的所有新邮件，同时提

供发件人的姓名以及邮件主题。

如果不使用任何选项，则 newmail 会在后台以 60 秒缺省间隔运行，来监视用户的收件箱。为了使消息适于在

已激活的屏幕上显示，会在消息开头添加一对指针字符：

>> Mail from sender-name - subject-of-message

>> Priority sender-name - subject-of-message

如果没有主题，则显示消息 (No Subject Specified)。如果有多个文件夹，则在输出行上最前面会显示

folder-name 或由 file-spec 所指定的前缀字符串。

newmail 会一直运行到用户注销或明确终止该命令为止。如果邮箱大小先变小后变大，则该命令可以在内部对

其本身进行重置。

选项
newmail 可识别下列选项：

-i interval 将进行邮箱检查之间的时间间隔设置为指定的间隔值（秒）。缺省值为 60。

interval 必须小于 232 秒。如果将其设置为小于 10 秒，则 newmail 将发出警告，建

议不要使用如此短的间隔。

-w 以更简洁的输出格式在前台当前窗口中运行该程序。

输出格式变为：

Mail from sender-name - subject-of-message

Priority sender-name - subject-of-message

操作数
newmail 可识别以下操作数：

file-spec 指定文件夹的名称和可选的前缀字符串，形式如下：

foldername[=prefix-string]

诸如 +、 = 和 % 等元字符表示文件夹目录。缺省值为环境变量 MAILDIR 或

$HOME/Mail 的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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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例
每 60 秒检查收件箱：

newmail

每 15 秒检查 joe 和 root 的收件箱是否有新邮件。

newmail -i 15 joe root

监视用户 mary 的收件箱和您的邮件目录中名为 postmaster 的文件夹。给 mary 的收件箱中的所有新邮件

添加 Mary 前缀字符串，为文件夹 postmaster 中的新邮件添加 POBOX 前缀字符串。另外，监视文件夹

/tmp/mbox ：

newmail "mary=Mary" +postmaster=POBOX /tmp/mbox

作者
newmail 由 HP 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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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news - 输出新闻条目

概要
news [-a] [-n] [-s] [ items ]

说明
news

用于使用户了解当前发生的事件。按照惯例，这些事件是由目录 /var/news 中的文件描述的。

在不带任何参数调用 news 时，它将输出 /var/news 中所有当前文件的内容，且先输出最新的文件，每一条

目之前有一个相应标题。 news 将“当前”时间存储为用户主目录（该目录的标识由环境变量 $HOME 确定）下

.news_time 文件的修改日期；只有在时间上晚于该“当前”时间的文件才被认为是“当前”文件。

选项
news 可识别下列选项：

-a 输出所有条目，不考虑“当前”时间。存储时间不会改变。

-n 仅报告当前条目的名称，而不输出其内容，也不更改存储时间。

-s 仅报告当前存在的条目数，而不输出其名称或内容，也不更改存储时间。在某个用户的

.profile 文件中或在系统的 /etc/profile 中调用 news 是很有用的。

所有其他的参数都被视为将输出的具体新闻条目。

如果在输出一个新闻条目时输入了中断信号，则当前输出会停止，并开始输出下一个条目。如果在一秒钟内发生

了两次中断，则会将使程序终止。

外部语言环境影响
国际代码集支持

支持单字节字符代码集和多字节字符代码集。

文件
/var/news/*

$HOME/.news_time

/etc/profile

另请参阅
mail(1)、profile(4)、environ(5)。

符合的标准
news：SVID2、SVID3、XPG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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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nice - 以非缺省优先级运行命令

概要
nice [-priority_change] command [command_args]

nice [-n priority_change] command [command_args]

说明
nice 命令以非缺省 CPU 调度优先级执行 command。（以较低优先级运行大型程序对于其他系统用户是“有

益的”，该命令的名称就是由此而来的）。

参数
命令行参数如下：

-n priority_change

priority_change 当前（或父级）进程的系统 nice 值（相对优先级）与运行 command 时的实际系统

nice 值之间的差值。

无符号的值会增大 command 的系统 nice 值，使其以更低的优先级运行。

负值要求进程有超级用户特权，并为 command 指定更低的系统 nice 值（更高优先

级）。如果没有为当前进程授予特权，则将该值视为 0。

如果 priority_change 的值将导致系统 nice 值超出 0 到 39 的范围，则将使用相应的

边界值 0 或 39。

请注意，正的 priority_change （更低优先级）在数值之前有一个 - 选项字符；负的

priority_change （更高优先级）具有两个字符：选项字符以及后面的负号 (--)。如果

未指定 -priority_change，则将缺省为 10。

command 要以非缺省优先级执行的一个程序、HP-UX 命令、用户 Shell 脚本等。 command

可以作为前台进程或后台进程运行。

如果 command 作为后台进程运行，则除了在 nice 命令行上指定的之外，还包括由

Shell （ ksh 通过 nice -4 执行所有后台进程）进行的任何 nice

priority_change。

command_args command 可识别的任何参数。

进程优先级
所有进程都具有关联的系统 nice 值，在计划运行进程时，将使用该值计算该进程的即时优先级。通常，所有进

程在被衍生时都继承其父进程的系统 nice 值。 Shell （sh、 csh、 ksh 等）可以创建与当前 Shell 进程具有

不同优先级的子进程，方法是通过 nice 命令衍生子进程。如果 priority_change 的值是无符号数（即正数），

则相对于父进程，子进程更佳（优先级更低）。如果 priority_change 的值为负数，则子进程以更高优先级运

行，且占用更多可用的系统资源。要衍生优先级更高的子进程，父进程必须由具有适当特权的用户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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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引导时，系统以系统 nice 值 20（系统缺省值）启动 init 进程。在大多数系统中，所有进程（直到登录

Shell）都继承此优先级。从各自的登录 Shell 进程开始，用户可以将衍生进程的系统 nice 值更改为最大值 39，

或者使用相应的特权将其更改为最小值 0。系统 nice 值 0 将建立极高的优先级，而值 39 表示非常低的优先级。

普通用户只能相对于当前进程增加任何子进程的系统 nice 值；即， priority_change 必须是正（无符号）值，这

将导致较更低的优先级。要启动其系统 nice 值比当前进程低（更高优先级）的子进程，用户必须具有适当的特

权，而不管所需的相对 nice 优先级值是多少。

例如，从当前 nice 值为 20 的登录 Shell 使用以下命令：

nice ksh

将衍生系统 nice 值为 30 的子 Shell。试图从新 Shell 使用命令：

nice --2 ksh

来衍生系统 nice 值为 28 的其他子 Shell 将被拒绝（除非用户具有适当的特权），即使得到的系统 nice 值将比

原始登录 Shell 进程的优先级小也是如此。

当前进程的系统 nice 值在 ps -l 命令生成的 NI 列下列出（请参阅 ps(1)）。

后台进程
前台进程以与父 Shell 相同的系统 nice 值运行。缺省情况下， ksh 衍生的后台进程以 nice -4 的等效优先

级运行。如果后台进程是通过 nice 从 ksh 启动的，则会将 nice 命令中指定的任何 priority_change 添加到

缺省的 nice -4。因此命令：

nice 12 command &

将以系统 nice 值 36 运行（如果从 ksh 执行该命令）。

外部语言环境影响
环境变量

LC_MESSAGES 用于确定显示消息的语言。

如果未在环境中指定 LC_MESSAGES 或将其设置为空字符串，则 LANG 的值会用作每个未指定变量或空变量的

缺省值。如果不指定 LANG 或将其设置为空字符串，则会使用缺省值“C”（请参阅 lang(5)）而非 LANG。

如果任一国际化变量包含无效设置，则 nice 就会认为所有国际化变量都设置为“C”。请参阅 environ(5)。

国际代码集支持
支持单字节字符代码集和多字节字符代码集。

返回值
nice 返回由 command 返回的值。

举例
下面的示例假定当前进程以系统 nice 值 20 运行，且 nice 是从 Korn Shell 执行的（请参阅 ksh(1)）。

以缺省 priority_change 值 10（系统 nice 值为 30）运行当前目录中名为 prog 的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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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ce ./prog prog_args

使用系统 nice 值 36 （priority_change=12，对于KornShell再加上4）在后台运行同一程序：

nice -12 ./prog prog_args &

作为具有适当特权的用户，使用系统 nice 值 6 将 prog 作为前台进程运行：

nice --14 ./prog prog_args

警告
C Shell csh 具有使用不同语法的内置 nice 命令。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csh(1)。

另请参阅
csh(1)、 ksh(1)、 nohup(1)、 sh-posix(1)、 sh(1)、 renice(1M)、 nice(2)。

符合的标准
nice：SVID2、SVID3、XPG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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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nis+、NIS+、nis - 新版的网络信息名称服务

说明
NIS+ 是新版的网络信息名称服务。这个版本与第 2 版在很多方面有很大的差异，在以前的版本中，它称为 NIS

或 YP。特别增强的功能包括：可适应更大型的网络，安全性以及服务管理。

NIS+ 的联机帮助页分为三个基本类别。第 1 节是那些通常通过 Shell 脚本执行的用户命令或直接通过命令行执

行的用户命令。 1M 节联机帮助页说明了网络管理员为管理服务本身而使用的实用程序命令。 3N 节联机帮助页

说明了 NIS+ 编程 API。

使用第二版 NIS 的所有命令和函数的前缀字符都是 yp，如 ypmatch(1)、 ypcat(1)、 yp_match(3C) 和

yp_first(3C)。使用新的替代软件 NIS+ 的命令和函数的前缀字符为 nis，如 nismatch(1)、 nischown(1)、

nis_list(3N) 和 nis_add_entry(3N)。完整的NIS+命令列表在命令列表一节中。

本联机帮助页介绍 NIS+ 术语。它还描述了 NIS+ 命名空间、验证和授权策略。

NIS+ 命名空间
NIS+ 的命名模型基于一个树状结构。树的每一个节点对应于一个 NIS+ 对象。 NIS+ 对象有六种类型：

directory、 table、 group、 link、 entry 和 private。

NIS+ 目录对象
每个 NIS+ 命名空间都将至少有一个 NIS+ 目录对象。 NIS+ 目录与 UNIX 文件系统目录类似，包含其他

NIS+ 对象，而这些 NIS+ 对象又包含 NIS+ 目录。构成 NIS+ 命名空间的根的 NIS+ 目录称为根目录。特殊的

NIS+ 目录有两个： org_dir 和 groups_dir。 org_dir 目录全部由系统级的管理表组成，如 passwd、

hosts 和 mail_aliases。 groups_dir 目录由所有用于访问控制的 NIS+ 组对象组成。 org_dir、

groups_dir 及它们的父目录的集合就称为一个 NIS+ 域。 NIS+ 目录可以使用一个树状的结构来安排，从而

NIS+ 命名空间能够与组织上或管理上的层次结构相匹配。

NIS+ 表对象
NIS+ 表（非文件）包含在 NIS+ 目录内，存储一些特定类型的实际信息。例如， hosts 系统表存储所在域中

的主机 IP 地址信息。 NIS+ 表是多列的，而且可以通过任何可搜索列对表进行搜索。每个表对象可以定义其对

应表的方案。 NIS+ 对象由 NIS+ 条目对象组成。 NIS+ 表中的每个条目都有一个 NIS+ 条目对象。 NIS+ 条

目对象遵循 NIS+ 表对象定义的方案。

NIS+ 组对象
NIS+ 组对象用于组粒度级的访问控制。域中 groups_dir 目录下的 NIS+ 组对象，包含一个记录特定的

NIS+ 组内所有 NIS+ 主体的列表。 NIS+ 主体是发出 NIS+ 请求的用户或计算机。

NIS+ 链接对象
NIS+ 链接对象类似于 UNIX 符号文件系统链接 — 它们通常用作 NIS+ 命名空间中的快捷方式。

有关 NIS+ 对象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nis_objects(3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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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S+ 名称
NIS+ 服务定义了两种形式的名称：简单名称和索引名称。简单名称通常由服务使用，用于确定包含在 NIS+ 命

名空间中的 NIS+ 对象。索引名称用于确定包含在 NIS+ 表中的 NIS+ 条目。此外，在 NIS+ 表中的条目会作为

entry 类型的 NIS+ 对象返回给调用者。 NIS+ 对象作为一个联合结构实现，该结构在文件

<rpcsvc/nis_object.h> 中描述。这些对象组件的各种类型和含义之间的区别在 nis_objects(3N) 中描述。

简单名称
简单名称包含一系列标签，这些标签通过点 (.) 字符分隔。每个标签由 ISO Latin 1 字符集中的可打印字符组

成。每个标签可以是任意非零长度，前提是完全限定名少于包括独立的点在内的八进制数 NIS_MAXNAMELEN。

（请参考 <rpcsvc/nis.h> 以获得当前版本中 NIS_MAXNAMELEN 的实际值）。包含特殊字符的标签（请参

考语法）必须用引号括起来。

NIS+ 命名空间被组织为单独的固定目录树。简单名称可标识此树中的节点。这些名称是这样构建的，名称中最

左边的标签标识叶子节点，而叶子右边的所有标签标识对象的父节点。父节点是指叶子的 directory。这是命名目

录，不应与文件系统目录混淆。

例如，名称 example.simple.name. 是具有三个标签的简单名称，这里 example 是此名称中的叶子节点，

此叶子的目录是 simple.name.，本身就是一个简单名称。此叶子是 simple，它的目录就是简单的 name。

函数 nis_leaf_of (3N) 返回简单名称的第一个标签。函数 nis_domain_of (3N) 返回包含该叶子的目录名称。这两

个函数的迭代使用可以将一个简单名称分解为各个标签组件。

名称点 (.) 是 global root 命名空间的保留名称。对于连接到 Internet 的系统，域名服务将使用全局根目录。如

果 NIS+ 服务器使用的是名称不为点 (.) 的根目录，则此目录称为 local root。

当名称包含标识所有目录并且直至全局根目录的所有标签时， NIS+ 名称被称为是 fully qualified。结尾不为点

的名称称为 partially 限定。

索引名称
索引名称是由搜索条件和一个简单名称组成的复合名称。搜索条件组件用于从表格中选择条目；简单名称组件用

于标识欲搜索的 NIS+ 表。搜索条件是一组列名及其放置在方括号 ([]) 字符内对应的需要值。这些条件采用下

列形式：

[column_name=value, column_name=value, ... ]

搜索条件与简单名称两部分可以通过连接结合成索引名称，两者以逗号 (,) 字符分隔，如下所示。

[ search-criterion ],table.directory.

当搜索条件中出现多个列名/值对时，只返回表中那些在所有指定的列中都有相应值的条目。当在检索条件中未指

定列名/值对（即为 [] 形式）时，会返回表中的所有条目。

语法
下列文本描述了定义合法的 NIS+ 名称集合的上下文无关语法。此语法中的结束字符可以是字符点 (.)，左方括

号 ([)、右方括号 (])、逗号 (,)、等号 (=) 和空白字符。用于描述非结束字符的尖括号 (<>)，不是语法的一部

分。竖线字符 (|) 用于分隔备用产品而且应该读作“这个产品或这个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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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 . | <simple name> | <indexed name>

简单名称 ::= <string>.| <string>.<simple name>

索引名称 ::= <search criterion>,<simple name>

搜索条件 ::= [ <attribute list> ]

属性列表 ::= <attribute> | <attribute>,<attribute list>

属性 ::= <string> = <string>

字符串 ::= ISO Latin 1 字符集，不包括斜线字符

(/)。初始字符可能不是结束字符或字符

(@)、加号 (+) 以及连字符 (-)。

以字符串显示的结束字符必须用双引号 ("string") 引起来。双引号字符可能通过双写 ("") 出现包含在一个字符

串中。

名称扩展
NIS+ 服务仅接受完全限定名。然而，由于这样的名称难以识别，第 1 节中的 NIS+ 命令使用一组标准的扩展规

则，尝试对部分限定名进行完全限定。此扩展实际是通过 NIS+ 库函数 nis_getnames(3N) 来完成的，该库函数

使用缺省的 NIS+ 目录搜索路径或 NIS_PATH 环境变量生成名称列表。缺省的 NIS+ 目录搜索路径包括其路径

中的所有名称。当使用了 EXPAND_NAME 标志时，函数 nis_lookup(3N) 和 nis_list(3N) 调用

nis_getnames()。

NIS_PATH 环境变量包含一个简单名称的排序列表。名称以冒号 (:) 字符分隔。如果列表中的任意名称包含冒

号，则此冒号应当加引号，正如在 语法一节中所述。当列表用完时，解析函数返回错误 NIS_NOTFOUND。这样

可能会掩盖如下情况，即名称存在但是此名称的服务器不可达。如果提交给列表或查找接口的名称是完全限定

的，则忽略 EXPAND_NAME 标志。

在 NIS_PATH 环境变量的名称列表中，会对 "$"（美元符号）字符作特殊处理。以标签 "$" 结尾的简单名称会用

缺省目录（请参考 nis_local_directory(3N)）来替换该字符。使用$作为此列表中的名称，会导致此名称被缺省

目录和至少包含两个标签的全局根目录之间的目录列表所替换。

下面为此扩展的一个样例。指定缺省目录 some.long.domain.name. 并将 NIS_PATH 变量设置为

fred.bar.:org_dir.$:$。此路径最初分为下面的列表：

1 fred.bar.

2 org_dir.$

3 $

第二个组成部分的美元符号会用缺省目录替换。第三个组成部分的美元符号会用至少包含两个标签的缺省目录和

全局根目录之间的目录替换。有效路径值变为：

1 fred.bar.

2a org_dir.some.long.domain.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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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a some.long.domain.name.

3b long.domain.name.

3c domain.name.

将每个简单名称追加到部分限定名称，此名称会传递给 nis_lookup(3N) 或 nis_list(3N) 接口。依次尝试直到返

回 NIS_SUCCESS 或列表耗尽。

如果未设置 NIS_PATH 变量，则会使用“$”路径。

库函数 nis_getnames(3N) 可以从用户程序中调用以生成可以用来尝试的名称列表。 nisdefaults(1) 程序使用 -s

选项，也可以用于显示完整的扩展路径。

串联路径
通常特定类型信息的所有条目存储在表本身中。然而，有时需要将表指向可以找到条目的其他表。例如，可能希

望将所有的 IP 地址存储在自身域的主机表，但希望能够不用显式指定新的域名就可以解析其他域中的主机。

NIS+ 使用“NIS+ 串联路径”提供将彼此不同但相互关联的表串联起来的机制。使用串联路径，可以从一个层

次结构创建一种普通的命名空间。也可以创建无条目的表，只用将主机或其他表指向其上级域。注意使用这样的

设置时，会将管理表的负担转移到上级域。由于会搜索更多的表以及更多的服务器，因此串联路径将延缓请求响

应时间。如果所有的服务器没有表路径中的特定目录，可用性也会降低。

NIS+ 串联路径也称为“表路径”。通过 nistbladm(1) 在表创建时设置此路径。可以指定用于串联的多个表，它

们会按给定的顺序搜索。注意在缺省情况下，NIS+ 客户库不会遵循站点特有的表中设置的串联路径。有关详细

信息，请参考 nis_list(3N)。

命名空间
NIS+ 服务定义两个附加的 disjoint 命名空间供服务本身使用。这些命名空间是 NIS+ Principal 命名空间，以

及 NIS+ Group 命名空间。与组和主体命名空间关联的名称在语法上等同于简单名称。但是，它们表示的信息

cannot 直接通过作为 NIS+ 接口的名称获得。相反，定义特殊的接口将这些名称映射到 NIS+ 名称，方便以后

的解析。

主体名称
NIS+ 主体名称用于唯一地标识发出 NIS+ 请求的用户和计算机。这些名称格式如下：

principal.domain

这里 domain 是 NIS+ 目录的完全限定名，此目录中可以找到命名主体的凭证。有关域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目

录和域。注意在此名称中， principal 不是 NIS+ 命名空间的叶子。

凭证用于将主机或用户的标识从一种上下文，如同进程 UID，映射到 NIS+ 上下文中。它们以记录的形式存储在

NIS+ 表名为 cred 的表中，该表名总是显示在以主体名称命名目录的 org_dir 子目录中。

此映射可用以下替代函数表示：

principal.domain ->[cname=principal.domain ],cred.org_dir.domain

后面的名称是一个 NIS+ 名称，此名称可以提交给 nis_list(3N) 接口以供解析。 NIS+ 主体名称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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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saddcred(1M) 命令来进行管理。

cred 表包含五列，名称分别为 cname、 auth_name、 auth_type、 public_data 和 private_data。对于NIS+

主体，此表中每个标识映射有一条记录。当前的服务支持两种这样的映射：

LOCAL 此映射用于将给定进程的 UID 映射到关联于此 UID 的 NIS+ 主体名称。如果无映射存在，则返回

nobody 该名称。当进程的有效 UID 是 0（例如超级用户）时，会返回关联该主机的 NIS+ 名称。注

意 UID 对于进程执行的计算机环境是敏感的。

DES 此映射用于将安全 RPC "网络名" 与 NIS+ 主体名称相互映射。关于网络名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secure_rpc(3N)。注意由于网络名包含域的表示形式，所以它们能够涵盖多个 NIS+ 目录。

NIS+ 客户端库函数 nis_local_principal(3N) 使用 cred.org_dir 表将标识的 UNIX 表示形式、进程 UID 映射

到 NIS+ 主体名称。 Shell 程序可以使用 nisdefaults(1) 程序并设置 -p 选项以返回此信息。

从 UID 到 NIS+ 主体名称的映射通过构建下列形式的查询来完成：

[auth_type=LOCAL, auth_name=uid],cred.org_dir.default-domain.

此查询会返回一条记录，此记录包含与该计算机缺省域的 UID 相关联的 NIS+ 主体名称。

NIS+ 服务使用 DES 映射将与安全 RPC 请求相关联的名称映射至 NIS+ 主体名称。使用安全 RPC 的 RPC 请

求包括在 RPC 头部发出请求的客户端的 netname。网络名采用如下形式：

unix.UID@domain

此服务使用下列形式的名称构建查询：

[auth_type=DES, auth_name=netname],cred.org_dir.domain.

这里域部分是从网络名提取的，而不是使用缺省的域。此查询用于在创建查询的域中查找网络名到 NIS+ 主体名

称的映射。

将 UID 和网络名映射到 NIS+ 主体名称的机制确保了 NIS+ 服务的客户机只有一个主体名称。主体名称会用作

授权的基础，描述如下。 NIS+ 命名空间中的所有对象和 NIS+ 表中的所有条目必须有指定的所有者。所有者字

段始终包含一个 NIS+ 主体名称。

组名
类似于 NIS+ 主体名称， NIS+ 组名采用如下形式：

group_name.domain

NIS+ 命名空间中的所有对象和 NIS+ 表中的所有条目可以选择拥有指定的 group owner。填写后的组所有者字

段始终包含 NIS+ 组名的完全限定名。

NIS+ 客户端库定义了用于处理 NIS+ 组的多个接口 ( nis_groups(3N))。这些接口将 NIS+ 组名内部映射至

NIS+ 简单名称，此名称用于标识与组名关联的 NIS+ 组对象。此映射以下面的方式显示：

group.domain -> group.groups_dir.dom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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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映射消除了 NIS+ 组名和 NIS+ 目录名之间的冲突。例如，假定没有此映射，名称为 engineer-

ing.foo.com. 的目录名将会使 engineering.foo.com. 的组名不可能存在。这是由于 NIS+ 命名空间的

限制，明确的名称仅标识一个单独的对象。使用此映射，NIS+ group 名称 engineering.foo.com. 会映射

到 NIS+ object 名称 engineering.groups_dir.foo.com.

组对象的内容是一个 NIS+ 主体名称以及其他 NIS+ 组名称的列表。关于 NIS+ 组使用的更完整描述，请参考

nis_groups(3N)。

NIS+ 安全
NIS+ 定义了一个安全模型，用于控制访问通过服务管理的信息。服务定义的访问权限有选择地授予单个客户端

或客户端群组。主体名称和群组名用于定义允许或拒绝对 NIS+ 信息访问的客户端以及客户端群组。这些主体和

群的名称与 NIS+ 域相关联，定义如下。

安全模式也使用一系列主体的的表示形式，称之为 nobody，其中包括全部客户端，而不管它们是否对自身认证

服务。类 world 包括所有经过验证的客户端。

目录和域
NIS+ 命令空间中的部分目录作为 NIS+ Domains 被引用。域为包含 groups_dir 和 org_dir 子目录的 NIS＋目

录。此外，子目录 org_dir 应当包含名为 cred 的表。NIS+ 组名和 NIS+ 主体名称在第一个标签后 总是包括

NIS+ 域名。

认证
为了 NIS＋ 服务完整性，NIS+ 名称服务使用安全 RPC。这就要求服务用户和机器必须有安全 RPC 密钥对与

之关联。密钥最初使用 nisaddcred(1M) 或 nisclient(1M) 命令创建，使用 chkey(1) 或 nispasswd(1) 命令修

改。

使用安全 RPC 允许将私人信息存储在名称服务中，此信息对网络中不受信任的计算机或用户不可用。

关于安全 RPC 密钥，用户还需要将 UID 映射为 NIS+ 主体名称。这种映射由系统管理员使用 nisclient(1M) 或

nisaddcred(1M) 命令创建。

在多个 NIS+ 域中使用计算机的用户还需要确保在每个域中都有 local 凭证条目。此凭证在用户所在的“主”域

中使用 NIS+ 主体名称创建。考虑到 NIS+ 和安全 RPC，主域定义为用户安全 RPC 密钥对所在的域。

授权
NIS+ 服务定义了四种访问权限，可以允许或拒绝客户端使用服务。这些权限为 read、 modify、 create 和

destroy。权限在创建时由目标结构指定，其后可以使用 nischmod(1) 命令修改。通常，对一个对象的权限授予

仅应用于该对象。但是，授权的目的是授予客户端权限读取 directory，并且对象“包含”在父对象的所有客户端

被授予 table 对象。该屏蔽表示法是抽象的。对象中并不真正包含其他对象。注意 group 对象在定义中包含主体

列表。

访问权限解释如下：

read 此权限允许对某个对象的访问。对于目录和表对象，父对象上的读取权限将传递给所有该目录的

子对象，或者表内部的条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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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ify 此权限允许对现有对象的修改访问。修改过程不需要读取权限。但是，在许多应用程序中，修改

某个对象之前需要读取对象。除非先授予读取权限，否则这种修改操作将失败。

create 此权限给客户端创建先前并不存在的新对象的权限。仅与目录和表对象共同使用。创建对表的访

问允许客户端向表中添加其他条目。创建对目录的访问允许客户端向 NIS＋目录添加新对象。

destroy 此权限给予客户端删除现有对象或条目的权限。当客户端试图删除一个条目或对象时，服务首先

检查表或条目是否包含允许客户端删除访问的对象。如果包含，操作继续。如果包含的目标没有

此权限，检查对象自身是否授予客户端此权限。如果对象授予了此权限，操作继续，否则拒绝请

求。

这些权限可以授予四种不同类别。

owner 可以为对象的 owner 授予权限。所有者是在所有者字段的 NIS+ 主体标识。该缺省值可以通过

nischown(1) 选项更改。注意如果所有者没有对象的修改访问权限，则不能更改任何对对象的访

问权限，除非所有者具有对父对象的修改访问权限。

group owner 授予对象 group owner 的权限。此权限授予所有标识为与对象相关联的组成员的主体名。组的

所有者可以使用 nischgrp(1) 命令更改。对象所有者不必为该组的成员。

world 可以授予权限给 world 中的所有对象。此权限授予所有经过服务验证的客户端。

nobody 权限可以授予给 nobody 主体。授予所有发出服务请求的客户端权限，而不管它们是否经过验

证。

请注意出于引导的考虑，目录对象为 NIS+ 域的时候， org_dir 子目录和子目录内的 cred 表必须能够使用 read

访问 nobody 主体。这就使得当客户端在定位凭证时可以浏览命名空间。授予此访问并不允许 org_dir 中的其他

表内容被读取（例如口令表中的条目），除非表自身授予 nobody 主体“读取”访问权限。

目录验证
为客户端访问目录提供了额外授予权限的能力。该权限包含在目录 object access rights (OAR) 结构中。此结构

允许 NIS+ 服务授予权限给包含指定类型目录的对象，目录对象不授予权限。

此功能的示例为一个不允许为所有客户端创建访问权限的目录对象，但允许为 group 类型对象的 OAR 结构中的

客户端创建访问，此客户端为与目录相关联的 NIS+ 组成员。在此示例中，可以作为子目录创建的唯一对象必须

为 group 类型。

另一个示例为目录对象仅允许创建访问到目录所有者，然后通过 OAR 结构对具有 table、 link、 group 和 pri-

vate 类型的对象，允许将额外的访问创建至目录组所有成员。这就允许了对组几乎全部的创建访问，除了创建子

目录。这就限制了创建新 NIS+ 域，因为创建域需要创建 groups_dir 和 org_dir 子目录。

请注意，当前没有命令行界面用于设置或更改目录对象的 OAR。

表验证
在目录中，提供了授予访问表内条目的额外功能。在表对象的访问权限字段授予客户端的权限，应用表对象和该

表中“包含”的全部条目对象。如果访问权限没有通过表对象授予，也可以通过表内的条目授予。包括除了 cre-

ate 之外的所有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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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一个表可能不允许在表上执行 nis_list(3N) 操作的客户端对表的读取访问。但是，表中条目访问权限字段

可以允许客户端读取访问。请注意，条目中的访问权限授予 entry 的所有者和其所属组的所有者，而不是表的所

有者或组。执行列表操作时，返回所有可以被客户端读取访问的条目。不返回不允许读取访问的条目。如果没有

匹配搜索条件，并允许对客户端的读取访问的条目发出请求，则没有条目返回，结果状态包含 NIS_NOTFOUND

错误代码。

条目中通过权限字段授予的访问权限对整个条目适用。但在表对象中，额外设置访问权限被保留在表的每一列

中。这些权限应用到条目中的等效列。当表和条目自身都不允许访问时，权限用于允许访问。在列中定义的访问

权限应用到目录的所有者和目录群的所有者，而不是表对象的所有者。

执行读取操作时，如果表和条目均不允许读取访问，但 is 在列中允许了访问权限，条目在所有列中返回可读取的

正确值，字符串 *NP* （不允许）出现在不允许读取访问的列中。

作为示例，考虑客户端在不允许客户端读取访问的表上执行了列表操作的情况。检查每个满足客户端指定搜索标

准的条目对象是否允许对客户端的读取操作。如果是则包括在返回结果中。如果不是，则检查每一列是否允许对

客户端的读取访问。如果任何列允许对客户端的读取访问，返回该列的数据。不允许读取访问的列内容通过字符

串 *NP* 替换。如果没有列允许读取访问，则条目不返回。

命令列表
所有与 NIS+ 相关的命令和程序函数列举如下：

NIS+ 用户命令
nisaddent(1) 将 /etc 文件和 NIS 映射添加到相应的 NIS+ 表

niscat(1) 显示 NIS+ 表和 NIS+ 对象

nischgrp(1) 更改 NIS+ 对象的组所有者

nischmod(1) 更改 NIS+ 对象的访问权限

nischown(1) 更改 NIS+ 对象的所有者

nischttl(1) 更改 NIS+ 对象的生存时间

nisdefaults(1) 显示 NIS+ 缺省值

niserror(1) 显示 NIS+ 错误消息

nisgrep(1) 搜索 NIS+ 表的实用程序

nisgrpadm(1) NIS+ 组管理命令

nisln(1) 符号链接 NIS+ 对象

nisls(1) 列出 NIS+ 目录的内容

nismatch(1) 搜索 NIS+ 表的实用程序

nismkdir(1) 创建 NIS+ 目录

nispasswd(1) 更改 NIS+ 口令信息

nisrm(1) 从命名空间中删除 NIS+ 对象

nisrmdir(1) 删除 NIS+ 目录

nisshowcache(1M) 打印共享缓存文件内容的 NIS+ 实用程序

nistbladm(1) NIS+ 表管理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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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stest(1) 使用条件表达式返回 NIS+ 命名空间状态

NIS+ 管理命令
nis_cachemgr(1M) 有关 NIS+ 服务器缓存位置信息的 NIS+ 实用程序

nisaddcred(1M) 创建 NIS+ 凭证

nisaddent(1M) 从相应 /etc 文件或 NIS 映射创建 NIS+ 表

nisclient(1M) 初始化 NIS＋主体的 NIS+ 凭证

nisd(1M) NIS+ 服务守护程序

nisd_resolv(1M) NIS+ 服务守护程序

nisinit(1M) NIS+ 客户端和服务器初始化实用工具

nislog(1M) 显示 NIS+ 事务处理日志内容

nisping(1M) 发送 ping 到 NIS+ 服务器

nispopulate(1M) 在 NIS＋域中插入 NIS+ 表

nisserver(1M) 设置 NIS+ 服务器

nissetup(1M) 初始化 NIS+ 域

nisshowcache(1M) 打印共享缓存文件内容的 NIS+ 实用工具

nisstat(1M) 报告 NIS+ 服务器统计信息

nisupdkeys(1M) 在 NIS+ 目录对象中更新公用密匙

rpc.nisd(1M) NIS+ 服务守护程序

rpc.nisd_resolv(1M) NIS+ 服务守护程序

NIS+ 编程 API
_nis_map_group(3N) NIS+ 组处理函数

db_add_entry(3N) NIS+ 数据库访问函数

db_checkpoint(3N) NIS+ 数据库访问函数

db_create_table(3N) NIS+ 数据库访问函数

db_destroy_table(3N) NIS+ 数据库访问函数

db_first_entry(3N) NIS+ 数据库访问函数

db_free_result(3N) NIS+ 数据库访问函数

db_initialize(3N) NIS+ 数据库访问函数

db_list_entries(3N) NIS+ 数据库访问函数

db_next_entry(3N) NIS+ 数据库访问函数

db_remove_entry(3N) NIS+ 数据库访问函数

db_reset_next_entry(3N) NIS+ 数据库访问函数

db_standby(3N) NIS+ 数据库访问函数

db_table_exists(3N) NIS+ 数据库访问函数

db_unload_table(3N) NIS+ 数据库访问函数

nis_add(3N) NIS+ 命名空间函数

nis_add_entry(3N) NIS+ 表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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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s_addmember(3N) NIS+ 组处理函数

nis_checkpoint(3N) 其他 NIS+ 日志管理函数

nis_clone_object(3N) NIS+ 子例程

nis_creategroup(3N) NIS+ 组处理函数

nis_db(3N) NIS+ 数据库访问函数

nis_destroy_object(3N) NIS+ 子例程

nis_destroygroup(3N) NIS+ 组处理函数

nis_dir_cmp(3N) NIS+ 子例程

nis_domain_of (3N) NIS+ 子例程

nis_error(3N) 显示 NIS+ 错误消息

nis_first_entry(3N) NIS+ 表函数

nis_freenames(3N) NIS+ 子例程

nis_freeresult(3N) NIS+ 命名空间函数

nis_freeservlist(3N) 其他 NIS+ 函数

nis_freetags(3N) 其他 NIS+ 函数

nis_getnames(3N) NIS+ 子例程

nis_getservlist(3N) 其他 NIS+ 函数

nis_groups(3N) NIS+ 组处理函数

nis_ismember(3N) NIS+ 组处理函数

nis_leaf_of (3N) NIS+ 子例程

nis_lerror(3N) 显示部分 NIS+ 错误消息

nis_list(3N) NIS+ 表函数

nis_local_directory(3N) NIS+ 本地名称

nis_local_group(3N) NIS+ 本地名称

nis_local_host(3N) NIS+ 本地名称

nis_local_names(3N) NIS+ 本地名称

nis_local_principal(3N) NIS+ 本地名称

nis_lookup(3N) NIS+ 命名空间函数

nis_map_group(3N) NIS+ 组处理函数

nis_mkdir(3N) 其他 NIS+ 函数

nis_modify(3N) NIS+ 命名空间函数

nis_modify_entry(3N) NIS+ 表函数

nis_name_of (3N) NIS+ 子例程

nis_names(3N) NIS+ 命名空间函数

nis_next_entry(3N) NIS+ 表函数

nis_objects(3N) NIS+ 对象格式

nis_perror(3N) 显示 NIS+ 错误消息

nis_ping(3N) 其他 NIS+ 日志管理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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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s_print_group_entry(3N) NIS+ 组处理函数

nis_print_object(3N) NIS+ 子例程

nis_remove(3N) NIS+ 命名空间函数

nis_remove_entry(3N) NIS+ 表函数

nis_removemember(3N) NIS+ 组处理函数

nis_rmdir(3N) 其他 NIS+ 函数

nis_server(3N) 其他 NIS+ 函数

nis_servstate(3N) 其他 NIS+ 函数

nis_sperrno(3N) 显示 NIS+ 错误消息

nis_sperror(3N) 显示 NIS+ 错误消息

nis_sperror_r(3N) 显示 NIS+ 错误消息

nis_stats(3N) 其他 NIS+ 函数

nis_subr(3N) NIS+ 子例程

nis_tables(3N) NIS+ 表函数

nis_verifygroup(3N) NIS+ 组处理函数

NIS＋文件和目录
nisfiles(4) NIS+ 数据库文件和目录结构

警告
HP-UX 11i v2 是支持 NIS+ 的最后一个 HP-UX 版本。

建议用 LDAP 替代 NIS+。 HP 完全支持基于 LDAP 的行业标准命名服务。

作者
NIS+ 由 Sun Microsystems, Inc. 开发。

文件
<rpcsvc/nis_object.h> NIS+ 对象的协议说明。

<rpcsvc/nis.h> 使用 RPC 语言定义 NIS+ 协议。包括所有 NIS+ 服务的客户端。

另请参阅
nischown(1) 、 nisdefaults(1) 、 nismatch(1) 、 nispasswd(1) 、 newkey(1M) 、 nisaddcred(1M) 、

nisclient(1M) 、 nispopulate(1M) 、 nisserver(1M) 、 nis_add_entry(3N) 、 nis_domain_of(3N) 、

nis_getnames(3N) 、 nis_groups(3N) 、 nis_leaf_of(3N) 、 nis_list(3N) 、 nis_local_directory(3N) 、

nis_lookup(3N)、 nis_objects(3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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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niscat - 显示 NIS+ 表和 NIS+ 对象

概要
niscat [ -AhLMv ] tablename . . .

niscat [ -ALMP ] -o name . . .

说明
在第一个概要中， niscat 显示名为 tablename 的 NIS+ 表的内容。在第二个概要中，它显示名为 name 的

NIS+ 对象的内部表示形式。

选项
-A 显示表内的数据以及初始表的连接路径内的各表中的所有数据。

-h 在显示表之前，显示标题行。标题由 # 字符并在该字符后紧跟每列名称而组成。列名称由表分隔符分

隔。

-L 跟踪链接。指定此选项后，如果以 tablename 或 name 命名链接类型对象，则跟踪此链接，并显示

由链接命名的对象或表。

-M 仅适用于主服务器。此选项指定应将请求发送到指定数据的主服务器。这可以保证看到最新的信息，

但付出的代价是，可能会增加主服务器的负荷，并增大无法更新或忙于更新 NIS+ 服务器的可能性。

-P 使用连接路径。此选项指定，如果初始搜索未成功，则应请求使用表的连接路径。只有使用 name 的

索引名称，同时使用 -o 选项时，此选项才非常有用。

-v 直接显示二进制数据。此选项显示标准输出中包含二进制数据的列。如果没有此选项，则二进制数据

显示为 *BINARY* 字符串。

-o name 显示指定的 NIS+ 对象的内部表示。如果 name 为索引名称（请参阅 nismatch(1)），则显示每个匹

配的条目对象。此选项用于显示各个单独列的访问权限以及其他属性。

注释
以两个相邻的分隔符显示表中无值的列。

举例
显示主机表的内容：

niscat -h host.org_dir

# cname name addr comment

client1 client1 129.144.201.100 Joe Smith

crunchy crunchy 129.144.201.44 Jane Smith

crunchy softy 129.144.201.44

将 *NP* 字符串返回到其中用户不具有足够访问权限的字段中。

在标准输出中显示 passwd.org_dir ：

60 Hewlett-Packard Company − 1 −  HP-UX 11i Version 2: December 2007 Update



niscat(1) niscat(1)

niscat passwd.org_dir

显示 frodo 表的内容以及连接路径中所有表的内容：

niscat -A frodo

将 group.org_dir 表中的条目显示为 NIS+ 对象（请注意，方括号在 Shell 中由单引号进行保护）：

niscat -o ’[ ]group.org_dir’

显示 passwd.org_dir 表的表对象：

niscat -o passwd.org_dir

前面的示例中显示 passwd 表对象，而不显示 passwd 表。表对象中包括一些信息，如列数、列类型、可搜索或

不可搜索、分隔符、访问权限和其他缺省信息。

显示 org_dir 的目录对象，其中包括一些信息，如访问权限和复制信息：

niscat -o org_dir

外部语言环境影响
环境变量

NIS_PATH 如果设置了此变量，并且 NIS+ 表名不是完全限定名，则将搜索指定的每个目录，直到查找到

此表（请参阅 nisdefaults(1)）。

返回值
niscat 成功时返回 0 ，失败时返回 1 。

警告
HP-UX 11i v2 是支持 NIS+ 的最后一个 HP-UX 版本。

建议使用 LDAP 替代 NIS+。HP 完全支持基于 LDAP 的行业标准命名服务。

作者
niscat 由 Sun Microsystems, Inc. 开发。

另请参阅
nis+(1)、 nismatch(1)、 nistbladm(1)、 nisdefaults(1)、 nis_objects(3N)、 nis_tables(3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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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nischgrp - 更改 NIS+ 对象的组所有者

概要
nischgrp [ -AfLP ] group name . . .

说明
nischgrp 将 name 指定的 NIS+ 对象或条目的组所有者更改为指定的 NIS+ group。条目是使用索引名称指

定的（请参阅 nismatch(1)）。如果 group 不是完全限定的 NIS+ 组名，则将使用目录搜索路径对其进行解析

（请参阅 nisdefaults(1)）。

对于更改对象的组所有者的唯一限制是必须具有对该对象的修改权限。

如果主 NIS+ 服务器没有运行，则该命令将失败。

选项
-A 修改连接路径上所有表中与 name 指定的搜索条件相匹配的所有条目。该选项暗含了 -P 选项的作用。

-f 强制执行操作，如果不成功也不会输出任何消息。

-L 跟踪链接并更改所链接的对象或条目的组所有者，而不是链接本身的组所有者。

-P 跟踪指定表中的连接路径。只有当 name 是索引名称或同时指定了 -L 选项，且指定对象是指向条目的

链接时，该选项才有意义。

注释
NIS+ 服务器将在修改生效之前检查组名的有效性。

举例
如何将一个对象的组所有者更改为其他域中的组，以及将其更改为本地域中的组，使用的命令分别如下：

nischgrp newgroup.remote.domain. object

nischgrp my-buds object

更改口令条目的组所有者：

nischgrp admins ’[uid=99],passwd.org_dir’

在上述示例中， admins 为相同域中的 NIS+ 组。

更改某个链接指向的对象或条目的组所有者，以及 hobbies 表中所有条目的组所有者：

nischgrp -L my-buds linkname

nischgrp my-buds ’[],hobbies’

外部语言环境影响
环境变量

NIS_PATH 如果设置了该变量且 NIS+ 名称不是完全限定名，则将搜索每个指定的目录，直至找到对象为

止（请参阅 nisdefaults(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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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值
nischgrp 成功时返回 0，失败时返回 1。

警告
HP-UX 11i v2 是支持 NIS+ 的最后一个 HP-UX 版本。

建议使用 LDAP 替代 NIS+。HP 完全支持基于 LDAP 的行业标准命名服务。

作者
nischgrp 由 Sun Microsystems, Inc. 开发。

另请参阅
nis+(1)、 nischmod(1)、 nischown(1)、 nisdefaults(1)、 nisgrpadm(1)、 nis_objects(3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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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nischmod - 更改 NIS+ 对象的访问权限

概要
nischmod [ -AfLP ] mode name . . .

说明
nischmod 将 name 指定的 NIS+ 对象或条目的访问权限（模式）更改为 mode。条目是使用索引名称指定的

（请参阅 nismatch(1)）。只有拥有对该对象的修改权限的主体才可以更改其模式。

mode 具有以下形式：

rights [,rights ] . . .

rights 具有以下形式：

[ who ] op permission [ op permission ] . . .

who 是以下各项的组合：

n “无”的权限。

o “所有者”的权限。

g “组”的权限。

w “任何人”的权限。

a “所有人”或 owg。

如果省略了 who ，则缺省值为 a。

op 为下列值之一：

+ 授予 permission。

- 撤消 permission。

= 明确设置权限。

permission 为以下各权限的任意组合：

r 读取。

m 修改。

c 创建。

d 删除。

选项
-A 修改连接路径上所有表中与 name 指定的搜索条件相匹配的所有条目。该选项暗含了 -P 选项的作用。

-f 强制执行操作，如果不成功也不会输出任何消息。

-L 跟踪链接，并更改链接的对象或条目的权限，而不是链接本身的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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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跟踪指定表中的连接路径。只有在 name 为索引名称或同时指定了 -L 选项，且指定的对象为指向某条

目的链接时，该选项才可用。

注释
与 chmod 系统命令不同，该命令不接受八进制形式。

举例
授予每个人（即所有者、组和所有人）对该对象的读取访问权限：

nischmod a+r object

拒绝 group 和未通过验证的客户 (nobody) 的创建和修改权限：

nischmod gn-cm object

为对象设置一组复合权限：

nischmod o=rmcd,g=rm,w=rc,n=r object

设置口令表中某条目的权限，使组所有者可以对其进行修改：

nischmod g+m ’[uid=55],passwd.org_dir’

更改链接对象的权限：

nischmod -L w+mr linkname

外部语言环境影响
环境变量

NIS_PATH 如果设置了该变量且 NIS+ 名称不是完全限定名，则将搜索每个指定的目录，直至找到对象为

止（请参阅 nisdefaults(1)）。

返回值
nischmod 成功时返回 0，失败时返回 1。

警告
HP-UX 11i v2 是支持 NIS+ 的最后一个 HP-UX 版本。

建议使用 LDAP 替代 NIS+。HP 完全支持基于 LDAP 的行业标准命名服务。

作者
nischmod 由 Sun Microsystems, Inc. 开发。

另请参阅
chmod(1)、 nis+(1)、 nischgrp(1)、 nischown(1)、 nisdefaults(1)、 nis_objects(3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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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nischown - 更改 NIS+ 对象的所有者

概要
nischown [ -AfLP ] owner name . . .

说明
nischown 将 name 指定的 NIS+ 对象或条目的所有者更改为 owner。条目是使用索引名称指定的（请参阅

nismatch(1)）。如果 owner 不是完全限定的 NIS+ 主体名称（请参阅 nisaddcred(1M)），则会将缺省域（请

参阅 nisdefaults(1)）追加到其后。

对于更改对象所有者的唯一限制是必须具有对该对象的修改权限。注释：如果您是某个对象的当前所有者，那么

在更改所有权后，除非您拥有对新对象的修改权限，否则可能无法重新获得该对象的所有权。

如果主 NIS+ 服务器没有运行，则该命令将失败。

选项
-A 修改连接路径中所有表中满足 name 中指定的搜索条件的所有条目。该选项隐含了 -P 选项的功能。

-f 强制执行操作，并且如果不成功也不会输出任何错误消息。

-L 跟踪链接并更改所链接的对象或条目的所有者，而不是链接本身的所有者。

-P 使用指定表格内的连接路径。只有当 name 是索引名称或同时指定了 -L 选项，且指定对象是指向条目

的链接时，该选项才可用。

注释
NIS+ 服务器将在进行修改前检查名称的有效性。

举例
将一个对象的所有者分别更改为其他域中的主体，以及本地域中的主体：

nischown bob.remote.domain. object

nischown skippy object

更改 passwd 表中一个条目的所有者：

nischown bob.remote.domain. ’[uid=99],passwd.org_dir’

更改链接指向的对象或条目：

nischown -L skippy linkname

外部语言环境影响
环境变量

NIS_PATH 如果设置了该变量且 NIS+ 名称不是完全限定名，则将搜索每个指定目录，直至找到对象为止

（请参阅 nisdefaults(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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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值
nischown 成功时返回 0，失败时返回 1。

警告
HP-UX 11i v2 是支持 NIS+ 的最后一个 HP-UX 版本。

建议使用 LDAP 替代 NIS+。HP 完全支持基于 LDAP 的行业标准命名服务。

作者
nischown 由 Sun Microsystems, Inc. 开发。

另请参阅
nis+(1)、 nischgrp(1)、 nischmod(1)、 nischttl(1)、 nisdefaults(1)、 nisaddcred(1M)、 nis_objects(3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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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nischttl - 更改 NIS+ 对象的生存时间值

概要
nischttl [ -AfLP ] time name . . .

说明
nischttl 可将 NIS+ 对象或由 name 指定的条目的生存时间值 (ttl) 更改为 time。条目是使用索引名称指定

的（请参阅 nismatch(1)）。

对象缓存可以使用生存时间值使其缓存内的对象过期。对象读入缓存中后，会将此值添加到当前时间（以秒为单

位），从而生成缓存对象将过期的时间。只要当前时间早于计算的过期时间，就可以从缓存中返回该对象。达到

过期时间后，将从缓存中清除该对象。

生存时间 time 可以使用秒数的格式来指定，也可以采用天数、小时、分钟、秒的格式来指定。后一种格式可使

用后缀字母 d、 h、 m 或 s 来标识时间单位。有关用法，请参阅下面的示例。

如果主 NIS+ 服务器没有运行，则该命令将失败。

选项
-A 修改连接路径中满足 name 中指定的搜索条件的所有表。此选项隐含了 -P 开关。

-f 强制执行操作，如果不成功也不会输出任何错误消息。

-L 跟踪链接并更改所链接的对象或条目的生存时间，而不是链接本身的生存时间。

-P 使用指定表格内的连接路径。只有当 name 是索引名称或同时指定了 -L 开关，且指定对象是指向条目

的链接时，该选项才可用。

注释
设置较高的 ttl 值可以使对象在缓存中保存更长的一段时间，并且可提高性能。但是，当对象更改后（这是最

坏的情况），必须经过此属性中的时间（秒数）后，所有客户端才会看到这一更改。将 ttl 值设置为 0 意味着

根本不缓存该对象。

较高的 ttl 值为一周，较低的值为不到一分钟。口令条目的 ttl 值应约为 12 小时（方便每天更改一次口

令）， RPC 表中条目的 ttl 值可为几周（此信息最好保持不变）。

在此实现中仅缓存目录和组对象。

举例
使用秒数的格式以及天数、小时、分钟、秒的格式来更改对象的 ttl （将第二个对象的 ttl 设置为 1 天零 12

个小时）：

nischttl 184000 object

nischttl 1d12h object

更改口令条目的 ttl ：

nischttl 1h30m ’[uid=99],passwd.org_dir’

68 Hewlett-Packard Company − 1 −  HP-UX 11i Version 2: December 2007 Update



nischttl(1) nischttl(1)

更改链接指向的对象或条目的 ttl，以及 hobbies 表中所有条目的 ttl ：

nischttl -L 12h linkname

nischttl 3600 ’[],hobbies’

外部语言环境影响
环境变量

NIS_PATH 如果设置了该变量且 NIS+ 名称不是完全限定名，则将搜索每个指定的目录，直至找到对象为

止（请参阅 nisdefaults(1)）。

返回值
nischttl 成功时返回 0，失败时返回 1。

警告
HP-UX 11i v2 是支持 NIS+ 的最后一个 HP-UX 版本。

建议使用 LDAP 替代 NIS+。HP 完全支持基于 LDAP 的行业标准命名服务。

作者
nischttl 由 Sun Microsystems, Inc. 开发。

另请参阅
nis+(1)、 nischgrp(1)、 nischmod(1)、 nischown(1)、 nisdefaults(1)、 nis_objects(3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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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nisdefaults - 显示 NIS+ 缺省值

概要
nisdefaults [ -adghprstv ]

说明
nisdefaults 输出由对 NIS+ 本地名称函数的调用返回的缺省值（请参阅 nis_local_names(3N)）。如果未指

定选项，则将以详细格式输出所有缺省值。如果指定了选项，则以适合于 Shell 脚本的简明形式仅显示该选项。

请参阅下面的示例。

选项
-a 以简明格式输出所有缺省值。

-d 输出缺省域名。

-g 输出缺省组名。

-h 输出缺省主机名。

-p 输出缺省主体名。

-r 输出将用其创建新对象的缺省访问权限。

-s 输出缺省的目录搜索路径。

-t 输出缺省的生存时间值。

-v 以详细格式输出缺省值。这会将标识字符串预置到输出。

举例
在 foo.bar. 域中的计算机 example 上输出根进程的 NIS+ 缺省值：

example# nisdefaults

Principal Name : example.foo.bar.

Domain Name : foo.bar.

Host Name : example.foo.bar.

Group Name :

Access Rights : ----rmcdr- - -r - - -

Time to live : 12:00:00

Search Path : foo.bar.

将 Shell 脚本中的变量设置为缺省域：

DOMAIN=‘nisdefaults -d‘

以详细格式输出缺省的生存时间：

nisdefaults -t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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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me to live : 12:00:00

以简明格式输出生存时间：

nisdefaults -t

43200

外部语言环境影响
环境变量

几个环境变量影响与进程关联的缺省值。

NIS_DEFAULTS 此变量包含将覆盖 NIS+ 标准缺省值的缺省值字符串。缺省值字符串是由冒号分隔的一系列

标记。这些标记表示要用于常规对象属性的缺省值。下面说明所有的合法标记。

ttl=time

此标记设置所创建对象的缺省生存时间。以 nischttl 命令定义的格式指定值

time （请参阅 nischttl(1)）。缺省值为 12 小时。

owner=ownername

此标记指定 NIS+ 主体 ownername 应该拥有所创建的对象。此值的缺省值是执行

命令的主体。

group=groupname

此标记指定组 groupname 应该是所创建对象的组所有者。缺省值为 NULL。

access=rights

此标记指定要为所创建对象授予的访问权限集。以 nischmod 命令定义的格式指定

值 rights （请参阅 nischmod(1)）。缺省值为 ----rmcdr- - -r- - -。

NIS_GROUP 此变量包含本地 NIS+ 组的名称。如果该名称不是完全限定的，则会向它追加缺省域。

NIS_PATH 此变量覆盖缺省的 NIS+ 目录搜索路径。它包含用“:”（冒号）字符分隔的目录有序列表。

对“$”（美元符号）字符进行特殊处理。以“$”结尾的目录名称将缺省域追加到自身，“

$”本身被替换为缺省域和深度至少为二级的全局根之间的目录列表。缺省的 NIS+ 目录搜

索路径为“$”。

有关更多详细信息，请参考 nis+(1) 中的名称扩展小节。

警告
HP-UX 11i v2 是支持 NIS+ 的最后一个 HP-UX 版本。

建议使用 LDAP 替代 NIS+。HP 完全支持基于 LDAP 的行业标准命名服务。

作者
nisdefaults 由 Sun Microsystems, Inc. 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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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请参阅
nis+(1)、 nis_local_names(3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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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niserror - 显示 NIS+ 错误消息

概要
niserror error-num

说明
niserror 在标准输出中输出与状态值 error-num 相关的 NIS+ 错误。 Shell 脚本使用该错误来转换将返回到

文本消息中的 NIS+ 错误编号。

举例
输出与错误编号 20 相关的错误：

niserror 20

Not Found, no such name

警告
HP-UX 11i v2 是支持 NIS+ 的最后一个 HP-UX 发行版。

建议使用 LDAP 替代 NIS+。基于 LDAP，HP 完全支持行业标准命名服务。

作者
niserror 由 Sun Microsystems, Inc. 开发。

另请参阅
nis+(1)、 nis_error(3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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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nisgrpadm - NIS+ 组管理命令

概要
nisgrpadm -a| -r| -t ] [ -s ] group principal. . .

nisgrpadm -c| -d| -l [ -M ] [ -s ] group

说明
nisgrpadm 用于管理 NIS+ 组。此命令同时管理组和组的成员关系列表。 nisgrpadm 可以创建、删除或列

出 NIS+ 组。可以使用 nisgrpadm 管理组的成员关系列表。它可以向组中添加主体或从中删除主体，或者测试

主体在组中的成员关系。

NIS+ 组的名称与 NIS+ 对象的名称在语法上是类似的，但是它们占用单独的命名空间。名为“a.b.c.d.”的组由

名为“a.groups_dir.b.c.d.”的 NIS+ 组对象表示；此处说明的函数都需要组的名称而不是对应组对象的名称。

组成员有三种类型：

• “显式”成员只是 NIS+ 主体名称，例如“wickedwitch.west.oz.”

• 写为“*.west.oz.”的“隐式”（“域”）成员表示给定域中的所有主体都属于此成员。不允许其他通配符格

式：“wickedwitch.*.oz.”是无效的，“wickedwitch.west.*.”也是无效的。请注意，不包括给定域的子域

中的主体。

• 写为“@cowards.oz.”“递归”（“组”）成员是指其他组；属于该组的所有主体都被认为属于此处。

通过在其前面添加减号（‘-’），可以使任何成员变为 “负” 。因此，组可能包含显式、隐式、递归、负显

式、负隐式和负递归成员。

如果主体属于组的至少一个非负组成员，并且不属于任何负组成员，则认为它属于该组。

选项
-a 将指定 NIS+ 主体的列表添加到 group。主体名称应该是完全限定的。

-c 在 NIS+ 命名空间中创建 group。 NIS+ 组名应该是完全限定的。

-d 从命名空间中删除 group。

-l 列出指定 group 的成员关系列表（请参阅 -M）。

-M 仅主服务器。将查找信息发送到指定数据的主服务器。这样保证了可以显示最新信息，但可能会导致主

服务器繁忙。请注意， -M 标志仅仅当与 -l 标志一起使用时才有效。

-r 从 group 中删除指定的主体列表。主体名称应该是完全限定的。

-s 以静默方式工作。使用命令的退出状态返回结果。可以使用 niserror(1) 命令将此状态转换为文本字符

串。

-t 显示指定的主体是否是组中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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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主体名称必须是完全限定的，而在所有操作（创建操作除外 ）上都可以简写组。

举例
管理组

在 foo.com. 域中创建组：

nisgrpadm -c my_buds.foo.com.

从当前域中删除组：

nisgrpadm -d freds_group

管理成员
将两个主体 bob 和 betty 添加到组 my_buds.foo.com：

nisgrpadm -a my_buds.foo.com. bob.bar.com. betty.foo.com.

从 freds_group 中删除 betty ：

nisgrpadm -r freds_group betty.foo.com.

外部语言环境影响
环境变量

NIS_PATH 如果设置了此变量且 NIS+ 组名不是完全限定的，则将搜索指定的每个目录，直到找到组为止

（请参阅 nisdefaults(1)）。

警告
HP-UX 11i v2 是支持 NIS+ 的最后一个 HP-UX 版本。

建议使用 LDAP 替代 NIS+。HP 完全支持基于 LDAP 的行业标准命名服务。

诊断信息
NIS_SUCCESS 如果成功，则此命令返回 0 的退出状态。

NIS_PERMISSION 当您没有更改组所需的访问权限时，该命令将返回此错误。

NIS_NOTFOUND 当组不存在时将返回此错误。

NIS_TRYAGAIN 当组所在域的服务器当前正在执行检查点操作或者处于只读状态时，将返回此错误。应该在

稍后的日期重试命令。

NIS_MODERROR 其他人在执行命令期间修改组时，将返回此错误。重新发出命令并（可选）重新检查组的成

员关系列表。

作者
nisgrpadm 由 Sun Microsystems, Inc. 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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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请参阅
nis+(1)、 nischgrp(1)、 nisdefaults(1)、 niserror(1)、 nis_groups(3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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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nisln - 以符号形式链接 NIS+ 对象

概要
nisln [ -L ] [ -D defaults ] name linkname

说明
nisln 命令将名为名称的 NIS+ 对象链接到名为链接名的 NIS+ 对象。如果名称是索引名称（请参阅 nis-

match(1)），链接将指向 NIS+ 表内的条目。希望在名称服务中查找信息的客户端可以使用 FOLLOW_LINKS 标

志强制客户端库跟踪它们所指向的名称的链接。此外，所有 NIS+ 管理命令接受 -L 开关（指示它们应该跟踪链

接）（有关 FOLLOW_LINKS 标志的说明，请参阅 nis_names(3N)）。

选项
-L 如果存在，该选项指定当前命令应该跟踪链接。如果 name 本身就是链接，则当前命令将跟踪

到它指向的链接对象。新的链接将指向该链接对象，而不是 name。

-D defaults 指定另外一组缺省值，用于创建链接对象。缺省值字符串是一系列由冒号分隔的标志。这些标志

表示将用于一般对象属性的缺省值。下面将介绍所有合法的标志。

ttl=time 该标志设置该命令创建的对象的缺省有效时间。时间值以 nischttl(1) 命令定义

的格式来指定。缺省值是 12 小时。

owner=ownername

该标志指定 NIS+ 主体所有者名称应该拥有所创建的对象。其缺省值是执行该

命令的所有者。

group=groupname

该标志指定组组名应该是所创建的对象的组所有者。缺省值是 NULL。

access=rights 该标志指定将为给定对象授予的访问权限集。值权限以 nischmod(1) 命令定义

的格式来指定。缺省值为 ----rmcdr- - -r- - -。

注释
创建链接时， nisln 将验证链接的对象已存在。创建后，可以删除或替换链接的对象，而不会影响链接。此时

链接将失效，跟踪该链接的尝试将向客户端返回 NIS_LINKNAMEERROR。当表中的路径属性指定链接（而不是

其他表）时，如果对 nis_list ( ) 的调用中存在标志 FOLLOW_LINKS，则将跟踪该链接（请参阅

nis_tables(3N)），如果不存在该标志，则将忽略该链接。如果存在该标志，但链接不再有效，将向系统日志程

序发送警告，并忽略该链接。

举例
在名为 hosts 的域 foo.com. 中创建一个链接，它指向对象 hosts.bar.com ：

nisln hosts.bar.com. hosts.foo.com.

创建链接 example.sun.com.，它指向 eng.sun.com. 中 hosts 表的条目：

nisln ’[name=example],hosts.eng.sun.com.’ example.s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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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语言环境影响
环境变量

NIS_PATH 如果设置了该变量并且 NIS+ 名称不是完全限定名，则将搜索所有指定目录，直到找到该对象

为止（请参阅 nisdefaults(1)）。

返回值
nisln 成功时返回 0，失败时返回 1。

警告
HP-UX 11i v2 是支持 NIS+ 的最后一个 HP-UX 版本。

建议使用 LDAP 替代 NIS+。HP 完全支持基于 LDAP 的行业标准命名服务。

作者
nisln 由 Sun Microsystems, Inc. 开发。

另请参阅
nisdefaults(1)、 nismatch(1)、 nisrm(1)、 nistbladm(1)、 nis_names(3N)、 nis_tables(3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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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nisls - 列出 NIS+ 目录的内容

概要
nisls [ -dglLmMR ] [ name . . .  ]

说明
对于每个作为 NIS+ 目录的 name， nisls 列出该目录的内容。对于每个作为 NIS+ 对象而非目录的 name ，

nisls 只回显其名称。如果不指定 name ，则列出搜索路径中的第一个目录（请参阅 nisdefaults(1)）。

选项
-d 将 NIS+ 目录视为其他 NIS+ 对象进行处理，而不列出其内容。

-g 当以长格式列出时，显示组所有者而不是所有者。

-l 以长格式列出。该选项会显示有关对象的其他信息，如类型、创建时间、所有者和访问权限。

访问权限以长格式按以下顺序列出：无、所有者、组所有者和任何人。

-L 该选项指定将跟踪链接。如果 name 实际上指向某个链接，则它跟踪链接对象。

-m 当以长格式列出时，显示修改时间而不是创建时间。

-M 仅限主服务器。该选项指定信息将从命名对象的主服务器返回。这样保证了在主服务器繁忙的情况下可

以显示最新信息。

-R 以递归方式列出目录。该选项将递归地列出在列出每个 name 的过程中找到的每个子目录列表。

外部语言环境影响
环境变量

NIS_PATH 如果设置了该变量且 NIS+ 名称不是完全限定名，则将搜索每个指定的目录，直至找到对象为

止（请参阅 nisdefaults(1)）。

返回值
nisls 成功时返回 0，失败时返回 1。

警告
HP-UX 11i v2 是支持 NIS+ 的最后一个 HP-UX 版本。

建议使用 LDAP 替代 NIS+。HP 完全支持基于 LDAP 的行业标准命名服务。

作者
nisls 由 Sun Microsystems, Inc. 开发。

另请参阅
nisdefaults(1)、 nisgrpadm(1)、 nismatch(1)、 nistbladm(1)、 nis_objects(3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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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nismatch、nisgrep - 用于搜索 NIS+ 表的实用程序

概要
nismatch [ -AchMoPv ] key tablename

nismatch [ -AchMoPv ] colname=key. . . tablename

nismatch [ -AchMoPv ] indexedname

nisgrep [ -AchMov ] keypat tablename

nisgrep [ -AchMov ] colname=keypat. . . tablename

说明
nismatch 和 nisgrep 可用于搜索 NIS+ 表。命令 nisgrep 与 nismatch 命令的不同之处在于：它能够

接受搜索条件的正则表达式 keypat ，而不是简单的文本匹配。

由于 nisgrep 使用了回调功能，因此不会将其限制为仅搜索那些在表创建时专门设置为可搜索的列。这可以使

它更加灵活，但其速度要略慢于 nismatch。

在 nismatch 中，服务器将进行搜索；而在 nisgrep 中，服务器将返回所有可读条目，然后客户端将进行模

式匹配。

在这两条命令中，参数 tablename 是要搜索的 NIS+ 表名。如果在没有列名的情况下仅指定一个键或键模式，

则将其应用于第一列的搜索。通过使用 colname=key 语法，可以搜索特定的命名列。在搜索多列时，仅返回所

有列中匹配的条目。这相当于逻辑连接运算。

nismatch 可接受其他形式的搜索条件（indexedname，这是 NIS+ 索引名形式）：

[ colname=value, ... ],tablename

选项
-A 所有数据。返回该表中的数据以及初始表连接路径中各表中的所有数据。

-c 仅打印符合搜索条件的条目数。

-h 在匹配条目的前面显示包含表的列名的标题行

-M 仅限主服务器。向指定数据的主服务器发送查找。这样保证了在主服务器繁忙的情况下可以显示最新信

息。

-o 显示匹配的 NIS+ 对象的内部表示。

-P 使用连接路径。指定如果初始搜索不成功，则查找应使用表的连接路径。

-v 详细。在显示匹配条目时，不禁止二进制数据的输出。如果不使用此选项，则二进制数据将显示为字符

串 *BIN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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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值
0 成功匹配了一些条目。

1 成功搜索了该表，未找到任何匹配项。

2 发生错误。同时还打印了错误消息。

举例
此示例将在 zotz.com. 域的 org_dir 子目录中搜索名为 passwd 的表。它将返回包含用户名 skippy 的

条目。在此示例中，所有工作都将在服务器上进行。

nismatch name=skippy passwd.org_dir.zotz.com.

此示例与上述示例相似，但有一点除外，它使用 nisgrep 在名为 passwd 的表中查找采用 ksh(1) 或 csh(1)

的所有用户。

nisgrep ’shell=[ck]sh’ passwd.org_dir.zotz.com.

外部语言环境影响
环境变量

NIS_PATH 如果设置了该变量且 NIS+ 表名不是完全限定名，则将搜索每个指定目录，直至找到该表为止

（请参阅 nisdefaults(1)）。

警告
HP-UX 11i v2 是支持 NIS+ 的最后一个 HP-UX 版本。

建议使用 LDAP 替代 NIS+。HP 完全支持基于 LDAP 的行业标准命名服务。

诊断信息
No memory

为搜索分配一些内存的尝试失败。

tablename is not a table

名为 tablename 的对象不是一个表对象。

Can’t compile regular expression

keypat 中的正则表达式残缺不全。

column not found: colname

名为 tablename 的表中不存在名为 colname 的列。

作者
nismatch 和 nisgrep 由 Sun Microsystems, Inc. 开发。

另请参阅
niscat(1)、 nisdefaults(1)、 nisls(1)、 nistbladm(1)、 nis_objects(3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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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nismkdir - 创建 NIS+ 目录

概要
nismkdir [ -D defaults ] [ -m hostname | -s hostname ] dirname

说明
nismkdir 命令在现有域内创建新的 NIS+ 子目录。它也可用于创建复制目录。如果不带选项，该命令将以与

其父目录相同的主服务器和复制服务器创建子目录。

建议使用 nisserver(1M) 创建由指定的目录与 org_dir 和 groups_dir 子目录组成的 NIS+ 域。

创建目录时所控制的两个主要方面是其访问权限和复制程度。

dirname 是要创建的目录的完全限定 NIS+ 名称。

选项
-D defaults 指定一组不同的缺省值，以在创建新目录时使用。缺省值字符串是一系列由冒号分隔的标志。这

些标志表示将用于一般对象属性的缺省值。下面将介绍所有合法的标志。

ttl=time

该标志设置该命令创建的对象的缺省有效时间。时间值以 nischttl(1) 命令定义的格式来

指定。缺省值为 12h （12 小时）。

owner=ownername

该标志指定 NIS+ 主要所有者名称应该拥有所创建的对象。其缺省值是执行该命令的所

有者。

group=groupname

该标志指定组组名应该是所创建的对象的组所有者。缺省值为 NULL。

access=rights

该标志指定将为给定对象授予的访问权限集。权限值以 nischmod(1) 命令定义的格式来

指定。缺省值为 ----rmcdr- - -r- - -。

-m hostname 如果不存在由 dirname 命名的目录，则将以主机 hostname 作为其主服务器创建未复制的新目

录。

如果存在由 dirname 命名的目录，由 hostname 命名的主机将成为及其主服务器。

-s hostname 指定主机 hostname 将成为名为 dirname 的现有目录的复制服务器。

注释
服务于 NIS+ 目录的主机“必须”是它所服务的目录之上的目录中的 NIS+ 客户端。该规则的例外情况是同时

用作同一个 NIS+ 目录的客户端和服务器的根 NIS+ 服务器。

当主机的缺省域不同于用于执行命令的客户端上的缺省域时，必须完全限定作为参数提供给 -s 或 -m 选项的主

机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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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值
该命令在成功时返回 0，在其他情况下返回 1。

举例
在与 foo.com. 目录共享相同主服务器和复制服务器的 foo.com. 域下创建新目录 bar ：

nismkdir bar.foo.com.

创建不在 foo.com. 域下复制的新目录 bar.foo.com. :

nismkdir -m myhost.foo.com. bar.foo.com.

添加 bar.foo.com. 目录的复制服务器：

nismkdir -s replica.foo.com. bar.foo.com.

外部语言环境影响
环境变量

NIS_DEFAULTS 该变量包含将覆盖 NIS+ 标准缺省值的缺省值字符串。如果使用 -D 开关，这些值将覆盖

NIS_DEFAULTS 变量和标准缺省值。

NIS_PATH 如果设置了该变量且 NIS+ 名称不是完全限定名，则将搜索每个指定的目录，直至找到该目

录为止（请参阅 nisdefaults(1)）。

警告
HP-UX 11i v2 是支持 NIS+ 的最后一个 HP-UX 版本。

建议使用 LDAP 替代 NIS+。HP 完全支持基于 LDAP 的行业标准命名服务。

作者
nismkdir 由 Sun Microsystems, Inc. 开发。

另请参阅
nis+(1)、 nischmod(1)、 nisdefaults(1)、 nisls(1)、 nisrmdir(1)、 nisserver(1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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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nispasswd - 更改 NIS+ 口令信息

概要
nispasswd [ -ghs ] [ -D domainname ] [ username ]

nispasswd -a

nispasswd -D domainname ] [ -d [ username ] ]

nispasswd [ -l ] [ -f ] [ -n min ] [ -x max ] [ -w warn ] [ -D domainname ] username

说明
nispasswd 可更改口令、 gecos (finger) 字段（-g选项）、主目录（-h选项）或与 NIS+ passwd 表中的

username （缺省情况下的调用方）关联的登录 Shell（-s选项）

此外，如果调用方具有相应的 NIS+ 特权，还可使用该命令查看或修改与指定用户关联的时限性信息。

nispasswd 可使用安全 RPC 与 NIS+ 服务器进行通信，因此从来不会通过通信介质来发送未加密的口令。

nispasswd 不会读取或修改存储在 /etc/passwd 文件中的本地口令信息。

当用于更改口令时， nispasswd 会提示不具备权限的用户输入其旧口令。然后提示输入新口令两次，以避免键

入错误。当输入旧口令时， nispasswd 会检查其是否经过了足够的老化时间。如果时限不足， nispasswd

将终止；请参阅 getpwent(3C)。

旧口令可用于解密用户名的私用密钥。如果口令未解密私用密钥，则 nispasswd 将提示输入旧的安全 RPC 口

令。它将使用此口令来解密私用密钥。如果此次操作失败，它将为用户再提供一次机会。旧口令还可用于确保新

口令与旧口令至少有三个字符不相同。假设时限充足，则进行检查，以确保新口令满足下述构成要求。当第二次

输入新口令时，将对新口令的两个副本进行比较。如果这两个副本不相同，则提示输入新口令的过程将重复两

次。新口令可用于重新加密用户的私用密钥。因此，它也将成为其安全 RPC 口令。

口令的构成必须满足以下要求：

• 每个口令必须至少包含 6 个字符。只有前八个字符有意义。

• 每个口令必须至少包含两个字母字符以及至少一个数字或特殊字符。在这种情况下，“字母”是指所

有大写或小写字母。

• 每个口令必须不同于用户的登录 username 以及该登录 username 的任何相反或循环组合的形式。为

了进行比较，大写字母等同于其对应的小写字母。

• 新口令与旧口令必须至少有三个字符不相同。为了进行比较，大写字母等同于其对应的小写字母。

如果拥有 NIS+ 口令表的网络管理员在调用 nispasswd 之前建立了凭据（请参阅 keylogin(1)），则可以更改

任何口令属性。因此， nispasswd 不会提示这些特权用户输入旧口令，也不会强制他们遵守口令时限和口令构

成要求。

任何用户都可以使用 -d 选项来显示他或她自己的登录名的口令属性。显示的格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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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name status mm/dd/yy min max warn

或者，如果口令时限信息不存在，则为

username status

其中

username 用户的登录 ID。

status username 的口令状态：“PS”代表口令存在或已锁定，“LK”代表已锁定，而“NP”代表无口

令。

mm/dd/yy 上次更改 username 的口令的日期（请注意，所有口令时限日期均使用格林尼治标准时间确定，因

此可能会与其他时区的日期相差一天多）。

min username 的两次口令更改之间要求间隔的最少天数。

max username 的口令保持有效的最多天数。

warn 在口令过期之前的多少天（相对于 max 的天数）将警告 username。

选项
-g 更改 gecos (finger) 信息。

-h 更改主目录。

-s 更改登录 Shell。缺省情况下，只有 NIS+ 管理员才能更改登录 Shell。系统将提示用户提供新

的登录 Shell。

-a 显示所有条目的口令属性。这只会显示本地域中 NIS+ passwd 表中的条目，该域中的调用方均

已授予“读取”权限。

-d [username] 如果调用方具有相应的特权，则显示该调用方或指定用户的口令属性。

-l 锁定 username 的口令条目。随后， login(1) 将不允许使用此 NIS+ 口令条目进行登录。

-f 通过使 username 的口令过期，强制用户在下次登录时更改口令。

-n min 设置 username 的最小值字段。 min 字段包含 username 的两次口令更改之间间隔的最少天

数。如果 min 大于 max，则用户不能更改口令。始终将此选项与 -x 选项一起使用，除非将

max 设置为 -1（时限已关闭）。在这种情况下，不需要设置 min。

-x max 设置 username 的最大值字段。 max 字段包含 username 的口令保持有效的天数。如果将

max 设置为 -1，则立即关闭 username 的时限。如果将其设置为 0，则强制用户在下次登录会

话中更改口令，并且将时限关闭。

-w warn 设置 username 的 warn 字段。 warn 字段包含在口令过期之前的多少天用户只要尝试登录就

会收到警告的天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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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domainname

在 domainname 中查阅 passwd.org_dir 表。如果未指定此选项，则将使用

nis_local_directory() 返回的缺省域名。此域名与 domainname(1) 返回的相同。

注释
登录程序、文件访问显示程序（例如 ’ls -l’）以及需要用户口令的网络程序（例如 rlogin(1)、 ftp(1) 等）均使

用标准 getpwent(3C) 接口来获取口令信息。这些程序将获取 NIS+ 口令信息，只有当 /etc/nsswitch.conf

文件中的 passwd: 条目包括 nisplus 时， nispasswd 才修改该口令信息。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nss-

witch.conf (4)。

返回值
nispasswd 命令退出时返回下列值之一：

0 成功。

1 权限被拒绝。

2 选项组合无效。

3 意外失败。 NIS+ passwd 表未更改。

4 缺少 NIS+ passwd 表。

5 NIS+ 正忙。请稍后再试。

6 选项的参数无效。

7 时限已禁用。

警告
HP-UX 11i v2 是支持 NIS+ 的最后一个 HP-UX 版本。

建议使用 LDAP 替代 NIS+。HP 完全支持基于 LDAP 的行业标准命名服务。

作者
nispasswd 由 Sun Microsystems, Inc. 开发。

另请参阅
keylogin(1)、 login(1)、 nis+(1)、 nistbladm(1)、 passwd(1)、 domainname(1)、 getpwent(3C)、

nsswitch.conf(4)、 passwd(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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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nisrm - 从命名空间中删除 NIS+ 对象

概要
nisrm [ -if ] name . . .

说明
nisrm 命令从 NIS+ 命名空间中删除 name 指定的 NIS+ 对象。

如果未运行 NIS+ 主服务器，则该命令将失败。

选项
-i 交互模式。类似于系统的 rm(1) 命令， nisrm 命令将在删除对象之前请用户确认。如果由 name 指定

的名称是一个非完全限定的名称，则必须启用该选项。这样可防止意外删除对象。

-f 强制。如果由于权限的原因使删除尝试失败，则会执行 nischmod(1) 再次尝试删除。此时如果命令失

败，不会提示任何错误消息或声响。

注释
该命令不会删除目录（请参阅 nisrmdir(1)），也不会删除非空表（请参阅 nistbladm(1)）。

举例
从命名空间中删除对象 foo、bar及baz ：

nisrm foo bar baz

外部语言环境影响
环境变量

NIS_PATH 如果设置了该变量并且 NIS+ 名称不是完全限定名，则将搜索所有指定目录，直到找到该对象

为止（请参阅 nisdefaults(1)）。

返回值
nisrm 成功时返回 0，失败时返回 1。

警告
HP-UX 11i v2 是支持 NIS+ 的最后一个 HP-UX 版本。

建议使用 LDAP 替代 NIS+。HP 完全支持基于 LDAP 的行业标准命名服务。

作者
nisrm 由 Sun Microsystems, Inc. 开发。

另请参阅
nis+(1)、 nischmod(1)、 nisdefaults(1)、 nisrmdir(1)、 nistbladm(1)、 rm(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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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nisrmdir - 删除 NIS+ 目录

概要
nisrmdir [ -if ] [ -s hostname ] dirname

说明
nisrmdir 可删除现有 NIS+ 子目录。该命令可以完全删除某一目录，也可以仅仅去除副本与该目录的作用关

系。

该命令修改描述目录 dirname 的对象，然后通知每一副本删除名为 dirname 的目录。如果任一受影响的副本的

通知失败，则目录对象会返回到其初始状态，除非提供了 -f 选项。

如果 NIS+ 主服务器没有运行，则该命令将失败。

选项
-i 交互模式。类似于 rm(1) 系统命令， nisrmdir 命令在删除目录之前要求确认。如果 dirname

指定的名称不是完全限定的名称，则将强制启用该选项。这可防止意外删除目录。

-f 强制命令成功，即使该命令可能无法与受影响的副本进行通信。当已知某一副本处于禁用状态且无

法响应删除通知时，应该使用此选项。最终重新启动副本时，它将读取更新的目录对象，指出它不

再是该目录的副本，并停止响应对该目录的查找。通过删除 /var/nis 目录中的适当文件，可以

手动清除包含删除的目录的文件（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nisfiles(4)）。

-s hostname

指定应该将 hostname 指定的主机作为名为 dirname 的副本删除。如果未提供该选项，则某一目

录的全部副本和主服务器都将被删除，且该目录会从命名空间中删除。

返回值
如果该命令成功则返回 0，否则返回 1。

举例
删除 foo.com. 域中的目录 bar ：

nisrmdir bar.foo.com.

删除正在服务于目录 bar.foo.com. 的副本：

nisrmdir -s replica.foo.com. bar.foo.com.

强制从命名空间中删除目录 bar.foo.com. ：

nisrmdir -f bar.foo.com.

外部语言环境影响
环境变量

NIS_PATH 如果设置了该变量且 NIS+ 目录名不是完全限定名，则将搜索每个指定的目录，直至找到该目

录为止（请参阅 nisdefaults(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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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告
HP-UX 11i v2 是支持 NIS+ 的最后一个 HP-UX 版本。

建议使用 LDAP 替代 NIS+。HP 完全支持基于 LDAP 的行业标准命名服务。

作者
nisrmdir 由 Sun Microsystems, Inc. 开发。

另请参阅
nis+(1)、 nisdefaults(1)、 nisrm(1)、 nisfiles(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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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nistbladm - NIS+ 表管理命令

概要
nistbladm -a|-A [ -D defaults ] colname=value . . . tablename

nistbladm -a|-A [ -D defaults ] indexedname

nistbladm -c [ -D defaults ] [ -p path ] [ -s sep ] type colname=[flags][,access] . . . tablename

nistbladm -d tablename

nistbladm -e|-E colname=value . . . indexedname

nistbladm -m colname=value . . . indexedname

nistbladm -r|-R [ colname=value . . .  ] tablename

nistbladm -r|-R indexedname

nistbladm -u [ -p path ] [ -s sep ] [ -t type ] [ colname=access . . .  ] tablename

说明
nistbladm 命令用于管理 NIS+ 表。它执行以下五种主要操作：创建和删除表、将条目添加到表中、修改表中

的条目以及从表中删除条目。

尽管 NIS+ 对于表或条目的大小没有限制，但是数据大小对 NIS+ 服务器的性能和磁盘空间要求会产生影响。

NIS+ 不适用于存储很大的数据段（如文件），而是应该在 NIS+ 中存储指向文件的指针。

NIS+ 设计已优化为支持总大小为 10M 字节的 10,000 个对象。如果要求比这还高，建议创建一个域层次结构，

或者在表中存储指向实际数据的指针而不是数据本身。

在创建表时，必须提供表类型 ( type ) 和一个包含列定义的列表。

type 是在表中存储的一个字符串，稍后 NIS+ 服务将用它来验证向其中添加的条目的类型是否正确。

列定义的语法如下所示：

colname=[flags] [,access]

flags 是以下各项的组合：

S 可搜索。指定可以对列的值执行搜索（请参阅 nismatch(1)）。

I 不区分大小写（仅在与 S 组合使用时有意义）。指示搜索时应该忽略大小写。

C 加密。指示应该对列值加密。

B 二进制数据（与 S 组合使用时没有意义）。如果未设置该选项，则列值应为以空字符结尾的

ASCII 字符串。

X XDR 编码数据（仅在与 B 组合使用时有意义）。

access 是以 nischmod(1) 命令定义的格式指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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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处理条目时，此命令采用两种形式的条目名称作为参数。第一种形式为一组由空格分隔的 colname=value 对

（用于指定条目中的列值）。第二种形式是 indexedname 指定的 NIS+ 索引名称，其格式如下所示：

[ colname=value, ... ],tablename

选项
-a | A 将条目添加到 NIS+ 表中。小写“a”和大写“A”之间的差异在于对已存在条目的处

理方式不同。条目的内容由命令行上的 column=value 对指定。注释：在将条目添加到

表中时，必须指定所有列的值。

通常，如果在将一个条目添加到表中时该条目会覆盖已存在的条目，则 NIS+ 将报告错

误。这样可防止多方添加重复的条目以及覆盖其中一个条目。如果您希望强制添加条

目，可使用大写“A”来指示将要添加条目，即使该条目已经存在。这类似于对条目执

行修改操作。

-c 在命名空间中创建一个名为 tablename 的表。所创建的表必须至少具有一个列，且必

须至少有一个列是可搜索的。

-d tablename 删除名为 tablename 的表。删除的表必须为空。可以使用下面的 -R 选项删除表的内

容。

-e |E 编辑表中由 indexdname 指定的条目。 indexdname 必须唯一标识一个条目。可以通

过编辑某一列的值来更改条目的索引名称。

如果更改导致了某个条目的索引名称与 indexedname 不同，且与其他现有条目的索引

名称匹配，则该更改 (colname=value) 可能会影响表中的其他条目。在这种情况下，

-e 选项将失败，并将报告错误。而 -E 选项会强制将现有条目替换为新条目（有效删

除两个旧条目并添加一个新条目）。

-m 修改表中由 indexedname 指定的条目。注释：由于可以通过修改某列的值来更改条目

的索引名称，因此列-值对和索引名称都是必需的。它使用索引名称查找条目，修改该

条目，并用新值覆盖原值。索引名称必须唯一标识一个条目。

-r |R 从表中删除条目。条目由命令行上的一系列 column=value 对指定，或由指定为 entry-

name 的索引名称指定。对小写 r 与大写 R 的解释之间的差异在于对非唯一条目规范

的处理。通常，当根据为某一条目指定的搜索条件可搜索到表中的多个条目时， NIS+

服务器将不允许尝试删除该条目。但是，有时需要删除多个条目，例如要从一个表中删

除所有条目时。在这种情况下，使用大写 R 将强制 NIS+ 服务器删除与传递的搜索条

件匹配的所有条目。如果该条件为空且未指定列值，则将删除表中的所有条目。

-u 更新表的属性。该选项允许更改表的串联路径 (-p)、分隔字符（由 (-s) 指定）、列访

问权限和表类型字符串 (-t)。列数和可搜索的列都无法更改。

-D defaults 在创建对象时，此选项指定在此操作期间使用的另一组缺省值。 defaults 字符串是用冒

号分隔的一系列标记。这些标记表示要用于一般对象属性的缺省值。下面描述了所有合

法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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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tl=time 此标记为该命令创建的对象设置缺省的生存时间。time 值以 nischttl(1) 命

令定义的格式指定。缺省值为 12 小时。

owner=ownername

此标记指示 NIS+ 主体 ownername 应该拥有所创建的对象。通常，此值与

正在执行命令的主体相同。

group=groupname

此标记指示 groupname 指定的组应该是所创建的对象的组所有者。缺省值

为 NULL。

access=rights

此标记指定要授予给定对象的访问权限集。 rights 值以 nischmod(1) 命令

定义的格式指定。缺省值为 ----rmcdr- - -r- - -。

-p path 在创建或更新表时，此选项指定表的搜索路径。当调用了 nis_list() 函数时，如果根

据使用的搜索条件找不到任何条目，则用户可以指定标志 FOLLOW_PATH 来通知客

户端库继续在表的路径中搜索表。该路径包含由冒号分隔的表名的已排序列表。路径中

的名称必须是完全限定名。

-s sep 在创建或更新表时，此选项指定表的分隔符。 niscat(1) 可使用该分隔符在标准输出上

显示表。其用途是当表为 ASCII 格式时分隔列数据。缺省值为一个空格。

-t type 在更新表时，此选项指定表的类型字符串。

返回值
此命令在成功时返回 0，在失败时返回 1。

举例
在目录 foo.com. 中创建名为 hobbies 的表，该表的类型为 hobby_tbl，具有两个可搜索列 （name 和

hobby）：

nistbladm -c hobby_tbl name=S,a+r,o+m hobby=S,a+r

hobbies.foo.com.

所有用户（即 owner、 group 和 world）对 name 列具有读取访问权限，只有所有者具有修改访问权限。所

有用户都可读取 hobby，但是任何人都无法修改它。

在下面的示例中，如果尚未指定访问权限，则表访问权限将来自标准缺省值或 NIS_DEFAULTS 变量（请参阅下

文）。

向此表中添加条目：

nistbladm -a name=bob hobby=skiing hobbies.foo.com.

nistbladm -a name=sue hobby=skiing hobbies.foo.com.

nistbladm -a name=ted hobby=swimming hobbies.fo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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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串联路径：

nistbladm -u -p hobbies.bar.com.:hobbies.baz.com. hobbies

从列表中删除滑雪者：

nistbladm -R hobby=skiing hobbies.foo.com.

注释： -r 选项的使用将失败，因为存在两个值为 skiing 的条目。

要创建一个包含在不设置标志情况下指定的列的表，可仅提供名称和等号 (=)，如下所示：

nistbladm -c notes_tbl name=S,a+r,o+m note= notes.foo.com.

此示例创建了一个名为 notes.foo.com. 的表，其类型为 notes_tbl ，包含两个列 （name 和 note）。 note 列

是不可搜索的。

当以 value 字符串形式为列输入数据时，必需用单引号或双引号保护终端字符。这些字符包括等号 (=)、逗号

(,)、左方括号 ([)、右方括号 (]) 和空格 ( )。这些字符在索引名称内时由 NIS+ 分析。通过将整个值括在双引号

(") 中可以保护这些字符，如下所示：

nistbladm -a fullname="Joe User" nickname=Joe nicknames

如果对将如何分析字符串有疑问，最好将它括在引号中。

外部语言环境影响
环境变量

NIS_DEFAULTS 此变量包含将覆盖 NIS+ 标准缺省值的缺省字符串。如果使用了 -D 选项，则这些值将同时

覆盖 NIS_DEFAULTS 变量和标准缺省值。

NIS_PATH 如果设置了此变量且 NIS+ 表名不是完全限定名，则将搜索指定的所有目录，直到找到该表

为止（请参阅 nisdefaults(1)）。

警告
要修改其中一个条目，例如，将 bob 修改为 robert ：

nistbladm -m name=robert [name=bob],hobbies

请注意， [name=bob],hobbies 是一个索引名称，字符“[”（左方括号）和“]”（右方括号）由 Shell 解

释。当以 NIS+ 索引名称的形式键入条目名称时，必须使用单引号保护名称。

可以指定一组缺省值，以便使用户以后无法读取或修改表对象。

HP-UX 11i v2 是支持 NIS+ 的最后一个 HP-UX 版本。

建议使用 LDAP 替代 NIS+。HP 完全支持基于 LDAP 的行业标准命名服务。

作者
nistbladm 由 Sun Microsystems, Inc. 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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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请参阅
nis+(1)、 niscat(1)、 nischmod(1)、 nischown(1)、 nisdefaults(1)、 nismatch(1)、 nissetup(1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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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nistest - 使用条件表达式返回 NIS+ 命名空间的状态

概要
nistest [ -ALMP ] [ -a rights | -t type ] object

nistest [ -ALMP ] [ -a rights ] indexedname

说明
nistest 为 Shell 脚本及其他程序提供了一种测试对象和条目的存在性、类型和访问权限的方式。条目是使用

索引名进行命名的（请参阅 nismatch(1)）。

选项
-A 所有数据。此选项指定了返回该表中的数据以及初始表连接路径中各表中的所有数据。只有

在使用索引名或跟踪链接时，此选项才有效。

-L 跟踪链接。如果由 object 命名的对象或 indexedname 的表名组件对 LINK 类型对象进行命

名，则在存在此开关时将跟踪该链接。

-M 仅限主服务器。此选项指定了应向指定数据的主服务器发送查找。这样保证了在主服务器繁

忙的情况下可以显示最新信息。

-P 使用连接路径。此选项指定了在初始搜索不成功的情况下，则查找应使用表的连接路径。只

有在使用索引名或跟踪链接时，此选项才有效。

-a rights 此选项可用于验证当前进程是否对指定对象或条目具备所需或所要求的访问权限。使用与

nischmod 命令相同的方式指定访问权限。

-t type 此选项可测试 object 的类型。 type 的值可以是下列值之一：

G 如果对象为组对象，则返回 true。

D 如果对象为目录对象，则返回 true。

T 如果对象为表对象，则返回 true。

L 如果对象为链接对象，则返回 true。

P 如果对象为专用对象，则返回 true。

返回值
0 成功。

1 因对象不存在而失败，不是指定的类型和（或）不存在这类访问。

2 因非法使用而失败。

举例
在测试访问权限时，如果将指定的权限授予当前用户，则 nistest 返回成功 (0)。这样即可测试访问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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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stest -a w=mr skippy.domain

测试所有已验证的 NIS+ 客户端对名为 skippy.domain 的对象具有读取和修改的访问权限。

使用索引名语法可以完成对表中特定条目访问权限的测试。下面的示例可通过测试查看能否修改口令表中的条

目。

nistest -a o=m ’[uid=99],passwd.org_dir’

外部语言环境影响
环境变量

NIS_PATH 如果设置了该变量且 NIS+ 名称不是完全限定名，则将搜索每个指定的目录，直至找到对象为

止（请参阅 nisdefaults(1)）。

警告
HP-UX 11i v2 是支持 NIS+ 的最后一个 HP-UX 版本。

建议使用 LDAP 替代 NIS+。HP 完全支持基于 LDAP 的行业标准命名服务。

作者
nistest 由 Sun Microsystems, Inc. 开发。

另请参阅
nis+(1)、 nischmod(1)、 nisdefaults(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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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nl - 行编号过滤器

概要
nl [-btype ] [-htype ] [-ftype ] [-p] [-vstart# ] [-iincr ] [-ssep ] [-wwidth ] [-nformat ] [-lnum ] [-ddelim ]

[ file ]

说明
nl 读取命名 file 或标准输入（如果未命名 file ）中的行，然后在标准输出上复制这些行。这些行按照有效的命

令行选项在左侧进行编号。

nl 按照逻辑页查看它读取的文本。行编号在每个逻辑页的开头重置。逻辑页由页眉、正文和页脚部分组成。空

的部分仍然有效。不同的行编号选项可分别用于页眉、正文和页脚（例如，仅将正文中的空白行编号，而不将页

眉和页脚编号）。

逻辑页部分的开头由仅包含以下定界符的输入行表示：

行内容 开头

\:\:\: 页眉

\:\: 正文

\: 页脚

除非另行指定，否则 nl 假定所读取的文本位于单个逻辑页正文中。

命令行选项可以按任意顺序出现，并且可以与可选的文件名混合使用。只可以命名一个文件。 nl 可识别以下选

项：

-btype 指定要编号的逻辑页正文行。可识别的 types 及其含义为：

a 为所有行编号；

t 仅为包含可打印文本的行编号；

n 不将行编号；

pstring 仅将包含 string 中指定的正则表达式的行编号。支持基本的正则表达式

（请参阅 regexp(5)）。

逻辑页正文的缺省 type 是 t （将文本行编号）。

-htype 与 -btype 相同，但用于页眉。逻辑页眉的缺省 type 是 n （不将行编号）。

-ftype 与 -btype 相同，但用于页脚。逻辑页脚的缺省值是 n （不将行编号）。

-p 不在逻辑页定界符处重新开始编号。

-vstart# start# 是用于将逻辑页行编号的初始值。缺省值为 1。

-iincr incr 是用于将逻辑页行编号的递增值。缺省值为 1。

-ssep sep 是用于分隔行号和相应文本行的字符。缺省 sep 是制表符。

HP-UX 11i Version 2: December 2007 Update − 1 −  Hewlett-Packard Company 97



nl(1) nl(1)

-wwidth width 是用于行号的字符列的数目。缺省 width 是 6。

-nformat format 是行编号格式。可识别的值包括：

ln 左对齐，禁止前导零；

rn 右对齐，禁止前导零；

rz 右对齐，保留前导零。

缺省 format 是 rn （右对齐）。

-lnum num 是要作为单个行处理和编号的连续空白行数目。例如，如果设置了相应的 -ha、 -ba

和（或） -fa 选项， -l3 会将每三个相邻的空白行编号。缺省值为 1。

-dxx 指定逻辑页部分开头的定界符可以从缺省字符 (\:) 更改为两个用户指定的字符。如果仅输

入一个字符，第二个字符将仍然是缺省字符 (:)。 -d 和定界符之间不应使用空格，但是该

限制不适用于符合 XPG4 的 nl。要将反斜杠定义为定界符，请使用两个反斜杠。

外部语言环境影响
环境变量

LC_COLLATE 确定在计算正则表达式时使用的排序顺序。

LC_CTYPE 确定正则表达式中的字符类表达式所匹配的字符。

如果未在环境中指定 LC_COLLATE 或 LC_CTYPE，或者将其设置为空字符串，则 LANG 的值将用作每个未指

定变量或空变量的缺省值。如果未指定 LANG，或者将其设置为空字符串，则会使用缺省的“C”（请参阅

lang(5)）而非 LANG。

如果任一国际化变量中包含无效设置，则 nl 就会认为所有国际化变量都设置为“C”。请参阅 environ(5)。

国际代码集支持
支持单字节字符代码集。

举例
从行号 10 开始以 10 的增量将 file1 编号。逻辑页定界符为 ! 和 + ：

nl -v10 -i10 -d!+ file1

另请参阅
pr(1)、 environ(5)、lang(5)、regexp(5)。

符合的标准
nl：SVID2、SVID3、XPG2、XPG3、XPG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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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nljust - 对齐行（左对齐或右对齐）来进行打印

概要
nljust [-acilnt] [-d digits] [-e seq] [-j just] [-m mode] [-o order] [-r margin]

[-w width] [-x ck] [file ...]

说明
nljust 对以多种语言写入且方向为从右到左的打印数据进行格式化。它旨在与 pr 命令和 lp 命令一起使用

（请参阅 pr(1) 和 lp(1)）。

nljust 读取一连串输入文件（如果没有指定输入文件，则读取标准输入），并在标准输出中生成该输入的从右

到左的格式化版本。如果 - 作为某一个输入文件名，则 nljust 在该处读取标准输入。使用 -- 来界定选项

的结束。

nljust 对所有其语言需从右到左读取的输入文件进行格式化。对于读取方向为从左到右的语言，该命令仅仅将

输入文件复制到标准输出中。

选项
nljust 可识别下列选项：

-a 对齐各种语言的数据，包括文本方向为从左到右的语言。缺省情况下，只对齐从右到左的

语言数据。对于所有其他语言，输入文件将直接被复制到标准输出中。

-c 为某些阿拉伯语字符选择增强打印格式。通过该选项，laam 和 alif 这两个字符的组合将被

单个字符代替。

-i 以 ISO 8859-6 字符集解释数据。

-d digits 处理印地语、西方语或这两种语言的输出数字。 digits 可以是 h、 w 或两者。

-e seq 使用 seq 作为转义序列来选择主要字符集。如果某种语言字符过多，而无法在一个由 256

个字符组成的 ASCII 字符集中找到对应的字符，则可以使用该转义序列。在这些时候，可

以使用 seq 转义序列来选择非ASCII 字符集。 escape 字符本身 (0x1b) 不在命令行中给

出。缺省情况下，使用 HP 转义序列。

-j just 如果 just 为 l，则左对齐打印行。如果 just 为 r，则从（指定的或缺省的）打印宽度列开

始右对齐打印行。缺省情况下，为右对齐。

-l 用可选的空格代替前导空格。某些方向为从右到左的字符集具有非ASCII或可选的空格。在

过滤 pr -n 输出时该选项是非常有用的（请参阅 pr(1)）。在右对齐的情况下， -l 选项

可将行号直接放于制表符的右侧。如果没有 -l 选项，则在右对齐时，会将行号放于打印

宽度列。缺省情况下，可选的空格不会代替前导空格。

-m mode 表示任何要进行格式化的文件的 mode。模式指的是文件创建时的文本方向。如果 mode

为 l，则假定为拉丁语模式。如果 mode 为 n，则假定为非拉丁语模式。缺省情况下，模

式信息来自于 LANGOPTS 环境变量。

HP-UX 11i Version 2: December 2007 Update − 1 −  Hewlett-Packard Company 99



nljust(1) nljust(1)

-n 对于包含可打印字符的行，不以换行符终止。缺省情况下，会以换行符终止打印行。

-o order 表示任何要进行格式化的文件的数据 order。文件的文本方向会影响其数据的排列方式。如

果 order 为 k，则假定键盘顺序。如果 order 为 s，则假定屏幕顺序。缺省情况下，顺序

信息来自于 LANGOPTS 环境变量。

-t 截短其长度大于指定或缺省的行长度的打印行。缺省情况下，打印行将被折叠（即，折入

下一行）。

-x ck 将输入制表符扩展到列位置 k+1、 2*k+1、 3*k+1 等等。输入中的制表符被扩展适当的空

格数。如果 k 为 0 或被忽略，则假定缺省的制表符设置为每隔八位。如果已给出 cd （任

何非数字字符），则将它视为输入制表符。 c 的缺省值为制表符。 nljust 会始终扩展输

入制表符。该选项提供了一种更改制表符及设置的方式。如果已指定该选项，则至少必须

给定 c 或 k 其中一个参数。

-r margin 指定一个数作为打印 margin。打印边距是指发生截断或折叠的列。打印边距可确定单行中

的字符数，并且它决不能超过打印宽度。打印边距与对齐有关。如果打印边距为 80，则在

右对齐过程中折叠或截断发生在从右边开始数的列 80。同样，在左对齐过程中，折叠或截

断发生在从左边开始数的列 80。缺省情况下，打印边距设置为列 80。

-w width 指定一个数作为打印 width。打印宽度是打印行中最大的列数。在右对齐过程中，打印宽

度可确定文本的开始位置。打印宽度越大，文本开始的位置越靠右。缺省情况下，将使用

80 列的打印宽度。

外部语言环境影响
环境变量

环境变量 LANGOPTS 可确定文件的模式和顺序。 LANGOPTS 的语法是 [ mode ] [ _order ]。 mode 说明的是文

件的模式，其中 l 代表拉丁语模式， n 代表非拉丁语模式。对于 l 和 n 以外的值，假定非拉丁语模式。

order 说明的是文件的数据顺序，其中 k 表示键盘顺序， s 表示屏幕顺序。对于 k 和 s 以外的值，假定键盘

顺序。 LANGOPTS 中的模式和顺序信息可以从命令行进行覆盖。

LC_ALL 环境变量可以确定语言的方向（从左到右或从右到左），并确定是否有必要分析字符的上下文。

LC_NUMERIC 环境变量可确定是否语言具有备用数字。

LANG 环境变量可确定显示消息的语言。

国际代码集支持
支持单字节字符代码集。

举例
在 132 列的打印机上右对齐 file1 ，并且打印边距为列 80（缺省值）：

nljust -w 132 file1 | lp

在 132 列的打印机上右对齐带有行号的 file2 的 pr 输出，并且打印边距为列 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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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 -n file2 | nljust -w 132 -r 132 | lp

警告
如果带有行号的 pr （-n 选项）通过管道传输到 nljust 中，则分隔符必须是制表符 (0x09)。

用户有责任确保 LANGOPTS 环境变量可以正确地反映文件的状态。

模式和对齐必须相一致。只有对非拉丁语模式的文件进行右对齐才是有意义的。同样，只有对拉丁语模式的文件

进行左对齐才是安全的。如果模式和对齐不相匹配，则结果是不可预测的。

备用数字（如果有的话）的方向通常是从左到右的。

nljust 命令属于 HP 所有，对于其他供应商的系统来说是不可移植的，并且在未来的 HP-UX 发行版中不再提

供。

作者
nljust 由 HP 开发。

另请参阅
forder(1)、 lp(1)、 pr(1)、 strord(3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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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nm - 输出常用对象文件的名称列表

概要
/usr/ccs/bin/nm [-ACefghlnNqrsTuUvV] [-d -o -x] [-p -P] [-t format] file ...

说明
nm 命令显示每个对象文件 file 的符号表。

有三种常规的输出格式：缺省值 （-p 和 -P 均未指定）、指定了 -p、指定了 -P。在“选项”小节的后面对

输出格式进行了介绍。

缺省情况下， nm 输出所列符号的完整名称。由于对象文件可以包含任意多字符的符号名，因此，如果某个名称

长度大于列宽专为名称保留的长度，则该名称将溢出其列，从而强制该名称之后的每一列都无法对齐。

选项
nm 可识别下列选项：

-A 将对象文件或归档 file 的名称作为每个输出行的前缀。等效于 -r。

-C 对 C++ 名称解码，然后输出它们（仅适用于 ELF）。

-d 以十进制格式显示符号的 value 和 size。对于缺省格式或 -p 格式，此为缺省值。等效于

-t d。

-e 仅显示 external 和 static 符号。将省略该选项（请参阅 -f）。

-f 显示完整的输出。缺省情况下，强制使用该选项。

-g 仅显示 external （全局）符号信息。

-h 不显示输出头数据。

-l 对弱符号和全局符号加以区分，方法是向弱符号的关键字追加 *。仅对 -p 和（或） -P

有效。

-n 以升序按 name 对符号进行排序，然后输出它们。这是缺省值。请参阅下面的 “外部语言

环境影响”中的“环境变量”。

-N 按符号在符号表中的出现顺序显示符号。

-o 以八进制格式显示符号的 value 和 size。等效于 -t o。

-p 以空格分隔输出的格式显示信息。每个符号 name 之前是其值（如果未定义，则为空白）

以及一个用于指明类型的字母。小写字母表示本地符号（非外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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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绝对）

B （bss 符号）

C （通用符号）

D （数据符号）

M （milli 符号）仅适用于 ELF

N （无类型）仅适用于 ELF

R （节区域）

S （tstorage 符号）仅适用于 SOM

T （文本符号）

U （未定义）

如果符号是次定义，则类型字母后跟字母 S。

请注意， -p 与 -P 不兼容。

-P 以可移植输出格式（如下所述）在标准输出中显示信息。请注意， -P 与 -p 不兼容。

-r 将对象文件或归档 file 的名称作为每个输出行的前缀。等效于 -A。

-q （仅适用于 SOM）不输出某些警告消息。

-s 输出节索引，而非节名称（仅适用于 ELF）。

-t format 以指定格式显示每个数值。 format 可为下列值之一：

d 以十进制格式显示符号的 value 和 size。对于缺省格式或 -p 格式，此为缺省

值。等效于 -d。

o 以八进制格式显示符号的 value 和 size。等效于 -o。

x 以十六进制格式显示符号的 value 和 size。此为 -P 格式的缺省值。等效于 -x。

-T （仅适用于 SOM）截断每个会溢出其列的名称，并添加星号作为其显示名称的最后一个字

符，以将该名称标记为截断的名称。如果还指定了 -A 或 -r，则先截断 file 前缀。

-u 仅显示未定义的符号。

-U 输出用法菜单。

-v 按 value 对符号进行排序，然后输出它们。

-V 在标准错误中显示 nm 命令的执行版本。

-x 以十六进制格式显示符号的 value 和 size。此为 -P 格式的缺省值。等效于 -t x。

操作数
nm 可识别以下操作数：

file 浮动对象文件或可执行对象文件，或者浮动对象文件或可执行对象文件的归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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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省输出格式 - SOM
如果指定了缺省输出格式（既非 -p 也非 -P 选项），则每个符号拥有如下列，以竖线 (|) 分隔。数字缺省为十

进制（-d 或 -t d）。

如果为十进制：

"%20s|%10d|%6s|%7s|%s", name, value, scope, type, subspace

如果为八进制：

"%20s|%012o|%6s|%7s|%s", name, value, scope, type, subspace

如果为十六进制：

"%20s|0x%08x|%6s|%7s|%s", name, value, scope, type, subspace

缺省输出格式 - ELF
如果指定了缺省输出格式（既非 -p 也非 -P 选项），则每个符号拥有如下列，以竖线 (|) 分隔。数字缺省为十

进制（-d 或 -t d）。

如果为十进制：

"[%u]%s|%22llu|%8u|%s|%s|%1d|%s|%s",

index, value, size, type, bind, O, shndx, name

如果为八进制：

"[%u]%s|%022llo|%010o|%s|%s|%1o|%s|%s",

index, value, size, type, bind, O, shndx, name

如果为十六进制：

"[%u]%s|0x%016llx|0x%08x|%s|%s|%1x|%s|%s",

index, value, size, type, bind, O, shndx, name

具体说明如下：

name 符号的名称。

value 其值以偏移量或地址表示，具体取决于其存储类。

scope 符号的范围（external、 sdef、 static 或 undefined）。 sdef 范围表示标记为

次定义的外部符号。

type 符号的类型 （absolute、 arg_ext、 code、 data、 entry、 milli_ext、

millicode、 module、 null、 oct_dis、 plabel、 pri_prog、 sec_prog、

storage、 stub、 sym_ext、 tstor）。

subspace 符号所属的子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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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nd 指定符号绑定类型（本地、弱、全局）。

O 该字段用于拥有大型节表（>65K 节）的文件。对于较小的文件，该字段的值为 0。

Shndx 标识符号所属的节的索引。

标识符号表中的符号的索引。

-p 的输出格式
如果指定了 -p 选项，则会使用以下可移植 C 语言格式显示信息。数字缺省为十进制（-d 或 -t d）。

如果为十进制： "%010d %s %s", value, type, name

如果为八进制： "%012o %s %s", value, type, name

如果为十六进制： "0x%08x %s %s", value, type, name

如果指定了 -A 或 -r，则行以下列内容开头： "%20s:", file

-P 的输出格式
如果指定了 -P 选项，则会使用以下可移植 C 语言格式显示信息。数字缺省为十六进制 （-x 或 -t x）。在

格式字符串中， %s 表示字符串输出； %d 表示十进制输出； %o 表示八进制输出； %x 表示十六进制输出；

\n 表示换行；所有其他字符表示其自身。

• 如果指定了十进制：

"%s %s %d %d\n", library-object, name, type, value, size

• 如果指定了八进制：

"%s%s %s %o %o\n", library-object , name, type, value, size

• 如果指定了十六进制，或者缺省情况下：

"%s%s %s %x %x\n", library-object, name, type, value, size

其中 library-object 是按如下方式预设格式的字符串：

• 如果未指定 -A 和 -r，则 library-object 为空字符串。

• 如果指定了 -A 或 -r，则相应的 file 操作数不会命名库：

"%s: ", file

• 如果指定了 -A 或 -r，并且相应的 file 操作数命名了一个库，则 object-file 命名包含所描述符号的库中的

对象文件：

"%s[%s]: ", file, object-file

如果未指定 -A 和 -r，但指定了多个 file 操作数，或指定了命名库的一个 file 操作数，则 nm 在包含符号的行

之前输出一行以标识包含符号的对象，采用如下形式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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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相应的 file 操作数不命名任何库：

"%s:\n", file

• 如果相应的 file 操作数命名一个库， object-file 命名包含所描述符号的库中的对象文件：

"%s[%s]:\n", file, object-file

外部语言环境影响
环境变量

下列国际化变量会影响 nm 的执行：

LANG 确定没有 LC_ALL 或其他 LC_* 环境变量时本地语言、本地惯例和编码字符集的语言环境类别。如果未

指定 LANG，或者其值为空，则缺省为 C （请参阅 lang(5)）。

LC_ALL、如果设置为非空字符串值，则确定所有语言环境类别的值，它优先于 LANG 和其他 LC_* 环境变量。

LC_COLLATE 确定字符排序的语言环境类别。

LC_CTYPE 确定字符处理函数的语言环境类别。

LC_MESSAGES 确定应该用来影响写入标准错误的诊断消息的格式和内容的语言环境。

LC_NUMERIC 确定数字格式的语言环境类别。

ST_NMCAT 和 NLSPATH 确定消息清单的位置，以便处理 LC_MESSAGES。

如果未指定国际化变量，或者其值为空，则缺省为 LANG 的值。

如果未指定 LANG，或者其值为空，则缺省为 C （请参阅 lang(5)）。

如果任一国际化变量包含无效设置，则所有国际化变量将缺省为 C （请参阅 environ(5)）。

国际代码集支持
支持单字节字符代码集。

举例
显示哪些对象文件拥有对符号 leap 的未定义引用：

nm -rup *.o | grep leap

显示哪些对象文件拥有文本符号 leap 的定义：

nm -rp *.o | awk ’{ if ($3 == "T" && $4 == "leap") { print $0 } }’

警告
缺省情况下， nm 目前按名称（-n 选项）对符号进行排序。要关闭排序功能，请使用 -N 选项。

某些选项是为了标准一致性而添加的，它们与先前存在的选项功能相同。这种相同是为了实现向后兼容而保留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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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请参阅
系统工具

cc_bundled(1) HP-UX C 编译程序

ld(1) 链接编辑器

其他信息
crt0(3) 执行启动例行程序

end(3C) 符号在程序中的上次位置

符合的标准
nm：SVID2、SVID3、XPG2、XPG3、XPG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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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nohup - 运行命令而不受挂起影响

概要
nohup command [ arguments ]

说明
nohup 可在执行 command 时忽略挂起和退出。如果用户未对输出进行重定向，则会将标准输出和标准错误发

送到 nohup.out。如果 nohup.out 在当前目录中是不可写的，则会将输出重定向到 $HOME/nohup.out ；

否则， nohup 失败。如果创建了一个文件，则该文件的权限位将被设置为 S_IRUSR | S_IWUSR。

如果将 nohup 的输出重定向到终端，或者根本不进行重定向，则输出将被发送到 nohup.out。

外部语言环境影响
环境变量

LC_MESSAGES 用于确定显示消息的语言。

如果在环境中未指定 LC_MESSAGES 或将其设置为空字符串，则 LANG 的值会用作每个未指定变量或空变量的

缺省值。如果未指定 LANG 或将其设置为空字符串，则会使用缺省值“C”（请参阅 lang(5)）而非 LANG。

如果任一国际化变量中包含无效设置，则 nohup 就会认为所有国际化变量都设置为“C”。请参阅

environ(5)。

国际代码集支持
支持单字节字符代码集和多字节字符代码集。

举例
经常需要将 nohup 应用于管道线或命令列表。只有通过将管道线和命令列表放在一个 Shell 脚本文件中，才能

完成这一操作。要使用 nohup 运行脚本，可使用命令：

nohup sh file

nohup 功能应用于 file 的全部内容。如果需要经常执行该 Shell 脚本 file ，则通过设置 file 的执行权限，可以

无需键入 sh。该脚本还可以在后台运行而忽略中断（请参阅 sh(1)）：

nohup file &

file 通常包含在终端断开连接的情况下需要继续运行的常规键盘命令序列，例如：

tbl ofile | eqn | nroff > nfile

警告
请注意正确放置标点符号。例如，如下命令形式：

nohup command1; command2

nohup 仅应用于 command1。要解决该问题，请使用如下命令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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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hup (command1; command2)

请注意标准错误重定向的位置。以下命令可以将错误消息放置在磁带上，同时使其不可读：

nohup cpio -o <list >/dev/rmt/c0t0d0BEST&

然而

nohup cpio -o <list >/dev/rmt/c0t0d0BEST 2>errors&

会将错误消息放置在文件 errors 中。

退出状态
返回下列退出值：

126 找到 command 指定的命令，但无法调用

127 nohup 实用程序发生了错误，或者找不到指定的 command

否则，nohup 的退出状态将为指定命令的退出状态。

另请参阅
chmod(1)、 nice(1)、 sh(1)、 signal(5)。

符合的标准
nohup：SVID2、SVID3、XPG2、XPG3、XPG4、POSIX.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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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nroff - 格式化文本

概要
nroff [ options ] file ...

说明
nroff 是一个文本格式化程序，该程序可解释 file 中包含的源文本，并对其加以准备，以便在类似于打字机这

样的设备和行式打印机上进行打印。如果 file 名为 - 或未指定，则将标准输入用作源文本。

如果文件包含不带格式化程序请求的纯文本， nroff 将使用缺省行长度和页尺寸来生成可读输出，同时对输入

中遇到的每个空白行输出一个空白行，并根据两边的边缘填充和调整文本。 nroff 将忽略源文本中以句点 (.)

开头但不是有效 nroff 格式化程序请求的任何行。

下面的教程将介绍 nroff 格式化功能。

源文件准备
当使用可为标题、页脚、列表及其他功能提供高级接口的宏程序包（如 mm(1)）对文本进行编码，而不是使用固

有的低级 nroff 请求对该文件进行编码时，文档源文件准备通常更为容易一些。

选项
nroff 可识别以下命令行选项，这些选项能够以任意顺序显示，但必须出现在 file 参数之前：

-olist 仅打印那些页码显示在页码和范围的 list 中的页，以逗号分隔。范围 n-m 表示第 n 页

到第 m 页；开始的 -n 表示从开始到第 n 页；最后的 n- 表示从第 n 页到最后（请参

阅下面的“警告”一节）。

-nn 首先生成第 n 页的页码。

-sn 每 n 页停止一次。 nroff 可在每 n 页 之后暂停一次（缺省 n=1），以允许加载或更

改纸张，并可在收到换行符之后恢复操作（换行符在管道线中无效，如与 mm 一起使

用）。当 nroff 在页之间暂停时，会将 ASCII BEL 发送到终端。

-raN 将寄存器 a （其名称必须为一个字符）设置为 N。

-i 耗尽 files 后，读取标准输入。

-q 调用 .rd 请求的同时输入-输出模式。

-z 仅打印由 .tm （终端消息）请求生成的消息。

-mname 在输入 files 的前面使用未编译的（ASCII 文本）宏文件

/usr/lib/nls/LANG/tmac/tmac.name

其中 LANG 是 LANG 环境变量的值。如果 LANG 未设置或

/usr/lib/nls/LANG/tmac/tmac.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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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则使用以下文件：

/usr/share/lib/tmac/tmac.name

-Tname 为指定终端准备输出。已知 name 如下所示：

37 表示（缺省） TELETYPE Model 37 终端

tn300 表示 GE TermiNet 300 （或任何不带半行功能的终端）

300s 表示 DASI 300s

300 表示 DASI 300

450 表示 DASI 450

lp 表示（常规） ASCII 行式打印机

382 表示 DTC-382

4000A 表示 Trendata 4000A

832 表示 Anderson Jacobson 832

X 表示（常规） EBCDIC 打印机

2631 表示 HP 2631 行式打印机

klp 表示字符宽度为 8 位和 16 位时比例为 2:3 的（常规）16 位字符打印机

lj 表示 HP PCL3 以及较新型的激光打印机。

-e 使用特定终端的完整分辨率，在已调整的行内生成间距相同的单词。

-h 在调整水平间距的过程中，使用输出制表符来加速输出并减少输出字符数。假定制表符

设置是每 8 个标称字符的宽度。

-un 将第三个字体位置（粗体）的扩大系数（叠印的字符数）设置为 n，如果缺少 n ，则设

置为零。

-P 如果在命令行上指定了此选项，则可以使用由某些亚洲打印机提供的特殊功能，这些打

印机可以在 3/2 列宽框中打印两列宽的字符。

外部语言环境影响
环境变量

LC_CTYPE 用于确定将文本解释为单字节和（或）多字节字符的方法。

LANG 可用于确定 -m 选项的搜索路径。 LANG 还可确定显示消息所用的语言。

如果未在环境中指定 LC_CTYPE 或将其设置为空字符串，则 LANG 的值会用作每个未指定变量或空变量的缺省

值。如果未指定 LANG，或者将其设置为空字符串，则会使用缺省的“C”（请参阅 lang(5)）而非 LANG。如果

任一国际化变量中包含无效设置，则 nroff 就会认为所有国际化变量都设置为“C”。请参阅 environ(5)。

举例
下面的命令将打印文档的前 5 页，该文档的 nroff 源文件为 filename ：

nroff -o-5 filename

请注意，在 o 与 - 或 - 与 5 之间不应有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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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仅打印第 1、3 和 4 页，请键入：

nroff -o1,3,4 filename

警告
当 nroff 与管道线内部的 -olist 选项一起使用时，如果文档的最后一页未在 list 中指定，则可能会导致无危害

的“断开管道”诊断。

文件
/usr/share/lib/macros/* 标准宏文件

/usr/share/lib/term/* 驱动 nroff 的表的终端

/usr/share/lib/suftab 后缀连字符表

/usr/share/lib/tmac/tmac.* 标准宏文件和指针

另请参阅
col(1)、 mm(1)、 neqn(1)、 soelim(1)、 ul(1)、 man(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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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nslookup - 交互式查询名称服务器

概要
nslookup [-option]... host-to-find [server]

nslookup [-option]... [- [server] ]

说明
nslookup 是一个查询 Internet 域名服务器的程序。 nslookup 已经进行了扩展，以遵循主机的已配置名称

解析算法，同时查询 NIS 以及 DNS 和主机表。

nslookup 既可以使用交互模式，也可以使用非交互模式。交互模式允许用户查询名称服务器，以获取有关各种

主机和域的信息，或输出域中主机的列表。非交互模式用于查询名称服务器，以获取有关一个主机或域的信息。

缺省情况下， nslookup 访问名称服务，以获取基于策略信息（从交换配置文件 /etc/nsswitch.conf 中

获取）的名称和地址解析。如果该策略设置为先使用 NIS 或 /etc/hosts，或先使用DNS 而它又不可用，则

nslookup 将只提供一个有限的命令集（这种情况下， help 命令将显示当查询 NIS 或 /etc/hosts 时可以

采取哪些操作）。要覆盖交换策略，并直接查询 DNS 服务器，可以使用 server 命令指定名称服务器。通过提

供名称服务器作为命令行中的第二个参数，也可以实现相同的交换策略覆盖效果。这种情况下， nslookup 会

忽略交换策略并直接查询名称服务器，直到发出了一个 reset 命令。每当采取覆盖交换策略的操作时，都会显示

一条警告消息。

请注意， nslookup 不支持 NIS+。如果在 /etc/nsswitch.conf 文件中找到主机源 nisplus，则它将被

忽略。

参数
在下列情况下将进入交互模式：

• 没有给定参数。

• 第一个参数是连字符 (-)。可选的第二个参数是主机名或名称服务器的 Internet (IP) 地址。

当要查询的主机的名称作为第一个参数给出时，将使用非交互模式。可选的第二个参数是主机名或名称服务器的

Internet 地址。

在下面的 set 命令下列出的选项，可以在用户主目录下的 .nslookuprc 文件中进行指定，每行一个选项。或

者，也可以在命令行中指定这些选项，方法是添加连字符作为前缀，同时它们必须位于其他命令行参数之前。例

如，要更改主机信息的缺省查询类型，并将初始超时更改为 10 秒，请键入：

nslookup -query=hinfo -timeout=10

可以使用命令行选项 -swdebug 调试交换配置文件中的语法错误。该选项在初始化过程中将启用跟踪功能，使

得交换模块可以输出有关文件 /etc/nsswitch.conf 中的“主机”条目的扫描和解析操作的跟踪信息（请参

阅 nsswitch.conf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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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互式命令
通过使用中断字符，可以在任何时候中断命令。要退出，请键入 Ctrl-D (EOF) 或键入 exit。要将一个内置命

令视为主机名，请在它之前添加一个转义字符 (\)。在使用NIS 或主机表时，只允许将主机名和 Internet 地址

用作命令。无法识别的命令将解释为主机名。

host [server] 使用当前的缺省服务器或 server （如果已指定），查找有关 host 的信息。如果 host 是 Inter-

net 地址并且查询类型为 A 或 PTR，则返回主机名称。如果 host 是一个名称并且没有结尾句

点，则在该名称后将追加一个或多个域（该行为取决于 set 的选项 domain、 srchlist、

defname 和 search 的状态）。来自名称服务器缓存的答复将标记为“未授权”。

server domain

lserver domain

将缺省服务器更改为 domain。 lserver 使用初始服务器查找有关 domain 的信息，而

server 使用当前的缺省服务器。如果在使用 server 的同时，所指向的当前名称服务是

NIS 或 /etc/hosts，则将覆盖交换策略，直到发出 reset 命令为止。

root 将缺省服务器更改为域名空间的根服务器。目前，使用主机 ns.nic.ddn.mil （该命令与

lserverns.nic.ddn.mil 同义）。可以使用 set root 命令更改根服务器的名称。

policy 输出从交换配置文件读取的策略。将显示该文件中指定的名称服务的数量，以及顺序和如何使用

名称服务的条件。条件的四种状态用方括号内的四个位置来表示。状态的顺序为： SUCCESS、

NOTFOUND、 UNAVAIL 和 TRYAGAIN。条件的两种操作用四个状态位置中可能使用的两个字

母来表示： R 表示返回， C 表示继续。但是，如果在两个源之间没有指定任何条件，则将缺

省操作指定给状态：

SUCCESS= return

NOTFOUND= continue

UNAVAIL= continue

TRYAGAIN= continue

finger [name] [> filename]

finger [name] [>> filename]

与当前主机上的指状服务器连接。如果先前的查找主机操作成功，并返回了地址信息，就定义了

当前主机（请参阅 set querytype=A 命令）。 name 是可选的。可以使用 > 和 >> 以常规

方式重定向输出。

ls [lsoption] domain [> filename]

ls [lsoption] domain [>> filename]

列出 domain 的可用信息，可以选择创建或者追加到 filename 之后。缺省输出包含主机名及其

Internet 地址。 lsoption 可以是下列之一：

-t querytype 列出指定类型的所有记录（请参阅下面的 querytyp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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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列出域中主机的别名（与 -t CNAME 同义）。

-d 列出域的所有记录（与 -t ANY 同义）。

-h 列出域的 CPU 和操作系统信息（与 -t HINFO 同义）。

-s 列出域中已知的主机服务（与 -t WKS 同义）。

如果将输出定向到文件，则从服务器每接收 50 个记录就输出 # 字符。

view filename 使用 more

排序并列出先前的 ls 命令的输出（请参阅 more(1)）。

help

? 输出命令的简短摘要。

exit 退出程序。

reset 返回到使用已配置名称服务交换策略的状态，并重置为使用原始名称服务器。

set keyword[=value]

该命令用于更改影响查找的状态信息。有效关键字如下：

all 输出各种 set 选项的当前值。同时还输出有关当前缺省服务器和主机的信

息。

cl[ass]=value 将查询类更改为下列之一：

IN Internet 类。

CHAOS Chaos 类。

HESIOD MIT Athena Hesiod 类。

ANY 通配符（上述任意一种）。

类指定了信息的协议组。（缺省值 = IN）

[no]deb[ug] 打开调试模式。输出有关发送到服务器的数据包以及得到的答复的详细信息。

（缺省值 = nodebug）

[no]d2 打开详尽调试模式。基本上输出每个数据包的所有字段。（缺省值 = nod2）

[no]def[name] 如果进行了设置，则会将缺省域名追加到单一组分查找请求（即，不包含句点

字符的请求）之后。（缺省值 = defname）

do[main]=name

将缺省域名更改为 name。缺省域名将追加到查找请求之后，这取决于 def-

name 的状态和 search 选项。如果缺省域的名称至少包含两个组成部分，

则 域 搜 索 列 表 中 将 包 含 缺 省 域 的 父 域。 例 如， 如 果 缺 省 域 是

CC.Berkeley.EDU ， 则 搜 索 列 表 是 CC.Berkeley.EDU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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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rkeley.EDU。使用 set srchlist 命令可以指定一个不同的列表。使用

set all 命 令 可 以 显 示 列 表。 （缺 省 值 = 主 机 名 的 值，

/etc/resolv.conf 或 LOCALDOMAIN）

[no]ig[nore] 忽略截断错误。（缺省值 = noignore）

q[uerytype]=value

ty[pe]=value 将从查询返回的信息的类型更改为下列之一：

A 主机的 IPv4 地址

AAAA 主机的 IPv6 地址

ANY 所有类型的数据

CNAME 别名的规范名称

GID 组 ID

HINFO 主机 CPU 和操作系统类型

MB 邮箱域名

MG 邮件组成员

MINFO 邮箱或邮件列表信息

MR 邮件重命名域名

MX 邮件交换器

NS 命名区域的名称服务器

PTR 如果查询的是 Internet 地址，则为主机名；否则，为指向其他信

息的指针。

SOA 授权区域起始记录

TXT 文本信息

UID 用户 ID

UINFO 用户信息

WKS 已知服务说明

po[rt]=value 将缺省的 TCP/UDP 名称服务器端口更改为 value （缺省值 = 53）

[no]rec[urse] 如果名称服务器没有信息，告知它查询其他服务器。（缺省值 = recurse）

ret[ry]=number

将重试次数设置为 number。如果在一定时间（随 set timeout 而更改）

内没有收到请求的回复，则超时时间将加倍，并且将重新发送请求。重试值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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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放弃请求之前重新发送请求的次数。（缺省值 = 4）

ro[ot]=host 将根服务器的名称更改为 host。这将对 root 命令产生影响。（缺省值 =

ns.nic.ddn.mil）

[no]sea[rch] 如果查找请求至少包含一个句点，但最后没有结尾句点，则将域搜索列表中的

域名追加到请求之后，直到收到答复为止。请参阅 hostname(5) （缺省值 =

search）

srchl[ist]=name1/name2 ...

将缺省域名更改为 name1 ，将域搜索列表更改为 name1、 name2 等等。最

多可以指定 6 个名称，这些名称用斜杠 (/) 分隔。例如，

set srchlist=lcs.MIT.EDU/ai.MIT.EDU/MIT.EDU

将域设置为 lcs.MIT.EDU ，将搜索列表设置为三个名称。该命令将覆盖

set domain 命令的缺省域名和搜索列表。使用 set all 命令可以显示列

表。 （缺 省 值 = 基 于 主 机 名 的 值， /etc/resolv.conf 或

LOCALDOMAIN）

[no]swtr[ace] 如果进行了设置，该标志可使 nslookup 输出有关用于解析名称或地址查找

的源的信息。该标志跟踪交换策略生成的行为。（缺省值 = noswtrace）

t[imeout]=number

将等待回复的初始超时间隔更改为 number 秒。每次重试都会使超时时间加

倍。（缺省值 = 5 秒）

[no]v[c] 在向服务器发送请求时，总是使用虚电路。（缺省值 = novc）

如果 /etc/nsswitch.conf 文件中没有 hosts 条目，或没有 /etc/nsswitch.conf 文件，则

nslookup 的缺省行为如下：

hosts: dns nis files

诊断信息
如果查找请求失败，则输出错误消息。可能的错误包括：

Time-out 在一定时间（随 set timeout=value 而更改）内，并重试了一定次数（随 set

retry=value 而更改）后，服务器没有响应请求。

No response from server

在服务器计算机上没有名称服务器在运行。

No records 尽管主机名是有效的，但服务器没有主机的当前查询类型的资源记录。查询类型是使用

set querytype 命令指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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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n-existent domain

主机名或域名不存在。

Connection refused

Network is unreachable

当前无法建立与名称服务器的连接。

Server failure

名称服务器在其数据库内发现内部不一致，并且无法返回一个有效的答复。

Refused 名称服务器拒绝为请求提供服务。

Format error

名称服务器发现请求数据包的格式不正确。

作者
nslookup 由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开发。

文件
/etc/resolv.conf 初始域名和名称服务器地址

$HOME/.nslookuprc 用户的初始选项

另请参阅
named(1M)、 resolver(3N)、 nsswitch.conf(4)、 resolver(4)、 hostname(5)、

RFC1034、RFC1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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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nsquery - 查询名称服务交换的后端库

概要
nsquery lookup_type lookup_query [lookup_policy]

说明
nsquery 用于查找返回了 gethostbyname()、 gethostbyaddr()、 getpwnam()、 getpwuid()、

getgrnam() 或 getgrgid() 函数调用的响应的名称服务。该应用程序支持名称服务交换，且遵循

/etc/nsswitch.conf 中的查找策略。支持的查找类型有：

hosts 用于主机名或 IP 地址查找。

passwd 用于用户名或 UID 查找。

group 用于组名或 GID 查找。

查找查询可以是一个主机名、IP 地址、用户名、用户 ID、组名或组 ID。

查找策略必须是 nsswitch.conf (4) 中描述的有效查找策略。如果查找策略无效，则使用系统缺省的策略。

缺省的策略有：

hosts dns [NOTFOUND=return TRYAGAIN=return] nis [NOTFOUND=return] files

passwd files nis

group files nis

nsquery 将显示正在使用的查找策略、正在查询的服务名以及查询结果。

如果成功查询，则显示相应结构。

注释
建议不要改变 SUCCESS 的缺省行为。

举例
nsquery hosts hondo

nsquery hosts 15.204.204.204 "dns files"

nsquery passwd dog "nisplus"

nsquery passwd 105

nsquery group wayne "nis [NOTFOUND=RETURN] files"

nsquery group 22

HP-UX 11i Version 2: December 2007 Update − 1 −  Hewlett-Packard Company 119



nsquery(1) nsquery(1)

返回值
0: 成功。

1: 无效用法。

2: 未知行为。

3: 在查询的任何名称服务中未找到匹配项。

作者
nsquery 由 HP 开发。

另请参阅
nsswitch.con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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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nsupdate - 动态 DNS 更新实用程序

概要
nsupdate [-d] [-v] [-y keyname:secret | -k keyfile]

说明
nsupdate 用于将已在 RFC2136 中定义的动态 DNS 更新请求提交到名称服务器中。该命令可以在不对区域文

件进行手动编辑的情况下，从区域中添加或删除资源记录。一个更新请求可以包括添加或删除多个资源记录的请

求。

通过 nsupdate 或 DHCP 服务器动态控制的区域不应进行手动编辑。手动编辑可能与动态更新产生冲突，从而

引起数据的丢失。

通过 nsupdate 动态添加或删除的资源记录必须在同一个区域中。请求被发送到区域的主服务器中。这可以通

过区域的 SOA 记录中的 MNAME 字段来标识。

选项
-d 该选项可使 nsupdate 在调试模式下运行。该选项可以跟踪有关已发出的更新请求的信息和

有关从名称服务器中接收到的回复的信息。

事务处理签名可以用于验证动态 DNS 更新。这些签名使用 RFC2845 中所描述的 TSIG 资

源记录类型。签名取决于只有 nsupdate 和名称服务器才能知道的共享密钥。当前，对于

TSIG，唯一支持的加密算法是在 RFC 2104 中定义的 HMAC-MD5。

一旦为 TSIG 定义了其他算法，则需要确保应用程序选择了适当的算法和密钥来互相进行验

证。例如，应将适当的 key{} 和 server{} 语句添加到 /etc/named.conf 中，这样就

可以使名称服务器将适当的密钥和算法与将要使用 TSIG 验证的客户端应用程序的 IP 地址相

关联。 nsupdate 不读取 /etc/named.conf。

-k 该选项用于提供所需的共享密钥来生成 TSIG 记录以验证动态 DNS 更新请求。使用该选项

情况下， nsupdate 从文件 keyfile 中读取共享密钥，该文件名的格式为

Kname.+157.+random.private。由于历史原因，文件 Kname.+157.+random.key

也必须存在。该选项与 -y 选项是互相排斥的。

-v 该选项可使 nsupdate 通过使用 TCP 连接来将更新请求发送到名称服务器中。缺省情况

下， nsupdate 使用 UDP 来发送更新请求。在发送成批的更新请求时，最好使用该选项。

-y 该选项用于从 keyname:secret 中生成签名。 keyname 指密钥的名称， secret 指 base64 编

码的共享密钥。不建议使用 -y 选项，因为共享密钥被用于明文中的命令行参数。从 ps(1)

的输出中或由用户的 shell 所维护的历史文件中都可以看到该共享密钥。

输入格式
nsupdate 从其标准输入中读取命令。每一命令都在输入的一行中进行提供。有些命令用于管理。其他命令或者

是更新指令或者是有关区域内容的先决条件校验。这些校验可设置条件，如资源记录 (RRset) 的某些名称或集在

区域中存在还是不存在。如果要使整个更新请求都发送成功的话，则必须满足这些条件。如果先决条件测试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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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话，则将拒绝更新。

每个更新请求都包括零个或多个先决条件以及零个或多个更新。这样，如果某些指定的资源记录现存于区域或不

在区域，则都可以继续进行已适当验证的更新请求。一个空输入行可使得将累积的命令作为一个动态 DNS 更新

请求被发送到名称服务器中。

命令的格式及其含义如下：

server servername port

将所有的动态更新请求发送到名称服务器 servername 中。当不提供 server 语句

时， nsupdate 会将更新发送到恰当区域的主服务器中。该区域的 SOA 记录的

MNAME 字段将标识该区域的主服务器。 port 指发送动态更新请求的 servername 上

的端口号。如果没有指定端口号，则会使用缺省的 DNS 端口号 53。

zone zonename

指定对区域 zonename 进行所有的更新。如果没有提供 zone 语句，则 nsupdate 会

根据其余输入来尝试确定要更新的恰当区域。

prereq nxdomain domain-name

要求不存在名称为 domain-name 的任何类型的资源记录。

prereq yxdomain domain-name

要求存在 domain-name （至少有一个任何类型的资源记录）。

prereq nxrrset domain-name class type

要求不存在有指定 type、 class 和 domain-name 的资源记录。如果忽略 class，则假

定 IN (Internet)。

prereq yxrrset domain-name class type

它要求必须存在已指定 type、 class 和 domain-name 的资源记录。如果忽略 class，

则假定 IN (Internet)。

prereq yxrrset domain-name class type data...

来自每个先决条件集的具有相同 type、 class 和 domain-name 格式的 data 被组合成

为 RR（资源记录）集。该 RR 集必须与存在于区域中的 RR 集在给定的 type、 class

和 domain-name 方面严格匹配。 data 使用资源记录的 RDATA 的标准文本表示来写

入。

update delete domain-name class type data...

删除名为 domain-name 的任何资源记录。如果已提供了 type 和 data，则只会删除相

匹配的资源记录。如果没有提供 class，则假定Internet类 (IN)。

update add domain-name ttl class type data..

添加具有指定的 ttl、 class 和 data 的新资源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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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cal address port

使用本地地址发送所有的动态更新请求。当没有提供 local 语句时， nsupdate 将

使用由系统选择的 address 和 port 来发送更新。 port 还可以用于设置发送请求的特定

端口。如果没有指定端口号，则系统将分配一个。

key name secret

指定所有的更新都需要通过使用成对的 keyname keysecret 来进行 TSIG 签名。 key

命令会覆盖通过 -y 或 -k 在命令行中指定的任何密钥。

show 显示当前消息，包括自上次 send 操作之后指定的所有先决条件和更新。

send 发送当前消息。这相当于输入一个空行。

举例
下面的示例显示出如何使用 nsupdate 在 example.com 区域中插入和删除资源记录。请注意，在每个示例的

输入中都包含一个结尾空行，这样就可以将一组命令作为一个对 example.com 的动态更新请求发送到主名称

服务器中。

# nsupdate

> update delete oldhost.example.com A

> update add newhost.example.com 86400 A 172.16.1.1

>

删除 oldhost.example.com 的所有的 A 记录。添加 IP 地址为 172.16.1.1 的 newhost.example.com 的

一个 A 记录。新添加的记录的 TTL 为 1 天（86400 秒）

# nsupdate

> prereq nxdomain nickname.example.com

> update add nickname.example.com CNAME somehost.example.com

>

先决条件可使名称服务器去检查是否存在 nickname.example.com 的任何类型的资源记录。如果存在资源记

录，则更新请求失败。如果该名称不存在，则将为其添加 CNAME。这将确保当添加 CNAME 记录时，它不会

与 RFC1034 中长期存在的规则产生冲突，此规则规定如果一个名称作为 CNAME 存在时，则禁止作为任何其

他的记录类型而存在。

（在 RFC2535 中，已为 DNSSEC 更新了此规则，这样就允许 CNAME 有 SIG、KEY 和 NXT 记录）。

警告
TSIG 被重复地存储于两个单独的文件中。这是 nsupdate 使用 DST 库来进行加密运算的结果，将来这种情况

可能会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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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
/etc/resolv.conf 用于标识缺省的名称服务器。

Kname.+157.+random.key 由 dnssec-keygen 创建的 HMAC-MD5 密钥的 Base-64 编码。

Kname.+157.+random.private 由 dnssec-keygen 创建的 HMAC-MD5 密钥的 Base-64 编码。

另请参阅
named(1M) 和 dnssec-keygen(1)。

RFC2136、 RFC2137、 RFC2104、 RFC2845、 RFC1034 和 RFC2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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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od, xd - 八进制和十六进制转储

概要
od [-v] [-A address_base ] [-j skip ] [-N count ] [-t type_string ] ... [ file ... ]

xd [-v] [-A address_base ] [-j skip ] [-N count ] [-t type_string ] ... [ file ... ]

POSIX 之前支持的用法
od [-bcdosx] [ file ] [ [+] [0x]offset[.] [b] ]

xd [-bcdosx] [ file ] [ [+] [0x]offset[.] [b] ]

说明
od 和 xd 连接一个或多个输入 file，并以用户指定的格式将其内容写入标准输出。如果未指定 file ，则使用标

准输入。

选项和参数
od 和 xd 可识别下列选项和命令行参数：

-A address_base 指定输入偏移基。 address_base 是单个字符，它定义写入偏移基的格式：

d 十进制格式。

o 八进制格式。

x 十六进制格式。

n 不写入偏移量。

-j skip 从输入的开头跳过 skip 个字节。 od 将跳过连接输入文件中的前 skip 字节进行查

找。如果组合的输入长度不到 skip 字节， od 会将诊断消息写入标准错误，并以非

零退出状态退出。缺省情况下， skip 作为 十进制数字进行解释。如果 skip 包含前

导的 0x 或 0X，则作为 十六进制数字进行解释；前导 0 指示 skip 是 八进制数

字。

如果 skip 值后接有 b、 k 或 m，则分别解释为512、1024或1048576的倍数。

-N count 格式化的输入字节数不超过 count。

缺省情况下， count 作为 十进制数字进行解释。前导 0x 或 0X 指示 count 是 十

六进制数字；前导 0 标识八进制值。

如果没有 count 字节的输入可用（如果指定了 -jskip，则在成功跳过之后），则将

格式化可用的输入。

-t type_string type_string 是定义在写入输入数据时所使用的类型的字符串。

该字符串可以包含以下任意类型指定符：

a 命名字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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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字符、

d 带符号十进制、

f 浮点、

o 八进制、

u 无符号十进制、

x 十六进制、

类型指定符 d、 f、 o、 u 和 x 之后可以接有可选的 无符号十进制整数，指定每

个输出类型实例或可选的 C、 S、 I 或 L （分别指示转换应该应用于类型为

char、 short、 int 或 long 的项目）所转换的字节数。

类型指定符 f 之后可以接有可选的 F、 D 或 L ，分别指示转换应该应用于类型为

float、 double 或 long double 的项目。

在同一个 type_string 中可以连接多个类型，并且可以指定多个 -t 选项。每个指

定类型的输出行将按照类型指定符的出现顺序写入。

-v 写入所有输入数据。如果没有 -v 选项，与前面一个输出行组完全相同的任意个输

出行组（字节偏移除外）将替换为仅包含星号 (*) 的行。

file 要处理的一个或多个输入文件的路径名。如果未指定 file ，则使用标准输入。

输入文件可以是任意文件类型。

POSIX 之前用法的说明
od 和 xd 以按照第一个参数选择的一种或多种格式转储 file。如果缺少第一个参数，则 od 的缺省值是 -o ，

xd 的缺省值是 -x。偏移字段将在每一行的开头插入。对于 od，偏移是八进制形式，对于 xd，偏移是十六进

制形式。

选项
od 和 xd 可识别下列格式选项：

-b 以八进制（十六进制）形式解释字节。

-c 按照 ASCII 解释字节。某些非图形字符显示为 C 转义符： 空=\0， 退格=\b， 换页符=\f， 换

行符=\n，回车=\r，制表符=\t ；其他字符显示为 3 位的八进制数字。

-d 以十进制形式解释 16 位单词。

-o 以八进制形式解释 16 位单词。

-s 以带符号十进制形式解释 16 位单词。

-x 以十六进制形式解释 16 位单词。

file 指定要转储的文件。如果未指定 file ，则使用标准输入。

offset 指示在文件中开始转储的偏移量，它通常按八进制字节进行解释。可以按如下方法更改解释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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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省略了文件参数，则 offset 前必须加有 +。

• 前加 0x 的 offset 以十六进制形式进行解释。

• 后接 . 的 offset 以十进制形式进行解释。

• 后接 b 的 offset 以 512 字节块的形式进行解释。

转储进行到文件结束标志处结束。

举例
通过转换输入文件 file1 中的数据，以 16 字节块的形式将十六进制字节和相应的八进制值写入一行上的标准

输出：

od -tx1oC file1

以下命令按照给定的顺序为 字符、 带符号十进制整数和 浮点中的每个类型写入一行，并转换从文件 file1 中

的第 15 个字节偏移开头的 100 字节数据：

od -j14 -N100 -tc -tdfF file1

od -j0xe -N100 -tcd4fF file1

为 无符号整数、 命名字符和 long double 中的每个类型写入一行，偏移以十六进制形式写入并强制写入（甚至

在与前面一组输出行完全相同的行上）：

od -v -Ax -tuafL file1

警告
当输出格式为浮点类型时（即使用 -t fD、 -t fL 或 -t f 选项时）：

• 如果输入字节无法转换为有效的浮点数，则可能出现浮点数异常。这种情况下，输出将作为包含某些

非数值字符的字符串打印，而程序将继续执行。

• 当用于转换的输入字节数通过类型指定符 d、 o、 u 或 x 设置为 1 时，仅使用每个字节中重要性较

低的七个数位。

• 当指定 -A、 -j、 -N 或 -t 中的一个或多个选项时，以加号 (+) 或数值作为的第一个字符开头的

操作数将作为文件名进行解释。

（仅适用于 XPG4。可以使用多个 -bcdox 选项指定多个类型。每个指定类型的输出行将按照类型的指定顺序

写入）。

外部语言环境影响
环境变量

LANG 为没有设置或设置为 null（空）的国际化变量提供了缺省值。如果 LANG 未设置或设置为 null（空），

则会使用缺省值“C”（请参阅 lang(5)）。如果任一国际化变量中包含无效设置，则 od 的行为类似于所有国

际化变量都设为“C”。请参阅 environ(5)。

LC_ALL 如果设为非空字符串值，则会覆盖所有其他国际化变量的值。

LC_CTYPE 确定文本作为单字节和（或）多字节字符的解释、字符作为可打印字符的分类以及在常规表达式中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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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符类表达式匹配的字符。

LC_MESSAGES 确定语言环境，该语言环境影应该用于影响写入到标准错误的诊断消息以及写入到标准输出的信

息消息的格式和内容。

NLSPATH 确定消息目录的位置，以便处理 LC_MESSAGES。

国际代码集支持
支持单字节字符代码集和多字节字符代码集。多字节数据显示为多字节值。

返回值
退出值包括：

0 成功完成。

>0 发生了错误。

另请参阅
adb(1)。

符合的标准
od：SVID2、SVID3、XPG2、XPG3、XPG4、POSIX.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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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odump -SOM 对象文件中包含的转储信息

概要
odump [-option]... file...

说明
odump 可获取一个或多个 32 位本机代码 files （对象文件、共享与归档库、可执行文件）并对有关这些文件的

信息进行转储。

注释： odump 将跳过非 SOM 输入文件，并发出警告。

$ odump -all /usr/lib/pa20_64/libc.sl

File is not a SOM, skipping: /usr/lib/pa20_64/libc.sl.

选项
一些 odump 选项在与修饰词选项一起使用时，还具有其他支持功能或可提供其他信息：

V (VERIFY) 表示在使用 -verifyall 选项运行时将验证由其相应选项指定的结构。

T (TITLES) 在使用 -titles 选项运行时，为其相应选项指定的结构提供其他输出格式信息。

B (VERBOSE) 在使用 -verbose 选项运行时，为其相应选项指定的结构打印更多说明性的消息。

下表说明了每个选项的可用支持。

odump 可识别下列选项及其修饰词：

V T B -选项 说明

- - - -all 打印一组常用信息。此选项等效于选项组合“

-header -symbols -spaces

-subspaces”。

V -  - -auxheader 打印 SOM 副标题

V -  - -auxunwind 打印堆栈辅助展开表

- - - -compunit 打印编译单元词典

- - - -doclinetable 打印行表以调试优化代码

- - - -filtertable 为指定的过滤器库打印实现库的列表

- - B -fixups 打印修正内容

V -  - -header 打印 SOM 标题

- - - -help 打印此帮助屏幕

V T  - -initpointers 打印初始化指针

- - - -linetable 打印行编号表

- - - -linkmap 打印链接映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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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linkmapbss 打印链接映射 bss 内容

- - - -linkmapfile 打印链接映射对象文件表

- - - -linkmapstr 打印链接映射字符串表

- - - -loaderfixups 打印加载程序修正记录

- - - -lstauxheader 打印 LST 副标题

- - - -lstexportlist 打印 LST 导出列表

- - - -lstheader 打印 LST 标题

- - - -lstimportlist 打印 LST 导入列表

- - - -lstsomdir 打印 LST som 目录

- - - -lststringtable 打印 LST 字符串表

- - - -nclist 将剩余的选项视为 nclist 选项

- - - -octoutput 将剩余的输入文件视为 OCT 输出

V -  - -recover 打印恢复表

- - - -silent 不打印表，此选项将与验证选项一起使用

- - - -sldatalinktbl 打印共享库数据链接表

V -  - -sldlexporthash 打印共享库导出条目哈希值

V -  - -sldlheader 打印共享库 DL 标题

V -  - -sldlheaderext 打印共享库 dl_header_ext 结构

V -  - -sldlimporthash 打印共享库导入条目哈希值

V -  - -sldlplabelhash 打印共享库 plabel 条目哈希值

V -  - -sldynamrel 打印共享库动态重定位记录

V -  - -slexportext 打印共享库导出列表扩展

V -  - -slexportlist 打印共享库导出列表

- - -slfastbind 打印 fastbind 表

- - - -slfbdynamrel 打印 fastbind 动态重定位列表

- - - -slfbhdr 打印 fastbind 标题

- - - -slfbimpexp 打印 fastbind 导入导出列表

- - - -slfblibver 打印 fastbind 库版本列表

- - - -slfbmodbound 打印 fastbind 模块绑定列表

- - -slhashtbl 打印共享库导出哈希表

V -  - -slimportlist 打印共享库导入列表

- T - -slliblist 打印在内部版本中使用的共享库列表

- - - -sllibloadlist 打印共享库加载列表，包括相关内容

- T - -sllibsearch 打印共享库动态搜索状态

V -  - -slmodule 打印共享库模块表

V -  - -slmoduledyn 打印共享库模块表重定位列表

V -  - -slmoduleimp 打印共享库模块表导入列表

- - - -slproclinktbl 打印共享库过程链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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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slstringtable 打印共享库字符串表

- - - -slunwindhdr 打印共享库展开标题

V -  B -sommap 打印 SOM 结构的映射

V -  - -spaces 打印空间列表

- - - -spstringtable 打印空间词典的字符串表

V -  - -subspaces 打印子空间列表

V -  - -symbols 打印所有符号

- - - -symstringtable 打印符号词典的字符串表

- - - -titles 打印所有标题中的完整名称

- - - -tlssym 打印 TLS 符号参考

- - - -symver 打印已排定版本的符号

- - - -toolbssmap 打印链接程序 bss 子空间映射

- - - -toolcompmap 打印链接程序编译单元映射

- - - -toolsubspmap 打印链接程序子空间映射

V T  - -unwind 打印堆栈展开表

- - - -usage 打印帮助屏幕

- - - -verbose # 为后面的表设置详细程度，0=缺省值

- - - -verify 在打印表之前验证其正确性

- - - -verifyall 对支持验证的表验证其正确性

- - - -version 打印当前版本的日期

返回值
odump 退出时返回下列值之一：

0 ：成功列出了所有输入文件。

>0: odump 已中止，因为在访问文件时发生了错误。以下几种情况会导致发生错误：

• 未找到指定的文件。

• 用户不具备读取该目录的权限。

• 进程无法获取足够的内存。

• 指定的选项无效。

外部语言环境影响
环境变量

下列变量会影响 odump 的执行：

SHLIB_PATH 使用由冒号分隔的路径名列表可以搜索共享库。由 -sllibsearch 和 -sllibloadlist

选项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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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例
了解对可执行文件进行编译所使用的编译程序选项和版本：

$ odump -compunit a.out

列出程序加载的共享库 (.sl)，即使设置了 SHLIB_PATH ：

$ odump -sllibload a.out

了解在 Quadrant 2 中，程序需要多大的空间来容纳数据、 bss、堆栈及其他区域，查看 som_exec_auxhdr 中

的值：

$ odump -auxheader a.out

Auxiliary Header Record (HP-UX) for a.out:

mandatory = 0 copy = 0

append = 0 ignore = 1

type = 4 length = 40

exec_tsize = 0x000023ec exec_tmem = 0x00001000

exec_tfile = 0x00002000 exec_dsize = 0x00001000

exec_dmem = 0x40001000 exec_dfile = 0x00005000

exec_bsize = 0x3bfff120 exec_entry = 0x000029c8

exec_flags = 0x00000004 exec_bfill = 0x00000000

要想了解是否创建了一个程序，以使用 -g 进行调试而不是使用 -O 进行优化，请查找 $DEBUG$ 空间（为这

两者创建的程序将显示 $PINFO$，而不是 $DEBUG$）：

$ odump -spaces a.out

Space dictionary for a.out:

Ind LDPIT Sort Space Subspaces Ldr Fixups Init Ptrs Name

0 LD... 8 1 0 8 -1 0  0 1 $TEXT$

1 LDP.. 16 0 8 9 -1 0  1 1 $PRIVATE$

2 .DP.. 80 2 17 5  -1 0  -1 0 $DEBUG$

作者
odump 由 HP 开发。

另请参阅
系统工具

ld(1) 调用链接编辑器

其他信息
a.out(4) 汇编程序、编译程序和链接程序输出

elfdump(1) 支持 ELF 对象格式的转储实用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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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f (3E) 可执行文件和链接格式

文本和教程
《HP-UX Linker and Libraries Online User Guide》

（请参阅 +help 选项）

《HP-UX Linker and Libraries User Guide》

（有关订购信息，请参阅 manuals(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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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on - 在环境类似于本地的远程主机上执行命令

概要
on [-i -n] [-d] host [ command [ argument ] ... ]

说明
on 在远程主机上执行命令，其使用的环境与调用用户使用的环境类似，其中：

host 指定要执行命令的主机的名称。

command 指定要在 host 上执行的命令

如果未指定 command ，则 on 将在 host 上启动 Shell。 argument ... 是 command 的参数列表。

用户的环境变量将被复制到远程主机中，而且包含用户当前工作目录的文件系统将以 NFS方式安装在远程主机中

（请参阅 nfs(7)）。该命令在远程主机中的用户当前工作目录下执行。

使用相对路径名（引用了用户当前工作文件系统中的文件系统对象）的命令的行为与在客户端运行该命令的行为

相同。对于使用跨越了文件系统边界的相对路径名的命令，或使用绝对路径名的命令，其行为取决于远程主机的

文件系统的组织。

如果隐式和显式使用环境变量，也可能会使命令的行为取决于远程主机的文件系统的组织。例如， $PATH 环境

变量通常包含绝对路径名。

远程命令的标准输入、输出和错误将连接到客户端上适当的文件描述符中。

远程执行守护程序 (rexd) 不允许 root 执行远程命令。

信号 SIGINT、 SIGTERM 和 SIGQUIT 将传送到远程命令中。 SIGTSTP 和 SIGSTOP 将被远程命令忽略。

所有其他信号将传送到 on 命令中。

为了执行远程命令，必须配置远程主机以执行 rexd （请参阅 rexd(1M)）。

选项
on 可识别下列选项：

-i 交互模式。对于必须与终端进行通信的命令（例如 vi、 ksh 或 more），需要使用该选项。

终端模式更改将传送到 rexd 服务器中。交互式 on 命令的标准输入必须是 tty 设备。 -i 和

-n 选项相互排斥。

-d 调试模式。在启动 on 命令的过程中输出诊断消息。当特定主机上的 on 命令失败时，这些消

息有助于检测配置问题。

-n 无输入模式。使用该选项，可使远程命令在读取标准输入时获取文件结束标志 (EOF) ，而不是

将 on 命令的标准输入连接到远程命令的标准输入。在后台运行命令时，需要使用 -n 选项。

-n 和 -i 选项相互排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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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断信息
on: unknown host host

在主机数据库中没有找到主机名 host。

on: cannot connect to server on host

主机 host 已停机、在网络中无法访问，或未运行 rexd。

on: can’t find current_dir

试图查找用户当前工作目录 ( current_dir ). 时产生的问题。

on: can’t locate mount point for current_dir

试图确定用户当前工作目录 ( current_dir ) 的挂接点时产生的问题。

on: standard input (stdin) is not a tty

带有 -i 选项的 on 命令的标准输入 (stdin) 不是 tty 设备。

on server: rexd: message

服务器 server 上产生的错误将传送回客户端。这些消息在 rexd(1M) 的 “诊断信息”一节中进行了

说明。

作者
on 由 Sun Microsystems, Inc. 开发。

另请参阅
exports(4)、rexd(1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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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pack、pcat、unpack - 压缩和扩展文件

概要
pack [-] [-f] name ...

pcat name ...

unpack name ...

说明
pack 试图以压缩格式存储指定的文件。如果可能，每个输入文件 name 将用压缩文件 name.z 代替，并保持

相同的所有权、模式、访问时间和修改时间。 -f 选项将强制采用 name 压缩方式。这种方式有利于压缩整个目

录，即使其中的一些文件毫无用处。如果 pack 成功，则将删除 name。使用 unpack 或 pcat，可以将压缩

文件恢复为原始格式。

pack 逐字节地使用 Huffman（最小冗余）代码。如果使用 - 参数，则将设置内部标志，从而使得每个字节的

使用次数、其相对频率以及字节的代码能够输出到标准输出中。用 - 的额外实例代替 name ，会导致设置和重

置内部标志。

所获得的压缩数量取决于输入文件大小和字符频率分布。因为解码树构成每个 .z 文件的第一部分，所以通常情

况下没有必要对小于三个块的文件进行压缩，除非字符频率分布像在打印机绘图或图片中那样分布极不对称。

通常情况下，文本文件的大小会减少到其原文件的 60-75%。对于使用较大字符集并且字符分布更加统一的加载

模块来说，压缩量很小，其压缩版本的大小约为原文件的 90%。

pack 将返回一个值，该值为压缩失败的文件数。

在下列情况下，将不进行压缩：

• 文件可能已被压缩。

• 文件名超过 12 个字符，并且文件系统配置为短文件名系统。

• 文件含有链接。

• 文件是一个目录。

• 文件无法打开。

• 文件是空文件。

• 压缩后不能保存磁盘存储块。

• 已经存在名为 name.z 的文件。

• 无法创建 .z 文件。

• 在处理过程中发生 I/O 错误。

在短文件名系统中，文件名最后一部分所包含的字符不得超过 12 个，以便留出附加的 .z 扩展名的空间。不能

压缩目录。

pcat 对压缩文件的作用与 cat(1) 对普通文件的作用一样，不同的是 pcat 不能用作过滤器。指定的文件将解

压缩并写入标准输出中。这样，要查看名为 name.z 的压缩文件，请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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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cat name.z

或只使用：

pcat name

要创建名为 name.z 的压缩文件的解压缩副本（名为 file），而不破坏 name.z)，请使用以下命令：

pcat name >file

pcat 将返回不能解压缩的文件数。在下列情况下可能会发生失败：

• 文件名中的字符（不包括 .z）超过12个；

• 文件无法打开；

• 文件似乎不是由 pack 创建的。

unpack 将扩展由 pack 创建的文件。对于在命令中指定的每个文件 name ，将搜索名为 name.z 的文件（或

者，如果 name 以 .z 结尾，将只搜索名为 name 的文件）。如果该文件是一个压缩文件，则它将被其扩展版

本所代替。 .z 后缀会从新文件名称中去除，并且新文件具有与压缩文件相同的访问模式、访问日期、修改日期

和所有者。

unpack 将返回一个值，该值为不能解压缩的文件数。由于 pcat 的已知原因以及下列原因，都可能会发生失

败：

• 已经存在名为“unpacked”的文件；

• 无法创建解压缩文件。

访问控制列表 (ACL)
在压缩和扩展文件时， pack 将保留文件的访问控制列表中的所有条目（请参阅 acl(5)）。

相关内容
NFS

网络文件的可选访问控制列表条目将被汇总（由 stat() 执行，在 st_mode 中返回，但不复制到新文件中

（请参阅 stat(2)）。

警告
该命令可能会从 X/Open 标准中删除。使用该命令的应用程序可能无法移植到其他供应商的系统上。推荐使用

compress 实用程序而不是 pack ，因为前者有以下优点：

• 用于创建输出文件的算法，常常可以更加有效地减少文件大小

• 压缩实用程序可以从其标准输入（而不只是已命名的常规文件）中压缩数据。因而在管道线中颇为有用

推荐使用 zcat 而不是 pcat，推荐使用 uncompress 而不是 unpack。

另请参阅
cat(1)、 compact(1)、 compress(1)、 acl(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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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的标准
pack：SVID2、SVID3、XPG2、XPG3

pcat：SVID2、SVID3、XPG2、XPG3

unpack：SVID2、SVID3、XPG2、XPG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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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parstatus - 显示有关硬件可分区组合系统的信息

概要
parstatus

[ [ -u username:[passwd] -h IPaddress|hostname ]

| [ -g [ passwd] -h IPaddress|hostname ] ]

parstatus -s

[ [ -u username:[passwd] -h IPaddress|hostname ]

| [ -g [ passwd] -h IPaddress|hostname ] ]

parstatus -w [-M]

[ -u username:[passwd] -h IPaddress|hostname ]

parstatus -X

[ [ -u username:[passwd] -h IPaddress|hostname ]

| [ -g [ passwd] -h IPaddress|hostname ] ]

parstatus -C|-I [-A] [-M]

[ [ -u username:[passwd] -h IPaddress|hostname ]

| [ -g [ passwd] -h IPaddress|hostname ] ]

parstatus -B|-P [-M]

[ [ -u username:[passwd] -h IPaddress|hostname ]

| [ -g [ passwd] -h IPaddress|hostname ] ]

parstatus -i I/Ochassis [-i I/Ochassis]... [-M]

[ [ -u username:[passwd] -h IPaddress|hostname ]

| [ -g [ passwd] -h IPaddress|hostname ] ]

parstatus -c cell [-c cell]... [-V|-M]

[ [ -u username:[passwd] -h IPaddress|hostname ]

| [ -g [ passwd] -h IPaddress|hostname ] ]

parstatus -b cabinet [-b cabinet]... [-V|-M]

[ [ -u username:[passwd] -h IPaddress|hostname ]

| [ -g [ passwd] -h IPaddress|hostname ] ]

parstatus -p PartitionNumber [-p PartitionNumber]... [-V|-M]

[ [ -u username:[passwd] -h IPaddress|hostname ]

| [ -g [ passwd] -h IPaddress|hostname ] ]

parstatus -T

[ [ -u username:[passwd] -h IPaddress|hostname ]

| [ -g [ passwd] -h IPaddress|hostname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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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parstatus 命令显示有关组合系统的信息。如果未提供任何参数，则将列出实际安装在本地组合系统中的所有

主要组件。可以指定某个特定组件（单元、I/O 机箱、机柜或分区），以便将输出限定为有关该组件的信息。可

以指定 -u 选项或 -g 选项来访问远程组合系统。

parstatus 命令还显示超线程信息（仅限支持超线程的平台）。有关如何启用或禁用超线程的说明，请参阅

cplxmodify(1M)、 parcreate(1M) 和 parmodify(1M) 联机帮助页。

有关本联机帮助页中所用分区管理术语的说明，请参考《HP 系统分区指南》。有关分区管理命令的列表，请参

考 partition(5)。

选项和参数
parstatus 可识别下列命令行选项和参数：

-s 指明命令是否正在硬件可分区平台上执行。指定该选项后，命令将成功或失败（请参阅下文的 返回

值），并且在stdout或stderr中将不显示任何内容。

-u username:[passwd]

指定访问除本地分区之外的某分区的所需授权（但也可用作对本地分区的回送访问）。如果显示了组

合系统属性，则该组合系统就是此目标分区所驻留的位置。

如果使用该选项，则必须使用 -h 选项。

username 指定目标分区上的已配置用户名。

passwd 指定与该 username 关联的口令。如果此字段为空，则命令会提示输入口令。

注释：该命令是基于 Web 的企业管理 (WBEM) 客户端应用程序。 -u 选项通过安全套接字层 (SSL)

连接访问目标分区。如果报告了错误，请检查是否满足相关内容部分所述的条件。

安全警告：在命令行上直接指定口令可能会在环境中造成安全风险。可以用这种方法调用 ps 或其他

相关命令来显示进程的命令行。在这种情况下，系统上任何经过验证的用户均有可能在进程执行过程

中看到口令。因此，强烈建议不要在命令行上指定口令，而应该让命令提示输入口令。

注释：在未来的发行版中，将不支持在命令行上指定 passwd。

-h IPaddress|hostname

该选项只应与 -u 或 -g 选项配合使用。 IPaddress|hostname 指定目标分区 (-u) 或组合系统 (-g)

的 IP 地址或主机名。

-g [passwd]

允许访问由 -h 选项指定的组合系统。所访问的组合系统随后会被视为目标组合系统。访问是通过服

务处理器的 LAN 端口进行的。

如果使用该选项，则必须使用 -h 选项。

passwd 指定服务处理器的 IPMI 口令。如果省略了该字段，则命令将提示输入口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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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在尝试使用该选项进行连接时报告错误，请检查并确保远程服务处理器上没有禁用 IPMI LAN

访问。通过登录服务处理器并使用 Command Menu 中的 SA 命令，可以启用或禁用通过 LAN 上的

IPMI 访问组合系统的功能。

-u 和 -g 选项相互排斥。

安全警告：在命令行上直接指定口令可能会在环境中造成安全风险。可以用这种方法调用 ps 或其他

相关命令来显示进程的命令行。在这种情况下，系统上任何经过验证的用户均有可能在进程执行过程

中看到口令。因此，强烈建议不要在命令行上指定口令，而应该让命令提示输入口令。

注释：在未来的发行版中，将不支持在命令行上指定 passwd。

-w 用一个完整的句子显示本地分区号。如果 -u 选项连接到另一个分区，则改为报告该分区号。 -M 选

项将显示内容限制为仅显示分区号。

-X 显示组合系统属性。

-A 仅显示组合系统中的可用资源。

-T 仅显示超线程信息。

-V 详细模式。增加所显示的信息量。

注释：

1. 单元 IODC 版本字段仅用于 PA-RISC 单元。对于基于 Itanium(R) 的单元而言，该值将为

0xFFFF（即 65535）。

2. 在 PA-RISC 平台上，由于操作系统会专门保留一部分内存，因此为 CLM 分配的内存量可能与所

请求的 CLM 量不匹配。

随 -V 显示的其他信息包括：

对于机柜：

* 每个机柜鼓风机的状态

* 每个 I/O 风扇的状态

* 每个大型电源的状态

* 每个底板配电板的状态

对于分区：

* 主引导路径、备用引导路径及次引导路径设置

* PDC、IODC 版本号

* 内存交错/本地内存设置

* 单元摘要信息

* I/O 机箱摘要信息

* 超线程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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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单元：

* 单元中每个 CPU 的详细信息

* 单元中内存的详细信息

* 内存交错/本地内存设置

* 超线程详细信息

-M 生成计算机可读/可分析的输出，或将 -w 选项的输出限制为一个分区号。计算机可读输出中的列用

单个冒号 (:) 分隔，并且没有列标题。

-C 显示组合系统中所有单元的信息。注释： parstatus 命令显示单元硬件支持的最大 CPU 数。

-I 显示组合系统中所有 I/O 机箱的信息。

-B 显示组合系统中所有机柜的信息。

-P 显示组合系统中所有分区的信息。

-c cell 显示有关指定单元的信息。 cell ID 可以用本地格式 (cabinet#/slot#) 或全局格式 (cell_ID) 来指定。

例如，位于机柜 0、插槽 1 的单元可以用本地方式标识为 0/1，或用全局方式标识为 1。 注释：

parstatus 命令显示单元硬件支持的最大 CPU 数。

-i I/Ochassis

显示有关指定 I/Ochassis 的信息。 I/O 机箱 ID 可以用 cabinet#/enclosure#/chassis# 的形式指

定。例如，位于机柜 0、机壳 1 和 I/O 机箱插槽 3 的 I/O 机箱标识为 0/1/3。

-b cabinet

显示有关指定机柜的信息。

-p PartitionNumber

显示有关指定分区的信息。 PartitionNumber 是创建分区时分配给分区的唯一分区号（整数）。

全局单元号与本地单元号的对应关系
组合系统中的机柜从 0 开始编号。每个机柜中的单元插槽也从 0 开始编号。每个机柜最多可以包含 8 个单元。

例如，位于机柜 0 中的单元将具有如下全局格式的单元号：0、1、2、3、4、5、6、7。采用相应本地格式的单

元号将是 0/0、0/1、0/2、0/3、0/4、0/5、0/6 和 0/7。

同样，位于机柜 1 中的单元将具有如下全局格式的单元号：8、9、10、11、12、13、14、15。采用相应本地

格式的单元号将是 1/0、1/1、1/2、1/3、1/4、1/5、1/6 和 1/7。

根据上述惯例，位于机柜 1、插槽 0 的单元用本地格式标识为 1/0，或者用全局格式标识为 8。 parstatus 命

令会将上述单元显示为“cab1,cell0”。位于机柜 1、插槽 4 的单元用本地格式标识为 1/4，或用全局格式标识

为 12。 parstatus 命令会将上述单元显示为“cab1,cell4”。

返回值
parstatus 命令退出时返回下列值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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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成功完成。

1 发生了错误。

举例
示例 1

显示组合系统中所有 I/O 机箱的信息：

parstatus -I

输出格式如下所示。

[Chassis]

Core Connected Par

Hardware Location Usage IO To Num

=================== ============ ==== ========== ===

cab0,bay0,chassis0 Absent - -  -

cab0,bay0,chassis1 Active yes cab0,cell0 0

cab0,bay0,chassis2 Absent - -  -

cab0,bay0,chassis3 Active yes cab0,cell4 2

cab0,bay1,chassis0 Absent - -  -

cab0,bay1,chassis1 Active yes cab0,cell6 1

cab0,bay1,chassis2 Absent - -  -

cab0,bay1,chassis3 Inactive yes cab0,cell2 1

示例 2
下面的示例显示实际安装在本地组合系统中的所有主要组件的信息。没有为该命令指定任何操作；缺省行为是显

示所有信息。

parstatus

[Complex]

Complex Name : SuperDomeComplex

Complex Capacity

Compute Cabinet (8 cell capable) : 1

Active MP Location : cabinet 0

Model : 9000/800/SD32000

Original Serial Number : USR4001WXY

Current Product Order Number : 12345B

Original Manufacturer : HP

Complex Profile Revision : 1.0

The total number of partitions present : 3

[Cabi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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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binet I/O Bulk Power Backplane

Blowers Fans Supplies Power Boards

OK/ OK/ OK/ OK/

Cab Failed/ Failed/ Failed/ Failed/

Num Cabinet Type N Status N Status N Status N Status MP

=== ============ ========= ========= ========== ============ ======

0 8 cell slot 4/0/N+ 5/0/NA 5/0/N+ 3/0/N+ Active

注释： N+ 表示存在一个或多个备用项目（风扇/电源）。

N 表示项目数满足（但没有超出）需要。

N- 表示项目数不足，无法满足需要。

? 表示不知道冷却系统/电源是否满足需要。

HO 表示仅用于辅助电源；电源处于待机状态。

NA 表示不适用。

[Cell]

CPU Memory Use

OK/ (GB) Core On

Hardware Actual Deconf/ OK/ Cell Next Par

Location Usage Max Deconf Connected To Capable Boot Num

========== ============ ======= ======== =================== ======= ==== ===

cab0,cell0 Active Core 4/0/4 2/0 cab0,bay0,chassis1 yes yes 0

cab0,cell1 Active Base 2/0/4 2/0 - no yes 2

cab0,cell2 Inactive 4/0/4 2/0 cab0,bay1,chassis3 yes yes 1

cab0,cell3 Inactive 2/0/4 2/0 - no - -

cab0,cell4 Active Core 2/0/4 2/0 cab0,bay0,chassis3 yes yes 2

cab0,cell5 Powered off 0/0/4 ? ? ? no 0

cab0,cell6 Active Core 2/0/4 2/0 cab0,bay1,chassis1 yes yes 1

cab0,cell7 Powering on 0/0/4 ? ? ? - -

注释：* 表示单元没有交错式内存。

[Chassis]

Core Connected Par

Hardware Location Usage IO To Num

=================== ============ ==== ========== ===

cab0,bay0,chassis0 Absent - -  -

cab0,bay0,chassis1 Active yes cab0,cell0 0

cab0,bay0,chassis2 Absent - -  -

144 Hewlett-Packard Company − 6 −  HP-UX 11i Version 2: December 2007 Update



parstatus(1) parstatus(1)

cab0,bay0,chassis3 Active yes cab0,cell4 2

cab0,bay1,chassis0 Absent - -  -

cab0,bay1,chassis1 Active yes cab0,cell6 1

cab0,bay1,chassis2 Absent - -  -

cab0,bay1,chassis3 Inactive yes cab0,cell2 1

[Partition]

Par # of # of I/O

Num Status Cells Chassis Core cell Partition Name (first 30 chars)

=== ============ ===== ======== ========== ===============================

0 Active 2 1 cab0,cell0 cup2000

1 Active 3 2 cab0,cell6 cup2006

2 Active 2 1 cab0,cell4 cup2004

警告
HP-UX 11i v2 是最后一个支持为 -u 和 -g 选项传递 passwd 的 HP-UX 发行版。在未来的发行版中，将不支

持在命令行上指定 passwd。该命令将提示输入口令。

相关内容
该命令使用 基于 Web 的企业管理 (WBEM) 产品及其某些配置设置。如果在使用 -u 选项时遇到连接错误，请

检查是否满足下列两个条件：

• 使用 cimconfig 命令（请参阅 WBEM 产品文档中的 cimconfig(1M)）验证（在必要时更正）下列两个变

量的设置：

• enableRemotePrivilegedUserAccess=true

• enableHttpsConnection=true

• 必须已将目标分区的数字证书追加到本地分区的信任存储区文件中。对于 nPartition 命令，信任存储区文件

是 /var/opt/wbem/client.pem。

注释：必须已将目标分区的数字证书追加到本地分区的信任存储区文件中。对于 npartition 命令，信任存储

区文件是 /var/opt/wbem/client.pem。该文件由WBEM安装附带的命令使用。因此，如果 WBEM 安装

附带的命令信任某个目标分区，则 npartition 命令也将信任该目标分区。

有关其他信息，请参阅下文另请参阅部分中列出的 WBEM 文档。

作者
parstatus 由 HP 开发。

另请参阅
fruled(1) 、 cplxmodify(1M) 、 frupower(1M) 、 parcreate(1M) 、 parmgr(1M) 、 parmodify(1M) 、

parremove(1M)、 parunlock(1M) 和 partition(5)。

HP-UX 11i Version 2: December 2007 Update − 7 −  Hewlett-Packard Company 145



parstatus(1) parstatus(1)

http://docs.hp.com 上的《HP 系统分区指南》、

http://docs.hp.com 上的《HP WBEM Services for HP-UX System Administrator’s Guide》、

http://docs.hp.com 上的 《 HP WBEM Services for HP-UX 11i v2.0 on Integrity Servers Version

A.01.05 Release No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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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passwd - 更改登录口令和关联属性

概要
passwd [name]

passwd -r files [-F file] [name]

passwd -r files [-e [shell] ]  [-gh] [name]

passwd -r files -s [-a]

passwd -r files -s [name]

passwd -r files [-d -l] [-f] [-n min] [-w warn] [-x max] name

passwd -r nis [-e [shell] ]  [-gh] [name]

passwd -r nisplus [-e [shell] ]  [-gh] [-D domain] [name]

passwd -r nisplus -s [-a]

passwd -r nisplus -s [-D domain] [name]

passwd -r nisplus [-l] [-f] [-n min] [-w warn] [-x max] [-D domain] name

passwd -r dce [-e [shell] ]  [-gh] [name]

说明
passwd 命令可修改口令以及与登录 name 关联的属性。如果省略了 name，则它缺省为调用用户的登录 name

（该名称是使用 getuid 确定的）。请参阅 getuid(2)。

普通用户只能更改与其登录 name 对应的口令。如果已经建立了旧口令，则要求用户提供该口令。如果有效，则

会获得新口令。在输入新口令后，将确定旧口令是否到期。如果口令未到期，则将拒绝新口令，且 passwd 终

止。请参阅 passwd(4)。

如果满足了口令时限和构成要求，则将重新输入口令以确保一致性。如果新副本不同，则 passwd 会重复新口

令提示，最多重复两次。

有效用户 ID 为零（请参阅 id(1) 和 su(1)）的超级用户可以更改任何口令，且不强制该用户遵守口令时限要求。

除非超级用户试图更改信任系统中超级用户的口令，否则不会提示他们输入旧口令。在不受信任的系统上，不会

强制超级用户满足口令构成要求。通过在提示输入新口令时输入回车符，可以创建空口令。

对于 files （本地系统）储备库，如果不存在 /etc/shadow 文件，则加密口令将存储在 /etc/passwd 的

口令字段中。如果存在 /etc/shadow 文件，则加密口令将存储在该文件中，且在 /etc/passwd 口令字段中

添加一个“x”。

仅当已配置集成登录时， DCE 储备库 (-r dce) 才可用。请参阅 auth.adm(1M)。如果已配置了集成登录，则

还要注意其他事项。具有适当 DCE 特权的用户能够修改用户的口令、Shell、gecos 或主目录，而且此操作不要

求具有超级用户特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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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未指定储备库（即 passwd [name]），则会在 /etc/nsswitch.conf 中配置的所有现有储备库中更改

口令。如果使用了口令选项，且未指定储备库，则缺省储备库是 files。

选项
可识别下列选项：

-D domain 使用指定 domain 中的 passwd.org_dir。此选项仅用于 nisplus 储备库。如果未指定该

选项，则返回缺省的 domain。

-e Shell 修改口令文件中用于用户登录 name 的缺省 Shell。如果未提供 Shell，则将提示用户输入缺省

登录 Shell。

-F name 缺省口令文件是 /etc/passwd。可以使用 -F 选项选择其他口令文件；此操作需要读写权

限。仅当使用 files 储备库时此选项才可用，而且它不用于信任模式。

-g 更改口令文件中的 gecos 信息，该信息用于 finger 命令。提示用户输入以下每个子字段：姓

名、位置、办公室电话和家庭电话。

-r repository 指定要应用该操作的储备库。支持的储备库包括 files、 nis、 nisplus 和 dce。如果未指

定储备库，则缺省值是 files。

-s name 显示与指定的 name 关联的某些口令属性。如果指定了 files 储备库，则需要超级用户特权

和不信任模式。对于 nisplus，没有任何限制。

显示格式将是：

name status mm/dd/yy min max warn

或者，如果不存在口令时限信息

name status

其中 status 是指： PS =passworded ； LK =locked 和 NP =no password。

-a 显示口令文件中所有用户的某些口令属性。 -a 选项必须与 -s 选项结合使用，且不指定

name。对于 nisplus，这将显示本地域中 NIS+ passwd 表的条目。对于 files，该选项仅

限于超级用户使用，且仅在不信任模式下有效。要更完整地显示属性，请使用命令 logins -x。

特权用户选项
超级用户可以使用下列选项，修改与用户 name 关联的属性：

-d 通过删除用户的口令，允许该用户在不使用口令的情况下登录。在不受信任模式下，如果发现用

户帐户被锁定（或停用），则该选项会将其解锁（或激活）。

-f 通过使当前口令过期，强制用户在下次登录时更改口令。

-h 在口令文件中修改缺省主目录。

-l 锁定用户帐户。在不受信任的模式下，这样会将加密口令替换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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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min 确定用户可以更改口令之前必须经过的最少天数 min。如果在以前调用 passwd 时使用了 -f

选项使口令立即过期，则 -f 选项将不会起作用。如果在同一命令行上同时指定了 -x 选项和

-f 选项，或者系统已被转换为信任系统，则 -f 选项仍将起作用。

-w warn 指定在口令过期之前需要通知用户更改口令的天数 warn。不允许将此选项用于非映像标准模式

下的系统。

-x max 确定口令可以保持不变的最长天数 max。在经过该指定天数（称为口令 过期时间 ）后，用户

必须输入其他口令。如果在以前调用 passwd 时使用了 -f 选项使口令立即过期，则 -f 选

项将不起作用，而且在达到 max 天数之前口令不会过期。如果在同一命令行上同时指定了 -x

选项和 -f 选项，或者系统已被转换为信任系统，则 -f 选项仍将起作用。

min 和 max 参数都以天为单位来表示。在不信任的 HP-UX 系统中，会将这些参数四舍五入至最接近的周。如

果然后将系统转换为信任系统，则天数将基于这些周。如果仅提供了这两个参数中的一个，不存在另一个参数，

则天数将被设置为零。

如果安装了 PHCO_36426 或更高版本的修补软件，则对于使用影子口令的系统来说，可以通过创建

/etc/default/DO_NOT_ROUND_PW_AGING 文件来禁止显示口令时限舍入参数。如果此文件存在，则

passwd 命令不会将 -x、 -n 和 -w 参数值舍入为一周的倍数。只能在该发行版中使用此文件；在未来的发行

版中， passwd 命令的行为将更改为从不为使用影子口令的系统舍入时限值。

口令时限
以下说明适用于除不支持口令时限的 nis 之外的所有储备库。

系统要求经过某个最短时间后才能更改口令。这样可以防止在很短的时间内重新使用旧口令。当接近过期时间

时，将显示系统警告。

在经过了称为口令生命周期的时间后，口令将无法再使用。在口令生命周期过后，帐户在由系统管理员重新激活

之前一直是锁定的。在解锁帐户后，将强制用户在使用该帐户之前更改口令。

-n min 和 -x max 参数都以天为单位来表示。在标准系统上这些参数将四舍五入至最接近的周。如果仅提供

了这两个参数中的一个，不存在另一个参数，则天数将被设置为零。

在 /etc/default/security 文件中可能设置了 -n min、 -x max 和 -w warn 选项。请参阅

security(4)。用于选择口令时限缺省值的属性如下：

PASSWORD_MINDAYS

PASSWORD_MAXDAYS

PASSWORD_WARNDA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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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令构成要求
创建口令时必须满足以下要求：

• 在不受信任的系统上，只有口令的前八个字符是有意义的。

• 在不受信任的系统上，非超级用户的口令必须至少含有六个字符。在信任系统上，所有用户的口令都必须至

少含有六个字符。可以将口令长度的这种限制增大到比 6 大的值。有关影响此命令行为的可配置属性的详

细信息，请参考 security(4) 联机帮助页。用于选择最小口令长度的属性如下：

MIN_PASSWORD_LENGTH

• 字符必须属于 7 位 US-ASCII 字符集；字母必须是英文字母。

• 口令必须至少包含两个字母和至少一个数字或特殊字符。

• 口令必须与用户的登录 name 和该登录 name 的任何反向或循环移位结果不同。出于比较目的，大写字母

及其对应的小写字母被视为相同。

• 新口令与旧口令必须至少有三个字符不同（如果在信任系统中超级用户更改了口令，则对于非超级用户，必

须至少有一个字符不同）。

储备库配置
/etc/nsswitch.conf 文件指定了必须修改其口令的储备库。支持下列配置：

• passwd：files

• passwd：files nisplus

• passwd：files nis

• passwd：compat (--> files nis)

• passwd：compat (--> files nisplus)

• passwd_compat：nisplus

授权
如果已安装基于角色的访问控制产品 (RBAC) B.11.23.04 版（或更高版本），则可授予具有特定授权的用户对某

些 passwd 选项的访问权限，在使用文件或 NIS 储备库时，这些选项通常需要特权用户访问权限。有关基于角

色的访问控制产品的详细信息，请参考 rbac(5)。下面是运行包含特定选项的 passwd 所必需的授权的列表：

hpux.security.password, change

允许用户修改任何非超级用户的口令。

hpux.security.password, delete

允许用户使用 -d 选项删除任何非超级用户的口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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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pux.security.password, display

允许用户使用 -s 选项显示任何用户的口令属性。

hpux.security.password, expire

允许用户使用 -f 选项使任何非超级用户的口令过期。

hpux.security.password, gecos

允许用户使用 -g 选项（或 chfn）修改任何非超级用户的gecos信息。

hpux.security.password, homedir

允许用户使用 -h 选项更改任何非超级用户的主目录。

hpux.security.password, lock

允许用户使用 -l 选项锁定任何非超级用户的帐户。

hpux.security.password, maxage

允许用户使用 -x 选项指定任何非超级用户的口令的到期时间。

hpux.security.password, minage

允许用户使用 -n 选项为非超级用户指定在可以更改口令之前必须经过的最少天数。

hpux.security.password, shell

允许用户使用 -e 选项（或 chsh）为任何非超级用户更改缺省Shell。

hpux.security.password, warndate

允许用户使用 -w 选项为非超级用户指定在口令过期之前通知该用户的天数。

智能卡登录
如果将用户帐户配置为使用智能卡，则用户口令会存储在该卡中。此口令与在系统上存储的普通口令具有相同的

特性。

必须将智能卡插入智能卡读取器。在验证过程中，将提示用户输入 PIN 而不是口令。

Enter PIN:

在输入有效的 PIN 后，将会自动从智能卡中获取口令。因此，不需要知道口令，只需知道 PIN 即可。

如果系统从卡中获取了有效的旧口令，则将要求用户输入新口令（两次）。如果新口令满足所有要求，则系统会

自动用新口令覆盖卡上存储的旧口令。

因此，新对话框类似于：

Enter PIN:

New password:

Re-enter new password:

智能卡帐户可以在用户之间共享。如果一个用户修改了口令，则其他用户必须使用 scsync 命令将新口令写入

他们的卡上。

HP-UX 11i Version 2: December 2007 Update − 5 −  Hewlett-Packard Company 151



passwd(1) passwd(1)

scpin 命令用于更改智能卡 PIN。

安全功能
本节仅适用于信任系统。说明了其他功能和限制。

在信任系统上调用 passwd 时，需要提供现有口令（如果存在一个口令）。这将打开口令请求对话框，具体取

决于已经对执行 passwd 命令的帐户启用的口令生成（格式策略）的类型。对于口令生成，有以下四个可能的

选择：

随机音节 由无意义的音节组成的可发音口令。

随机字符 由字符集中的随机字符组成的不可发音口令。

随机字母 由字母表中的随机字母组成的不可发音口令。

用户提供的 用户提供的口令，受长度和不重要性限制的约束。

口令长度可以大于八个字符，但是建议口令长度小于 40 个字符。如果口令太长或太短，将显示系统警告。系统

管理员可以为系统生成的选项（随机音节、随机字符和随机字母）指定最大口令长度标准。实际的最大口令长度

取决于验证数据库和算法中的几个参数。

系统要求经过某个最短时间后才能更改口令。这样可以防止在不希望的时间段内重新使用旧口令。

口令在称为过期时间的时间段后过期。当接近过期时间时，将显示系统警告。

口令在称为口令生命周期的时间段后失效。在口令生命周期结束后，帐户在由系统管理员重新启用之前一直是锁

定的。在解锁帐户后，将强制用户在使用该帐户之前更改口令。

系统管理员可以激活没有口令的帐户。如果允许一个用户帐户在不使用口令的情况下工作，则该用户可以通过在

提示输入新口令时键入回车符来选择空口令。

系统管理员可以启用口令历史记录功能，以阻止用户重新使用以前用过的口令。有关影响此命令行为的可配置属

性的详细信息，请参考 security(4) 联机帮助页。用于口令历史记录的属性如下：

PASSWORD_HISTORY_DEPTH

外部语言环境影响
国际代码集支持

在口令中支持属于单字节字符代码集的字符。

举例
在 files 储备库中将 user 的口令过期时间更改为 42 天：

passwd -r files -x 42 user

在 nisplus 储备库中将 user1 的最短口令更改时间修改为 7 天：

passwd -r nisplus -n 7 user1

强制 user2 在下次登录时建立新口令，该口令将在 70 天后过期，并在 7 天之内禁止用户更改口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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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sswd -r files -f -x 70 -n 7 user2

相关内容
可插拔的身份验证模块 (PAM)

PAM 是一种用于用户验证、口令修改和帐户验证的 Open Group 标准。具体说来，调用 pam_chauthtok()

可执行与 passwd 相关的所有功能。其中包括建立和更改口令，使用 passwd 选项和显示错误消息。

警告
应该避免使用对 tty 驱动程序有特殊含义的口令字符，如 # (erase) 和 @ (kill)。使用这些字符您可能无法登录。

允许多个超级用户，但是强烈建议不要这样做。这是因为系统通常存储的是用户 ID 而不是用户名。使所有用户

都具有唯一的 ID 可保证用户名和用户 ID 之间的一致映射。

文件
/etc/passwd 由 HP-UX 使用的标准口令文件。

/etc/shadow 映像口令文件。

/tcb/files/auth/*/* 在将系统转换为信任系统时使用的受保护口令数据库。

/etc/nsswitch.conf 储备库配置。

/etc/default/security 安全缺省值配置文件。

/etc/default/DO_NOT_ROUND_PW_AGING

如果已安装 PHCO_36426 或更高版本，请不要在使用影子口令的系统上

舍入口令时限值。

另请参阅
chfn(1)、 id(1)、 login(1)、 su(1)、 logins(1M)、 pwconv(1M)、 getuid(2)、 crypt(3C)、 passwd(4)、

security(4)、 shadow(4)、 auth(5)、 auth.adm(1M)、 auth.dce(5) 和 rbac(5)。

《管理系统和工作组》

可插拔的身份验证模块 (PAM)
pam(3)、 pam_chauthtok(3)、 pam.conf (4) 和 pam_user.conf (4)。

HP-UX 智能卡登录
scpin(1)、 scsync(1)。

符合的标准
passwd :

SVID2、SVID3、XPG2

HP-UX 11i Version 2: December 2007 Update − 7 −  Hewlett-Packard Company 153



paste(1) paste(1)

名称
paste - 合并几个文件的相同行或一个文件的后续行

概要
paste file1 file2 ...

paste -d list file1 file2 ...

paste -s [-d list ] file1 file2 ...

说明
在前两种格式中， paste 连接给定输入文件 file1、 file2 等的对应行。它将每个文件视为表中的一个或多个

列，并将它们水平粘贴在一起（并行合并）。换句话说，它是垂直连接的 cat(1) 的水平形式，即一个文件在另一

个文件之后。在上面的 -s 选项格式中，通过将输入文件的后续行组合在一起（串行合并）， paste 将较旧命

令的函数替换为同名的函数。在所有情况下，行都是用制表符或可随意指定的 list 中的字符粘贴在一起的。输出

为标准输出，因此可以将 paste 用作管道起点或用作过滤器（如果使用 - 而不是文件名）。

paste

识别下列选项和命令行参数：

-d 如果不指定此选项，则除最后一个文件（或者在使用 -s 选项时，为最后一行）的换行符之

外的所有换行符都将被替换为制表符。此选项允许用一个或多个替代字符替换制表符（见下

文）。

list 紧邻 -d 之后的一个或多个字符替换缺省制表符，作为行连接字符。该列表是循环使用的；

即在用完后，将重新使用它。在并行合并（即没有 -s 选项）中，最后一个文件中的行始终

以换行符结尾，而不是 list 中的行。列表可以包含特殊的转义序列： \n （换行符）、 \t

（制表符）、 \\ （反斜杠）和 \0 （空字符串，不是空字符）。如果字符对 Shell 来说具

有特殊的含义，则可能需要将其用引号括起来。（例如，要获得一个反斜杠，请使用

-d"\\\\"

-s 合并后续行，而不是合并每个输入文件中的一行。除非使用 -d 选项指定了 list ，否则使用

制表符进行连接。不管是什么样的 list，都会将文件中的最后一个字符强制为换行符。

- 可以用来代替任何文件名，以便从标准输入读取行（没有任何提示）。

外部语言环境影响
环境变量

LC_CTYPE 用于确定将文本解释为单字节字符和（或）多字节字符的语言环境。

LC_MESSAGES 用于确定显示消息的语言。

如果未在环境中指定 LC_CTYPE 或 LC_MESSAGES，或者将其设置为空字符串，则 LANG 的值将用作每个未指

定变量或空变量的缺省值。如果未指定 LANG 或将其设置为空字符串，则会使用缺省值“C”（请参阅

lang(5)）而非 LANG。

如果任一国际化变量包含无效设置，则 paste 将认为所有国际化变量都设置为“C”。请参阅 environ(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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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代码集支持
支持单字节字符代码集和多字节字符代码集。

返回值
在完成时这些命令将返回以下值：

0 已成功完成。

>0 出现错误。

举例
在一列中列出目录：

ls | paste -d" " -

在四列中列出目录

ls | paste - - - -

将行对组合为行

paste -s -d"\t\n" file

注释
pr -t -m... 的作用是类似的，但是创建额外的空白、制表符和换行符以获得美观的页面布局。

诊断信息
too many files 除 -s 选项外，指定的输入文件数不能超过 OPEN_MAX − 3（请参阅 limits(5)）。

作者
paste 由 OSF 和 HP 联合开发。

另请参阅
cut(1)、 grep(1)、 pr(1)。

符合的标准
paste：SVID2、SVID3、XPG2、XPG3、XPG4、POSIX.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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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patch - 用于将差异文件应用到初始文件的程序

概要
非 XPG4 版本

patch [options] orig patchfile [+ [options] orig]

patch <patchfile # usual form

XPG4 版本
patch [-blNR] [-c -e -n] [-d dir] [-D define] [-i patchfile] [-o outfile] [-p num]

[-r rejectfile] [file]

说明
patch 将采用包含 diff 程序生成的三种差异列表形式中任一种（常规、上下文或 ed 形式）的修补软件文

件，然后将这些差异应用到初始文件，从而生成已修补版本。缺省情况下，已修补版本将替换初始文件，而初始

文件则备份到带有扩展名 .orig 的相同名称，或者由 -b 选项指定的名称。请注意，对于 XPG4 版本，该选

项的功能将有所不同。您还可以通过 -o 选项指定输出的位置。如果 patchfile 被省略或者是连字符 (-)，则将从

标准输入中读取修补软件。对于 XPG4 版本，需要将 patchfile 指定为 -i 选项的参数。如果省略该选项或者指

定连字符作为参数，则将从标准输入中读取修补软件。

除非 -c、 -e 或 -n 选项另行指定，否则修补软件将在启动时尝试确定差异列表的类型。上下文差异列表和常

规差异列表由 patch 程序本身来应用，而 ed 差异列表则通过管道馈送到 ed 编辑器。

patch 将尝试跳过任何前导乱码，应用差异文件，然后跳过任何尾随乱码。这样，您就可以将包含差异列表的

文章或消息馈送到 patch，它应该进行正常的处理。如果整个差异文件缩进一致的数量，则将考虑缩进量。

对于上下文差异列表，以及在少数情况下对于常规差异列表， patch 可以检测到何时修补软件文件中提及的行

号不正确，并将尝试查找正确的位置来应用修补软件文件的每个块。最初假设采用提及的补丁块的行号，然后加

上或减去在上一个补丁块中应用的任意偏移量。如果这不是正确的位置， patch 将前后扫描，查找与补丁块中

给定的上下文匹配的一组行。首先， patch 将查找上下文的所有行均匹配的位置。如果找不到这样的位置，并

且这是上下文差异列表，而最大模糊因数设置为 1 或更大，则将忽略上下文的第一行和最后一行，进行另一次扫

描。如果失败，并最大模糊因数设置为 2 或更大，则将忽略上下文的前两行和最后两行，进行另一次扫描。（缺

省的最大模糊因数是 2）。请注意，对于 XPG4 版本，最大模糊因数不能作为选项来指定，而将使用缺省的最大

模糊因数。如果 patch 无法找到用于安装补丁块的位置，则会将该补丁块放入拒绝文件，拒绝文件通常是输出

文件名加上 .rej （请注意，无论输入修补软件是上下文差异列表还是常规差异列表，被拒绝的补丁块都将以上

下文差异列表的形式显示。如果输入是常规差异列表，则许多上下文将为空）。拒绝文件中补丁块上的行号可能

与修补软件文件中的行号不同：它们反映修补软件认为失败的补丁块在新文件（而非旧文件）中所属的正确位

置。

当每个补丁块完成时，系统将指示补丁块是成功还是失败以及 patch 认为补丁块应该安装在新文件中的哪一行

上。如果它不同于差异列表中指定的行号，则将指示偏移量。单一的大偏移量 可能指示补丁块安装在错误的位

置。系统还将指示是否使用了模糊因数来进行匹配，在这种情况下您应该持有略微怀疑的态度。请注意，XPG4

版本不支持详细选项。因此，对于该版本，大多数诊断消息均不会输出。但是，用户查询始终会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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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没有在命令行上指定初始文件， patch 将尝试从前导乱码中确定要编辑的文件的名称。在上下文差异列表

的标头部分，将从以 *** 或 --- 开头的行中找到文件名（将采用最短的现有文件名）。只有上下文差异列表

才包括这样的行，但是如果前导乱码中存在 Index: 行， patch 将尝试使用该行中的文件名。上下文差异列

表标头优先于索引行。如果无法凭直觉从前导乱码中找到文件名，则将向您询问要修补的文件的名称。

（如果无法找到初始文件，但容易获取合适的 SCCS 或 RCS 文件， patch 将尝试获取或检出该文件）。

此外，如果前导乱码包含 Prereq: 行， patch 将采用前提条件行中的第一个单词（通常是版本号），并检查

输入文件以确定是否可以找到该单词。如果找不到， patch 将在继续操作之前要求确认。

在经过所有这些过程之后，您在新闻界面中就应该可以确定以下目录：

| patch -d /usr/src/local/blurfl

并直接从包含该修补软件的文章中修补 blurfl 目录中的文件。

如果修补软件文件包含多个修补软件， patch 会尝试按照它们来自不同修补软件文件的方式来应用每个修补软

件。这意味着假定必须为每个差异列表确定要修补的文件的名称，并且检查每个差异列表之前的乱码，以查找有

意义的信息，如前面所述的文件名和修订版级别。通过使用 + 分隔相应的参数列表，可以为第二个和后继的修

补软件提供选项（和其他初始文件名）（但是第二个或后继修补软件的参数列表无法指定新的修补软件文件）。

对于 XPG4 版本，对多个修补软件的处理差异很大。您不能为不同的修补软件指定不同的选项。所有修补软件的

选项均保持相同。这也将影响用 -o 选项指定的输出文件的内容。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该选项的说明。

选项
patch 可识别下列选项：

-b ext 可使得将参数解释为备份扩展，代替 .orig 来使用（对于 XPG4 版本，将不需要任何参数；

该选项仅启用备份进程。始终会使用缺省的扩展）。

-c 强制 patch 将修补软件文件解释为上下文差异列表。

-d dir

可使 patch 将参数解释为目录，并且在执行其他任何操作之前通过 cd 更改到该目录。

-D define

可使 patch 使用 #ifdef...#endif 结构来进行更改。参数用作区别性的符号。请注意，与 C

编译程序不同， -D 和参数之间必须存在空格。（对于 XPG4 版本，将不使用 #ifndef 构造

函数）。

-e 强制 patch 将修补软件文件解释为 ed 脚本。

-f 强制 patch 假定用户确切地了解他（或她）要执行的操作，而不询问任何问题。但它不禁止注

释。使用 -s 可实现此目的。（XPG4 版本不支持该选项）。

-F number

设置最大模糊因数。该开关仅适用于上下文差异列表，并且可使 patch 在查找安装补丁块的位

置时最多忽略该数量的行。请注意，较大的模糊因数会增加修补软件出错的几率。缺省的模糊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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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是 2，它不能设置为超过上下文差异列表中的上下文行数（通常是 3）。（XPG4 版本不支持

该选项）。

-i patchfile

只有 XPG4 版本才支持该选项。它可使将参数解释为修补软件文件名。

-l 可使在制表符和空格在输入文件中进行导致破坏性的更改时进行宽松的模式匹配。模式行中任意

序列的空白将匹配输入文件中的任意序列。常规字符仍必须精确匹配。上下文的每一行仍必须匹

配输入文件中的一行。

-n 强制 patch 将修补软件文件解释为常规差异列表。

-N 强制 patch 忽略它认为已撤消或已应用的修补软件。另请参阅 -R。

-o outfile

可使将参数解释为输出文件名。 XPG4 版本还有一些附加的功能。单个文件的多个修补软件将

应用于任何先前修补软件创建的文件中间版本，并将生成写入输出文件的文件的多个连接版本。

-p number

设置路径名删除计数，它控制如何处理在修补软件文件中找到的路径名，前提是您将文件保留在

不同于发出修补软件的用户的目录中。删除计数指定将从路径名的前端删除多少个斜线。（介于

其 间 的 任 何 目 录 名 也 会 消 失）。 例 如， 如 果 修 补 软 件 文 件 中 的 文 件 名 是

/u/howard/src/blurfl/blurfl.c，

• -p 或 -p0 将提供未经修改的完整路径名。

• -p1 提供不含前导斜线的 u/howard/src/blurfl/blurfl.c。

• -p4 提供 blurfl/blurfl.c。

• 如果根本不指定 -p，则将提供 blurfl.c。

最终的结果是在当前目录或由 -d 开关指定的目录中查找。

-r rejectfile

可使将参数解释为拒绝文件名。

-R 通知 patch 该修补软件创建时调换了旧文件和新文件。（也许这有时的确会发生，人性就是如

此）。 patch 将尝试在应用之前换回每个补丁块。拒绝将以交换的格式进行。因为重新构建相

反操作的信息太少，因此 -R 开关不能与 ed 差异脚本一起使用。

如果第一个补丁块失败， patch 将撤消该补丁块，以确定是否可以这样应用它。如果可以，则

将询问您是否要设置 -R 开关。如果不能，则将按常规方式应用修补软件。（注释：由于空上下

文将匹配任意位置，如果撤消的修补软件是常规差异列表，并且第一个命令是追加命令（即，它

本应该是删除命令），该方法将无法检测到该撤消的修补软件（因为追加始终会成功）。幸运的

是，大多数修补软件会添加或更改行，而不是删除行，因此大多数撤消的常规差异列表都将以删

除操作开始，而删除操作将失败，从而触发探试性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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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可使 patch 以静默方式工作（除非出错）。（XPG4 版本不支持该选项）。

-S 可使 patch 从修补软件文件中忽略该修补软件，并继续在文件中查找下一个修补软件。因此，

patch -S + -S + <patchfile

将忽略三个修补软件中的第一个和第二个。（XPG4 版本不支持该选项）。

-v 可使 patch 输出其修订版标头和修补软件级别。（XPG4 版本不支持该选项）。

-x number

设置内部调试标志，仅对 patch 修补程序有意义。（XPG4 版本不支持该选项）。

修补软件发送方注意事项
如果要发送修补软件，则应该记住以下注意事项。首先，如果将经过修补来递增修补软件级别的 patch-

level.h 文件保留为要发出的修补软件文件中的第一个差异列表，则可以为其他人省却不少麻烦。如果随修补

软件插入 Prereq: 行，则如果不发出警告，将无法不按顺序应用修补软件。第二，确保在上下文差异列表标头

中或者通过 Index: 行指定正确的文件名。如果您正在修补子目录中的某一对象，请确保通知修补软件用户在

需要时指定 -p 开关。第三，您可以通过发出将空文件与要创建的文件进行比较的差异列表来创建文件。只有当

要创建的文件尚不存在于目标目录中时，才能采用该方法。第四，注意不要发出撤消的修补软件，因为它将使得

他人怀疑他们是否已经应用了该修补软件。第五，您虽然可以将 582 个差异列表放入一个文件中，但更为明智的

方式是在不同的文件中将相关修补软件分组，以免出现混乱。

外部语言环境影响
环境变量

UNIX95 确定所使用的 patch 的版本。如果设置该变量， patch 将表现出 XPG4 的行为。

返回值
对于 XPG4 版本，将返回以下退出值：

0 成功完成。

1 一个或多个行已写入拒绝文件。

>1 发生了错误。

对于非 XPG4 版本，退出值会出现以下变化：

0 成功完成或者一个或多个行已写入拒绝文件。

1 发生了错误。

诊断信息
这里可以列出很多消息，不过它们通常指示 patch 无法分析您的修补软件文件。

消息 Hmm... 指示修补软件文件中存在未处理的文本， patch 正尝试通过直觉判断该文本中是否存在修补软

件，如果存在，则确定它是何种类型的修补软件。

请注意，由于 XPG4 版本不支持详细选项，因此对于 XPG4 版本只会输出很少的几条诊断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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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告
patch 无法确定行号是否在 ed 脚本中关闭，并且在找到 change 或 delete 命令时，只能检测到常规差异

列表中的错误行号。使用模糊因数 3 的上下文差异列表可能存在相同的问题。在添加合适的交互式界面之前，您

可能应该在这些情况下执行上下文差异列表，以确定更改是否有意义。当然，无误的编译很少地指示了修补软件

是有效的，但并不是始终如此。

即使 patch 需要进行大量的猜测，它通常会生成正确的结果。但是，只有在修补软件应用于生成该修补软件的

文件的相同版本时，才能保证结果是正确的。

从 XPG4 选项 -c、 -e 和 -n 中获取的结果是未指定的，这些选项分别强制 patch 命令将差异文件解释为上

下文差异列表、ed 脚本或常规差异列表。例如，如果强制 patch 命令将上下文差异文件当作 ed 脚本，则结果

就是未指定的。如果强制 patch 将 ed 脚本当作上下文文件等，会出现相同的情况。当使用上述选项强制差异

文件时，将在差异文件中搜索针对该类差异文件的模式。如果差异文件不是用该选项指定的文件，则将在文件中

查找 ed 命令。如果该差异文件中存在 ed 命令，则假定该文件是 ed 差异文件，而修补软件将继续操作。

对于部分匹配、过分异常的偏移和交换的代码， patch 本可以更加智能，但这将需要一次额外的通过。

如果已经复制代码（例如通过 #ifdef...旧代码...#else...#endif）， patch 将无法修补这两个版本，如果修

补了这两个版本，则很可能修补了错误的版本，从而会指示您它已经成功地引导。

如果您应用已经应用的修补软件， patch 将认为它是撤消的修补软件，并要求取消应用该修补软件。这可被视

为一项功能。

对于 patch 的 XPG4 版本，还有一件事要注意。如果您将多个修补软件用于不同的文件，请将需要应用于单个

文件的修补软件归入一组。否则，文件的先前修补软件的中间版本将不会用于当前修补软件。

文件
/var/tmp/patch*

另请参阅
diff(1)、 ed(1)。

符合的标准
patch：XPG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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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pathalias - 电子地址路由程序

概要
pathalias [-ivcDf] [-l host] [-d link] [-t link] [files]

说明
pathalias 计算从一个主机（计算机系统）到所有其他已知的、可到达的主机的最短路径及相应的路由。

pathalias 在标准输入中或指定的 files 中读取主机到主机连接信息，并在标准输出中写入主机路由对列表。

选项
pathalias 可识别下列选项和命令行参数：

-i 忽略大小写：将所有主机名映射为小写形式。缺省情况下，大小写是非常重要的。

-c 输出成本。在每个主机路由对之前输出路径成本（请参阅下文）。

-v 详细。在标准错误输出中报告一些统计信息。

-D 终端域。域成员是终端。

-f 第一个跃点成本。输出的成本是到达路径中第一次中继所用的成本，而不是路径本身的成

本；暗含（并覆盖）了 -c 选项。

-l host 将本地主机名设置为 host。缺省情况下， pathalias 采用系统相关的方式发现本地主机

名。

-d link 声明一个死的链接、主机或网络（请参阅下文）。如果 link 采用的是 host1!host2 形

式，则主机 1 至主机 2 的链接将被视为成本极高的（即 DEAD）链接。如果 link 是单个主机

名，则该主机将被视为死主机，并用作任意路径上的中间主机（如非绝对必要，请勿采取此

操作）。如果 link 是一个网络名，则该网络需要一个网关。

-t link 针对标准错误输出中的链接、主机或网络，跟踪输入。 link 的形式与上一选项相同。

pathalias 的公共域版本包括两个无正式文件的选项，它们在下面的“特殊选项”部分中进行了简要说明。

输入格式
以空格开头的行表示续接上一行。输入行中 # 后面的所有内容将被忽略。

主机到主机连接的列表由以下部分组成：第 1 列中的“发送方”主机、后跟空格、后跟用逗号分隔的“接收方”

主机列表；这种连接称之为 link。链接的前面或后面可能有一个要在路由中使用的网络字符。有效的网络字符包

括 ! （缺省值）、 @、 : 和 %。链接和网络字符（如果有）的后面可能跟一个用圆括号括起的“成本”。成本

可以是包括数字、圆括号、 +、 -、 * 和 / 的任意算术表达式。禁止使用负成本。可以识别下列符号成本：

LOCAL 25 （局域网络连接）

DEDICATED 100 （高速专用链接）

DIRECT 200 （免费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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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MAND 300 （长途电话）

HOURLY 500 （按小时轮询）

EVENING 2000 （时间受限的电话）

DAILY 5000 （每天轮询，也称为 POLLED）

WEEKLY 30000 （不规则轮询）

此外， DEAD 是一个非常大的数字（实际上是无穷大）； HIGH 和 LOW 分别为 -5 和 +5，用于波特率或品质

提升（或下降）； FAST 为 -80，用于调整使用高速（9.6 Kbaud 或更多）调制解调器的链接的成本。这些符号

成本代表连接的带宽、货币成本和频率的不完全计量。对于大多数邮件流量，最大限度地减少路由中主机的数量

非常重要，这样的话， HOURLY 比 DAILY 除以 24 要大得多（举例来说）。如果没有给定成本，则使用缺省值

4000。

通常，包含除 HIGH、 LOW 和 FAST 之外的符号常量的算术表达式没有任何意义。例如，如果主机每当有工作

就调用本地邻居，此外每晚还进行轮询，则成本是 DIRECT 而不是 DIRECT+EVENING。

举例如下：

down princeton!(DEDICATED), tilt,

%thrash(LOCAL)

princeton topaz!(DEMAND+LOW)

topaz @rutgers(LOCAL+1)

如果某个链接出现多次，则成本最低的那个链接实例指示了其成本和网络字符。链接被视为双向的，但不对称：

即对于每一个在输入中声明的链接，均假定其为 DEAD 反向链接。

如果一个链接中的“接收方”主机用尖括号括起，则该链接被视为 terminal，并且该链接之外的其他链接将处于

严重的不利地位。例如，对于输入

seismo <research>(10), research(100), ihnp4(10)

research allegra(10)

ihnp4 allegra(50)

从 seismo 到 research 的路径是直接的，但是从 seismo 到 allegra 的路径使用 ihnp4 作为中继，而

不是使用 research。

主机邻居通过主机的名称集合（称为 aliases）来识别它。别名按如下方式声明：

name=alias, alias ...

在到达（或经由）别名主机的路由中使用的名称，就是路由中其前置节点所识别的名称。

完全连接的网络（如 ARPANET 或局域网）按如下方式声明：

net = {host, host, ...}

主机列表可以前置或后跟一个路由字符（缺省情况下为 !），也可以后跟一个成本（缺省值为4000）。网络名是

可选的；如果没有给定， pathalias 将创建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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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herhosts = {rahway, milan, joliet}!(LOCAL)

ringhosts = @{gimli, alida, almo}(DEDICATED)

= {etherhosts, ringhosts}(0)

在到达网络成员的路由中使用的路由字符，就是在“进入”网络时遇到的字符。另请参阅有关 网关和 域的部

分。

通过以下声明，可以在隐藏主机名时给定连接数据：

private {host, host, ...}

pathalias 不会为专用主机生成路由，但是可以生成经由它们的路由。专用声明的范围可从声明扩展到其所在

的输入文件末尾，或扩展到一个带有空主机列表的专用声明，以先出现的为准。后一个范围规则提供了一种从标

准输入读取时保留专用声明语义的方法。

通过以下声明，可以在输入流中提供死的主机、链接或网络

dead {arg, ...}

其中， arg 与 -d 选项的参数具有相同形式。

要强制某个链接使用特定成本，请使用以下命令删除所有先前的声明

delete {host1!host2}

然后根据需要声明链接。要删除一个主机及其所有链接，请使用

delete {host}

错误诊断信息会提及其中发现错误的文件。要更改文件名，请使用

file {filename}

通过调整给定主机的所有链接的权重，可以进行微调，如

adjust {host1, host-2(LOW), host3(-1)}

如果没有给定成本，将使用缺省值 4000。

来自压缩（和未压缩）文件的输入，可以使用以下脚本通过管道传输到 pathalias。

for i in $*; do

case $i in

*.Z) echo "file {‘expr $i : ’\(.*\).Z’‘}"

zcat $i ;;

*) echo "file {$i}"

cat $i ;;

esac

echo "private {}"

d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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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出格式
主机路由对列表将写入标准输出，其中路由是一个适用于 printf() （请参阅 printf (3S)）的字符串，例如

rutgers princeton!topaz!%s@rutgers

路由字符串中的 %s 应该替换为目标主机上的用户名（该任务通常由邮件程序执行）。

除 domains 外（请参阅下文），在路由中从不使用网络名。因此，在前面的示例中，从 rahway 到 milan 的

路径是 milan!%s，而不是 etherhosts!milan!%s。

网关
一个网络用一个伪主机和一组网络成员来表示。从成员到网络的链接，其权重在输入中给定，而从网络到成员的

成本为零。如果一个网络声明为死网络，则从成员到网络的链接被标记为死链接，这会有效阻止网络成员访问网

络。

但是，如果输入还显示一个从任一主机到网络的显式链接，则该主机可以用作一个网关（特别是，该网关不必是

网络成员）。

例如，假设 CSNET 在命令行中声明为死网络，并且输入包含

CSNET = {...}

csnet-relay CSNET

则到 CSNET 主机的路由将使用 csnet-relay 作为网关。

域
名称以 . 开始的网络称为域。假定域需要网关；即它们是 DEAD。由通过域的路径给定的路由，其情况与网络类

似，但域名将追加到下一主机的名称的末尾。允许有子域。例如：

harvard .EDU # harvard is gateway to .EDU domain

.EDU = {.BERKELEY, .UMICH}

.BERKELEY = {ernie}

生成

ernie ...!harvard!ernie.BERKELEY.EDU!%s

对于与域最近的网关，将给定输出；例如上例将输出

.EDU ...!harvard!%s

如果子域有一个不同于其父域的路由，或子域的所有祖先域都是专用域，则将为该子域给定输出。

如果在命令行中给定 -D 选项，则 pathalias 会将从一个域到该域的主机成员的链接视为终端。该属性可扩

展到子域的主机成员等，因而会阻止将任何域成员用作中继的路由。

特殊选项
pathalias 的公共域版本包括两个无正式文件的选项，它们可以使用有限用途的中间数据重写指定的文件。以

下是简短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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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file 对于简单连接，以 host>host 形式将图边转储到 file ；对于网络连接（仅适用于从主机

到网络），以 host@<tab>host 形式进行转储。

-s file 将最短的路径树转储到 file ，其形式为 host<tab>&[@]host[!](cost), 既包括从主机到网

络的连接，又包括从网络到主机的连接。该数据在生成单向连接的列表时可能有用。

警告
-i 选项应该为缺省值。

参数的顺序非常重要。特别是， -i 和 -t 应该位于命令行的前列位置。

pathalias 可以生成混合（即意义不明）的路由，这是强烈反对的，在联机帮助页中肯定不会作为示例给出。

在准备输入时，所遇到的映射表在很大程度上会避开 @ ；这是历史性的，但也反映了 UUCP 用于源路由的语法

过分单纯化。

混合模式的路径是意义不明的，这是因为没有指定 @ 与 ! 的优先级，这随主机不同而有所变化，并且是可配置

的。应该尽量少使用它们。

很多邮件程序不允许在路由中使用多个 @。为了规避该限制，邮件程序改为支持“magic %”规则，如下所述。

如果 pathalias 要另外生成一个包含多个 @ 的路径，则它会改为生成一个能够正确应用“magic %”规则的

路径。

用于生成路径的“magic %”规则主要是，当构建一个可能需要多个 @ 的路径时，将所有 @ （最右侧的除外）

替换为 %。

当支持“magic %”规则的邮件程序收到一个通过 ..path..@host 路由到的邮件时，它按如下方式处理该路由：

1. 删除路由的末尾部分 @host。

2. 从右至左检查剩余的路由，看到 ! 后继续执行下一步骤。如果看到一个 %，则将它更改为 @ 并

立即执行下一步骤。

3. 使用修改后的路由继续处理邮件。如果修改后的路由中包含 ! 和 @ 字符，则用来路由邮件的下

一主机的精确选择，由此主机上 ! 与 @ 的优先级支配。

例 如， 如 果 主 机 jazz.nonesuch.com 通 过 路 径 foo!joe%cas-

tle.hrh.gov.uk@jazz.nonesuch.com 收到一个邮件，则邮件程序会将该路径转换为

foo!joe@castle.hrh.gov.uk ，然后适当地转发它。如果该主机已被配置，使得 ! 的优先

级高于 @，则邮件将被转发到主机 foo，该主机随后会将邮件传递到 joe@cas-

tle.hrh.gov.uk 。如果 jazz.nonesuch.com 的配置结果是令 @ 具有更高的优先级，则

它会把邮件转发到主机 castle.hrh.gov.uk，该主机随后将邮件传递到 foo!joe （明显

地，如果 pathalias 知道主机 jazz.nonesuch.com 上的优先级，它只能恰当地生成这样

的路径；因为数据库不包含该信息，所以 pathalias 生成的路径应被视为有疑问的路径）。

-D 选项禁止到域成员的无关紧要的路由。这是很好的，甚至可能是有益的，但会造成混淆，因为该行为是没有

书面证据支持的，并且有些无法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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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pathalias 由 Peter Honeyman 和 Steven M. Bellovin 联合开发。

文件
newsgroup comp.mail.maps 一些输入文件的可能位置。

另请参阅
P.Honeyman 和 S.M. Bellovin， 《PA THALIAS or The Care and Feeding of Relative Addresses》 ，于

1986 年在亚特兰大举行的 Proc.Summer USENIX Conf. 中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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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pathchk - 检查路径名

概要
pathchk [-p] pathname...

说明
pathchk 命令检查一个或多个路径名是否有效且可移植。缺省情况下， pathchk 命令会根据基础文件系统来

检查 pathname 参数指定的每个路径名的各组成部分。如果路径名操作数符合以下情况，将输出错误消息：

• 长度超过系统许可。

• 包含长度超过系统许可的组成部分。

• 在一个目录中包含任何不可搜索的部分。

• 在任何组成部分中包含在其上级目录中无效的字符。

当路径名的一个或多个组成部分不存在时，只要可以创建一个与 pathname 参数指定的路径名相匹配的文件，并

且不违背上述任一检查规则，则不属于错误情况。

指定 -p 标志时，将执行范围更广的可移植性检查。

选项
pathchk 命令支持下列选项：

-p 参照 POSIX 可移植性标准而不是基础文件系统执行路径名检查。如果路径名符合以下情况，将输出错误

消息：

• 长度超过 _POSIX_PATH_MAX 字节。

• 包含任何长度超过 _POSIX_NAME_MAX 字节的组成部分。

• 在任一组成部分中包含不属于可移植文件名字符集的任何字符。

外部语言环境影响
环境变量

LC_MESSAGES 用于确定显示消息的语言。

如果在环境中未指定 LC_MESSAGES 或将其设置为空字符串，则 LANG 的值会用作每个未指定变量或空变量的

缺省值。如果未指定 LANG 或将其设置为空字符串，则使用缺省值“C”（请参阅 lang(5)）而非 LANG。

如果任一国际化变量中包含无效设置，则 pathchk 就会认为所有国际化变量都设置为“C”。请参阅

environ(5)。

国际代码集支持
支持单字节字符代码集和多字节字符代码集。

返回值
成功完成后， pathchk 将返回零；否则将返回非零值以指示出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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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例
要检查系统中以下路径名的有效性和可移植性：

/users/mary/work/tempfiles

可使用：

pathchk /users/mary/work/tempfiles

若要根据 POSIX 标准来检查以下路径名的有效性和可移植性：

/users/mary/temp

可使用：

pathchk -p /users/mary/temp

符合的标准
pathchk：XPG4、POSIX.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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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pax - 解压缩、写入及列出归档文件；复制文件与目录层次

概要
列出归档文件的成员文件

pax [-cdnv] [-f archive ] [-s replstr ] ... [ pattern ...]

解压缩归档文件
pax -r [-cdiknuvy] [-f archive] [-p string ] ... [-s replstr ] ... [ pattern ...]

写入归档文件
pax -w [-adituvXy] [-b blocking] [-f archive] [-s replstr ] ... [-x format] [file ...]

复制文件
pax -r -w [-diklntuvXy] [-p string ] ... [-s replstr ] ... [file ...] directory

说明
pax 命令可解压缩并写入归档文件的成员文件；写入归档成员文件的列表；并复制目录层次结构。 -r 和 -w

标志指定由 pax 命令执行的归档操作。

pattern 参数指定与一个或多个归档成员路径匹配的模式。在 pattern 参数中， \ （反斜杠）字符不会被识别，

并且它会使其后的字符不带任何特殊含义。如果未指定任何 pattern 参数，则将选定归档中的全部成员。

如果指定了一个 pattern 参数，但未找到与指定模式匹配的归档成员，则 pax 命令会检测到错误，以非零退出

状态退出，并写入一个诊断信息。

pax 命令可以读取 tar 和 cpio 这两种归档。如果使用 cpio，则表示 pax 可以读取 ASCII 归档（使用

cpio -c 创建）以及二进制归档（创建时未使用 -c 标志）。所支持的归档格式会自动在输出中检测到。

pax 还可以写入 tar 和 cpio 可读取的归档；缺省情况下， pax 使用 ustar 扩展的 tar 交换格式写入归

档。 pax 也可以写入 ASCII cpio 归档；使用 -x cpio 标志指定扩展的 cpio 输出格式。

选项
-a 将文件附加到归档的结尾。某些设备可能不支持附加操作。

-b blocking 将输出块大小指定为由 blocking 参数指定的字节数的十进制正整数字节数。块大小的值不能超

过 32,256。 Blocking 是在输入时自动确定的。

不要为 blocking 参数指定超过 32,768 的值。创建归档时的 blocking 缺省值取决于归档格式

（请参阅 -x 标志的说明）。

-c 与所有文件或归档成员匹配，但由 pattern 或 file 参数指定的除外。

-d 使目录被复制或归档，或使归档目录被解压缩，以便仅对目录或归档目录本身匹配，而不对目录

或归档目录的内容进行匹配。

-f archive 指定要使用的归档文件路径，而不是标准输入（如果未指定 -w 标志）或标准输出（如果已指

定 -w 标志但未指定 -r 标志）。当使用 -a 标志进行指定时，写入归档的所有文件都会附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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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归档的结尾。

-i 交互式重命名文件或归档。对于与 pattern 参数匹配的每个归档成员，或与 file 参数匹配的文

件，都会向终端 (/dev/tty) 写入一个提示，该提示包含文件或归档成员的名称。随后，在终

端就可以看到一行信息。如果该行为空，则表示跳过文件或归档成员。如果该行由一个点构成，

则表示已处理文件或归档成员，而没有修改其名称。否则，其名称会替换为该行的内容。如果在

读取响应时遇到文件结束标志，或无法在终端进行读取或写入操作，则 pax 命令会立即以非零

退出状态退出。

-k 防止 pax 命令覆盖现有文件。

-l 在复制文件时链接文件。如果同时指定了 -r 和 -w ，则在源文件层次结构和目标文件层次结

构之间会尽可能建立硬链接。

-n 选择与各 pattern 参数匹配的第一个归档成员。虽然类型目录的成员仍与以文件为基础的文件

层次结构相匹配，但对于每个模式而言，不会有一个以上的归档成员与之匹配。

-p string 指定在解压缩时要保留或舍弃的一个或多个文件特性。 string 参数由字符 a、 e、 m、 o 和 p

组成。在同一字符串内可以连接多个特性，并且可以指定多个 -p 标志。规范标志的含义如

下：

a 不保留文件访问时间。

e 保留用户 ID、组 ID、访问权限、访问时间和修改时间。

m 不保留文件修改时间。

o 保留用户 ID 和组 ID。

p 保留访问权限

请注意，“保留”表示只要调用进程的权限允许，就可将存储在归档中的属性提供给解压缩的文

件；否则，该属性将被确定为标准文件创建操作的一部分。

如果 e 和 o 标志均未指定，或未保留用户 ID 和组 ID，则 pax 命令不会设置访问权限的

S_ISUID 和 S_ISGID 位。如果对上述任一项的保留失败，则 pax 命令将向标准错误中写入

一条诊断信息。任一项的保留操作失败都会影响退出状态，但不会导致解压缩的文件被删除。如

果规范标志相互之间重复或有冲突，则最后给定的标志优先。例如，如果指定了 -p eme ，则

将保留文件的修改时间。

-r 从标准输入中读取归档文件。

-s 使用 ed 命令的语法，根据替换表达式 replstr，修改由 pattern 或 file 参数指定的文件成员或

归档成员的名称。替换表达式有以下几种格式：

-s/old/new/[gp]

但在 ed 命令中， old 是基本的正则表达式， new 可以包含 &、 \n （n 是一个数字）后向引

用或者子表达式匹配。 old 字符串也可以包含换行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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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非空字符都可用作定界符（在早期格式中， / （斜杠）字符是定界符）。可以指定多个

-s 标志表达式；这些表达式按指定的顺序应用，并在第一次替换成功时终止。可选的结尾 g

字符的行为与在 ed 命令中一样。可选的结尾 p 字符会使成功的替换写入标准错误中。当读取

和写入归档时，替换为空字符串的文件成员或归档成员的名称将被忽略。

-t 使归档文件的访问时间与之前被 pax 命令读取时相同。

-u 忽略早于（即文件修改时间不新）已有的同名文件或同名归档成员的文件。

解压缩文件（-r 标志）时，如果与文件系统中某个文件同名的归档成员比该文件新，则将解压

缩归档成员。

将文件写入归档文件（-w 标志）时，如果与文件系统中某个文件同名的归档成员比该文件旧，

则将取代归档成员。

将文件复制到目标目录（-rw 标志）时，如果源层次结构中的文件较新，则目标层次结构中的

文件会被替换为源层次结构中的文件，或被替换为指向源层次结构中文件的链接。

-v 写入关于进程的信息。如果 -r 或 -w 标志均未指定，则 -v 标志会生成详细的内容表格，其

内容类似于 ls -l 的输出；否则，归档成员的路径名会写入标准错误中。

-w 按指定归档格式将文件写入标准输出中。

-x format 指定输出归档格式。 pax 命令可识别下列格式：

cpio 扩展的 cpio 交换格式。对于字符设备专用归档文件而言，此格式的缺省分块值是

5120。介于 512 至 32,256 之间、增量为 512 的分块值受支持。

ustar 扩展的 tar 交换格式。这是缺省的输出归档格式。对于字符设备专用归档文件而

言，此格式的缺省分块值是 10240。介于 512 至 32,256 之间、增量为 512 的分块

值受支持。

任何试图附加到与现有归档格式不同的归档文件的操作，都会导致 pax 命令立即以非零退出状

态退出。

-X 当遍历由路径名指定的文件层次结构时， pax 命令不会进入具有不同设备 ID 的目录。

-y 对每个文件的部署提出交互式的提示。在提示您进行部署之前，将先执行由 -s 标志指定的替

换。 EOF 标记或以字符 q 开头的输入行，会使 pax 命令退出。另外，以 y 之外的任意字符

开头的输入行，会使文件被忽略。该标志不能与 -i 标志一起使用。

选项的交互操作及处理顺序
对文件名或归档成员进行操作的那些标志（如 -c、 -i、 -n、 -s、 -u 和 -v），可以执行如下交互动作。

在解压缩文件（-r 标志）时，将根据用户指定的模式参数（通过 -c、 -n 和 -u 标志进行修改），利用经过

修改的名称，来选择归档成员。然后， -s 和 -i 标志按该顺序修改选定文件的名称。 -v 标志可以写入这些

修改操作之后得到的名称。

将文件写入归档文件 （-w 标志）时或复制文件时，将根据用户指定的路径名（通过 -n 和 -u 标志进行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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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选择文件。然后， -s 和 -i 标志按该顺序更改这些修改操作之后得到的名称。 -v 标志可以写入因这些

修改而产生的名称。

如果同时指定了 -u 和 -n 标志，则 pax 命令不会考虑选定的文件，除非该文件新于与之相比较的那个文件。

列出归档文件的成员文件
如果 -r 和 -w 标志均未指定，则 pax 命令会将从标准输入中读取的归档文件的成员的名称，以及与指定模式

匹配的路径名，写入标准输出中。如果命名文件是目录，则该目录中包含的文件层次结构也会被写入。可以指定

pax 命令不带 -r 或 -w 标志，带有 -c、 -d、 -f、 -n、 -s 和 -v 标志，还带有 pattern 参数。

如果 -r 或 -w 标志均未包含，则 pax 命令会列出指定归档的内容，每个文件占一行。 pax 命令按如下方式

列出硬链接路径名：

pathname==linkname

pax 按如下方式列出符号链接路径名：

pathname->linkname

在前面两种情况下， pathname 是所解压缩的文件的名称， linkname 是归档中先前出现的文件的名称。

如果指定了 -v 标志，则按 ls -l 命令格式输出硬链接路径名的列表。

解压缩归档文件
如果指定了 -r 标志，但未指定 -w 标志，则 pax 命令将解压缩从标准输入读取的归档文件的成员，以及与

pattern 参数（如果指定了一个）匹配的路径名。如果解压缩的文件是目录，则该目录中包含的文件层次结构也

会被解压缩。解压缩的文件是相对于当前文件层次结构创建的。 -r 标志可以与 -c、 -d、 -f、 -n、 -s 和

-v 标志以及 pattern 参数一同指定。

解压缩的文件的访问时间和修改时间与归档文件相同。解压缩的文件的访问权限与归档相同，除非受用户的缺省

文件创建模式的影响。解压缩的文件的 S_ISUID 和 S_ISGID 位将被清除。

如果解压缩归档成员时必须使用中间目录，则 pax 命令会创建该目录，并将其访问权限设置为符合按位 OR 关

系的 S_IRWXU、 S_IRWXG 和 S_IRWXO 选项值。

如果选定的归档格式支持链接文件的规范（包括 tar 和 cpio 格式），那么，若在解压缩归档时无法链接这些

文件，这就是一个错误。 pax 会提示发生错误，并继续进行处理。

写入归档文件
如果指定了 -w 标志，但未指定 -r 标志，则 pax 命令会将 file 参数指定的文件的内容按归档格式写入标准输

出。如果未指定任何 file 参数，则将从标准输入中读取要复制的文件的列表，每行一个文件。如果 file 参数指定

了一个目录，则目录中包含的所有文件都会被写入。 -w 标志可以与 -b、 -d、 -f、 -i、 -s、 -t、 -u、

-v、 -x 和 -X 标志以及 file 参数一同指定。

如果指定了 -w 标志，但未指定任何文件，则将使用标准输入。如果 -f 和 -w 均未指定，则标准输入必须是

归档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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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制文件
如果指定了 -r 和 -w 标志，则 pax 命令会将由 file 参数指定的文件复制到由 directory 参数指定的目标目录

中。如果未指定任何文件参数，则将从标准输入中读取要复制的文件的列表，每行一个文件。如果指定的文件是

目录，则该目录中包含的文件层次结构也会被复制。 -r 和 -w 标志可与 -d、 -i、 -k、 -l、 -p、 -n、

-s、 -t、 -u、 -v 和 -X 标志以及 file 参数一同指定。必须指定 directory 参数。

复制文件的情况与将文件写入归档文件、随后解压缩的情况基本相同，不同之处是，前者在原文件与副本之间可

能存在硬链接。

返回值
如果成功处理了所有文件，则 pax 命令将返回 0（零）；否则， pax 将返回一个大于 0（零）的值。

举例
要将当前目录的内容复制到磁带机，请输入：

pax -w -f /dev/rmt/0m .

要将 olddir 目录层次结构复制到 newdir ，请输入：

mkdir newdir

cd olddir

pax -rw olddir newdir

要读取归档 a.pax，以及相对于当前目录解压缩的归档中的 /usr 目录下的所有文件，请输入：

pax -r -s ’,//*usr//*,,’ -f a.pax

前面的所有示例将以 tar 格式创建归档。

以下命令对说明了从 cpio 和 tar 到 pax 的转换。下面的示例介绍了可比较的命令行用法，而不是相同的输

出格式。如下所示，可以将 -x 标志指定给 pax 命令，从而生成归档以选择特定的输出格式：

ls * | cpio -ocv

pax -wdv *

find /mydir -type f -print | cpio -oc

find /mydir -type f -print | pax -w

cpio -icdum < archive

pax -r < archive

(cd /fromdir;find . -print) | cpio -pdlum /todir

pax -rwl /fromdir /todir

tar cf archive *

pax -w -f archive *

tar xfv - < archive

pax -rv < arch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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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 /fromdir; tar cf - . ) | (cd /todir; tar xf -)

pax -rw /fromdir /todir

注释
当对有硬链接的文件使用 -i 标志（交互式重命名文件）时， pax 不创建指向重命名文件的硬链接。

警告
为了遵循行业标准和实现互操作性， pax 不支持归档大于 8 GB 的文件或其用户（或组）ID 大于 2048 K 的文

件。用户（或组）ID 大于 2048 K 的文件将以当前进程的用户（或组）ID 进行归档和恢复，除非存在用户名

（或组名）。

作者
pax 由 Mark H. Colburn、OSF 和 HP 联合开发。

另请参阅
ed(1)、 tar(4)。

符合的标准
pax：XPG4、POSIX.2

pax 的这种实现方式是以 POSIX.2 draft 规范为基础的。一旦完成了最终的 POSIX.2 标准， HP 便会更新

pax 以符合该标准的要求，并很可能会在 HP-UX 的将来版本中更改 pax 实现方式，更改后的方式可能与当前实

现方式不兼容。 HP 建议您，仅在绝对必要的时候，才使用当前实现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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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pg - 用于软拷贝终端的文件读取过滤器

概要
pg [-number ] [-pstring ] [-cefnrs ] [+linenumber ] [+/pattern ] [ file ... ]

备注
pg 和 more 都在类似的情况下使用（请参阅 more(1)）。 pg 没有提供 more 支持的文本突出显示功能。但

是， pg 具有 more 未提供的一些有用功能。

说明
pg 是一个文本文件过滤器，它允许在软拷贝终端上一次一整屏地检查 file。如果将 - 用作 file 参数，或者 pg

在命令行中检测到 NULL 参数，则使用标准输入。每个整屏都后跟一个提示。要显示新的页，请按 Return

键。下面枚举了其他可能性。

此命令与其他分页程序（如 more ）不同，因为它可以进行备份，以查看已经显示过的某些内容。做到这一点的

方法在下面进行说明。

为了确定终端属性， pg 将扫描 terminfo 数据库，以查找由环境变量 TERM 指定的终端类型（请参阅 ter-

minfo(4)）。如果未定义 TERM ，则假定终端类型为 dumb。

选项
pg 可识别下列命令行选项：

-number number 是一个整数，它指定 pg 要使用的窗口大小（以行为单位）而不是缺省大小

（在包含 24 行的终端上，缺省窗口大小为 23）。

-p string 导致 pg 将 string 用作提示。如果提示字符串包含 %d，则在发出提示时提示中出现的

第一处 %d 将被替换为当前页码。缺省的提示字符串是冒号 (:)。

-c 在显示每页之前使光标回到起始点并清除屏幕。如果在此终端类型的 terminfo 数据

库中未定义 clear_screen ，则将忽略此选项。

-e 导致 pg 不在每个文件的结尾暂停。

-f 通常， pg 拆分长度超过屏幕宽度的行，但是所显示文本中的某些字符序列（如用于加

下划线的转义序列）将生成不需要的结果。 -f 选项禁止 pg 拆分行。

-n 通常，命令必须以换行符结尾。一输入命令字母，此选项就导致命令自动结束。

-r 受限制模式。不允许 Shell 转义。 pg 将输出错误消息但不退出。

-s 导致 pg 在突出模式下输出所有消息和提示（通常是反相显示）。

+linenumber 从 linenumber 处开始显示。

+/pattern/ 从包含与正则表达式 pattern 匹配的文本的第一行开始。

pg 查看环境变量 PG 以预置所需的任何标志。例如，如果您希望使用 -c 操作模式查看文件，则 POSIX Sh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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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令序列 PG=’-c’ ; export PG 或 C Shell 命令 setenv PG -c 导致对 pg 的所有调用以使用此模式，

其中包括诸如 man 和 msgs 之类的程序发出的调用。用于设置 PG 环境变量的命令序列通常放在用户的

.profile 或 .cshrc 文件中。由于未提供加引号的格式，因此字符串和模式参数仅限于单个单词。

在 pg 暂停时可以键入的响应可分为三类：导致进一步读取的响应、搜索的响应和修改读取环境的响应。

导致进一步读取的命令通常采用前置 address，即一个任意的有符号数字，指示从该点处应该显示更多文本。此

address 按页或行进行解释，具体取决于命令。有符号的 address 指定相对于当前页或行的点；无符号 address

指定相对于文件开头的地址。每个命令都具有一个缺省地址，该地址在未提供地址的情况下使用。

读取命令及其缺省值如下：

(+1)<换行符> 或 <空白>

显示一页。按页指定地址。

(+1) l 对于相对地址， pg 模拟按指定的行数向前或向后滚动屏幕。对于绝对地址， pg 输出

以指定行开头的一整屏。

(+1) d 或 ˆD 模拟向前或向后滚动半屏。

if 跳过 i 屏文本。

iz 与换行符相同，不同之处在于 i （如果存在）将变成新的每屏缺省行数。

以下读取命令不采用 address ：

. 或者 ˆL 键入单个句点可导致重新显示文本的当前页。

$ 显示文件中的最后一个满窗。当输入为管道时，要谨慎使用。

以下命令可用于在文本中搜索文本模式。支持基本正则表达式语法（请参阅 regexp(5)）。可以从模式搜索命令

中省略终端 /、 ˆ 或 ?。正则表达式必须始终以换行符结尾，即使指定了 -n 选项。

i/pattern/ 向前搜索以查找第 i 次（缺省情况下 i=1）出现的 pattern。在当前页之后立即开始搜

索，并继续到当前文件的结尾，而不回绕。

iˆpatternˆ

i?pattern? 向后搜索以查找第 i 次（缺省情况下 i=1）出现的 pattern。在当前页之前立即开始搜

索，并继续到当前文件的开头，而不回绕。 ˆ 符号对 Adds 100 终端（它无法正确处

理 ?）是很有用的。

在搜索后， pg 通常显示在屏幕顶端找到的行。通过将 m 或 b 追加到搜索命令以便从现在起保留在窗口的中间

或底部找到的行，可以对此进行修改。可以使用后缀 t 恢复原始解决方案。

pg 用户可以使用以下命令修改读取环境：

in 开始读取命令行中向后数第 i 个文件。 i 是一个无符号数，缺省值为 1。

ip 开始读取命令行中向前数第 i 个文件。 i 是一个无符号数，缺省值为 1。

176 Hewlett-Packard Company − 2 −  HP-UX 11i Version 2: December 2007 Update



pg(1) pg(1)

iw 显示另外的文本窗口。如果 i 存在，则将窗口大小设置为 i。

s filename 在指定文件中保存输入。仅保存所读取的当前文件。 s 和 filename 之间的空格是可选

的。此命令必须始终以换行符结尾，即使指定了 -n 选项。

h 通过显示可用命令的简写摘要来提供帮助。

q 或者 Q 退出 pg。

!command 将 command 传递到 Shell（其名称是从 SHELL 环境变量获取的）。如果此参数不可

用，则使用缺省 Shell。此命令必须始终以换行符结尾，即使指定了 -n 选项。

在将输出发送到终端的任何时间，用户都可以按退出键（通常为 CTRL-\）、中断键或 DEL 键。这将导致 pg

停止发送输出，并显示提示。然后，用户可以按正常方式输入其中一个命令。可惜的是，在执行此操作时将会丢

失某些输出，这是因为在出现退出信号时，将刷新在终端输出队列中等待的任何字符。

如果标准输出不是终端，则 pg 在功能上等效于 cat （请参阅 cat(1)），不同之处是在指定多个文件的情况

下，将在每个文件之前输出标题。

外部语言环境影响
环境变量

LC_COLLATE 用于确定在计算正则表达式时使用的排序序列。

LC_CTYPE 用于确定将文本解释为单字节字符和（或）多字节字符，以及与正则表达式中字符类表达式匹配的字

符。

LANG 用于确定显示消息的语言。

如果未在环境中指定 LC_COLLATE 或 LC_CTYPE ，或者将其设置为空字符串，则 LANG 的值将用作每个未指

定变量或空变量的缺省值。如果不指定 LANG 或将其设置为空字符串，则会使用缺省值“C”（请参阅

lang(5)）而非 LANG。如果任一国际化变量中包含无效设置，则 pg 就会认为所有国际化变量都设置为“C”。

请参阅 environ(5)。

国际代码集支持
支持单字节字符代码集和多字节字符代码集。

举例
在读取系统新闻时使用 pg ：

news | pg -p "(Page %d):"

警告
如果没有按每隔八个位置设置终端制表位，则可能会出现不需要的结果。

在将 pg 作为过滤器与更改终端 I/O选项的其他命令（如 crypt(1)）一起使用时，可能无法正确恢复终端设置。

在等待终端输入时， pg 将通过终止执行对 BREAK、 DEL 和 ˆ 作出响应。但是，在提示之间，这些信号中断

pg 的当前任务并将用户置于提示模式。在从管道读取输入时，应该谨慎使用这些信号，因为中断很可能终止管道

线中的其他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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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re 的用户将发现 z 和 f 命令是可用的，并且可以从模式搜索命令中省略终端 /、 ˆ 或 ?。

文件
/usr/share/lib/terminfo/?/* 终端信息数据库

/tmp/pg* 输入来自管道时的临时文件

另请参阅
crypt(1)、 grep(1)、 more(1)、 terminfo(4)、 environ(5)、 lang(5)、 regexp(5)。

符合的标准
pg：SVID2、SVID3、XPG2、XPG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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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pipcrm - 删除 POSIX 消息队列或 POSIX 命名信号量

概要
pipcrm [option]...

说明
pipcrm 命令可删除一个或多个指定的 POSIX 消息队列或 POSIX 命名信号量。

选项
标识符由下列 option 指定：

-q msqname 取消队列名和和由 msqname 参数指定的消息队列之间的链接。如果该消息队列目前没

有具有打开描述符的进程，则会销毁该队列。如果一个或多个进程打开了消息队列，则

只有当队列的所有描述符都关闭后，才会删除该队列。

-s semname 取消信号量名称和 semname 参数指定的信号量之间的链接。如果没有进程当前打开了

信号量的描述符，则将销毁该信号量。如果一个或多个进程打开了信号量，则只有当信

号量的所有描述符都关闭后，才会删除该信号量。

在 mq_unlink(2) 和 sem_unlink(2) 中描述了有关删除的详细信息。可通过使用 pipcs 找到名称（请参阅

pipcs(1)）。

另请参阅
pipcs(1)、 mq_unlink(2)、 mq_open(2)、 mq_send(2)、 mq_receive(2)、 sem_unlink(2)、 sem_open(2)、

sem_wait(2)、 sem_post(2)。

符合的标准
pipcrm：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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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pipcs - 报告 POSIX 进程间通信设备的状态

概要
pipcs [-qs] [-abo]

说明
pipcs 可显示有关活动的 POSIX 进程间通信设备的特定信息。未指定任何选项时， pipcs 会以简要的格式显

示当前在系统中处于活动状态的 POSIX 消息队列和 POSIX 命名信号量的信息。

选项
下列选项将限制相应设备的显示。

（无） 其作用与 -qs 相同。

-q 显示有关活动的 POSIX 消息队列的信息。

-s 显示有关活动的 POSIX 命名信号量的信息。

下列选项可在显示中添加数据列。请参阅下面的“列说明”。

(none) 显示缺省列：针对所有设备： T、 MODE、 OWNER、 GROUP、 REFCNT、 NAME。

-a 如需要，显示所有列。其作用与 -bo 相同。

-b 显示所允许的最大量的信息：针对 POSIX 消息队列： QBYTES

-o 显示有关使用未能实现的信息：针对 POSIX 消息队列： QNUM、 MNUM ；针对

POSIX 命名信号量： VAL、 IVAL。

列说明
下面给出了 pipcs 列表中列的标题及列的含义。这些列以下面所显示的顺序从左到右打印。

T 设备类型

q POSIX 消息队列

s POSIX 命名信号量

MODE 设备的访问模式和标志：该模式由 9 个字符组成，这些字符解释如下：

这 9 个字符分三组，每组三个字符来解释。第一组指的是所有者的权限，第二组指的是

设备条目组中的其他成员的权限，最后一组指的是所有其他成员的权限。

在每组中，第一个字符表示读权限，第二个字符表示写或更改设备条目的权限，最后一

个字符是当前尚未使用的。

r 授予读权限。

w 授予写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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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授予更改权限。

- 未授予所指示的权限。

OWNER 设备条目所有者的登录名。

GROUP 设备条目所有者组的组名。

REFCNT 设备条目的引用计数值。POSIX 消息队列的引用计数代表，相关的 POSIX 消息队列

中同时打开的消息数。同样，POSIX 命名信号量的引用计数代表，引用相关的 POSIX

命名信号量的进程数。

NAME 设备条目的名称。

QNUM 在相关的 POSIX 消息队列中当前未完成的消息数。

MNUM 在相关的 POSIX 消息队列中所允许的最大消息数。

QBYTES 在相关的 POSIX 消息队列中未完成的消息所允许的最大字节数。

VAL 在相关的 POSIX 命名信号量中的当前值。

IVAL 在相关的 POSIX 命名信号量中所保留的初始值。

警告
pipcs 只能对实际的系统状态做一个大概的显示，这是因为当 pipcs 在获取所请求的信息时，系统进程是持

续变化的。

请不要局限于输出的精确字段宽度和间距，因为它们会随系统、HP-UX 的发行版及要显示的数据而变。

文件
/etc/group 组名

/etc/passwd 用户名

另请参阅
pipcrm(1)、 mq_open(2)、 mq_close(2)、 sem_open(2)、 sem_close(2)、 mq_unlink(2)、 sem_unlink(2)、

mq_send(2)、 mq_receive(2)、 sem_wait(2)、 sem_post(2)。

符合的标准
pipcs：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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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pldd - 列出链接到每个进程的动态库，包括使用 dlopen()/shl_load() 显式附加的共享对象

概要
pldd [-h] { pid|corepath}[:execpath]

说明
pldd 可列出链接到每个进程的动态库，包括使用 dlopen() 或 shl_load() 例行程序显式附加的共享对

象。

如果指定了 pid 或 corepath （核心文件的完整路径）， pldd 可以输出所加载的共享库的列表，包括那些使用

dlopen() 和 shl_load() 显式加载的共享库。 pldd 通过附加到进程以读取进程内存的方式来运行。如果

可执行文件与核心文件不匹配，则可能会引发无法预知的行为。

pldd 可在当前目录和 $PATH 中搜索可执行文件。

选项
pldd 可识别以下选项：

-h 输出用法菜单。

操作数
pldd 可识别以下操作数：

{pid|corepath}[:execpath] pid 标识正在运行的进程。 corepath 指定核心文件的完整路径。用户可

以使用 pid 或 corepath （用冒号 (:) 符号字符）指定可选的可执行文件

路径。

返回值
pldd 可返回以下值：

0 成功完成。

n!=0 失败。出现错误。

另请参阅
ldd(1)、 pstack(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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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pppd - PPP 点对点协议守护程序

概要
pppd [options]...

说明
pppd 是 UNIX 系统中的守护进程，用于管理通过 PPP（点对点协议）或 SLIP（串行线路 Internet 协议）建

立的与其他主机的连接。该命令使用 UNIX 主机的本地串口。它通过 HP IP 通道驱动程序与 UNIX 内核本身的

TCP/IP 进行通信。

此守护程序提供的功能取代了 HP-UX 10.30 之前版本的 ppl(1) 提供的功能。 ppl 仅支持 SLIP 和 CSLIP（头

压缩 SLIP）协议。

守护程序管理选项
auto 以“自动调用”模式启动，并从控制终端分离以作为守护程序运行。开始建立一个连

接，以响应在过滤器文件中“bringup”类别中指定的数据包。需要提供远程地址。

up 当与 auto 一起使用时，立即启动链路而不会等待通信流。如果链路失败，则在调

用重试延迟计时器到期后尝试重启，而不会等待出站数据包。

dedicated 将连接视为专用线路而不是请求拨号的连接。该选项通知 pppd 永远不要放弃连

接；也就是说，如果对等端试图关闭链路，可以关闭，但之后应立即重新建立连接。

同样地，当第一次尝试连接时， pppd 在发送固定数量的配置请求消息后，不会放

弃连接。与拨号连接一样，挂起事件（LQM 失败、载波检测丢失）仍将导致设备被

关闭，然后会检查文件 Systems 以查找备用连接。如果找不到备用连接，则将在

调用重试延迟计时器到期后重新建立该连接。应该在专用电路上使用时间较短的调用

重试延迟计时器；诸如 Any;5-30 等设置比较合适。该选项暗含了 up 选项。

altdelay delay 设置拨打 Systems 文件中通向相同目标的每个可用号码之间的 delay 秒数。缺省

值为 1 秒。

nodetach 在“自动调用”模式下不从控制终端分离。当与 log - 一起使用该选项时，可用于

监视 PPP 会话过程。

log log-file 将日志消息追加到日志文件中（缺省文件为： /var/adm/pppd.log）。

acct acct-file 将会话记账消息追加到 acct 文件中。如果 acct 文件与日志文件相同，则会话记账消

息将与其他日志记录信息交织在一起。

filter filter-file 在 过 滤 器 文 件 中 查 找 数 据 包 过 滤 和 链 路 管 理 信 息 （缺 省 文 件 为：

/etc/ppp/Filter）。

debug debug-level 将日志文件的详细程度设置为如下调试级别，每一个调试详细级别还提供了低于该级

别的所有级别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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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守护程序启动消息

1 链路状态消息，调用操作（缺省）

2 交谈脚本处理，输入帧错误

3 LCP、IPCP、IPV6CP、PAP 及 CHAP 协商

4 LQM 状态概要

5 IP 接口变化

6 IP 消息概要

7 完整的 LQM 报告

8 全部 PPP 消息（不分帧）

9 读取或写入的字符

10 过程调用消息

11 内部计时器

exec exec-cmd 当链路启动时，运行 exec-cmd up addr args，链路关闭时运行 exec-cmd down

addr args。 addr 为对等端的 IP 地址， args 为提供给 pppd 的参数列表。

exec6 exec-cmd 链路启动时，运行 IC exec-cmd up interface-id args，链路关闭时运行 exec-cmd

down interface-id args。 Interfac-id 是对等端的 64 位 IPv6 接口标识符， args

是提供给 pppd 的参数列表。这是

router6 启用了 IPv6 时， IFF_PRIVATE 标志不会被设置为 IPv6 接口，这样接口就可以

转发数据报。同样，该接口将无法接收任何用于配置 IPv6 备用接口的路由器广播数

据包。相反，可使用 ifconfig 命令或诸如 DHCPv6 等状态配置方法来配置

IPv6 备用接口。

noipv4 指定了该选项时，将不会发生 IPCP 协商且链路上不会传送任何 IPv4 数据报。

noipv6 指定了该选项时，将不会发生 IPCP 协商且链路上不会传送任何 IPv6 数据报。

nonice 以普通用户进程优先级运行，而不使用 nice() 库例行程序将 pppd 调度优先级提

高到 -10。

通信选项
asyncmap async-map 将所需的“异步控制字符映射”设置为 async-map，以 C 语言风格的十六进制形式

表示（缺省为 0xA0000）。

noasyncmap 禁用“LCP 异步控制字符映射”协商。

escape odd-character 除了在 PPP 异步控制字符映射（只能包含从 0x00 到 0x1F）中指定的字符之外，

在发送奇字符时也会应用转义算法。奇字符的值必须介于 0x00 和 0xFF 之间，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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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0x5E、0x7D 或 0x7E 中的任何一个。

可将奇字符指定为 C 语言十六进制形式的十进制数，或指定为带可选 ˆ 控制符号的

ASCII 字符。例如，XON 字符可以指定为 17、0x11 或 ˆQ。

如果用 escape 参数指定的字符在被转换为其转义形式后，与对等端的已协商异步

控制字符映射中包含的相应字符相同，则会在日志文件中输出一个警告，且命令行中

指定的字符不会被转义。

如果用 escape 参数指定的字符在被转换为其转义形式后，与守护程序命令行中其

他 escape 参数中指定的字符相同，则 pppd 会输出错误消息并退出。

device 通过指定的设备进行通信（缺省为 /dev/tty）。

comm-speed 将通信速率设置为每秒 comm-speed 位。建议值缺省情况下，内部时钟不能与

RS-232 一起使用。

ignore-cd 忽略 CD （载波检测，又称数据载波检测 -DCD）信号的状态。这对于不支持 CD

但希望在专用线路上运行 PPP 的系统很有用。

xonxoff 将线路设置为使用带内（“软件”）流控制，使用字符 DC3（ˆS、XOFF、ASCII

0x13）来停止流，并使用 DC1(ˆQ、 XON、ASCII 0x11) 恢复流（缺省时不使用流

控制）。对于出站连接来说，可以在 Devices 中或 pppd 命令行上进行指定。

telnet 在用于应答的 pppd 命令行中使用该选项时，将协商 telnet 二进制选项，并识别

telnet 对转义字符的处理。不适用于 device 或 auto。

链路管理选项
nooptions 禁用所有 LCP 及 IPCP 选项。

noaccomp 禁用 HDLC Address and Control Field（HDLC 地址和控制字段）压缩。

noprotcomp 禁用 LCP Protocol Field Compression（LCP 协议字段压缩）。

slip 使用 RFC 1055 SLIP 数据包成帧而非 PPP 数据包成帧方式。禁用所有选项协商，

暗含 noasyncmap、 noipaddress、 vjslots 16、 novjcid、 nomagic、

nomru 和 mru 1006 的作用。如果对等端发送头压缩 TCP 数据包，则暗含

vjcomp。

extra-slip-end 在 SLIP 模式下运行时，在传输之前会向每个帧的前面追加一个 SLIP 数据包成帧

字符 (0xC0)，即使该帧紧接在前一帧后面也是如此。缺省时， pppd 在相邻的

SLIP 帧之间只发送一个成帧字符。

extra-ppp-flag 在 PPP 模式下运行时，在传输之前会向每个帧的前面追加一个 PPP 数据包成帧字

符 (0xC0)，即使该帧紧接在前一帧后面也是如此。缺省时， pppd 在相邻的 PPP

帧之间只发送一个成帧字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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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magic 禁用 LCP 幻数 (Magic Number) 协商。

mru mru-size 将 LCP Maximum Receive Unit（LCP 最大接收单元）值设置为 mru-size 以供协

商。对于 PPP 缺省值为 1500，对于 SLIP 缺省值为 1006。

nomru 禁用 LCP Maximum Receive Unit（LCP 最大接收单元）协商，并对本端接口使

用 1500。

active 立即开始 LCP 参数协商（缺省）。

passive 在从对等端收到 LCP 数据包之前不发送第一个 LCP 数据包。

timeout restart-time 将 LCP、IPCP、CCP、PAP 和 CHAP 选项协商重启计时器设置为 restart-time

（缺省为 3 秒）。

lqrinterval time 每隔 time 指定的秒数发送链路质量报告或回应请求（缺省为 10 秒）。如果对等端

响应为协议拒绝，则每隔 time 指定的秒数发送 LCP 回应请求，并将收到的 LCP

回应应答用于链路状态策略决策。

lqthreshold min/per 对于上一次发送的 per LQR 请求，如果对等端发出响应的数量小于 min （缺省为

1/5），则会将此连接视为失败，根据这一标准设置链路质量最低标准。

echolqm 使用 LCP 回应请求而不是标准的链路质量报告消息，进行链路质量评估以及策略的

决策。如果对等端主动尝试配置链路质量监视功能，则它可以覆盖该选项，但在也指

定了 nolqm 参数时除外。

nolqm 不发送或识别链路质量报告消息。如果还指定了 echolqm，则将使用回应请求消息

检测链路故障。

idle idle-time[/session-idle-time]

在空闲时间（秒）内未收到或发送在过滤器文件文件的“keepup”类别中指定的数

据包时，关闭链路（缺省为从不考虑链路空闲）。

如果指定了“会话空闲时间”且打开了任意 TCP 会话，则在“会话空闲时间”

（秒）内未收到或发送数据包时，关闭该链路。

max-configure tries 将 PPP 最大配置计数器（发送的未收到响应的配置请求的最大数目）设置为

tries。

max-terminate tries 将 PPP 最大终止计数器（发送的未收到响应的终止请求的最大数目）设置为

tries。

max-failure tries 将 PPP 最大失败计数器（发送的未收到正确响应的配置未接收 (Configure-Nak) 的

最大数目）设置为 tries。

IP 选项
local:remote 本地计算机的地址，后接远程计算机的相应地址。如果不使用 PPP 链路时在本地找

不到这两个地址，则可将其指定为符号名或文本 IP 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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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地址都是可选的，但只使用冒号本身无效，且在“自动调用”模式下作为守护程

序运行命令时，需要指定远程地址。如果在接收入站调用时仅指定了 local:，则将在

IPCP IP 地址协商期间确定远程地址。

如果其中一个地址后跟一个波形符 (˜)，或者单独出现波形符， pppd 将接受在

IPCP 协商期间由对等端提供的 IP 地址，不管对等端是本地终端还是链路对等端的

IP 地址（在 SLIP 模式下不可用）。

由于 SLIP 不能执行选项协商，包括 IPCP 协商，因此通常应同时指定这两个地

址，且波形符选项不可用。要获得类似的“功能”，对等端必须在登录过程中提供文

本 IP 地址，且必须使用系统文件“\A”交谈脚本功能（请参阅 ppp.Systems(4)）

来获得新值。

ipv6 local-ifid,remote-ifid

ipv6 后应该跟两个 64 位 IPv6 接口标识符，即，本机的接口标识符以及远程计算

机的所需接口标识符。

这两个接口标识符都是可选的，但只使用逗号本身无效，且在“自动调用”模式下作

为守护程序运行时，需要指定远程地址。如果在接收入站调用时仅指定了

local-ifid:，则会在IPV6CP 接口 ID 协商期间找到远程接口标识符。

如果其中一个接口标识符后跟一个波形符 ˜，或者波形符单独出现， pppd 将接受

IPCP 协商期间对等端提供的接口标识符，不管是本地端还是链路对等端的接口。请

注意，IPv6 传输不支持 SLIP。如果同时指定了该选项与 slip 选项，则 pppd

将退出并显示错误消息。

netmask subnet-mask 将接口的子网掩码设为“子网掩码”，用 C 语言十六进制形式（例如，0xffffff00）

或十进制点分形式（例如，255.255.255.0）。缺省的子网掩码适用于网络（A、

B、或 C 类），假定无子网设置。

need-ip-address 请求对等端为本机分配 IP 地址。

need-ip6-ifid 获得对等端分配的 64 位 IPv6 接口标识符。

noipaddress 禁用 IPCP IP 地址协商。

noip6ifid 禁用 IPV6CP 接口标识符协商。

vjcomp 通过 16 插槽和插槽 ID 压缩来启用 RFC 1144 “VJ” Van Jacobson TCP 头压缩

协商（这是 PPP 帧的缺省设置）。对于同步连接，缺省时启用“VJ”压缩，对于

异步连接缺省时禁用该压缩。

novjcomp 禁用 RFC 1144 “VJ” Van Jacobson TCP 头压缩（在对等端发送头压缩的 TCP

数据包之前，这是 SLIP 帧的缺省设置）。

vjslots vj-slots 设置 VJ 压缩插槽的数目（最小为 3，最大为 256，缺省为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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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vjcid 禁用 VJ 压缩插槽 ID 的压缩（缺省时为启用）。

rfc1172-vj 用于与早期 PPP 实现之间的向后兼容（4 字节 VJ 配置选项），但正确的选项协商

值为 0x002d。

rfc1172-typo-vj 用于与早期 PPP 实现之间的向后兼容（4 字节 VJ 配置选项），这些实现符合 RFC

1172 的第 5.2 节中的印刷错误（压缩类型值 0x0037）。

rfc1172-addresses 用于与早期 PPP 实现之间的向后兼容，这些实现遵循 RFC 1172 的第 5.1 节（IP

地址、IPCP 配置选项 1），但不遵循较新的 RFC 1332（IP 地址、IPCP 配置选

项 3），但当它们收到包含一个选项 3 的 IPCP 配置请求时，除配置拒绝之外还会

发出某种响应。

rfc2472-ifid-neg 如果已经在先前的应答中向 IPV6CP 接口标识符发送了否定应答 (nak)，则不发送

否定应答。

验证选项
requireauth 要求进行 PAP 或 CHAP 验证。

requirechap 要求进行如 RFC 1334 中所述的 HAP 验证。

requiremschap 要求进行 MS-CHAP 验证。

requirepap 要求进行 PAP 验证。

rechap interval 要求对等端每隔时间间隔（秒）重新验证其本身（使用 CHAP)。如果对等端无法重

新验证，则终止链路。

name identifier 提供 PAP 或 CHAP 协商期间使用的标识符。如果 PPP 对等端要求进行验证，则必

须指定该选项。缺省值是 gethostname(2) 系统调用或 hostname(1) 命令的返回值。

MicroSoft 兼容性选项
ms-dns address 设置提供给对等端的 MS DNS 地址。命令行中第一次出现的该选项可设置主地址；

第二次出现时设置备用地址。

ms-nbns address 设置 MS NBNS 地址提供给对等端。在命令行中，该选项第一次出现时设置主地

址；第二次出现时设置备用地址。

加密选项
目前在美国出口软件中无法进行加密。但客户可联系 sales@progressive-systems.com 获得加密功能。

链路压缩选项
compress 协商时，提供所有支持的链路压缩类型（目前仅有 Predictor-1）。缺省设置为提出

但不接受任何链路压缩类型。

compress-pred1 接受任何支持的压缩类型，但首选 Predictor 类型 1 压缩。

nopred1 永远不使用 Predictor-1 压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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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文件
状态信息通过单个计算机上运行的每个 pppd 副本记录在日志文件中（缺省为 /var/adm/pppd.log）。文件的每

行都包含一条消息，消息前面有日期、时间和写入该消息的守护程序的进程 ID 号。消息的数量和详细程度由

debug 选项和 log 过滤器（请参阅 ppp.Filter(4)）控制。

启动链路的每个数据包（调试级别为 1 或更高）、与 log 过滤器匹配的每一数据包（处于任意调试级别），或

者当调试级别为 7 或更高时的任何数据包都会将关于该包的一行说明写入到日志文件中。消息的第一个项目为协

议 （tcp、 udp、 icmp 或数字协议值）。对于 ICMP 数据包，关键字 icmp 后跟 ICMP 信息类型及子代

码，用斜线分隔。协议之后是 IP 地址及可选的 TCP 或 UDP 端口号，后接一个箭头表明是发送了数据包 (->)

还是接收了数据包 (<-)，然后是另一个地址和端口号，后跟在 VJ TCP 头压缩之前的数据包长度（以字节表

示），最后是零个或多个关键字。对于发送的数据包，第一个 IP 地址为源地址，而对于收到的数据包，第一个

IP 地址为目标地址。众所周知的 TCP 和 UDP 端口号将被 getservbyport() 库函数返回的名称取代。各关

键字及其意义如下：

frag 数据包是分段 IP 帧的中间或后面部分。

syn 数据包设置了 TCP SYN 位。

fin 数据包设置了 TCP FIN 位。

bringup 发送的数据包与 bringup 过滤器匹配并启动链路。

!keepup 数据包已被 keepup 过滤器拒绝。

!pass 数据包已被 pass 过滤器拒绝。

拨号失败 数据包被丢弃，因为 pppd 正等待调用重试计时器到期。

(c) 接收的数据进行了 VJ TCP 头压缩。

(u) 接收的数据包进行了 VJ TCP 头解压缩。

例如，如下日志文件行：

9/6-14:06:26-83 tcp 63.1.6.3/1050 -> 8.1.1.9/smtp 44 syn

表示：9 月 6 日 下午 2:06:26，进程 ID 83 通过 63.1.6.3 上的端口 1050，将已设置 SYN 位的 44 字节 TCP

数据包发送到 8.1.1.9 上的端口 SMTP。

信号
一接到下列信号， pppd 便关闭并重新打开日志文件、重新读取过滤器和密钥文件，然后执行指示的操作：

SIGKILL 请不要使用此信号。永远不要使用。由于 pppd 不能正常关闭，因此将使串行接口（是否为

/dev/tty）及IP通道驱动程序处于未知状态。可使用 SIGTERM，使得 pppd 正常关闭，并

使系统处于正常的已知状态。

SIGINT 从活动的会话正常断开连接。如果在“自动调用”模式下将重置调用重试延迟计时器，并调用重

试回退时间间隔。如果指定了 up，则试图重新建立链路。如果不在“自动调用”模式下则退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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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GHUP 从活动的会话突然断开连接。如果指定了 up，则试图重新建立链路。如果不在“自动调用”模

式下则退出。

SIGTERM 从活动的会话正常断开连接，并清除任意打开的串行接口和 IP 接口的状态，然后退出。

SIGUSR1 递增写入日志文件置的调试信息的详细级别。

SIGUSR2 将调试详细级别重置为基本值（1，除非命令行提供了 debug 0）。

SIGALRM 除了重新读取过滤器和密钥文件外，不执行任何其他操作。

举例
要在“oursystem”上运行一对守护程序，一个与“主干系统”保持固定链路连接，另一个准备启动对名为“

theirsystem”的相邻计算机的出站调用，可将如下内容添加至 /sbin/rc2.d/S522ppp 中：

if [ -f /etc/ppp/Autostart ]; then

/etc/ppp/Autostart

fi

然后使 /etc/ppp/Autostart 类似于：

#!/bin/sh

PATH=/usr/etc:/bin:/usr/bin

if [ -f /var/adm/pppd.log ]; then

mv /var/adm/pppd.log /var/adm/OLDpppd.log

fi

echo -n "Starting PPP daemons:" >/dev/console

pppd oursystem:backbonesystem auto noipv6 up

(echo -n ’ backbonesystem’) >/dev/console

pppd oursystem:backbonesystem ipv6 <local-ifid>,<remote-ifid> auto up

<echo -n ’ backbonesystem’) >/dev/console

pppd oursystem:theirsystem auto noipv6 idle 120

(echo -n ’ theirsystem’) >/dev/console

pppd oursystem:theirsystem ipv6 <local-ifid>,<remote-ifid> auto idle 120

<echo -n ’ theirsystem’> >/dev/console

要想允许运行在“ theirsystem”上的 PPP 实现拨号至“ oursystem”，请在“ oursystem”上的

/etc/passwd 中插入如下内容：

Pthem:?:105:20:Their PPP:/etc/ppp:/etc/ppp/Login

其中，组 20 是拥有 /usr/etc/pppd 的 ppp 组的 GID， /etc/ppp/Login 是可执行的 Shell 脚本，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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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内容相似：

#!/bin/sh

PATH=/usr/bin:/usr/etc:/bin

mesg n

stty -tostop

exec pppd noipv6 ‘hostname‘:

要启动 IPV6CP 协商，请插入如下内容：

#!/bin/sh

PATH=/usr/bin:/usr/etc:/bin

mesg n

stty -tostop

exec pppd ipv6 <local-ifid>,<remote-ifid> ‘hostname‘:

建议
仅当主机名在本地可知时，才在从 /sbin/rc2.d/S522ppp 上运行 /etc/ppp/Autostart 时使用主机名。

如果需要到 DNS 服务器的 PPP 连接来解析主机名，应使用它的文本 IP 地址。

外部语言环境影响
环境变量

环境变量 PPPHOME （如果存在）可指定 pppd 查找其配置文件（所有连接的 Filter 及 Auth，如果连接为出

站连接，则还有 Systems、 Devices 和 Dialers）的目录。可以在 Autostart 脚本或入站连接的 Login

脚本中指定 PPPHOME。如果 PPPHOME 不存在， pppd 将希望在 /etc/ppp/* 中找到其配置文件。

安全考虑
pppd 应为模式 4750，由超级用户拥有，只有包含所有入站 PPP 登录“用户”的组的成员才能执行该命令。

作者
pppd 由 Progressive Systems 开发。

另请参阅
ppp.Auth(4)、 ppp.Devices(4)、 ppp.Dialers(4)、 ppp.Filter(4)、 ppp.K eys(4)、 ppp.Systems(4)。

RFC 1548、 RFC 1549、 RFC 1332、 RFC 1333、 RFC 1334、 RFC 1172、 RFC 1144、 RFC 1055。

ds.internic.net:/internet-drafts/draft-ietf-pppext-compression-04.txt。

符合的标准
HP PPP 遵循 RFC 1548、1549、1332、1333、1334 及 1144 标准，实现 IETF 建议的标准点对点协议及其

许多选项和扩展。可以将其配置为遵循 PPP 协议的早期规范，如 RFC 1134、1171 和 1172 中所述。它还实现

非标准 SLIP 协议，如 RFC 1055 和 1144 中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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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pppoec - PPPoE（以太网上的点对点协议）客户端

概要
pppoec -i interface-name

pppoec -i interface-name [-c config-file] [-d debug-level] [-l log-file] [-r retry-number]

说明
pppoec 将发现一个可为客户端提供服务的接入集线器。它从所选的接入集线器获得唯一的会话 ID。然后

pppoec 派生一个 pppd 守护程序，该守护程序执行在 RFC 2516 讲述的 PPPoE 会话阶段功能。

选项
pppoec 支持下列选项：

-c config-file 以 绝 对 路 径 指 定 pppoec 将 使 用 的 配 置 文 件。 缺 省 配 置 文 件 为

/etc/ppp/pppoec.conf。

-d debug-level 指定必须启用日志功能的调试级别。三个调试级别为：

LOG_ERROR 记录所有错误消息。要记录这些消息，请在命令行上键入 -d 0。

LOG_WARN 记录所有警告消息。要记录这些消息，请在命令行上键入 -d 1。

LOG_DEBUG 记录功能级调试消息。要记录这些消息，请在命令行上键入 -d 2。

-i interface-name

指定要用于 PPPoE 会话的网络接口的名称（例如 lan0）。

-l log-file 以绝对路径指定日志文件，pppoec 必须将所有消息记录到该文件中。缺省日志文件

为 /var/adm/pppoec.log。

-r retry-number 指定当接入集线器不响应客户端请求时，重新传输 PADI（PPPoE 有效发现启动）

或 PADR（有效发现请求）数据包的频率。缺省值为 3。

举例
下面是一个使用 pppoec 命令的示例：

/usr/bin/pppoec -i lan4 -c /tmp/ppp/pppoec.conf -d 2

警告
请注意，如果没有 /etc/ppp/pppoec.conf 文件，则无法运行客户端守护程序。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pppoec.conf (4)。另外，请勿使用 SIGKILL 来终止 pppoec。而应使用 SIGTERM 终止 pppoec 客户端守护

程序。

作者
pppoec 由 HP 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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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
pppoesd PPPoE 服务器守护程序

pppoerd PPPoE 中继

pppoec.conf PPPoE 客户端配置文件

pppd PPP 守护程序

另请参阅
pppd(1)、 pppoerd(1M)、 pppoesd(1M)、 pppoec.con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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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pr - 输出文件

概要
pr [options] [files]

说明
pr 命令在标准输出中输出命名的文件。如果 file 是 - 或者未指定文件，则假定标准输入。缺省情况下，列表将

分成多个页，每个页带有包括页码、日期和时间以及文件名的页眉。

缺省情况下，列具有相同的宽度，它们由至少一个空格进行分隔；不适合的行将被截断。如果使用了 -s 选项，

则不截断行，而列将由分隔符来进行分隔。

如果标准输出与终端相关联，则在 pr 完成输出之前，将不输出错误消息。

选项
以下选项可以单独使用，也可以按任意顺序组合使用：

+k 从第 k 页开始输出（缺省值是 1）。

-k 生成 k 列输出（缺省值是 1）。该选项不应与 -m 一起使用。对于多列输出，将假定选项 -e

和 -i。

-c k 生成 k列输出，与 -k 相同。

-a 在整个页面上输出多列输出。该选项只能与 -k 选项一起使用。

-m 同时合并并输出所有文件，每列包括一个文件（覆盖 -k 和 -a 选项）。

-d 将输出设置为两倍行距。

-eck 将输入制表符扩展到字符位置 k+1、 2k+1、 3k+1 等。如果 k 是 0 或者被省略，则假定以

八个字符为间隔设置。输入中的制表符将扩展成适当数量的空格。如果给定了 c （任何非数

字字符），则将其当作输入制表符（ c 的缺省值是制表符）。

-ick 在 输出中，尽可能通过将制表符插入字符位置 k+1、 2k+1、 3k+1 等来替换空格。如果 k

是 0 或者被省略，则假定每八个位置的缺省制表符设置。如果给定了 c （任何非数字字

符），则将其当作输出制表符（ c 的缺省值是制表符）。

如果设置了 UNIX95 标志，那么，只有当两个或多个相邻的空格字符到达列位置 k+1、

2×k+1 和 3×k+1 等时， pr 才会将多个空格字符替换为制表符。

-nck 提供 k 位行编号（ k 的缺省值是 5）。该数字占用常规输出中每列或 -m 输出中每行的前

k+1 个字符位置。如果给定了 c （任意非数字字符），它将追加到行号后，以将其与后面的

任何内容分隔（ c 的缺省值是制表符）。

-wk 将行宽设置为 k 个字符位置（等宽多行输出的缺省值是 72；其他情况下不存在限制）。宽度

指定仅对于多行输出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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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k 将每一行偏移 k 个字符位置（缺省值是 0）。每行的字符位置数是宽度和偏移量的和。

-lk 将页的长度设置为 k 行（缺省值是 66）。如果 k 小于页眉和页脚所需的行数，将应用 -t

选项；也就是说，将禁止页眉和页脚行，以便为文本留出空间。

-h 使用下一个参数（而不是文件名）作为要输出的页眉。

-p 如果输出定向到终端，则在开始每一页之前暂停 （pr 将在终端响铃，并等待按 Return

键）。

-F 将换页符用于新页（缺省值是使用换行符序列）。如果标准输出与终端相关联，则在开始第

一页之前暂停。

-f 与 -F 相同。为向后兼容而提供。

-r 在未能打开文件时不输出诊断报告。

-t 不输出通常会为每页提供的五行标识页眉和五行页脚。在每个文件的最后一行后退出输出，

而不填充空白到页末。

-sc 用单个字符 c （而不是适当数量的空格）来分隔列（ c 的缺省值是制表符）。

外部语言环境影响
环境变量

如果已定义 UNIX95，将指定 pr 命令使用 XPG4 行为。

LC_CTYPE 确定如何将与 -e、 -i、 -n 和 -s 选项相关联的文本和参数解释为单字节和（或）多字节字符。

LC_TIME 可确定日期和时间字符串的格式和内容。

LC_MESSAGES 用于确定显示消息的语言。

如果未在环境中指定 LC_CTYPE、 LC_TIME 或 LC_MESSAGES，或者将其设置为空字符串，则 LANG 的值将

用作每个未指定变量或空变量的缺省值。如果未指定 LANG，或者将其设置为空字符串，则会使用缺省的 C （请

参阅 lang(5)）而非 LANG。

如果任一国际化变量包含无效设置，则 pr 就会认为所有国际化变量都设置为 C。请参阅 environ(5)。

国际代码集支持
支持单字节字符代码集和多字节字符代码集。

返回值
pr 在完成时返回下列值之一：

0 成功完成。

>0 不存在或者无法打开一个或多个输入文件。

举例
file1 和 file2 输出为两倍行距、带“file list”标头的三列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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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 -3dh "file list" file1 file2

在 file2 上写入 file1，并将制表符扩展到第10、19、28、37. . .列：

pr -e9 -t <file1 >file2

以缺省格式输出 file1，非空白行在左侧编号：

nl file1 | pr

文件
/dev/tty

另请参阅
cat(1)、lp(1)、nl(1)、ul(1)。

符合的标准
pr：SVID2、SVID3、XPG2、XPG3、XPG4、POSIX.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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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praliases - 输出系统级的 sendmail 别名

概要
praliases [-C file ] [-f file ] [ key ... ]

说明
praliases 可输出 sendmail 使用的别名数据库内容，来解析系统级的邮件别名。可用 newaliases 或

/usr/sbin/sendmail -bi 来创建别名数据库。请参阅 sendmail(1M)。

该命令有下列选项：

-C file 读取由该选项指定的 sendmail 配置文件而非缺省配置文件。

-f 访问使用以下命令根据 file 创建的别名数据库：

newaliases -oA file

如果未使用该选项，则 praliases 将访问根据缺省别名文件 /etc/mail/aliases 创建

的数据库。

请注意， praliases 访问的是数据库而不是别名文件本身。如果自最后一次创建别名数据库后更改了别名文

件，那么 praliases 的输出显然无法与该别名文件的内容相匹配。

该命令在别名数据库中查找每个 key 参数（如果指定了该参数）。 praliases 会以下面的形式输出每个关键

字扩展到的别名：

key: mailing list

其中，邮件列表可以是关键字对应的由逗号分隔的地址列表。

注释
只有特权用户才能使用 praliases。

返回值
praliases 实用程序成功时返回 0，发生错误时返回 > 0 的值。

诊断信息
key: No such key

在别名数据库中找不到 key。

举例
$ praliases root postmaster no_user

root: jan_user

postmaster: joe_user

no_user: No such k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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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出结果表明 root 被转换为别名 jan_user， postmaster 被转换为别名 joe_user，而

no_user 无别名。

警告
由于 sendmail 支持 NIS 别名，因此 praliases 输出中可能会出现一些 NIS 关键字。可以安全地忽略包括

YP_LAST_MODIFIED 和 YP_MASTER_NAME 在内的这些关键字，它们仅表示 sendmail 正确更新了别名数据

库。

作者
praliases 由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开发。

文件
/etc/mail/aliases 缺省别名文件

/etc/mail/aliases.db 缺省别名数据库

另请参阅
sendmail(1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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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prealloc - 预先分配磁盘空间

概要
prealloc name size

说明
prealloc 为 name 指定的普通文件至少预先分配由 size 指定的磁盘空间（字节），如果 name 指定的文件不

存在，则会创建该文件。空间分配是以与实现相关的方式进行的，以便可以快速连续地对该文件进行读取和写

入。

prealloc 失败，未能进行磁盘空间分配的原因有： name 指定的文件已存在且不是长度为零的普通文件；磁

盘中剩余的空间不足； size 超过了文件的最大大小或进程的文件大小限制（请参阅 ulimit(2)）。文件将被零填

充。

诊断信息
prealloc 完成时会返回下列值之一：

0 成功完成。

1 name 指定的文件已存在，且不是长度为零的普通文件。

2 磁盘上没有足够的空间。

3 size 超过了文件大小的限制。

举例
下面的示例为文件 myfile 预先分配 50 000 字节空间：

prealloc myfile 50000

警告
文件空间的分配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前磁盘的使用情况。如果磁盘空间将要接近其最大容量，那么成功返回并不

表示实际对该文件进行了分段。

作者
prealloc 由 HP 开发。

另请参阅
prealloc(2)、 ulimit(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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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printenv - 输出环境

概要
printenv [ name ]

说明
printenv 输出环境中各变量的值。如果指定了 name ，则只输出该名称的值。

返回值
如果指定了 name 但未在环境中定义该名称， printenv 将返回 1；否则将返回 0。

另请参阅
sh(1)、environ(5)、csh(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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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printf - 格式化和输出参数

概要
printf format [ arg ... ]

说明
printf 将格式化的参数写入标准输出。 arg 参数在 format 操作数的控制下进行格式化。

format 是遵循 printf() 格式约定（请参阅 printf (3S)）的字符串，其中包含下列类型的对象：

字符 不属于转义序列或转换规范的字符（如下所述）将复制到标准输出。

转义序列 以下字符被解释为非图形字符：

\a 警报

\b 退格

\f 换页符

\n 换行符

\r 回车

\t 制表符

\v 纵向制表符

\’ 单引号字符

\\ 反斜杠

\n ASCII 码为 1 位、2 位、3 位或 4 位八进制数 n 的 8 位字符，其

第一个字符必须是零。

转换规范 指定每个参数的输出格式（请参阅下文）。

如果对应的格式是 c 或 s，则将 format 之后的参数解释为字符串；否则，将其当作常量。

转换规范
每个转换规范均由百分比字符 % 引入。在 % 字符之后，以下内容可以按指定的顺序出现：

标志 任意顺序的零个或更多个标志，它们修改转换规范的含义。标志字符及其含义如下：

- 转换结果在字段内左对齐。

+ 带符号转换的结果始终以符号 + 或 - 开头。

<空格> 如果带符号转换的第一个字符不是符号，则将在结果之前添加一个空格字

符作为前缀。这意味着如果空格标志和 + 标志同时出现，则忽略空格标

志。

# 值将转换为“备用形式”。对于 c、 d、 i、 u 和 s 转换，该标志不起

作用。对于 o 转换，它会增加精度，将结果的第一位强制为零。对于 x

或 X 转换，非零结果之前将添加 0x 或 0X 前缀。对于 e、 E、 f、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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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G 转换，即使小数分隔符后没有数字，结果仍始终会包含小数分隔

符。对于 g 和 G 转换，将不从结果中删除尾随的零，这与通常的行为相

反。

字段宽度 可选的十进制数字字符串，指定最小的 “字段宽度”。对于输出字段，如果转换后的值的

字节数小于字段宽度，则将在左侧（如果提供的是左对齐标志 - ，则在右侧）将其填充到

字段宽度。

精度 精度指定 d、 o、 i、 u、 x 或 X 转换所显示的最小位数（字段会填充前导零）； e 和

f 转换的小数分隔符后的位数； g 转换的最大有效位数；或者从 s 转换的字符串中输出

的最大字节数。精度采用十进制数字后接句点 . 的形式。空位字符串将当作零进行处理。

转换字符 转换字符指示要应用的转换类型：

d,i,

o,u,

x,X 整数参数输出为带符号十进制数字（d 或 i）、无符号八进制数字 (o)、无

符号十进制数字 (u) 或者无符号十六进制形式（x 和 X）。 x 转换使用数

字 和 字 母 0123456789abcdef ， X 转 换 使 用 数 字 和 字 母

0123456789ABCDEF。参数的 precision 部分指定所显示的最小位数。如

果所转换的值可以用少于指定最小值的位数来表示，则用前导零对其进行扩

展。缺省精度是 1。如果转换精度为 0 的零值，其结果是无字符。

f 浮点数参数以 [-]dddrddd格式的十进制形式输出，其中小数分隔符后的位

数 r 等于 precision 规范。如果从参数中省略 precision ，则将输出六位；

如果将 precision 显式指定为 0，则不显示小数分隔符。

e,E 浮点数参数以 [-]drddde±dd格式输出，其中小数分隔符之前有一位，其后

的位数等于精度。当缺少精度时，将生成六位；如果精度是 0，则不显示小

数分隔符。 E 转换字符生成用 E 引入指数（而不是 e）的数字。该指数始

终包含至少两位数字。但是，如果要输出的值需要大于两位的指数，则根据

需要输出附加的指数位。

g,G 浮点数参数以 f 或 e 形式（对于 G 转换字符为整数形式 E ）输出，其精

度指定有效位数。所使用的形式取决于所转换的值；只有当转换所得的指数

小于 -h 或者大于或等于精度时，才使用 e 形式。尾随零将从结果中删

除。小数分隔符只有在后接数字时才会显示。

c 输出参数的第一个字节。

s 将参数当作字符串，输出该字符串中的字符，直至到达字符串的末尾或者参

数的 precision 规范所指定的字节数。如果从参数中省略了精度，则将其解

释为无穷大，从而输出字符串结尾之前的所有字符。

202 Hewlett-Packard Company − 2 −  HP-UX 11i Version 2: December 2007 Update



printf(1) printf(1)

% 输出 % 字符；不转换参数。

b 与 s 转换指定符类似，例外的是字符串可以包含反斜杠转义序列，然后这

些序列可以转换为它们所表示的字符。 \c 将使得 printf 忽略包含它的

字符串操作数中的任何剩余字符、任何剩余的字符串操作数以及格式操作数

中的附加字符。

在任何情况下，不存在或不足的字段宽度均不会导致字段截断；如果转换结果的宽度大于

字段宽度，则仅扩展字段来包含转换结果。

外部语言环境影响
环境变量

LC_CTYPE 将 arg 的解释确定为单字节和（或）多字节字符。

LC_MESSAGES 用于确定显示消息的语言。

如果未在环境中指定 LC_CTYPE 或 LC_MESSAGES，或者将其设置为空字符串，则 LANG 的值将用作每个未指

定变量或空变量的缺省值。如果未指定 LANG，或者将其设置为空字符串，则会使用缺省的“C”（请参阅

lang(5)）而非 LANG。

如果任一国际化变量包含无效设置，则 printf 就会认为所有国际化变量都设置为“C”。请参阅 environ(5)。

国际代码集支持
支持单字节字符代码集和多字节字符代码集。

返回值
printf 退出时返回下列值之一：

0 成功完成。

>0 发生错误。对于发生的每个错误，退出值将按一增加，直至达到最大值 255。

诊断信息
如果参数无法转换为适合相应转换规范的形式，或者因为任何其他原因无法正确地输出，一条诊断消息将输出到

标准错误，而参数将按照在命令行上给定的字符串形式输出，并且将递增退出值。

举例
以下命令以不同形式的八进制、十六进制和浮点数格式输出数字 123

printf "%#o, %#x, %#X, %#f, %#g, %#e\n" 123 123 123 123 123 123

生成以下输出

0173, 0x7b, 0X7B, 123.000000, 123.000, 1.230000e+02

以其相应的字段宽度和精度生成输出：

printf "%.6d, %10.6d, %.6f, %.6e, %.6s\n" 123 123 1.23 123.4 MoreThanSix

生成以下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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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123, 000123, 1.230000, 1.234000e+02, MoreTh

另请参阅
echo(1)、 printf(3S)。

符合的标准
printf：XPG4、POSIX.2

204 Hewlett-Packard Company − 4 −  HP-UX 11i Version 2: December 2007 Update



privatepw(1) privatepw(1)

名称
privatepw - 更改 WU-FTPD 组访问文件信息

概要
/usr/bin/privatepw [-c] [ -d accessgroup ] [ -f ftpgroups ] [ -g group accessgroup ] [-l] [-V]

说明
如果站点支持 SITE GROUP 和 SITE GPASS 命令，则必须能够添加、删除和列出增强访问组信息。 pri-

vatepw 实用程序用于更新组访问文件 (/etc/ftpd/ftpgroups) 中的这一信息。该实用程序通常用作管理工

具，并且普通用户不能运行它。该命令需要对相应 ftp 组文件具有读/写权限。

选项
在下列定义的选项中， accessgroup 是指定给一个组的字母数字名称。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背景信息一节。

-c 创建新的 /etc/ftpd/ftpgroups 文件。

-d accessgroup

从 ftpgroups 文件中删除 accessgroup 信息。

-f ftpgroups 使用指定的 ftpgroups 文件进行所有更新。如果缺省情况下没有指定此选项，则使用

/etc/ftpd/ftpgroups 文件。

-g group accessgroup

将实际系统组（在 /etc/group 中定义）设置为指定的 accessgroup。仅当添加新的

accessgroup 或更改现有 accessgroup 的口令时，该选项才有效。

-l 列出相应 ftp 组文件的内容。

-V 该选项将使程序显示版权和版本信息，然后终止。

背景信息
当用户登录后，SITE GROUP 和 SITE GPASS 命令可用于指定增强的访问组及关联口令。如果组名和口令有

效，则用户将成为（通过 setegid()）组访问文件 (/etc/ftpd/ftpgroups) 中组列表的成员。

组访问文件的格式如下：

access_group_name:encrypted_password:real_group_name

其中， access_group_name 是任意字符串（字母数字 + 标点符号）。 encrypted_password 是通过 crypt(3) 加

密的口令，与 /etc/passwd 中非常相似。 real_group_name 是 /etc/group 中列出的有效组的名称。

作者
privatepw 由密苏里州华盛顿大学圣路易斯分校开发。

另请参阅
ftpgroups(4)、ftpaccess(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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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prmail - 打印收件箱文件中的邮件

概要
prmail [user ... ]

说明
prmail 打印收件箱文件中等待您或指定用户读取的邮件。这一操作不会影响邮箱文件。

prmail 的功能与以下命令相似：

cat /var/mail/mailfile | more

或者

cat /var/mail/mailfile | pg

这取决于用户的 PAGER 环境变量的设置。

作者
prmail 由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开发。

文件
/var/mail/* 收件箱文件

另请参阅
from(1)、mail(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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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prof - 显示配置文件数据

概要
prof [-tcan] [-ox] [-g] [-z] [-h] [-s] [-m mdata ] [ prog ]

说明
prof 解释由 monitor() 生成的配置文件（请参阅 monitor(3C)）。对象文件 prog 中的符号表（缺省情况下

是 a.out）通过配置文件（缺省情况下是 mon.out）来读取和更正。对于每个外部文本符号，将输出在执行该符

号地址和下一个符号地址之间所用时间的百分比以及调用该函数的次数和每次调用的平均毫秒数。

相互排斥的选项 t、 c、 a 和 n 确定输出行的排序类型：

-t 按照占总时间百分比的降序排序（缺省值）。

-c 按调用数的降序排序。

-a 按符号地址的升序排序。

-n 按符号名的升序排序（请参阅下面的“环境变量”）。

互相排斥的选项 o 和 x 指定如何输出所监视的每个符号的地址：

-o 随符号名一起输出每个符号地址（八进制）。

-x 随符号名一起输出每个符号地址（十六进制）。

以下选项可以按任意组合形式使用：

-g 包括非全局符号（静态函数）。

-z 包括配置文件范围内的所有符号（请参阅 monitor(3C)），即使它们与零调用数和零时间

相关联。

-h 禁止通常在报告上输出的标题（如果要对报告进行进一步处理，该选项将非常有用）。

-s 在标准错误输出上输出一些监视参数和统计信息的摘要。

-m mdata 使用文件 mdata 代替 mon.out 来作为输入配置文件。

如果程序是使用 cc -p 选项加载的，则将创建一个配置文件（请参阅 cc_bundled(1)）。 cc 命令的这一选项

安排在执行的开始和结束调用 monitor() （请参阅 monitor(3C)）。它是在导致写入配置文件的操作执行结束

时调用 monitor 命令。如果在编译包含某函数的文件时使用了 -p 选项，则将统计对该函数的调用数。

由配置处理程序创建的文件的名称通过环境变量 PROFDIR 来控制。如果未设置 PROFDIR ，则程序终止时，将

在当前目录中生成 mon.out。如果 PROFDIR=string，则生成 string/pid.progname （其中的 prog-

name 由 argv[0] 删除任何路径前缀后组成， pid 是程序的进程 ID ）。如果 PROFDIR 设置为空字符串，则不生

成配置处理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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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语言环境影响
环境变量

LC_COLLATE 确定 -n 选项输出的排序顺序。

如果未在环境中指定 LC_COLLATE ，或者将其设置为空字符串，则使用 LANG 作为缺省值。如果未指定

LANG，或者将其设置为空字符串，则使用缺省值“C”（请参阅 lang(5)）而非 LANG。如果任一国际化变量包

含无效设置，则 prof 就会认为所有国际化变量都设置为“C”（请参阅 environ(5)）。

警告
由于与其他进程共享缓存导致的缓存命中率变化，连续相同运行中报告的时间可能会显示 20% 或更多的差异。

即使程序看起来是唯一使用计算机的程序，隐藏的后台或异步进程可能会混淆数据。在极少的情况下，启动程序

计数器记录的时钟周期可能与程序中的循环“冲突”，从而大大扭曲测量结果。

但是，调用计数始终是精确记录的。

只有调用 exit() （请参阅 exit(2)）或从 main 返回的程序才会致使生成配置文件（除非显式地编码对 mon-

itor() 的最终调用）。

如果使用 cc -p 选项调用配置处理，则将强加在程序执行过程中只有 600 个函数能够建立调用计数器的限制。

若需更多计数器，请直接调用 monitor()。如果超过该限制，则将覆盖其他数据，并且 mon.out 文件会损

坏。当所用调用计数器的数目超过最大值的 5/6 时， prof 命令将自动报告该数目。

文件
mon.out 配置文件

a.out 名称列表

另请参阅
cc_bundled(1)、 exit(2)、 profil(2)、 crt0(3)、 end(3C)、 monitor(3C)。

符合的标准
prof：SVID2、SVID3、XPG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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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prs - 输出和汇总 SCCS 文件

概要
prs [-d dataspec ] [-r [SID] ]  [-e] [-l] [-c cutoff ] [-a] file ...

说明
prs 在标准输出上以用户提供的格式输出 SCCS 文件的部分或全部（请参阅 sccsfile(4)）。如果命名了目录，

prs 将如同目录中的每个文件均指定为命名文件一样进行操作，例外的是将以静默方式忽略非 SCCS 文件（路

径名的最后一部分不以 s. 开头）和不可读的文件。如果给定了 - 的名称，则将读取标准输入；标准输入的每

一行将当作是要处理的 SCCS 文件或目录的名称；非SCCS 文件和不可读的文件将以静默方式忽略。命令行上的

-- 暗示后面的所有参数均是文件（或目录）名称。

prs 的参数（可以按任意顺序出现）由选项和文件名组成。

选项
所述的全部选项均独立地应用于每个命名的文件：

-d dataspec 用于指定输出数据规范。 dataspec 是由 SCCS 文件数据关键字（请参阅下文的“数据

关键字”）与可选的用户提供文件混合组成的字符串。

-r [SID] 用于指定需要其信息的 delta 版的 SCCS IDentification (SID) 字符串。如果未指定

SID ，则假定是最近创建的 delta 版的 SID。如果指定了 SID ，它必须与文件中的

SID 完全匹配（也就是说， get 使用的 SID 结构在此处不适用 — 请参阅 get(1)）。

-e 请求有关 早于（包括）通过 -r 选项指定的 delta 版或由 -c 选项给定的日期的所有

delta 版的信息。

-l 请求有关 晚于（包括）通过 -r 选项指定的 delta 版或由 -c 选项给定的日期的所有

delta 版的信息。

-c cutoff 以下格式的截止日期和时间

YY[MM[DD[HH[MM[SS]]]]]

日期和时间中省略的单位缺省为最大的可能值。因此， -c7502 等效于

-c750228235959。可以使用一个或多个非数值字符来分隔截止日期的各个 2 位数部

分（如 -c77/2/2 9:22:25）。

对于 2 位年份输入 (YY)，将进行以下解释： [70-99, 00-69 (1970-1999, 2000-2069)].

-a 请求输出删除的（即 delta 版类型 = R ；请参阅 rmdel(1)）和现有的（即delta版类型

= D）的delta版的信息。如果未指定 -a 选项，则仅提供现有 delta 版的信息。

如果未给定选项字母（或者仅给定 -a），则 prs 将使用缺省的 dataspec 和 -e 选项输出文件名。这将生成有

关所有 delta 版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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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关键字
数据关键字指定将检索和输出 SCCS 文件的哪些部分。 SCCS 文件（请参阅 sccsfile(4)）的所有部分均有关联的

数据关键字。对于数据关键字可以在 dataspec 中出现的次数不存在限制。

由 prs 输出的信息包括： (1) 用户提供的文本； (2) 用于替换可识别数据关键字的适当值（从 SCCS 文件中提

取），这些值按它们在 dataspec 中出现的顺序排列。数据关键字的格式是 “简单” (S) （关键字替换是直接

的）或“多行” (M)（关键字替换后接有回车）。

用户提供的文本是可识别数据关键字之外的任何文本。可以按如下方式使用转义符：

反斜杠 \\ 换页符 \f

退格 \b 换行符 \n

回车 \r 单引号 \’

冒号 \: 制表符 \t

缺省的 dataspec 是：

":Dt:\t:DL:\nMRs:\n:MR:COMMENTS:\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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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CS 文件数据关键字

文件

关键字 数据项 部分 值 Fmt

:Dt: delta 版信息 delta 版表 *请参阅下文 S

:DL: delta 版行统计信息 " :Li:/:Ld:/:Lu: S

:Li: delta 版插入的行 " nnnnn S

:Ld: delta 版删除的行 " nnnnn S

:Lu: delta 版未更改的行 " nnnnn S

:DT: delta 版类型 " D 或 R S

:I: SCCS ID 字符串 (SID) " :R:.:L:.:B:.:S: S

:R: 发行版号 " nnnn S

:L: 级别号 " nnnn S

:B: 分支号 " nnnn S

:S: 序列号 " nnnn S

:D: 创建 delta 版的日期 " :Dy:/:Dm:/:Dd: S

:Dy: 创建 delta 版的年份 " nn S

:Dm: 创建 delta 版的月份 " nn S

:Dd: 创建 delta 版的日期 " nn S

:T: 创建 delta 版的时间 " :Th:::Tm:::Ts: S

:Th: 创建 delta 版的小时 " nn S

:Tm: 创建 delta 版的分钟 " nn S

:Ts: 创建 delta 版的秒钟 " nn S

:P: 创建 delta 版的编程人员 " 登录名 S

:DS: delta 版序列号 " nnnn S

:DP: 先前 delta 版序列号 " nnnn S

:DI: 包括、排除、忽略的 delta 版的序列号 " :Dn:/:Dx:/:Dg: S

:Dn: 包括的 delta 版（序列号） " :DS: :DS:... S

:Dx: 排除的 delta 版（序列号） " :DS: :DS:... S

:Dg: 忽略的 delta 版（序列号） " :DS: :DS:... S

:MR: delta 版的 MR 号 " 文本 M

:C: delta 版的注释 " 文本 M

:UN: 用户名 用户名 文本 M

:FL: 标志列表 标志 文本 M

:Y: 模块类型标志 " 文本 S

:MF: MR 验证标志 " yes 或者 no S

:MP: MR 验证程序名称 " 文本 S

:KF: 关键字错误/警告标志 " yes 或者 no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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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V: 关键字验证字符串 " 文本 S

:BF: 分支标志 " yes 或者 no S

:J: 连接编辑标志 " yes 或者 no S

:LK: 锁定的发布版 " :R:... S

:Q: 用户定义的关键字 " 文本 S

:M: 模块名称 " 文本 S

:FB: 下限边界 " :R: S

:CB: 上限边界 " :R: S

:Ds: 缺省 SID " :I: S

:ND: 空 delta 版标志 " yes 或者 no S

:FD: 文件描述文本 注释 文本 M

:BD: 正文 正文 文本 M

:GB: 获取的正文 " 文本 M

:W: what(1) 字符串的一种形式 N/A :Z::M:\t:I: S

:A: what(1) 字符串的一种形式 N/A :Z::Y: :M: :I::Z: S

:Z: what(1) 字符串定界符 N/A @(#) S

:F: SCCS 文件名 N/A 文本 S

:PN: SCCS 文件路径名 N/A 文本 S

* :Dt: = :DT: :I: :D: :T: :P: :DS: :DP:

如果未给定选项字母（或者仅给定 -a），则 prs 将使用缺省的 dataspec 和 -e 选项输出文件名；因此将生成

有关所有 delta 版的信息。

外部语言环境影响
环境变量

LC_CTYPE 确定将数据规范解释为单字节和（或）多字节字符的方法。

LC_MESSAGES 用于确定显示消息的语言。

如果未在环境中指定 LC_CTYPE 或 LC_MESSAGES，或者将其设置为空字符串，则 LANG 的值将用作每个未指

定变量或空变量的缺省值。如果 LANG 未指定或设置为空字符串，则将使用缺省的“C”而不是 LANG （请参

阅 lang(5)）。如果任一国际化变量中包含无效设置， prs 会假定所有国际化变量都缺省为“C”。请参阅

environ(5)。

国际代码集支持
支持单字节字符代码集和多字节字符代码集。

诊断信息
可使用 sccshelp(1) 获得进一步说明。

举例
条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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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s -d"Users and/or user IDs for :F: are :\n:UN:" s.file

可能在标准输出上生成：

Users and/or user IDs for s.file are:

xyz

131

abc

条目

prs -d"Newest delta for pgm :M:: :I: Created :D: By :P:" -r s.file

可能在标准输出上生成：

Newest delta for pgm main.c: 3.7 Created 77/12/1 By cas

作为一种特殊情况（没有给定选择或输出规范）

prs s.file

可能在标准输出上生成：

D 1.1 77/12/1 00:00:00 cas 1 000000/00000/00000

MRs:

bl78-12345

bl79-54321

COMMENTS:

this is the comment line for s.file initial delta

（对于“D”类型的每个 delta 版表条目）。唯一可以与特殊情况一起使用的选项是 -a 选项。

文件
/tmp/pr?????

另请参阅
admin(1)、 delta(1)、 get(1)、 sccshelp(1)、 sccsfile(4)。

符合的标准
prs：SVID2、SVID3、XPG2、XPG3、XPG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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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ps - 报告进程状态

概要
ps [-adeflPzx] [-g grplist] [-p proclist] [-R prmgrplist] [-t termlist] [-u uidlist]

[-Z pset_list]

XPG4 概要
ps [-aAcdefHjlPzx] [-C cmdlist] [-g grplist] [-G gidlist] [-n namelist] [-o format]

[-p proclist] [-R prmgrplist] [-s sidlist] [-t termlist] [-u uidlist] [-U uidlist] [-Z pset_list]

说明
ps 输出有关所选进程的信息。使用选项指定选择哪些进程以及要输出有关它们的哪些信息。

进程选择选项
使用下列选项选择应该选择的进程。

注释：如果同时在缺省（标准 HP-UX）环境和 XPG4 环境中使用某个选项，则此处提供的说明记录缺省行为。

有关 XPG4 行为的其他信息，请参考外部语言环境影响下的 UNIX95 变量。

(none) 选择与当前终端关联的那些进程。

-A （仅适用于 XPG4）选择所有进程（-e 的同义词）。

-a 选择除进程组创建者和不与终端关联的进程之外的所有进程。

-C cmdlist （仅适用于 XPG4）选择使用 cmdlist 中所指定的基名执行命令的进程（请参阅 “外

部语言环境影响”下的 UNIX95）。

-d 选择除进程组创建者之外的所有进程。

-e 选择所有进程。

-g grplist 选择在 grplist 中指定其进程组创建者的进程。

-G gidlist （仅适用于 XPG4）选择在 gidlist 中指定其实际组 ID 号或组名称的进程。

-n namelist （仅适用于 XPG4）将忽略该选项；允许它存在是为了符合标准。

-p proclist 选择在 proclist 中指定其进程 ID 号的进程。

-R prmgrplist 选择属于在 prmgrplist 中指定其名称或 ID 号的 PRM 进程资源组的进程。请参阅 相

关性。

-s sidlist （仅适用于 XPG4）选择在 sidlist 中指定其会话发起者的进程（-g 的同义词）。

-t termlist 选择与在 termlist 中指定的终端关联的进程。可以用下列两种形式之一指定终端标识

符：设备的文件名（如 tty04）；或者，如果设备的文件名以 tty 开头，则仅使用它

的其余部分（如 04）。如果设备的文件位于除 /dev 或 /dev/pty 之外的目录中，

则终端标识符必须包括 /dev 下包含设备文件的目录的名称（如 pts/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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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uidlist 选择在 uidlist 中指定其有效用户 ID 号或登录名的进程。

-U uidlist （仅适用于 XPG4）选择在 uidlist 中指定其实际用户 ID 号或登录名的进程。

-Z pset_list 选择在 pset_list 中指定其处理器集 ID 的进程。仅当内核支持处理器集功能时，才支持

该选项。

如果指定了 -a、 -A、 -d 或 -e 选项中的任一选项，则将忽略 -C、 -g、 -G、 -p、 -R、 -t、 -u、 -Z

和 -U 选项。

如果指定了 -a、 -A、 -d 和 -e 中的多个，则限制性最小的选项有效。

如果指定了 -C、 -g、 -G、 -p、 -R、 -t、 -u、 -Z 和 -U 选项中的多个，则当进程与指定的任一选项匹配

时，将选择这些进程。

可以用下列两种形式之一指定用作 -C、 -g、 -G、 -p、 -R、 -t、 -u、 -Z 和 -U 选项的参数的列表：

• 彼此由逗号分隔的标识符的列表。

• 括在引号 (") 中且彼此由逗号和（或）一个或多个空格分隔的标识符的列表。

输出格式选项
使用下列选项可控制在输出列表中包括哪些数据列。这些选项是累加的。

(none) 缺省列为： pid、 tty、 time 和 comm （按照该顺序）。

-f 显示列 user、 pid、 ppid、 cpu、 stime、 tty、 time 和 args （按照该顺

序）。

-l 显示列 flags、 state、 uid、 pid、 ppid、 cpu、 intpri、 nice、 addr、

sz、 wchan、 tty、 time 和 comm （按照该顺序）。

-fl 显示列 flags、 state、 user、 pid、 ppid、 cpu、 intpri、 nice、 addr、

sz、 wchan、 stime、 tty、 time 和 args （按照该顺序）。

-c （仅适用于 XPG4）删除列 cpu 和 nice ；将列 intpri 替换为列 cls 和 pri。

-j （仅适用于 XPG4）在列 ppid （或者，如果未显示 ppid，则为 pid）之后添加列

pgid 和 sid。

-z 在列 prmgrp / prmid 之前添加列 pset。如果 prmgrp 和 prmid 不存在，则在列

pid 之前添加列 pset （请注意， ps(1) 将运行所有内核守护程序的内核处理器集 id

显示为 KERN）。

仅当内核支持处理器集功能时，才支持 -z 选项。

-P 紧邻列 pid 之前添加列 prmid （对于 -l）或 prmgrp （对于 -f 或 -fl）。请参

阅相关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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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format （仅适用于 XPG4） format 是按它们应该被显示的顺序显示的列的逗号分隔或空格分

隔列表（有效的列名在下面列出）。列名也可以后跟等号 (=) 和用作该列标题的字符串

（等号后面的任何逗号或空格都将被认为是列标题的一部分；如果需要更多列，则必须

使用其他 -o 选项指定它们）。列宽将采用要显示的数据的宽度和列标题的宽度中的较

大者。如果为每个标题指定了空白列标题，则将不输出标题行。该选项将覆盖选项

-c、 -f、 -j、 -l、 -z 和 -P ；如果指定了它们，则会将其忽略。

-H （仅适用于 XPG4）显示进程层次结构。每个进程都在其父进程下显示，该进程的

args 或 comm 列的内容从其父进程的内容处缩进。请注意，该选项大量占用内存和

速度（请参阅“外部语言环境影响”下的 UNIX95）。

-x 以扩展格式显示命令行。

列名及其含义如下所示。除非另有说明，每列的缺省标题为列名的大写形式。

addr 如果驻留，则为进程的内存地址；否则为磁盘地址。

args 在创建进程时指定的命令行。该列应该是指定的最后一列（如果需要它）。内核仅保存

命令行的子集；因为命令行的大部分将在可用时显示。该列中的输出可能包含空格。如

果指定了 -o，则该列的缺省标题为 COMMAND ；否则为 CMD。

cls 进程调度类，请参阅 rtsched(1)。

comm 命令名称。该列中的输出可能包含空格。如果指定了 -o，则该列的缺省标题为 COM-

MAND ；否则为 CMD。

cpu 用于调度的处理器利用率。该列的缺省标题为 C。

etime 进程的所用时间。该列的缺省标题为 ELAPSED。

flags 与进程关联的标志（八进制，而且是加性的）：

0 已交换

1 在核心中

2 系统进程

4 在核心中锁定（例如，对于物理 I/O）

10 被另一个进程跟踪

20 其他跟踪标志

该列的缺省标题为 F。

intpri 进程由内核在内部存储它时的优先级。提供该列是为了向后兼容，不鼓励使用它。

gid 有效进程所有者的组 ID 号。

group 有效进程所有者的组名称。

nice Nice 值；在优先级计算中使用（请参阅 nice(1)）。该列的缺省标题为 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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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cpu 该进程在最后一个调用时间间隔中使用的 CPU 时间百分比。该列的缺省标题为

%CPU。

pgid 该进程所属的进程组的进程组 ID 号。

pid 进程的进程 ID 号。

ppid 父进程的进程 ID 号。

pri 进程的优先级。该值的含义取决于进程调度类；请参阅上面的 cls 以及 rtsched(1)。

prmid PRM 进程资源组的 ID 号。

prmgrp PRM 进程资源组的名称。

rgid 实际进程所有者的组 ID 号。

rgroup 实际进程所有者的组名称。

ruid 实际进程所有者的用户 ID 号。

pset 运行该进程的处理器集 ID。

ruser 实际进程所有者的登录名。

sid 该进程所属会话的会话 ID 号。

state 进程的状态：

0 不存在

S 正在休眠

W 正在等待

R 正在运行

I 中间体

Z 已终止

T 已停止

X 正在增长

该列的缺省标题为 S。

stime 进程的起始时间。如果所用时间超过 24 小时，则改为显示起始日期。

sz 进程的核心映像的大小（以物理页为单位），包括文本、数据和堆栈空间。物理页大小

由头文件 <unistd.h> 中的 _SC_PAGE_SIZE 定义（请参阅 sysconf (2) 和

unistd(5)）。

time 进程的累积执行时间。

tty 进程的控制终端。如果指定了 -o，则该列的缺省标题为 TT ；否则为 T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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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id 有效进程所有者的用户 ID 号。

user 有效进程所有者的登录名。

vsz 进程的核心映像的大小，以千字节（即 1024 字节）为单位。请参阅上面的列 sz。

wchan 进程正在为其等待或休眠的事件；如果没有这样的事件，则显示连字符 (-)。

注释
ps 输出在创建进程时指定的命令名称和参数。如果进程在运行时更改其参数（通过写入其 argv 数组），则 ps

不显示这些更改。

已经退出且具有父级（但是尚未由父级等待）的进程将被标记为 <defunct> （请参阅 exit(2) 中的 “死进

程”）。

在 stime 列中输出且在计算 etime 列的值时使用的时间是派生进程的时间，而不是 exec() 修改该进程的

时间。

为了使 ps 输出更安全地显示且更易于阅读， comm 和 args 列中的所有控制字符都将按通常的控制字符格式

ˆx 显示为“可见”等效项。

COMMAND 字段的缺省长度将为 128 （包括空结束符）。通过在 /etc/default/ps 文件中设置

DEFAULT_CMD_LINE_WIDTH=value，可以对此进行配置。 DEFAULT_CMD_LINE_WIDTH 的值应该介于 64

和 1020 之间。但是，当显示 comm 列时，除非定义了 PS_CMD_BASENAME 变量，否则 COMMAND 字段的长度

将为 14。

外部语言环境影响
环境变量

UNIX95 指定将 XPG4 行为用于该命令。对 XPG4 的更改包括对上面指定的整个选项集的支持，并包括下列行

为更改：

• TIME 列格式已从 mmmm:ss 更改为 [dd-]hh:mm:ss。

• 当缺省情况下包括 comm、 args、 user 和 prmgrp 字段，或者使用 -f 或 -l 标志时，那些字

段的列标题将分别更改为 CMD、 CMD、 USER 和 PRMGRP。

• -a、 -d 和 -g 将基于会话而不是进程组来选择进程。

• 由 -f 或 -l 显示的 uid 或用户列将显示有效用户而不是实际用户。

• -u 选项将基于有效 UID 而不是实际 UID 来选择用户。

• 将启用 -C 和 -H 选项。这些选项不是 XPG4 标准的一部分。

LC_TIME 用于确定日期和时间字符串的格式和内容。如果不指定它，或者其值为空，则会缺省为的值 LANG。

如果不指定 LANG，或者其值为空，则会缺省为 C （请参阅 lang(5)）。

如果任一国际化变量包含无效设置，则所有国际化变量将缺省为 C （请参阅 environ(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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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定义了 PS_CMD_BASENAME，则将显示 args 的基名，而不显示 comm 的基名。

国际代码集支持
支持单字节字符代码集。

举例
生成当前在计算机上运行的所有进程的完整列表：

ps -ef

要查看某个进程（如 cron 时钟守护程序）是否存在于计算机上，请检查命令名称 cron 的最右列或者尝试

ps -f -C cron

警告
当 ps 正在运行时，可能会发生改变；它提供的图片仅仅是即时快照。为死进程输出的某些数据是不相关的。

如果终端的两个专用文件位于同一选择代码上，则可以使用任一名称报告该终端。用户可以使用任一名称选择该

终端的进程。

ps 的用户不能依赖其输出的精确字段宽度和间距，因为它们将随系统、HP-UX 版本和要显示的数据的不同而

不同。

将非标准选项与标准选项混合使用时，行为可能是非标准的。

相关内容
HP Process Resource Manager

-P 和 -R 选项要求安装和配置可选的 HP Process Resource Manager (PRM) 软件。有关如何配置 HP PRM

的说明，请参阅 prmconfig(1) ；有关“进程资源组”的定义，请参阅 prmconf (4)。

如果未安装和配置 HP PRM，但指定了 -P 或 -R，则将显示一条警告消息，而且（对于 -P）在 prmid 和

prmgrp 列中显示连字符 (-)。

文件
/dev 终端设备文件的目录

/etc/passwd 用户 ID 信息

/var/adm/ps_data 内部数据结构

/etc/default/ps 保存缺省的 COMMAND 长度

另请参阅
kill(1)、 nice(1)、 acctcom(1M)、 exec(2)、 exit(2)、 fork(2)、 sysconf(2)、 unistd(5)。

HP Process Resource Manager： 《HP Process Resource Manager User’s Guide》中的 prmconfig(1) 和

prmconf(4)。

符合的标准
ps：SVID2、XPG2、XPG3、XPG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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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pstack - 为每个进程和核心文件中的各个 LWP 输出堆栈跟踪信息

概要
pstack [-h] [pid[:execpath]]|[corepath]

说明
pstack 为每个进程和核心文件中的各个 LWP（轻量级进程）输出堆栈跟踪信息（十六进制值+符号）。

如果提供正在运行的进程的 pid 或核心文件的完整路径，则 pstack 可以为进程中的各个 LWP 线程输出堆栈

跟踪信息。为了获取符号信息， pstack 需要在当前目录 $PATH、 $LD_LIBRARY_PATH 和 $SHLIB_PATH

下搜索加载模块（可执行文件和共享库）。用户可以通过 pid/corepath （用冒号 (:) 字符分隔）来指定可执行文

件的路径。如果 pstack 无法找到某个加载模块，则不会显示该模块中的框架的符号信息。

pstack 通过附加到运行中的进程并读取其寄存器、内存和堆栈的方式来运行。如果可执行文件与 corefile 不匹

配，则可能会引发无法预知的行为。

选项
pstack 支持以下选项：

-h 输出用法菜单。

操作数
pstack 支持以下操作数：

pid[:execpath]|corepath pid 标识正在运行的进程，其中可选的 execpath 为可执行文件的完整路

径。

corepath 为所指定的可执行文件的完整路径名。

返回值
pstack 可返回以下值：

0 成功完成。

n!=0 失败。出现错误。

另请参阅
ldd(1)、 pld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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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ptx - 轮排索引

概要
ptx [ options ] [ input [ output ] ]

说明
ptx 生成文件 output ，该文件可以用文本格式化程序处理，以生成文件 input 的轮排索引（缺省情况下为标准

输入和输出）。它包括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执行轮排，为输入行中的每个关键字生成一行。关键字将轮排到前

端。然后将轮排的文件排序（请参阅 sort(1) 和下面的“环境变量”）。最后，轮排排序的行，使得关键字位于

每一行的中间位置。 ptx 输出的格式如下：

.xx "尾部" "关键字之前" "关键字及之后" "头部"

其中 .xx 假定为由用户或 mptx 宏软件包提供的 nroff 或 troff 宏（请参阅下面的 注释 ）。 before key-

word 和 keyword and after 字段在输出时在关键字周围合并行中尽可能多的内容。 tail 和 head （至少其中之

一始终是空字符串）是换行的片断，它们小得足以放入行另一端未使用的空白。

可应用的选项如下：

-f 折叠大写和小写字母以进行排序。

-t 使用 100 的行长度为照相排字机准备输出。

-w n 使用下一个参数 n 作为输出行的长度。 nroff 的缺省行长度是 72， troff 的缺省行长

度是 100。

-g n 使用下一个参数 n 作为 ptx 将在计算最终输出行的四个部分之间的每个间隔时保留的字

符数。缺省间隔为 3。

-o only 仅使用仅限文件中给定的单词作为关键字。

-i ignore 不使用 ignore 文件中的任何单词作为关键字。如果缺省 -i 和 -o 选项，请使用

/usr/lib/eign 作为 ignore 文件。

-b break 使用 break 文件中的字符来分隔单词。制表符、换行符和空格字符始终用作分隔符。在缺

少该选项时，标点符号当作单词的一部分进行处理。

-r 将每个输入行的任意前导非空白字符当作与行的文本分离的引用标识符（对页或章节的引

用）。将该标识符作为第 5 个字段附加到每一输出行上。

外部语言环境影响
环境变量

LC_COLLATE 确定输出的排序顺序。

LC_CTYPE 确定缺省的分隔符。

如果未在环境中指定 LC_COLLATE 或 LC_CTYPE ，或者将其设置为空字符串，则会将 LANG 的值用作每个未

指定变量或空变量的缺省值。如果不指定 LANG 或将其设置为空字符串，则会使用缺省的“C”（请参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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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ng(5)）而非 LANG。如果任一国际化变量包含无效设置，则 ptx 就会认为所有国际化变量都设置为“C”

（请参阅 environ(5)）。

国际代码集支持
支持单字节字符代码集。

警告
行长度计数不计入叠印或均匀间距。

由于 ptx 在内部使用波浪符 (˜)，因此将损坏包含波浪符的行。

文件
/usr/lib/eign

/usr/bin/sort

/usr/share/lib/tmac/tmac.ptx

注意
mptx 宏软件包不作为 HP-UX 操作系统的一部分提供。它是 Documenters Work Bench (DWB) 软件包的一部

分，最初由 AT&T 开发，已经由美国加州 Mountain View 市的 Elan Computer Group, Inc. 以及其他第三方功

能键提供商端接到 HP 9000 系统。

使用 ptx 生成的轮排索引通常采用 4 列的格式，有些用户喜欢这种格式，而有些用户却很不喜欢。本手册中提

供的两列格式索引通过处理隐藏在每个手册条目文件末尾处作为注释的索引条目来创建。

另请参阅
nroff(1)、 mm(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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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pwd - 工作目录名

概要
pwd

说明
pwd 用于输出工作（当前）目录的路径名。

外部语言环境影响
环境变量

LC_MESSAGES 用于确定显示消息的语言。

如果在环境中未指定 LC_MESSAGES 或将其设置为空字符串，则 LANG 的值会用作每个未指定变量或空变量的

缺省值。如果不指定 LANG 或将其设置为空字符串，则会使用缺省值“C”（请参阅 lang(5)）而非 LANG。

如果任一国际化变量包含无效设置，则 pwd 就会认为所有国际化变量都设置为“C”。请参阅 environ(5)。

国际代码集支持
支持单字节字符代码集和多字节字符代码集。

诊断信息
Cannot open ..

Read error in ..

可能是文件系统问题；请联系系统管理员。

pwd: cannot access parent directories

当前目录已被删除（通常由不同的进程删除）。请使用 cd 命令移到有效的目录（请参阅 cd(1)）。

举例
该命令可列出当前工作目录的路径。如果您的主目录是 /mnt/staff ，而命令 cd camp/nevada 是在该主

目录下执行的，则输入 pwd 会输出以下结果：

/mnt/staff/camp/nevada

作者
pwd 由 AT&T 和 HP 联合开发。

另请参阅
cd(1)、csh(1)、sh-posix(1)、sh(1)。

符合的标准
pwd：SVID2、SVID3、XPG2、XPG3、XPG4、POSIX.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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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pwget、grget - 获取口令和组信息

概要
pwget [-n name -u uid ]

grget [-n name -g gid ]

说明
pwget 和 grget 用于从 /etc/passwd 和 /etc/group 中查找和显示信息。

pwget 的标准输出中包含由冒号分隔的口令信息行，其格式与 /etc/passwd 文件（参阅 passwd(4)）中使用

的格式相同。

grget 的标准输出中包含由冒号分隔的组信息行，其格式与 /etc/group 文件（参阅 group(4)）中使用的格

式相同。

如果不使用任何选项， pwget 和 grget 将分别使用 getpwent() 或 getgrent() 获得所有条目，（请参

阅 getpwent(3C) 和 getgrent(3C)），并为找到的每个条目输出一行。

选项
当指定选项时，将只输出单个条目。

pwget 有下列选项：

-n name 使用 getpwnam() （参阅 getpwent(3C)）输出与 name 匹配的第一个条目。

-u uid 使用 getpwuid() （参阅 getpwent(3C)）输出与 uid 匹配的第一个条目。

grget 有下列选项：

-n name 使用 getgrnam() （参阅 getgrent(3C)）输出与 name 匹配的第一个条目。

-g gid 使用 getgrgid() （参阅 getgrent(3C)）输出与 gid 匹配的第一个条目。

网络功能
NFS

如果正在使用网络信息系统 (NIS) ，那么除了本地口令和组文件之外，这些命令还会根据 NIS 版本的口令和组数据库提

供口令和组信息。

返回值
这些命令在成功时返回 0 ，当特定搜索失败时返回 1 ，发生错误时返回 2。

相关内容
NFS：

警告：如果正在使用网络信息系统网络数据库，并且 NIS 客户端守护程序 (ypbind) 没有绑定至 NIS 服务器守护

程序（请参阅 ypserv(1M)），那么这些实用程序将等待直至建立这种绑定。在这种情况下，通过发送 SIGINT

信号至进程，可以终止这些命令（请参阅 kill(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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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参阅 ypmatch(1) 和 ypserv(1M)。

作者
pwget 和 grget 由 HP 开发。

文件
/etc/group 本地组数据文件

/etc/passwd 本地口令数据文件

另请参阅
getgrent(3C)、 getpwent(3C)、 group(4)、 passwd(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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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quota - 显示磁盘利用率与限制

概要
quota [-v] [user ... ]

说明
quota 命令用于为一个或多个 user 显示磁盘利用率与限制。如果不带 -v 选项，则仅在利用率超过限制时显示

信息。

user 表示用户名或数字形式的 UID。缺省为登录用户名。

只有具备相应特权的用户可以查看其它用户的限制。

选项
quota 命令可识别下列选项：

-v 无论是否超过限制，都显示统计信息。请注意，如果未设置配额，就不会有任何利用率

统计信息存在。

外部语言环境影响
环境变量

LC_MESSAGES 用于确定显示消息的语言。

如果未在环境中指定 LC_MESSAGES 或将其设置为空字符串，则 LANG 的值会用作每个未指定变量或空变量的

缺省值。如果不指定 LANG 或将其设置为空字符串，则会使用缺省值“C”（请参阅 lang(5)）而非 LANG。

如果任一国际化变量中包含无效设置，则 quota 就会认为所有国际化变量都设置为“C”。请参阅

environ(5)。

国际代码集支持
支持单字节字符代码集和多字节字符代码集。

作者
磁盘 Quota 由 HP、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 Sun Microsystems, Inc. 联合开发。

文件
directory/quotas 文件系统的配额统计信息静态存储位置，其中 directory 是文件系统的根，如为 mount

命令指定的（请参阅 mount(1M)）。

/etc/mnttab 当前已挂接的文件系统的列表

另请参阅
quota(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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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ranlib - 重新生成归档符号表

概要
ranlib archive ...

说明
ranlib 用于重新生成指定归档的符号表。它等同于对每个归档执行 ar qs archive。使用了 ar 的 z 修饰

符之后，必须在使用归档的符号表之前重新生成其符号表。

外部语言环境影响
环境变量

下列国际化变量会影响 ranlib 的执行：

LANG 当未提供 LC_ALL 和其他 LC_* 环境变量时，确定本国语言、本地惯例和编码字符集的语言环境类

别。如果不指定 LANG 或将其设置为空字符串，则会使用缺省值 C （请参阅 lang(5)）而非 LANG。

LC_ALL

确定所有语言环境类别的值，其优先级高于 LANG 和其他 LC_* 环境变量。

LC_CTYPE

确定字符处理功能的语言环境类别。

LC_MESSAGES

确定语言环境，用于影响写入标准错误中的诊断消息的格式与内容。

LC_NUMERIC

确定数字格式化时所用的语言环境类别。

LC_TIME

确定日期和时间格式化时的格式和内容。

NLSPATH

为 LC_MESSAGES 的处理确定消息目录的位置。

如果任一国际化变量包含无效设置，则 ranlib 就会认为所有国际化变量都设置为 C。请参阅 environ(5)。

此外，下列环境变量也会影响 ranlib ：

TMPDIR

为临时文件指定一个目录（请参阅 tmpnam(3S)）。

另请参阅
系统工具：

ar(1) 创建归档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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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命令：
ar(4) 归档文件格式

strip(1) 从对象文件删除符号和行编号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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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rcp - 远程文件复制

概要
复制单个文件

rcp [-p] [-S size ] [-R size ] source_file1 dest_file

复制多个文件
rcp [-p] [-S size ] [-R size ] source_file1 [source_file2]... dest_dir

复制一个或多个目录子树
rcp [-p] [-S size ] [-R size ] -r source_dir1 [source_dir2]... dest_dir

复制文件和目录子树
rcp [-p] [-S size ] [-R size ] -r file_or_dir1 [file_or_dir2]... dest_dir

在 Kerberos V5 Network Authentication 环境中
复制单个文件

rcp [-k realm ] [-P] [-p] [-S size ] [-R size ] source_file1 dest_file

复制多个文件
rcp [-k realm ] [-P] [-p] [-S size ] [-R size ] source_file1 [source_file2]... dest_dir

复制一个或多个目录子树
rcp [-k realm ] [-P] [-p] [-S size ] [-R size ] -r source_dir1 [source_dir2]... dest_dir

复制文件和目录子树
rcp [-k realm ] [-P] [-p] [-S size ] [-R size ] -r file_or_dir1 [file_or_dir2]... dest_dir

说明
rcp 命令将文件、目录子树或文件和目录子树的组合从一个或多个系统复制到另一个系统。在许多方面，它与

cp 命令类似（请参阅 cp(1)）。

要使用 rcp，必须拥有对所复制文件的读取访问权，以及对目录路径中所有目录的读取和搜索（执行）权限。请

注意，对于第三方传输有特殊的要求，这在下面的 Third-Party Transfers 部分中介绍。

在 Kerberos V5 Network Authentication 环境中， rcp 在初始化与远程主机的连接时使用 Kerberos V5 协

议。授权机制取决于远程主机上用于调用 remshd 的命令行选项（即 -K、-R、-r 或 -k）。Kerberos身份验

证和授权规则在“安全 Internet 服务”联机帮助页 sis(5) 中进行介绍。

虽然 Kerberos 身份验证和授权可能适用，在复制文件时 不得应用 Kerberos 机制。文件仍以明文形式通过网络

进行传输。

fallback 选项可以在 krb5.conf 文件的 appdefaults 部分进行设置。有关 appdefaults 部分的详细信息，

请参阅 krb5.conf (4) 联机帮助页。如果 fallback 设置为 True 而 kerberos 身份验证失败， rcp 将使用非安

全模式的身份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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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命令行选项会覆盖配置文件选项。

选项和参数
rcp 可识别下列选项和参数：

source_file, source_dir

该选项指定本地或远程计算机上要将其复制到指定目标的现有文件或目录的名称。源文

件和源目录名称可以按如下方式构建：

user_name@hostname:pathname/filename

或者

user_name@hostname:pathname/dirname

下面介绍文件名和目录名的组成部分。如果指定了多个现有文件和（或）目录子树（

source_file1、 source_file2 ... 等），则目标必须是目录。允许在本地和远程系统上使

用 Shell 文件扩展名。使用单个命令，即可将多个文件和目录子树从一个或多个系统中

复制到单个目标目录。

dest_file 该选项指定目标文件的名称。如果未指定主机名和路径名，则现有文件将复制到本地系

统上当前目录中名为 dest_file 的文件。如果 dest_file 已存在并且是可写的，则将覆盖

现有文件。目标文件名按照与源文件名相同的方式构建，例外的是在目标文件名中禁止

使用文件扩展名字符。

dest_dir 该选项指定目标目录的名称。如果未指定主机名和路径名，则现有文件将复制到本地系

统上当前目录中名为 dest_dir 的目录。如果 dest_dir 已存在于指定的目录路径（如果

未指定，则是当前目录）中，将在名为 dest_dir 的现有目录下创建名为 dest_dir 的新

目录。目标目录名按照与源目录子树名相同的方式构建，例外的是在目标目录名中禁止

使用文件扩展名字符。

如果 source_dir 包含多个要复制的文件，而不存在 dest_dir，并且使用了 -r 选项来

进行递归复制，则 rcp 将首先创建 dest_dir，然后将 source_dir 下的文件复制到

dest_dir。

file_or_dir 如果指定要复制的文件和目录的组合（显式或通过文件扩展名），则除非指定 -r 选

项，否则将只复制文件。如果存在 -r 选项，将复制其名称与指定 file_or_dir 名称匹

配的所有文件和目录子树。

-k realm 该选项仅适用于基于 Kerberos V5 的安全环境。它可用于在指定的 realm （而不是配

置文件 krb.realms 中指定的远程主机缺省领域）内的远程主机中获取凭证。

-P 该选项仅适用于基于 Kerberos V5 的安全环境。它将禁用 Kerberos 身份验证。如果远

程主机配置为防止非安全访问，则使用该选项会导致一般性错误。

krcmd: connect: hostname: Connection refu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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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remshd(1M) 中的诊断信息。

-p 该选项可用于保留（复制）源文件的修改时间和和模式（权限），而忽略 umask 文件

创建模式掩码的当前设置。如果指定该选项， rcp 仅在目标用户是超级用户时保留粘

着位。

如果未指定 -p 选项， rcp 将保留 dest_file 的模式和所有者（如果已存在）；否则，

rcp 将使用由目标主机上的 umask 修改的源文件的模式。目标文件的修改和访问时

间设置为进行复制的时间。

-S size 该选项设置套接字发送缓冲区的大小。

-R size 该选项设置套接字接收缓冲区的大小。

-r 该选项可用于递归地复制源目录名下的目录子树。如果要复制任何目录子树， rcp 会

递归地将指定源目录名下的每个子树复制到目录 dest_dir。如果将 source_dir 复制到

同名的现有目录， rcp 将在 dest_dir 内创建一个新目录 source_dir ，然后将

source_dir 下的子树复制到 dest_dir/source_dir。如果不存在 dest_dir ， rcp 将首

先创建该目录，然后将 source_dir 下的子树复制到 dest_dir，无论是否使用通配符

(source_dir/*) 进行复制，输出都将类似。

构建文件名和目录名
如上所示，文件名和目录名包含一个、两个或四个组成部分：

user_name 用于访问远程系统目录和文件的登录名。

hostname 目录和文件所在的远程系统的主机名。

pathname 绝对目录路径名或相对于用户 user_name 登录目录的目录路径名。

filename 源文件或目标文件的实际名称。源文件名可以使用文件扩展名。

dirname 源或目标目录子树的实际名称。源目录名可以使用文件扩展名。

每个 file 或 directory 参数是 hostname:path 形式或任何冒号 (:) 之前的本地文件名（带斜线 /）形式的远程文

件名。 hostname 可以是正式的主机名或别名（请参阅 hosts(4)）。如果 hostname 的形式是 ruser@rhost，则

将在远程主机上使用 ruser 而不是当前用户名。未指定的 path （即 hostname:）引用远程用户的登录目录。

如果 path 不以 / 开头，则将相对于 hostname 上的远程用户登录目录来解释该路径。远程 paths 中的 Shell

元字符可以用反斜杠 (\)、单引号 (’’) 或双引号 ("") 进行引用，以便在远程对其进行解释。

rcp 不提示输入口令。在非安全或传统环境中，将通过确定当前本地用户名或用 ruser 指定的任何用户名是否

存在于 rhost 上来检查用户授权。在 Kerberos V5 Network Authentication 或安全环境中，授权方法取决于

remshd 的命令行选项（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remshd(1M)）。在任一情况下，必须允许通过 remsh(1) 和

rcmd(3N) （对于 IPv6 系统是 rcmd_af (3N)）执行远程命令，而 remshd(1M) 必须是远程主机上的可执行文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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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方传输
如下第三方传输形式：

rcp ruser1@rhost1:path1 ruser2@rhost2:path2

作为以下形式执行：

remsh rhost1 -l ruser1 rcp path1 ruser2@rhost2:path2

因此，要成功实现这样的传输，必须允许 ruser1 从 rhost1 访问 rhost2 上的 ruser2 （请参阅

hosts.equiv(4)）。

包含 IPv6 地址的 rcp
要通过 IPv6 地址调用 rcp，必须将IPv6地址放在一对方括号（[ 和 ]）内，如下例所示。

rcp source user@[IPv6_address]:dest

如果未将 IPv6 地址放在方括号中，则出现的第一个冒号 (:) 会被视为 hostname 和 path 之间的分隔符。

警告
远程主机上 .cshrc 文件中的命令所生成的任何输出均会导致 rcp 例行程序出现混乱（请参阅 csh(1)）。

将一个文件复制到其自身，例如：

rcp path ‘hostname‘:path

可能会生成不一致的结果。当前 HP-UX 版本的 rcp 仅复制文件并覆盖其自身。但是， rcp 的某些实现（包

括某些早期的 HP-UX 实现）会损坏文件。此外，可能以多种方式引用同一个文件（例如通过硬链接、符号链接

或 NFS）。无法保证 rcp 将在所有情况下正确地复制文件并覆盖其自身。

基于 4.2BSD 版本的 rcp 实现（包括 HP-UX 7.0 之前的 rcp 实现）要求将远程用户指定为 rhost.ruser。如

果在第三方传输中指定的第一个远程主机（下例中的 rhost1）采用该早期语法，命令具有具有如下格式：

rcp ruser1@rhost1:path1 rhost2.ruser2:path2

（由于目标 rhost1 进行解释）。在将两个远程文件复制到指定远程用户的远程目标时，会遇到一个常见问题。

如果两个远程源系统 rhost1 和 rhost2 各自要求远程目标使用不同的格式，则命令：

rcp rhost1:path1 rhost2:path2 rhost3.ruser3:path3

必定会在其中一个源系统上失败。请使用两个不同的命令执行这样的传输。

通过 rcp 的现有实现，远程复制可能会导致下例所述的系统覆盖。

rcp -r path root@hostname: /

在上例中，如果以超级用户身份运行 rcp，无意中在冒号 (:) 和斜线 (/) 之间键入了一个空格， rcp 会将 path

和 root@hostname: （远程计算机的根目录）当作源。 rcp 始终会将最后一个参数当作目标进行解释。因

此，目标目录是本地计算机的根目录 (/)。 rcp 会首先将 path 的内容复制到根目录 (/)。然后，它将以

root@hostname 作为源再次复制到根目录 (/)。第二次复制会用远程系统的根目录 (/) 覆盖本地系统的根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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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诊断信息
诊断信息可以在本地和远程主机上发出。连接完全建立之前在本地主机上发出的诊断信息将写入标准错误。一旦

建立连接，远程主机中的任何错误消息就会像其他任何数据一样写入标准输出。

Error! could not retrieve authentication type.

Please notify sys admin.

rcp 使用两种身份验证机制。一种身份验证机制基于 Kerberos，而另一种机制而不是。身份验证机制

的类型从通过 inetsvcs_sec(1M) 更新的系统文件中获取。如果该系统文件不包含已知的身份验证类型，

则将显示以上错误。

作者
rcp 由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开发。

另请参阅
cp(1)、 ftp(1)、 remsh(1)、 remshd(1M)、 inetsvcs_sec(1M)、 rcmd(3N)、 rcmd_af(3N)、 hosts(4)、

hosts.equiv(4)、 krb5.conf(4)、 sis(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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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rcs - 更改 RCS 文件属性

概要
rcs [options] file ...

说明
rcs 新建 RCS 文件，或者更改现有文件的属性。 RCS 文件包含文本的多个修订版、访问列表、更改日志、说

明文本以及一些控制属性。要使 rcs 有效，用户的登录名必须在访问列表中，除访问列表为空，用户是文件的

所有者或超级用户，或者使用 -i 选项等情况以外。

命令的用户必须具有包含 RCS 文件的目录的读/写权限，以及具有 RCS 文件本身的读权限。 rcs 在 RCS 文件

的同一个目录中创建信号量文件，以禁止同时更新。对于更改， rcs 总是创建新的文件。在成功完成后， rcs

删除原有文件并重新命名新文件。该策略使对 RCS 文件的链接失效。

以 ,v 结尾的文件为 RCS 文件；所有其他的文件都是工作文件。如果已给出工作文件，则 rcs 首先尝试在

./RCS 目录中查找相应的 RCS 文件，然后再在当前目录中查找该文件，如同在 rcsintro(5) 中说明的那样。

选项
rcs 可识别下列选项：

-alogins 将以逗号分隔的 logins 列表中出现的登录名附加到 RCS 文件的访问列表中。

-Aoldfile 将 oldfile 的访问列表附加到 RCS 文件的访问列表。

-c "string" 将注释创建者设置为 string。在检出过程中，在由关键字 $Log$ 生成的每条日志消息

行之前输出注释创建者（请参阅 co(1)）。这对于没有多行注释的程序设计语言非常有

用。在 rcs -i 或初始 ci 的过程中，从工作文件的后缀猜测注释创建者。请注意，

在每行日志信息的开头插入注释创建者。注释创建者由文件名使用的后缀确定，例如

foo.c、 foo.sh 或 foo.p。请注意，您可以通过 rcs 命令来指定不同的注释创建

者。下表显示与每个文件名后缀关联的注释创建者：

后缀 文件 注释字符

c c  ’*’

C C 头 ’*’

sh shell ’#’

s 汇编语言 ’#’

p pascal ’*’

r ratfor ’#’

e efl ’#’

l lex ’*’

y yac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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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r yacc-rarfor ’*’

ye yacc-efl ’*’

ml mocklisp ’;’

mac 宏 ’;’

f fortran ’c’

ms ms-macros ’\’

me me-macros ’\’

"" 空后缀 ’#’

nil 未知后缀 ’""’

-e[logins] 将以逗号分隔的 logins 列表中出现的登录名从 RCS 文件的访问列表中清除。如果忽略

logins ，则清除整个访问列表。

-i 创建并初始化新的 RCS 文件，但不存放任何修订版。如果 RCS 文件没有路径前缀，

则 rcs 首先尝试将其放在子目录 ./RCS 中，然后再尝试放在当前目录中。如果 RCS

文件已存在，则输出错误消息。

-l[rev] 锁定编号为 rev 的修订版。如果指定分支，则将锁定该分支上的最新修订版。如果忽略

rev ，则锁定主干上的最新修订版。锁定可禁止重叠更改。使用 ci 或 rcs -u 来删

除锁定（如下所示）。

-L 将锁定设置为 strict。严格锁定意味着 RCS 文件的所有者不能免除检入锁定的限

制。该选项应该用于共享的文件。

-nname[:[rev] ]

使符号名称 name 与分支或修订版 rev 关联。如果 name 已与另一个编号关联，则

rcs 输出错误消息。如果忽略 rev ，则符号名称与主干上的最新修订版关联。如果忽

略 :rev，则删除符号名称。

-Nname[:[rev] ]

与 -n 相同，只是它覆盖 name 以前的分配。

-orange 删除（“废除”） range 指定的修订版。包括一个修订版编号的范围意味着该修订版。

包括分支编号的范围意味着在该分支上的最新修订版。 rev1-rev2 格式的范围意味着修

订版 rev1 到同一分支的修订版 rev2 ， -rev 意味着从包含 rev 的分支开始一直到（并

包含） rev，而 rev- 意味着从修订版 rev 到包含 rev 的分支的开头。过时的修订版可

以没有分支或锁。

-q 静态模式；不输出诊断信息。

-sstate[:rev] 将修订版 rev 的状态属性设置为 state。如果忽略 rev ，则假定主干上的最新修订版。

如果 rev 是分支编号，则假定该分支上的最新修订版。任何标识符对于 state 均可接

受。一组有用的状态为 Exp （针对实验）、 Stab （针对静态）以及 Rel （针对发

布）。缺省情况下， ci 将修订版的状态设置为 Exp。

HP-UX 11i Version 2: December 2007 Update − 2 −  Hewlett-Packard Company 235



rcs(1) rcs(1)

-t[txtfile] 将说明性文本写入到 RCS 文件（删除现有文本）。如果忽略 txtfile ，则 rcs 提示用

户从标准输入提供文本，并使用包含单个 . 的行或 Ctrl-D 。进行终止。否则，从

txtfile 文件中复制说明文本。如果提供 -i 选项，则即使未指定 -t ，也要求说明文

本。如果标准输入不是终端，则不会提示。

-u[rev] 解除对编号为 rev 的修订版的锁定。如果指定分支，则将解除对该分支上最新修订版的

锁定。如果忽略 rev ，则删除用户保留的最新锁定。通常情况下，只有修订版的锁定者

才能解锁。其他人解锁修订版会破坏锁定。这会导致向原始锁定者发送邮件消息。该消

息包含破坏者请求的注释。该注释使用包含单个 . 的行或 Ctrl-D 。进行终止

-U 将锁定设置为不严格。不严格锁定意味着文件的所有者不需要为检入锁定修订版。该选

项不应该用于共享的文件。缺省值（-L 或 -U）由系统管理员确定。

访问控制列表 (ACL)
不允许将可选的 ACL 条目添加到 RCS 文件，因为在更新文件时将删除这些条目。新文件得到的访问模式可能并

不是所需的模式。

诊断信息
将 RCS 文件名和过时的修订版写入到诊断输出。退出状态通常指的是所操作的最后 RCS 文件的状态。如果操作

成功，则退出状态值为 0；如果操作不成功，则退出状态值为 1。

举例
将名称 jane、 mary、 dave 和 jeff 添加到 RCS 文件的访问列表 vision,v 中：

rcs -ajane,mary,dave,jeff vision

对于文件 vision，将注释创建者设置为 tab* ：

rcs -c’tab*’ vision

使符号名称 sso/6_0 与文件 vision 的修订版 38.1 关联：

rcs -Nsso/6_0:38.1 vision

锁定文件 vision,v 的修订版 38.1 ，以便只允许锁定者才能检入（请参阅 ci(1)）该文件的下一修订版。该

命令可防止两个或两个以上人员同时修订版同一个文件以及意外地覆盖彼此的工作。

rcs -l38.1 vision,v

警告
所有 rcs 命令选项对于其姓名出现在文件访问列表中的任何人都可用，包括用于在访问列表中添加和删除姓名

的选项以及用于更改严格锁定的选项等等。如果必须限制这些选项，则应该采用其他安全方法。关于“访问控制

列表”，另请参阅前面的注释。

作者
rcs 由 Walter F. Tichy 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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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请参阅
ci(1)、 co(1)、 rcsdiff(1)、 rcsmerge(1)、 rlog(1)、 rcsfile(4)、 acl(5)、 rcsintro(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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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rcsdiff - 比较 RCS 文件的各个修订版

概要
rcsdiff [-bcefhn] [-rrev1 ] [-rrev2 ] file ...

说明
rcsdiff 比较每个指定 RCS文件的两个修订版，并生成与 diff 非常相似的输出结果（请参阅 diff (1)）。

以 ,v 结尾的文件名是 RCS 文件名，否则是工作文件名。 rcsdiff 从 RCS 文件名推导出工作文件名，反之亦

然，如 rcsintro(5) 中所述。也可以指定由 RCS和工作文件名组成的文件对。

rcsdiff 可识别下列选项：

-b 与 diff (1) 中所述相同；

-e 与 diff (1) 中所述相同；

-f 与 diff (1) 中所述相同；

-h 与 diff (1) 中所述相同；

-n 生成一个具有 RCS所用格式的编辑脚本。

-c[ n ]

生成有变化的内容行。缺省设置为显示 3 行内容。若要更改，可指定 n ；例如， -c10 指定 10

行内容。

-c 修改输出格式，使其与一般 diff (1) 的输出结果稍有不同。“内容”输出的开头是所涉及的文

件的标识及其创建日期，然后每一处更改都会由一行 * （星号）分隔。从 file1 删除的行用 -

（破折号）标记；添加到 file2 中的行用 + （加号）标记。从一个文件更改到其他文件的行在两

个文件中都用 ! （感叹号）标记。

如果 rev1 和 rev2 都被省略，则 rcsdiff 将比较主干上的最新修订版与相应工作文件的内容。这一情况可用于

确定自上次修订以来所做的更改。

如果指定了 rev1 ，但省略了 rev2 ，则 rcsdiff 将比较 RCS文件的 rev1 与相应工作文件的内容。

如果同时指定了 rev1 和 rev2 ，则 rcsdiff 将比较 RCS文件的 rev1 和 rev2。

可使用数字或符号来指定 rev1 和 rev2。

举例
比较 RCS文件 f.c,v 的最新主干修订版与工作文件 f.c 的内容：

rcsdiff f.c

比较 RCS文件 foo.c,v 的修订版 1.1 与 1.2：

rcsdiff -r1.1 -r1.2 fo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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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rcsdiff 由 Walter F. Tichy 开发。

另请参阅
ci(1)、 co(1)、 diff(1)、 ident(1)、 rcs(1)、 rcsmerge(1)、 rlog(1)、 rcsfile(4)、 rcsintro(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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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rcsmerge - 合并 RCS 的各个修订版

概要
rcsmerge -rrev1 [-rrev2] [-p] file

说明
rcsmerge 可将一个 RCS 文件的 rev1 和 rev2 之间的更改合并到相应的工作文件中。若给定 -p ，则结果会

输出到标准输出中，否则结果将覆盖工作文件。

以 ,v 结尾的文件名是 RCS 文件名，否则是工作文件名。 rcsmerge 从 RCS 文件名推导出工作文件名，反之

亦然，如 rcsintro(5) 中所述。也可以指定由 RCS 和工作文件名组成的文件对。

不能忽略 rev1。如果忽略 rev2 ，则采用主干上的最新修订版。可以用数字或符号来指定 rev1 和 rev2。

如果发生重叠， rcsmerge 则输出警告，并分隔重叠部分（如 co(1) 的 -j 选项的解释）。若要将改变合并到

检出的修订版，该命令是很有用的。

举例
假定您已发布了 f.c 2.8 修订版。再假定当您得到对 2.8 修订版的更新时，刚刚完成了 3.4 修订版。为将 2.8

修订版的更新与 2.8 版和 3.4 版之间的改变结合起来，可将更新放在 f.c 文件中并执行：

rcsmerge -p -r2.8 -r3.4 f.c >f.merged.c

然后检查 f.merged.c。或者，如果想将2.8修订版的更新保存在 RCS 文件中，可将这些更新以 2.8.1.1 修订

版检入，并执行 co -j ：

ci -r2.8.1.1 f.c

co -r3.4 -j2.8:2.8.1.1 f.c

另一个例子，以下命令将在 f.c 中您当前的检出版本中取消 2.4 修订版与 2.8 修订版之间的差别：

rcsmerge -r2.8 -r2.4 f.c

请注意参数的顺序， f.c 将被覆盖。

警告
rcsmerge 不适用于包含单点 (.) 行的文件。

作者
rcsmerge 由 Walter F. Tichy 开发。

另请参阅
co(1)、 ci(1)、 ident(1)、 merge(1)、 rcs(1)、 rcsdiff(1)、 rlog(1)、 rcsfile(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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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rdist - 远程文件分发程序

概要
rdist [ -bhinqvwyMR ] [ -f distfile ] [ -d var=value ] [ -m host ] [ label... ]

rdist [ -bhinqvwyMR ] -c name... [login@]host[:dest]

说明
rdist 用来维护多个主机上的相同文件副本。在可能的情况下，该命令将保留文件的所有者、组、模式及修改

时间，还可以更新正在执行的程序。

-f distfile 为 rdist 指定要执行的 distfile。 distfile 中包含一个条目序列，指定了要复制的文件、目标主机

和为了更新而执行的操作。 distfile 的格式会在稍后详细介绍。如果 distfile 指定为 -，则使用标

准输入。如果不指定 -f 选项，则程序会在本地主机的工作目录中先查找名为 distfile 的文

件，然后查找 Distfile 文件，将其用作输入。

-d var=value

将 var 定义为 value。 -d 选项用于在 distfile 中定义变量定义。 value 可以为一个空字符串、名

称或由制表符和（或）空格分隔且括在圆括号中的名称列表。但是，如果已在 distfile 中定义了指

定变量，则 -d 选项会失去作用（因为 distfile 将覆盖 -d 选项）。

-m host 限制要进行更新的计算机。可使用多个 -m 参数限制只对 distfile 中列出的主机子集进行更新。关

于主机格式的更多信息，请参考 destination_list 部分。

label 要执行的命令的标签。必须在 distfile 中定义此标签。

-c name... -c 选项强制 rdist 将剩余的参数解释为一个小的 distfile。等效的分发文件如下所示。

( name ... ) -> [login@]host

install [dest] ;

注意：在支持 IPv6 的系统中，要使用带有 IPv6 地址的 -c 选项，必须将 IPv6 地址放在方括号

（[ 和 ]）中。使用 -c 选项和 IPv6 地址的 rdist 调用示例如下所示：

rdist -c name user@[IPv6 address]:dest

如果未将 IPv6 地址放在方括号中，则出现的第一个冒号 (:) 会被视为 hostname 和 path 之间的

分隔符。

-n 输出命令但不执行。该选项可用于调试 distfile。

-q 静默模式。正在修改的文件通常会输出到标准输出中。 -q 选项可禁止输出。

-R 删除多余的文件。如果正在更新某一目录，则远程主机上不位于主目录中的任何文件都将被删除。

该选项可用于维护真正相同的目录副本。

-h 跟踪符号链接。复制链接指向的文件而不是链接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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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忽略未解析的链接。通常， rdist 会试图维护正在传输的文件的链接结构，并在无法找到所有链

接时警告用户。

-v 验证所有主机上的文件都是最新的。将显示任何过期的文件，但不会更改这些文件，也不会发送任

何邮件。

-w 完整模式。将整个文件名追加到目标目录名后。通常，对文件重命名时，只保留名称的最后组成部

分。在该模式下，将保留正被复制的文件的目录结构，而不是覆盖目录结构。例如，将文件列表

（例如 dir1/f1 和 dir2/f2）重命名到 dir3 ，则创建的文件将是 dir3/dir1/f1 和

dir3/dir2/f2 ，而不是 dir3/f1 和 dir3/f2。

-y 年轻模式。如果文件的 mtime 和 size （请参阅 stat(2)）不对应，通常会更新这些文件。 -y 选项

使 rdist 不会更新比主副本更新的文件。这样可以防止替换其他主机上的较新版本。对于比主副

本更新的文件，将输出警告消息。

-b 进行二进制比较。对文件进行二进制比较，而不是日期和大小的比较，若发现不同则更新文件。

-M 除了其他各种有效的比较之外，还检查文件的模式、所有权和组是否相同。此选项将使文件被替

换，但只更正目录问题，并输出警告消息。

rdist 使用的 distfile 中包含条目序列，这些条目指定了要复制的文件、目标主机和为了更新而执行的操作。每

一条目可以采用下列格式之一。

variable_name = name_list

[label:] source_list -> destination_list command_list

[label:] source_list :: time_stamp_file command_list

第一种格式用于定义变量。第二种格式用于将文件分发到其他主机。第三种格式用于生成本地主机上在给定日期

后更改的文件的列表（请参阅举例）。

variable_name

指定变量的名称。

name_list

由制表符和（或）空格分隔并括在括号内的名称列表（例如主机列表或文件列表）。

source_list

指定本地主机上将用作主副本（用于分发）的文件和（或）目录的列表。如果主机上正在更新的文件

已过期（第二种格式），或者 如果该文件比时间戳文件更新（第三种格式），则 source_list 中的每

个文件都将被添加到要更改的文件列表中。 source_list 可以包含一个名称，或由制表符和（或）空

格分隔并括在括号内的多个名称。

destination_list

指定将这些文件复制到的主机的列表。 destination_list 可以包含一个名称，或由制表符和（或）空

格分隔的括在括号内的多个名称。 destination_list 中的主机名也可以是 login@host. 格式。例如，

root@arpa。在这种情况下，用户 root 拥有在 arpa 上分发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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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me_stamp_file

指定给定的日期，以在本地主机上生成自该日期后被修改的文件的列表。

label: 标签是可选的。它们用于标识用于部分更新的命令。

command_list

指定要执行的命令的列表。

命令列表可不包含任何命令，也可包含多个下列格式的命令。

install [ options ] opt_dest_name;

notify name_list;

except name_list;

except_pat pattern_list;

special name_list string;

install 命令用于复制过期的文件和（或）目录。可将每个源文件复制到目标列表中的每一主机

上。目录以同样的递归方式进行复制。 opt_dest_name 是一个用于重命名文件的可选的参数。如果命

令列表中没有 install 任何命令或未指定目标名，则将使用 source_list。如果远程主机上不存在路

径名中的目录，则会创建这些目录。为了避免灾难，目标主机上的非空目录永远不会被常规文件或符

号链接所替代。但是，在 -R 选项下，如果在主机上完全不存在某一非空目录的相应文件名，则会删

除该目录。 options 有 -b、-h、-i、 -v、-w、-y、 -M 和 -R，并且与命令行中的相应选项具有

相同的语义，但它们只应用于指定的 source_list 中的文件。目标主机上使用的登录名与在本地主机

上的相同，除非目标名称的格式为“登录名@主机”。

notify 命令用于将已更新的文件列表（或者任何可能已经发生的错误）通过邮件发送到 name_list

中列出的名称中。如果名称中没有出现 @ ，则会将目标主机追加到名称中（例如，name1@host、

name2@host...）。

except 命令用于更新 除 name_list 中文件以外的所有源列表中的文件。这通常用于复制一个目录

中除特定文件之外的所有其他文件。

except_pat 命令类似于 except 命令，区别在于 pattern_list 是正则表达式列表（关于详细信

息，请参阅 ed(1)）。如果其中一种模式与文件名中的某一字符串相匹配，则将忽略该文件。请注

意，因为反斜杠 (\) 是一种转义字符，所以必须双写它，才能在正则表达式中表示反斜杠本身。在

pattern_list 中而不是在与字符相匹配的 Shell 文件模式中对变量进行扩展。要包括 $，必须使用反

斜杠进行转义。

special 命令用于指定在更新或安装 name_list 中的文件之后，要在远程主机上执行的 sh(1) 命

令。如果不指定 name_list ，则将为每一个已更新或安装的文件执行 Shell 命令。在执行 string 中

的命令之前，会将 Shell 变量 “FILE”设置为当前的文件名。 string 以双引号 (") 开始和结束，并

可以在 distfile 中跨越多个行。应该用半角冒号 (;) 分隔多个 Shell 命令。命令将在正在更新的主机

的用户主目录中执行。例如， special 命令可用于在更新程序之后重建专用数据库。不能在该命令

中使用 Shell 变量，因为不存在 $ 字符的转义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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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行符、制表符和空白字符仅用作分隔符，否则将被忽略。注释以 # 开始并以换行符结束。

通过使用非常类似于 Shell 的反引用语法，提供了动态创建变量列表的一般方式。在这种方式下，如果命令可生

成包含由空格分隔的单词的标准输出，则这些命令都可用于创建该列表（请参阅示例中 cat 命令的使用）。

要扩展的变量以 $ 开头，后接括在大括号中的变量名。

Shell 元字符 [、 ]、 {、 }、 * 和 ? 以与 csh(1) 相同的方式进行识别并扩展（仅在本地主机上）。可以使用

反斜杠来转义这些字符。 ˜ 字符也以与 csh 相同的方式进行扩展，但是它可在本地主机和目标主机上分别扩

展。当 -w 选项和以 ˜ 开头的文件名一起使用时，除主目录外的所有名称都会被追加到目标名称中。不以 / 或

˜ 开头的文件名使用目标用户的主目录作为该文件名其余部分的根目录。

诊断信息
如果输出了 rdist 版本号不匹配的消息，则意味着某一可执行 rdist 不位于远程系统的 Shell 的路径中。

举例
下面是一个小示例。

HOSTS = ( matisse root@arpa )

FILES = ( /usr/lib /usr/bin /usr/local/games

/usr/include/{*.h,{sys,rpc*,arpa}/*.h}

/usr/man/man? ‘cat ./std-files‘ )

EXLIB = ( Mail.rc aliases aliases.dir aliases.pag crontab dshrc

sendmail.cf sendmail.fc sendmail.hf sendmail.st uucp vfont )

${FILES} -> ${HOSTS}

install -R ;

except /usr/lib/${EXLIB} ;

except /usr/local/games/lib ;

special /usr/sbin/sendmail " /usr/sbin/sendmail -bz" ;

srcs:

/usr/local/src -> arpa

except_pat ( \\.o$ /SCCS\$ ) ;

IMAGEN = (ips dviimp catdvi)

imagen:

/usr/local/${IMAGEN} -> arpa

install /usr/local/lib ;

notify ralp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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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LES} :: stamp.cory

notify root@cory ;

警告
源文件必须在执行 rdist 的本地主机上。

对于在更新某一目录中的所有文件后执行一个特殊命令，没有什么简单的方法。

只有在名称列表和 special 命令字符串中才能进行变量扩展；应该存在一种通用宏工具。

对于修改时间为负（在 1970 年 1 月 1 日之前）的文件， rdist 会异常中止。

rdist 在安装文件时会携带其 atime，但会在已更新的文件中保留它。

应该有一个“强制”选项来允许常规文件或符号链接替代非空目录。

作者
rdist 由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开发。

rdist 出现在 Berkeley Software Distribution 4.3 中。

文件
distfile 输入命令文件。

/tmp/rdist* 更新列表的临时文件。

另请参阅
sh(1)、csh(1)、stat(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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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read - 从标准输入读取一行

概要
read [-r] var ...

说明
read 用于从标准输入读取一行。与 Shell 对行的处理（请参阅“另请参阅”中的 Shell）一样，行被分割成字

段；第一个字段指定给第一个变量 var，第二个字段指定给第二个变量 var，依次类推。如果行中的字段多于指

定的 var 操作数，则剩余的字段及其分隔符都将指定给最后一个 var。如果 var 的数目多于字段，则剩余的 var

会设置为空字符串。

var 操作数指定的变量设置会影响当前 Shell 执行环境。

read 的标准输入可以从文本文件进行重定向。

因为 read 会影响当前 Shell 执行环境，所以通常将其作为标准 Shell 特殊（内置）命令提供。因此，如果在子

Shell 或如下所示的单独实用程序执行环境中调用该命令，则不会影响调用方环境中的 Shell 变量。

(read foo)

nohup read ...

find . -exec read ... ;

选项和参数
read 识别下列选项和命令行参数：

-r 不以任何特殊方式处理反斜杠字符。将每个反斜杠视为输入行的一部分。

var 原有或非原有 Shell 变量的名称。

外部语言环境影响
环境变量

IFS 确定用于定界字段的内部字段分隔符。

返回值
read 退出时返回下列值之一：

0 成功完成。

>0 检测到文件结束或发生了错误。

举例
输出一个文件，使每一行的第一个字段移到行尾。

while read -r xx yy

do

printf "%s %s \n" "$yy" "$xx"

done < input_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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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请参阅
csh(1)、 ksh(1)、 sh-posix(1)、 sh(1)。

符合的标准
read：SVID2、XPG2、XPG3、XPG4、POSIX.2 FI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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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readmail - 读取邮件文件夹或收件箱中的邮件

概要
readmail [-ahnp] [-f folder] [number-list pattern]

说明
readmail 程序用于显示收件箱或指定邮件文件夹中的邮件。

在 elm 邮件系统（请参阅 elm(1)）中，若不使用任何操作数而选择使用 -h 或 -n 选项，则 readmail 将显

示当前邮件的相应标题和正文。

在使用 number-list 操作数而不使用任何选项时， readmail 将显示收件箱中的相应邮件和标题概要。

在使用 pattern 操作数而不使用任何选项时， readmail 将显示收件箱中与该模式匹配的第一封邮件以及标题

概要。

选项
readmail 支持下列选项。

-a 输出与 pattern 匹配的所有邮件。如果未指定任何模式，则将忽略该选项。

-f folder 对 folder 而非收件箱进行操作。

-h 显示邮件文本时包含匹配的一封或多封邮件的整个标题。缺省时仅显示 From:、

Date: 和 Subject: 行。

-n 不显示所有标题。

-p 在邮件标题之间放置换页符 (Ctrl-L )。这在输出多组邮件时非常有用。

操作数
readmail 支持下列操作数。

number-list 邮件文件中以空白分隔的邮件顺序位置列表（即，“邮件编号”），一次最多 25 个。

字符 $ 表示邮件文件中的最后一封邮件。与此类似， * 表示文件中的全部邮件（即，

1 2 3 ... $）。

邮件编号以升序进行排序。因此， 1 3 2 与 1 2 3 生成的输出相同。

pattern 出现在某个邮件中的字符串。如果在实际邮件中单词由单个空格进行分隔，则可以直接

键入该模式（无任何引号）。模式匹配区分大小写，因此 Hello 和 hello 不同。不

允 许 在 第 一 个 单 词 中 存 在 前 导 数 字； 但 是， 如 果 邮 件 中 出 现 空 格 （如

" 1st item of business" 中所示），则可以在前导数字前添加空格并将整个字

符串用引号引起来。

举例
如果正在使用 vi 答复来自 elm 邮件系统内的邮件，则可以使用以下命令插入当前邮件的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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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readmail

如果定义类似如下的别名：

alias rd=’readmail $ | page’ （Korn 或 POSIX shell）

alias rd ’readmail $ | page’ (C shell)

可以与诸如 newmail 等程序一起使用它，以便在邮件到达时详细阅读邮件，而无需启动邮件系统（请参阅

newmail(1)）。

作者
readmail 由 HP 开发。

文件
/var/mail/loginname 收件箱

$HOME/.elm/readmail elm 的临时文件

另请参阅
elm(1)、 newmail(1)、 vi(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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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remsh, rexec - 从远程 Shell 执行

概要
remsh host [-l username ] [-n] command

host [-l username ] [-n] command

rexec host [-l username ] [-n] command

在 Kerberos V5 Network Authentication 环境中
remsh host [-l username ] [-f|-F] [-k realm ] [-P] [-n] command

host [-l username ] [-f|-F] [-k realm ] [-P] [-n] command

说明
remsh 连接到指定的 host 并执行指定的 command。主机名可以是正式名称或 gethostbyname() 可识别的

别名（请参阅 gethostent(3N) 和 hosts(4)）。 remsh 将其标准输入 (stdin) 复制到远程命令，将远程命令的

标准输出复制到其标准输出 (stdout)，并将远程命令的标准错误输出到其标准错误 (stderr)。挂起、中断、

退出、终止和断开管道信号将传送到远程命令。 remsh 在与远程命令的 stdout 和 stderr 关联的套接字关

闭时退出。这意味着 remsh 将在远程命令终止时正常终止（请参阅 remshd(1M)）。

缺省情况下， remsh 在执行指定的 command 时将使用以下路径：

/usr/bin:/usr/ccs/bin:/usr/bin/X11:/usr/contrib/bin:/usr/local/bin

remsh 使用缺省的远程登录 Shell 和 -c 选项来执行远程命令。如果缺省的远程 Shell 是 csh，csh会在远程命

令之前提供远程 .cshrc 文件。 remsh 不能用于运行需要终端接口的命令（如 vi）或读取其标准错误的命令

（如 more）。这种情况下，请改用 rlogin 或 telnet （请参阅 rlogin(1) 和 telnet(1)）。

除非使用 -l 选项指定不同的远程名，否则使用的远程帐户名与本地帐户名相同。该远程帐户名必须与起始帐户

等效。此外，远程主机帐户名也必须符合其他规则，这取决于远程主机是否在 Kerberos V5 Network

Authentication（即安全环境）中运行。

在非安全或传统的环境中，远程帐户名必须与起始帐户等效；对于用命令指定口令不存在任何规定。有关等效主

机以及如何指定这些主机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hosts.equiv(4)。 remshd 在远程主机上检查的文件是

/etc/hosts.equiv 和 $HOME/.rhosts （请参阅 remshd(1M)）。

在 Kerberos V5 Network Authentication 环境中，在检查远程帐户名是否具有适当的授权之前，本地主机必须

成功地进行身份验证。授权机制取决于远程主机上用于调用 remshd 的命令行选项（即 -K、-R、-r 或

-k）。有关Kerberos身份验证和授权的详细信息，请参阅“安全 Internet 服务”联机帮助页、 sis(5) 和

remshd(1M)。

虽然 Kerberos 身份验证和授权可能适用，但 Kerberos 机制不适用于 command 或其响应。在本地主机和远程

主机之间传输的所有信息仍会以明文格式通过网络发送。

应用程序的缺省 Kerberos 选项在 krb5.conf 配置文件中进行设置。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krb5.conf (4) 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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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帮助页中的 appdefaults 部分。后继段落所述的选项 -f 和 -F 可以在 krb5.conf 文件中分别使用标记名

forward 和 forwardable 来设置。有关 appdefaults 部分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krb5.conf(4) 联机帮助页。

fallback 选项可以在 krb5.conf 文件的 appdefaults 部分进行设置。如果 fallback 设置为 True 而

kerberos 身份验证失败， remsh 将使用非安全模式的身份验证。

注释：命令行选项会覆盖配置文件选项。

在安全或基于 Kerberos V5 的环境中，可以使用以下命令行选项：

-f 将凭证授予凭证 (TGT) 转发到远程系统。TGT 不可从该远程系统转发。

-F 将 TGT 转发到远程系统，并使其可以从此处转发到其他远程系统。 -f 选项和 -F 选项

相互排斥。

-k realm 在指定的 realm （而不是配置文件 krb.realms 中指定的远程主机缺省领域）中获取凭

证。

-P 禁用 Kerberos 身份验证。

如果未指定 command，则将使用 rlogin 登录远程主机（请参阅 rlogin(1)），而不是执行单个命令。在命令

行上键入的任何 rlogin 选项均会传输到 rlogin。如果没有指定 command 而指定了选项 -P ， rlogin

将通过 -P 调用，指示 Kerberos 身份验证（或安全访问）是不必要的。这意味着如果请求口令，则将以明文格

式发送口令。如果指定了 command，针对 rlogin 的选项将为 remsh 所忽略。

缺省情况下，由于 remsh 无法确定远程命令是否需要输入， remsh 将读取其标准输入并将它发送到远程命

令。 -n 选项将标准输入从 /dev/null 重定向到 remsh。运行包含 remsh 命令的 Shell 脚本时，该选项非

常有用，否则 remsh 可能使用不适当的输入。从作业控制 Shell /usr/bin/csh 或 /usr/bin/ksh 以后台

形式运行 remsh 时， -n 选项也非常有用。否则， remsh 会停止，为远程命令等待终端键盘的输入。当作业

在后台运行时， /usr/bin/sh 会自动将其输入从 /dev/null 重定向。

远程主机的主机名也可以是目录 /usr/hosts 中的命令（链接到 remsh）。如果该目录是在 $PATH 环境变量

中指定的，则可以省略 remsh。例如，如果 remotehost 是远程主机的名称， /usr/hosts/remotehost

链接到 remsh 并且 /usr/hosts 位于搜索路径中，则命令

remotehost command

将执行 remotehost 上的 command，而命令

remotehost

等效于

rlogin remotehost

rexec 命令的工作方式与 remsh 相同，例外的是它使用 rexec() 库例行程序和 rexecd 来执行命令（请参

阅 rexec(3N) 和 rexecd(1M)），并且不支持Kerberos身份验证。 rexec 在执行命令之前将提示输入口令，而

不是使用 hosts.equiv 进行身份验证。它应该在远程帐户口令已知但 remsh 权限不足的情况下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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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例
不带引号的 Shell 元字符在本地主机上进行解释；带引号的元字符在远程主机上进行解释。因此，命令行：

remsh otherhost cat remotefile >> localfile

将远程文件 remotefile 追加到本地文件 localfile，而命令行

remsh otherhost cat remotefile ">>" otherremotefile

将 remotefile 追加到远程文件 otherremotefile。

如果远程 Shell 是 /usr/bin/sh，则在执行远程命令之前，以下命令行将设置远程命令的环境：

remsh otherhost . .profile 2>&- \; command

当 stdin 和 stdout 不是终端时， 2>&- 将放弃通过执行 .profile 生成的错误消息。

以下命令行在本地系统的后台运行 remsh，远程命令的输出以异步的方式到达您的终端：

remsh otherhost -n command &

后台 remsh 在远程命令完成时完成。

以下命令行使得 remsh 立即返回，而不等待远程命令完成：

remsh otherhost -n "command 1>&- 2>&- &"

（请参阅 remshd(1M) 和 sh(1)）。如果远程系统上的登录Shell是 csh，请改用以下形式：

remsh otherhost -n "sh -c \"command 1>&- 2>&- &\""

返回值
如果 remsh 未能设置辅助套接字连接，则将返回 2。如果它以其他方式失败，则返回 1。如果完全成功地设置

与 remshd 的连接，将在远程命令完成时返回 0。请注意， remsh 的返回值与远程命令的返回值没有任何关

系。

诊断信息
除了下列错误之外，库函数 rcmd() 和 rresvport() 也可能生成错误。对于 IPv6 系统，库函数 rcmd()

和 rresvport() 分别替换为 rcmd_af() 和 rresvport_af() ；它们可能会生成错误（请参阅 rcmd(3N)

和 rcmd_af (3N)）。这些错误之前是生成它们的库函数的名称。 remsh 可能会生成以下诊断消息：

Error! could not retrieve authentication type.

Please notify sys admin.

remsh 使用两种身份验证机制。一种身份验证机制基于 Kerberos，而另一种机制却不是。身份

验证机制的类型从通过 inetsvcs_sec 更新的系统文件中获取（请参阅 inetsvcs_sec(1M)）。

如果该系统文件不包含已知的身份验证类型，则将显示以上错误。

rlogin: ...

执行 rlogin 时出错（当用户未指定任何要执行的命令时执行了 rlogin）。其后是解释执行失

败原因的错误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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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ell/tcp: Unknown service

/etc/services 文件中没有“Shell”服务规范。

Can’t establish stderr

remsh 无法为 stderr 建立辅助套接字连接。

<system call>: ...

执行系统调用时出错。解释失败原因的消息将追加到该错误。

There is no entry for you (user ID uid) in /etc/passwd

向系统管理员咨询，验证是否误删了在口令文件中的条目。

针对 Kerberos 的错误在 sis(5) 中列出。

警告
出于安全原因，应该存在 /etc/hosts.equiv 和 .rhosts 文件（即使它们为空），并且它们应该只能由所

有者进行读写。另请注意，所有信息（包括请求的任何口令）均以未加密的形式在两个主机之间传递。

如果使用交互式命令运行 remsh，它将挂起。

相关内容
remsh 服务与 BSD 系统上的 rsh 相同。由于与现有的 System V 命令 rsh （受限的 Shell）存在冲突，该

名称已更改。

作者
remsh 由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开发。

文件
/usr/hosts/* 仅通过主机名调用的命令版本

另请参阅
rlogin(1)、 remshd(1M)、 rexecd(1M)、 inetsvcs_sec(1M)、 gethostent(3N)、 rcmd(3N)、 rcmd_af(3N)、

rexec(3N)、 hosts(4)、 hosts.equiv(4)、 krb5.con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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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rev - 反转文件中的行

概要
rev [ file ] ...

说明
rev 用于将指定的文件复制到标准输出，并反转每一行中字符的顺序。如果不指定文件，则会复制标准输入。

外部语言环境影响
环境变量

LC_CTYPE 用于确定将文本解释为单字节和（或）多字节字符的方法。

如果未在环境中指定 LC_CTYPE 或将其设置为空字符串，则 LANG 的值会用作每个未指定变量或空变量的缺省

值。如果不指定 LANG 或将其设置为空字符串，则会使用缺省值“C”（请参阅 lang(5)）而非 LANG。如果任

一国际化变量包含无效设置，则 rev 就会认为所有国际化变量都设置为“C”。请参阅 environ(5)。

国际代码集支持
支持单字节字符代码集和多字节字符代码集。

254 Hewlett-Packard Company − 1 −  HP-UX 11i Version 2: December 2007 Update



rexec(1) rexec(1)

名称
remsh、rexec - 从远程 Shell 执行

概要
remsh host [-l username ] [-n] command

host [-l username ] [-n] command

rexec host [-l username ] [-n] command

在 Kerberos V5 网络验证环境中：
remsh host [-l username ] [-f|-F] [-k realm ] [-P] [-n] command

host [-l username ] [-f|-F] [-k realm ] [-P] [-n] command

说明
remsh 可连接到指定的 host ，并执行指定的 command。主机名可以是正式名称或 gethostbyname() 理解

的别名（请参阅 gethostent(3N) 和 hosts(4)）。 remsh 将其标准输入 (stdin) 复制到远程命令，将远程命令

的标准输出复制到其标准输出 (stdout)，并将远程命令的标准错误复制到其标准错误 (stderr)。该命令可将

挂起、中断、退出、终止和损坏的管道等信号传播到远程命令。在关闭与远程命令的 stdout 和 stderr 关联

的套接字时， remsh 将会退出。这意味着 remsh 在远程命令终止时正常终止（请参阅 remshd(1M)）。

缺省情况下， remsh 在执行指定的 command 时使用以下路径：

/usr/bin:/usr/ccs/bin:/usr/bin/X11:/usr/contrib/bin:/usr/local/bin

remsh 将缺省远程登录 Shell 与 -c 选项一起使用来执行远程命令。如果缺省远程 Shell 为 csh，则csh在命令

之前查找远程 .cshrc 文件的源。 remsh 不能用于运行需要终端界面的命令（如 vi）或读取其标准错误的命

令（如 more）。在这种情况下，请改用 rlogin 或 telnet （请参阅 rlogin(1) 和 telnet(1)）。

除非使用 -l 选项指定了不同的远程名称，否则使用的远程帐户名称与本地帐户名称相同。此远程帐户名称必须

与源帐户等效。此外，远程主机帐户名还必须符合其他规则，这些规则根据远程主机是否在 Kerberos V5 网络验

证（即安全环境）中工作而不同。

在不安全的或传统的环境中，远程帐户名必须与源帐户等效；对于使用命令指定口令，没有作出规定。有关等效

主机和如何指定它们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hosts.equiv(4)。在远程主机上由 remshd 检查的文件是

/etc/hosts.equiv 和 $HOME/.rhosts （请参阅 remshd(1M)）。

在 Kerberos V5 网络验证环境中，在检查远程帐户名以进行正确授权之前，必须成功验证本地主机。授权机制取

决于用于在远程主机上调用 remshd 的命令行选项（即 -K、-R、-r 或 -k）。有关Kerberos验证和授权的详

细信息，请参阅安全 Internet 服务联机帮助页 ( sis(5) ) 和 remshd(1M)。

虽然可能应用 Kerberos 验证和授权，但是 Kerberos 机制不会被应用于 command 或其响应。在本地主机和远

程主机之间传输的所有信息仍通过网络以明文形式发送。

在安全环境或基于 Kerberos V5 的环境中，以下命令行选项是可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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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将凭证授予凭证 (TGT) 转发到远程系统。不能从该远程系统转发 TGT。

-F 将 TGT 转发到远程系统，并使其可从该系统转发到其他远程系统。 -f 选项和 -F 选项

是互相排斥的。

-k realm 从远程主机的指定 realm 而不是远程主机的缺省领域（在配置文件 krb.realms 中指

定）获取凭证。

-P 禁用 Kerberos 验证。

注释：在 支持 IPv6 的系统中不支持 Kerberos 验证和授权机制以及上述 Kerberos 专有选项。如果未指定

command，您将不会执行单个命令，而是使用 rlogin 登录到远程主机（请参阅 rlogin(1)）。在命令行上键

入的任何 rlogin 选项都将传送给 rlogin。如果未指定 command 和选项 -P ，则将使用 -P 调用

rlogin，以指示 Kerberos 验证（或安全访问）不是必需的。也就是说，如果请求获得口令，则口令将以明文

形式发送。如果指定了 command，则特定于 rlogin 的选项将被 remsh 忽略。

缺省情况下， remsh 读取其标准输入，并将它发送到远程命令，因为 remsh 无法确定远程命令是否需要输

入。 -n 选项将标准输入从 /dev/null 重定向到 remsh。当运行包含 remsh 命令的 Shell 脚本时，该选项

很有用，因为如果不指定该选项，remsh 可能使用并非供它使用的输入。当从作业控制 Shell （/usr/bin/csh 或

/usr/bin/ksh）在后台运行 remsh 时， -n 选项也是很有用的。否则， remsh 将停止并等待来自终端键盘

的远程命令输入。当在后台运行作业时， /usr/bin/sh 将自动从 /dev/null 重定向其输入。

远程主机的主机名也可以是目录 /usr/hosts 中的命令（链接到 remsh）。如果在 $PATH 环境变量中指定了

此目录，则可以忽略 remsh。例如，如果 remotehost 是远程主机的名称，且 /usr/hosts/remotehost

链接到 remsh，并且如果 /usr/hosts 位于搜索路径中，则命令：

remotehost command

将在 remotehost 上执行 command，而以下命令：

remotehost

等效于：

rlogin remotehost

rexec 命令的工作方式与 remsh 基本相同，不同之处是它将 rexec() 库例行程序和 rexecd 用于命令的执

行（请参阅 rexec(3N) 和 rexecd (1M)），且不支持 Kerberos 验证。 rexec 提示您在执行命令之前输入口

令，而不是使用 hosts.equiv 进行验证。应该在远程帐户的口令已知的情况下使用该命令，但是 remsh 的

权限不够。

举例
没有加引号的 Shell 元字符在本地主机上进行解释；加引号的元字符在远程主机上进行解释。因此命令行：

remsh otherhost cat remotefile >> localfile

将远程文件 remotefile 追加到本地文件 localfile 中，而命令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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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msh otherhost cat remotefile ">>" otherremotefile

将 remotefile 追加到远程文件 otherremotefile 中。

如果远程 Shell 为 /usr/bin/sh，则在执行远程命令之前，以下命令行将设置该远程命令的环境：

remsh otherhost . .profile 2>&- \; command

当 stdin 和 stdout 不是终端时， 2>&- 会放弃通过执行 .profile 生成的错误消息。

以下命令行在本地系统上的后台运行 remsh，而远程命令的输出异步到达您的终端：

remsh otherhost -n command &

在远程命令完成时，后台 remsh 也将完成。

以下命令行将使 remsh 立即返回，而不等待远程命令完成：

remsh otherhost -n "command 1>&- 2>&- &"

（请参阅 remshd(1M) 和 sh(1)）。如果远程系统上的登录Shell是 csh，请改用以下命令形式：

remsh otherhost -n "sh -c \"command 1>&- 2>&- &\""

返回值
如果 remsh 不能设置辅助套接字连接，则将返回 2。如果发生某种其他失败，则将返回 1。如果在使用

remshd 建立连接时完全成功，则在远程命令完成后返回 0。请注意， remsh 的返回值与远程命令的返回值无

关。

诊断信息
除了下面列出的错误外，错误也可能是由库函数 rcmd() 和 rresvport() 生成的。对于 IPv6 系统，库函数

rcmd() 和 rresvport() 分别被 rcmd_af() 和 rresvport_af() 替代，并且可以生成错误（请参阅

rcmd(3N) 和 rcmd_af (3N)）。这些错误的前面显示了生成它们的库函数的名称。 remsh 可以生成下列诊断消

息：

Error! could not retrieve authentication type.

Please notify sys admin.

remsh 使用的验证机制有两种。一种验证机制基于 Kerberos，而另一种不基于 Kerberos。验

证机制的类型是从 inetsvcs_sec 所更新的某系统文件获得的（请参阅 inetsvcs_sec(1M)）。

如果该系统文件不包含已知的验证类型，则将显示上面的错误。

rlogin: ...

执行 rlogin 时出错（当用户未指定要执行的任何命令时会执行 rlogin）。后面是指出执行失

败原因的错误消息。

shell/tcp: Unknown service

/etc/services 文件中不存在“Shell”服务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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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n’t establish stderr

remsh 无法建立 stderr 的辅助套接字连接。

<system call>: ...

执行系统调用时出错。追加到此错误的是指明失败原因的消息。

There is no entry for you (user ID uid) in /etc/passwd

请与系统管理员核实是否从口令文件中错误地删除了您的条目。

Kerberos 特定的错误在 sis(5) 中列出。

警告
出于安全原因， /etc/hosts.equiv 和 .rhosts 文件应该存在（即使为空），并且只能由其所有者读取和

写入。另请注意，所有信息（包括请求的任何口令）在两个主机之间传递时都是未加密的。

如果 remsh 是使用交互命令运行的，则它将挂起。

相关内容
remsh 与 BSD 系统上的 rsh 服务相同。由于与现有的 System V 命令 rsh （受限制的 Shell）相冲突，因

此改变了其名称。

作者
remsh 由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开发。

文件
/usr/hosts/* 用于仅通过主机名调用的命令版本

另请参阅
rlogin(1)、 remshd(1M)、 rexecd(1M)、 inetsvcs_sec(1M)、 gethostent(3N)、 rcmd(3N)、 rcmd_af(3N)、

rexec(3N)、 hosts.equiv(4)、 hosts(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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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rlog - 显示关于 RCS 文件的日志消息和其他信息

概要
rlog [ options ] file ...

说明
rlog 显示关于 RCS 文件的信息。以 ,v 结尾的文件为 RCS 文件；所有其他的文件都是工作文件。如果已给出

工作文件，则 rlog 首先尝试在 ./RCS 目录中查找相应的 RCS 文件，然后再在当前目录中查找该文件，如同

在 rcsintro(5) 中说明的那样。

rlog 可显示每个 RCS 文件的下列信息： RCS 文件名、工作文件名、标题（即，主干上的最新修订号）、访问

列表、锁、符号名称、后缀、修订版总数、已选择并用来显示的修订号及描述性文本。后面还有每个分支的以相

反的时间顺序排列的所选版本的条目。对于每个版本， rlog 可以显示版本号、作者、日期/时间、状态、所添

加 /删除的行数（相对于以前的修订版而言）、版本的锁（如果有的话）和日志消息。如果没有选项，则 rlog

将显示完整的信息。下列选项会限制信息的输出。

选项
rlog 可识别下列选项：

-ddates 显示有关版本的信息，这些版本的修订日期和时间在由分号分隔的 dates 列表所给出的

范围内。如果范围格式为 d1<d2 或 d2>d1，则所选择的是在 d1 和 d2 （包括这两个

值）之间存放的版本。如果范围格式为 <d 或 d>，则所选择的是所有日期为 d 或更早

的版本。如果范围格式为 d< 或 >d，则所选择的是所有日期为 d 或更晚的版本。如

果范围格式为 d ，则所选择的是单个最新日期为 d 或更早的版本。有关日期/时间字符

串 d、 d1 和 d2 的格式的说明，请参阅 co(1)。通常，引号是必需的，尤其对于 < 和

>。请注意，分隔符是分号。

-h 仅显示 RCS文件名、工作文件名、标题、访问列表、锁、符号名称和后缀。

-l[ lockers ] 显示已锁定版本的信息。如果已给出登录名的以逗号分隔的 lockers 列表，则仅显示由

给定的登录名锁定的版本。如果忽略该列表，则显示所有已锁定的版本。

-L 忽略没有设置锁的 RCS文件；此选项与 -R、 -h 或 -l 一起使用非常方便。

-rrevisions 输出有关修订版和范围中以逗号分隔的列表 revisions 中所指定的修订版信息。范围

rev1-rev2 表示相同分支上的从 rev1 到 rev2 的版本， -rev 表示从分支的开始直到

（并包括） rev 的版本，而 rev- 则表示从 rev 开始（包括 rev）直到分支的开头的版

本。作为分支的参数表示该分支上的所有版本。分支的范围表示该范围中的那些分支上

的所有版本。

-R 只显示 RCS文件的名称；此选项可以方便地用于将工作文件名转换为 RCS文件名。

-sstates 显示版本的信息，该版本的状态属性与以逗号分隔的 states 列表中给定的其中一个状态

相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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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输出的内容与使用 -h 选项时相同，此外还显示描述性文本。

-w[ logins ] 输出有关用户所修订的版本的信息，这些用户的登录名位于以逗号分隔的列表 logins

中。如果忽略 logins ，则假定使用用户的登录名。

rlog 可显示由选项 -d、 -l、 -s、 -w 和 -r 所选择的版本的交集。

举例
显示名为 RCS 并带有锁的子目录中的所有 RCS文件的名称：

rlog -L -R RCS/*,v

显示这些文件的标题：

rlog -L -h RCS/*,v

显示已锁定版本的标题和日志消息：

rlog -L -l RCS/*,v

显示完整的日志信息：

rlog RCS/*,v

显示所有在 1991 年 12 月 25 日凌晨 1 点之后修订的所有版本的标题和日志消息：

rlog -d">12/25/92, 1:00" RCS/*,v

显示创建于 1992 年 7 月 4 日上午 10 点到下午 2 点之间的版本的标题和日志消息：

rlog -d"07/04/92, 10:00 > 92/07/04, 14:00" RCS/*,v

诊断信息
退出状态通常指的是所操作的最后 RCS 文件的状态，如果操作成功，则退出状态值为 0，如果操作不成功，则退

出状态值为 1。

作者
rlog 由 Walter F. Tichy 开发。

另请参阅
ci(1)、 co(1)、 ident(1)、 rcs(1)、 rcsdiff(1)、 rcsmerge(1)、 rcsfile(4)、 rcsintro(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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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rlogin - 远程登录

概要
rlogin rhost [-7] [-8] [-ee] [-l username]

rhost [-7] [-8] [-ee] [-l username]

在 Kerberos V5 网络验证环境中
rlogin rhost [-7] [-8] [-ee] [-f|-F] [-k realm] [-l username] [-P]

rhost [-7] [-8] [-ee] [-f|-F] [-k realm] [-l username] [-P]

说明
rlogin 命令用于将本地主机上的终端连接到远程主机 (rhost)。 rlogin 充当远程系统的虚拟终端。主机名

rhost 可以是正式名称或在文件 /etc/hosts 中列出的别名（请参阅 hosts(4)）。

在不安全环境或传统环境中， rlogin 允许用户以与 remsh 命令类似的方式，在等效远程主机 rhost 上登

录，绕过通常的登录/口令序列（请参阅 remsh(1)）。有关等效主机以及如何在文件 /etc/hosts.equiv 和

.rhosts 中指定它们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hosts.equiv(4)。文件 /etc/hosts.equiv 和 .rhosts 的搜索发

生在远程主机上，而且 .rhosts 文件必须由远程用户帐户拥有。

如果发起用户帐户与远程用户帐户不等效，则将提示发起用户输入远程帐户的口令。如果此操作失败，则将提示

输入登录名和口令，与使用 login 时一样（请参阅 login(1)）。

在 Kerberos V5 网络验证环境中， rlogin 使用 Kerberos V5 协议对到远程主机的连接进行验证。如果验证成

功，则根据为 rlogind 选择的命令行选项（即 -K、-R、-r 或 -k）对用户进行授权。将不需要口令，因此看

不到口令提示，而且不会通过可以监视口令的网络发送该口令。有关 Kerberos 验证和授权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安全 Internet 服务”联机帮助页 sis(5) 和 rlogind(1M)。

虽然 Kerberos 验证和授权可能适用，但是 不将 Kerberos 机制应用于登录会话。在您的主机和远程主机之间传

输的所有信息都是通过网络以明文形式发送的。

由当前 TERM 环境变量指定的终端类型通过网络进行传播，并用来在远程主机上设置 TERM 环境变量的初始

值。您的终端波特率也传播到远程主机，而且某些系统需要它来设置 rlogind 所使用的伪终端（请参阅

rlogind(1M)）。

由于回显都发生在远程站点上，因此（延迟除外）远程登录是透明的。

如果 rlogin 始终无法从远程主机上的套接字连接读取或向其写入，则在标准错误上输出消息 Connection

closed，且 rlogin 退出。

选项
rlogin 可识别下列选项。请注意，选项在 rhost 参数的后面。

-7 将字符大小设置为七位。所发送的每个字节的第八位设置为零（空格奇偶校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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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使用八位数据路径。这是缺省 HP-UX 行为。

要使用八位字符，必须将终端配置为生成没有奇偶校验的八位字符或具有空格奇偶校验

的七位字符。 rlogind 的 HP-UX 实现（请参阅 rlogind(1M)）将具有偶数奇偶校

验、奇数奇偶校验或标记奇偶校验的七位字符解释为八位非 USASCII 字符。您可能还

需要适当地重新配置远程主机（请参阅 stty(1) 和 tty(7)）。一些远程主机可能不提供对

八位字符的必需支持。在这种情况下，或者不可能由本地终端禁用奇偶校验生成时，请

使用 -7 选项。

-ee 将转义字符设置为 e。没有分隔选项字母和参数字符的空格。要开始具有转义字符的

行，必须输入其中两个转义字符。缺省转义字符是波浪符 (˜)。一些字符可能与您的终

端配置有冲突，如 ˆS、 ˆQ 或退格符。将其中一个字符用作转义字符也许是不可能

的，或者在与远程主机通信时可能导致问题（请参阅 stty(1) 和 tty(7)）。

-l username 可以使用此选项将远程主机上的用户登录名设置为 username。缺省名称是调用

rlogin 的用户的当前帐户名称。

Kerberos 专用选项
应用程序的缺省 Kerberos 选项是在 krb5.conf 配置文件中设置的。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考 krb5.conf (4) 联

机帮助页中的 appdefaults 部分。在后续段落中说明的选项 -f 和 -F 可以分别在具有标记名称 forward 和

forwardable 的 krb5.conf 文件中进行设置。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考 krb5.conf (4) 联机帮助页中的 appde-

faults 部分。

fallback 选项可以在 appdefaults 部分内的 krb5.conf 文件中设置。如果将 fallback 设置为 true 且

kerberos 验证失败，则 rlogin 将使用不安全的验证模式。

注释：命令行选项将覆盖配置文件选项。

-f 此选项仅适用于基于 Kerberos V5 的安全环境。可以使用它将授权票证的票证 (TGT) 转发到远

程系统。不能从那里转发 TGT。

-F 此选项仅适用于基于 Kerberos V5 的安全环境。可以使用它将 TGT 转发到远程系统，并使其可

以从那里转发到其他远程系统。 -f 选项和 -F 选项是相互排斥的。

-k realm

此选项仅适用于基于 Kerberos V5 的安全环境。可以使用它从指定 realm 中的远程主机获取票

证，而不是从远程主机的缺省领域（如配置文件 krb.realms 中指定的那样）获取。

转义序列
可以通过两字符转义序列以格式 ex 控制 rlogin，其中 e 是转义字符， x 是下文中所描述的代码字符。仅在输

入行的开头识别转义序列。缺省转义字符是波浪符 (˜)。可以使用 -e 选项更改它。

可识别下列转义序列：

ey 如果 y 不是下面说明的代码字符，则将转义字符和 y 作为字符传递到远程主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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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e 将转义字符作为字符传递到远程主机。

e. 断开与远程主机的连接。

e! 退出到本地主机上的子 Shell。使用 exit 可返回到远程主机。

如果 rlogin 是从支持作业控制的 Shell（请参阅 csh(1)、 ksh(1) 和 sh-posix(1)）运行的，则可以使

用转义序列挂起 rlogin。下列转义序列假定 ˆZ 和 ˆY 分别设置为用户的 susp 和 dsusp 字符（请

参阅 stty(1) 和 termio(7)）。

eˆZ 挂起 rlogin 会话，并将用户返回到调用 rlogin 的 Shell。可以使用 fg 命令恢复 rlogin

作业（请参阅 csh(1)、 ksh(1) 和 sh-posix(1)）。 eˆZ 同时挂起以下 rlogin 进程：将用户输

入传输到远程登录的进程以及显示来自远程登录的输出的进程。

eˆY 挂起 rlogin 会话，并将用户返回到调用 rlogin 的 Shell。可以使用 fg 命令恢复 rlogin

作业（请参阅 csh(1)、 ksh(1) 和 sh-posix(1)）。 eˆY 仅挂起输入进程；来自远程登录的输出

将继续显示。

如果使远程登录成为“串级链”（例如，通过 rlogin 从主机 A 到主机 B，然后通过 rlogin 从主机 B 到主

机 C），且未设置唯一转义字符，则在它到达所选目标之前您可以重复转义字符。例如，第一个转义字符 e 被视

为主机 A 上的转义字符；第二个转义字符 e 被主机 A 作为普通字符进行传递，并被视为主机 B 上的转义字符；

第三个转义字符 e 由主机 A 和 B 作为普通字符进行传递，并由主机 C 作为普通字符接受。

作为命令的远程主机名
系统管理员可以进行安排，以便更方便地访问远程主机 rhost ) 方法是将 remsh 链接到 /usr/hosts/rhost，

这样就可以将远程主机名( rhost ) 用作命令（请参阅 remsh(1)）。例如，如果 remotehost 是远程主机的名

称， /usr/hosts/remotehost 已链接到 remsh，而且 /usr/hosts 位于您的搜索路径中，则命令：

remotehost

等效于：

rlogin remotehost

返回值
如果在完成到远程主机的连接之前出现错误，则 rlogin 将错误消息发送到标准错误并返回非零值。否则，它

返回零。

诊断信息
诊断信息既可以来自本地主机，也可以来自远程主机。在完全建立连接之前，在本地主机上出现的诊断信息将写

入标准错误。在建立连接后，来自远程主机的任何错误消息都像任何其他数据那样写入标准输出。

Error! could not retrieve authentication type.

Please notify sys admin.

rlogin 所用的验证机制有两种。一种验证机制基于 Kerberos，而另一种机制不基于 Kerberos。验证

机制的类型是从 inetsvcs_sec （请参阅 inetsvcs_sec(1M)）更新的系统文件获得的。如果该系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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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不包含已知的验证类型，则将显示上面的错误。

login/tcp: Unknown service

rlogin 找不到在 /etc/services 数据库文件中列出的登录服务。

There is no entry for you (user ID username) in /etc/passwd

rlogin 在口令文件中找不到您的用户 ID。

“下一步”：与您的系统管理员联系。

系统调用:...

rlogin 尝试指示的系统调用时出现错误。有关错误的信息，请参阅相应的手册条目。

举例
作为远程主机 remote 上的同一用户登录：

rlogin remote

将转义字符设置为 !，使用七位数据连接，并尝试作为用户 guest 在主机 remhost 上进行登录：

rlogin remhost -e! -7 -l guest

假如系统管理员已经在 /usr/hosts 中建立链接，则以下命令与前面的命令等效：

remhost -e! -7 -l guest

警告
出于安全目的， /etc/hosts.equiv 和 .rhosts 文件应该存在（即使它们为空）。这些文件应该只能由所

有者读取和写入。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hosts.equiv(4)。

请注意，在两台主机之间传递的所有信息（包括要求提供的任何口令）都是未加密的。在 Kerberos V5 网络验证

环境中，不在网络中传输口令，因此口令是受保护的。

rlogin 无法将 Break 键作为中断信号传输到远程系统，而不论用户是否在本地系统上设置了 stty

brkint。应该改用通过命令 stty intr c 为 SIGINT 分配的键（请参阅 stty(1)）。

作者
rlogin 由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开发。

文件
$HOME/.rhosts 用户的专用等效列表

/etc/hosts.equiv 等效主机的列表

/usr/hosts/* 用于命令的 rhost 版本

另请参阅
csh(1)、 ksh(1)、 login(1)、 remsh(1)、 sh(1)、 sh-posix(1)、 stty(1)、 telnet(1)、 rlogind(1M)、

inetsvcs_sec(1M)、 hosts(4)、 hosts.equiv(4)、 inetd.conf(4)、 krb5.conf(4)、 services(4)、 sis(5)、

termio(7)、 tty(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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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rm - 删除文件或目录

概要
rm [-f -i] [-Rr] file ...

说明
rm 命令从目录中删除一个或多个文件的条目。如果条目是指向文件的最后一个链接，则该文件将被破坏。删除

文件需要其目录的写入和搜索（执行）权限，但不需要文件本身的权限。但是，如果在包含文件的目录上设置了

粘着位，则只有该文件的所有者、该目录的所有者或具有相应特权的用户才能删除该文件。

如果用户没有要删除文件的写入权限，并且标准输入是终端，则输出包含文件名及其权限的提示，要求确认删除

文件（请参阅下面的“访问控制列表”）。然后从标准输入读取一行。如果该行以 y 开头，则删除文件；否则

保留文件。如果指定了 -f 选项，或者标准输入不是终端，则不会提出问题。

如果 file 的类型为目录，且未指定 -f 选项，并且 file 的权限不允许写入且标准输入是终端或者指定了 -i 选

项，则 rm 会将提示写入标准错误并从标准输入读取一行。如果响应不以 y 开头，则它不再对当前文件执行任

何操作，并转到任何剩余文件。

如果 file 是符号链接，则仅删除符号链接。符号链接所指向的文件或目录不受影响。如果 file 的任一中间路径组

件碰巧为符号链接，则 rm 跟踪该符号链接并删除 file。

选项
rm 可识别下列选项：

-f 强制删除每个文件或目录，不提示进行确认（不管条目的权限如何）。该选项还禁止有关不存在

的操作数的诊断消息。

该选项不禁止除有关不存在的操作数的诊断消息之外的任何诊断消息。要禁止所有错误消息和交

互式提示，应该在将标准错误输出重定向到 /dev/null 时使用 -f 选项。

该选项忽略前面出现的任何 -i 选项。

-i 将一个提示写入标准错误，该提示要求在删除每个条目前进行确认。

该选项忽略前面出现的任何 -f 选项。

-R 对于是目录的每个参数，该选项导致 rm 先以递归方式删除该目录的整个内容，再删除目录本

身。与 -i 选项联合使用时， rm 询问在以交互方式删除每个目录中的文件之前是否检查该目

录，此后再次确认是否删除目录本身。

-R 选项将下钻到文件层次结构中的任意深度，且不会因路径长度限制而失败（除非用户指定的

文件名 file 的长度超过了系统限制）。

-r 等效于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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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问控制列表
如果文件具有可选的 ACL 条目，则 rm 将在文件权限的后面显示一个加号 (+)。显示的权限汇总了由 stat()

返回的 st_mode 文件值（请参阅 stat(2)）。另请参阅 acl(5)。

外部语言环境影响
环境变量

LANG 为没有设置或设置为 null（空）的国际化变量提供了缺省值。如果 LANG 未设置或设置为 null（空），

则会使用缺省值“C”（请参阅 lang(5)）。如果任一国际化变量中包含无效设置，则 rm 会认为所有国际化变

量都设为“C”。请参阅 environ(5)。

LC_ALL 如果设为非空字符串值，则会覆盖所有其他国际化变量的值。

LC_CTYPE 用于确定将文件名解释为单字节字符和（或）多字节字符，将字符的类别解释为可输出，以及确定与

正则表达式中的字符类表达式相匹配的字符。

LC_MESSAGES 确定语言环境，该语言环境应该用于影响写入到标准错误的诊断消息以及写入到标准输出的信息

消息的格式和内容。

NLSPATH 用于确定消息清单的位置，以便处理 LC_MESSAGES。

国际代码集支持
支持单字节字符代码集和多字节字符代码集。

诊断信息
通常是自述性的。请注意， -f 选项并不禁止所有诊断消息。

禁止删除文件 ..，以避免使用与如下所示类似的命令时产生的后果：

rm -r .*

如果指定的文件为目录，除非使用了 -R 或 -r 选项，否则将输出错误注释。

返回值
rm 退出时返回下列值之一：

0 如果未指定 -f 选项，则仅当删除所有指定目录条目（在 rm 命令中指定的参数）时，才返回

0。

如果指定了 -f 选项，则将删除所有的现有指定目录条目。如果任何指定目录条目都不存在，则

rm 仍将返回 0。

>0 发生了错误。

举例
删除文件，并显示要求验证的提示：

rm -i file1 file2

删除目录中的所有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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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m -i mydirectory/*

请注意，前一个命令仅删除文件，而不删除 mydirectory 中的任何目录。

删除当前目录中其名称以 - 或 * 或者 Shell 专用的某个其他字符开头的文件：

rm ./-filename

rm \*filename

等等

删除当前目录中其名称以一些奇异（通常不可输出、不可见）字符开头的文件，或者其文件名的开头或结尾可能

有空格的文件，提示进行确认：

rm -i *filename*

如果 *filename* 在目录中不是唯一的，请在提示每个其他文件时输入 n。

用于删除目录的功能强大但很危险的命令是：

rm -fR directoryname

或者

rm -Rf directoryname

它将从 directoryname 中删除所有文件和目录，且在删除文件或目录时没有任何验证提示。仅当您完全确定

要删除 directoryname 中的所有文件和目录以及 directoryname 本身时，才应该使用该命令。

相关内容
NFS

在要求删除联网文件之前进行确认时， rm 不显示加号 (+) 来表示存在可选的访问控制列表条目。

另请参阅
rmdir(1)、 unlink(2)、 acl(5)。

符合的标准
rm：SVID2、SVID3、XPG2、XPG3、XPG4、POSIX.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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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rmdel - 从 SCCS 文件删除 delta 版

概要
rmdel -r SID file ...

说明
rmdel 命令可从每个指定的 SCCS 文件中删除由 SID 指定的 delta 版。要删除的 delta 版必须是每个指定的

SCCS 文件中，delta 版链的分支中最新（最近）的 delta 版。此外，指定的 SID 不能是为了生成 delta 版而正

在编辑的版本的 SID，即，如果对于指定的 SCCS 文件存在 p-file （请参阅 get(1)），则指定的 SID 不能在 p-

file 的任何条目中出现。

如果在命令行中指定了目录，则 rmdel 认为该目录中的每个文件都已指定为将处理的文件，但是其中非SCCS

文件（路径名的最后部分不是以 s. 开头的文件）和不可读文件将被悄悄忽略。如果给定了 - 名称，则读取标

准输入；标准输入的每一行都被认为是要处理的 SCCS 文件或目录的名称；非SCCS 文件和不可读文件将被悄悄

忽略。如果在命令行中指定了 -- ，则其后面的所有参数都将被视为文件名。

删除 delta 版的权限可以为 (1) （如果您创建了某个 delta 版，则可以将其删除）或 (2) （如果您是文件或目录

的所有者，则可以删除 delta 版）。

外部语言环境影响
环境变量

LC_CTYPE 用于确定将文本解释为单字节和（或）多字节字符时所用的语言环境。

LC_MESSAGES 用于确定显示消息的语言。

LC_MESSAGES 还用于确定确认字符串（“yes”）的本地语言的对等字符串。

如果未在环境中指定 LC_CTYPE 或 LC_MESSAGES ，或者将其设置为空字符串，则 LANG 的值将用作每个未

指定变量或空变量的缺省值。如果不指定 LANG 或将其设置为空字符串，则会使用缺省值“C”（请参阅

lang(5)）而非 LANG。

如果任一国际化变量中包含无效设置，则 rmdel 就会认为所有国际化变量都设置为“C”。请参阅

environ(5)。

国际代码集支持
支持单字节字符代码集和多字节字符代码集。

诊断信息
可使用 sccshelp(1) 获得进一步说明。

文件
x.file 请参阅 delta(1)。

z.file 请参阅 delt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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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请参阅
delta(1)、 get(1)、 sccshelp(1)、 prs(1)、 sccsfile(4)。

符合的标准
rmdel：SVID2、SVID3、XPG2、XPG3、XPG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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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rmdir - 删除目录

概要
rmdir [-f|-i] [-p] dir ...

说明
rmdir 删除引用空目录的每个 dir 操作数的目录条目。

按指定顺序删除目录。因此，如果将某个目录及其子目录都指定为参数，则必须在父目录之前指定子目录，以便

在 rmdir 尝试删除父目录时它将为空。删除目录要求有其父目录的写权限和搜索（执行）权限，但是不要求有

目录本身的权限；但是，如果在父目录上设置了粘着位，则只有目录的所有者、父目录的所有者或具有相应特权

的用户才可以删除该目录。

选项
rmdir 识别下列选项：

-f 强制删除每个目录，而不提示进行确认，不管是否存在 -i 选项。此选项还禁止有关不存在操作

数的诊断消息。

此选项不禁止除有关不存在操作数的诊断消息之外的任何诊断消息。要禁止所有错误消息和交互

式提示，应该在将标准错误输出重定向到 /dev/null 时使用 -f 选项。

此选项忽略前面出现的任何 -i 选项。

-i 将提示写入标准错误输出，要求在删除每个目录之前进行确认。

此选项忽略前面出现的任何 -f 选项。

-p 删除路径。如果在删除具有多个路径名组件的目录后，该目录的父目录现在为空，则 rmdir 将

删除空的父目录。在 rmdir 遇到非空父目录之前，或删除原始路径名的所有组件之前，此过程

将一直继续。

与 -i 选项联合使用时， rmdir 将询问是否删除路径的每个目录组件。

外部语言环境影响
环境变量

LANG 为没有设置或设置为 null（空）的国际化变量提供了缺省值。如果 LANG 未设置，或者将其设置为 null

（空），则会使用缺省值“C”（请参阅 lang(5)）。如果任一国际化变量中包含无效设置，则 rmdir 的行为就

好像所有的国际化变量都设置为“C”一样。请参阅 environ(5)。

LC_ALL 如果设为非空字符串值，则会覆盖所有其他国际化变量的值。

LC_CTYPE 用于确定将 dir 名称解释为单字节字符和（或）多字节字符，将字符的分类解释为可打印，并以正则

表达式解释与字符类表达式匹配的字符。

LC_MESSAGES 用于确定语言环境，该语言环境应当用于影响写入到标准错误的诊断消息以及写入到标准输出的

信息性消息的格式和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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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LSPATH 用于确定消息目录的位置，以便处理 LC_MESSAGES。

国际代码集支持
支持单字节字符代码集和多字节字符代码集。

诊断信息
通常为自述性。请注意， -f 选项并不禁止所有的诊断消息。

举例
在删除目录时提示进行验证：

rmdir -i directories

要删除路径的尽可能多内容，请键入：

rmdir -p component1/component2/dir

另请参阅
rm(1)、 rmdir(2)、 stat(2)。

符合的标准
rmdir：SVID2、XPG2、XPG3、XPG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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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rmnl - 从文件中删除多余的换行符

概要
rmnl

说明
rmnl 用于删除文件中的所有空白行（除了如下所述的位于文件开头的空白行之外），并可用于删除文件中的多

余空白字符以便在 CRT 终端上显示。两个或更多个连续的 \n 换行符会减少为一个 \n 字符，从而有效删除文件

的所有空白行（但文件开头的一个或多个空白行仍将保留为一个空白行）。

要删除冗余的空白行而不是所有空白行，请使用 ssp(1)。

要删除文件中的所有空白行（包括文件开头部分的空白行），请使用输出到 ssp的 rmnl ，或输出到 rmnl 的

ssp。

外部语言环境影响
国际代码集支持

支持单字节字符代码集和多字节字符代码集。

另请参阅
man(1)、ss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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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rndc - 名称服务器控制实用程序

概要
rndc [-c config-file] [-k keyname] [-m] [-p port#] [-s server] [-V] [-y key_id] command [command...]

说明
该命令允许系统管理员控制名称服务器的运行。如果调用 rndc 时不带任何命令行选项或参数，则该命令将输出

所支持命令以及可用选项及其参数的简短摘要。

rndc 通过 TCP 连接与名称服务器通信，发送通过数字签名验证的命令。在 rndc 的当前版本中，唯一支持的

加密算法是 HMAC-MD5，该算法在连接的两端都使用共享密钥。这样就为命令请求和名称服务器的响应提供了

TSIG 格式的验证。通过通道发送的所有命令必须由服务器已知的 key_id 进行签名。

rndc 读取其缺省配置文件 /etc/rndc.conf，以确定如何与名称服务器联系，并确定应使用哪种算法和密

钥。

选项
-c config-file 该选项可以用来指定备用的配置文件。缺省的配置文件是 /etc/rndc.conf。

-k keyname 该选项可以用来指定 rndc 验证密钥的密钥名称。它必须是一个有效的域名。缺省值为

rndc-key。

-m 为开发人员提供调试信息。

-p port# 该选项指定 rndc 应该将命令发送到运行名称服务器的系统的 TCP port#，而不是

BIND9.1.3的缺省控制通道端口 953。

-s server 该选项用于指定运行此命令的服务器。 server 是与 rndc 的配置文件中的 server 语

句匹配的服务器的名称或地址。如果在命令行上未提供 server，则将使用由配置文件

rndc.conf 中的 options 语句中的 default-server 子句命名的主机。

-V 提供调试信息，主要面向 BIND 9 开发人员。

-y key_id 该选项标识配置文件中要使用的 key_id。具有相同算法和密钥字符串的 named 必须知

道 key_id，才能使控制消息验证成功执行。如果未指定 -y 选项，则 rndc 将首先在

rndc.conf 文件的 server 语句中查找 key 子句。如果没有该主机对应的 server 语

句，则将使用配置文件 rndc.conf 中的 options 语句中的 default-key 子句。

command command 是下列命令之一：

reload 重新加载配置文件和区域。

reload zone 重新加载给定的区域。

refresh zone 为给定的区域调度区域维护。

stats 将服务器统计信息写入到由配置文件 named.conf 中的 options

语句中的 statistics-file 指令指定的统计信息文件中。如果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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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 statistics-file 指令，则统计信息将转储到由配置文件

named.conf 中的 options 语句中的 directory 指令指定的目

录下的 named.stats 文件中。

querylog 切换查询日志记录。

dumpdb 将当前的缓存内容转储到由配置文件 named.conf 中的 options

语句中的 dump-file 指令指定的文件中。如果未指定 dump-file

指令，则缓存数据将转储到由配置文件 named.conf 中的 options

语句中的 directory 指令指定的目录下的 named_dump.db 文件

中。

stop 停止服务器。在停止服务器之前，任何通过动态更新或 IXFR 所做的

最新更改都将保存到已更新区域的主文件中。

halt 立即停止服务器。任何通过动态更新或 IXFR 所做的最新更改将不保

存到主文件中。当服务器重启时，这些更改将从日志文件中前滚。

reconfig 仅重新加载配置文件和新区域。

trace 将调试级别以 1 为增量增加。

trace level 更改调试级别。

notrace 将调试级别设置为 1。

flush 刷新所有服务器的缓存。

flush [view] 刷新服务器缓存以进行查看。

status 显示服务器状态。

局限性
请注意， rndc 的配置文件包含共享密钥，该共享密钥用于将已验证的控制命令发送到名称服务器。因此，该配

置文件不应拥有常规的读或写访问权限。

如果不使用配置文件，则当前无法为 key_id 提供共享密钥。

作者
rndc 由 ISC (Internet Software Consortium) 开发。

另请参阅
dnssec-keygen(1) named(1M)、 rndc.conf(4)、 RFC28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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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rndc-confgen - rndc 密钥生成工具

概要
rndc-confgen [-a] [-b keysize] [-c keyfile] [-h] [-k keyname] [-p port] [-r randomfile]

[-s address] [-t chrootdir] [-u user]

说明
rndc-confgen 可用于生成 rndc.conf，该文件是 rndc 的配置文件。此外，它可以使用 -a 选项运行，以

便建立 rndc.key 文件，从而可避免同时需要创建 rndc.conf 文件和 controls 语句。

选项
-a 此选项用于自动配置 rndc。使用此选项会在 /etc （或建立 BIND 时指定的任何

sysconfdir）下创建一个 rndc.key 文件， rndc 和 named 在启动时都读取该文件。

该 rndc.key 定义了缺省的命令通道和验证密钥，以便允许 rndc 在无需进一步配置的情

况下与 named 进行通信。通过运行 rndc-confgen -a，可将 BIND 9 和 rndc 用作

BIND 8 和 ndc 的暂时替代，而不会更改现有的 BIND 8 named.conf 文件。

-b keysize

此选项用于指定验证密钥的大小，以位为单位。该值必须位于 1 和 512 位之间。缺省值为

128 位。

-c keyfile

此选项与 -a 选项结合使用，可用于指定 rndc.key 的备用位置。

-h 此选项用于输出 rndc-confgen 的选项和参数的简短摘要。

-k keyname

此选项用于指定 rndc 验证密钥的密钥名称。该名称必须为有效的域名。缺省值为

rndc-key。

-p port 此选项用于指定 named 监听来自 rndc 的连接时所用的命令通道端口。缺省值为 953。

-r randomfile

此选项用于指定包含随机数据的源文件，以便生成验证。如果操作系统没有提供 /dev/ran-

dom 或等效设备，则缺省随机文件源将为键盘输入。 randomdev 指定了字符设备的名称或

要使用的包含随机数据的非缺省文件。特殊值 keyboard 表明需要使用键盘输入。

-s address

此选项用于指定 named 监听来自 rndc 的命令通道连接时所用的 IP 地址。缺省值是环回

地址 127.0.0.1。

-t chrootdir

此选项与 -a 选项结合使用，可指定 named 将运行 chrooted 的目录。 rndc.key 的其

他副本将相对于此目录进行写入，以便 chrooted named 能够找到该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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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user 此选项与 -a 选项结合使用，可指定生成的 rndc.key 文件的所有者。如果还指定了 -t

选项，则只有在 chroot 区域中的文件会改变其所有者。

举例
要允许 rndc 在没有进行手动配置的情况下使用，请运行：

rndc-confgen -a

要输出 rndc.conf 文件示例以及将手动插入到 named.conf 中的相应的 controls 和 key 语句，请运

行：

rndc-confgen

作者
rndc-confgen 由 HP 开发。

另请参阅
rndc(1)、 named(1M)、 rndc.conf(4) 和《BIND 9 Administrator Reference Manu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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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rpcgen - RPC 协议编译程序

概要
rpcgen infile

rpcgen [-a] [-b] [-C] [-Dname[=value] ]  [-i size] [-I [-K seconds] ]  [-L] [-M] [-N] [-T] [-u] [-Y path-

name] infile

rpcgen [-c|-h|-l|-m|-t|-Sc|-Ss|-Sm] [-o outfile] [infile]

rpcgen [-o outfile] [-s nettype] [-u] [infile]

rpcgen [-n netid] [-o outfile] [-u] [infile]

说明
rpcgen 是一种可以生成 C 代码来实现 RPC 协议的工具。 rpcgen 的输入为类似于 C 语言的被称为 RPC 语

言（远程过程调用语言）的语言。

rpcgen 通常以第一个概要的格式进行使用，其中它接收一个输入文件，并生成为三个输出文件。如果指定

infile 为 proto.x，则 rpcgen 将在 proto.h 中生成头文件，在 proto_xdr.c 中生成 XDR 例行程序，在

proto_svc.c 中生成服务器端存根，在 proto_clnt.c 中生成客户机端存根。使用 -T 选项时，该命令还

将生成 RPC 发送表 proto_tbl.i。

rpcgen 还可以生成能被定制以适应特定的应用程序的客户端和服务器示例文件。 -Sc、 -Ss 和 -Sm 选项可

分别生成示例客户端、服务器和生成文件。 -a 选项可生成所有的文件，包括示例文件。如果输入文件是

proto.x，则将客户端示例文件写入 proto_client.c，将服务器端示例文件写入 proto_server.c，将示

例生成文件写入 makefile.proto。

已创建的服务器既可以由端口监视程序（例如， inetd 或 listen）来启动，也可以由其自身来启动。当服务

器由端口监视程序启动时，仅为已传递文件描述符 0 的传输创建服务器。传输的名称必须通过设置环境变量

PM_TRANSPORT 来指定。当执行由 rpcgen 生成的服务器时，则会为在 NETPATH 环境变量中指定的所有传

输创建服务器句柄；如果未进行设置，则为 /etc/netconfig 文件中的所有可见传输创建服务器句柄。注释：

传输是在运行时而不是在编译时被选择。当服务器是由自身启动时，缺省情况下，服务器将自身作为后台。特殊

的定义符号 RPC_SVC_FG 可以用来在前台运行服务器进程。

第二个概要提供了特殊的功能，其中包括创建更为复杂的 RPC 服务器。这些功能包括支持用户提供的

#defines 及 RPC 发送表。 RPC 发送表中的条目包括：

• 与该过程相应的服务例行程序指针，

• 输入和输出参数指针

• 这些程序的大小

服务器可使用发送表来检查权限并执行服务例行程序；客户端库可以使用它来处理存储管理和 XDR 数据转换的

细节。

在不需要生成所有的输出文件，而只需要生成特定文件时，可以使用上述的其他三个概要。请参阅下面的举例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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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以得到有关 rpcgen 的用法的示例。当执行带有 -s 选项的 rpcgen 时，该命令将为特定的传输类创建服务

器。如果执行带有 -n 选项的命令，则为由 netid 指定的传输创建服务器。如果没有指定 infile ，则 rpcgen

接受标准输入。

C 预处理器， cc -E 在由 rpcgen 真正解释之前是在输入文件上运行的。对于每一种类型的输出文件， rpc-

gen 都会定义特殊的预处理器符号以便于 rpcgen 程序员使用：

RPC_HDR 在编译生成头文件时定义

RPC_XDR 在编译生成 XDR 例行程序时定义

RPC_SVC 在编译生成服务器端存根时定义

RPC_CLNT 在编译生成客户端存根时定义

RPC_TBL 在编译生成 RPC 发送表时定义

任何以 % 开头的行都不由 rpcgen 解释，而直接传送到输出文件中。要指定 C 预处理器的路径名，可以使用

-Y 选项。

对于 infile 中所提到的每种数据类型， rpcgen 都会假定存在在数据类型名称前预备有字符串 xdr_ 的例行程

序。如果该例行程序不存在于 RPC/XDR 库中，则必须提供该例行程序。如果提供一种未定义的数据类型，则允

许定制 XDR 例行程序。

选项
-a 生成所有的文件，包括示例文件。

-b 向后兼容模式。为较早版本的操作系统生成特定传输 RPC 代码。

-c 编译生成 XDR 例行程序。

-C 生成可通过 ANSI C 编译程序使用的头文件和存根文件。通过该选项生成的头文件也可以在

C++ 程序中使用。

-Dname[=value]

定义符号 name。相当于源中的 #define 指令。如果没有给出 value ，则将 value 定义为

1。该选项可被多次指定。

-h 编译生成 C 数据定义（头文件）。可以与 -T 选项一起使用以生成支持 RPC 发送表的头文

件。

-i size 开始生成内置代码时的大小。该选项对于优化是非常有用的。缺省的大小为 5。

-I 编译支持服务器端存根中的 inetd(1M)。这种服务器既可以通过自身启动，也可以通过 inetd

启动。当服务器是由自身启动时，缺省情况下，它将自身作为后台。特殊定义符号

RPC_SVC_FG 可以用于在前台运行服务器进程，或者用户可以在没有 -I 选项时进行简单编

译。

如果不存在未决的客户端请求，则 inetd 服务器会在 120 秒（缺省值）后退出。该缺省值可

以通过 -K 选项更改。 inetd 服务器所有的错误消息总是通过 syslog(3C) 进行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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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对于向后兼容，才支持该选项。该选项应该始终与可生成向后兼容代码的 -b 选项一起

使用。缺省情况下（例如，未指定 -b 时）， rpcgen 会生成可通过端口监视程序来调用的服

务器。

-K seconds 缺省情况下，使用 rpcgen 创建的并通过端口监视程序调用的服务会在服务请求后等待 120

秒才退出。可以使用 -K 选项来更改该间隔。要创建服务器，使它在服务请求后立即退出，请

使用 -K 0。要创建始终不退出的服务器，合适的参数为 -K -1。

当监视服务器时，某些端口监视程序，比如 listen， 总是总是会产生新的进程以响应服务请

求。如果已知服务器将与这样的监视程序一起使用，则该服务器应在完成操作后立即退出。对于

这种服务器， rpcgen 应和 -K 0 一起使用。

-l 编译生成客户端存根。

-L 当在前台启动服务器时，使用 syslog(3C) 来记录服务器的错误而不是将它们输出到标准错误

中。

-m 编译生成服务器端存根，但不生成主例行程序。对于执行回调例行程序以及对于需要写自己的主

例行程序进行初始化的用户，该选项是非常有用的。

-M 生成多线程安全存根，以便在 rpcgen 生成的代码和用户所写的代码之间传送参数和结果。对于

需要在其代码中使用线程的用户，该选项是非常有用的。

-N 该选项允许过程拥有多个参数。它也使用参数传递方式，这与 C 非常相似。所以，将参数传送

到远程过程中时，不必将指针传送给参数，而是可以传送参数本身。这种操作方式不同于以前的

rpcgen 生成代码方式。为了保持向后兼容，该选项不作为缺省选项。

-n netid 为由 netid 指定的传输编译生成服务器端存根。 netconfig 数据库中应存在 netid 的条目。

该选项可以被指定多次，因此可以编译适用于多个传输的服务器。

-o outfile 指定输出文件名。如果未指定任何输出文件名，则使用标准输出（仅限于 -c、 -h、 -l、

-m、 -n、 -s、 -Sc、 -Sm、 -Ss 和 -t 模式）。

-s nettype 为属于类 nettype 的所有传输编译生成服务器端存根。所支持的类有 netpath、 visible、

circuit_n、 circuit_v、 datagram_n、 datagram_v、 tcp 和 udp （请参阅

rpc(3N) 以得到有关这些类的含义）。该选项可被多次指定。注释：传输是在运行时而不是在编

译时被选择。

-Sc 生成使用远程过程调用的客户端示例代码。

-Sm 生成可用于编译应用程序的示例生成文件。

-Ss 生成使用远程过程调用的服务器示例代码。

-t 编译生成 RPC 发送表。

-T 生成支持 RPC 发送表的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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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项 -c、 -h、 -l、 -m、 -s、 -Sc、 -Sm、 -Ss 和 -t 专门用于生成特定的文件类型，

而选项 -D 和 -T 是全局选项，可以与其他选项一起使用。

-u 生成服务器端存根时，会生成用来处理信号的附加码。接收到信号时，该信号处理程序代码在服

务器终止之前从端口映射表中取消服务器程序的映射。只有在服务器端存根中生成 main() 例

行程序时，才会添加该代码。 -u 选项禁止与 -c、 -h、 -l、 -m、 -Sc、 -Sm、 -Ss 选项

一起指定。可捕获下列信号： SIGHUP、 SIGINT、 SIGQUIT 和 SIGTERM。

-Y pathname 给出 rpcgen 将开始查找 C 预处理器所在的目录名。

举例
下面的示例：

rpcgen -T prot.x

可生成所有的五个文件： prot.h、 prot_clnt.c、 prot_svc.c、 prot_xdr.c 和 prot_tbl.i。

下面的示例将 C 数据定义（头文件）发送到标准输出中。

rpcgen -h prot.x

要将 -DTEST 的测试版本及属于类 datagram_n 的所有传输的服务器端存根发送到标准输出，请使用：

rpcgen -s datagram_n -DTEST prot.x

要创建由 netid tcp 所指定的传输的服务器端存根，请使用：

rpcgen -n tcp -o prot_svc.c prot.x

作者
rpcgen 由 Sun Microsystems, Inc. 开发。

另请参阅
cc_bundled(1)、 inetd(1M)、 syslog(3C)、 rpc(3N)、 rpc_svc_calls(3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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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rtprio - 以实时优先级执行进程

概要
rtprio priority command [ arguments ]

rtprio priority -pid

rtprio -t command [ arguments ]

rtprio -t -pid

说明
rtprio 以实时优先级执行 command ，或更改当前正在执行的进程 pid 的实时优先级。实时优先级的范围为

零（最高）至 127（最低）。实时进程不受优先级降低的影响，并且与非实时进程相比具有更高的（调度）重要

性。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rtprio(2)。

如果指定了 -t 而非实时 priority，则 rtprio 将以分时（非实时）优先级执行 command ，或者将当前正在

执行的进程 pid 从可能的实时优先级更改为分时优先级。当要通过实时优先级 Shell 得到分时优先级命令时，-t

选项很有用。

如果未指定 -t ，则不会调度 command ，或者，如果用户不属于具有 PRIV_RTPRIO 访问权限的组成员且不

具有适当权限时，则不会更改 pid 的实时优先级。更改当前正在执行的进程的实时优先级时，调用进程的有效用

户 ID 必须是具有适当权限的用户，或者实际或有效的用户 ID 必须与待修改的进程的实际或保存的用户 ID 相匹

配。

返回值
如果成功调度了 command 或成功更改了 pid 的实时优先级， rtprio 将返回退出状态 0；如果 command 不

可执行或 pid 不存在，则返回 1；如果 command ( pid) 不具备实时特性，或者调用方的有效用户 ID 不属于具

有适当权限的用户，或者实际或有效的用户 ID与正在更改的进程的实际或保存的用户 ID不匹配，则返回 2。

举例
以实时优先级 100 执行文件 a.out ：

rtprio 100 a.out

将当前正在运行的进程 pid 24217 设置为实时优先级 40：

rtprio 40 -24217

作者
rtprio 由 HP 开发。

另请参阅
setprivgrp(1M)、 getprivgrp(2)、 rtprio(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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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rtsched - 以实时优先级执行进程

概要
rtsched -s scheduler -p priority command [ arguments ]

rtsched [ -s scheduler ] -p priority -P pid

说明
Rtsched 用于以 POSIX 或 HP-UX 实时优先级执行 command ，或者更改当前正在执行的进程 pid 的实时优

先级。

所有具有 POSIX 实时优先级的进程在调度安排上都比具有 HP-UX 实时或 HP-UX 分时优先级的进程重要性更

高。所有具有 HP-UX 实时优先级的进程在调度安排上都比具有 HP-UX 分时优先级的进程重要性更高，但是比

POSIX 实时进程的重要性低。 POSIX 和 HP-UX 实时进程都不受降级的影响。 POSIX 实时进程可由以下三种

不同的 POSIX 实时调度程序之一来调度： SCHED_FIFO、 SCHED_RR 或 SCHED_RR2。有关详细信息，

请参阅 rtsched(2)。

Rtsched 是 rtprio 的超集。请参阅 rtprio(1)。

选项
-s scheduler 指定所需的调度程序：

POSIX 实时调度程序： SCHED_FIFO

SCHED_RR

SCHED_RR2

HP-UX 实时调度程序： SCHED_RTPRIO

HP-UX 分时调度程序： SCHED_HPUX

SCHED_NOAGE

-p priority 指定优先级的范围；其值为相应调度程序的优先级范围内（含边界值）的任何整数。除了

SCHED_HPUX 以外，所有其他调度程序都需要 -p priority 参数。如果调度程序是

SCHED_HPUX，则可以忽略 priority 参数。每个调度程序的缺省 priority 范围如下：

调度程序 最高优先级 最低优先级

SCHED_FIFO 31 0

SCHED_RR 31 0

SCHED_RR2 31 0

SCHED_RTPRIO 0 127

SCHED_NOAGE 178 255

SCHED_HPUX N/A N/A

注释：对于 POSIX 实时调度程序，较高的 priority 值表示较高优先级，而对于 HP-UX 实时和

分时调度程序，较低的 priority 值表示较高的优先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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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指定正在执行的进程 ID ( pid )。

如果用户不是具有 PRIV_RTSCHED 访问权的组成员，也不是具有适当权限的用户，则不会调度 command ，或

者不会更改 pid 的实时优先级。更改当前正在执行的进程的实时优先级时，调用进程的有效用户 ID 必须是有适

当权限的用户，或者真实或有效的用户 ID必须与待修改的进程的实际或保存的用户 ID相匹配。

如果存在处理器集（关于详细信息，请参阅 pset_create(2)），则应用程序的执行会限制为使用该应用程序的处

理器集中的处理器。不同处理器集中的线程不会根据其调度策略和优先级值彼此竞争处理器资源。调度程序只查

看分配到某一处理器的处理器集中的线程，来选择下一个要运行的线程。

返回值
rtsched 返回下列退出状态：

0 成功调度了 command 或成功更改了 pid 的实时优先级；

1 未执行 command、 pid 不存在，或 priority 不在相应调度程序的优先级范围内；

2 command ( pid ) 缺少实时性能，或者调用方的有效用户 ID 不是具有适当权限的用户，或者实

际或有效的用户 ID与正在更改的进程的实际或保存的用户 ID不匹配；

5 rtsched 遇到了一个内部错误，或该版本不支持 rtsched。

举例
使用 SCHED_FIFO 以优先级 10 执行 a.out 文件：

rtsched -s SCHED_FIFO -p 10 a.out

使用 SCHED_RTPRIO 以优先级 127 执行 a.out 文件（与 rtprio 127 a.out 的作用相同）：

rtsched -s SCHED_RTPRIO -p 127 a.out

使用调度程序 SCHED_HPUX 执行 a.out 文件：

rtsched -s SCHED_HPUX a.out

该命令对于通过实时优先级 Shell 得到分时优先级命令非常有用。

将当前正在运行的进程 pid 24217 设置为由调度程序 SCHED_RR2 以优先级 20 执行：

rtsched -s SCHED_RR2 -p 20 -P 24217

现在使用同一调度程序，将其优先级更改为 10：

rtsched -p 10 -P 24217

警告
rtsched 使用的 priority 的值可能与其他命令使用的有所不同。例如， ps(1) 将显示优先级值的内部表示形

式。

HP-UX 11i Version 2: December 2007 Update − 2 −  Hewlett-Packard Company 283



rtsched(1) rtsched(1)

作者
rtsched 由 HP 开发。

另请参阅
rtprio(1)、 setprivgrp(1M)、 getprivgrp(2)、 pset_create(2)、 rtprio(2)、 rtsched(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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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rup - 显示本地计算机的主机状态（RPC 版本）

概要
rup [-h] [-l] [-t] [host ...]

说明
rup 用于输出状态，类似于通过 uptime 显示远程计算机的状态。该命令在本地网络中进行广播，并显示所收

到的响应。虽然通常按响应的接收顺序显示状态列表，但可使用命令行选项更改该顺序。广播过程大约需要两分

钟。

当给出了 host 参数时， rup 仅查询指定主机的列表，而不进行广播。

远程主机只有在正在运行 rstatd 守护程序时（请参阅 rstatd(1M)）才会做出响应。

选项
rup 可识别下列命令行选项：

-h 按主机名称的字母顺序排序显示结果。

-l 按平均负载排序显示结果。

-t 按运行时间长短排序显示结果。

警告
不能跨网关进行广播；因此 rup 不会报告只有通过网关才能访问的计算机的相关信息。

诊断信息
rup 的退出代码为所遇到的错误的编号（例如，故障主机名）；如果成功则退出代码为零。

作者
rup 由 Sun Microsystems, Inc. 开发。

文件
/etc/inetd.conf

另请参阅
ruptime(1)、 inetd(1M)、 rstatd(1M)、 services(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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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ruptime - 显示本地计算机的状态

概要
ruptime [-a] [-r] [-l] [-t] [-u]

说明
ruptime 用于为本地网络中运行 rwho 守护程序的每台计算机输出一个状态行。 ruptime 的状态行由网络中

每台主机上的 rwho 守护程序（请参阅 rwhod(1M)）之间每三分钟一次的数据包广播形成。每个状态行包含的

字段有：计算机名称、计算机状态（运行或关机）、计算机已运行或关机的时间、登录到该计算机的用户数量以

及该计算机在发送数据包的 1 分钟、5 分钟和 15 分钟间隔内的平均负载。

除非在 11 分钟或更长时间内没有从计算机收到报告，否则会将该计算机的状态报告为“运行”。

该计算机已经运行的时间显示为：

days+hours:minutes

平均负载是指在发送数据包的最近 1 分钟、5 分钟和 15 分钟间隔内，运行队列中作业的平均数目。

ruptime 输出的状态行示例可能是：

machine1 up 1+5:15, 7 users, load 1.47, 1.16, 0.80

上面的状态行可解释为：

machine1 当前处于“运行”状态，该状态已延续 1 天 5 小时 15 分钟。当前有 7 个用户登录到该计算机。在

过去 1 分钟间隔内，运行队列中平均有 1.47 个作业。在过去 5 分钟间隔内，运行队列中平均有 1.16 个作业。

在过去 15 分钟间隔内，运行队列中平均有 0.80 个作业。

如果用户在一个小时或更长时间内没有使用该系统，则认为该用户处于空闲状态。除非指定了 -a 选项，否则不

显示空闲用户。

选项
如果没有指定任何选项，输出列表会按主机名排序。指定选项可以更改排序顺序，如下所示：

-l 按平均负载排序。

-t 按运行时间长短排序。

-u 按用户数量排序。

-r 反转排序顺序。

诊断信息
no hosts!?!

/var/spool/rwho 中没有状态报告文件。下一步：请系统管理员检查 rwho 守护程序是否正在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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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ruptime 由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开发。

文件
/var/spool/rwho/whod.* 数据文件

另请参阅
rwho(1)、 rwhod(1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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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rusers - 确定登录到本地网络中计算机的用户

概要
rusers [-a] [-h] [-i] [-l] [-u] [host ...]

说明
rusers 生成类似于使用 who(1) 及“quick”选项时的输出，但用于远程计算机。它在本地网络中进行广播，

并输出收到的响应。虽然通常按响应的接收顺序输出列表，但可通过指定命令行选项更改该顺序。广播过程大约

需要两分钟。

当给出了 host 参数时， rusers 只查询指定主机的列表，而不进行广播。

对于每台计算机，缺省情况下将输出一行，列出主机名和该主机上的所有用户。当给出了 -l 选项时， rusers

使用与 rwho(1) 类似的输出格式。如果用户在一分钟或更长的时间内未在系统上键入内容，则将报告空闲时间。

远程主机只有在正在运行 rusersd(1M) 守护程序时才会做出响应。

选项
rusers 识别下列命令行选项：

-a 输出计算机报告，即使该计算机上没有用户登录也是如此。

-h 按主机名的字母顺序排序。

-i 按空闲时间排序。

-l 按 who -R （请参阅 who(1)）形式输出较长列表。

-u 按用户数排序。

返回值
rusers 当没有遇到错误时返回退出代码零；否则返回发现的错误数。

作者
rusers 由 Sun Microsystems, Inc. 开发。

警告
广播时不能跨网关发送信息；因此 rusers 不会报告只有通过网关才能访问的计算机的相关信息。

文件
/etc/inetd.conf

另请参阅
rwho(1)、 who(1)、 inetd(1M)、 rusersd(1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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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rwho - 显示登录到本地计算机的用户

概要
rwho [-a]

说明
rwho 的输出类似于在本地网中正在运行 rwho 守护程序的所有计算机上运行 HP-UX who 命令所生成的输出

（请参阅 who(1) 和 rwhod(1M)）。如果 rwhod 在 11 分钟内没有从某台计算机收到报告，则 rwho 会假定该

计算机已关闭，同时 rwho 不会报告已知的最后登录到该计算机上的用户。

rwho 的输出行的字段包括用户名、计算机名、用户终端线、用户登录时间以及用户已空闲的时间。空闲时间的

表示形式如下：

hours:minutes

如果用户在一分钟或更长的时间内未在系统上键入内容，则 rwho 会将这段时间报告为空闲时间。如果用户在一

小时或更长时间内未在系统上键入内容，则会从 rwho 的输出中删去该用户，除非指定了 -a 标志。

rwho 的输出行示例类似于：

joe_user machine1:tty0p1 Sep 12 13:28 :11

该输出行可以解释为， joe_user 已登录到 machine1 ，其终端线为 tty0p1。 joe_user 从 9 月 12 日

13:28 (1:28 p.m.) 起一直登录在该计算机上。 joe_user 已有 11 分钟没有向 machine1 键入任何内容。

警告
当本地网络中运行 rwhod 的每台计算机的用户很多时， rwho 的输出会变得过多而难以识别。本地网络中运行

rwhod 的每台计算机上的每个用户都会有一行输出。

作者
rwho 由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开发。

文件
/var/spool/rwho/whod.* 有关其他计算机的信息。

另请参阅
ruptime(1)、rusers(1)、rwhod(1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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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sact - 输出当前 SCCS 文件的编辑活动

概要
sact file ...

说明
sact 命令可通知用户任何即将发生的对 SCCS 命名文件发生的 delta 更改。当已执行了 get -e 命令但没有

随后执行 delta 时会发生此情况（请参阅 delta(1) 和 get(1)）。如果在命令行中指定了目录，则 sact 认为

该目录中的每个文件都已指定为命名文件，但是其中非 SCCS 文件（路径名的最后部分不以 s. 开头的文件）和

不可读文件将被默默忽略。如果指定的名称是 - ，则会读取标准输入，将其中每一行视为要处理的 SCCS 文件

的名称。

每个命名文件的输出都包含由空格分隔的五个字段。

Field 1 当前存在于 SCCS文件中的 delta 版的 SID ，将对该文件作出更改以产生新的更改量。

Field 2 要创建的新 delta 版的 SID。

Field 3 执行 delta 版操作的用户的登录名（例如，执行 get 编辑）。

Field 4 get -e 的执行日期。

Field 5 get -e 的执行时间。

诊断信息
可使用 sccshelp(1) 获得进一步说明。

另请参阅
delta(1)、 get(1)、 sccshelp(1)、 unget(1)。

符合的标准
sact：SVID2、SVID3、XPG2、XPG3、XPG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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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samlog_viewer - 用于查看并保存 SAM 日志文件的工具

概要
/usr/sam/bin/samlog_viewer [-s mmddhhmm[[cc]yy]] [-e mmddhhmm[[cc]yy]] [-l SDVC]

[-u user] [-o ofile] [-t] [-n] [file]

说明
samlog_viewer 命令允许在不同的详细程度上查看部分或整个 SAM 日志文件（或包含相同格式数据的其他文

件）。只要选择了 View SAM Log 选项， SAM 就会运行该工具。也可以在交互模式或非交互模式下，独立于

SAM 来运行此工具。

samlog_viewer 命令可在交互模式或非交互模式下执行，视指定的选项而定。在非交互模式下， sam-

log_viewer 将过滤源文件，并将过滤后生成的数据写入到标准输出或目标文件中。在交互模式下， sam-

log_viewer 会显示图形用户界面，使您可以尝试各种过滤组合，并可将源文件的一个或多个版本保存到其他

文件，以及前后滚动日志文件条目等。

在任何情况下， samlog_viewer 都不会破坏 SAM 日志文件（或任何由 file 指定的源文件）的内容。源文件

的内容将根据可用过滤器的设置进行过滤和显示（或输出）。可同时运行 samlog_viewer 的多个实例，而不

会产生有害的结果。

过滤器
samlog_viewer 支持三种类型的过滤器：详细程度、日期 /时间和用户过滤器。这些过滤器可以组合起来使

用，以便在查看日志文件时有很大的选择余地。

详细程度过滤器可以控制显示内容时的详细程度。 SAM 日志文件可能包含多种不同类型的条目。当前支持的条

目类型有：摘要、细节、详细信息、错误和注释。详细程度过滤器允许显示某些类型或所有类型的条目，这取决

于选择的是哪一种过滤器。详细程度过滤器有以下几种：

Summary 只显示较高级别的信息。包括 summary、 error 和 note （警告以及其他值得特

别注意的条目）等条目类型。

Detail 包括 Summary 详细程度，并添加了 detail 日志条目。如果没有指定详细程度，

则缺省值为 detail。

Verbose 包括 Detail 详细程度，并添加了 verbose 日志条目。

Commands Only 仅显示所执行的文本命令。这些命令可包括 HP-UX 命令和 SAM 命令及脚本。

日期/时间过滤器用于查找在特定日期/时间之后或之前写入的条目，或者在特定日期/时间前后写入的条目。

用户过滤器仅允许查看由特定用户写入的那些条目。如果调用时指定了 -u 选项，其参数将用于表示要显示其条

目的用户。如果不指定 -u，则环境变量 SAM_RESTRICTED_USER 的值将用于表示用户名。如果 -u 和

SAM_RESTRICTED_USER 都不存在，则不会进行用户过滤，而是显示所有用户的条目。如果 -u 和

SAM_RESTRICTED_USER 都有效，则 -u 选项将覆盖该环境变量的设置。

如果通过指定 SAM_RESTRICTED_USER 环境变量或 -u 选项选择了用户过滤，则 samlog_viewer 会仅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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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该用户写入的条目，并且不允许对用户过滤设置进行任何更改。这一特性可以允许不具备权限的用户运行

samlog_viewer，并仅查看属于他们的条目。否则， samlog_viewer 将允许在交互式过滤屏幕中更改或完

全禁用用户过滤。

选项
可使用下列选项设置过滤及其他属性。如果 samlog_viewer 在交互模式下运行，则还可以在各种支持的菜单

和显示中设置和修改这些属性。可用的选项有：

-s mmddhhmm[ [cc]yy ] -s 选项将起始日期/时间过滤器设置为由其参数指定的日期/时间。日期/时

间的指定方式与 date 命令相同（请参阅 date(1)）：

mm 以两位数指定的月份（例如， 08）。

dd 以两位数指定的日期。

hh 以两位数指定的小时（24 小时制）。

mm 以两位数指定的分钟。

cc 世纪减 1。 cc 在指定年份时是可选的。

yy 所需年份的后两位数字。如果不指定此选项，则使用当前年份。

注释：在以两位数指定年份时，有效的范围是 70-99（20 世纪）和

00-37（21 世纪）。

以四位数指定年份时，有效的范围是 1970-2037。

如果不指定起始时间，则将日志的开始时间作为起始时间。

-e mmddhhmm[[cc]yy] -e 选项将结束日期/时间过滤器设置为由其参数指定的日期/时间。指定日

期和时间的方式如上面的 -s 选项中所述。如果不指定结束时间，则结束日

期/时间为无限（没有结束时间）。

-l SDVC -l 选项可设置所需的详细程度。必须指定 SDVC 字母之一作为所需参数。

详细程度的设置如下：

S = Summary

D = Detail

V = Verbose

C = Commands Only

如果不指定 -l 选项，则在缺省情况下将使用 Detail 详细程度。

-u user -u 选项将用户过滤器设置为由 user 指定的用户名或用户 ID。此时仅显示

由该用户记录的条目。如果省略了 -u 选项，则在缺省情况下将显示所有用

户记录的条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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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ofile -o 选项可使过滤后的输出写入到 ofile 中。 -o 选项暗含了下面所述的 -n

选项的作用。如果 ofile 是 -，则输出结果将会写入到标准输出中。如果省

略了 -o，则输出结果会被写入到标准输出（如果指定了 -n）或交互的

samlog_viewer 显示中（如果省略了 -n）。

-t -t 选项允许自动添加时间戳。如果指定了该选项，则每个日志条目都会用

其写入日期进行标记。在缺省情况下会禁用时间戳功能。

-n -n 选项可强制命令在非交互模式下运行。如果指定了该选项，则 sam-

log_viewer 会在非交互模式下运行，并使用所有支持的选项和源/目标文

件的缺省值或指定值。

file 指定从中读取日志数据的文件的名称。指定文件中的数据格式必须与原始

SAM 日志文件所用的数据格式相同。如果省略了此选项，则读取 SAM 日

志文件。如果 file 为 -，则会从标准输入中读取数据，并且 sam-

log_viewer 以非交互模式运行。如果指定了 file，它必须是命令行上指

定的最后一个参数。

举例
使用缺省过滤设置获得 SAM 日志文件的当前内容，并将其放入文件 sam.out 中：

samlog_viewer -n >sam.out

下面的示例与上述命令的作用相同：

samlog_viewer -o sam.out

仅查看 SAM 代表用户 tom 在 1994 年 6 月 5 日上午 8 点至 1994 年 8 月 14 日下午 10 点之间执行的命令，

并在交互模式下查看数据：

samlog_viewer -s 060508001994 -e 081422001994 -lC -u tom

在非交互模式下从标准输入中读取数据，添加时间戳，并将结果保存在 stdin.out 文件中。

cat datafile | samlog_viewer -t -o stdin.out -

执行与上述命令基本相同的功能，但是使数据显示在标准输出中：

cat datafile | samlog_viewer -t -o - -

或者

cat datafile | samlog_viewer -tn -

文件
/var/sam/log/samlog SAM 日志文件。

/var/sam/log/samlog.old samlog 的归档版本，该文件是在日志文件变得过大而被 SAM 自动调

整时创建的。该文件的内容包含在 samlog_viewer 读取的日志条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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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tmp/LFV_pid samlog_viewer 使用的临时文件。

/tmp/LFV_RUNp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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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sccs - SCCS 命令的前端实用程序

概要
sccs [-r] [-d rootpath] [-p dirpath] command [options] [file]...

说明
sccs 命令是不同程序的简单前端，它由源代码控制系统组成。它包括对其他用户运行 set-user-id 以允许对

SCCS 文件进行共享访问的功能。通过 sccs ，可以较少地显式引用 SCCS 文件名。 SCCS 文件名通过在指

定的工作 files 之前添加字符串 SCCS/s. 来生成。缺省 SCCS 子目录名可以使用 -p dirpath 选项覆盖。

提供给 sccs 命令的 command 可以是 SCCS 程序或假命令。 sscs 处理的 SCCS 程序包括 admin、 cdc、

comb、 delta、 get、 help、 prs、 rmdel、 sact、 unget、 val、 what 和 sccsdiff。假命令包

括：

check 输出所编辑的全部文件的列表。如果文件正在编辑，则返回非零退出状态。其目的是允

许生成文件中的“安装”条目在安装某一版本之前验证 SCCS 文件中已包括所有内容。

有关 -b、 -u user 和 -U 选项的说明，请参阅 info 假命令。

clean 从可从 SCCS 文件中重新创建的当前目录或命名目录中删除所有文件。不删除正在进行

编辑的文件。如果给定 -b ，则将在确定所编辑的文件时忽略分支（即包含三个或更多

个组成部分的 SID）。因此，在分支上进行的任何编辑均可能会丢失。

create 创建初始的 SCCS 文件（采用 file 中的内容）。接受 admin 的任何选项。如果文件成

功创建，则将用前端的 , （逗点）将初始文件重命名。只读副本通过 get 进行检索。

在验证 SCCS 文件已成功创建后，应该删除重命名的文件。

delget 对于命名的文件运行 delta ，然后通过 get 获取新版本。文件的新版本包括扩展的

标识关键字，不能进行编辑。 [-mprsy] 选项传递给 delta， [-bceiklsx] 选项传递

给 get。

deledit 等效于 delget，只不过 get 阶段包含 -e 选项。

diffs 提供所编辑文件的当前版本和 SCCS 格式版本之间的 diff （差异）列表。 [-rcixt]

选项传递给 get。 [-lsefhb] 选项传递给 diff。 -C 选项作为 -c 传递给 diff。

edit 等效于 get -e。

enter 等效于 create，例外的是省略了 get。如果要在创建 SCCS 文件后立即运行 edit

命令，该假命令将非常有用。

fix 删除命名的 delta 版，但在当前目录中保留该 delta 版的一个副本。 -r SID 选项是必

需的，它必须指向源树中的叶。由于不保留更改的记录，因此应慎用 fix。

info 列出所编辑的全部文件。 -b 选项在确定所编辑的文件时将忽略分支。 -u user 选项

仅列出由 user 编辑的文件。 -U 选项等效于 -u current_us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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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nt 输出有关命名文件的信息。等效于 prs -a 后接 get -p -m -s。

tell 列出所编辑的全部文件，在每个条目后添加一个换行符。有关 -b、 -u user 和 -U 选

项的说明，请参阅 info 部分。

unedit 等效于 unget。将丢失自上次 get 以来进行的任何更改。请慎用。

某些命令（如 admin、 cdc、 check、 clean、 diffs、 info、 rmdel、 sccsdiff 和 tell ）不能使

用设置用户 ID 功能，否则会允许任何人更改授权。这些命令始终以真实用户的身份运行。

选项
提供给 SCCS 命令的 选项记录在相应的 SCCS 联机帮助页中。提供给假命令的 选项记录在上述部分。 com-

mand 之前的其他所有选项按照以下方式进行记录：

-d rootpath 提供用作 SCCS 文件根目录的路径名。 rootpath 缺省为当前目录。该标志优先于

PROJECTDIR 环境变量。

-p dirpath 指定 SCCS 文件的路径名。缺省值是 SCCS 目录。 dirpath 将追加到 rootpath ，并

插入在路径名的最后一个部分之前。

-r 以实际用户（而不是通过 sccs 设置用户 ID 的有效用户）的身份运行 sccs。

以下命令：

sccs -d /usr -p cmd get src/b

转换到

get /usr/src/cmd/s.b

它可用于创建别名。例如，命令

alias syssccs="sccs -p /usr/src/cmd"

为 syssccs 创建一个别名，它可以在 syssccs get b 等命令中使用。

外部语言环境影响
环境变量

如果已设置 PROJECTDIR 环境变量，它的值将用于确定 rootpath 的 -d rootpath 选项值。如果 PROJECTDIR

以斜线 (/) 开头，则直接使用该值；否则，值将假定为登录名，并在与登录名对应的主目录中查找名为 src 或

source 的子目录。如果找到，则使用该目录路径。否则，该值将用作相对路径名。

LC_CTYPE 用于确定将文件内的文本解释为单字节和（或）多字节字符。

LC_MESSAGES 用于确定显示消息的语言。

如果未在环境中指定 LC_CTYPE 或 LC_MESSAGES 或将其设置为空字符串，则 LANG 的值将用作每个未指定

变量或空变量的缺省值。如果不指定 LANG 或将其设置为空字符串，则使用缺省值“C”（请参阅 lang(5)）而

非 L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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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任一国际化变量中包含无效设置，则 sccs 就会认为所有国际化变量都设置为“C”。请参阅 environ(5)。

国际代码集支持
支持单字节字符代码集和多字节字符代码集。

返回值
成功完成时返回 0。如果出错， sccs 以 <sysexits.h> 中的值退出，或者以所调用的 command 中的值退

出。唯一的例外是 check 假命令在文件正在编辑时返回非零退出状态。

举例
创建新的 SCCS 文件：

sccs create file

获取文件进行编辑，编辑文件，创建新的 delta 版，然后获取文件进行编辑：

sccs edit file.c

ex file.c

sccs deledit file.c

从另一个目录 (/usr/src/cmd/SCCS/s.cc.c) 中获取文件：

sccs -d /usr/src get cmd/cc.c

要创建当前目录中大量文件的 delta 版，请输入：

sccs delta *.c

要获取不在分支上的所编辑文件的列表，请输入：

sccs info -b

要获取当前用户所编辑文件的列表，请输入：

sccs tell -u

在生成文件中，要从 SCCS 文件（如果它不存在）中获取源文件，请输入：

SRCS = <list of source files>

$ (SRCS) :

sccs get $(REL) $@

另请参阅
admin(1)、 cdc(1)、 comb(1)、 delta(1)、 get(1)、 prs(1)、 rmdel(1)、 sact(1)、 sccsdiff(1)、 sccshelp(1)、

unget(1)、 val(1)、 vc(1)、 what(1)、 sccsfile(4)。

符合的标准
sccs：XPG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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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sccsdiff - 比较一个 SCCS 文件的两个版本

概要
sccsdiff -rSID1 -rSID2 [-p] [-sn ] file ...

说明
sccsdiff 命令可比较一个 SCCS 文件的两个版本，并生成这两个版本之间的差异。可以指定任何数目的 SCCS

文件，而参数可应用于所有文件。

-rSID? SID1 和 SID2 可指定 SCCS文件中要进行比较的 delta 版。版本将会以给定的顺序传递

给 bdiff （请参阅 bdiff (1)）。然后，将接受 SIDget 的版本相同（请参阅

get(1)）。

-p 通过 pr 对每个文件进行管道输出（请参阅 pr(1)）。

-sn n 是 bdiff 传递给 diff 的文件段大小（请参阅 diff (1)）。当由于系统负载高而导

致 diff 失败时，该选项非常有用。

外部语言环境影响
国际代码集支持

支持单字节字符代码集和多字节字符代码集，但不支持多字节字符文件名。

诊断信息
file: No differences

两个版本是完全相同的。

可使用 sccshelp(1) 获得进一步说明。

文件
/tmp/get????? 临时文件

另请参阅
bdiff(1)、 diff(1)、 get(1)、 pr(1)、 sccshel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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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sccshelp - 请求 SCCS 命令的帮助信息

概要
sccshelp [arg] ...

说明
sccshelp 命令用于查找相应信息，以解释 SCCS 命令生成的消息或 SCCS 命令的用法。可为该命令提供多个

参数或不提供参数。如果不提供参数，则 sccshelp 会提示您输入一个参数：

What is the message number or SCCS command name?

参数可以是消息号（通常显示在消息后并括在括号中）或命令名，可以是下列类型之一：

type 1 以非数字开始，以数字结束。非数字前缀通常是生成消息的程序或例行程序集的缩写（例

如， ge6 表示 get 命令生成的消息 6）。

type 2 不包含数字（与命令相同，例如 get）。

type 3 全部是数字（例如， 212）。

程序的响应（如果有的话）是有关该参数的解释信息。

通过 helploc 文件，可使用 sccshelp 支持其他命令。要进行此操作，请以适当格式创建帮助文件，并将帮

助文件的位置添加到 /usr/share/lib/sccshelp/helploc。

外部语言环境影响
环境变量

LC_CTYPE 用于确定将文本解释为单字节和（或）多字节字符。

LANG 用于确定显示消息的语言。

如果未指定 LC_CTYPE，或者其值为空，则会缺省为 LANG 的值。如果未指定 LANG，或者其值为空，则缺省值

为“C”（请参阅 lang(5)）。如果任一国际化变量中包含无效设置，则所有国际化变量都会缺省为“C”。请参

阅 environ(5)。

国际代码集支持
支持单字节字符代码集和多字节字符代码集。

诊断信息
There is not a place to look for help on the subject of arg

There is not any help available on the subject of arg

若所有其他办法都无效，请尝试 sscshelp stuck。

举例
如果输入了不带参数的 SCCS get 命令，会显示以下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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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ROR: missing file arg (cm3)

若要请求关于该命令的帮助信息，请执行：

sccshelp get

该命令将显示：

get:

get [-r<SID>] [-c<cutoff>] [-i<list>] [-x<list>] [-a<seq no.>]

[-k] [-e] [-l<p>] [-p] [-m] [-n] [-s] [-b] [-g] [-t]

[-w<string>] file ...

若要请求关于错误号的帮助信息，请执行：

sccshelp cm3

该命令将显示：

cm3:

"missing file arg"

You left off the name of the file to be processed.

警告
目前只有 SCCS 命令使用 sccshelp。

文件
/usr/share/lib/sccshelp 包含消息文本文件的目录

/usr/share/lib/sccshelp/cmds 受 sccshelp 支持的命令列表

/usr/share/lib/sccshelp/helploc 包含不位于 /usr/share/lib/sccshelp 目录中帮助文件

的位置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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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script - 生成终端会话的文件版本

概要
script [-a] [ file ]

说明
script 生成在终端上输出的任何内容的文件版本。它启动一个由 SHELL 环境变量命名的 Shell，或缺省情况

下启动 /usr/bin/sh，并使用伪终端（参阅 pty(7)）以静默方式记录从该 Shell 或其派生项向终端输出的内容

的副本。

所有的输出都会写入 file，或追加到 file （如果给定了 -a 选项）。如果没有指定文件名，则输出会保存到名为

typescript 的文件中。以后可以使用 lp(1) 将记录内容发送到行式打印机，或使用 cat(1) 和 -v 选项安全地

查阅记录。

当派生的 Shell 退出（或用户通过键入“exit”结束会话）时，或者 Shell 及其所有派生项关闭了伪终端设备

时，记录过程将终止。

在运行 CRT 显示并且需要对话的硬拷贝记录时，此程序非常有用。它还可以用于简单形式的会话审核。

script 遵循登录 Shell 的约定，如 su(1)、 sh(1) 和 ksh(1) 中所述。因此，如果它由以连字符 (-) 开头的命令

名（即 -script）调用，则 script 会将一个基名传递给也是以连字符开头的 Shell。

在运行 script 之前，可通过设置环境变量 SCRIPT_USE_IXOFF 来启用输入流控制。请参阅 “警告”" 一

节，了解如何使用此环境变量的详细信息。

举例
将用户屏幕上输出的所有内容保存到 scott 文件中：

script scott

将用户屏幕上输出的所有内容的副本追加到 temp 文件中：

script -a temp

警告
在执行 script 时不应使用诸如 cat scott 这类可显示目标文件内容的命令，因为这样做会使 script 将

cat 命令的输出记录到其本身，直至所有可用磁盘空间耗尽为止。其他命令如 more(1) 也可能导致同样的问

题，但危害程度要低一些。

script 在 file 中记录所有收到的输出，包括键入错误、退格和光标移动。请注意，它不记录由键盘键入的字

符，而只记录回显的字符。这样 file 中就不会记录口令。非简单回显的响应（例如来自面向屏幕的编辑器和 ksh

命令编辑的输出）会像它们出现在原始会话中那样进行记录。

在没有输入流控制（未设置 SCRIPT_USE_IXOFF）时，使用 script 可能会丢失一些数据。但是，如果设置

了 SCRIPT_USE_IXOFF 而没有设置 IXANY， script(1) 的行为可能无法预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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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script 由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 HP 联合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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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sdiff - 并行比较文件差异的程序

概要
sdiff [option]... file1 file2

说明
sdiff 使用 diff (1) 加 -b 选项的输出来生成两个文件的并行比较列表，从中指出内容有差异的那些行，该选

项将忽略末尾空白（空格和制表符），并将其他空白字符串视为相同如果两行相同，则输出这两行且在这两行之

间加一段空白；如果某行只存在于 file1 中，则在该空白位置中显示一个 < ，如果某行只存在于 file2 中，则在

该空白位置中显示一个 > ；对于两个文件中都存在的内容不同的行，则在该位置显示一个 |。

例如：

abc | xyz

abc abc

bca <

cba <

dcb dcb

> cde

选项
sdiff 可识别下列选项：

-w n 使用下一个参数 n 作为输出行的宽度。 n 的最大值为 2048 (LINE_MAX)。行长度的缺省值为

130个字符。

-l 当行相同时，仅在左侧输出。

-s 不输出完全相同的行。

-o output

使用下一个参数 output 作为第三个文件的名称，该文件是通过用户控制的 file1 和 file2 的合

并而生成的。 file1 和 file2 的相同行会复制到 output 中。差异组（如由 diff (1) 生成的）会

被输出，其中一组差异共享一个公共的分隔字符。在输出每组差异后， sdiff 使用 % 提示

用户，并等待用户输入下列命令之一：

l 将左侧的列追加到输出文件中

r 将右侧的列追加到输出文件中

s 打开静默模式；不输出相同的行

v 关闭静默模式

e l 调用编辑器处理左侧的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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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r 调用编辑器处理右侧的列

e b 调用编辑器处理左侧和右侧列的连接

e 调用编辑器处理长度为 0 的文件

q 从程序退出

在退出编辑器时，得到的文件将在 output 文件的末尾进行连接。

举例
在可以打印 132 列的打印机上，打印某个文件的两个版本之间的并行比较差异：

sdiff -w132 prog.c.old prog.c | lp -dlineprinter

从 RCS 检索某个文件最新检入的版本，并将其与当前检出的版本进行比较：

co -p prog.c > /tmp/$$; sdiff /tmp/$$ prog.c | more; rm /tmp/$$

另请参阅
diff(1)、 e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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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sed - 流式文本编辑器

概要
sed [-n] script [ file ... ]

sed [-n] [-e script ] ... [-f script_file ] ... [ file ... ]

说明
sed 将指定的文本 file （标准输入缺省值）复制到标准输出（根据最多包含 100 条命令的脚本进行了编辑）。

仅处理完整输入行。忽略文件结尾处不是以换行符结尾的任何输入文本。

选项
sed 可识别下列选项：

-f script_file 采用文件 script_file 中的脚本。

-e script 根据 script 进行编辑。如果只有一个 -e 选项且没有 -f 选项，则可以省略标志 -e。

-n 禁止缺省输出。

sed 按给定的顺序解释所有的 -escript 和 -fscript_file 参数。在混合使用 -e 和 -f 选项时应小心，以避免

出现不可预知的或不正确的结果。

命令脚本
脚本由编辑器命令组成，每行一条命令，其格式如下：

[ address [, address ] ] function [ arguments ]

在正常操作中， sed 将一行输入循环复制到 pattern space （除非在 D 命令后遗留有某些内容），依次应用其

address 选择该模式空间的所有命令，在脚本的结尾处，将模式空间复制到标准输出（-n 之下的除外）并删除

该模式空间。

某些命令使用 hold space 来保存全部或部分 pattern space 以用于后续检索。

命令地址
address 是一个十进制数（以累积方式跨文件对输入行进行计数）、 $ （表示输入的最后一行）或上下文地

址；即经过如下修改的 ed(1) 样式的 /regular expression/ ：

• 在上下文地址中，构造 \?regular expression?, （其中 ? 是任意字符）与 /regular expression/. 完

全相同。请注意，在上下文地址 \xabc\xdefx 中，第二个 x 代表它自身，以便正则表达式为

abcxdef。

• 转义序列 \n 与在模式空间中嵌入的换行符匹配。

• 句点 (.) 与除模式空间的终端换行符之外的任何字符匹配。

• 如果命令行没有地址，则它会选择每个模式空间。

HP-UX 11i Version 2: December 2007 Update − 1 −  Hewlett-Packard Company 305



sed(1) sed(1)

• 具有一个地址的命令行选择与该地址匹配的每个模式空间。

• 具有两个地址的命令行选择从与第一个地址匹配的第一个模式空间到与第二个地址匹配的下一个模式

空间（如果第二个地址是小于或等于首先选择的行号的数，则仅选择一行）的范围（包括两端的

值）。此后重复该过程，再次查找第一个地址。

sed 支持基本正则表达式语法（请参阅 regexp(5)）。

编辑命令也可以仅应用于由求反函数 ! 使用的非选定模式空间（在下面说明）。

命令函数
在以下函数列表中，每个函数的允许最大地址数在圆括号中指示。对其他函数元素的解释如下：

text 一行或多行，但不包括以 \ 结尾以隐藏换行符的最后一行。 text 中的反斜杠被视为与 s

命令的替换字符串中的反斜杠类似，并且可以用于保护初始空格和制表符，以防止在每个

脚本行上被删除。

rfile 要求命令行必须以正好一个空格结尾，且前面必须正好有一个空格。

wfile 要求命令行必须以正好一个空格结尾，且前面必须正好有一个空格。在开始处理之前创建

每个 wfile。最多可以有 10 个不同的 wfile 参数。

sed 可识别下列函数：

(1)a\

text 追加。在读取下一输入行之前，将 text 放置在输出上。

(2)b label 分支到具有 label 的 : 命令。如果未指定 label ，则分支到脚本的结尾。

(2)c\

text 更改。删除模式空间。如果地址为 0 或 1 或者处于 2 地址范围的末尾，请将 text 放置在输出上。

开始下一个循环。

(2)d 删除模式空间并开始下一个循环。

(2)D 删除模式空间的初始段，直到第一个换行符，并开始下一个循环。

(2)g 将模式空间的内容替换为保存空间的内容。

(2)G 将保存空间的内容追加到模式空间。

(2)h 将保存空间的内容替换为模式空间的内容。

(2)H 将模式空间的内容追加到保存空间。

(1)i\

text 插入。将 text 放置在标准输出上。

(2)l 在标准输出上以明确格式列出模式空间。非输出字符按三位八进制数格式拼写（前面有反斜杠），

并折返长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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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n 如果尚未禁止缺省输出（通过命令行上的 -n 选项或 script 文件中的 #n 命令），则将模式空间

复制到标准输出。将模式空间替换为下一输入行。

(2)N 将下一输入行追加到具有嵌入换行符的模式空间（当前行号将发生改变）。

(2)p 输出。将模式空间复制到标准输出。

(2)P 将模式空间的初始段（直到第一个换行符）复制到标准输出。

(1)q 退出。分支到脚本的结尾。不开始新循环。

(1)r rfile 读取 rfile 的内容，并在读取下一输入行之前将其放置在输出上。

(2)s/regular expression/replacement/flags

用 replacement 字符串替换模式空间中 regular expression 的实例。可以使用除 / 之外的任何字

符。有关更完整的说明，请参阅 ed(1)。 flags 为零个或多个以下标志：

n n = 1-2048 (LINE_MAX)。仅替换模式空间中 regular expression 的第 n 个实例。

g 全局。替换 regular expression 的所有不重叠实例，而不仅仅是第一个不重叠实

例。

p 如果进行了替换并且已禁止缺省输出（通过命令行上的 -n 选项或 script 文件中

的 #n 命令），则将输出模式空间。

w wfile 写入。如果进行了替换，则将模式空间追加到 wfile。

(2)t label 测试。如果自最近读取输入行或执行 t 以来进行了任何替换，则将分支到具有 label 的 : 命令。

如果 label 为空，则分支到脚本的结尾。

(2)w wfile 写入。将模式空间追加到 wfile。

(2)x 交换模式空间和保存空间的内容。

(2)y/string1/string2/

转换。将 string1 中出现的所有字符替换为 string2 中的对应字符。 string1 和 string2 的长度必

须相等。

(2)! function

不要这样做。将 function （或组，如果 function 为 {）仅应用于一个或多个地址未选定的行。

(0): label 此命令不执行任何操作；它具有要分支到的 b 和 t 命令的 label。

(1)= 将当前行号作为行放置在标准输出上。

(2){ 仅当选定模式空间时，才通过匹配的 } 执行下列命令。语法为：

{ cmd1

cmd2

cmd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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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0) 忽略空命令。

(0)# 如果 # 作为脚本文件第一行的第一个字符出现，则将该整行视为注释，但有一种例外：如果 # 之

后的字符为 n，则禁止缺省输出。行中 #n 之后的其余部分也将被忽略。脚本文件必须至少包含一

个非注释行。

外部语言环境影响
环境变量

LANG 为没有设置或设置为 null（空）的国际化变量提供了缺省值。如果 LANG 未设置，或者将其设置为 null

（空），则会使用缺省值“C”（请参阅 lang(5)）。如果任一国际化变量包含无效设置，则 sed 的行为就好像

所有的国际化变量都设置为“C”一样。请参阅 environ(5)。

LC_ALL 如果设为非空字符串值，则会覆盖所有其他国际化变量的值。

LC_CTYPE 确定文本作为单字节和（或）多字节字符的解释、字符作为可打印字符的分类以及在正则表达式中按

字符类表达式匹配的字符。

LC_MESSAGES 用于确定语言环境，该语言环境应当用于影响写入到标准错误的诊断消息以及写入到标准输出的

信息性消息的格式和内容。

NLSPATH 用于确定消息目录的位置，以便处理 LC_MESSAGES。

国际代码集支持
支持单字节字符代码集和多字节字符代码集。

举例
从命令行或从 Shell 脚本在文件中进行简单替换，将 abc 更改为 xyz ：

sed ’s/abc/xyz/’ file1 >file1.out

与上面相同，但是在搜索和替换字符串中使用 Shell 或环境变量 var1 和 var2 ：

sed "s/$var1/$var2/" file1 >file1.out

或者

sed ’s/’$var1’/’$var2’/’ file1 >file1.out

单个命令中的多处替换：

sed -e ’s/abc/xyz/’ -e ’s/lmn/rst/’ file1 >file1.out

或者

sed -e ’s/abc/xyz/’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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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s/lmn/rst/’ \

file1 >file1.out

警告
sed 要求命令脚本中包含的命令不能超过 100 条。

保存空间不能超过 8192 个字符。

sed 仅处理文本文件。有关文本文件的定义及其限制，请参阅词汇表。

作者
sed 由 OSF 和 HP 联合开发。

另请参阅
awk(1)、 ed(1)、 grep(1)、 environ(5)、 lang(5)、 regexp(5)。

sed ：《Text Processing Users Guide》中的《A Non-Interactive Streaming Editor》教程。

符合的标准
sed：SVID2、SVID3、XPG2、XPG3、XPG4、POSIX.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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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send_sound - 播放音频文件

概要
/opt/audio/bin/send_sound [ -format_switch ] [-server system ] [-loop number ]

[-pri priority ] [-srate rate ] [-prate rate ] [-stereo ]

说明
该命令可播放音频文件。在 HP VUE 文件管理程序中双击音频文件时使用的就是 send_sound 命令。然后文

件根据音频控制面板的设置开始播放。

-format_switch

可为下列格式之一：

au Sun 文件格式

snd NeXT 文件格式

wav Microsoft RIFF Waveform 文件格式

u MuLaw 格式

al ALaw

l16 线性 16 位格式

lo8 偏移（无符号）线性 8 位格式

l8 线性 8 位格式

如果您对该选项省略了文件名，则 send_sound 将播放来自 stdin 的音频数据。

-server system

在由 system 标识的音频服务器的输出上播放文件，该系统参数可以是系统名，也可以是

TCP/IP 地址。

-loop number

使文件播放您指定的 number。注意，如果源文件是 stdin，则不能使用此选项；需要指定文

件名。

-pri priority 以您指定的 priority 播放文件，优先级可以是 urgent、 hi、 normal 或 lo。

-srate rate 设置声源的 rate。

-prate rate 按照您输入的 rate 播放音频文件。

-stereo 播放立体声文件。仅对于包含立体声数据的原始数据文件需要使用该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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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send_sound 由 HP开发。

NeXT 是 NeXT Computers, Inc. 的商标。

Microsoft 是 Microsoft Corporation 的商标。

另请参阅
audio(5)、 asecure(1M)、 aserver(1M)、 attributes(1)、 conver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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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serialize - 强制目标进程与其他进程按串行方式运行

概要
serialize command [command_args]

serialize [-t] [-p pid]

说明
serialize 命令用于强制目标进程与该命令所标记的其他进程按串行方式运行。目标进程可以通过 pid 值引

用，也可以在 command 上直接调用。当进程由 serialize 标记后，该进程将保持标记状态，直到使用 -t

选项在串行化的进程上重新发出 serialize。 -t 选项将使得用 -p 选项指定的 pid 返回到正常的分时调度

算法。

由于当大型进程按串行方式执行（而不是仅让每个程序执行很短一段时间）时，进程吞吐量通常会增加，因此该

调用可用于提高进程吞吐量。通过一次运行一个大型进程，每个进程不会在其工作集中不断出错，而最终在其他

进程开始运行时失去数据页，这样，系统将更有效地利用 CPU 和系统内存。只要系统中有足够的内存， seri-

alize 标记的进程与系统中其他进程将以相同的形式操作。但是，一旦出现内存紧张的情况， serialize 标

记的进程将一次运行一个，具有最高优先级的进程将首先运行。在其他串行化的进程可以运行之前，每个进程将

运行限定的时间间隔。

选项
serialize 支持下列选项：

-t 指示 pid 指定的进程不应返回到分时调度。

-p 指示目标进程的 pid。

如果这两个选项均未指定，则将对传入的命令行调用 serialize。

返回值
serialize 返回以下值：

0 成功完成。

1 指定了无效的 pid，非数值条目或者小于或等于PID_MAXSYS。

2 无法执行指定的命令。

3 没有这样的进程。

4 必须是根或拥有执行 serialize 的 SERIALIZE 特权的组成员。

错误
serialize 在以下条件下失败，并将 errno （请参阅 errno(2)）设置为以下值：

[ESRCH] 不存在传入的 pid。

举例
使用 serialize 强制数据库应用程序与其他带有串行化标记的进程按串行方式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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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ialize database_app

强制 pid 值为 215 的当前运行进程与其他带有串行化标记的进程按串行方式运行：

serialize -p 215

将先前带有串行化标记的进程返回到正常的分时调度。该示例中目标进程的 pid 是 174 ：

serialize -t -p 174

警告
用户无法对串行化的进程强制执行排序。

作者
serialize 由 HP 开发。

另请参阅
setprivgrp(1M)、getprivgrp(2)、serialize(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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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setacl - 修改文件（仅限于 JFS 文件系统）的访问控制列表 (ACL)

概要
setacl [-n] -s acl_entries file...

setacl [-n] -m|-d acl_entries [-m|-d acl_entries]... file...

setacl [-n] -f acl_file file...

说明
对于每个指定的 file ， setacl 可以替换其全部的 ACL，包括目录中缺省的 ACL ，也可以添加、修改或删除

一个或多个 ACL 条目，包括目录中的缺省条目。

-s 选项可以将 ACL 设置为命令行中指定的条目。 -f 选项可以将 ACL 设置为文件 acl_file 中所包含的条目。

-d 选项可以从文件的 ACL 中删除一个或多个指定的条目。 -m 选项可以添加或修改一个或多个指定的 ACL

条目。

必须指定选项 -s、 -m、 -d 或 -f 之一。如果指定了 -s 或 -f，则其他选项是无效的。 -m 选项和 -d 选

项可以组合在一起，并且可以指定多个 -m 和 -d 选项。

对于 -m 和 -s 选项， acl_entries 是从以下列表中所选的一个或多个由逗号分隔的 ACL 条目。对于 -f 选

项， acl_file 必须包含从相同的列表中所选的 ACL 条目，并且一个条目占用一行。仅对于目录，才可以指定缺

省条目。 粗体表示必须以指定的格式键入字符，方括号表示可选字符，而 斜体字符将由用户来指定。在由垂直

线所分隔的选项中，必须选择其中一项。

u[ser]::operm| perm

u[ser]:uid:operm| perm

g[roup]::operm| perm

g[roup]:gid:operm| perm

c[lass]:operm| perm

o[ther]:operm| perm

d[efault]:u[ser]::operm| perm

d[efault]:u[ser]:uid:operm| perm

d[efault]:g[roup]::operm| perm

d[efault]:g[roup]:gid:operm| perm

d[efault]:c[lass]::operm| perm

d[efault]:o[ther]::operm| perm

对于 -d 选项， acl_entries 是从以下列表中选择的由一个或多个由逗号分隔的不具有权限的 ACL 条目。请注

意，不能删除文件所有者、所有者组和其他用户的条目。

u[ser]:uid

g[roup]:gid

d[efault]:u[s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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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fault]:u[ser]:uid

d[efault]:g[roup]:

d[efault]:g[roup]:gid

d[efault]:c[lass]:

d[efault]:o[ther]:

在上述列表中，用户指定以下内容：

perm

是由字符 r （读）、 w （写）和 x （执行）组成的权限字符串，这几个字符都最多只能出现一次，并

且可以以任何顺序排列。可以指定字符 - 为占位符。

operm

以八进制表示上述权限，其中 7 代表所有权限，或 rwx，而0代表没有权限，或 ---。

uid 指登录名称或用户 ID。

gid 指组名称或组 ID。

每种选项的含义如下：

-n 在通常情况下， setacl 会重新计算组类条目以确保在附加 ACL 条目中所授予的权限可以实际实现，

并且 class 条目中所指定的值会被忽略。如果指定了 -n 选项，则不会重新计算；同时，将使用

class 条目中所指定的值。

-s 设置文件的 ACL。所有旧的 ACL 条目将被删除，并由新指定的 ACL 所代替。为文件的所有者仅指定

一个 user 条目，为文件的所有者组仅指定一个 group 条目，以及仅指定一个 other 条目。如果未

指定 -n 选项，那么还必须仅指定一个 class 条目。可以存在指定的附加 user ACL 条目和附加

group ACL 条目，但是不能有与附加 user ACL 条目具有相同 uid 的相应条目副本，也不能有与附

加 group ACL 条目具有相同 gid 的相应条目副本。

如果该文件是一个目录，则可以指定缺省的 ACL 条目。对于文件的所有者，最多只能有一个

default:user 条目；对于文件的所有者组，最多只能有一个 default:group 条目；对于文件组

类，最多只能有一个 default:class 条目；而对于其他用户，最多只能有一个 default:other 条

目。可以存在指定的附加 default:user 条目和附加 default:group 条目，但是不能有与附加

default:user 条目具有相同 uid 的相应条目副本，也不能有与附加 default:group 条目具有相同

gid 的相应条目副本。

不论 -n 选项指定与否， setacl 都决不会重新计算 default:class 条目。

对于没有权限的条目，其指定的 uid 或 gid 将不能访问文件。

这些条目不必按顺序排列。它们将在应用于文件之前由命令来排序。

-m 将一个或多个新的 ACL 条目添加到文件中，和（或）更改文件中现有的一个或多个 ACL 条目。如果对

于指定的 uid 或 gid 已存在条目，则指定的权限将代替当前的权限。如果对于指定的 uid 或 gid 不存在

条目，则将创建条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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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从文件中删除一个或多个现有的 ACL 条目。不能从 ACL 中删除文件所有者、所有者组和其他用户的条

目。请注意，删除条目不一定与删除条目的所有权限具有相同的效果。特别是，删除特定用户的条目将

使用户的权限由 other 条目来确定（或者，如果用户属于某个组，则由所有者 group 条目确定）。

-f 根据名为 acl_file 的文件中所包含的 ACL 条目来设置一个文件的 ACL。对于指定的条目的限制与使用

-s 选项时相同。在指定为 acl_file 的文件中，不需要以任何特定的顺序排列条目。 acl_file 中的字符“

# ”可用于表示注释。将忽略以“ # ” ,开头直到行尾的所有字符。请注意，如果 acl_file 是作为

getacl 命令的输出而创建的，则任何有效的权限都将以“ # ”开头，因而也将被忽略。

使用 setacl 命令会引起文件权限位的更改。当文件所有者的 user ACL 条目被更改时，文件所有者权限位也

将被修改。当 other ACL 条目被更改时，文件的其他权限位将被修改。当附加的 user ACL 条目和（或）任

何 group ACL 条目被设置或修改时，文件的组权限位将被修改以表示附加用户条目和所有组条目所允许的最大

权限。

如果 ACL 不包含附加的 user 或附加的 group 条目，则对象所有者组的 group 条目和 class 条目必须有

相同的权限。因此，如果已指定 -d 选项，从而不存在附加的 user 条目和附加的 group 条目，则会将

class 条目的权限设置为与所有者组条目相同的权限。无论是否已指定 -n 选项，这种情况都会发生。

目录可能包含 default ACL 条目。如果在包含 default ACL 条目的目录中创建了文件，则这些条目将被添

加到新创建的文件中。请注意，由文件所有者、文件所有者组和其他用户所指定的缺省的权限将被 umask 及在

文件创建调用中所指定的模式所限制。

如果 ACL 不包含附加的 default:user 或附加的 default:group 的条目，并且已指定对象所有者组的

default:group 条目，则也必须指定 default:class 条目，且对象所有者组的 default:group 条目的

权限必须与 default:class 条目的权限相同。

该命令可以在不支持 ACL 的文件系统中执行，以便设置文件所有者、文件所有者组和其他用户的三个基本条目

的权限。在这种情况下，不允许有附加的条目和 default 条目。

举例
要将一个 ACL 条目添加到文件 filea 中，并仅指定用户 archer 的读权限，请键入：

setacl -m user:archer:r-- filea

如果用户 archer 的条目已存在，则此命令会将该条目的权限设置为 r--。

要替换文件 filea 的整个 ACL ，为用户 archer 和 fletcher 添加具有读/写权限的条目，为文件所有者添

加具有所有权限的条目，为文件组添加仅具有读权限的条目，为其他用户添加不具有所有权限的条目，请键入：

setacl -s user::rwx,user:archer:rw-,user:fletcher:rw-,\

group::r--,other:--- filea

请注意，在该命令之后，文件权限位将被设置为 -rwxrw----。即使文件所有者组仅具有读权限，但是对于所有

的附加 user ACL 条目和所有的 group ACL 条目来说，最大的权限可以是读和写，因为以上两个附加的

user 条目都已指定这两个权限。

要使用 -f 选项，像上述的示例一样在文件 filea 中设置相同的 ACL ，请键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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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tacl -f filea.acl filea

可编辑文件 filea.acl，以包含以下内容：

user::rwx

user:archer:rw-

user:fletcher:rw-

group::r--

other:---

因为未指定 -n 选项，所以不需要 class 条目。如果 class 条目已存在，则它将被忽略。

文件
/etc/passwd 用户 ID

/etc/group 组 ID

另请参阅
chmod(1)、 getacl(1)、 ls(1)、 acl(2) 和 aclsort(3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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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sh - 各种系统 Shell 概述

概要
POSIX Shell：

sh [±aefhikmnoprstuvx] [±o option] ... [-c string] [arg ... ]

rsh [±aefhikmnoprstuvx] [±o option] ... [-c string] [arg ... ]

Korn Shell：
ksh [±aefhikmnoprstuvx] [ ±o option ] ... [-c string ] [ arg ... ]

rksh [±aefhikmnoprstuvx] [±o option ] ... [-c string ] [ arg ... ]

C Shell：
csh [-cefinstvxTVX] [ command_file ] [ argument_list ... ]

Key Shell：
keysh

说明
备注：

POSIX.2 标准要求，在遵循 POSIX的系统上执行 sh 命令将激活 POSIX Shell（位于 HP-UX 系统上的

/usr/bin/sh 文件中），执行 man sh 命令将生成一个显示 POSIX Shell 命令行语法的联机手册条目。

但是， sh 命令在历史上已与传统 Bourne Shell 相关联，这可能会使一些用户感到迷惑。为了满足标准要求，

并阐明各种 Shell 之间的关系，以及它们在系统中的驻留位置，本条目提供了每种 Shell 的命令行语法及简短说

明，还列出了一些手册条目的名称，在这些条目中更加详细地介绍了每种 Shell。

注意：从 HP-UX 11i v1.5 开始，已从系统中删除了 Bourne Shell (/usr/old/bin/sh)。请使用替代项

POSIX Shell (/usr/bin/sh)。

Shell 说明
HP-UX操作系统支持下列 Shell：

sh 遵循 POSIX的命令编程语言和命令解释程序，位于 /usr/bin/sh 文件中。可以执行从终端

或文件读取的命令。该 Shell 符合推出 HP-UX 系统发行版时正在实行的当前 POSIX 标准，

它在很多方面与 Korn Shell 相似。由于在很多方面与 Korn Shell 相似，因此， POSIX

Shell 包含历史机制、支持作业控制，并提供其他各种有用功能。

ksh Korn Shell 命令编程语言和命令解释程序，位于 /usr/bin/ksh 文件中。可以执行从终端

或文件读取的命令。像 POSIX Shell 一样，该 Shell 包含历史机制、支持作业控制，并提供

其他各种有用功能。

csh 一个命令语言解释程序，它包含命令历史记录缓冲区、类似于 C 语言的语法，以及作业控制

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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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h POSIX Shell 命令解释程序的受限版本。它可以设置登录名和执行环境，与常规用户 Shell

相比，其功能更受控制（限制）。

rksh Korn Shell 命令解释程序的受限版本。它可以设置登录名和执行环境，与常规用户 Shell 相

比，其功能更受控制（限制）。

keysh 标准 Korn Shell 的扩展，它使用分层功能键菜单和上下文相关帮助。

要获得： 请使用命令：

POSIX Shell /usr/bin/sh ...
Korn Shell /usr/bin/ksh ...
C Shell /usr/bin/csh ...
Key Shell /usr/bin/keysh

这些 Shell 也可以缺省调用，具体取决于 /etc/passwd 文件中的条目。另请参阅 chsh(1)。

警告
很多手册条目包含 Shell 行为的说明，或者介绍类似于“Shell”的程序或应用程序行为，在后者的介绍中均提及

了“请参阅 sh(1) ”。

另请参阅
有关各个 Shell 的信息，请参阅：

keysh(1) Key Shell (/usr/bin/keysh) 说明。

ksh(1) Korn Shell (/usr/bin/ksh) 说明。

sh-posix(1) POSIX Shell (/usr/bin/sh) 说明。

csh(1) C Shell (/usr/bin/csh)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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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sh-posix: sh、rsh - 标准和受限的 POSIX.2 兼容命令 Shell

概要
sh [±aefhikmnprstuvx] [±o option]... [-c string] [arg]...

rsh [±aefhikmnprstuvx] [±o option]... [-c string] [arg]...

备注
本 Shell 旨在符合 POSIX.2 Shell and Utility 标准的 Shell 规范。有关本 Shell 符合其他任何标准的信息，请

参阅系统附带的任何标准符合文档。

“说明”部分中的子标题列表
Shell 调用 波浪符替换 环境

选项 命令替换 函数

rsh 限制 参数替换 作业

定义 空白字符解释 信号

命令 文件名生成 执行

简单命令 引用 命令重新输入

复合命令 算术计算 命令行编辑

特殊命令 提示 emacs/gmacs 编辑模式

注释 条件表达式 vi 编辑模式

别名处理 输入/输出）

说明
sh 是一种命令编程语言，它执行从终端或文件中读取的命令。

rsh 是 sh 的受限版本。请参阅下面的“rsh 限制”一节。

Shell 调用
如果 Shell 由 exec*() 系统调用进行调用，并且参数零（Shell 参数 0）的第一个字符是短线 (-)，则假定该

Shell是登录Shell，命令将首先从 /etc/profile 中读取，然后从当前目录的 .profile 或 $HOME/.pro-

file （如果存在任一文件）中读取，最后从通过对环境参数 ENV 的值执行参数替换所命名的文件（如果该文

件存在）中进行读取。如果不存在 -s 选项而存在 arg ，则将对第一个 arg 执行路径搜索，以确定要执行的脚

本的名称。使用 arg 运行 sh 时，脚本 arg 必须具有读取权限，并且将忽略任何 setuid 和 setgid 设置。

命令读取方式如下。

Shell 输出（“特殊命令”一节列出的部分命令的输出除外）将写入标准错误（文件描述符 2）。

选项
以下选项在 Shell 被调用时由其进行解释。

-c string 从 string 中读取命令。

-i 如果存在 -i 或者 Shell 输入和输出附加到终端（如 tty() 所报告），Shell 就是交互式的。

这种情况下，将忽略 SIGTERM 且捕获并忽略 SIGINT （使得 wait 可中断）。在所有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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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Shell 都将忽略 SIGQUIT。请参阅 signal(5)。

-r 该 Shell 是受限的 Shell。

-s 如果存在 -s 或者没有任何参数，将首先从标准输入中读取命令。

特殊命令一节的 set 命令下将介绍剩余的选项和操作数。

rsh 限制
rsh 用于设置登录名和执行环境，其功能比标准 Shell 的功能受到更多的控制。 rsh 的操作与 sh 的操作相

同，例外的是禁止以下操作：

• 更改目录（请参阅 cd 特殊命令和 cd(1)）

• 设置 SHELL、 ENV 或 PATH 的值

• 指定包含 / 的路径名或命令名

• 将输出重定向（>、 >|、 <> 和 >>）

在解释 .profile 和 ENV 文件后，将强制上述限制。

当发现要执行的命令是 Shell 过程时， rsh 将调用 sh 来执行该命令。因此，在限制最终用户，只允许其使用

有限的命令菜单时，也为他们提供了 Shell 过程，可访问标准 Shell 的全部功能。该方案假定最终用户不具有相

同目录中的读写权限。

这些规则实际上使 .profile 文件的编写者具有对用户操作的完全控制权，其方法是执行受到保证的设置操

作，并将用户留在适当的目录（可能不是登录目录）中。

系统管理员经常会设置命令目录（通常是 /usr/rbin），该目录可以由 rsh 安全地调用。HP-UX 系统提供了

适合受限用户使用的受限编辑器 red （请参阅 ed(1)）。

定义
元字符 下列字符之一：

; & ( ) | < > 换行符 空格 制表符

空白字符 制表符或空格。

标识符 一系列字母、数字或下划线，以字母或下划线开头。标识符用作 函数和 命名参数的名

称。

单词 一系列字符 ，由一个或多个非引用的 元字符分隔。

命令 按 Shell 语言语法编写的字符序列。 Shell 会读取每条命令，并直接（或通过调用独立的

工具）执行预定的操作。

特殊命令 由 Shell 在不另行创建进程的情况下执行的命令。除了已记录的负面影响之外，大多数特

殊命令可以作为单独的工具实现。

# 注释分隔符。将忽略以 # 开头的单词以及换行符之前的所有后继字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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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标识符、十进制数字、或者以下字符之一： !、 #、 $、 *、 -、 ?、 @ 和 _。请参阅

“参数替换”一节。

命名参数 可以赋值的参数。请参阅“参数替换”一节。

变量 参数。

环境变量 在本地 Shell 外已知（通常通过 export 特殊命令）的参数。

命令
命令可以是执行可执行文件的简单命令、在 Shell 中执行的特殊命令或者为简单、特殊和复合命令的组合提供控

制流的复合命令。

简单命令
简单命令是一系列由空白字符分隔的单词，它们前面可以添加参数赋值列表（请参阅“环境”一节）。第一个单

词指定要执行的命令的名称。除非下文另行指定，其余单词将作为参数传递给调用的名称。命令名作为参数 0

进行传递（请参阅 exec(2)）。简单命令的 值是其退出状态（如果它正常终止）或 128+errorstatus （如果它异

常终止）（有关 errorstatus 值的列表，请参阅 signal(5)）。

管道线是一系列由 (|) 分隔的一个或多个命令，其前面可以带有感叹号 (!) （可选）。除最后一个命令之外的每

个命令的标准输出由 pipe（请参阅 pipe(2)）连接到下一个命令的标准输入。每个命令作为单独的进程运行；

Shell 会等待最后一个命令终止。如果管道线前没有 !，管道线的退出状态就是管道线中最后一个命令的退出状

态。否则，管道线的退出状态是管道线中最后一个命令的退出状态的逻辑非。

list 是一系列由 ;、 &、 && 或 || 分隔的一个或多个管道线，前面可以带有 ;、 & 或 |& （可选）。

; 致使按顺序执行前面的管道线。 list 中可以使用任意数量的换行符（而不是分号）来进行命令定

界。

& 致使异步执行前面的管道（即，Shell 不等待该管道线结束）。

|& 致使异步执行前面的命令或管道线，并建立到父 Shell 的双向管道。父 Shell 可以使用特殊命令

read 和 print 的 -p 选项来写入和读取派生命令的标准输入和输出。

&& 致使只有当前面的管道线返回零值时，才能执行其后的 list。

|| 致使只有当前面的管道线返回非零值时，才能执行其后的 list。

在这五个符号中， ;、 & 和 |& 具有同等的优先权，该优先权低于 && 和 || 的优先权。符号 && 和 || 也具

有相同的优先权。

复合命令
除非另行说明，复合命令返回的值是复合命令中执行的最后一个简单命令的返回值。 ; 段分隔符可以替换为一

个或多个换行符。

以下关键字只有在作为命令的第一个单词且未被引用时才能被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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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lif for then

[[ case else function time

]] do esac if until

{ done fi select while

复合命令是以下格式之一：

case word in [ [;] [(] pattern [| pattern]...) list ;;]... ; esac

执行与匹配 word 的第一个 pattern 相关联的 list。模式的形式与用于文件名生成的形式相同（请参阅

“文件名生成”一节）。 ;; case 终止符不能替换为换行符。

for identifier [in word ... ] ; do list ; done

按顺序将 identifier 设置为每个 word ，并执行 do list。如果省略 in word ...，请将 identifier 设置

为每个设定位置参数。请参阅“参数替换”一节。当列表中不再有位置参数或单词时，执行将终止。

function identifier { list ; }

identifier () { list ; }

定义由 identifier 命名的函数。函数通过将其标识符当作命令执行来进行调用。函数体是命令在 { 和 }

之间的 list。请参阅函数小节。

if list ; then list ; [elif list ; then list ;]... [else list ;] fi

执行 if list ，如果其退出状态为零，则执行第一个 then list。否则，将执行 elif list （如果

有），如果其退出状态为零，则执行下一个 then list。如果失败，执行 else list （如果有）。如果

未执行 else list 或 then list ， if 将返回零退出状态。

select identifier [in word ...] ; do list ; done

在标准错误上输出一组 word （文件描述符 2），每个单词前带有一个数字。如果省略 in word ...，则

将输出位置参数（请参阅 “参数替换”一节）。输出 PS3 提示符并将标准输入中的一行读入参数

REPLY。如果该行由列出的 word 之一的数字组成，则将 identifier 设置为相应的 word，执行 list，并

重复 PS3 提示符。如果该行为空，则再次输出选择列表，并重复 PS3 提示符。否则，将 identifier 设

置为空，执行 list，并重复 PS3 提示符。该选择循环将一直重复，直至遇到 break 特殊命令或文件结

束标志。

time pipeline

执行 pipeline ，并在标准错误上输出经过时间、用户时间和系统时间。请注意， time 关键字可以出现

在 pipeline 中的任意位置，给整个 pipeline 计时。要给 pipeline 中的特定命令计时，请参阅 time(1)。

until list ; do list ; done

执行 until list。如果列表中最后一个命令的退出状态是非零，则执行 do list 并再次执行 until

list。当 until list 中最后一个命令的退出状态是零时，将终止循环。如果没有执行 do list 中的任何

命令， until 将返回零退出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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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ile list ; do list ; done

执行 while list。如果列表中最后一个命令的退出状态是零，则执行 do list 并再次执行 while list。

当 while list 中最后一个命令的退出状态是非零时，将终止循环。如果没有执行 do list 中的任何命

令， while 将返回非零退出状态。

( list )

在单独的环境中执行 list。如果需要使用两个相邻的打开括号进行嵌套，则必须在它们之间插入一个空

格，以避免进行算术计算。

{ list ; }

执行 list，但不是在单独的环境中。请注意， { 是关键字，需要一个可识别的结尾空白字符。

[[ expression ]]

计算 expression ，并在 expression 为 True 时返回零退出状态。有关 expression 的说明，请参阅 “条

件表达式”一节。请注意， [[ 和 ]] 是关键字，它们和 expression 之间需要有空白字符。

特殊命令
特殊命令是在 Shell 进程中执行的简单命令。它们允许输入（或输出）重定向。除非另行指定，文件描述符 1

（标准输出）是缺省的输出位置，而退出状态在没有语法错误时为零。

标有“%”的命令将按以下方式进行特殊处理：

1. 命令之前的变量赋值列表在命令完成后仍然有效。

2. I/O 重定向在变量赋值后进行处理。

3. 某些错误会导致包含它们的脚本异常中止。

标有“&”的命令之后的单词如果采用变量赋值的格式，则按照变量赋值的相同规则进行扩展。这意味着在 = 符

号之后执行波浪符替换，而不执行单词拆分和文件名生成。

% : [arg]...

（冒号） 仅展开参数。返回零退出状态。

% . file [arg]...

（句点） 读取并执行 file 中的命令，然后返回。命令在当前 Shell 环境中执行。由 PATH 指定的搜索

路径用于查找包含 file 的目录。如果给定任何参数 arg ，它们将成为位置参数。否则，位置参数将不变

化。退出状态是执行的最后一个命令的退出状态。

& alias [-tx] [name[=value] ]...

在指定 name=value 时，将 name 定义为别名，并为其赋值 value。 value 中的结尾空格将导致检查下

一个单词，以进行别名替换。

如果省略 name=value，则在标准输出上以 name=value 的格式输出别名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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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指定了 name 而未使用 =value，则输出指定的别名。

通过 -t，设置跟踪的别名。跟踪别名的值是与给定 name 相对应的完整路径名。当 PATH 的值重置但

别名仍保留跟踪状态时，跟踪别名的值将变为未定义。如果省略了 name=value，则在标准输出上以

name=pathname 的格式输出跟踪别名的列表。

通过 -x，设置导出的别名。导出的别名跨越子 Shell 环境进行定义。如果省略 name=value，则在标准

输出上以 name=value 的格式输出导出别名的列表。

除非给定未定义其别名的 name ，否则别名将返回 True。

另请参阅 unalias 特殊命令。

bg [job]...

将指定的 job 放入后台。如果未指定 job ，则将当前作业放入后台。有关 job 格式的说明，请参阅 “作

业”一节。另请参阅 fg 特殊命令。

% break [n]

从外层的 for、 select、 until 或 while 循环（如果有）中退出。如果指定 n ，则从 n 级别退

出。

cd [-L -P] [arg]

cd old new

在第一种形式中，将当前工作目录 (PWD) 更改为 arg。如果 arg 是 -，则目录更改为先前的目录

(OLDPWD)。Shell参数 HOME 是缺省的 arg。在 cd 后， PWD 和 OLDPWD 环境变量分别设置为新的

当前目录和先前的目录。

通过 -L （缺省值），在处理符号链接时保留逻辑命名。 cd -L .. 将当前目录向根目录移近一个路

径部分。

通过 -P，在处理符号链接时保留物理路径。 cd -P .. 将工作目录更改为当前目录的实际父目录。

Shell 参数 CDPATH 定义包含 arg 的目录的搜索路径。备用目录名由冒号 (:) 分隔。如果 CDPATH 是

空或未定义，缺省值是当前目录。请注意，当前目录由空路径名指定，它可能出现在等号之后，或者出

现在路径列表中其他任意位置的冒号分隔符之间。如果 arg 以 / 开头，则不使用搜索路径。否则，将在

路径的每个目录中搜索 arg。另请参阅 cd(1)。

cd 的第二种形式将当前目录名 PWD 中的字符串 old 替换为 new ，并尝试更改到该新目录。

command [arg]...

将 arg 当作命令，但禁用对 arg 的函数查找。有关用法和说明，请参阅 comman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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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ntinue [n]

继续外层 for、 select、 until 或 while 循环的下一次迭代。如果指定了 n ，则在第 n 级外层循

环继续。

echo [arg]...

在标准输出上输出 arg。有关用法和说明，请参阅 echo(1)。另请参阅 print 特殊命令。

% eval [arg]...

读取参数作为 Shell 的输入，并执行得到的命令。允许关键字和字符的参数替换，否则这些关键字和字

符在得到的命令中无法识别。

% exec [arg]...

命令完成后，参数赋值仍然有效。如果给定 arg ，则执行由参数而不是该 Shell 指定的命令，不创建新

进程。输入（或输出）参数可能会出现，它们会影响当前进程。如果没有给定参数，则按照输入（或输

出）重定向列表的指定修改文件描述符。这种情况下，任何大于 2 的文件描述符如果用该机制打开，则

将在调用其他程序时关闭。

% exit [n]

以 n 指定的退出状态退出 Shell。如果省略 n ，退出状态就是执行的最后一个命令的退出状态。文件结

束标志也会导致 Shell 退出，但 Shell 已设置 ignoreeof 选项时除外（请参阅 set 特殊命令）。

%& export [name[=value] ]...

%& export -p

标记给定的变量 name，以自动导出到随后所执行命令的环境。（可选）给变量赋值。

在没有参数的情况下，将所有导出变量的名称和值写入到标准输出。

通过 -p，将所有导出变量的名称和值以正确使用引用的形式写入到标准输出，以适合于重新输入到

Shell 作为可达到相同导出效果的命令。

fc [-r] [-e ename] [first [last] ]

fc -l [-nr] [first [last] ]

fc -s [old=new] [first]

fc -e - [old=new] [command]

列出或编辑并重新执行先前输入交互式 Shell 的命令。从 first 到 last 的一系列命令从在终端键入的最

后几个 HISTSIZE 命令中进行选择。参数 first 和 last 可以指定为数字或字符串。给定字符串用于定位

最新的命令。负数用于偏移当前命令号。

通过 -l，在标准输出上列出命令。如果没有 -l，则对包含这些键盘命令的文件调用编辑器程序

ename。如果未提供 ename ，参数 FCEDIT 的值（缺省为 /usr/bin/ed）将用作编辑器。编辑一旦

结束，将立即执行命令（如果有）。如果省略 last ，则仅使用由 first 指定的命令。如果未指定 first ，

则编辑的缺省值为上一个命令，列表的缺省值为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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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 -r，反转命令的顺序。

通过 -n，在列表时禁止显示命令号。

通过 -s，重新执行命令而不调用编辑器。

old=new 参数替换由字符串 new 重新执行的命令中出现的第一个字符串 old。

fg [job]...

按照指定的顺序将每个 job 置于前台。如果没有指定 job ，则将当前作业置于前台。有关 job 格式的说

明，请参阅“作业”一节。另请参阅 bg 特殊命令。

getopts optstring name [arg]...

分析参数列表，或者分析位置参数（如果没有参数用于有效的选项）。每次执行时，在 name 中返回下

一个选项。有关用法和说明，请参阅 getopts(1)。

选项以 + 或 - 开头。不以 + 或 - 开头的任何参数或参数 -- 将结束选项。 optstring 包含 getopts

可识别的字母。如果字母后接 :，该选项应该具有参数。选项可以用空白字符与参数分隔。

对于指定为 -letter 的选项， name 将设置为 letter。对于指定为 +letter 的选项， name 将设置为

+letter。下一个 arg 的索引存储在 OPTIND 中。选项参数（如果有）存储在 OPTARG 中。如果未找到

选项参数，或者找到的选项不采用参数，则不设置 OPTARG。

optstring 中的前导 : 将使 getopts 将无效选项的字母存储在 OPTARG 中，并将 name 设置 ? （对

于未知选项）和 : （如果缺少必需的选项参数）。否则， getopts 将输出错误消息。如果不存在其他

任何选项，退出状态为非零。

& hash [utility]...

& hash -r

影响当前 Shell 环境记忆工具位置的方式。通过 utility，可将实用程序位置添加到记忆位置的列表中。

如果没有参数，则输出列表的内容。通过 -r，可忘记先前记忆的所有实用程序地址。

jobs [-lnp] [job]...

列出有关每个给定作业或所有活动作业（如果未指定 job ）的信息。通过 -l，除常规信息之外，可列出

进程ID。通过 -n，可仅显示自上次通知以来已停止或退出的作业。通过 -p，可仅列出进程组。有关

job 格式的说明，请参阅“作业”一节。

kill [-s signal] process ...

kill -l

kill [-signal] process ...

将信号 15（SIGTERM ，终止）或指定的 signal 发送到指定的作业或进程。如果所发送的信号是

TERM （终止）或 HUP （挂起），则将在作业或进程停止时向其发送 CONT （继续）信号。有关用法

和说明，请参阅 kill(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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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 -l，可列出信号名称和编号。

let arg ...

(( arg ...))

将每个 arg 当作单独的算术表达式进行计算。有关算术表达式计算的说明，请参阅 “条件表达式”一

节。如果最后一个表达式的值为非零，则退出状态是 0，否则为 1。

% newgrp [-] [group]

将当前 Shell 替换为以 group 作为用户组的新 Shell。缺省组是用户的登录组。通过 -，还可执行用户

.profile 和 $ENV 文件。有关用法和说明，请参阅 newgrp(1)。等效于 exec newgrp arg ....

print [-nprRsu[n] ]  [arg]...

Shell 输出机制。如果没有选项，或者使用选项 - 或 --，则按照 echo(1) 所述在标准输出上输出参数。

另请参阅 printf (1)。

如果使用 -n，则不将换行符添加到输出中。

通过 -p，则将参数写入用 |& 派生的进程的管道，而不是标准输出。

通过 -R 或 -r （原始模式），可忽略 echo 的转义惯例。通过 -R，可打印除 -n 之外的所有后继参

数和选项。

通过 -s，可将参数写入历史信息文件，而不是写入标准输出。

通过 -u，可指定将在其上放置输出的一位文件描述符单元号 n。缺省值是 1 （标准输出）。

pwd [-L -P]

输出当前工作目录的名称（等效于 print -r - $PWD）。通过 -L （缺省值），可保留当前目录的逻

辑含义。通过 -P，可保留当前目录的物理含义（如果它是符号链接）。另请参阅 cd 特殊命令、

cd(1)、 ln(1) 和 pwd(1)。

read [-prsu[n] ]  [name?prompt] [name]...

Shell 输入机制。读取一行（缺省情况下是从标准输入中），并使用 IFS 中的字符作为分隔符将该行拆

分为单词。第一个单词赋值到第一个 name，第二个单词赋值到第二个 name，依此类推；剩余的单词赋

值到最后一个 name。另请参阅 read(1)。除非遇到文件结束标志，返回代码是 0。

通过 -p，可从Shell使用 |& 派生的进程的输入管道中采用输入行。 -p 的文件结束标志将导致清理

该进程，以便可以派生其他进程。

通过 -r （原始模式），行尾的 \ 不表示行连续。

通过 -s，可将输入保存为历史信息文件中的命令。

通过 -u，可指定从其中读取的一位文件描述符单元。该文件描述符可以使用 exec 特殊命令打开。 n

的缺省值是 0 （标准输入）。如果省略 name， REPLY 将用作缺省的 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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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第一个参数包含 ?，当Shell为交互式时，该参数的剩余部分将用作提示。

如果给定文件描述符为写入而打开，并且是终端设备，则会将该提示放置在该设备上。否则，将在文件

描述符 2（标准错误）上发出提示。

%& readonly [name[=value] ]...

%& readonly -p

将给定的 name 标记为“只读”。这些名称不能通过后继的赋值进行更改。

通过 -p，将所有只读变量的名称和值以正确使用引用的形式写入到标准输出，以适合于重新输入到

Shell 作为可达到相同属性设置效果的命令。

% return [n]

使得 Shell 函数返回到具有 n 所指定的返回状态的调用脚本。如果省略 n ，返回状态就是执行的最后一

个命令的退出状态。只会将 n 的低 8 位（十进制 0 到 255）传递回调用程序。如果 return 是在函数

或 . 脚本外调用的（请参阅 . 特殊命令），它将具有与 exit 命令相同的效果。

% set [{- +}abCefhkmnopstuvx] [{- +}o option]... [{- +}A name] [arg]...

设置 (-) 或清除 (+) 执行选项，或者执行数组赋值（-A、 +A）。除 -A 和 +A 之外的所有选项均可在

Shell 调用中提供（请参阅“概要”一节和“Shell 调用”一节）。

在某一选项导致该选项关闭之前，使用 + 而不是 -。这些选项也可以在调用 Shell 时使用。设定单字母

选项的当前列表包含在 Shell 变量 - 中。它可以使用命令 echo $- 来进行检查。

- 和 + 选项可以在相同的命令中混合使用，但例外的是只能有一个 -A 或 +A 选项。

除非指定了 -A 或 +A，剩余的 arg 参数将连续地赋值到位置参数 1、 2 ...

既不包含参数也不包含选项的 set 命令在标准输出上显示所有 Shell 参数的名称和值。另请参阅

env(1)。

选项定义如下。

-A 数组赋值。取消变量 name 的设置，并按顺序从列表 arg 中赋值。通过 +A，将不首先取消变量

name 的设置。

-a 自动导出随后定义的参数。

-b 使得 Shell 以异步的方式在背景作业完成时通知用户。 Shell 通知用户作业已完成时，可以从当

前 Shell 执行环境中已知作业的列表中删除该作业的进程 ID。

-C 防止重定向 > 截断现有文件。在打开时，需要使用 >| 才能截断文件。

-e 执行 ERR 陷阱（如果已设置）并退出，前提是命令具有非零退出状态，不是 if、 until 或

while 关键字之后的复合列表的一部分，不是 AND 或 OR 列表的一部分，并且不是 ! 保留

字之前的管道线。读取配置文件时将禁用该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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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禁用文件名生成。

-h 指定每个名为 identifier 的命令在首次遇到时成为跟踪的别名。

-k 将所有参数赋值参数（不仅仅是命令名之前的参数）放入命令的环境中。

-m 在单独的进程组中运行后台作业，并且在完成时输出一行。背景作业的退出状态在完成消息中报

告。对于交互式 Shell，该选项会自动打开。

-n 读取命令并检查其语法错误，但不执行命令。对于交互式 Shell，将忽略 -n 选项。

-o 从以下列表中设置 option 参数。重复 -o 选项，指定附加的 option 参数。

allexport 与 -a 相同。

bgnice 在较低的优先级运行所有背景作业。

emacs 使用 emacs 样式的内联编辑器进行命令输入。

errexit 与 -e 相同。

gmacs 使用 gmacs 样式的内联编辑器进行命令输入。

ignoreeof 不在文件结束标志 （eof，由 stty 定义；缺省值是 ˆD）处退出Shell。必

须使用 exit 特殊命令。

keyword 与 -k 相同。

markdirs 将结尾 / 追加到通过文件名生成得到的所有目录名。

monitor 与 -m 相同。

noclobber 与 -C 相同。

noexec 与 -n 相同。

noglob 与 -f 相同。

nolog 不将函数定义保存在历史信息文件中。

notify 与 -b 相同。

nounset 与 -u 相同。

privileged 与 -p 相同。

trackall 与 -h 相同。

verbose 与 -v 相同。

vi 使用 vi 样式的内联编辑器进行命令输入。

viraw 在 vi 模式下键入每个字符时对其进行处理（始终打开）。

xtrace 与 -x 相同。

-p 禁用对 $HOME/.profile 文件的处理，并使用文件 /etc/suid_profile 替代 ENV 文

件。只要有效用户 ID（组 ID）不等于实际用户 ID（组 ID），该模式就会启用。如果关闭该模

式，则会将有效用户 ID 和组 ID 设置为实际用户 ID 和组 ID。

-s 将位置参数排序。

-t 在读取并执行一个命令后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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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在替换时将取消设置的参数当作错误。

-v 在读取 Shell 输入行时将其输出。

-x 在执行命令及其参数时将其输出。

- 关闭 -x 和 -v 选项，并停止检查选项的参数。

-- 不更改任何选项；可用于将参数 1 设置为以 - 开头的值。如果该选项后没有任何参数，则将取

消位置参数的设置。

% shift [n]

将位置参数从 n+1 ... 重命名为 1 ...。 n 的缺省值是 1。 n 可以是任何计算结果为小于或等于 $# 的

非负数的算术表达式。

test [expr]

计算条件表达式 expr。有关用法和说明，请参阅 test(1)。另请参阅“条件表达式”一节。

算术比较运算符不限于整数。它们允许任何算术表达式。允许以下附加的基本表达式：

-L file 如果 file 是符号链接，则为 True。

-e file 如果存在 file ，则为 True。

file1 -nt file2 如果 file1 比 file2 更新，则为 True。

file1 -ot file2 如果 file1 比 file2 更早，则为 True。

file1 -ef file2 如果 file1 与 file2 具有相同的设备和 i-node 编号，则为 True。

% times

输出 Shell 以及从 Shell 运行的进程的累积用户和系统时间。

% trap [arg] [sig]...

将 arg 设置为在 Shell 收到 sig 信号时读取并执行的命令（请注意，一旦设置陷阱并采用陷阱，将立即

扫描 arg ）。每个 sig 将提供为信号的标号或名称。忽略字母的大小写。例如， 3、 QUIT、 quit、

和 SIGQUIT 均指定相同的信号。使用 kill -l 可获取信号的列表。

陷阱命令按信号编号顺序执行。任何在进入当前 Shell 时所忽略的信号上设置陷阱的尝试均是无效的。

陷阱对于给定的 Shell 会一直有效，直至用其他 trap 命令显式地更改；也就是说，在函数中设置的陷

阱在该函数返回后仍然有效。

如果 arg 是 - （或者如果省略了 arg 并且第一个 sig 是数字），则会将每个 sig 的所有陷阱重置为其

初始值。

如果 arg 是空字符串（’’ 或 ""Shell 及其调用的命令将忽略每个 sig。

如果 sig 是 DEBUG，将在每个命令后执行 sig。如果 sig 是 ERR，则只要命令具有非零退出代码，就会

执行 sig。如果 sig 是 0 或 EXIT，则将在退出Shell时执行命令 a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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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没有任何参数，将输出与每个符号名关联的命令的列表。

& typeset [{- +}LRZfilrtux[n] ]  [name[=value] ]... name=value [name=value]...

将类型和值赋值到本地命名参数 name。另请参阅 export 特殊命令。命令完成后，参数赋值仍然有

效。在函数内调用时，创建参数 name 的新实例。参数值和类型将在函数完成时恢复。

可以指定下列属性。使用 + 而不是 - 来关闭选项。

-L 将 value 左对齐并删除其中的前导空白字符。如果 n 是非零，它将定义字段的宽度；否则，它

取决于第一个赋值的值的宽度。指定 name 时，值将在右侧用空白字符进行填充或者将被截断

（如有必要），以适合字段的大小。如果还设置了 -Z 选项，则将删除前导零。 -R 选项将关

闭。标志为 leftjust n。

-R 右对其并用前导空白字符进行填充。如果 n 是非零，它将定义字段的宽度；否则，它取决于第一

个赋值的值的宽度。将在左侧用空白字符填充字段，或者如果重新赋值了参数，则从末尾将字段

截断。 -L 选项将关闭。标志为 rightjust n。

-Z 如果第一个非空白字符是数字并且尚未设置 -L 选项，则右对齐并用前导零进行填充。如果 n

是非零，它将定义字段的宽度；否则，它取决于第一个赋值的值的宽度。标志为 zerofill n

并有 -L 或 -R 的标志。

-f 使得 name 引用函数名（而不是参数名）。不能对使用 typeset 语句声明的 name 进行赋

值。其他选项中唯一有效的是 -t （打开该函数的执行跟踪）和 -x （允许函数对于相同进程

环境中执行的所有 Shell 过程有效）。标志为 function。

-i 参数是一个整数。这会加速算术运算的速度。如果 n 是非零，它将定义输出算术底数；否则，第

一个赋值将确定输出底数。标志为 integer [base n]。

-l 将所有大写字符转换为小写。大写 -u 选项将关闭。标志为 lowercase。

-r 将任何给定 name 标记为“只读”。该名称不能通过后继的赋值进行更改。标志为

readonly。

-t 标记命名参数。标记是可由用户定义，对于 Shell 没有特殊的含义。标志为 tagged。

-u 将所有小写字符转换为大写字符。小写 -l 选项将关闭。标志为 uppercase。

-x 标记任何给定的变量 name ，以自动导出到随后所执行命令的环境。标志为 export。

typeset 自身即可显示参数名的列表，并带有上述指定的任何标志作为前缀。

typeset - 显示参数名和后接的参数值。指定一个或多个选项字母来限制列表。某些选项与其他选项

不兼容。

typeset + 仅显示参数名。指定一个或多个选项字母来限制列表。某些选项与其他选项不兼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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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limit [-HSacdfnst] [limit]

设置或显示资源限制。指定资源的限制在设置 limit 时设置。 limit 的值可以是带有每个资源指定单位的

数字，也可以是关键字 unlimited。

-H 和 -S 标记指定是为给定资源设置硬限制还是软限制。硬限制一旦设置，将无法增加。软限制可以

增加到硬限制的值。如果 -H 或 -S 均未指定，则限制将应用于两者。省略 limit 时，将输出当前资源

限制。这种情况下，除非指定 -H，否则将输出软限制。指定多个资源时，将在限制值之前输出限制名称

和单位。

如果未给定任何选项，则假定 -f。

-a 列出所有当前资源限制。

-c 核心转储大小中 512 字节块数。

-d 数据区大小中的千字节数。

-f 子进程写入的文件中的 512 字节块数（任何大小的文件均是可读的）。

-n 文件描述符的数目。

-s 堆栈区大小中的千字节数。

-t 每个进程使用的秒数。

umask [-S] [mask]

设置用户文件创建掩码 mask。 mask 可以是八进制数或 umask(1) 中所述的符号值。符号值显示取消

掩码的权限。八进制数值显示用掩码遮盖的权限。

如果没有 mask，将输出掩码的当前值。通过 -S，可输出符号格式的值。如果没有 -S，会将值输出为

八进制数值。任一形式的输出均可用作后继 umask 调用的 mask。

unalias name ...

unalias -a

从别名列表中删除每个 name。通过 -a，可删除当前Shell执行环境中的所有 alias 定义。另请参阅

alias 特殊命令。

% unset [-fv] name ...

从参数列表中删除命名 Shell 参数。清除它们的值和属性。只读变量无法取消设置。通过 -f， name 指

的是函数名。通过 -v， name 指的是变量名。如果取消 _、 ERRNO、 LINENO、 MAILCHECK、

OPTARG、 OPTIND、 RANDOM、 SECONDS 和 TMOUT 的设置，则即使在随后对其赋值，仍将删除其

特殊含义。

wait [job]

等待指定 job 终止（或停止）并报告其状态。该状态成为 wait 名称的返回代码。如果没有 job，则等

待所有当前活动的子进程终止或停止。所返回的终止状态是最后一个进程的终止状态。有关 job 格式的

说明，请参阅“作业”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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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nce [-pv] name ...

对于每个 name，指示在它用作命令名时如何对其进行解释。通过 -v，可生成更为详细的报告。通过

-p，可对 name 执行路径搜索，无论它是用作别名、函数还是保留字。

注释
以 # 开头的单词会致使忽略该单词以及换行符之前的所有后继字符。

别名处理
每个命令的第一个单词替换为 alias 的文本，前提是一定义该单词的 alias。 alias 名称由任意数量的字

符组成，但以下字符除外：元字符、引用字符、文件扩展名字符、参数和命令替换字符以及 =。替换字符串可以

包含任何有效的 Shell 脚本（包括上面列出的元字符）。将测试替换文本中每个命令的第一个单词（正在替换的

单词除外），以进行其他别名替换。如果别名值的最后一个字符是 空白字符 ，则还将检查该别名之后的单词以

进行别名替换。别名可用于重新定义特殊命令，但不能用于重新定义“复合命令”一节中列出的关键字。别名可

以使用 alias 命令进行创建、列表和导出，也可以使用 unalias 命令删除。导出的别名对于子 Shell 仍然有

效，但必须为单独的 Shell 调用进行重新初始化（请参阅“Shell 调用”一节）。

当读取脚本而未执行脚本时，将进行别名处理。因此，要使其生效， alias 必须在读取引用别名的命令之前执

行。

别名经常用作完整路径名的简写。别名处理工具的一个选项允许将别名的值自动设置为相应命令的完整路径名。

这些别名称作 跟踪别名。跟踪别名的值在首次读取标识符时定义，而在每次重置 PATH 变量时取消定义。这些

别名将保持跟踪状态，以便下一次引用将值重新定义。几个跟踪别名已编译到 Shell 中。 set 命令的 -h 选项

将每个作为标识符的命令名转换为跟踪别名。

以下“导出别名”已编译到 Shell 中，但可以取消设置或重新定义：

autoload=’typeset -fu’

command=’command ’

functions=’typeset -f’

history=’fc -l’

integer=’typeset -i’

local=typeset

nohup=’nohup ’

r=’fc -e -’

stop=’kill -STOP’

suspend=’kill -STOP $$’

type=’whence -v’

波浪符替换
执行别名替换之后，将检查每个单词是否以非引用的波浪符 (˜) 开头。如果是，则将检查单词中直到 / 的部分，

检验它是否匹配 /etc/passwd 文件中的用户名。如果找到匹配项， ˜ 和匹配的登录名将替换为匹配用户的登

录目录。如果没有找到匹配项，初始文本将保持不变。单独的或位于 / 之前的 ˜ 将替换为 HOME 参数的值。 +

或 - 之后的 ˜ 将分别替换为参数 PWD 和 OLDPWD 的值。此外，当参数赋值的值以 ˜ 开头时，将尝试进行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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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符替换。

命令替换
前带美元符号的括号 ($(...)) 中的命令或者一对重音符 (‘...‘) 的标准输出可用作单词的部分或全部；将删除结尾

换行符。在第二种（陈旧）形式中，重音符之间的字符串将在执行命令之前进行特殊引用字符处理。请参阅引用

小节。命令替换 $(cat file) 可以替换为等效却速度更快的 $(<file)。大多数不执行输入（或输出）重定

向的特殊命令的命令替换无需创建单独进程即可执行。

前带美元符号的双括号中的算术表达式 ($((...))) 替换为为双括号内算术表达式的值。有关算术表达式计算的说

明，请参阅“算术表达式”一节。

参数替换
参数是标识符、一个或多个十进制位或者以下字符之一： !、 #、 $、 *、 -、 ?、 @ 和 _。 命名参数（由标

识符表示的参数）具有一个值以及零个或更多个属性。命名参数可以使用 typeset 特殊命令来赋以值和属性。

导出参数会将值和属性传递给环境。

Shell 支持有限的一维数组工具。数组参数元素通过下标来引用。下标由 [ 依次后接算术表达式和 ] 的形式来

表示。请参阅 “算术表达式”一节。要对数组赋值，请使用 set -A name value ...。所有下标的值必须位于

0 到 1023 的范围内。数组无需声明。通过有效下标对命名参数的任何引用都是合法的，在必要时将创建数

组。不通过下标引用数组参数等效于引用第一个元素。

如果为 name 设置 -i 整数属性， value 将进行算术计算。

位置参数（由数字表示的参数）可以使用 set 特殊命令赋值。当调用 Shell 时，将从参数零设置参数 0。

使用前缀字符 $ 可指定要替换的参数值。

$parameter

${parameter}

${parameter[subscript]}

替换参数的值（如果有）。当 parameter 后接不应解释为名称一部分的字母、数字或下划线或

者命名参数带有下标时，必须使用花括号。如果 parameter 是一位数或多位数，它就是位置参

数。多位数位置参数必须放在花括号中。 Shell 将读取从 ${ 到匹配 } 的所有字符作为同一单

词的组成部分（即使它包含花括号或元字符）。

如果 parameter 是 * 或 @，则将替换以 1 开头的所有位置参数（由字段分隔符分隔）。请参

阅“引用”一节。

如果使用带下标 * 或 @ 的数组参数，则将替换每个元素的值（由字段分隔符分隔）。

${#parameter}

如果 parameter 是 * 或 @，将替换位置参数的数目。否则，将替换 parameter 值的长度。

${#parameter[*]}

替换数组中元素的数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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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ameter:-word}

如果 parameter 已设置且不为空，将替换它的值；否则，替换 word。

${parameter:=word}

如果 parameter 未设置或为空，则将其设置为 word，然后替换参数的值。位置参数不能以这

种方式赋值。

${parameter:?word}

如果 parameter 已设置且不为空，将替换它的值；否则，输出 word 并退出 Shell。如果省略

word ，则输出标准的消息。

${parameter:+word}

如果 parameter 已设置且不为空，将替换 word ；否则，不替换任何内容。

${parameter#pattern}

${parameter##pattern}

如果 Shell pattern 匹配 parameter 值的开头，该替换的值就是删除匹配部分的 parameter

值；否则，将替换该 parameter 的值。在前一种情况下，将删除最小匹配模式；在后一种情况

下，将删除最大匹配模式。这些字符（ # 或 %）应该使用反斜杠(\)或引号(’’)进行转义。

${parameter%pattern}

${parameter%%pattern}

如果 Shell pattern 匹配 parameter 值的末尾，则将替换删除匹配部分的 parameter 值；否

则，替换 parameter 的值。在前一种情况下，将删除最小匹配模式；在后一种情况下，将删除

最大匹配模式。这些字符（ # 或 %）应该使用反斜杠(\)或引号(’’)进行转义。

在上面的情况中，除非 word 用作替换的字符串，否则不进行计算。因此，在下例中，只有当 d 未设置或为空

时，才执行 pwd ：

echo ${d:-$(pwd)}

如果从以上表达式中省略冒号 (:)， Shell 仅检查并确定 parameter 是否已设置。

下列参数由 Shell 自动设置：

0 用于调用命令或脚本的字符串，从参数零中设置。

1, 2, ... 位置参数。

*, @ 由字段分隔符分隔的所有设定位置参数。请参阅引用小节。

# 设定位置参数的十进制数目。

- 在调用时或通过 set 命令提供到 Shell 的标志。

? 上次执行的命令所返回的十进制退出状态。

$ 该 Shell 的进程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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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 最初是所执行 Shell 或脚本的绝对路径名（在环境中传递）。随后，它将赋以先前命令的最后

一个参数。没有为异步的命令设置该参数。该参数也用于在检查邮件时保存匹配 MAIL 文件的

名称。

! 所调用的最后一个背景命令的进程号。

ERRNO errno 的值，由最近失败的系统调用设置。该值与系统相关，并用于进行调试。

LINENO 所执行的脚本或函数中当前行的行号。

OLDPWD 由 cd 命令设置的先前工作目录。

OPTARG 由 getopts 特殊命令处理的上一个选项参数的值。

OPTERR 如果设置为 0， OPTERR 将禁止从 getopts 特殊命令发出错误消息。 OPTERR 最初设置为

1。

OPTIND 由 getopts 特殊命令处理的上一个选项参数的索引。

PPID Shell 的父进程号。

PWD 由 cd 命令设置的当前工作目录。

RANDOM 每次计算该参数时，将生成一个在 0 和 32767 之间均匀分布的随机整数。随机数序列可以通过

将数字值赋以 RANDOM 来初始化。

REPLY 在没有提供 name 时，由 select 复合命令和 read 特殊命令设置。

SECONDS 每次引用该参数时，将返回自 Shell 调用以来经过的秒钟数。如果该参数已赋值，在引用时返

回的值就是所赋的值加上自赋值以来经过的秒钟数。

下列参数由 Shell 使用：

CDPATH cd 命令的搜索路径，即由冒号分隔的目录列表。

COLUMNS 如果该变量已设置，它的值用于为 Shell 编辑模式和输出 select 列表定义编辑窗口的宽度。

EDITOR 如果该变量的值以 emacs、 gmacs 或 vi 结尾并且未设置 VISUAL 变量，则将打开相应的

选项（请参阅 set 特殊命令）。

ENV 如果已设置该参数，则将在调用 Shell 时对其值执行参数替换，以生成要执行的脚本的路径名

（请参阅“调用”一节）。该文件通常用于 alias 和 function 定义。

FCEDIT fc 命令的缺省编辑器名称。

FPATH 函数定义的搜索路径，即由冒号分隔的目录列表。当引用带 -u 属性的函数且未找到命令时，

将搜索该路径。如果找到可执行文件，则将在当前环境中读取并执行该文件。

HISTFILE 如果在调用 Shell 时设置该参数，它的值就是用于存储命令历史信息的文件的路径名。缺省值

为 $HOME/.sh_history。如果用户是超级用户并且未给定 HISTFILE，将不使用历史信息文

件。请参阅“命令重新输入”一节和“警告”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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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TSIZE 如果在调用 Shell 时设置该参数，该 Shell 可用的先前输入命令的数目将大于或等于该数字。

缺省值是 128。

HOME cd 命令的缺省参数（主目录）。

IFS 内部字段分隔符，通常是空格、制表符和换行符，它们用于分隔命令或参数替换生成的命令单

词，并用于分隔特殊命令的单词 read。 IFS 参数的第一个字符用于分隔 $* 替换的参数（请

参阅“引用”一节）。如果 IFS 的值是空格、制表符和换行符，或者如果 IFS 未设置并用于

分隔命令或参数替换的结果，任意 IFS 字符序列均可用来分隔单词；否则，字符在 IFS 中的

每一次出现将用于分隔单词。如果 IFS 的值为空，则将不进行单词拆分。

LANG 系统的语言环境，由三个部分组成：语言、地域和代码集。缺省值是 C 语言环境。请参阅

environ(5)。

LC_ALL LANG 和 LC_* 变量的覆盖值。请参阅 environ(5)。

LC_COLLATE 在将名称排序时以及在模式中出现字符范围时所使用的排序顺序。请参阅 environ(5)。

LC_CTYPE 要使用的字符分类信息。如果在 Shell 启动后更改 LC_CTYPE 的值，不会影响 Shell 命令在当

前 Shell 执行环境或其子 Shell 中的词汇处理。请参阅 environ(5)。

Shell 使用 LC_CTYPE 检测输入中不可输出的字符，并在选择 emacs、 gmacs 或 vi 编辑

模式时尝试处理这些字符。如果在设置 LC_CTYPE 后不启动新的 Shell 会话，可能会影响不可

输出的输入字符在 emacs、 gmacs 或 vi 编辑模式下的显示。

LC_MESSAGES 显示系统消息所用的语言，以及系统需要用户在输入 yes 和 no 字符串时使用的语言。请参阅

environ(5)。

LC_MONETARY 货币符号和货币价值格式。请参阅 environ(5)。

LC_NUMERIC 数值格式。请参阅 environ(5)。

LC_TIME 日期和时间格式。请参阅 environ(5)。

LINES 如果已设置该变量，其值用于确定输出 select 列表的列长度。 select 列表将以垂直的方

式输出，直到填充 LINES 行的三分之二。

MAIL 如果该参数设置为邮件文件的名称并未设置 MAILPATH 参数， Shell 将在指定文件中通知用户

邮件的到达。

MAILCHECK Shell 多久（秒钟）检查一次由 MAILPATH 或 MAIL 参数指定的任何文件的修改时间是否发生

变化。缺省值为 600 秒。经过该时间后， Shell 将进行检查，然后发出下一条提示。

MAILPATH 由冒号分隔的文件名列表。如果已设置该参数， Shell 将通知用户在过去 MAILCHECK 秒内对

指定文件进行的任何修改。每个文件名均可以后接 ? 和要输出的消息，在后一种情况下，消息

将进行参数和命令替换（参数 $_ 定义为所更改文件的名称）。缺省消息是 you have mail

in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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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LSPATH 消息清单的搜索路径，即由冒号分隔的目录列表。

PATH 命令的搜索路径，即由冒号分隔的目录列表。请参阅“执行”一节。

PS1 该参数的值为参数替换而进行扩展，以定义主提示字符串。缺省值是“$ ”。主提示字符串中

的字符 ! 将替换为命令号。请参阅“命令重新输入”一节。

PS2 用于命令填写的辅助提示字符串。缺省值是“> ”。

PS3 在 select 循环内使用的选择提示字符串。如果未设置，则缺省为“#? ”。

PS4 每个执行跟踪行之前的执行跟踪字符串。请参阅 set -x 特殊命令。如果未设置，则缺省为“

+ ”。

SHELL Shell 的路径名会保留在环境中。在调用 Shell 时，如果该变量的值在基名中包含 r，则将限制

Shell。

TMOUT 如果设置为大于零的值， Shell 将确定是否未在发出 PS1 提示后的指定秒数内输入命令（请注

意，Shell 可以使用该值的最大界限值进行编译，但不能超过最大界限值）。

VISUAL 在该变量的值以 emacs、 gmacs 或 vi 结尾时调用相应的选项。请参阅 set -o 特殊命

令。

Shell 提供 IFS、 MAILCHECK、 PATH、 PS1、 PS2 和 TMOUT 的缺省值。另一方面， MAIL、 ENV、

HOME 和 SHELL 决不会由 Shell 自动设置（虽然 HOME、 MAIL 和 SHELL 由 login 设置；请参阅

login(1)）。

空白字符解释
参数和命令替换之后，将扫描替换结果以查找字段分隔符（在 IFS 中定义），并在找到这些字符时拆分为不同

的参数。 sh 保留显式的空参数（"" 或 ’’），但会删除隐式的空参数（由包含空值的参数生成）。

文件名生成
在替换之后，每个命令 word 将作为文件名扩展的模式进行处理（除非已经使用 set -f 特殊命令禁用扩

展）。模式的形式是 regexp(5) 中定义的模式匹配表示法。单词将替换为匹配模式的排序文件名。如果没有找到

匹配模式的文件名，单词将保持不变。

除了 regexp(5) 中所述的表示法之前， sh 还识别由 | 分隔的一个或多个模式组成的复合模式。复合模式可以

由下面的一个或多个模式组成：

?(pattern-list) 匹配任一给定的模式。

*(pattern-list) 匹配给定列表的零个或更多个实例。

+(pattern-list) 匹配给定列表的一个或更多个实例。

@(pattern-list) 仅匹配一个给定模式。

!(pattern-list) 匹配除一个给定模式之外的任何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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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
各个元字符（请参阅定义小节）对于 Shell 都具有特殊的含义，除非被引用，否则将终止单词。字符可以通过在

它前面加反斜杠 (\) 来进行引用（即表示其自身）。将忽略 \ 换行符对；当前行和后继行会连接起来。

撇号对 (’...’) 之间的所有字符均会被引用。撇号对之间不能使用撇号。

参数和命令替换在引号（"..."\ 引用字符 \、 ‘、 " 和 $。

在重音符 (‘...‘) 内， \ 引用字符 \、 ‘ 和 $。如果重音符在引号内出现， \ 也将引用字符 "。

当未引用或者用作参数赋值的值或用作文件名时， $* 和 $@ 的含义相同。但是，当用作命令参数时， "$*"

等效于 "$1d$2d...""$@" 等效于 "$1"d"$2"d... （其中 d 是 IFS 的第一个字符）。

关键字或别名的特殊含义可以通过引用名称的任意字符来删除。通过引用无法更改对函数名或特殊命令名的识

别。

算术计算
整数算术运算通过特殊命令 let 提供。计算使用长整数算法执行。常量采用格式 base#n 或 n，其中 base 是二

和三十六之间的十进制数字，表示算术底数，而 n 是该底数中的数字。如果省略 base#，则使用底数10。

算术表达式使用与 C 语言相同的表达式语法、优先权和结合性。支持除 ++、 --、 ?: 和之外的所有整数运算

符。变量可以在算术表达式内按名称引用，而不必使用参数替换语法。当引用变量时，它的值作为算术表达式进

行计算。

变量可以使用 typeset 特殊命令的 -i 选项将类型转换为整数，如 typeset -i[base] name 所示。对带 -i

属性的变量的每次赋值的值，将执行算术计算。如果没有指定算术底数，变量的第一次赋值将确定算术底数。该

底数在进行参数替换时使用。

由于多个算术运算符需要进行引用，因此提供了替代形式的 let 命令。对于以 (( 开头的任何命令，匹配 ))

之前的所有字符将当作引用的表达式进行处理。更准确地说， ((...)) 等效于 let "...".

以 let 命令、 ((...)) 和 $((...)) 指定的算术表达式将按照 ISOC 标准进行处理，但 ++、 --、 ?: 和 运

算符除外。

提示
以交互方式使用时，Shell 将在读取命令之前提示 PS1 的值。只要收到换行符并需要更多输入才能完成命令，

就会发出辅助提示（ PS2 的值）。

条件表达式
条件表达式与 [[ 复合命令一起使用，测试文件的属性并对字符串进行比较。对于 [[ 和 ]] 之间的单词不执

行单词拆分和文件名生成（另请参阅 test 特殊命令）。每个表达式均可利用下面的一个或多个一元或二元表达

式构建：

-a file 如果存在 file ，则为 True。

-b file 如果 file 存在并且是块特殊文件，则为 True。

-c file 如果 file 存在并且是字符特殊文件，则为 Tr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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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file 如果 file 存在并且是目录，则为 True。

-e file 如果存在 file ，则为 True。

-f file 如果 file 存在并且是常规文件，则为 True。

-g file 如果 file 存在并且已设置其 setgid 位，则为 True。

-h file 如果 file 存在并且是符号链接，则为 True。

-k file 如果 file 存在并且已设置其粘着位，则为 True。

-n string 如果 string 长度不为零，则为 True。

-o option 如果名为 option 的设定选项已启用，则为 True。

-p file 如果 file 存在并且是 fifo 特殊文件或管道，则为 True。

-r file 如果 file 存在并且可由当前进程读取，则为 True。

-s file 如果 file 存在并且其大小大于零，则为 True。

-t 波浪符 如果文件描述符编号波浪符已打开并与终端设备相关联，则为 True。

-u file 如果 file 存在并且已设置其 setuid 位，则为 True。

-w file 如果 file 存在并且可由当前进程写入，则为 True。

-x file 如果 file 存在并且可由当前进程执行，则为 True。如果 file 存在并且是目录，则

当前进程拥有在该目录中进行搜索的权限。

-z string 如果 string 长度为零，则为 True。

-L file 如果 file 存在并且是符号链接，则为 True。

-O file 如果 file 存在并且由该进程的有效用户 ID 拥有，则为 True。

-G file 如果 file 存在并且其组匹配该进程的有效组 ID，则为 True。

-S file 如果 file 存在并且是套接字，则为 True。

file1 -nt file2 如果 file1 存在并且比 file2 更新，则为 True。

file1 -ot file2 如果 file1 存在并且比 file2 更早，则为 True。

file1 -ef file2 如果 file1 和 file2 存在并且引用同一文件，则为 True。

string = pattern 如果 string 匹配 pattern，则为True。

string != pattern 如果 string 不匹配 pattern，则为True。

string < string2 如果 string1 根据其字符的 ASCII 值位于 string2 之前，则为 True。

string > string2 如果 string1 根据其字符的 ASCII 值位于 string2 之后，则为 True。

exp1 -eq exp2 如果 exp1 等于 exp2，则为True。

exp1 -ne exp2 如果 exp1 不等于 exp2，则为True。

exp1 -lt exp2 如果 exp1 小于 exp2，则为True。

exp1 -gt exp2 如果 exp1 大于 exp2，则为True。

exp1 -le exp2 如果 exp1 小于或等于 exp2，则为True。

exp1 -ge exp2 如果 exp1 大于或等于 exp2，则为True。

使用下列任意形式（按优先权递减的顺序列出），可以通过上述基本表达式构建复合表达式。

(exp) 如果 exp 为 True，则为 True。用于将表达式分组。

!exp 如果 exp 为 False，则为 Tr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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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1 && exp2 如果 exp1 和 exp2 均为 True，则为 True。

exp1 || exp2 如果 exp1 或 exp2 为 True，则为 True。

输入（或输出）
在执行命令之前，可以使用 Shell 能解释的特殊表示法将其输入和输出重定向。下列符号可以出现在简单命令中

的任意位置或者位于命令之前或之后，它们不会传递给所调用的命令。除了下文另行指定之外，在使用 word 或

digit 之前可以进行命令和参数替换。只有当模式匹配单个文件并且未执行空白字符解释时，才会进行文件名生

成。

<word 将文件 word 用作标准输入（文件描述符 0）。

>word 将文件 word 用作标准输出（文件描述符 1）。如果不存在该文件，则将其创建。如果

存在该文件，并且 noclobber 选项已启用，则将出错；否则，文件将截断到零长度。

>|word 与 > 相同，例外的是它覆盖 noclobber 选项。

>>word 将文件 word 用作标准输出。如果存在该文件，则将输出追加到该文件（首先搜索文件

结束标志）；否则，创建该文件。

<>word 打开文件 word ，作为标准输入进行读写。

<<[-]word 读取 Shell 输入，直到匹配 word 的行或直到文件结束标志。不对 word 执行参数替

换、命令替换或文件名生成。得到的文档（称作 here-document ）将成为标准输

入。另请参阅“警告”一节。

如果引用了 word 的任意字符，则不会对文档的字符进行解释。否则，将进行参数和命

令替换，忽略 \换行符，并且必须使用 \ 引用字符 \、 $、 ‘ 和 word 的第一个字

符。

如果 - 追加到 <<，将从 word 和文档中删除所有前导制表符。

<&digit 从文件描述符 digit 中复制标准输入（请参阅 dup(2)）。

>&digit 将标准输出复制到文件描述符 digit （请参阅 dup(2)）。

<&- 标准输入关闭。

>&- 标准输出关闭。

<&p 来自协同进程的输入移到标准输入。

>&p 向协同进程的输出移到标准输出。

如果上述任何重定向之前加有数字 （0 至 9），所使用的文件描述符就是由该数字指定的文件描述符，而不是

缺省的 0 （标准输入）或 1 （标准输出）。例如：

2>&1

意味着打开文件描述符 2 作为文件描述符 1 的复本写入。定向到文件描述符 2 的输出与向文件描述符 1 的输出

在相同的位置写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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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序在重定向中非常重要。 Shell 会根据计算时的 (文件描述符, file) 赋值对每个重定向进行计算。例如：

1> fname 2>&1

首先将文件描述符 1 赋值到文件 fname。然后将文件描述符2赋值到已经赋值到文件描述符 1 的文件（即

fname）。

如果重定向的顺序相反（如

2>&1 1> fname

所示），文件描述符 2 将赋值到已经赋值到文件描述符 1 的文件（可能是终端），然后文件描述符 1 赋值到文

件 fname。

通过使用上面的重定向运算符，可以将协同进程的输入和输出移到编号的文件描述符，以便其他命令对其进行读

写。如果当前协同进程的输入移到编号的文件描述符，则可能会启动另一个协同进程。

如果命令后接有 &，并且作业控制处于不活动状态，该命令的缺省标准输入就是空文件 /dev/null。否则，命

令执行环境将包含按输入（或输出）规范修改的调用 Shell 文件描述符。

环境
环境（请参阅 environ(5)）是传递给所执行的程序的名称值对列表，与常规的参数列表非常相似。名称必须是标

识符，值必须是字符串。 Shell 以几种方式与环境进行交互。在调用时，Shell 会扫描环境，为找到的每个名称

创建一个参数，为其提供相应的值，并将其标记为 export。执行的命令将继承环境。如果用户修改这些参数的

值或者使用 export 或 typeset -x 特殊命令创建新的参数值，这些值将成为环境的一部分。因此，执行的

任何命令所检测到的环境由 Shell 在最初所继承的任何名称值对（其值可能由当前 Shell 修改）以及必须在

export 或 typeset -x 命令中注明的任何新增内容组成。

通过添加一个或多个参数赋值作为前缀，可以扩展任何简单命令或函数的环境。参数赋值参数的形式为 identi-

fier=value。例如，下面的

TERM=450 cmd args

(export TERM; TERM=450; cmd args)

具有相等效果（就执行 cmd 而言），但对于前面带有百分号 (%) 的特殊命令除外。

如果已设置 -k 选项，所有参数赋值参数都将放入环境中（即使它们在命令名后出现）。以下 echo 语句输出

a=b c。当设置 -k 选项后，第二个 echo 语句仅输出 c ：

echo a=b c → a=b c

set -k

echo a=b c → c

该功能用于为 Shell 的早期版本编写的脚本，强烈建议不要在新脚本使用该功能。它在将来可能会不复存在。

函数
function 命令（在 复合命令小节中介绍）定义 Shell 函数。 Shell 函数在内部进行读取和存储。读取函数时

将解析别名名称。函数如同命令一样执行，其参数作为位置参数进行传递（请参阅“执行”一节）。

HP-UX 11i Version 2: December 2007 Update − 24 −  Hewlett-Packard Company 343



sh-posix(1) sh-posix(1)

函数与调用程序在相同的进程中执行，并且与调用程序共享所有文件和当前工作目录。在执行另一个 trap 命令

之前，调用程序所定义的陷阱在函数内一直有效。在函数返回后，在函数内设置的陷阱仍然有效。通常，变量在

调用程序和函数之间共享。但是，可以在函数内使用 typeset 特殊命令定义局部变量，其范围包括当前函数及

其调用的所有函数。

return 特殊命令用于从函数调用中返回。函数内的错误会将控制权返回给调用程序。

使用 typeset 特殊命令的 +f 选项，可以列出函数标识符。使用 -f 选项，可以列出函数标识符和函数的关

联文本。使用 unset 特殊命令的 -f 选项，可以取消函数的定义。

通常，当 Shell 执行 Shell 脚本时，将取消函数的定义。通过 typeset 命令的 -xf 选项，可以将函数导出至

无需重新调用 Shell 即可执行的脚本。必须跨越 Shell 的不同调用定义的函数应该放入 ENV 文件。

作业
如果启用 set 命令的 monitor 选项，交互式 Shell 会将 job 与每个管道线相关联。它会保留当前作业的表

（由 jobs 命令输出），并为其赋以较小的整数。当通过 & 异步启动作业时，Shell 将输出如下行：

[1] 1234

指示作业号 1 已异步启动，并且有一个进程 ID 为 1234 的（顶级）进程。

如果正在运行作业，并且希望执行其他操作，则可以键入挂起字符（用 stty 定义的 susp 字符；请参阅

stty(1)），将 SIGSTOP 信号发送到当前作业。然后，Shell 将指示作业已停止 (Stopped) 并输出另一个提

示。此时，您可以处理该作业的状态，方法是使用 bg 命令将其置于后台，运行其他命令，最后使用 fg 命令将

该作业返回到前台。由于在输入挂起命令时将忽略未决的输出和未读的输入，因此挂起将立即生效，与中断类

似。

在后台运行的作业在尝试从终端读取时将停止运行。后台作业通常可以生成输出，但可以使用 stty tostop

命令禁用该功能。如果用户设置该终端选项，后台作业就会在尝试生成输出时停止。

在 Shell 中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引用作业。可以通过作业中任何进程的进程 ID 或者通过以下方式之一引用作业：

%number 带有给定编号的作业。

%string 其命令行以 string 开头的任何作业。

%?string 其命令行包含 string 的任何作业。

%% 当前作业。

%+ 等效于 %%。

%- 上一个作业。

进程更改状态时，Shell 会立即检测到更改。它将在作业受阻且无法继续时通知用户（但仅在输出提示之前）。

监视模式启用时，每个完成的背景作业将触发为 SIGCHLD 设置的陷阱。

如果尝试在作业停止时退出 Shell，将显示警告消息 You have stopped jobs.。您可以使用 jobs 命令标

识这些消息。如果您立即再次尝试退出， Shell 将不会再次警告，停止的作业将终止。

如果尝试在作业运行时退出 Shell，则不会向您发出警告。 Shell 将以静默方式退出，并将运行作业的父级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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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init 进程（编号 1）。

信号
如果命令后接有 & 并且 monitor 选项已禁用，则将忽略所调用命令的 SIGINT 和 SIGQUIT 信号。否则，

信号具有 Shell 从其父级继承的值（信号 SIGSEGV 例外；但另请参阅 trap 特殊命令）。

执行
每次执行命令时，将进行替换。 sh 将检查命令名，确定它是否匹配特殊命令。如果匹配，则将在当前 Shell 进

程内执行。

然后。 sh 检查命令名，确定它是否匹配某一用户定义函数。如果匹配， sh 将保存位置参数，然后将其设置为

函数调用的参数。位置参数 0 保持不变。当函数完成或者发出 return 时， sh 将恢复位置参数列表。函数的

值是所执行的最后一个命令的值。函数在当前 Shell 进程中执行。

如果命令名不是用户定义函数或特殊命令， sh 将创建一个进程，并尝试使用 exec*() 系统调用执行该命令

（请参阅 exec(2)）。

Shell 参数 PATH 定义包含该命令的目录的搜索路径。备用目录名由冒号 (:) 分隔。缺省路径是 /usr/bin:

（按顺序指定 /usr/bin 和当前目录）。请注意，当前目录由空路径名指定，它可能出现在等号之后，冒号分

隔符之间，或者路径列表末尾。如果命令名包含 /，则不使用搜索路径。否则，将在路径的每个目录中搜索可执

行文件。如果该文件拥有执行权限但不是目录或可执行文件对象代码文件，则假定它是脚本文件，即解释程序的

数据文件。如果脚本文件的前两个字符是 #! 和 exec*()，其后将是解释程序路径名。然后，作为一个单独的

进程， exec*() 将尝试执行指定的解释程序，以读取整个脚本文件。如果对 exec*() 的调用失败，将派生

sh 来解释脚本文件。这种情况下将删除所有未导出的别名、函数和命名参数。如果 Shell 命令文件不具有读取

权限，或者在该文件上设置了 setuid 和（或） setgid 位， Shell 将执行一个代理来设置权限，并用作为打

开文件下传的 Shell 命令文件执行 Shell。带括号的命令也会在子 Shell 中执行，而不删除未导出的量。

命令重新输入
从终端设备输入的最后几个 HISTSIZE （缺省值 128）命令的文本保存在历史信息文件中。如果 HISTFILE

变量未设置或者不可写，则将使用文件 $HOME/.sh_history。 Shell 可以访问所有使用相同命名 HISTFILE

的交互式 Shell 的命令。特殊命令 fc 用于列出或编辑该文件的某一部分。要编辑或列出的文件部分可以按编号

或者通过给定命令的第一个（或前几个）字符来进行选择。可以指定单个命令或一系列命令。如果没有指定编辑

器程序作为 fc 的参数，则将使用参数 FCEDIT 的值。如果未定义 FCEDIT，则将使用 /usr/bin/ed。在退

出编辑器时，将输出并重新执行所编辑的命令。编辑器名称 - 用于跳过编辑阶段并重新执行该命令。这种情况

下，可以使用 old=new 形式的替换参数在执行之前修改命令。例如，如果 r 别名设置为 fc -e -，则键入 r

bad=good c 将重新执行以字母 c 开头的最新命令，并将字符串 bad 的第一个实例替换为字符串 good。

当出现下列所有情况时，将修剪历史信息文件：

它大小大于四千字节。

其中的命令数大于 HISTSIZE。

过去十秒内尚未修改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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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具有历史信息文件所在目录的写权限。

如果上述情况中的任一情况没有出现，则不会修剪历史信息文件。修剪历史信息文件时，最近的 HISTSIZE 命

令将在历史信息文件中提供。

命令行编辑
通常，在终端设备键入的每个命令行均后接换行符或回车。如果已设置 emacs、 gmacs、 vi 或 viraw 选项

之一，则可以编辑命令行。每次给 VISUAL 或 EDITOR 变量赋以结尾是上述选项名之一的值时，将自动选择相

应的编辑选项。

编辑功能要求用户的终端接受不含换行符的返回，并且空格 (" ") 必须覆盖屏幕上的当前字符。 ADM 终端用户

应该将“space − advance”开关设置为“space”。 HP 终端用户应该将带区设置为“bcGHxZ etX”。

通过编辑模式，用户可以在当前行处浏览窗口。除非已定义 COLUMNS 的值，否则缺省窗口宽度为 80。如果该

行长于窗口宽度减去二，窗口末尾显示的标记将通知用户。该标记为以下标记之一：

> 该行向右扩展。

< 该行向左扩展。

* 该行向窗口的两端扩展。

当光标移动并到达窗口边界时，窗口将以光标为中心居中。

通过每个编辑模式中的搜索命令，均可访问历史信息文件。虽然字符串中的前导 ˆ 会限制在行的第一个字符处

开始匹配，但仅匹配字符串，而不匹配模式。

如果更改 LC_TYPE 环境变量，可能会对编辑器造成影响。请参阅“参数替换”小节。

emacs/gmacs 编辑模式
该模式通过 emacs 或 gmacs 选项来调用。唯一的区别在于它们处理 Control-T 组合键的方式。

要进行编辑，用户可将光标移到需要更正的位置点，然后插入（或删除）字符（或单词）。所有编辑命令均是控

制字符或转义序列。控制字符的表示法为脱字符 (ˆ) 后接一个字符。例如， ˆF 是 Control-F 组合键的表示法。

它是通过在按住 Ctrl（控制）键的同时按 f 键来输入的。不要按 Shift 键。表示法 ˆ? 指示删除 (DEL) 键。

转义序列的表示法是 M- 后接一个字符。例如， M-f （读作“ meta f ”）通过先按转义键 (Esc ) 再按 f

键来输入。 M-F 是转义键后接 Shift（大写） F 的表示法。

所有编辑命令均可从行上任意位置（不仅仅是在开头）执行。除非另行说明，否则不会在编辑命令后输入回车

(ˆM) 或换行符 (ˆJ) 键。

ˆF 将光标向前（右）移动一个字符。

M-f 将光标向前移动一个单词（对于编辑器而言，单词是仅包括字母、数字和下划线的字符

串）。

ˆB 将光标向后（左）移动一个字符。

M-b 将光标向后移动一个单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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ˆA 将光标移到行的开头。

ˆE 将光标移到行的末尾。

ˆ]char 将光标向前移到当前行上的字符 char。

M-ˆ]char 将光标向后移到当前行上的字符 char。

ˆXˆX 将光标和标记互换。

erase 删除上一个字符。 erase 字符是用户可以使用 stty 命令来定义的；它通常设置为

ˆH。系统缺省值是 #。

ˆD 删除当前字符。

eof 如果当前行为空，则终止 Shell。 eof 字符是用户可以使用 stty 命令来定义的；它通

常设置为 ˆD。系统缺省值是 ˆD。

M-d 删除当前单词。

M-ˆH 删除上一个单词 (meta-backspace)。

M-h 删除上一个单词。

M-ˆ? 删除上一个单词 (meta-delete)。如果中断字符是 ˆ? （缺省为 DEL），该命令将不起

作用。

ˆT 在 emacs 模式下，将当前字符调换为下一个字符。在 gmacs 模式下，调换前两个字

符。

ˆC 将当前字符大写。

M-c 将当前单词大写。

M-l 将当前单词更改为小写。

ˆK 删除从光标到行尾的内容。如果前面是值小于当前光标位置的数值参数，则删除从给定

位置到光标的内容。如果前面是值大于当前光标位置的数值参数，则删除从光标到给定

位置的内容。

ˆW 强行终止从光标到标记的内容。

M-p 在堆栈上推动从光标到标记的区域。

kill 强行终止整个当前行。如果连续输入两个 kill 字符，所有后继的连续 kill 字符都将导致

换行（在使用纸张终端时有用）。 kill 字符是用户可以使用 stty 命令来定义的；它

通常设置为 ˆX 或 ˆU。系统缺省值是 @。

ˆY 恢复从行中删除的最后一个项目（将项目恢复到行上）。

ˆL 换行并输出当前行。

ˆ@ 设置标记（空字符）。

M- 设置标记 (meta-space)。

ˆJ 执行当前行（换行符）。

ˆM 执行当前行（回车）。

ˆP 提取上一个命令。每次输入 ˆP 时，都将访问历史信息列表中的上一个命令。

ˆN 提取下一个命令。每次输入 ˆN 时，都将访问历史信息列表中的下一个命令。

M-< 提取最早的历史信息行。

M-> 提取最新的历史信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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ˆRstring 反转上一个包含 string 的命令行的搜索历史信息。如果给定参数零，则向前搜索。

string 由回车或换行符终止。如果 string 前面是 ˆ，则匹配行必须以 string 开头。如

果省略 string ，则将访问下一个包含最新 string 的命令行。这种情况下，参数零将反

转搜索的方向。

ˆO 执行当前行，并从历史信息文件中提取相对于当前行的下一行。

M-digits 定义数值参数。数字用作下一个命令的参数。接受参数的命令包括： erase、 ˆB、

ˆC、 ˆD、 ˆF、 ˆK、 ˆN、 ˆP、 ˆR、 ˆ]、 M-ˆH、 M-.、 M-_、 M-b、 M-c、

M-d、 M-f、 M-h 和 M-l。

M-letter 按名称 _letter （下划线字母）在别名列表中搜索别名。如果已定义该名称的别名，则

将在输入队列中插入它的值。该 letter 不得是上述元函数之一。

M-. 在行上插入上一个命令的最后一个单词。如果前面是数值参数，该参数的值将确定要插

入的单词（而不是插入最后一个单词）。

M-_ 与 M-. 相同。

M-* 对当前单词尝试文件名生成。

M-ˆ[ 文件名填写 (meta-escape)。将当前单词替换为与追加星号的当前单词匹配的所有文件

名的最长常用前缀。如果匹配是唯一的，则追加 / （该文件是目录）或空格（该文件

不是目录）。

M-= 列出在追加星号的情况下与当前单词模式匹配的文件。

ˆU 将下一个命令的参数乘以 4。

\ 将下一个字符转义。编辑字符以及 erase、kill 和中断字符在前面加有 \ 时，可以在命

令行或搜索字符串中输入。 \ 删除下一个字符的编辑功能（如果有）。

ˆV 显示 Shell 的版本。

M-# 在行的开头插入 # 并执行该行。这将致使在历史信息文件中插入一个注释。

vi 编辑模式
除非收到转义符 (ESC)，编辑器将以插入模式启动。这将使您处于可移动光标和执行编辑命令的控制模式。任一

模式下的回车均会发送该行。

大多数控制命令在命令前接受可选的重复 count。

在大多数系统的 vi 模式下，如果速度是 1200 波特或更大并且包含任何控制字符，或者在输出提示后还不到一

秒钟的时间，则最初将启用规范处理，并再次回显命令。转义符 (ESC) 终止命令剩余部分的规范处理，此时您可

以修改命令行。该方案具有以原始模式的键入时回显进行规范处理的优点。

如果设置 viraw 选项，则始终会禁用终端上的规范处理。这是不支持两个交替行尾分隔符的系统的隐式模式，

对于某些终端可能会有帮助。

插入编辑命令
缺省情况下，编辑器处于插入模式。

erase 删除上一个插入字符。 erase 字符是用户可以使用 stty 命令来定义的；它通常设置为

ˆH。系统缺省值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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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ll 删除所有当前删除字符。 kill 字符是用户可以使用 stty 命令来定义的；它通常设置

为 ˆX 或 ˆU。系统缺省值是 @。

\ 将下一个 erase 或 kill 字符转义。

eof 如果当前行为空，则终止 Shell。 eof 字符是用户可以使用 stty 命令来定义的；它通

常设置为 ˆD。系统缺省值是 ˆD。

ˆV 将下一个字符转义。编辑字符和 erase 或 kill 字符在前面加有 ˆV （删除下一个字符

的编辑功能）时，可以在命令行或搜索字符串中输入。

ˆW 删除上一个空白字符分隔单词。

移动编辑命令
这些命令移动光标。如果使用 count，将使命令重复指定的次数。

[count]l 将光标向前（右）移动一个字符。

[count]w 将光标向前移动一个字母数字单词。

[count]W 将光标向前移到空白字符后下一个单词的开头。

[count]e 将光标向前移到单词的末尾。

[count]E 将光标向前移到当前空白字符分隔单词的末尾。

[count]h 将光标向后（左）移动一个字符。

[count]b 将光标向后移动一个单词。

[count]B 将光标向后移到上一个空白字符分隔单词。

[count]| 将光标移到列 count。缺省值为1。

[count]fc 在当前行中查找下一个字符 c。

[count]Fc 在当前行中查找上一个字符 c。

[count]tc 等效于 fc 后接 h。

[count]Tc 等效于 Fc 后接 l。

[count]; 重复上一个单字符查找命令 f、 F、 t 或 T。

[count] 反转上一个单字符查找命令。

0 将光标移到行的开头。

ˆ 将光标移到行中的第一个非空白字符。

$ 将光标移到行的结尾。

历史信息搜索命令
这些命令可访问命令历史信息文件。

[count]k 提取上一个命令。每次输入 k 时，都将访问历史信息列表中下一个较早的命令。

[count]- 等效于 k。

[count]j 提取下一个命令。每次输入 j 时，都将访问历史信息列表中下一个较晚的命令。

[count]+ 等效于 j。

[count]G 提取命令号 count。缺省值是历史信息列表中的第一个命令。

/string 在历史信息中向后搜索包含 string 的先前命令。 string 由回车或换行符终止。如果

string 前面是 ˆ，则匹配行必须以 string 开头。如果 string 为空，则使用上一个字符

HP-UX 11i Version 2: December 2007 Update − 30 −  Hewlett-Packard Company 349



sh-posix(1) sh-posix(1)

串。

?string 与 / 相同，但向前进行搜索。

n 搜索 / 或 ? 命令的最后一个模式的下一个匹配项。

N 搜索 / 或 ? 的最后一个模式的下一个匹配项，但以相反的方向进行。

文本修改编辑命令
这些命令将修改行。

a 在当前字符之后进入插入模式。

A 将文本追加到行尾。等效于 $a。

[count]cmotion

c[count]motion 将光标向前移到由 motion 指定的字符位置，删除初始光标位置和新位置之间的所有字

符，然后进入插入模式。如果 motion 是 c，则删除整个行。

C 删除从当前字符到行尾的内容，然后进入插入模式。等效于 c$。

S 等效于 cc。

[count]dmotion

d[count]motion 将光标移到由 motion 指定的字符位置，删除初始光标位置和新位置之间的所有字符。

如果 motion 是 d，则删除整个行。

D 删除从当前字符到行尾的内容。等效于 d$。

i 在当前字符之前进入插入模式。

I 在行开头之前进入插入模式。等效于双字符序列 0i。

[count]P 在光标前插入上一个文本修改。

[count]p 在光标后插入上一个文本修改。

R 进入插入模式，并以覆盖方式将屏幕上的字符替换为您键入的字符。

[count]rc 将当前字符替换为 c。

[count]x 删除当前字符。

[count]X 删除前面的字符。

[count]. 重复上一个文本修改命令。

˜ 变换当前字符的大小写并向前移动光标。

[count]_ 在当前光标位置追加下一个命令的 count 单词，并在追加文本的末尾进入插入模式。如

果省略 count ，则使用最后一个单词。

* 将 * 追加到当前单词，并尝试文件名生成。如果未找到匹配项，则发出警告。如果找

到匹配项，则将单词替换为文件名的匹配字符串，然后进入插入模式。

escape

\ 对当前单词尝试文件名填写。将当前单词替换为与追加星号的当前单词匹配的所有文件

名的最长常用前缀。如果匹配是唯一的，则追加 / （该文件是目录）或空格（该文件

不是目录）。

其他编辑命令
[count]ymo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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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count]motion 将当前字符拉到 motion 要将光标移动到的字符，并将其放入删除缓冲区。文本和光标

保持不变。

Y 从当前位置拉到行尾。等效于 y$。

u 撤消上一个文本修改命令。

U 撤消在行上执行的所有文本修改命令。

[count]v 在输入缓冲区中执行命令 fc -e ${VISUAL:-${EDITOR:-vi}} count。如果省略

count ，则使用当前行。这将执行以当前行作为输入“文件”的编辑器。退出该编辑器

时，将执行其结果。

ˆL 换行并输出当前行。

ˆJ 执行当前行，而不管处于何种模式（换行符）。

ˆM 执行当前行，而不管处于何种模式（回车）。

# 在当前行的开头和每个嵌入的换行符后插入 #，然后执行该行。可用于在历史信息列表

中插入当前命令行，而不执行该行。

= 列出在当前单词追加星号的情况下与其匹配的文件名。

@letter 按名称 _letter （下划线字母）在别名列表中搜索别名。如果已定义该名称的别名，则

将它的值作为当前行上的命令序列执行。它将提供简单的宏功能。

外部语言环境影响
环境变量

LC_COLLATE 确定在计算文件名生成的模式匹配表示法时所使用的排序顺序。如果未指定或为空，则会缺省为

LANG 的值。

LC_CTYPE 确定字符作为字母的分类以及模式匹配表达法中字符类表达式所匹配的字符。如果未指定或为空，则

会缺省为 LANG 的值。

如果未指定 LANG，或者其值为空，则会缺省为 C （请参阅 lang(5)）。

如果任一国际化变量包含无效设置，则将缺省为 C （请参阅 environ(5)）。

国际代码集支持
支持单字节字符代码集和多字节字符代码集。

返回值
Shell 检测到的错误（如语法错误）将使 Shell 返回非零退出状态。否则，Shell 会返回执行的上一个命令的退出

状态。另请参阅 exit 特殊命令。

如果以非交互的方式使用 Shell，则将放弃执行 Shell 文件。 Shell 检测到的运行时错误通过输出命令名或函数

名以及错误情况进行报告。如果出错的行号大于一，还将在命令名或函数名后的括号 ([]) 内输出该行号。

警告
某些文件描述符由 POSIX Shell 在内部使用。对于 HP-UX r10.10 和更高版本，将保留文件描述符 24 至 30。

HP-UX r10.00 和 r10.01 保留描述符 54 至 60。使用这些描述符并派生子 Shell 的应用程序不应依赖它们在子

Shell 或其派生程序中正常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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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执行作为跟踪别名的命令，并且在搜索路径中初始命令所在目录之前的目录中安装了同名的命令， Shell 将

继续加载并执行初始的命令。使用 alias 命令的 -t 选项可更正该错误。

如果移动当前目录或其上的目录， pwd 可能无法给出正确的响应。使用 cd 命令以及完整路径名可更正该错

误。

某些非常早的 Shell 脚本使用脱字符 (ˆ) 作为管道符 (|) 的同义符。 sh 不会将脱字符识别为管道符。

如果通过管道将命令发送到 Shell 命令，该命令完成时，将丢失在 Shell 命令中设置的所有变量。

如果在复合命令中使用 fc 内置命令，则将使整个命令从历史信息文件中消失。

句点 (.) 特殊命令（如 . file 所示）将在执行任何命令之前读取整个文件。因此，该文件中的 alias 和 una-

lias 命令将不应用于该文件中定义的任何函数。

当 Shell 等待前台作业时，将不处理陷阱。因此，在前台作业终止之前，将不执行 SIGCHLD 上的陷阱。

export 特殊命令不能正确处理数组。仅将数字的第一个元素导出至环境。

从非交互式 Shell 中启动的背景进程无法使用作业控制命令来进行访问。

IFS 变量在用户环境中的值将影响脚本的行为。

排序顺序
在国际环境中，字符排序取决于 LC_COLLATE 的值，而不是计算机排序序列中字符值的二进制排序。这会造成

一些附带的风险，尤其是在文件名生成模式中使用范围表达式时。例如，命令

rm [a-z]*

可能应该匹配所有以小写字母字符开头的文件名。但是，如果字典排序是由 LC_COLLATE 指定的，它还将匹配

以大写字符开头的文件名（以及以标音字母开头的文件名）。相反，在丹麦语或挪威语等语言中，它将无法匹配

在 z 后排序的字母。

在国际环境中匹配特定字符类的正确（安全）方法是使用以下形式的模式（请参阅 regexp(5)）：

rm [[:lower:]]*

它使用 LC_CTYPE 来确定字符类，并以可预见的方式处理所有支持的语言和字符集。对于在非国际化系统上生

成的 Shell 脚本（或者没有考虑到上述风险），建议在非 NLS 环境中执行它们。这要求 LANG、

LC_COLLATE、等设置为 C，或者根本不设置。

历史信息文件和语言环境
历史信息文件不支持在同一个文件中混用不同的语言环境。对于使用多个语言环境的用户，可以通过将 HIST-

FILE 设置为以下值，来为每个语言环境分配一个唯一的历史信息文件：

HISTFILE=$HOME/.sh_hist_${LANG}

在遇到包含对当前语言环境设置无效的字符的历史信息文件时， Shell 将向用户发出通知，并继续处理用户输

入。在该会话中用户将无法使用历史信息功能。通过在设置新的历史信息文件或删除当前历史信息文件后重新启

动 Shell，用户便可访问历史信息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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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re-Document 临时文件
here-document 的内容存储在名为 /var/tmp/shpid.number 的临时文件中。通常，这些临时文件将在使用完

后删除。但是，由于设计限制，有时这些临时文件可能会在 Shell 退出后继续存在。 pid 是 Shell 的进程 ID。

number 是 here-document 文件的序号。

作者
sh 由 AT&T、OSF 和 HP 联合开发。

文件
$HOME/.profile 读取并设置用户的自定义环境

/etc/passwd 查找主目录

/etc/profile 读取并设置系统环境

/etc/suid_profile 安全配置文件

/sbin/sh 归档的可执行文件，特别用于根目录访问

/tmp/shpid.number 用于 here-document（如果无法访问 /var/tmp）

/usr/bin/sh POSIX Shell 的标准可执行文件

/var/tmp/shpid.number 用于 here-document（如果可访问 /var/tmp）

另请参阅
cat(1)、 cd(1)、 command(1)、 echo(1)、 ed(1)、 env(1)、 getopts(1)、 kill(1)、 ln(1)、 login(1)、

newgrp(1)、 printf(1)、 pwd(1)、 read(1)、 stty(1)、 test(1)、 time(1)、 umask(1)、 vi(1)、 dup(2)、

exec(2)、 fork(2)、 pipe(2)、 stty(2)、 ulimit(2)、 umask(2)、 wait(2)、 rand(3C)、 a.out(4)、 profile(4)、

environ(5)、 lang(5)、 regexp(5)、 signal(5)。

符合的标准
sh：SVID2、SVID3、XPG2、XPG3、XPG4、POSIX.2

.：SVID2、SVID3、XPG2、XPG3、XPG4、POSIX.2

:：SVID2、SVID3、XPG2、XPG3、XPG4、POSIX.2

break：SVID2、SVID3、XPG2、XPG3、XPG4、POSIX.2

case：SVID2、SVID3、XPG2、XPG3、XPG4、POSIX.2

continue：SVID2、SVID3、XPG2、XPG3、XPG4、POSIX.2

eval：SVID2、SVID3、XPG2、XPG3、XPG4、POSIX.2

exec：SVID2、SVID3、XPG2、XPG3、XPG4、POSIX.2

exit：SVID2、SVID3、XPG2、XPG3、XPG4、POSIX.2

export：SVID2、SVID3、XPG2、XPG3、XPG4、POSIX.2

for：SVID2、SVID3、XPG2、XPG3、XPG4、POSIX.2

if：SVID2、SVID3、XPG2、XPG3、XPG4、POSIX.2

read：SVID2、SVID3、XPG2、XPG3、XPG4、POSIX.2

return：SVID2、SVID3、XPG2、XPG3、XPG4、POSIX.2

set：SVID2、SVID3、XPG2、XPG3、XPG4、POSIX.2

shift：SVID2、SVID3、XPG2、XPG3、XPG4、POSIX.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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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me：SVID2、SVID3、XPG2、XPG3、XPG4

trap：SVID2、SVID3、XPG2、XPG3、XPG4、POSIX.2

unset：SVID2、SVID3、XPG2、XPG3、XPG4、POSIX.2

until：SVID2、SVID3、XPG2、XPG3、XPG4、POSIX.2

while：SVID2、SVID3、XPG2、XPG3、XPG4、POSIX.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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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shar - 生成 Shell 归档程序包

概要
shar [options] [file dir] ... > package

说明
shar 命令将已命名的文件和目录捆绑到单个分发程序包中以适合邮寄或移动。这些文件可包含任何数据，包括

可执行数据。被写入标准输出中的最终程序包是一个可以编辑（如在开头部分添加邮件等）的 Shell 脚本文件。

要解包 package，请使用 sh 命令，并将程序包的名称作为参数，如下所示：

sh package

解包时， package 中的文件和目录被写入归档所记录的路径名下。

如果指定目录但不指定 -d 选项，则对该目录下的所有文件都进行归档。

如果指定了一个特殊文件，则会发出适当的 mknod 命令来重新创建该文件（请参阅 mknod(1M)）。

如有必要，通过在每行的开头插入一个 @ 字符， shar 可以防止对所包含的文件进行邮件处理。如果文件包含

异常数据，则该数据将被转换成 uuencode 格式，而在 package 中会包括 uudecode 脚本，这样程序包仍可

以由 sh 正确解包。有关邮件程序和文件修改的详细信息，请参阅“警告”一节。

将保留目录和文件的访问模式。

选项
shar 可识别下列选项：

-a 假设文件不考虑其内容都可以被传输；则不对这些文件进行特别的保护。 shar 是保守的，

对于包含用户知道不用对其进行保护的特殊字符（例如 Ctrl-G）的文件，该命令会决定执行

uuencode。

-A 对于可选的访问控制列表的条目，该选项禁止输出警告消息。 shar 对文件的访问控制列表

中可选的访问控制列表条目不进行归档（请参阅 acl(5)）。通常情况下，对于具有可选访问

控制列表条目的每个文件，都会输出警告消息。

-b 不论所指定的原始路径名是什么，都以文件的基本名称进行归档。这样，文件的内容就会解

包到当前目录中，而不是解包到原来指定的路径名中。这样，您可以对多个目录中的文件归

档，而将这些文件解包到单个目录中。例如，还可以将 /usr/share/lib/termcap 解包

到 ./termcap 中，而不是覆盖 /etc 中的原始文件。

-c 使用 wc 将简单的数据完整性检查添加到程序包中，从而确保内容在传输过程中不被破坏

（请参阅 wc(1)）。解包后会自动执行该检查。另请参阅下面的“警告”一节。

-C 在归档前，以 --- cut here --- 格式插入一行。

-d 如果指定一个目录，不传输其内容，而只是创建一个空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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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dir 当用户的当前目录与 dir （必须是绝对路径）不相同时，可使归档包含代码来将此通知于用

户。如果当前用户不在 dir 中，则对归档提出的问题回答 yes 后可以继续解包的操作。

-e 可使归档包含代码来避免 shar 解包将会覆盖现有的文件的文件。

-ffile 将 file 看作是给定的参数，从中读取文件名列表并对这些文件进行归档。

-h 将符号链接视为常规文件或目录来处理。如果未指定该选项，则 shar 将对链接归档。

-m 当解包文件时，保留文件的修改和访问的时间。

-o 保留用户和组对文件及目录的所有权。

-r 可使归档包含代码来要求对文件解包的用户应是 root。这在处理系统归档时是非常有用的。

-s 使用 sum 来执行错误检查（请参阅 sum(1)）。可以通过指定 -c 和 -s 来执行更有效的错

误检查。另请参阅下面的“警告”一节。

-t 直接将诊断信息及消息写到您的终端上，而不是写到标准错误中。当从通常将标准错误与标

准输出相结合的程序（例如， vi）中调用 shar 时，该选项是非常有用的。指定 -t 的同

时也会调用 -v （详细信息）选项。

-u 假设远程站点具有用于解包的 uudecode。如果未指定该选项，则当对任何非 ASCII 文件归

档时，将发送和编译 uudecode 的某个版本。

-v 打包文件时，会声明归档的文件名。 -t 选项会为这些声明确定文件归档的目的地。

-Z 使用 compress 压缩文件（请参阅 compress(1)）。

大多数选项都标记于最终的程序包的头中，因此能够记录归档的格式。归档文件名、系统名以及归档的时间/日期

也都记录在头中。

举例
要对您主目录下的所有文件进行归档，请键入：

cd; shar -cmos .

或者

shar -cmos $HOME

要保留您的 /dev 目录，请键入：

shar -mor /dev >save_dev_files

要将您主目录下的 newstuff 目录中的最新程序发送给朋友，请键入：

cd; shar -cmos newstuff | mailx -s ’new source’ friend

返回值
如果成功， shar 返回零；如果参数出错，则返回非零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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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断信息
如果指定 -b 选项，则 shar 拒绝归档目录。

警告
恢复修改和访问的时间时，不考虑时区。

名称中含有换行字符的文件会使目录变得混乱。

名称中含有空格的非 ASCII 文件不能被解包。

如果使用邮件程序（例如 elm(1)）将 package 传输到另一个系统中，并且已将该邮件程序配置为扩展制表符

（缺省或非缺省情况下），则归档文件中包含制表符的所有文件都将被修改。如果创建归档时使用 -c 或 -s 选

项，则在对 package 中包含已转换为空格的制表符的文件进行解包时，数据完整性检查将失败（某些邮件程序在

网络上传输文件时会扩展制表符，但在将文件传输到本地系统上的发送者或其他用户时，可能会扩展制表符，也

可能不会扩展制表符）。如果使用编辑器来修改 package 中的任何文件，则有关数据完整性的检查会因为已更改

的文件而同样失败。

作者
shar 是在公共域中创建的。此版本的 shar 由 HP 开发。

文件
/dev/tty

$TMPDIR/unpack* 在已设置 TMPDIR 环境变量，且在此变量中指定的目录为可访问时，解包非

ASCII 文件。

/var/tmp/unpack* 在未设置 TMPDIR 环境变量，或在此变量中指定的目录不可访问，而 /var/tmp

目录可访问时，解包非 ASCII 文件。

/tmp/unpack* 在未设置 TMPDIR 环境变量，或在此变量中指定的目录不可访问，而且

/var/tmp 目录也不可访问时，解包非 ASCII 文件。

$TMPDIR/compress* 在已设置 TMPDIR 环境变量，且在此变量中指定的目录为可访问时，用于解压缩

已通过 -Z 选项打包的文件。

/var/tmp/compress* 在已设置 TMPDIR 环境变量，或在此变量中指定的目录不可访问，而 /var/tmp

目录可访问时，用于解压缩已通过 -Z 选项打包的文件。

/tmp/compress* 在已设置 TMPDIR 环境变量，或在此变量中指定的目录不可访问，而且

/var/tmp 目录也不可访问时，用于解压缩已通过 -Z 选项打包的文件。

另请参阅
ar(1)、 compress(1)、 cpio(1)、 find(1)、 tar(1)、 acl(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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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shl - Shell 层管理程序

概要
shl

说明
通过使用 Shell 层， shl 提供了从一个终端与多个 Shell 进行交互的一种方法。层就是绑定到虚拟设备的

Shell。通过使用 stty 和 ioctl()，可以像操作实际终端一样操作虚拟设备（请参阅 stty(1) 和 ioctl(2)）。每

个层有其自己的进程组ID。用户通过使用如下所述的命令来控制这些层。

当前层是可以从键盘接收输入的层。其他试图从键盘进行读取的层将被阻止。多个层的输出被多路传输到终端。

要阻止非当前层的层输出，可以在该层中设置 stty 选项 loblk。

stty 字符 swtch （如果为 NUL，则控制字符设置为 ˆZ）可用于将控制从一个层切换到 shl。 shl 有其

自己的提示符 >>>，可以将它与层区分开。

定义
name 是由空格、制表符或换行符分隔的字符序列。只有前八个字符有意义。当作为 create 或 name 命令的

参数提供时， name 不能是 n 或 (n) 形式（其中 n 是一个十进制数）。

命令
可以在 shl 提示符下发出下列命令。接受任何唯一的前缀。

create [-[ name ] name [ command ] ]

创建一个名为 name 的层，并将它作为当前层。如果没有给定任何参数，将使用 (n) 形式的名

称创建一个层，其中 n 是外部表中的下一个可用插槽号。可以使用括号（或不使用括号）对该

层做进一步引用。如果 name 后跟一个命令，则该命令在层中而不是在 Shell 中执行。如果 -

是第一个参数，则在层中将创建一个“登录 Shell”。 Shell 提示符变量 PS1 将被设置为层的

名称后跟一个空格。

name [ oldname ] newname

重命名 oldname 层，将它命名为 newname。如果未指定 oldname ，则更改当前层名称。

! [ command ] 调用一个子 Shell，并执行 command。如果没有给定 command ，将根据 SHELL 环境变量执

行 Shell。

block name [ name ... ]

对于每个 name，如果它不是当前层，则将阻止相应层的输出。这等效于在层内设置 stty

loblk 选项。

delete name [ name ... ]

对于每个 name，删除相应的层。将向层的进程组中的所有进程发送 SIGHUP 信号（请参阅

signal(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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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lp （或 ?） 输出 shl 命令的语法。

layers [-l] [ name ... ]

对于每个 name，列出层的名称和它的进程组。 -l 选项生成一个类似于 ps(1) 的列表。如果没

有给定任何参数，将提供所有现有层的信息。

resume [ name ]

将由 name 指示的层的状态更改为当前层的状态。如果没有给定任何参数，则更改上一个现有

当前层。

toggle 将上一个当前层的状态更改为当前层的状态。

unblock name [ name ... ]

对于每个 name，如果它不是当前层，则不阻止相应层的输出。这等效于在层内设置 stty

-loblk 选项。

quit 退出 shl。将向所有层发送 SIGHUP 信号。

name 将由 name 指示的层的状态更改为当前层的状态。接受任何唯一的前缀。

警告
命令

如果 SHELL 环境变量设置为 /usr/bin/csh （对于 csh(1)）或 /usr/bin/ksh （对于 ksh(1)），或者如

果从Shell交互式调用每个命令之前或之后该Shell保存和还原tty状态（在 termio(7) 中定义），则不能保证

block 和 unblock shl 命令的行为。对于 /usr/bin/csh 和 /usr/bin/ksh，可以在层内使用 stty 的

loblk 或 -loblk 选项，来阻止或解除阻止该层的输出。

Ptydaemon
要使 shl 正常工作，必须在系统上运行 ptydaemon 进程。如果您的系统已经安装了 Desktop HP-UX 产品，

则缺省情况下不启动 ptydaemon。要启动该守护程序，请在 /etc/rc.config.d/ptydaemon 文件中将

PTYDAEMON_START 从“0”更改为“1”。要使更改有效，必须重新引导系统，或通过键入以下内容手动启动

该守护程序：

/usr/sbin/ptydaemon

请注意，如果系统上已经安装了 DesktopConfig.LITECONFIG 文件集，或如果系统管理员先前运行了 SAM 实

用程序，并且在任一 SAM’s Kernel Configuration 屏幕中选择了 Apply Lite HP-UX Configura-

tion Action ，则也会禁用 ptydaemon。

文件
$SHELL 包含要使用的 Shell 的路径名的变量（缺省值是 /usr/bin/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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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请参阅
sh(1)、 stty(1)、 ioctl(2)、 signal(5)。

符合的标准
shl：SVID2、SVID3、XPG2

360 Hewlett-Packard Company − 3 −  HP-UX 11i Version 2: December 2007 Update



show_patches(1) show_patches(1)

名称
show_patches - HP-UX 修补软件显示实用程序

概要
show_patches [-a] [-s] [-i] [-o] [-t] [-d target] [-l { product|fileset}]

说明
show_patches 实用程序可按照特定格式显示有效修补软件和替代修补软件，其输出结果比 swlist 命令的输

出内容更容易理解（请参阅 swlist(1M)）。在列出系统上安装的修补软件时， show_patches 使用 SD 修补软

件属性 patch_state 和 superseded_by 来确定哪些修补软件是有效修补软件以及哪些是替代修补软件。

在安装前或安装后可能需要对修补软件进行手动操作。可以在源软件仓库中定向 show_patches 实用程序，以

列出所包含修补软件中记录的“特殊安装说明”和“其他相关内容”。

选项
如果没有指定任何选项， show_patches 将在 sd 产品级别显示本地系统上的有效修补软件。

show_patches 实用程序可识别以下选项：

-a 显示系统上的有效修补软件。有效修补软件是指已安装但尚未被目标上的更新的修补软件

替代的修补软件。

-s 显示系统上的替代修补软件。替代修补软件是指已被目标上安装的更新的修补软件替代的

修补软件。

-d target 指定要分析的目标系统或软件仓库。缺省为本地系统。

-i 显示与所列出的修补软件相关的“特殊安装说明”。“特殊安装说明”记录为了能够成功

安装软件而需要执行的手动操作。

-o 显示与所列出的修补软件相关的任何“其他相关内容”。这些是可选或比较复杂的相关内

容，可能需要手动处理。

-t 除非要显示“特殊安装说明”或“其他相关内容”，否则不列出修补软件。

-l level 在 SD product 或 fileset 级别显示修补软件信息。

注释：如果选择了 -i 或 -o 选项，则该选项将被忽略。

注释
如果目标是软件仓库，则不定义 patch_state 和 superseded_by 属性，所有关系都由 supersedes 属性

值来确定。

可用性
此命令在 HP-UX 11i v3 上属于标准命令。在 11i v2 上，可以通过修补软件 PHCO_32220 或替代的修补软件提

供该命令。在 11i v1 上，可以通过修补软件 PHCO_27780 或替代的修补软件提供该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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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show_patches 由 HP 开发。

另请参阅
sysdiff(1)、 check_patches(1M)、 cleanup(1M)、 swlist(1M)、 swremove(1M)、 swverify(1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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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size - 输出对象文件部分的大小

概要
size [-d] [-o] [-x] [-V] [-v] [-f] [-F] [-n] [-U] files

说明
size 生成对象文件中每个部分的部分大小信息。文本、数据和 bss（未初始化的数据）部分的大小将随对象文

件的总大小一起输出。若将归档文件输入到 size 命令中，则将显示所有归档成员的信息。

选项
size 可识别下列选项：

-d 以十进制形式输出大小。这是缺省值。

-o 以八进制形式输出大小。

-x 以十六进制形式输出大小。

-V 输出有关 size 命令的版本信息。

-v 输出对象文件中子空间的详细列表。每个子空间都独立成行，其中列出其大小、物理地址和虚

拟地址。

-f 输出每个可分配部分的大小（仅限 ELF）。

-F 输出每个可加载段的大小和权限位（仅限 ELF）。

-n 输出不可加载段或不可分配部分的大小（仅限 ELF）。

-U 输出用法菜单。

外部语言环境影响
环境变量

下列国际化变量会影响 size 的执行：

LANG 当未提供 LC_ALL 和其他 LC_* 环境变量时，确定本国语言、本地惯例和编码字符集的语言环境类

别。如果不指定 LANG 或将其设置为空字符串，则会使用缺省值 C （请参阅 lang(5)）而非 LANG。

LC_ALL

确定所有语言环境类别的值，其优先级高于 LANG 和其他 LC_* 环境变量。

LC_MESSAGES

确定语言环境，用于影响写入标准错误中的诊断消息的格式与内容。

LC_NUMERIC

确定数字格式化时所用的语言环境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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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C_CTYPE

确定字符处理功能的语言环境类别。

ST_SIZECAT

NLSPATH

为 LC_MESSAGES 的处理确定消息目录的位置。

如果任一国际化变量包含无效设置，则 size 就会认为所有国际化变量均设置为 C。请参阅 environ(5)。

国际代码集支持
支持单字节字符代码集和多字节字符代码集。

诊断信息
size: name: cannot open 无法读取 name。

size: name: bad magic name 不是正确的对象文件。

举例
比较两个程序版本的文本、数据和 bss 部分的大小：

size ./version1 ./version2

另请参阅
系统工具：

as(1) 将汇编代码转换为机器代码

cc(1) 调用 HP-UX C 编译程序

ld(1) 调用链接编辑器

其他：
a.out(4) 汇编程序、编译程序和链接程序输出

ar(4) 归档文件格式

符合的标准
size：SVID2、SVID3、XPG2、XPG4

364 Hewlett-Packard Company − 2 −  HP-UX 11i Version 2: December 2007 Update



sleep(1) sleep(1)

NAME
sleep - 使执行挂起一段时间间隔

概要
sleep time

说明
sleep 使执行挂起由 time 指定的秒数。该命令用于使某一命令在挂起一定的时间后执行，如：

(sleep 105; command)&

或者用于定期执行一个命令，如：

while true

do

command

sleep 37

done

返回值
sleep 退出时返回下列值之一：

0 当执行被成功挂起由 time 指定的秒数，或收到了 SIGALRM信号时。

>0 如果省略了 time 操作数，或者该操作数不是十进制整数，或者为负数或大于 UINT_MAX，则

sleep 返回退出状态 2。

另请参阅
alarm(2)、 sleep(3C)。

符合的标准
sleep：SVID2、SVID3、XPG2、XPG3、XPG4、POSIX.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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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slp - 为非串行打印机设置打印选项

概要
slp [-a] [-b] [-c cols ] [-d] [-i indent ] [-k] [-l lines ] [-n] [-o] [-r] [-C pages ] [-O pages ]

说明
slp 可设置打印机格式选项，如每页的行数、每行的字符数和缩进。这些特性由打印机的驱动程序控制，如

lp(7) 所述。 slp 对当前标准输出执行操作。

选项
slp 可识别下列选项和参数：

-a 报告所有的选项设置。

-b 指定一个字符打印机，在该打印机上退格字符在通过驱动程序后不会发生改变。缺省此

选项时表示将使用行式打印机。驱动程序采取必要的措施来传递退格字符。

-o 将打印机重置为行式打印机模式。

-ccols 将要打印的列数限制为 cols。超过指定限制的字符将被截断。

-d 将选项重置为设备的缺省值。此操作要到下次打开设备时才会执行。

-iindent 在打印第一列之前缩进 indent 列。

-k 选择成熟模式。成熟模式必须与成熟设备的专用文件结合使用，该文件由不带有字母 r

前缀的 lp 助记符标识。

-llines 指定每页的 lines。每页最后的换行符将变为换页符。

-n 将页面大小设为无限。此时不会出现最后一个换行符，因此也就不会有任何换行符变为

换页符。

-r 为图形转储选择原始模式。除 -a 之外的所有其他选项都会被忽略。如果未指定 -r 选

项，则采用 -k。

-Cpages 在设备最终关闭后，不弹出任何页或弹出 pages 指定的页。

-Opages 在设备打开时，不弹出任何页或弹出 pages 指定的页。

举例
在典型情况下，打印机被设置为 80 列、无缩进，且页与页之间没有换页符：

slp -c80 -i0 -n >/dev/lp

警告
将 slp 命令与 lp 后台打印程序（请参阅 lp(1)）一起使用，可能导致不希望出现的副作用。后台打印程序模型

文件会对配置作出假设，且在缺省值发生改变时可能不知所措。尽管可以轻松地修改大多数选项，但在调整每页

中的行数和列数时可能会导致特殊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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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slp 由 HP 开发。

另请参阅
lp(1)、ioctl(2)、lp(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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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soelim - 从 nroff 输入中去除 .so 指定的内容

概要
soelim [ file ... ]

说明
soelim 读取指定的文件或标准输入，并执行以下形式的 nroff 指令（当这些指令出现在输入行的开始处时）

所指定的文本包含

.so some_file

在使用通常不执行文本包含的 tbl(1) 等程序时，该命令很有用，允许将将个别的表或其他文本对象放在单独的文

件中，使这些文件作为一个大文档的一部分运行。

如果参数仅包含一个减号 (-)，则表示与标准输入相对应的文件名。

请注意，在行首使用 ’ 而不是 . ，将不会执行包含操作，如：

’so /usr/share/lib/tmac/tmac.s

举例
soelim 通常用于与以下命令类似的上下文中：

soelim exum?.n | tbl | nroff -mm | col | lp

警告
源命令的格式必须符合要求－正确的格式是文件名前必须有且只有一个空格，而文件名后不能有空格。

另请参阅
more(1)、nroff(1)、tbl(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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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sort - 排序或合并文件

概要
sort [-m] [-o output] [-bdfinruM] [-t char] [-k keydef ] [-y [kmem ]] [-z recsz] [-T dir] [file ...]

sort [-c] [-AbdfinruM] [-t char] [-k keydef ] [-y [kmem]] [-z recsz] [-T dir] [file ...]

说明
sort 执行下列功能之一：

1. 同时对所有指定文件中的行进行排序，并将结果写入到指定的输出中。

2. 将所有指定（预排序的）文件的行进行合并，并将结果写入到指定的输出中。

3. 检查单个输入文件是否正确地进行了预排序。

如果指定了 - 作为文件名，或者未指定任何输入文件，则读取标准输入。

比较是根据从每一输入行提取的排序键进行的。缺省情况下有一个排序键，即整个输入行。此时将根据当前语言

环境的排序序列，按字符进行词典排序。如果不指定语言环境，或将其设置为 POSIX 语言环境，则会根据计算

机排序序列按字节进行词典排序。如果语言环境包含多字节字符，则计算机将先排序单字节字符，然后再排序多

字节字符。

行为修改选项
下列选项可以对缺省行为进行更改：

-A 使用每个字符的编码值，逐字节进行排序。某些系统将扩展字符视为负值，因此其排序优

先于 ASCII 字符。如果在非 C/POSIX 语言环境中对 ASCII 字符进行排序，则此标志的

执行速度快得多。

-c 检查是否按照排序规则对单个输入文件进行了排序。不生成任何输出；退出代码将设置为

相应值以表示结果。

-m 只合并输入文件；认为输入文件已被排序。

-o output 提供的参数是要使用的输出文件的名称，而不是标准输出。此文件可以与输入文件之一相

同。

-u 唯一：对于具有相同排序键的每一组行，只保留一行，消除其他行。如果与 -c 选项一起

使用，则除了要检查输入文件是否排序外，还要检查是否存在具有相同键的行。

-y [kmem] 排序所占用的主内存量会对排序的性能产生很大影响。如果不指定该选项， sort 开始执

行时将占用系统缺省的内存空间，并根据需要，继续使用更多空间。如果使用了该选项且

指定了 kmem 值，则 sort 开始时将使用该内存量（千字节），除非该值超出了可管理的

最小和最大内存范围，在这种情况下，将使用相应的最大（最小）值。因此， -y 0 肯定

以最小内存量开始。按照惯例， -y （无参数）指定该命令以最大内存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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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 recsz 在排序阶段中会记录读取的最长行的大小，以便可以在合并阶段分配适当的缓冲区。如果

由于使用 -c 或 -m 选项而略过了排序阶段，则使用常用的系统缺省大小。如果行的大小

超过了缓冲区的大小，将会导致 sort 异常终止。提供要合并的最长行的实际字节数（或

大于该字节数的值），可以避免异常终止。

-T dir 使用 dir 而非缺省目录作为临时草稿文件的目录，优先顺序为： TMPDIR 环境变量中指定

的目录； /var/tmp，最后是 /tmp。

排序规则选项
当排序选项出现在受限排序键的说明之前时，排序规则将全局应用于所有排序键。指定给某一特定排序键（如下

所述）的排序选项会覆盖该键的所有全局排序选项。

下列选项可覆盖缺省排序规则：

-d 准词典顺序：在比较时，只有字母数字字符和空白（空格和制表符） - 由 LC_CTYPE 定义

－有意义（请参阅 environ(5)）。

（仅适用于 XPG4）对于同时还指定了 -i 或 -n 的排序键不会定义此行为。

-f 转换字母大小写。进行比较之前，将所有小写字母有效地转换为相应的大写字母（如

LC_CTYPE 所定义）。

-i 在非数字比较中，忽略所有不可输出的字符（如 LC_CTYPE 所定义）。对于 ASCII 字符

集，将忽略八进制字符代码 001 到 037 以及 0177。

-n 将排序键限制为一个初始数字字符串，该字符串可包含可选空白字符、可选负号、含有可

选小数分隔符的零位或多位数字，以及千位分隔符。 LC_NUMERIC 定义了小数分隔符和

千位分隔符。字段按算术值进行排序。空(缺失的)数字字段被视为算术零。前导零、零前面

的正号或负号不会影响排序。 -n 选项暗含了 -b 选项的作用（请参阅下文）。

-r 反向进行比较。

-M 作为月份进行比较。将字段的前几个非空白字符转换为大写形式，并与 langinfo(5) 项目

ABMON_1 < ABMON_2 < ...< ABMON_12 进行比较。无效字段被视为小于 ABMON_1 字符

串。例如，美国月份名称的比较结果是 JAN < FEB < ...< DEC。无效字段被视为小于所有

月份。 -M 选项暗含了 -b 选项的作用（请参阅下文）。

字段分隔符选项
使用下列选项可以更改字段分隔符的行为：

-t char 使用 char 作为字段分隔符； char 不会被视为字段的一部分（尽管该字符可以包括在排序

键中）。出现的每个 char 都是有意义的（例如， <char><char> 定界一个空字段）。如

果不指定 -t ，则将 <空白> 字符用作缺省字段分隔符；一个非 <空白> 字符后面的每个

最大的 <空白> 字符序列都是一个字段分隔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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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在确定受限排序键的起始和结束位置时忽略起始空白。如果在指定第一个 -k 选项 （

+pos1 参数）之前指定了 -b 选项，则该选项将应用于所有 -k 选项 （+pos1 参数）。

否则，可以单独将 -b 选项指定给每个 -k field_start 或 field_end 选项（+pos1 参数或

-pos2 参数；请参阅下文）。请注意，只有在给出了受限排序键的说明后， -b 选项才会

生效。

受限排序键
-k keydef keydef 参数用于定义一个受限排序键。此定义的格式为

field_start [ type ] [,field_end [ type ] ]

以上格式定义了一个从 field_start 开始，到 field_end 结束的键字段。该键字段中也包含

位于 field_start 和 field_end 的字符，前提是 field_end 位于 field_start 之后。若未指定

field_end ，则表示行的结尾。字段和字段内的字符从 1 开始进行编号。请注意，这与过

时的受限排序键不同，后者从 0 开始进行编号。请参阅下面的“警告”一节。

指定 field_start 和 field_end 涉及到字段的表示形式，即一个最小的字符序列，后跟一个

字段分隔符或换行符。缺省情况下，一个空白序列中的第一个空格用作字段分隔符。一个

空白序列中的所有空白被视为下一个字段的一部分；例如，一个行中开头的所有空白都被

视为第一个字段的一部分。

field_start 和 field_end 参数的形式都是 m.n，后面有可选的一个或多个 type 选项 b、

d、 f、 i、 n、 r 或 M。这些修饰符只对该键起作用，而命令行修饰符将作用于整个记

录。

由 m.n 指定的 field_start 表示第 m 个字段中的第 n 个字符。如果不指定 n ，则表示

.1，即第 m 个字段的第一个字符。如果 -b 选项有效，则 n 是从第 m 个字段中的第一个

非空字符开始数起的。

由 m.n 指定的 field_end 表示第 m 个字段中的第 n 个字符。如果不指定 n ，则结束位置

为第 m 个字段的最后一个字符。如果 -b 选项有效，则 n 是从第 m 个字段中的第一个非

<空白> 字符开始数起的。

对于命令行排序，允许指定多个 -k 选项，并且这多个选项都是有意义的。最多可以指定

9 个 -k 选项。如果不指定 -k 选项，则使用缺省排序键（整个行）。当有多个排序键

时，只有当前面所有的排序键相等时，才会进行后面排序键的比较。如果比较后发现多个

行相同，则根据所有有意义的字节对这些行进行排序。如果经过比较后，所有指定的键均

相同，则将整个记录用作最终键。

-k 选项将分别使用 field_start 和 field_end 来取代过时的 [+pos1 [+pos2 ] ] 形式。完全

指定的 [+pos1 [+pos2 ] ] 形式为：

+w.x-y.z

它等效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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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w+1.x+1,y.0 (if z = =  0)

-k w+1.x+1,y+1.z (if z > 0)

过时的受限排序键
+pos1 -pos2 形式将排序键限制为从 pos1 开始，到 pos2 结束。该排序键中也包含位于 pos1 和 pos2 的字符，

前提是 pos2 位于 pos1 之后。若未指定 -pos2，则表示行的结尾。

指定 pos1 和 pos2 涉及到字段的表示形式，即一个最小的字符序列，后跟一个字段分隔符和换行符。缺省情况

下，将一个空白序列的第一个空白（空格或制表符）用作字段分隔符。一个空白序列中的所有空白均被视为下一

个字段的一部分；例如，一行中开头的所有空白均被视为第一个字段的一部分。

pos1 和 pos2 的形式都是 m.n，后面有一个或多个可选的 bdfinrM 标志。由 +m.n 指定的起始位置表示第

m+1 个字段中的第 n+1 个字符。若未指定 .n，则表示 . 0，即第 m+1 个字段中的第一个字符。如果 b 标志

有效，则 n 是从第 m+1 个字段的第一个非空字符开始数起的。 +m.0b 指第 m+1 个字段中的第一个非空字

符。

由 -m.n 指定的结束位置表示第 m 个字段中最后一个字符之后的第 n 个字符（包括分隔符）。若未指定 .n，

则表示 .0，即第 m 个字段中的最后一个字符。如果 b 标志有效，则 n 是从第 m+1 个字段中最后一个起始空

白开始数起的； -m.1b 表示第 m+1 个字段中的第一个非空字符。

外部语言环境影响
环境变量

LC_COLLATE 用于确定适用于排序的缺省排序规则。

LC_CTYPE 用于确定将文本数据字节序列解释为字符时所用的语言环境（例如，参数和输入文件中单字节字符和

多字节字符），以及 -b、 -d、 -f、 -i 和 -n 选项的字符分类的行为。

LC_NUMERIC 用于确定 -n 选项的小数分隔符和千位分隔符的定义。

LC_TIME 用于确定 -M 选项的月份名称。

LC_MESSAGES 用于确定显示消息的语言。

LC_ALL 确定了用来覆盖所有其他国际化变量的值的语言环境。

NLSPATH 用于确定消息目录的位置，以便处理 LC_MESSAGES。

LANG 为没有设置或设置为 null（空）的国际化变量提供了缺省值。如果未设置 LANG 或将其设置为空，则会

使用缺省值“C”（请参阅 lang(5)）。

如果任一国际化变量包含无效设置，则 sort 就会认为所有国际化变量都设置为“C”。请参阅 environ(5)。

国际代码集支持
支持单字节字符代码集和多字节字符代码集。

举例
以第二个字段为排序键，对 infile 的内容进行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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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rt -k 2,2 infile

对 infile1 和 infile2 的内容进行反向排序，将输出放在 outfile 中，并使用第二个字段的前两个字符

作为排序键。

sort -r -o outfile -k 2.1,2.2 infile1 infile2

对 infile1 和 infile2 的内容进行反向排序，使用第四个字段的第一个非空字符作为排序键：

sort -r -k 4.1b,4.1b infile1 infile2

输出按数字用户 ID（第三个由冒号分隔的字段）排序的口令文件 (/etc/passwd) ：

sort -t: -k 3n,3 /etc/passwd

输出预排序文件 infile 中的行，只输出最先遇到的具有相同第三个字段的行，不输出其他同类行：

sort -mu -k 3,3 infile

诊断信息
sort 退出时返回下列值之一：

0 所有输入文件均成功输出，或指定了 -c 并对输入文件进行了正确的预排序。

1 在指定了 -c 选项时，文件未按指定方式排序，或者同时指定了 -c 和 -u 选项时，找到了具有

相同键的两个输入行。如果未使用 -c 选项，则不返回该退出状态。

>1 发生了错误，例如一个或多个输入行过长。

当输入文件的最后一行缺少换行符时， sort 会追加一个，并输出警告消息，然后继续。

如果访问包含指定语言的排序规则的表时出错， sort 将输出警告消息并使用缺省的 POSIX 语言环境。

如果为多字节字符语言指定了 -d、 -f 或 -i 选项，则 sort 将输出警告消息并忽略此选项。

警告
为了符合 POSIX 标准，已更改了字段和字段内字符的编号方式 (-k)。自 HP-UX 9.0 开始， -k 选项从 1 开

始对字段和字段内的字符进行编号。在 HP-UX 9.0 之前，编号从 0 开始。

只有当 -t 选项指定的字段分隔符为单字节字符时，才能识别该分隔符。

未对多字节字符定义下列字符类型分类类别 alpha、 digit、 space 和 print。对于含有多字节字符的语

言，在进行比较时所有字符都是有效的。

对于非文本输入文件，未定义行为。

作者
sort 由 OSF 和 HP 联合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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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
/var/tmp/stm???

/tmp/stm???

另请参阅
comm(1)、 join(1)、 uniq(1)、 environ(5)、 lang(5)。

符合的标准
sort：SVID2、SVID3、XPG2、XPG3、XPG4、POSIX.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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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spell、hashmake、spellin、hashcheck - 发现拼写错误

概要
spell [-v] [-b] [-x] [-l] [-i] [+local_file ] [ files ]

/usr/lbin/spell/hashmake

/usr/lbin/spell/spellin n

/usr/lbin/spell/hashcheck spelling_list

说明
spell 命令从指定的 files 中收集词并在拼写列表中进行查找。既不在拼写列表中又不能从拼写列表中派生出

（通过应用某些变形，如前缀和（或）后缀）的词将显示于标准输出中。如果没有指定 files ，则从标准输入中收

集词。

spell 命令可忽略大多数 troff、 tbl 和 eqn 结构。

选项
spell 命令可识别下列选项：

-v 显示所有确实不在拼写列表中的词，并指出可能从拼写列表中的词派生得来的词。

-b 检查英语拼写。除了检查 centre、 colour、 programme、 speciality、

travelled 等，该选项还支持某些词中的 -ise，例如词 standardise。

-x 每个词的每个可能的词干都会用 = 显示出来。

缺省情况下， spell 沿用包含文件链，就像 deroff （请参阅 deroff (1)）一样，后者可识别 troff/nroff

的内部指令 .so 和 .nx， 但是这些包含文件的名称以 /usr/share/lib 开头时除外。如果使用 -l 选项，

则 spell 会使用所有包含的文件链。如果使用 -i 选项，则 spell 可忽略所有包含的文件链。

如果使用 +local_file 选项，则在 local_file 中找到的词将从 spell 的输出中被删除。 local_file 是用户提供的

包含词汇排序列表（每个词占一行）的文件名。通过该选项，除了 spell 自带的拼写列表之外，用户还可为每项

作业指定一组拼写正确的词。

拼写列表的来源很多，虽然比起普通字典此列表显得随机性更大，但对于查找准确的名称和流行的技术词汇来说

却更加有效。生物学、医学和化学领域的专业词汇所占比重不大。

相关的辅助文件可以由名称参数来指定，下面对这些参数及其缺省设置进行了说明（请参阅 “文件”和 “变

量” ）。所有输出的副本都会集中放在历史信息文件中。停止列表可过滤错误的拼写（例如，

thier=thy-y+ier），否则这些错误的拼写将会被漏掉。

下面的三个例行程序可以帮助维护并检查由 spell 使用的哈希列表：

hashmake 从标准输入中读取词列表并将相应的九位哈希代码写到标准输出中。此程序仅接受最长

为 30 个字符的词。当遇到超过 30 个字符的词时，将在标准错误中显示一条诊断消

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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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llin n 从标准输入中读取 n 个哈希代码，并将已压缩的拼写列表写到标准输出中。有关哈希编

码的信息显示在标准错误中。

hashcheck 读取已压缩的 spelling_list ，为其中所有的词重新创建九位哈希代码；并将这些代码写

到标准输出中。

外部语言环境影响
环境变量

D_SPELL 您的哈希拼写列表（缺省为 D_SPELL=/usr/share/dict/hlist[ab]）

H_SPELL 拼写历史记录（缺省为 H_SPELL=/var/adm/spellhist）。

S_SPELL 您的哈希停止列表（缺省为 S_SPELL=/usr/share/dict/hstop）。

TMPDIR 临时文件目录；覆盖缺省的 /tmp。

举例
检查单个 word 的拼写：

echo word | spell

如果 word 拼写正确，则将返回提示。如果 word 拼写不正确，则将在返回提示之前显示该词。如果要检查多个

词的拼写，则还可以在同一命令行中将这些词作为一组来键入：

echo worda wordb wordc ...| spell

要创建个人拼写列表，并合并缺省的美国式拼写列表文件 /usr/share/dict/hlista 中现有的词：

cat /usr/share/dict/hlista | /usr/lbin/spell/hashcheck >tmp1

/usr/lbin/spell/hashmake <addwds >>tmp1

sort -u -o tmp1 tmp1

/usr/lbin/spell/spellin ‘wc -l <tmp1‘ <tmp1 >hlista

要修改缺省的英国式拼写列表文件 /usr/share/dict/hlistb，请在上述示例中将出现的所有的 hlista 替

换为 hlistb。

要将词添加到缺省的拼写列表中，请将登录更改为 root，将当前工作目录更改为 /usr/share/dict，并执行

上述示例中列出的命令。

警告
拼写列表的覆盖范围是不均匀的。当作为一个新工具使用 spell 时，建议您利用几个月的时间监控输出以收集

本地添加的内容。通常，这些条目可以保留在单独的本地文件中，通过 spellin 可以将此文件添加到哈希

spelling_list 中，如上所示。

英语拼写功能是由一位美国人开发的。

可以在目录 /usr/newconfig/usr/share/dict 中找到文件 hlista、 hlistb 和 hstop 的起始版本。

如果这些文件或相配的一些文件当前不在目录 /usr/share/dict 中，则 spell 会发出警告：

spell: cannot initialize hash t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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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ll: cannot initialize hash table

spell 命令有可能从 X/Open 标准中取消。使用该命令的应用程序对于其他供应商的系统来说可能是不可移植

的。

文件
/usr/share/dict/hlist[ab] 哈希拼写列表，美国式的和英国式的。

/usr/share/dict/hstop 哈希停止列表。

/var/adm/spellhist 历史记录文件。

/usr/lbin/spell/spellprog 可执行的程序文件。

另请参阅
deroff(1)、 sed(1)、 sort(1)、 tbl(1)、 tee(1)。

符合的标准
spell：SVID2、SVID3、XPG2、XPG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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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split - 将一个文件分割成多个文件

概要
split [-l line_count ] [-a suffix_length ] [ file [ name ]]

split [-b n[k m] ]  [-a suffix_length ] [ file [ name ]]

过时形式
split [-n ] [ file [ name ] ]

说明
split 可读取 file ，并将它分段（缺省为 1000 行）写入一组输出文件中。第一个输出文件为 name 后面加

aa，后续文件名按字母顺序类推，直至 zz （只使用 ASCII 字母，最多 676 个文件）。如果未给定输出文件的

name ，则缺省为 x。

如果未指定输入 file 或指定了 - ，则将使用标准输入文件。

选项
split 可识别下列命令行选项和参数：

-l line_count 将一个输入文件分割为多个文件，每个文件中的行数为 line_count。

-a suffix_length

suffix_length 字母用来形成输出文件名的后缀。此选项允许创建超过 676 个输出文

件。创建的输出文件的名称不能超过包含此文件的目录所允许的最大文件名长度。

-b n 将一个输入文件分割成多个文件，每个文件的大小为 n 字节。

-b nk 将一个输入文件分割成多个文件，每个文件的大小为 n × 1024 字节。 n 和 k 之间没

有空格。

-b nm 将一个输入文件分割成多个文件，每个文件的大小为 n × 1 048 576 字节。 n 和 m 之

间没有空格。

-n 将一个输入文件分割成多个文件，每个文件中的行数为 n。此选项已过时，作用与使用

-l line_count 选项相同。

外部语言环境影响
环境变量

LC_CTYPE 用于确定将文本解释为单字节和（或）多字节字符的语言环境。

LC_MESSAGES 用于确定显示消息的语言。

如果未在环境中指定 LC_CTYPE 或 LC_MESSAGES，或者将其设置为空字符串，则 LANG 的值将用作每个未指

定变量或空变量的缺省值。如果未指定 LANG ，或者将其设置为空字符串，则会使用缺省值“C”（请参阅

lang(5)）而非 LANG。

如果任一国际化变量中包含无效设置，则 split 就会认为所有国际化变量都设置为“C”。请参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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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viron(5)。

国际代码集支持
支持单字节字符代码集和多字节字符代码集。

返回值
split 退出时返回下列值之一：

0 成功完成。

>0 发生错误。

另请参阅
csplit(1)。

符合的标准
split：SVID2、SVID3、XPG2、XPG3、XPG4、POSIX.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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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ssp - 删除输出中的多个换行符

概要
ssp

说明
ssp （单个空格）删除标准输入中的冗余空行，并将结果发送到标准输出。文件开头的所有空行都会被删除，文

件中其他位置（包括文件结尾）的所有多个空行会减少为一个空行。

ssp 通常用在管道线中，如

nroff -ms file1 | ssp

ssp 等同于 4.2BSD cat -s 命令。

要删除一个文件中除开头部分以外的所有空行，请使用 rmnl （请参阅 rmnl(1)）。要删除一个文件中包括开头

部分的所有空行，请使用 rmnl （传输到 ssp）或 ssp （传输到 rmnl）。

另请参阅
cat(1)、rmnl(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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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strings - 在对象或其他库文件中查找可打印的字符串

概要
strings [-a] [-t format ] [-n number ] [ file ] ...

过时形式
strings [-a] [-o] [-number ] [ file ] ...

说明
strings 可在文件中查找 ASCII 字符串。如果未指定 file ，则使用标准输入。字符串是以换行符或空字符结

尾、由四个或四个以上的打印字符组成的任何序列。

strings 对标识随机对象文件以及许多其他内容很有用。

选项
strings 可识别下列选项：

-a 缺省情况下， strings 仅在对象文件的已初始化数据空间中进行查找（通过其幻数进行

识别）。如果使用了此标志，则检查整个文件。如果正在读取标准输入或者该文件未作

为对象文件加以识别，则始终设置此标志。为了实现向后兼容，可以将 - 理解为 -a

的同义名称。

-t format 在每个字符串之前写入其与文件开头处的字节偏移量。该格式取决于用作 format 选项

参数的单个字符：

d 以十进制形式书写偏移量。

o 以八进制形式书写偏移量。

x 以十六进制形式书写偏移量。

-n number 将 number 指定为最短的字符串长度，而不是缺省值 4。

-o 每个字符串之前均有其在文件中的偏移量（以八进制表示）。此选项已过时，等效于指

定 -t o 选项。

-number 将 number 指定为最短的字符串长度，而不是缺省值 4。此选项已过时，等效于使用

-n number 选项。

外部语言环境影响
环境变量

LC_CTYPE 用于确定将文本解释为单字节和（或）多字节字符的语言环境。

LC_MESSAGES 用于确定显示消息的语言。

如果未在环境中指定 LC_CTYPE 或 LC_MESSAGES，或者将其设置为空字符串，则 LANG 的值将用作每个未指

定变量或空变量的缺省值。如果未指定 LANG，或者将其设置为空字符串，则会使用缺省的“C”（请参阅

lang(5)）而非 L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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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LSPATH 确定消息目录的位置，以便处理 LC_MESSAGES。

如果任一国际化变量包含无效设置，则 strings 将认为所有国际化变量都设置为“C”。请参阅 environ(5)。

警告
用于标识字符串的算法极其简单。

作者
strings 由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开发。

另请参阅
od(1)。

符合的标准
strings：XPG4、POSIX.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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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strip - 从对象文件中去除符号和行号信息

概要
strip [-l] [-x] [-r] [-V] [-U] filename ...

说明
strip 可从对象文件（包括归档文件）中删除符号表和行号信息。此后，就无法对该文件进行符号调试访问；

因此，此命令通常仅在已经调试并测试的产品模块上运行。其作用几乎等同于使用 ld 的 -s 选项。

选项
通过使用以下任一选项，可以控制从符号表中去除的信息量：

-l 仅去除行号信息；不去除任何符号表信息。

-x 不去除静态符号或外部符号信息。

请注意， -l 和 -x 选项是等效的，因为符号表仅包含静态符号和外部符号。其中任一选项仅

去除符号调试信息和无法加载的数据。

-r 将重定位索引重置到符号表中（仅限 SOM）。对于 ELF 文件该选项已过时。此选项允许对可

重定位的文件运行 strip ，在这种情况下结果也是仅去除符号调试信息和无法加载的数据。

-V 在标准错误输出上输出 strip 命令的版本。

-U 输出用法菜单。

如果在对象文件中存在任何重定位条目和要去除的任何符号表信息，那么除非使用了 -r 选项，否则 strip 会

输出警告并终止，而不去除 filename。

如果对归档文件执行 strip （请参阅 ar(4)），则将删除归档符号表。必须在 ld 命令（请参阅 ld(1)）可以使

用归档之前，通过使用 s 操作符执行 ar （请参阅 ar(1)）来恢复归档符号表。在出现此情况时， strip 会向

用户显示相应的警告消息。

此命令的用途是降低对象文件所消耗的文件存储开销。

外部语言环境影响
环境变量

下列环境变量会影响 cd 的执行：

LANG 确定没有 LC_ALL 和其他 LC_* 环境变量时本地语言、本地惯例和编码字符集的语言环境类别。如果

未指定 LANG 或将其设置为空字符串，则使用缺省值 C （请参阅 lang(5)），而不是使用 LANG。

LC_ALL

确定所有语言环境类别的值，它优先于 LANG 和其他 LC_* 环境变量。

LC_MESSAGES

确定应该用来影响写入标准错误的诊断消息的格式和内容的语言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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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C_NUMERIC

确定数字格式的语言环境类别。

LC_CTYPE

确定字符处理函数的语言环境类别。

ST_STRIPCAT

NLSPATH

确定用于处理 LC_MESSAGES 的消息目录的位置。

如果任一国际化变量包含无效设置，则 strip 就会认为所有国际化变量都设置为 C。请参阅 environ(5)。

此外，以下环境变量影响 strip ：

TMPDIR

指定用于保存临时文件的目录（请参阅 tmpnam(3S)）。

国际代码集支持
支持单字节字符代码集和多字节字符代码集。

诊断信息
strip: name: cannot open

无法读取 name。

strip: name: bad magic name 不是适当的对象文件。

strip: name: relocation entries present; cannot strip

name 包含重定位条目，而且未指定 -r 选项。无法去除符号表信息。

举例
从当前目录中的共享库 libfoo.so 中去除符号表和调试信息，以减小其大小。将保留使用该库所需的符号信

息：

strip ./libfoo.so

文件
/var/tmp/SGSstrp* 临时文件

另请参阅
系统工具：

ar(1) 创建归档库

as(1) 将汇编代码转换为机器代码

cc(1) 调用 HP-UX C 编译程序

ld(1) 调用链接编辑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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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a.out(4) 汇编程序、编译程序和链接程序输出

ar(4) 归档格式

符合的标准
strip： SVID2、SVID3、XPG2、XPG3、XPG4、POSIX.2

HP-UX 11i Version 2: December 2007 Update − 3 −  Hewlett-Packard Company 385



stty(1) stty(1)

名称
stty - 设置终端端口选项

概要
stty [-a -g options]

说明
stty 用于设置或报告当前标准输入设备的某些终端 I/O 选项的当前设置。该命令有四种形式：

stty 报告系统定义的一组选项的设置；

stty -a 报告所有的当前选项设置；

stty -g 采用可用作另一个 stty 命令的参数的格式，报告当前设置。

stty options 如 options 所定义，设置终端 I/O 选项。

有关下面列出的从控制模式到本地模式的模式（因为它们与异步线路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termio(7)。有关

在“硬件流控制模式”下列出的模式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termiox(7)。

“组合模式”组中的选项是使用先前组中的选项来实现的。请注意，很多选项组合没有任何意义，但不执行运行

状态检查。

options 可从下列模式中进行选择：

控制模式
rows number 将终端窗口行大小设置为等于 number。

columns number 将终端窗口列大小（宽度）设置为等于 number。可以使用 cols 作为 columns

的缩写。

parenb (-parenb) 启用（禁用）奇偶校验生成和检测。

parodd (-parodd) 选择奇（偶）校验。

cs5 cs6 cs7 cs8 选择字符大小（请参阅 termio(7)）。

0 立即挂断电话线。

50 75 110 134.5 150 200 300 600 900 1200 1800 2400

3600 4800 7200 9600 19200 38400 57600 115200 230400 exta extb

如果可能（某些硬件接口不支持此处列出的所有速率），将终端波特率设置为给定的

数值。只有 700 系列才支持高于 38400 的速率。

ispeed number 将终端输入波特率设置为 number。如果 number 为零，则将输入波特率设置为输

出波特率的值。

ospeed number 将终端输出波特率设置为 number。如果 number 为零，则释放调制解调器控制

线，随后与控制线断开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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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pcl (-hupcl) 在最后结束时挂断（不挂断）调制解调器连接。

hup (-hup) 与 hupcl (-hupcl) 相同。

cstopb (-cstopb) 每个字符使用两个（一个）停止位。

cread (-cread) 启用（禁用）接收器。

crts (-crts) 启用（禁用）“请求发送”。

clocal (-clocal) 采用不带（带）调制解调器控制的行。

loblk (-loblk) 阻止（不阻止）从非当前层输出。

+resetGSP 重置控制台的 Guardian Service Processor (GSP)。只有超级用户才能使用该模

式。只有特定的硬件才支持该模式。

输入模式
ignbrk (-ignbrk) 忽略（不忽略）输入中的中断。

ienqak (-ienqak) 启用（禁用）ENQ-ACK 握手协议。

brkint (-brkint) 中断时发信号（不发信号）通知 INTR。

ignpar (-ignpar) 忽略（不忽略）奇偶校验错误。

parmrk (-parmrk) 标记（不标记）奇偶校验错误（请参阅 termio(7)）。

inpck (-inpck) 启用（禁用）输入奇偶校验检查。

istrip (-istrip) 去除（不去除）输入字符，使之成为 7 位。

inlcr (-inlcr) 将换行符映射（不映射）为输入中的回车符 (CR)。

igncr (-igncr) 忽略（不忽略）输入中的 CR。

icrnl (-icrnl) 将 CR 映射（不映射）为输入中的换行符。

iuclc (-iuclc) 将大写字母字符映射（不映射）为输入中的小写字符。

ixon (-ixon) 启用（禁用）START/ST OP 输出控制。通过发送 ASCII DC3 将停止输出，通过发

送 ASCII DC1 将开始输出。

ixany (-ixany) 允许任意字符（仅限 DC1）重新启动输出。

ixoff (-ixoff) 当输入队列接近于空（或满）时，请求系统发送（不发送） START/ST OP 字符。

imaxbel (-imaxbel) 当输入行太长时，回显（不回显）BEL。

输出模式
opost (-opost) 后处理输出（不后处理输出；忽略所有其他输出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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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lcuc (-olcuc) 将小写字母映射（不映射）为输出中的大写字母。

onlcr (-onlcr) 将换行符映射（不映射）为输出中的回车/换行符序列。

ocrnl (-ocrnl) 将 CR 映射（不映射）为输出中的换行符。

onocr (-onocr) 不要（要）在第零列输出 CR。

onlret (-onlret) 在终端上，换行符执行（不执行）CR 功能。

ofill (-ofill) 将填充字符（计时）用于延迟。

ofdel (-ofdel) 填充字符为 DEL (NUL)。

cr0 cr1 cr2 cr3 选择回车符的延迟形式（请参阅 termio(7)）。

nl0 nl1 选择换行符的延迟形式（请参阅 termio(7)）。

tab0 tab1 tab2 tab3 选择横向制表符的延迟形式（请参阅 termio(7)）。

bs0 bs1 选择退格符的延迟形式（请参阅 termio(7)）。

ff0 ff1 选择换页符的延迟形式（请参阅 termio(7)）。

vt0 vt1 选择纵向制表符的延迟形式（请参阅 termio(7)）。

本地模式
isig (-isig) 启用（禁用）根据专用控制字符 INTR 和 QUIT 进行字符检查。

icanon (-icanon) 启用（禁用）规范输入（ERASE 和 KILL 处理）。

iexten (-iexten) 启用（禁用）当前不是由 icanon、 isig 或 ixon 控制的、任意实现定义的专用控制

字符。

xcase (-xcase) 规范的（未处理的）大写和小写表现形式。

echo (-echo) 回显（不回显）键入的每个字符。

echoe (-echoe) 将 ERASE 字符回显（不回显）为一个“退格符-空格符-退格符”字符串。注释：

该模式将清除许多 CRT 终端上已进行 ERASE 格式设置的字符。但是，它 不跟踪

列位置，因而可能无法正确地清除转义字符、制表符和退格符。

echok (-echok) 在 KILL 字符之后回显（不回显）换行符。

lfkc (-lfkc) （过时）与 echok (-echok) 相同。

echonl (-echonl) 回显（不回显）换行符。

noflsh (-noflsh) 在 INTR 或 QUIT 之后启用（禁用）刷新。

echoctl (-echoctl) 当 delete 表示为 ˆ? 时，将控制字符回显（不回显）为 ˆ 字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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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hoprt (-echoprt) 当清除字符时，回显（不回显）清除字符。

echoke (-echoke) 在行终止时，以 BS-SP-BS 形式清除（不以 BS-SP-BS 形式清除）整个行。

flusho (-flusho) 输出将被（不被）刷新。

pendin (-pendin) 在下一个读取或输入的字符处重新键入（不重新键入）挂起的输出。

tostop (-tostop) 当后台作业尝试输出时，启用（禁用）SIGTT OU 信号生成。

硬件流控制模式
将保留下列选项，以便通过 termiox 接口用于那些支持硬件流控制的设备。如果支持该功能，则必须使用此接

口。

rtsxoff (-rtsxoff) 在输入中启用（禁用）RTS 硬件流控制（请参阅 termiox(7)）

ctsxon (-ctsxon) 在输出中启用（禁用）CTS 硬件流控制（请参阅 termiox(7)）

控制赋值
control-character c 将 control-character 设置为 c，其中 control-character 为 erase、 kill、

intr、 quit、 eof、 eol、 eol2、 werase、 lnext、 min 或 time （min

和 time 与 -icanon 一起使用；请参阅 termio(7)）。对于支持作业控制的系

统，还可以设置 susp 和 dsusp 字符。对于支持 Shell 层的系统（请参阅

shl(1)），还可以设置 swtch。如果在 c 之前添加一个（从 Shell 转义的）插字符

号 (ˆ)，则所使用的值是对应的控制字符（例如， ˆd 代表 Ctrl-d ）； ˆ? 解释

为 DEL， ˆ- 解释为未定义。

line i 将行规则设置为 i ，其中 i 的值介于十进制 0 和 127 之间（请参阅 termio(7)）。

组合模式
evenp 或者 parity 启用 parenb 和 cs7。

oddp 启用 parenb、 cs7 和 parodd。

-parity 、-evenp 或 -oddp

禁用 parenb 并设置 cs8。

raw （-raw 或 cooked） 启用（禁用）原始输入和输出（没有 ERASE、KILL、INTR、QUIT、EO T 或输

出后处理）。请参阅“警告”。

nl (-nl) 不设置（设置） icrnl 和 onlcr。此外 -nl 不设置 inlcr、 igncr、 ocrnl

和 onlret。

lcase (-lcase) 设置（不设置） xcase、 iuclc 和 olcuc。

LCASE (-LCASE) 与 lcase (-lcase) 相同。

tabs （-tabs 或 tab3） 输出时保留制表符（扩展为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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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k 将 ERASE 和 KILL 字符重置回缺省的 # 和 @。

sane 将所有模式重置为某些合理的值。

term 将所有模式设置为适用于终端类型 term，其中 term 是 tty33、 tty37、 vt05、

tn300、 ti700、 hp 或 tek 其中之一。

报告功能
size 以行和列的格式将终端窗口大小输出到标准输出。

+queryGSP 输出控制台的 Guardian Service Processor (GSP) 的状态。只有超级用户才能使用

该功能。只有在特定硬件上才提供该功能。

控制字符缺省赋值
当打开终端端口时，就会将缺省值指定给控制字符，请参阅 termio(7)。所使用的缺省值是由SystemVInter-

faceDefinition第三版(SVID3)指定的，但 werase 和 lnext 控制字符除外，它们被设置为 _POSIX_VDIS-

ABLE 以维持与 HP-UX 以前版本的二进制兼容性。

具有 root 权限的用户，通过使用 stty 并将 stdin 重定向到设备 /dev/ttyconf，可以更改控制字符的缺省

值。可以使用上面的“说明”一节中指定的四种命令形式之一。但是，只报告或更改控制字符的缺省值。它不影

响其他任意模式的缺省值。

请注意，这些缺省值将用于系统中的所有终端端口（系统控制台除外），并且在重新打开该端口之前，对特定端

口的更改不会生效。缺省控制字符赋值不适用于系统控制台，因为在系统运行时系统控制台从不关闭，因此无法

重新打开。

重新指定控制字符缺省值时，请小心操作。在将控制字符值指定为缺省值之前，应该使用应用程序对其进行测

试。

外部语言环境影响
环境变量

LC_CTYPE 确定用于输出的有效控制字符。

如果未在环境中指定 LC_CTYPE，或将其设置为空字符串，则 LANG 的值会用作每个未指定变量或空变量的缺

省值。如果未指定 LANG 或将其设置为空字符串，则使用缺省值“C”（请参阅 lang(5)）而不是 LANG。如果

任一国际化变量包含无效设置，则 stty 就会认为所有国际化变量都设置为“C”。请参阅 environ(5)。

国际代码集支持
支持单字节字符代码集。

举例
stty kill ’ˆX’ intr ’ˆC’

上述命令将删除行字符设置为 ˆX (Ctrl-X)，将中断字符设置为 ˆC。该命令通常位于 .login 或 .profile

文件中，因此，在每次登录会话时用户不必设置 ˆX 和 ˆ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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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ty kill ’ˆX’ intr ’ˆC’ werase ’ˆW’ </dev/ttyconf

上述命令将删除行字符的缺省值设置为 ˆX (Ctrl-X)，将中断字符设置为 ˆC，并将字清除字符设置为 ˆW。在发

出该命令之后，已打开的任何终端端口都会识别 kill、 intr 和 werase 控制字符的新缺省值。

警告
使用 raw 模式会产生某些副作用，这些副作用在过去视版本的不同而不同，可能在将来也有所不同。由于应用

程序中的这些副作用会导致在将来发生不可靠的结果，因此不建议使用。

相关内容
有关不支持的功能的详细说明，请参阅 termio(7) 的“相关内容”一节。

另请参阅
shl(1)、tabs(1)、ioctl(2)、termio(7)、termiox(7)。

符合的标准
stty：SVID2、SVID3、XPG2、XPG3、XPG4、POSIX.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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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su - 切换用户

概要
su [-] [username [arguments] ]

su [-] -d [username]

说明
su （设置用户或超级用户）命令允许某个用户在不注销的情况下切换到另一个用户。

username 是在 /etc/passwd 文件中定义的用户的名称（请参阅 passwd(4)）。缺省名称为 root （即超级

用户）。

若要使用 su ，必须提供相应的口令，除非当前用户是超级用户并且没有使用 -d 选项。如果输入的口令有效，

则 su 将通过实际与有效用户 ID、实际与有效组 ID 以及为指定用户的 ID 设置的组访问列表来执行新的

Shell。新的 Shell 在口令文件 /etc/passwd 中新用户条目的 Shell 字段中指定。

将 arguments 传递到新的 Shell 进行执行，从而允许用户使用新用户的特权来运行 Shell 过程。

从新的 Shell 退出时，将恢复以前的 username 和环境。

所有切换到另一用户的尝试都记录在 /var/adm/sulog 中，包括失败的信息。成功的尝试用 + 来标记；失败

的用 - 标记。它们也通过 syslog() 进行记录（请参阅 syslog(3C)）。

选项
su 可识别下列选项：

- 如果指定了 - 选项，则新的 Shell 将启动，如同新用户启动了新的登录会话一样。如果省略

了 - 选项，则新 Shell 会像调用子 Shell 一样启动。请参阅下面的详细信息。

-d 如果将 DCE（分布式计算环境）用作验证机制，则必须指定 -d 选项。通过此选项，即使是

超级用户也会被提示输入用户的口令。其原因是，如果没有用户的口令，则无法获得用户的

DCE 凭据。

该选项不能与 Shell 参数一起使用。

如果指定了 - 选项，则新的 Shell 将启动，如同新用户启动了新的登录会话一样。以下情况例外：

• 将 HOME 变量重置为新用户的主目录。

• 如果新用户名为 root，则重置路径和提示符变量：

PATH=/usr/bin:/usr/sbin:/sbin

PS1=#

对于其他用户名：

PATH=/usr/bin

PS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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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留 TERM 变量。

• 删除环境的其余部分，并重置到登录状态。但是，无论如何都会正常执行登录文件，通常会恢复 PATH 的

预期值以及其他变量。

如果省略了 - 选项，则新 Shell 会像调用子 Shell 一样启动。以下情况例外：

• 如果新用户名为 root，则重置路径和提示符变量：

PATH=/usr/bin:/usr/sbin:/sbin

PS1=#

• 删除以前定义的 HOME 和 ENV 环境变量。

• 保留环境的其余部分。

如果 /etc/passwd 中指定的 Shell 为 /usr/bin/sh，则 su 会将新 Shell 中参数 0 的值（作为 $0 引

用）设置为 su。如果指定了 su 命令的 - 选项，则 su 会将参数 0 设置为 -su。

如果 /etc/passwd 中指定的 Shell 不是 /usr/bin/sh，则 su 会将新 Shell 中参数 0 的值设置为

shellname。如果指定了 su 命令的 - 选项，则 su 会将参数 0 设置为 -shellname。例如，如果调用

KornShell，则 shellname 的值将为 ksh 或 -ksh。

通过比较， login 命令始终会将参数 0 设置为 -shellname。

HP-UX 智能卡登录
如果将用户帐户配置为使用智能卡，则用户口令将存储在该卡中。此口令具有的特性与系统上存储的普通口令完

全相同。

为了使 su 使用智能卡帐户，必须将来自目标用户帐户的智能卡插入智能卡读卡器中。在验证过程中，系统将提

示用户输入 PIN，而不是口令。

Enter PIN:

输入有效的 PIN 后，系统将自动从智能卡中检索口令。因此，只需知道 PIN 即可，而不必知道口令。

如果 PIN 连续三次输入错误，则锁定该卡。只有该卡的签发方才能对其进行解锁。

安全功能
除用户 root 以外，用户无法使用 su 对因口令过期或其他访问限制条件而锁定的帐户进行更改。

有关影响此命令行为的可配置参数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security(4) 联机帮助页中的 /etc/default/security

文件。目前， su 命令支持的参数有：

SU_ROOT_GROUP

SU_DEFAULT_PATH

SU_KEEP_ENV_V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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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语言环境影响
环境变量

HOME 用户的主目录

LANG 显示消息所用的语言。如果不指定 LANG，或者其值为空，则会缺省为 C （请参阅

lang(5)）。如果任一国际化变量包含无效设置，则所有国际化变量将缺省为 C （请参阅 envi-

ron(5)）。

LOGNAME 用户的登录名

PATH 命令名搜索路径

PS1 缺省提示符

SHELL 用户的 Shell 名称

国际代码集支持
支持在登录名中使用 7 位 US-ASCII 代码集中的字符（请参阅 ascii(5)）。

举例
在保留以前导出的环境的同时切换成用户 bin ：

su bin

切换成用户 bin，但将环境更改为 bin 最初登录所应处于的状态：

su - bin

执行命令 ’echo hello’，从而使用用户 bin 的临时环境和权限。在此示例中，使用参数 -c ’echo

hello’ 调用用户 bin 的 Shell。

su bin -c ’echo hello’

在 DCE 环境中切换成用户 DCEPrincipal ：

su -d DCEPrincipal

警告
在提供有效的口令后， su 可使用 /etc/passwd 和 /etc/logingroup 中的信息来确定用户的组 ID 和组

访问列表。如果将 /etc/group 链接到 /etc/logingroup，并且尝试登录的用户的组成员关系由网络信息服

务 (NIS) 管理，但任何 NIS 服务器都无法响应时， su 将等待，直到服务器作出响应。

相关内容
可插拔验证模块 (PAM)

PAM 是一项 Open Group 标准，支持用户验证、口令修改和帐户验证。尤其是，可调用 pam_authenti-

cate() 来执行与 su 相关的所有功能，这包括口令检索、帐户验证和错误消息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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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
$HOME/.profile 用户的配置文件

/etc/logingroup 系统的缺省组访问列表文件

/etc/passwd 系统的口令文件

/etc/profile 系统的配置文件

/var/adm/sulog 所有尝试的日志

/etc/default/security

安全缺省配置文件

另请参阅
env(1) 、 login(1) 、 sh(1) 、 initgroups(3C) 、 syslog(3C) 、 group(4) 、 passwd(4) 、 profile(4) 、

security(4)、 environ(5)。

可插拔验证模块 (PAM)
pam_acct_mgmt(3)、 pam_authenticate(3)。

HP-UX 智能卡登录
scpin(1)。

符合的标准
su ：SVID2、SVID3、XPG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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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sum - 输出文件的校验和以及块数或字节数

概要
sum [-r] [-p] [file ...]

备注
sum 已过时，不应在需要在系统间可移植的新应用程序中使用该命令。而应该使用 cksum （请参阅

cksum(1)）。

说明
sum 可计算每个指定文件的校验和，然后在标准输出中输出，并以 512 字节为一个字节块输出文件大小（四舍

五入）。

缺省的算法是忽略溢出，计算字节的和（16 位）。可用 -r 和 -p 选项选择其他算法。

如果未给出文件名，则使用标准输入。

在系统间复制文件时，通常使用 sum 来验证数据的完整性。

选项
sum 可识别下列选项：

-r 使用其他算法，这种算法在计算校验和时，循环右移 16 位和。

-p 使用 cksum 所用的 32 位循环冗余校验 (CRC) 算法。

返回值
sum 完成后返回下列值之一：

0 成功处理所有文件。

>0 无法读取一个或多个文件或发生其他错误。

如果遇到无法访问的文件， sum 将继续处理其他文件，但这会影响最终的退出状态。

诊断信息
在很多设备上都无法从文件末尾辨别读取错误的状态；请检查块数或字节数。

警告
X/Open 标准中可能会取消此命令。使用此命令的应用程序可能无法移植到其他供应商的平台上。推荐使用

cksum(1)。

另请参阅
cksum(1)、 wc(1)。

符合的标准
sum：SVID2、SVID3、XPG2、XPG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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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sysdiff - HP-UX 已安装的软件比较程序

概要
sysdiff [-v] system1 system2

说明
sysdiff 实用程序可对两个系统上当前安装的 SD-UX 打包软件和有效修补软件进行比较。将会使用以下格式

按词典编辑顺序显示所安装产品：

Product

system1 system2 description

------------- ------------- -----------------------------------

Version1 Version2 Product Description

------------- ------------- -----------------------------------

*PHCO_10000 PHCO_10100 Patch Description PHCO_10100

PHKL_11000 *PHKL_10111 Patch Description PHKL_11000

*PHKL_10222

PHKL_20000 Patch Description PHKL_20000

如果发现两个系统上的单个修补软件替换链中存在不同的有效修补软件，则会在所有较旧的修补软件上标记星号

(*) 。最新的修补软件将提供有关该替换链的修补软件说明（在本示例中为： PHCO_10100 和

PHKL_11000）。

选项
如果没有指定任何选项， sysdiff 仅显示不同修订版或已安装修补软件的产品，并且仅显示在两个目标上均未

找到的修补软件。 sysdiff 实用程序可识别以下选项：

-v 显示所有已安装的软件和有效修补软件。

注释
此命令目前不支持将软件仓库用作目标。

可用性
此命令在 HP-UX 11i v3 上属于标准命令。在 11i v2 上，可以通过修补软件 PHCO_32220 或替代的修补软件提

供该命令。在 11i v1 上，可以通过修补软件 PHCO_27780 或替代的修补软件提供该命令。

作者
sysdiff 由 HP 开发。

另请参阅
show_patches(1)、 check_patches(1M)、 cleanup(1M)、 swlist(1M)、 swremove(1M)、 swverify(1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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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tabs - 在终端上设置制表符

概要
tabs [ tabspec ] [+m n ] [-T type ]

说明
在清除任何以前的设置后， tabs 可根据 tabspec 在用户终端上设置制表位。用户的终端必须具有可远程设置的

硬件制表符。

如果使用的是非 HP 终端，则应该牢记的是某些制表符设置的方式可能不同。

tabspec 可接受四种规范类型：“固定”、重复、任意和文件。如果未提供 tabspec ，则缺省值是 -8 ；即

UNIX“标准”制表符。最小的列号是 1。请注意，对于 tabs，第1列始终是指终端上最左侧的列，即使终端的

列标记从 0 开始也是如此。

-code 为一组“固定”制表符之一指定名称。识别的 code 及其含义如下：

-a 1,10,16,36,72

汇编程序， IBM S/370，第一种格式

-a2 1,10,16,40,72

汇编程序， IBM S/370，第二种格式

-c 1,8,12,16,20,55

COBOL ，标准格式

-c2 1,6,10,14,49

COBOL 压缩格式（忽略第 1-6 列）。如果使用此代码，则键入的第一个字符与卡的第 7

列对应，键入一个空格后将到达第 8 列，而键入一个制表符后将到达第 12 列。使用此制

表符设置的文件应该用 tabs 指定格式规范文件，如下面的 --file 所定义。 file 应该具

有以下格式规范：

<:t-c2 m6 s66 d:>

-c3 1,6,10,14,18,22,26,30,34,38,42,46,50,54,58,62,67

COBOL 压缩格式（忽略第 1-6 列），具有比 -c2 更多的制表符。这是 COBOL 的推荐格

式。适用的格式规范如下：

<:t-c3 m6 s66 d:>

-f 1,7,11,15,19,23

FORTRAN

-p 1,5,9,13,17,21,25,29,33,37,41,45,49,53,57,61

P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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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1,10,55

SNOBOL

-u 1,12,20,44

UNIVAC 1100 汇编程序

除了这些“固定”格式外，还存在三种其他类型：

-n 重复规范要求在 1+n、 1+2 × n 等列上设置制表符。值 -8 尤其重要：该值表示 UNIX “标准”

制表符设置，它是在终端上找到的最可能的制表符设置。另一种特殊情况是值 -0，表示根本没有

制表符。

n1,n2,... 任意格式允许用户键入选择的任何一组数字（用逗号分隔，按升序顺序）。最多允许 40 个数字。

如果任何数字（第一个数字除外）的前面有一个加号，则认为它是将与前面的值相加的增量。因

此，制表符列表 1,10,20,30 和 1,10,+10,+10 是等同的。

--file 如果提供了一个文件名，则 tabs 将读取该文件的第一行，同时搜索格式规范。如果在该行中找到

了一种格式规范，则会根据该规范设置制表位；否则会将制表位设置为 -8。此类型的规范可以用

于确保使用正确的制表符设置来输出制表符分隔的文件，且适合与 pr 命令一起使用（请参阅

pr(1)）：

tabs -- file; pr file

也可以使用以下任意选项；如果某一指定选项多次出现，则提供的最后一个值有效：

-Ttype tabs 通常需要知道终端的类型，以便设置制表符，而且始终需要知道用于设置边距的类型。 type

是在 term(5) 中列出的名称。如果未提供 -T 选项，则 tabs 将在 环境（请参阅 environ(5)）中

搜索 $TERM 值。如果未在环境中定义 TERM ，则 tabs 将尝试一个适用于许多终端的序列。

+mn 边距参数可以用于某些终端。通过将 n+1 列设为左边距，它使所有制表符移动 n 列。如果提供了

+m 但未提供 n 的值，则使用的值将为 10。大多数终端上的标准（最左侧）边距是通过 +m0 获得

的。仅当明确提供了 +m 选项时，才会重置多数终端的边距。

制表符和边距设置是通过标准输出执行的。

外部语言环境影响
环境变量

LC_CTYPE 用于确定将文件内的文本解释为单字节字符和（或）多字节字符。

LC_MESSAGES 用于确定显示消息的语言。

如果未在环境中指定 LC_CTYPE 或 LC_MESSAGES ，或者将其设置为空字符串，则 LANG 的值将用作每个未

指定变量或空变量的缺省值。如果不指定 LANG 或将其设置为空字符串，则会使用缺省值“C”（请参阅

lang(5)）而非 LANG。

如果任一国际化变量包含无效设置，则 tabs 就会认为所有国际化变量都设置为“C”。请参阅 environ(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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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代码集支持
支持单字节字符代码集和多字节字符代码集。

诊断信息
illegal tabs

符合任意规范的制表符的排序不正确。

illegal increment

在任意规范中未找到增量。

unknown tab code

找不到“固定”代码。

can’t open

使用了 --file 选项，但无法打开文件。

file indirection

使用了 --file 选项，但该文件中的规范指向其他文件。不允许使用此形式的间接引用。

警告
对于不同的终端，没有一种清除制表符和设置左边距的通用方法。

如果尚未设置制表符，有效更改左边距通常是不可能的。

tabs 仅清除 20 个制表符（在需要长序列的终端上），但是希望设置 64 个。

另请参阅
nroff(1)、 pr(1)、 tset(1)、 environ(5)、 term(5)。

符合的标准
tabs：SVID2、SVID3、XPG2、XPG3、XPG4

400 Hewlett-Packard Company − 3 −  HP-UX 11i Version 2: December 2007 Update



tail(1) tail(1)

名称
tail - 输出文件的最后部分

概要
tail [-f] [-b number ] [ file ]

tail [-f] [-c number ] [ file ]

tail [-f] [-n number ] [ file ]

过时格式：
tail [±[ number ] ] [l b c] [-f] [ file ]

说明
tail 将指定的 file 中从指定位置开始的部分复制到标准输出。如果未指定 file ，则使用标准输入。

命令格式
可以按三种格式使用 tail ，如上所示：

tail -b number... 从 number 个块（从文件的结尾或开头算起）开始复制文件。

tail -c number... 从 number 字节（从文件的结尾或开头算起）开始复制文件。

tail -n number...

tail number... 从 number 行（从文件的结尾或开头算起）开始复制文件。

在未指定选项的情况下， tail 等效于 tail -n 10 ...。

选项和命令行参数
tail 识别下列选项和命令行参数：

-f 跟随选项。如果输入文件是常规文件，或者如果 file 指定 FIFO ，则在复制输入文件的最

后一行后不会终止，而是在输入文件中的更多字节变为可用时读取并复制它们 （tail

进入无限循环，在该循环中它先暂停一秒，然后尝试读取和复制输入文件中的更多记

录）。在监视由其他进程写入文件的文本时，这是很有用的。如果未指定 file 参数，且

输入是管道 (FIFO) ，则将忽略 -f 选项。

number 十进制整数，指示要复制的输出量，用随附选项指定的单位进行度量。如果 number 的

前面有 + 字符，则复制操作从 number 个单位（从文件开头算起）开始。如果 num-

ber 的前面有 - 字符或选项名称，则复制操作从 number 个单位（从文件结尾算起）

开始。如果 number 的前面没有 b、 c 或 n 选项，则假定为 -n。如果既未指定选

项，也未指定 number ，则假定为 -n 10。

-b number 从 number 个 512 字节块（从文件的开头或结尾算起）开始复制文件。如果未指定

number ，则假定为 -b 10。请参阅上面对 number 的说明。

-c number 从 number 字节（从文件的开头或结尾算起）开始复制文件。如果未指定 number ，

则假定为 -c 10。请参阅上面对 number 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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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number 从 number 行（从文件的开头或结尾算起）开始复制文件。如果未指定 number ，则

假定为 -n 10。请参阅上面对 number 的说明。

file 要复制的文件的名称。如果未指定，则使用标准输入。

如果指定了 -c 选项，则输入文件可以包含任意数据。否则，输入文件应该是文本文件。

过时格式
在过时格式中，可以在 number 参数之后连接选项字母，以选择块、字节或行。如果使用此语法，则 ±number

必须是指定的第一个参数。如果未指定 number ，则假定为 10。提供此版本仅仅是为了向后兼容。前面讨论的

格式是为获得可移植性而建议的。

外部语言环境影响
环境变量

LC_CTYPE 用于确定将语言环境文本数据字节序列解释为何种字符（例如，参数和输入文件中的单字节字符与多

字节字符）。

LC_MESSAGES 用于确定显示消息的语言。

如果未在环境中指定 LC_CTYPE 或 LC_MESSAGES ，或者将其设置为空字符串，则 LANG 的值将用作每个未

指定变量或空变量的缺省值。如果不指定 LANG 或将其设置为空字符串，则会使用缺省值“C”（请参阅

lang(5)）而非 LANG。

如果任一国际化变量中包含无效设置，则 tail 就会认为所有国际化变量都设置为“C”。请参阅 environ(5)。

国际代码集支持
支持单字节字符代码集和多字节字符代码集。但是， b 和 c 选项可以中断多字节字符，因此在多字节语言环境

中应该谨慎使用。

举例
将文件 file1 中的最后三行输出到标准输出，并使 tail 仍然处于“跟随”模式：

tail -fn 3 file1

tail -3 -f file1

输出文件 logfile 的最后 15 个字节，后跟在启动 tail 后和终止它之前附加到 logfile 的任何行：

tail -fc15 logfile

tail -f -c 15 logfile

输出整个文件的三种方法：

tail -b +1 file

tail -c +1 file

tail -n +1 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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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告
对于字符专用文件，可能出现各种异常行为。对于通过管道的输出， tail 在其输出中是有限的，而且取决于进

程限制。

另请参阅
dd(1)、head(1)。

符合的标准
tail：SVID2、SVID3、XPG2、XPG3、XPG4、POSIX.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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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talk - 与其他用户通信

概要
talk talk_party [ ttyname ]

说明
talk 实用程序是一个双向的、面向屏幕的通信程序。

命令参数 talk_party 可以采用下列形式之一：

user

user@host

host!user

host:user

host.user

其中 user 表示登录名， host 表示主机名。

可选命令参数 ttyname 可用于指定与一个多次登录的用户通信时使用的终端。如果未指定该参数， talk 将尝

试通过该用户最近使用的终端联系该用户。

第一次调用 talk 时，会将下列消息发送到它试图连接的用户 (callee) ：

Message from Talk_Daemon@callee_host

...

talk: connection requested by caller@caller_host

talk: respond with: talk caller@caller_host

此时，消息的接收者可以键入以下回复内容：

talk caller@caller_host

建立了通信后，双方就可以同时键入信息，各自的信息将显示在屏幕上的不同区域中。字符的处理方式如下所

示：

• 如果从 LC_CTYPE 类别 print 或 space 键入字符，这些字符将会发送到接收方的终端。

• 键入 <control>-L 将刷新发送方的屏幕。

• 键入 erase、kill 或 kill word 字符将在发送方终端上删除最后的字符、行或单词，同时该操作会被传送到接

收方的终端。

• 键入 interrupt 字符将终止本地 talk 实用程序。一旦某一方终止了 talk 会话， talk 会话的另一方将收到会

话已终止的通知，此时他只能退出。

• 在发送方终端上键入的其他不可输出的字符会首先转换为可输出字符，然后再发送到接收方的终端。

可以使用 mesg 实用程序拒绝或允许某个用户作为 talk 消息接收方。但是，用户可能还需要其他权限才能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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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其他用户的终端。如果用户缺少适当的权限， talk 实用程序将失败。

另请参阅
mesg(1)、 who(1)、 write(1)。

符合的标准
talk：XPG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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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tar - 磁带文件归档程序

概要
tar [-]key [arg ...] [file -C directory] ...

说明
tar 命令用于保存和恢复磁带、软盘上文件的归档或常规文件的归档。缺省的归档文件是 /dev/rmt/0m。请参

阅下面的 -f 选项。它的操作是由 key 参数控制的。

参数
key 是一个字符串，它刚好包含一个函数字母以及零或多个函数修饰符，这些字符以任意顺序指定。

key 中不允许出现空格。与在其他 HP-UX 命令中指定选项一样， key 字符串前面可以有连字符

(-)，但不是必须如此。

arg ... b 和 f 功能修饰符各自都需要一个 arg 参数（请参阅下文）。如果同时指定了 b 和 f，则 arg

参数的顺序必须与修饰符的顺序相匹配。如果指定了 arg 参数，则必须用空格将该参数与关键字

彼此分开。

file 指定一个要保存或恢复的文件。如果 file 是一个目录名，那么它指的是该目录包含的文件和（递

归式）子目录。

-C directory 使 tar 对 directory 执行 chdir() （请参阅 chdir(2)）。后来的 file 和 -C directory 参数与

directory 相关。这使得利用简短的相对路径名可以对多个目录（并非紧密相关，或者不共用一个

父级）进行归档。

file 的值存储在归档中。未存储 directory 的值。

功能关键字
key 的功能部分可以完全由下列字母之一进行指定：

c 创建一个新归档。从归档的开头写入，而不是在最后一个文件之后附加。归档中的所有以前的信

息都将被覆盖。

r 将命名的 file 添加到归档的末尾。必须使用创建归档时所用的同一分块系数，将文件附加到归档

中。如果归档是一个磁带，则不能使用该选项。

t 列出归档中所有文件的名称。添加 v 功能修饰符，可扩展该文件名列表以包括文件模式和所有

者编号。每次它们出现在磁带上时，就会列出所有文件的名称。

u 如果任一命名的 file 不存在或者自上次写入归档后已进行了修改，则将它添加到归档中。必须使

用创建归档时所用的同一分块系数更新归档。

x 从归档中提取命名的 file，并将它恢复到系统中。如果一个指定的 file 与一个目录（其内容已写

入归档）相匹配，则将递归地提取该目录。如果磁带上某个命名的 file 不存在于系统中，则按如

下方式创建 fil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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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磁带上恢复用户、组和其他保护。

• 除非指定了 m 功能修饰符，否则从磁带上恢复修改时间。

• 文件用户 ID 和组 ID 通常为恢复进程的相应 ID。

• 设置用户 ID 位、设置组 ID 位和粘着位不会自动进行设置。 o 和 p 功能修饰符控制保

护的恢复；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下文。

如果文件存在，则它们的模式不会更改，但是会清除设置用户 ID 位、设置组 ID 位和粘着位。

如果没有给定 file 参数，则提取归档的整个内容。请注意，如果归档中有多个同名文件，则最后

一个文件将覆盖之前所有的同名文件。

功能修饰符关键字
除了上面列出的功能字母，还可以使用下列功能修饰符（请注意，有些修饰符和某些功能不兼容）：

A 禁止显示 tar 没有对文件访问控制列表进行归档的警告消息。缺省情况下， tar 为每个带有

可选 ACL 条目的文件写入警告消息。

b 将下一个 arg 参数用作归档记录的分块系数。缺省值为 20；最大值至少为 20。但是，如果使用

f - 修饰符指定标准输入，则缺省的分块系数为 1。

分块系数是在读取 9 轨磁带（关键字字母 x 和 t）时自动确定的。在9轨磁带上，物理磁带记

录长度与块大小是一样的。块大小定义为逻辑记录大小乘以分块系数（每个块的逻辑记录的数

量）。

如果是使用分块系数而不是缺省值写入软盘和盒式磁带，则在读取它们时必须指定分块系数。

如果读取 tar 文件时所用的分块系数不等同于写入该文件时所用的分块系数，则在文件结尾可

能会出现错误，但在读取过程中可能会出现实际错误也可能不出现。要防止发生该问题，可以使

用分块系数 1，尽管性能可能会有所降低。

tar 写入 512 字节的逻辑记录，这独立于其他程序在其他位置定义逻辑记录的方式（例如

ASCII 文本文件中的可变长度记录行）。

e 如果在要归档的文件中出现盘区属性，则会失败。如果 tar 由于该原因失败，则不会删除部分

创建的目标文件。

f 将下一个 arg 参数用作归档的名称，而不使用缺省值 /dev/rmt/0m。如果文件名为 -，则 tar

会向标准输出写入或从标准输入读取（在二者之间取较适当的操作），同时缺省分块系数变为

1。因此，可以将 tar 用作管道线的头或结尾（请参阅“举例”）。

h 强制 tar 处理符号链接，就好像它们是一般的文件或目录。通常， tar 不处理符号链接。

l 告知 tar 若不能解析所保存文件的所有链接，则输出警告。如果没有指定 l，则不输出任何错

误消息。

m 告知 tar 不要恢复写入到归档中的修改时间。文件的修改时间将是提取时间。

HP-UX 11i Version 2: December 2007 Update − 2 −  Hewlett-Packard Company 407



tar(1) tar(1)

N 写入 POSIX 格式的归档。该格式允许文件名长度最多为 256 个字符，并可正确地归档和恢复下

列文件类型：常规文件、字符和块专用设备、链接、符号链接、目录和 FIFO 专用文件。它还存

储每个文件的用户名和组名，并在使用 p 功能修饰符恢复该文件时，尝试用这些名称确定该文

件的用户 ID 和组 ID。这是缺省格式。

o 禁止写入旧版的 tar 在输入中无法处理的一些目录信息。 tar 通常在归档中写入指定目录的

所有者和模式的信息。早期版本的 tar 在遇到该信息时，会输出以下格式的错误消息：

name - cannot create

如果使用 o 进行读取，则会使提取的 file 采用正运行程序的用户（而不是磁带上）的用户 ID

和组 ID。对于普通用户，这是缺省值，通过使用 p 功能修饰符可以在系统保护允许的范围内覆

盖该缺省值。

O 写入 POSIX 之前的格式的归档。

p 如果可能，将 file 恢复为在归档中写入的原始模式和所有权。对于超级用户，这是缺省值，使用

o 功能修饰符可以覆盖该缺省值。如果系统保护禁止普通用户执行 chown()，则会忽略错误，

并且所有权会设置为恢复进程的所有权（请参阅 chown(2)）。如果上述的 chown() 操作成

功，则按照系统保护所允许的范围，设置用户 ID 位、设置组 ID 位和粘着位信息将恢复为

chmod() 定义的相应内容。

n d 指定特定的 9 轨磁带机和密度，其中 n 是磁带机的编号： 0−7 ； d 是密度： l = 低 (800

bpi)， m = 中 (1600 bpi)， h = 高 (6250 bpi)。该修饰符选择安装了 9 轨磁带的驱动器。缺省

值为 0m。

v 通常， tar 以静默模式运行。 v （详细）功能修饰符使 tar 可以输出它所处理的每个文件的

名称，这些名称以功能字母开头。使用 t 功能， v 可以输出有关归档条目（不仅仅是名称）的

详细信息。

V 与 v 功能修饰符一样，不同的是，在使用 t 选项时， tar 还输出一个表示归档文件类型的字

母。

w 使 tar 输出将要采取的操作，后跟文件名，然后等待用户确认。如果用户回答 y，则执行该操

作。所有其他输入表示“否”。

当到达磁带末尾时， tar 提示用户输入新的专用文件，然后继续。

如果使用 9 轨磁带机作为输出设备，则必须在 Berkeley 兼容模式下对其进行配置（请参阅 mt(7)）。

O 和 N 功能修饰符指定 tar 写入归档的格式。提取时， tar 可以读取任一格式，而无论使用的是哪个功能修

饰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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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语言环境影响
环境变量

LC_TIME 确定在使用 -v 选项列出归档内容时日期和时间字符串输出的格式及内容。

LANG 确定 y 的语言等效项（对于“是/否”查询）。

如果在环境中未指定 LC_TIME 或将其设置为空字符串，则 LANG 的值会用作缺省值。

如果未指定 LANG 或将其设置为空字符串，则缺省为“C”（请参阅 lang(5)）。

如果任一国际化变量包含无效设置，则 tar 就会认为所有国际化变量都设置为“C”。请参阅 environ(5)。

国际代码集支持
支持单字节字符代码集和多字节字符代码集。

诊断信息
tar 输出有关不正确的关键字字符、磁带读/写错误以及是否有足够内存保存链接表等自述性消息。

举例
在 /dev/rfd.0 上创建新归档，并使用缺省分块系数 20 将 file1 和 file2 复制到其上。 key 由一个功能

字母 (c) 和两个功能修饰符（v 和 f）组成：

tar cvf /dev/rfd.0 file1 file2

从 /usr/include 和 /etc 中对文件进行归档：

tar cv -C /usr/include . -C /etc .

在管道线中使用 tar，将 fromdir 下的整个文件系统层次结构复制到 todir 中：

cd fromdir ; tar cf - . | ( cd todir ; tar xf - )

将当前目录下的 my_project 目录中的所有文件和目录归档到名为 my_project.TAR 的文件中，该文件也位

于当前目录下：

tar -cvf my_project.TAR my_project

警告
为了遵循行业标准和实现互操作性， tar 不支持归档大小等于或大于 8GB 的文件，或其用户（或组）ID 等于

或大于 2MB 的文件。用户（或组）ID 等于或大于 2MB 的文件，将以当前进程的用户（或组）ID 进行归档和

恢复，除非存在用户名（或组名）（请参阅 tar(4)）。

从 HP-UX 8.0 开始，缺省格式已经从 O 更改为 N。

由于头文件结构中的内部限制，在使用 N 功能修饰符时，并非所有少于 256 个字符的文件名都适用。如果文件

名不适用，则 tar 会输出一条消息，并且不对该文件进行归档。

当使用 N 功能修饰符时，链接名仍然限制为 100 个字符以内。

无法请求文件的第 n 次出现的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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磁带错误未被适当处理。

u 功能关键字运行速度会很慢。

如果归档是磁盘、软盘或盒式磁带上的一个文件，并且输出中指定的分块系数不是缺省值，则必须在输入中指定

同一分块系数，因为分块系数不是显式存储在归档中。如果对归档进行更新或附加时不遵循以下规则，则会删除

该归档。

tar 的一些早期版本已声明，通过对列表使用 t 功能关键字支持文件名的选择性列表。这看起来像是文档中的

一个错误，因为在原始源代码中没有出现该功能。

无法将绝对路径名恢复为相对位置。

tar 总是将写入归档中的信息填充为块大小的下一个倍数。因此，如果要创建较小的归档并且写出一个块的信

息， tar 会报告写入了一个块，但是，如果使用了 b 功能修饰符，则归档的实际大小可能更大。

请注意， tar c0m 和 tar cm0 是不同的。

不要在块专用设备上创建归档。尝试这样做会导致过度损耗，从而导致过早出现驱动器硬件故障。

相关内容
在 QIC 或 8mm 设备上不支持 r 和 u 功能关键字。如果将使用这些选项与 QIC 或 8mm 设备一起使用，则

tar 会失败并显示以下消息：

tar: option not supported for this device

作者
tar 由 AT&T、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HP 和 POSIX 开发。

文件
/dev/rmt/*

/dev/rfd.*

/tmp/tar*

另请参阅
ar(1)、 cpio(1)、 acl(5)、 mt(7)。

符合的标准
tar：SVID2、SVID3、XPG2、XPG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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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tbl - 格式化 nroff 的表

概要
tbl [-TX] [file]...

说明
tbl 是一个预处理器，用于格式化 nroff (1) 的表。输入文件将被复制到标准输出，但 .TS 和 .TE 命令行之间

的行除外，这是因为假定这些行描述表，并由 tbl 重新进行格式化（tbl 不更改 .TS 和 .TE 命令行）。

.TS 后跟全局选项。可用的全局选项如下：

center 将表居中对齐（缺省值是左对齐）；

expand 使表和当前行的长度一样宽；

box 将表封闭在一个框中；

doublebox 将表封闭在一个双层框中；

allbox 将表中的每一项封闭在一个框中；

tab (x) 使用字符 x 而不是制表符来分隔一行输入数据中的各项。

全局选项（如果有）是用分号 (;) 终止的。

接下来的几行描述表中每一行的格式。每个这样的格式行都描述实际表中的一行，除了最后一行格式行（它必须

以句点结束）描述表中 all 剩余行。表中每一行的每一列使用单个关键字字母进行描述，可以选择后跟说明符，

该说明符确定相应项目的字体和点大小，指明竖线在列之间的位置，或确定列的宽度、列间的间距等等。可用的

关键字字母如下：

c 将列中的项目居中对齐；

r 将列中的项目右对齐；

l 将列中的项目左对齐；

n 以数字形式调整列中的项目：垂直对齐数字的单元位置；

s 将左侧的前一项横跨到这一列；

a 将该列中最长的行居中对齐，然后相对于居中对齐的行将该列中的所有其他行左对齐。

ˆ 将前一条目向下横跨到这一列；

_ 用一条横线替换该条目；

= 用一条双横线替换该条目。

字符 B 和 I 分别代表粗体（字体位置 3）和斜体（字体位置 2）；字符 | 表示列之间的一条竖线。

格式行后面紧跟包含表中实际数据的行，最后再跟 .TE。在这种数据行中，通常用制表符来分隔数据项。

如果某一数据行仅由 _ 或 = （即分别为一条线或两条线）组成，则该数据行是从该点跨越表绘制出来的；如果

数据行中的单个项目仅由 _ 或 = 组成，则用一条线或两条线来替换该项目。

-TX 选项强制 tbl 只使用完全垂直运动，从而使得输出更适合那些不能生成部分垂直运动的设备（例如行式打

印机）。

如果没有将文件名作为参数给出（或将 - 指定为最后一个参数），则 tbl 将读取标准输入，因而可以将它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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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过滤器。当与 neqn 一起使用时，应该首先使用 tbl 以最大限度地减少通过管道传递的数据量（请参阅

neqn(1)）。

外部语言环境影响
环境变量

LC_CTYPE 确定将文本解释为单字节字符和（或）多字节字符。

LC_NUMERIC 确定数值数据中使用的小数分隔符。

LANG 确定显示消息的语言。

如果未在环境中指定 LC_CTYPE 或 LC_NUMERIC，或者将其设置为空字符串，则会将 LANG 的值用作每个未

指定变量或空变量的缺省值。

如果未指定 LANG 或将其设置为空字符串，则使用缺省值“C”（请参阅 lang(5)）而不是 LANG。如果

任一国际化变量包含无效配置，则 tbl 就会认为所有国际化变量都设置为“C”。请参阅

environ(5)。

国际代码集支持
支持单字节字符代码集和多字节字符代码集。

举例
如果将制表符重定义为分号，则下列输入：

.TS

center box tab(;) ;

cB s s

cI | cI s

ˆ | c c

l | n n.

Household Population

_

Town;Households

;Number;Size

=

Bedminster;789;3.26

Bernards Twp.;3087;3.74

Bernardsville;2018;3.30

Bound Brook;3425;3.04

Bridgewater;7897;3.81

Far Hills;240;3.19

.TE

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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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usehold Population

Households

Number Size
Town

Bedminster 789 3.26

Bernards Twp. 3087 3.74

Bernardsville 2018 3.30

Bound Brook 3425 3.04

Bridgewater 7897 3.81

Far Hills 240 3.19

tbl 命令最常与 nroff 和 col 一起使用（请参阅 col(1)）。通常的用法是：

tbl filename | nroff -mmacro_package_name | col

警告
请参阅 nroff (1) 中的“警告”一节。

另请参阅
col(1)、 mm(1)、 neqn(1)、 nroff(1)、 soelim(1)、 mm(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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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tcpdchk - 检查 TCP 包装配置

概要
/usr/bin/tcpdchk [-a] [-d] [-i inet_conf ] [-v]

说明
tcpdchk 检查 TCP 包装配置，并报告所有可能遇到的问题和实际存在的问题。该命令检查 tcpd 访问控制文

件（缺省情况下，这些文件是 /etc/hosts.allow 和 /etc/hosts.deny），并将这些文件中的条目与

inetd 配置文件中的条目进行比较。

tcpdchk 报告下列类型的问题：

路径名不存在，

服务出现在 tcpd 访问控制规则中，但不受 tcpd 控制，

服务不应被包装，

主机名不存在或非 Internet 地址形式，

使用了主机别名而不是标准的主机名，

主机存在名称/地址冲突，

通配符模式使用不当，

NIS 网络组使用不当或试图引用不存在的 NIS 网络组，

试图引用不存在的选项，

选项的参数无效。

只要可能， tcpdchk 就会提供解决相应问题的有用建议。

选项
tcpdchk 支持下列选项。如果未指定任何选项，则它将使用文件的缺省位置。

-a 报告允许不使用显式 ALLOW 关键字也有权访问的访问控制规则。

-d 检查当前目录中的 hosts.allow 和 hosts.deny 文件而不是缺省文件。

-i inet_conf

当 tcpdchk 无法找到 inetd.conf 配置文件或者您怀疑 tcpdchk 未使用正确的文件时，可指定该

选项。 inet_conf 是您要检查其中条目的 inetd.conf 配置文件的路径名。

-v 显示每个访问控制规则的内容。守护程序列表、客户端列表、Shell 命令和选项将以可打印格式显示。显

示结果有助于发现您期望的访问控制规则与 tcpdchk 理解的控制规则之间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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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Wietse Venema (wietse@wzv.win.tue.nl),

Department of Mathematics and Computing Science,

Eindhove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Den Dolech 2, P.O. Box 513,

5600 MB Eindhoven, The Netherlands

文件
tcpd 访问控制表的缺省位置是：

/etc/hosts.allow 被授予访问权限的（守护程序、客户端）对。

/etc/hosts.deny 被拒绝访问权限的（守护程序、客户端）对。

另请参阅
tcpdmatch(1)，介绍在特定情况下 tcpd 将执行的操作。

inetd.conf (4)， inetd 控制文件的格式。

hosts_access(5)， tcpd 访问控制表的格式。

hosts_options(5)，语言扩展的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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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tcpdmatch - 评估 tcp 包装服务请求

概要
/usr/bin/tcpdmatch [-d] [-i inet_conf ] daemon client

/usr/bin/tcpdmatch [-d] [-i inet_conf ] daemon[@server] [user@]client

说明
tcpdmatch 预测 tcp 包装将如何处理对服务的特定请求。下面给出了示例。

该程序检查 tcpd 访问控制表（缺省为 /etc/hosts.allow 和 /etc/hosts.deny）并输出其结论。为了获

得最高的精确性，它会从 inetd 配置文件中提取更多信息。

当 tcpdmatch 在访问控制表中找到匹配项时，它将标识匹配的规则。此外，还将以可打印格式显示可选的

Shell 命令或选项。显示结果有助于发现您期望的访问控制规则与 tcpdmatch 理解的控制规则之间的差异。

参数
daemon 和 client 参数总是必需的。

daemon 守护程序进程名。通常是守护程序可执行文件路径名的最后一部分。

client 主机名或网络地址，或为“unknown”或“paranoid”通配符模式之一。

在指定了客户端主机名时， tcpdmatch 会针对该客户端的每个列出的地址进行预测。

在指定了客户端地址时， tcpdmatch 会预测当客户端名称查找失败时， tcpd 将如何操作。

以 daemon@server 形式指定的可选信息：

server 主机名或网络地址，或为“unknown”或“paranoid”通配符模式之一。缺省服务器名为“

unknown”。

以 user@client 形式指定的可选信息：

user 客户端用户标识符。通常为登录名或数字用户 ID。缺省用户名为“unknown”。

选项
-d 检查当前目录中的 hosts.allow 和 hosts.deny 文件而不是缺省文件。

-i inet_conf

当 tcpdmatch 无法找到 inetd.conf 配置文件或者您怀疑 tcpdmatch 未使用正确的文件时，

可指定该选项。 inet_conf 是您要检查其中条目的 inetd.conf 配置文件的路径名。

举例
预测 tcpd 将如何处理来自本地系统的 telnet 请求：

tcpdmatch telnetd localhost

相同的请求，假装主机名查找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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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pdmatch telnetd 127.0.0.1

预测在客户端名称和客户端地址不匹配时， tcpd 会如何操作：

tcpdmatch telnetd paranoid

作者
Wietse Venema (wietse@wzv.win.tue.nl),

Department of Mathematics and Computing Science,

Eindhove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Den Dolech 2, P.O. Box 513,

5600 MB Eindhoven, The Netherlands

文件
tcpd 访问控制表的缺省位置是：

/etc/hosts.allow 被授予访问权限的（守护程序、客户端）对。

/etc/hosts.deny 被拒绝访问权限的（守护程序、客户端）对。

另请参阅
tcpdchk(1)， tcpd 配置检查程序。

inetd.conf (4)，inetd控制文件的格式。

hosts_access(5)， tcpd 访问控制表的格式。

hosts_options(5)，语言扩展的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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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tee - 管道设置

概要
tee [-i] [-a] [ file ] ...

说明
tee 命令用于将标准输入转录到标准输出中，并在 files 中创建副本。

选项
-i 该选项可忽视中断。

-a 该选项可将输出追加到 files 中，而不是覆盖 files。

外部语言环境影响
环境变量

LC_MESSAGES 用于确定显示消息的语言。

如果在环境中未指定 LC_MESSAGES 或将其设置为空字符串，则 LANG 的值会用作每个未指定变量或空变量的

缺省值。如果不指定 LANG 或将其设置为空字符串，则会使用缺省值“C”（请参阅 lang(5)）而非 LANG。

如果任一国际化变量中包含无效设置，则 tee 就会认为所有国际化变量都设置为“C”。请参阅 environ(5)。

国际代码集支持
支持单字节字符代码集和多字节字符代码集。

返回值
tee 命令在成功完成时返回零，在失败时返回非零值。

举例
将用户列表输出到屏幕，并将此列表追加到文件 hunt 中：

who | tee -a hunt

符合的标准
tee：SVID2、SVID3、XPG2、XPG3、XPG4、POSIX.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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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telnet - 使用 TELNET 协议的用户接口

概要
telnet [ [ options ] host [ port ] ]

说明
可以使用 telnet 命令与使用 TELNET 协议的其他主机进行通信。如果在不使用参数的情况下调用 telnet，

则它将进入命令模式，由其提示符 (telnet>) 可知。在此模式下，它接受和执行下面列出的命令。如果使用参

数调用 telnet ，则它将使用这些参数执行 open 命令（见下文）。

在打开一个连接后， telnet 就会进入输入模式。输入模式将是“一次一个字符”或“逐行”，具体取决于远

程系统支持的内容。

在“一次一个字符”模式下，键入的大多数文本被立即发送到远程主机供处理。

在“逐行”模式下，所有文本都在本地回显，并（通常）仅将完成的行发送到远程主机。可以使用“本地回显字

符”（最初为 ˆE）关闭和打开本地回显功能（这主要用于输入口令但不回显口令的情况）。

在任一模式下，如果 localchars 开关为 TRUE （行模式下的缺省值；请参阅下文），则将在本地捕获用户

的 quit 和 intr 字符，并作为 TELNET 协议序列发送到远端。存在这样的选项（请参阅下面的 toggle

autoflush 和 toggle autosynch ）：可使此操作将后续输出刷新到终端（直到远程主机确认 TELNET

序列），并刷新以前的终端输入（在 quit 和 intr 的情况下）。

当连接到远程主机时，可以通过键入 telnet “转义符”（最初为 ˆ]）进入 telnet 命令模式。当处于命令

模式时，常规的终端编辑约定是可用的。

在与远程主机上的服务器通信时， telnet 支持 8 位字符。要使用 8 位字符，您可能需要相应地重新配置终端

或远程主机（请参阅 stty(1)）。此外，您可能必须使用 binary 开关在 telnet 和远程主机之间启用 8 位数

据流。

注释：某些远程主机可能没有提供对 8 位字符的必需支持。

任何时候，只要 telnet 无法通过连接从服务器读取或向服务器写入数据，就将在标准错误中输出消息 Con-

nection closed by foreign host. 。然后 telnet 以值 1 退出。

telnet 支持 TAC 用户 ID （也称为 TAC 访问控制系统或 TACACS 用户 ID）选项。通过在主机服务器上启

用该选项，用户可以 telnet 到该主机，而不会收到输入另一个登录序列的提示。对于远程主机和用户的授权

访问，TAC 用户 ID 选项使用的安全机制与 rlogin 的相同。系统管理员必须仅在指定为参与主机的系统上启

用 (telnetd) 选项。系统管理员还必须在允许其使用该功能的每个系统上，为 TAC 用户 ID 的每个用户指定完全

相同的 UID。请参阅 telnetd(1M) 联机帮助页和《管理系统和工作组》手册。

选项
以下 telnet 选项是可用的：

-8 在本地 tty 上启用 cs8（8 位传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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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c 将 telnet 命令模式转义符设置为 ˆc，而不是其缺省值 ˆ]。

-l 在客户端上已启用 TAC 用户 ID 选项的情况下禁用该选项，以便提示用户输入登录用户名和口令。

如果省略 -l 选项，则执行缺省设置。

Kerberos 专用选项
缺省情况下，或者使用 -a 或 -l 选项时， telnet 的 Kerberos 版本将作为客户端，该客户端支持基于 Ker-

beros V5 的验证。作为 Kerberos 客户端， telnet 将对用户进行验证并授权其可以访问远程系统。有关 Ker-

beros 验证和授权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sis(5) 联机帮助页。但是，它将不支持已进行完整性检查或加密的会话。

应用程序的缺省 Kerberos 选项是在 krb5.conf 配置文件中设置的。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考 krb5.conf (4) 联

机帮助页中的 appdefaults 部分。在后续段落中介绍的选项 -a、 -f 和 -F 可以在 krb5.conf 文件中分别

使用标记名称 autologin、 forward 和 forwardable 进行设置。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考 krb5.conf (4) 联

机帮助页的 appdefaults 部分。

fallback 选项可以在 krb5.conf 文件中的 appdefaults 部分内设置。如果将 fallback 设置为 true 且

kerberos 验证失败，则 telnet 将使用非安全验证模式。

注释：命令行选项会覆盖配置文件选项。

以下选项是 Kerboros 专用的选项：

-a 此选项仅适用于基于 Kerberos V5 的安全环境中。可尝试自动登录到 Kerberos 领域并禁用 TAC 用

户 ID 选项。

注释：这是缺省登录模式。

通过验证选项的 NAME 子协定来发送用户名。所用的名称是由 USER 环境变量返回的当前用户的名

称。未定义此变量时，如果所用名称与当前用户 ID 一致，则该名称是 getpwnam() 返回的名称

（请参阅 getpwent(3C)）。否则，所用名称是与用户ID关联的名称。

-P 此选项仅适用于基于 Kerberos V5 的安全环境中。可禁用 Kerberos 验证和授权。如果指定了此选

项，则需要提供在网络中以可读形式发送的口令。请参阅 sis(5) 联机帮助页。

-f 此选项仅适用于基于 Kerberos V5 的安全环境中。允许将本地凭据转发到远程系统。仅允许使用 -f

或 -F 选项之一。不能同时使用这两个选项。

-F 此选项仅适用于 Kerberos V5 的安全环境中。允许将本地凭据转发到远程系统，包括已经转发到本地

环境的任何凭据。仅允许使用 -f 或 -F 选项之一。不能同时使用这两个选项。

-l user 此选项仅适用于 Kerberos V5 的安全环境中。尝试作为指定的用户自动登录到 Kerberos 领域，并禁

用 TAC 用户 ID 选项。指定的用户名是通过验证选项的 NAME 子协定发送的。如果省略 -l 选

项，则将执行缺省设置。仅允许使用一个 -l 选项。

命令
下列命令在命令模式下是可用的。您只需键入每个命令的充足前缀即可唯一标识它（对于 mode、 set、 tog-

gle 和 display 命令的参数，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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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n host [ port ]

打开通过给定的端口到指定主机的连接。如果未指定端口，则 telnet 将尝试通过标准 TEL-

NET 端口与 TELNET 服务器联系。在 IPv4 环境中，主机名可以是正式名称或 gethostby-

name() 可识别的别名（请参阅 gethostent(3N)），或者以点分表示法指定的Internet地址

（如 hosts(4) 中所述）。在 IPv6 环境中，主机名可以是正式名称或 getnameinfo() 可识别

的别名（请参阅 getnameinfo(3N)），或者以冒号分隔表示法指定的Internet地址（如 hosts(4)

中所述）。如果未提供主机名，则 telnet 将提示您输入一个主机名。

close 关闭 TELNET 会话。如果会话是从命令模式启动的，则 telnet 将返回到命令模式；否则

telnet 将退出。

quit 关闭任何打开的 TELNET 会话并退出 telnet。文件结束符（在命令模式下）也将关闭会话并

退出该命令。

z 挂起 telnet。如果 telnet 是通过支持作业控制的 Shell （如 csh(1) 或 ksh(1)）运行的，

则 z 命令将挂起 TELNET 会话，并使用户返回到调用 telnet 的 Shell。然后，可以通过使

用 fg 命令来恢复作业（请参阅 csh(1) 或 ksh(1)）。

mode mode 将 telnet 的用户输入模式更改为 mode，该模式可以为 character （对于“一次一个字

符”模式）或 line （对于“逐行”模式）。将要求远程主机提供进入所请求模式的权限。如

果远程主机能够进入该模式，则进入请求的模式。在 character 模式下，在键入每个字符时

telnet 会将其发送到远程主机。在 line 模式下， telnet 将用户输入内容聚集成行，并

在用户键入回车符、换行符或文件结束符（通常为 ˆD ；请参阅 stty(1)）后，将每行传输到远

程主机。

注释：设置行模式也会设置本地回显。期望逐字符解释用户输入的应用程序（如 more、 csh、

ksh 和 vi）在行模式下无法正常工作。

status 显示 telnet 的当前状态。 telnet 报告当前的转义符。如果 telnet 已连接，则它报告自

己所连接的主机和当前的 mode。如果 telnet 未连接到远程主机，则报告 No

connection。在建立了 telnet 连接后，它将报告本地流量控制切换值。

display [ argument ... ]

显示所有或部分 set 和 toggle 值（请参阅下文）。

? [ command ] 获取帮助。如果没有指定参数，则 telnet 将输出一个帮助摘要。如果指定了命令，则 tel-

net 仅输出有关该命令的可用帮助信息。帮助信息仅限于该命令的单行说明。

! [ shell_command ]

Shell 转义符。检查 SHELL 环境变量以查找用来执行命令的 Shell 名称。如果未指定

shell_command ，则将启动 Shell 并将其连接到用户终端。如果未定义 SHELL ，则使用

/usr/bin/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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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nd arguments

将一个或多个特殊字符序列发送到远程主机。每个 argument 都可以具有以下任一值（对于每

个 send 命令可以指定多个 argument）：

escape 发送当前的 telnet 转义符（最初为 ˆ]）。

synch 发送 TELNET SYNCH 序列。此序列将使远程系统忽略所有以前键入但尚未读取的

输入。此序列作为 TCP 紧急数据（对于某些系统可能不起作用 -- 如果不起作用，

则可能在终端上回显小写的“r”）发送。

brk 发送 TELNET BRK（中断）序列，该序列可能对远程系统有意义。

ip 发送 TELNET IP （中断进程）序列，该序列应该使远程系统异常中止当前运行的

进程。

ao 发送 TELNET AO （异常中止输出）序列，该序列应该使远程系统将所有输出从远

程系统刷新到用户终端。

ayt 发送 TELNET AYT （您是否在那里）序列，远程系统可能选择对该序列作出响

应，也可能不作出响应。

ec 发送 TELNET EC （清除字符）序列，该序列应该使远程系统清除输入的最后一个

字符。

el 发送 TELNET EL （清除行）序列，该序列应该使远程系统清除当前输入的行。

ga 发送 TELNET GA （前进）序列，该序列可能对远程系统没有意义。

nop 发送 TELNET NOP （无操作）序列。

? 输出 send 命令的帮助信息。

set variable_name value

将任何 telnet 变量设置为特定值。特殊值 off 将关闭与变量关联的功能。可以通过使用

display 命令显示变量的值。可以指定下列 variable_name ：

echo 在逐行模式下，此值（最初为 ˆE）在对输入的字符执行本地回显（用于正常处理）

和不执行回显（例如，用于输入口令）之间进行切换。

escape 这是 telnet 转义符（最初为 ˆ]），它使条目进入 telnet 命令模式（当连接到

远程系统时）。

interrupt

如 果 telnet 处 于 localchars 模 式 （请 参 阅 下 面 的 toggle

localchars），并且键入了 interrupt 字符，则会将 TELNET IP序列 （请参阅

上面的 send ip ）发送到远程主机。采用 interrupt 字符的初始值作为终端的

intr 字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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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it 如 果 telnet 处 于 localchars 模 式 （请 参 阅 下 面 的 toggle

localchars），并且键入了 quit 字符，则会将 TELNET BRK 序列（请参阅上

面的 send brk ）发送到远程主机。采用 quit 字符的初始值作为终端的 quit 字

符。

flushoutput

如 果 telnet 处 于 localchars 模 式 （请 参 阅 下 面 的 toggle

localchars），并且键入了 flushoutput 字符，则会将 TELNET AO 序列

（请参阅上面的 send ao ）发送到远程主机。 flush 字符的初始值为 ˆO。

erase 如 果 telnet 处 于 localchars 模 式 （请 参 阅 下 面 的 toggle

localchars）， 并且 telnet 正运行在“一次一个字符”模式下，则在键入此

字符时，会将 TELNET EC 序列（请参阅上面的 send ec ）发送到远程系统。采

用 erase 字符的初始值作为终端的 erase 字符。

kill 如 果 telnet 处 于 localchars 模 式 （请 参 阅 下 面 的 toggle

localchars）， 并且 telnet 正运行在“一次一个字符”模式下，则在键入此

字符时，会将 TELNET EL 序列（请参阅上面的 send el ）发送到远程系统。将

采用 kill 字符的初始值作为终端的 kill 字符。

eof 如果 telnet 正在逐行模式下工作，则将此字符作为一行的第一个字符输入会使此

字符被发送到远程系统。将采用 eof 字符的初始值作为终端的 eof 字符。

toggle arguments ...

切换（在 TRUE 和 FALSE 之间）控制 telnet 如何响应事件的各种标志。可以指定多个参

数。通过使用 display 命令可以显示这些标志的状态。有效参数是：

localchars

如果为 TRUE，则在本地识别 flush、 interrupt、 quit、 erase 和 kill

字符（请参阅上面的 set ），并将其变换为相应的 TELNET 控制序列（分别为

ao、 ip、 brk、 ec 和 el ；请参阅上面的 send ）。此开关的初始值在逐行模

式下为 TRUE ，在“一次一个字符”模式下为 FALSE。

autoflush

如果 autoflush 和 localchars 都为 TRUE，则每当识别 ao、 intr 或

quit 字符（并将其变换为 TELNET 序列 -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上面的 set ）

时， telnet 都拒绝在用户终端上显示任何数据，直到远程系统确认（通过 TEL-

NET Timing Mark 选项）它已处理那些 TELNET 序列为止。此开关的初始值为

TRUE。

autologin

此标志仅适用于 Kerberos V5 的安全环境中。启用或禁用自动登录到 Kerberos 领

域。使用此选项产生的结果与使用 -a 选项相同。此开关的初始值为 TR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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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osynch

如果 autosynch 和 localchars 都为 TRUE，则在键入 intr 或 quit 字符

（请参阅上面的 set 以了解对 intr 和 quit 字符的说明）时，发送的结果

TELNET 序列后跟 TELNET SYNCH 序列。此过程导致在读取这两个 TELNET

序列并对其执行操作之前，远程系统开始忽略所有以前键入的输入。此开关的初始值

为 FALSE。

binary 对输入和输出启用或禁用 TELNET BINARY 选项。应该启用此选项，以便将 8 位

字符发送到 TELNET 服务器，以及从 TELNET 服务器接收 8 位字符。

crlf 如果为 TRUE，则将行结束序列作为 ASCII 回车和换行对发送。如果为 FALSE，

则将行结束序列作为 ASCII 回车和 NUL 字符对发送。此开关的初始值为

FALSE。

crmod 切换回车模式。如果启用此模式，则将从远程主机收到的任何回车符映射到回车和换

行。此模式不影响用户键入的那些字符；仅影响那些收到的字符。此模式仅对要求客

户端执行本地回显但输出“裸”回车的某些主机是必需的。此开关的初始值为

FALSE。

echo 切换本地回显模式或远程回显模式。在本地回显模式下，用户输入在被传输到远程主

机之前由本地 telnet 回显到终端。在远程回显中，用户输入的任何回显都是由远

程主机执行的。本身处理用户输入的回显的应用程序（如 C Shell、Korn Shell 和

vi （请参阅 csh(1)、 ksh(1) 和 vi(1)）无法正确处理本地回显。

options 切换 TELNET 选项处理的查看功能。如果启用了选项查看功能，则显示所有的

TELNET 选项协定。由 telnet 发送的选项显示为 ‘‘SENT’’，而从 TELNET

服务器收到的选项显示为 ‘‘RCVD’’。此开关的初始值为 FALSE。

netdata 切换所有网络数据的显示（以十六进制格式）。此开关的初始值为 FALSE。

? 显示合法的 toggle 命令。

返回值
在出现错误时，或者如果 TELNET 连接被远程主机关闭，则 telnet 将返回值 1。否则返回 0。

诊断信息
telnet 将显示以下诊断消息：

Error! Could not retrieve authentication type.

TELNET 使用的验证机制有两种。一种验证机制基于 Kerberos，而另一种不基于 Kerberos。

验证机制的类型是从由 inetsvcs_sec 更新的系统文件获得的。如果本地主机或远程主机上的

系统文件不包含已知的验证类型，则显示上面的错误。

telnet/tcp: Unknown service

telnet 在 services(4) 数据库中找不到 TELNET 服务条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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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stname: Unknown host

telnet 无法将主机名映射为 Internet 地址。下一步您应该与系统管理员联系，以检查在

hosts 数据库中是否存在远程主机的条目（请参阅 hosts(4)）。

?Invalid command

在 telnet 命令模式下键入了无效的命令。

system call>: ...

在指定的系统调用中发生了错误。有关该错误的说明，请参阅相应的手册条目。

作者
telnet 由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开发。

另请参阅
csh(1) 、 ksh(1) 、 login(1) 、 rlogin(1) 、 stty(1) 、 telnetd(1M) 、 inetsvcs_sec(1M) 、 hosts(4) 、

krb5.conf(4)、 services(4)、 sis(5)、 termio(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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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test - 条件评估命令

概要
test expr

[ expr ]

说明
test 命令对表达式 expr 进行求值，如果值为 True，将返回一个零 (true) 退出状态；否则，将返回一个非零

(false) 退出状态。如果没有任何参数， test 也将返回一个非零退出状态。可以使用下列基元构建 expr ：

-r file 如果 file 存在并且可读，则为 True。

-w file 如果 file 存在并且可写，则为 True。

-x file 如果 file 存在并且可执行，则为 True。

-f file 如果 file 存在并且是常规文件，则为 True。

-d file 如果 file 存在并且是一个目录，则为 True。

-c file 如果 file 存在并且是字符设备专用文件，则为 True。

-b file 如果 file 存在并且是块设备专用文件，则为 True。

-p file 如果 file 存在并且是命名管道 (fifo)，则为 True。

-u file 如果 file 存在并且设置了其设置用户 ID 位，则为 True。

-g file 如果 file 存在并且设置了其设置组 ID 位，则为 True。

-k file 如果 file 存在并且设置了其粘着位，则为 True。

-s file 如果 file 存在并且其大小大于零，则为 True。

-h file 如果 file 存在并且是符号链接，则为 True。

-t [ fildes ] 如果描述符编号是 fildes （缺省为 1）的打开文件与一个终端设备相关联，则为

True。

-z s1 如果 s1 字符串长度是零，则为 True。

-n s1 如果 s1 字符串长度是非零值，则为 True。

s1 = s2 如果字符串 s1 和 s2 是相同的，则为 True。

s1 != s2 如果字符串 s1 和 s2 不相同，则为 True。

s1 如果 s1 不是空字符串，则为 True。

n1 -eq n2 如果整数 n1 和 n2 是代数相等的，则为 True。可以使用 -ne、 -gt、 -ge、 -lt

和 -le 之中的任一比较关系，来代替 -e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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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基元可以与下列运算符结合使用：

! 一元否定运算符。

-a 二元 AND 运算符。

-o 二元 OR 运算符（-a 比 -o 具有更高的优先级）。

( expr ) 用于分组的括号。

请注意，所有的运算符和标志都是 test 的单独的参数。另请注意，括号对于 Shell 是非常重要的，因此必须进

行转义。如果参数是一个指向文件类型正接受测试的文件的符号链接，则所有文件测试运算符返回成功。

test 由 Shell 直接解释，因此它不是作为一个单独的可执行程序存在。

外部语言环境影响
国际代码集支持

支持单字节字符代码集和多字节字符代码集。

举例
如果没有两个或三个参数，则退出：

if [ $# -l2 2 -o $# -gt 3 ]; then exit 1; fi

创建一个新的包含文本字符串 default 的文件（如果该文件不存在）：

[ ! -f thisfile ] && echo default > thisfile

等待 myfile 变为非可读的：

while test -r myfile

do

sleep 30

done

echo ’"myfile" is no longer readable’

警告
如果使用了该命令的 [ 形式，则匹配的 ] 必须是最后一个参数，并且这两个参数必须与它们所括的参数相互独

立（需要使用空格定界符）。

从 Shell 调用 test 时，要由测试进行处理的括号和其他特殊 Shell 元字符必须转义或用引号括起。

在比较字符串时，通过在两个操作数开头插入非运算符字符，可避免此类问题：

test "X$response" = "Xexpected string"

这种方法不适用于数字比较或一元运算符，这是因为它会影响所检查的操作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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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test 由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 HP 联合开发。

另请参阅
find(1)、sh-posix(1)、sh(1)。

符合的标准
test：SVID2、SVID3、XPG2、XPG3、XPG4、POSIX.2

[：SVID2、SVID3、XPG2、XPG3、XPG4、POSIX.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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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tftp - 普通文件传输程序

概要
tftp [-B val ] [-s ] [-t val ] [host [ port]]

说明
tftp 是允许用户终端与远程计算机之间传输文件的 Internet TFTP （普通文件传输协议）的用户界面。可在

命令行中指定远程 host ，在这种情况下， tftp 会使用 host 作为将来进行传输时的缺省主机（请参阅下面介

绍的 connect 命令）。

注释
tftp 现在遵循 RFC：2347、2348 和 2349。

选项
tftp 支持下列新选项：

-B val 为数据传输设置块大小选项，采用八进制数。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blksize 命令。

-s 设置传输大小选项的用法。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tsize 命令。

-t val 设置重新传输的超时选项，单位为秒。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newrexmt。

命令
一旦开始运行 tftp ，它会给出提示 tftp> 并识别如下命令：

connect host [ port ]

为传输设置 host （以及可选的 port）。请注意，与 FTP 协议不同， TFTP 协议不保持传

输间的连接。因此， connect 命令实际上不会创建连接，仅仅记忆将使用哪一主机进行

传输。您不一定非要使用 connect 命令；可将远程主机指定为 get 或 put 命令的一部

分。

mode transfer-mode

设置传输模式； transfer-mode 可以是 ascii 或 binary （缺省为 ascii）。

put file

put localfile remotefile

put file1 file2 ... fileN remotedirectory

将一个文件或一组文件放置在指定的远程文件或目录中。目标可为如下两种形式之一：若

已指定远程主机，则为该主机上的文件名，否则采用格式为 host:filename 的字符串，这

种格式可同时指定主机和文件名。如果使用了后一种形式，则所指定的主机名就会成为未

来传输的缺省设置。如果使用的是远程目录的形式，则假定远程主机使用 UNIX 类操作系

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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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t filename

get remotename localname

get file1 file2 ... fileN

从指定的 sources. 获取一个或一组文件， source 的形式可为如下两种之一：若已指定远程

主机，则为该主机上的文件名，否则采用格式为 host:filename 的字符串，这种格式可同

时指定主机和文件名。如果使用了后一种形式，则所指定的主机名就会成为未来传输的缺

省设置。

quit 退出 tftp。键入文件结束符时同样会导致退出。

verbose 切换详细信息模式。

trace 切换数据包跟踪功能。

status 显示当前状态。

rexmt retransmission-timeout

设置每个数据包的重新传输超时，单位为秒。

timeout total-transmission-timeout

设置总传输超时，单位为秒。

ascii “ASCII 模式”的快捷方式

binary “二进制模式”的快捷方式

blksize val

设置用于数据传输的块大小。客户端和服务器进行通信，确定一种适于在网络介质上使用

的块大小。有效范围为从 8 到 65464 之间的八进制数。缺省值为八进制数 512。

newrexmt val

设置重新传输的超时时间，单位为秒。客户端与服务器进行通信，确定重新传输的超时

值。有效范围为从 1 到 255 秒。缺省值为 5 秒。

tsize 切换传输的文件大小的使用。该选项仅供二进制模式传输使用。缺省情况下，此选项是禁

用的。若启用了该选项，将允许接收端确定所传输的文件的大小。在二进制模式下使用

get 命令时，若文件的大小超过可用磁盘空间，则传输会立即异常中止。在二进制模式下

使用 put 命令时，文件大小将被发送给服务器。

? [ command-name ... ]

输出帮助信息。

警告
既然在 TFTP 协议中没有用户登录或验证内容，那么远程站点可能会存在某些文件访问限制。具体的方法因站点

的不同而异，因此，要在本文档中描述是非常困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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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tftp 由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开发。

另请参阅
tftpd(1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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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time - 记录命令的时间

概要
time command

仅适用于 XPG4
time [-p] utility [argument ...]

说明
执行 command。完成时， time 输出命令的所用时间、在系统中消耗的时间以及执行该命令消耗的时间。时间

的报告单位为秒。

执行时间可能取决于运行该程序的内存的性能。

时间在标准错误上输出。

请注意，Shell 也有一个关键字 time ，它在用于管道线中任意位置时记录整个管道线的时间信息，这与

time(1) 命令不同，后者在用于管道线中时记录某一特定命令的时间信息。

选项
time 识别以下选项：

-p （仅适用于 XPG4）将时间统计信息写入标准错误。

另请参阅
sh(1)、 timex(1)、 times(2)。

符合的标准
time：SVID2、XPG2、XPG3、XPG4、POSIX.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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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timex - 记录命令的时间；报告进程数据和系统活动

概要
timex [-o] [-p[fhkmrt] ]  [-s] command

说明
timex 以秒为单位，报告执行给定的 command 所耗费的过程时间、用户时间和系统时间。还可以有选择地列

出或汇总 command 及其子命令的进程记账数据，以及报告执行期间的所有系统活动。

timex 的输出会写入到标准错误。如果错误地使用了 timex，或者它无法派生，或无法执行命令，则返回退出

状态 1。否则 timex 会返回命令的退出状态。

选项
-o 报告 command 及其子命令读取或写入的总块数以及传输的总字符数。仅当安装了进程

记账软件时，此选项才可用。

-p[fhkmrt] 列出 command 及其子命令的进程记账记录。子选项 f、 h、 k、 m、 r 和 t 可修改

报告的数据项。它们的行为如 acctcom(1M) 中所定义。始终会报告读取或写入的块数

和传输的字符数。

仅当安装了进程记账软件，同时调用了 /usr/lib/acct/turnacct 来创建

/var/adm/pacct 时，此选项才可用。

-s 报告 command 执行期间发生的所有系统活动（不仅是与 command 相关的系统活

动)。还报告 sar(1M) 中列出的所有数据项。

举例
简单示例：

timex -ops sleep 60

任何复杂程度的终端会话都可以通过计算子 Shell 的时间进行计量：

timex -opskmt sh

session commands

EO T

警告
因为进程系谱不可用，所以与 command 关联的进程记录将根据推断从记账文件 /var/adm/pacct 中进行选

择。具有相同的用户 ID、终端 ID和执行时间窗口的后台进程也被错误地包含在内。

另请参阅
sar(1M)、acctcom(1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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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的标准
timex：SVID2、SVID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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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top - 显示并更新有关系统上顶级进程的信息

概要
top [-s time] [-d count] [-q] [-u] [-w] [-h] [-P] [-n number] [-f filename] [-p pset_id]

说明
top 用于显示系统上的顶级进程，并定期更新信息。使用原始 CPU 使用率可以给进程分级。在可硬分区的 PA-

RISC 平台上， top 发出一条警告消息，说明它仅报告当前分区的信息，如果需要其他分区的状态，它必须针

对相应的分区运行。

选项
top 可识别下列命令行选项：

-s time 将屏幕更新之间的延迟设置为 time 秒。更新之间的缺省延迟是 5 秒。

-d count 仅显示 count 次整屏信息，然后退出。一整显示屏的信息被视为屏幕的一次更新。该选项

用于选择在程序退出前要显示的整屏信息的次数。

-q 该选项运行 top 程序，其优先级与通过 nice -20 命令执行该程序的优先级相同，所以

它的执行速度要快一些（请参阅 nice(1)）。在系统运行速度十分缓慢的情况下，这对于发

现存在的任何系统问题很有用。只有拥有适当权限的用户可以访问该选项。

-u 显示用户 ID (uid) 号，而不是用户名。通过消除从用户 ID 号到用户名映射所需的额外时

间，该选项可以加快执行速度。

-h 对于具有多个处理器的系统，隐藏单个 CPU 的状态信息。将仅显示平均 CPU 状态。

-n number 每一屏幕仅显示 number 个进程。请注意，如果 number 大于每一屏幕可以显示的进程的

最大数目，则忽略该选项。但是，当与 -f 选项一起使用时，则每一屏幕可以显示的进程

的最大数目没有限制。

-f filename

输出将追加到 filename。如果使用 -f，则对于 -d， top 缺省为 1，对于 -n，缺省为

16。

-p pset_id 为系统和处理器集 pset_id 显示平均负载和进程状态分类信息。仅显示处理器集 pset_id 上

运行的进程。仅当内核支持处理器集功能时，才支持该选项。

-P 对于单个 CPU 信息，在 CPU 列之前添加 PSET 列。对于每个进程信息，在 CPU 列之

前添加 PSET 列。仅当内核支持处理器集功能时，才支持该选项。

-w 显示单个 CPU 信息。缺省情况下， top 不显示任何单个 CPU 信息。通过使用 w 屏幕

控制键，用户可以在单个进程信息和单个 CPU 信息之间进行切换。当与 -h 选项一起使

用时， -w 选项将覆盖 -h 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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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幕控制命令
当显示多屏数据时， top 可识别下列屏幕控制的键盘命令：

j 如果当前屏幕数据不是最后一屏，则显示下一屏数据。

k 如果当前屏幕数据不是第一屏，则显示上一屏数据。

t 显示第一屏（即最前一屏）数据。

w 显示单个 CPU 信息，而不是单个进程信息，反之亦然。

程序终止
要退出程序并继续正常的用户活动，可随时键入 q。

显示说明
top 显示三种常规类别的信息：

System Data

在显示屏顶部的前几行显示有关系统状态的常规信息，包括：

• 系统名称和当前时间。

• 系统中所有活动处理器在最后一分钟、五分钟和十五分钟内的平均负载。

• 现有进程的数目，以及每个状态下进程的数目（休眠、等待、运行、启动、死亡和停

止）。

• 系统中每个活动处理器在每个状态（用户、nice、系统、空闲、中断和交换）下所用时间

的百分比。

• 每个活动处理器状态的平均值（仅用于多处理器系统）。

Memory Data

包括使用中的虚拟内存和实际内存（还有括号中认为是“活动”内存的容量），以及可用内存容

量。

Process Data

有关系统上单个进程的信息。当进程数据在一个屏幕中放不下时， top 会将该数据分为两个或更

多屏幕。要查看多屏数据，请使用前面介绍的 j、 k 和 t 命令。请注意，在多屏进程数据的每一

屏中都有系统数据和内存数据显示。

进程数据的显示格式与 ps(1) 使用的格式类似：

CPU 执行进程的处理器数目（仅用于多处理器系统）。

TTY 进程使用的终端接口。

PID 进程 ID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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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ET 处理器所属的处理器集的 ID。仅当使用 -P 选项时，才显示该信息。

USERNAME 进程所有者的名称。如果指定了 -u 选项，则显示用户 ID(uid)，而不是

USERNAME。

PRI 进程的当前优先级。

NI 范围从 −20 到 +20 的 nice 值。

SIZE 进程的总虚拟大小（以千字节为单位）。这包括文本、数据、堆栈、mmap 区

域、共享内存区域和 IO 映射区域的虚拟大小。也可能包括与其他进程共享的虚

拟内存区域。

RES 进程的常驻大小（以千字节为单位）。它包括进程中所有专用区域的大小。常

驻大小信息最好是一个近似值。

STATE 进程的当前状态。各种状态包括 sleep、 wait、 run、 idl、 zomb 或

stop。

TIME 进程消耗的系统和 CPU 秒数。

%WCPU 加权 CPU（中央处理单元）百分比。

%CPU 原始 CPU 百分比。该字段用于对顶级进程进行排序。

COMMAND 进程当前正在运行的命令的名称。

举例
无论有或没有命令行选项，都可以执行 top。

要以两秒为间隔显示五个屏幕的数据，然后自动退出，请使用：

top -s2 -d5

top -P -s2 -d5

要显示有关 pset 2 的信息，请使用：

top -p 2

top -P -p 2

要显示单个 CPU 信息而不是单个进程信息，请使用：

top -w

然后按 w 键。

作者
top 由 HP 和莱斯大学的 William LeFebvre 联合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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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touch - 更新文件的访问时间、修改时间和（或）更改时间

概要
touch [-amc] [-r ref_file -t time ] file_name ...

过时形式：
touch time_str file_name ...

说明
touch 可更新每个参数的访问时间、修改时间和最后一次更改时间。如果“文件名”不存在，则会创建该文

件。如果未指定时间（请参阅 date(1)），则使用当前时间。

-r 和 -t 选项是互相排斥的。

选项
可以使用下列选项：

-a 将 file_name 的访问时间更改为 time 或当前时间（如果未指定 time ）。除非还指定了

-m，否则不更改修改时间。

-m 将 file_name 的修改时间更改为 time 或当前时间（如果未指定 time ）。除非还指定了

-a，否则不更改访问时间。

-c 以静默方式阻止 touch 创建文件（如果该文件以前不存在）。不输出有关此情况的任何诊

断信息。

-r ref_file

使用 ref_file 的相应时间而不是当前时间。

-t time 使用指定的 time 而不是当前时间。选项的参数是以下格式的十进制数：

[ [ CC ] YY ] MMDDhhmm [ .SS ]

其中每两位数字表示的内容如下：

CC 年份的前两位。

YY 年份的后两位。

MM 月份 (01-12)。

DD 日期 (01-31)。

hh 小时 (00-23)。

mm 分钟 (00-59)。

SS 秒 (0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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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 CC 和 YY 均未指定，则使用当前年份。如果指定了 YY 但未指定 CC ，则按下述规则确

定 CC （将本地时间因素考虑在内）：

如果 YY 是： CC 将为：

69-99 19

00-68 20

如果得到的时间早于新纪元时间（格林威治标准时间 1970 年 1 月 1 日 00:00:00），则

touch 将立即退出，并显示错误状态。

SS的范围是 00 到 61（而不是 00 到 59）以满足闰秒情况。如果 SS是 60 或 61，并且得到

的时间（受 TZ 环境变量的影响）不是指闰秒，则得到的时间比 SS 是 59 时的时间晚一秒。

如果没有为 SS指定值，则假定它为 0。

在既没有指定 -r 选项、 -t 选项，也没有指定 -- 选项分隔符，且第一个操作数包含全部十进制数字 (0-9)

时，可识别 概要中的第二行语法。此操作数被解释为 time 参数而不是文件名。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会假定

time_str 的格式如下：

MMDDhhmm [ YY ]

这是为了实现向后兼容。建议使用上面给出的 -t 形式以便将来可以移植该命令。如果 file_name 有可能包含所

有数字 (0-9)，则可以在第一个 file_name 之前使用 -- 选项分隔符，以确保使用第一种语法。

如果以下任一条件为真，则 touch 仅在由文件的 owner 调用时才能成功执行：

• 指定了时间，

• 仅更新文件的访问时间，或者

• 仅更新文件的修改时间。

此外，如果以下两个条件都为真，则 touch 在由具有文件写入权限的用户调用时可成功执行：

• 未指定时间，且

• 同时更新了文件的访问时间和修改时间。

外部语言环境影响
环境变量

TZ 如果通过 -t 选项指定了时间，则将使用 TZ 解释指定时区的时间。

LC_MESSAGES 用于确定显示消息的语言。

如果未在环境中指定 LC_MESSAGES 或将其设置为空字符串，则 LANG 的值会用作每个未指定变量或空变量的

缺省值。如果不指定 LANG 或将其设置为空字符串，则会使用缺省值“C”（请参阅 lang(5)）而非 LANG。

如果任一国际化变量包含无效设置，则 touch 就会认为所有国际化变量都设置为“C”。请参阅 environ(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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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代码集支持
支持单字节字符代码集和多字节字符代码集。

返回值
如果成功更改了所有 file_name 参数，则 touch 将返回零。

如果使用了 -t 选项指定一个无效时间或比新纪元时间更早的时间，或者同时指定了 -r 和 -t 选项，或者无

法访问一个或多个 file_name 参数，则 touch 将返回非零值并输出诊断信息。

举例
以下命令将名为“bastille”的文件的修改时间和访问时间设置为 1989 年 7 月 14 日午夜；如果该文件不存在则

创建它。

touch -t 8907140000 bastille

以下命令使用向后兼容的语法执行相同的操作：

touch 0714000089 bastille

以下命令将名为“0714000089”和“bastille”的两个文件的时间设置为当前时间；如果这两个文件不存在则创

建它们：

touch -- 0714000089 bastille

要创建长度为零的文件，请使用以下任一方法：

touch file

cat /dev/null >file

cp /dev/null file

相关内容
NFS：

对由远程服务器上超级用户拥有的文件执行 touch 时可能会失败，即使调用用户具有该文件的写入权限也是如

此。

另请参阅
date(1)、utime(2)。

符合的标准
touch：SVID2、SVID3、XPG2、XPG3、XPG4、POSIX.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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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tput - 查询 terminfo 数据库

概要
tput [-T type] capname . . .

tput [-T type] capname [ parms . . . ]

tput -S

说明
tput 命令可通过 terminfo 数据库，使 Shell 能够利用与终端相关的功能和信息（请参阅 terminfo(4)）。如

果属性 (capname) 的类型为字符串，则 tput 命令输出字符串；如果属性的类型为整数，则输出整数。如果属

性的类型为布尔型，则 tput 仅设置退出代码（0 表示 TRUE， 1 表示 FALSE），且不生成输出。

命令行参数
tput 命令可识别下列命令行参数：

-Ttype 指明终端的类型。通常，此标志不是必需的，因为缺省时将从环境变量 TERM 中获得类

型。

capname 指明来自 terminfo 数据库的属性。请参阅 terminfo(4)。此外还支持下列

capname：

clear 回显当前终端的屏幕清除序列。

init 回显当前终端的初始化序列。

reset 回显要重置当前终端的序列。

parms 如果 capname 带有可选的数字参数，则 parms 将被置于 tput 输出的字符串中。

-S capname 从标准输入中读取，且允许使用多个 capname。在从标准输入中读取时，每

行仅允许一个 capname。

外部语言环境影响
环境变量

LC_ALL 用于确定要使用的语言环境。其值可覆盖其他环境变量的设置。

LC_MESSAGES 可确定用来显示消息的语言。

TERM 可在未指定 -T 选项时确定终端类型。

举例
回显当前终端的屏幕清除序列。

tput clear

输出当前终端的列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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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put cols

输出 70092 终端的列数。

tput -T70092 cols

将 Shell 变量 bold 设置为当前终端的突出模式序列。

bold=‘tput smso‘

之后可能会显示提示：

echo "${bold}Please type in your name: \c"

设置退出代码以指明当前终端是否为硬拷贝终端。

tput hc

清除屏幕，将光标移至第 10 行第 20 列，并打开粗体显示。

tput -S <<EOF

clear

cup 10 20

bold

EOF

返回值
如果 capname 的类型为布尔型，则会将退出代码设置为 0 （表示 true），或设为 1 （表示 false）。

如果 capname 不是布尔型，则 tput 命令将失败，并显示一条错误消息，且根据失败的类型将退出代码设置为

下列值之一：

0 功能名的类型为整数且不存在。

2 用法错误。

3 未知的终端类型。

4 未知的功能名。

>4 发生了错误。

如果退出代码为 0，则对于要求整型功能名的终端，如果该终端在 terminfo 数据库中没有该功能名条目时

（如 tput -Thp70092 vt），则输出 −1。

文件
/usr/share/lib/terminfo/?/* Terminfo 数据库

/usr/include/curses.h 定义文件

/usr/include/term.h

另请参阅
stty(1)、untic(1M)、terminfo(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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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的标准
tput：SVID2、SVID3 和 XPG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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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tr - 转换字符

概要
tr [-Acs] string1 string2

tr -s [-Ac] string1

tr -d [-Ac] string1

tr -ds [-Ac] string1 string1

说明
tr 将标准输入复制到标准输出中，并替换或删除所选的字符。 string1 中的输入字符被 string2 中的相应字符

所代替。如有必要，可以用引号将 string1 和 string2 括起，以避免由 Shell 形成的模式匹配。

tr 可识别下列命令行选项：

-A 逐字节进行转换。指定该标志后， tr 不支持扩展字符。

-c 是对 string1 中字符集的补充，该字符集是当前字符集中所有字符组成的集合，如

LC_CTYPE 的当前设置所定义，但 string1 参数中实际指定的字符集除外。如

LC_COLLATE 的当前设置所定义，这些字符位于以升序排列的数组中。

-d 在 string1 中指定的数组中，删除所有找到的输入字符或排序元素的实例。

如果同时指定 -c 和 -d ，则删除所有字符（ string1 指定的字符除外）。除非也指

定 -s ，否则将忽略 string2 的内容。但请注意， -d 和 -s 标志不能使用同一个字

符串；当同时指定这两个标志时，需要使用 string1 （用于删除）和 string2 （用于压

缩）。

如果未指定 -d ，则在 string1 指定的数组中找到的每一个输入字符或排序元素，都

将被 string2 指定的同一相对位置中的字符或排序元素代替。

-s 将 string1 中指定的任何字符（以两个或多个重复字符组成的字符串的形式出现），替

换为 string2 中字符的单个实例。

如果 string2 包含字符类，则参数的数组将包含该字符类中的所有字符。例如：

tr -s ’[:space:]’

但在大小写转换中， string2 数组仅包含在每个 toupper 或 tolower 字符对（如果

适用）中定义为第二个字符的那些字符。例如：

tr -s ’[:upper:]’ ’[:lower:]’

可以使用下列缩写符号约定，将一系列字符、重复字符或单字符排序元素引入到字符串中：

c1-c2 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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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c2]

代表排序元素 c1 到 c2 的范围（其中包括这两个元素），如 LC_COLLATE 语言环境类

别的当前设置所定义。

[:class:] 或

[[:class:]]

代表属于已定义字符类的所有字符，如 LC_CTYPE 语言环境类别的当前设置所定义。

如果在 string1 中已指定，则将可以接受下列字符类名称： alnum、 alpha、

blank、 cntrl、 digit、 graph、 lower、 print、 punct、 space、 upper

或 xdigit，字符类将以排序顺序扩展。

当同时指定 -d 和 -s 标志时， string2 将接受所有字符类名称；否则， string2 将仅

接受字符类名称 lower 或 upper ，而且也只有当 string1 的同一相对位置指定了相

应的字符类（分别为 upper 和 lower）时，以上结果才有可能。这样一个规范可被解

释为对大小写转换的请求。

当 [:lower:] 出现在 string1 中并且 [:upper:] 出现在 string2 中时，数组将包

含当前语言环境类别 LC_CTYPE 中的 toupper 映射中的字符。当 [:upper:] 出现

在 string1 中并且 [:lower:] 出现在 string2 中时，数组包含当前语言环境类别

LC_CTYPE 中的 tolower 映射中的字符。

[=c=] 或

[[=c=]]

代表属于与 c 等效的类中的所有字符或排序元素，如 LC_COLLATE 语言环境类别的当

前设置所定义。当 -d 和 -s 组合选项使用等效类表达式时，该表达式只能在 string1

或 string2 中出现。

[a*n] 代表 n 个 a。如果 n 的第一个数字为 0，则 n 被视为八进制值；否则， n 被视为十进

制值。当 n 为零或不存在时，则被解释为其值非常大，能够将基于 string2 的序列扩展

到基于 string1 的序列的长度。

转义字符 \ 可以在 Shell 中使用，以删除字符串中任何字符的特殊含义。此外， \ 后跟 1、2 或 3 八进制位

数，表示其 ASCII 代码由这些数字给定的字符。

string1 或 string2 中的 ASCII NUL 字符仅可表示为转义字符（即 \000），但如此指定后，该字符也像其他字

符一样被处理并被正确地转换。除非给定了选项 -d "\000" ，否则不会去除输入中的 NUL 字符。

外部语言环境影响
环境变量

LANG 为没有设置或设置为空的国际化变量提供了缺省值。如果 LANG 未设置或设置为空，则使用缺省值“C”

（请参阅 lang(5)）。如果任一国际化变量包含无效设置，则 tr 就如所有国际化变量都设置为“C”那样工

作。请参阅 environ(5)。

如果将 LC_ALL 设置为非空字符串值，则会覆盖所有其他国际化变量的值。

LC_CTYPE 将文本解释确定为单字节字符和（或）多字节字符，将字符分类确定为可输出的，并确定符合正则表

达式中字符类表达式的字符。

LC_MESSAGES 确定语言环境，该语言环境应该用于影响写入到标准错误的诊断消息以及写入到标准输出的信息

消息的格式和内容。

NLSPATH 确定消息目录的位置，以便处理 LC_MESS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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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值
tr 退出时返回下列值之一：

0 已成功处理所有输入。

>0 出现错误。

举例
对于 ASCII 字符集和缺省排序序列，创建 file1 中所有单词的列表，并在 file2 中令每个单词占用一行，其中某

个单词被视为最大的字母字符串。将字符串用引号括起，以禁止 Shell 解释特殊字符（012 是换行符的 ASCII

代码）：

tr -cs "[A-Z][a-z]" "[\012*]" <file1 >file2

与上述目的相同，但适用于所有字符集和排序序列：

tr -cs "[:alpha:]" "[\012*]" <file1 >file2

将 file1 中的所有小写字符转换为大写字符，并将结果写入标准输出。

tr "[:lower:]" "[:upper:]" <file1

使用等效类标识 file1 中基字符 e 的重音变量，去除变量中的区别标记，并将结果写入 file2 ：

tr "[=e=]" "[e*]" <file1 >file2

将 file1 中的每个数字都转换为 # （数字符号），并将结果写入 file2。

tr "0-9" "[#*]" <file1 >file2

* （星号）指示 tr 重复使用 # （数字符号）足够次数，以使第二个字符串与第一个字符串长度相同。

作者
tr 由 OSF 和 HP 联合开发。

另请参阅
ed(1)、 sh(1)、 ascii(5)、 environ(5)、 lang(5)、 regexp(5)。

符合的标准
tr：SVID2、SVID3、XPG2、XPG3、XPG4、POSIX.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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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true、false - 分别返回退出状态 0 或 1

概要
true

false

说明
命令 true 的唯一功能是返回退出代码 0。命令 false 的唯一功能是返回退出代码 1。它们通常用于构建命令

过程。

返回值
退出值包括：

0 始终由 true 返回。

1 始终由 false 返回。

举例
下面这个命令循环将无终止地重复执行：

while true

do

command

done

警告
true 通常用于 Shell 脚本中。某些 Shell 提供了比独立版本更高效的内置版本的 true （和 false）。

另请参阅
csh(1)、 ksh(1)、 sh(1)、 sh-posix(1)。

符合的标准
true：SVID2、SVID3、XPG2、XPG3、XPG4、POSIX.2

false：SVID2、SVID3、XPG2、XPG3、XPG4、POSIX.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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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将过时

名称
trufgrep - 在文件中搜索模式

概要
trufgrep [-c -l -q] [-bhinsvxy] -e pattern -f pattern_file [ file ... ]

说明
trufgrep 命令在功能上与 grep -F 命令等效，差异在于它使用的是不同的搜索算法。请参阅 grep(1)，了解

有关 trufgrep 的功能和选项的详细信息。

-y 选项是唯一专用于 trufgrep 的选项。此选项等效于 grep 的 -i 选项。

请注意， trufgrep 通常不使用与 grep -F 相同的算法。不过，如果在使用 trufgrep 时带有 -v 选项、

-q 选项、多个 -e 选项或多个 -f 选项，则它会使用 grep 算法。

外部语言环境影响
环境变量

trufgrep 不支持国际化。即使设置了 LC_MESSAGES，也只会以英文输出消息。

警告
trufgrep 在将来的版本中将被废弃。

另请参阅
gre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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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tryfrom、sffinger - TCP 包装实用程序

概要
/usr/bin/tryfrom

/usr/bin/sffinger

说明
tryfrom

该程序可标识与某一连接相关联的终点的详细信息。如下所示，必须通过远程 Shell 命令调用该程序。该程序可

用于确定是否正确识别了主机名和地址，以及用户名查找功能是否正常。

# remsh host /usr/bin/tryfrom

调用 tryfrom 后会输出下面的内容：

client address (%a):

client hostname (%n):

client username (%u):

client info (%c):

server address (%A):

server hostname (%N):

server process (%d):

server info (%s):

与客户端相关的信息描述了远程主机如何根据地址、名称和用户名来识别客户端。与服务器相关的信息描述了远

程主机的详细信息。

有关 %letter 表达式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hosts_access(5) 联机帮助页。

sffinger
这是 finger(1) 客户端的一种包装程序，可以为避免远程 finger 服务器发送的数据造成破坏提供更好的保护。

该命令接收 finger(1) 支持的所有选项。

建议在 /etc/hosts.allow 和 /etc/hosts.deny 的访问控制语言的陷阱实现中使用该程序。有关陷阱设

置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hosts_access(5) 联机帮助页。

该程序将每行长度限制为最大 128 字节，并将完全响应限制为最多 100000 字节。 sffinger 在获得远程主机

finger 服务器的响应时，使用 60 秒超时值。

作者
Wietse Venema (wietse@wzv.win.tue.nl),

Department of Mathematics and Computing Science,

Eindhove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Den Dolech 2, P.O. Box 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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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00 MB Eindhoven, The Netherlands

另请参阅
finger(1)、 tcpd(1M)、 hosts_access(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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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tset、reset - 终端相关的初始化

概要
tset [options] [-m [ident] [test baudrate] :type]... [type]

reset

说明
tset 在登录到 HP-UX 系统时设置终端。它执行终端相关的处理，例如设置 erase 和 kill 字符、设置或重置延

迟，以及发送正确初始化终端所需的任何序列。它首先确定有关终端的 type ，然后执行必需的初始化和模式设

置。在 /etc/ttytype 数据库中，指定连接到每个 HP-UX 端口的终端的类型。终端类型名称可以在

/usr/share/lib/terminfo 目录下的文件中找到（请参阅 terminfo(4)）。如果一个端口不是永久性地连接

到特定终端（不是硬连线的），则将为它指定一个适当的普通标识符，如 dialup。

reset 执行类似功能，它将终端设置为适合的缺省状态。

在没有指定任何参数的情况下， tset 只是从环境变量 TERM 读取终端类型，并重新初始化终端。此手册条目

的其余部分与下列内容有关：模式和环境初始化（通常在登录时进行一次），以及初始化时使用的选项（用来确

定终端类型并设置终端模式）。

当在启动脚本（对于 sh(1) 用户为 .profile，或对于 csh(1) 用户为 .login ）中使用时，用户希望它能提供有

关终端类型的信息，这些终端通常用于不是硬连线的端口上。这些端口在 /etc/ttytype 中标识为 dialup

或 plugboard 等。要指定通常在这些端口上使用的终端类型， -m （映射）选项标志应后跟适当的端口类型

标识符、可选的波特率规格和终端类型。（效果是将一些条件“映射”到一个终端类型；也就是告知 tset “如

果我在这种类型的端口上，则可能在这种类型的终端上。”）如果指定了多个映射，第一个适用的映射将成功。

缺失的端口类型标识符与所有标识符匹配。将指定 baudrate ，它与 stty （请参阅 stty(1)）一样，并将其与诊

断输出（应为控制终端）的速度进行比较。波特率 test 可以是 >、 =、 <、 @ 和 ! 的任意组合。 @ 与 = 同

义， ! 反转测试的意义。为避免发生元字符问题，最好将 -m 的整个参数用单引号括起； csh(1) 用户还必须在

任何使用的 ! 之前添加 \。

这样，

tset -m ’dialup>300:2622’ -m ’dialup:2624’ -m ’plugboard:?2623’

如果使用的端口是 dialup，其速度大于 300 波特，则上述命令会使终端类型设置为 HP 2622；如果端口是另外

的 dialup （即等于或小于 300 波特），则上述命令会使终端类型设置为 HP 2624。如果最终由 tset 确定的

type 以一个问号开头，则会要求用户验证指定的类型是否确实为所需的类型。空响应表示使用该类型；否则，可

以输入其他类型。因此，在上例中，如果用户在接线板端口上，系统会询问他（或她）是否确实在使用 HP

2623。

如果没有应用映射，并且在命令行中给定了未以 -m 开头的最终 type 选项，则将使用该类型。否则，在

/etc/ttytype 数据库中找到的标识符将被视为终端类型。对于硬连线的端口，始终是后一种情况。

用户通常希望返回终端类型（与最终由 tset 确定一样），以及有关终端在 Shell 环境中的功能信息。这可以通过

使用 -s 选项来完成。在 sh(1) 中，命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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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al ‘tset -s options...‘

或使用 C Shell (csh(1)) ：

set noglob; eval ‘tset -s options...‘

这些命令可使 tset 生成一系列 Shell 命令作为输出，用于将变量 TERM 置于环境中；请参阅 environ(5)。

当终端类型已知时， tset 将进行终端模式设置。这通常包括向终端发送初始化序列、设置单个字符的 erase 字

符（和可选的整行字符的 erase 字符或行的 kill 字符），以及设置特殊字符延迟。在传输终端初始化序列过程

中，制表符和换行符扩展功能处于关闭状态。

在可以退格但是不能叠印（如 CRT）的终端上，如果 erase 字符是缺省的清除字符（在标准系统上是 #），则

清除字符将更改为Backspace。

选项
tset 可识别下列选项：

-ec 将 erase 字符设置为指定的字符 c ； c 缺省为 terminfo 数据库（请参阅 terminfo(4)）条目报

告的由退格键发送的字符（通常是 ˆH）。字符 c 可以直接键入，也可以利用在此应用的插字符

号输入（例如， control-H 的插字符号是 ˆH）。

-kc 将 kill 字符设置为 c。缺省的 c 是 ˆX。如果未指定 c ，则 kill 字符保留不变，除非 kill 字符的

原始值为空，这种情况下，kill 字符设置为 @。

- 报告终端类型。将报告最终确定的类型。如果没有给定任何其他标志，则唯一的效果是将终端类

型写入标准输出。如果与 -s 一起使用，则无效。

-s 生成适当的命令（取决于当前的 SHELL 环境变量）来设置 TERM。

-I 禁止传输终端初始化字符串。

-Q 禁止输出 Erase set to 和 Kill set to 消息。

-A 要求用户提供 TERM 类型。

-S 输出要指定给环境中的 TERM 的字符串，而不是生成用于 Shell 的命令。在 sh(1) 中，以下内

容是设置 TERM 的备用方法：

set -- ‘tset -S ...‘

TERM=$1

-h 强制读取 /etc/ttytype。如果未指定 -h ，则通过读取环境来确定终端类型，除非指定了某

些映射。

为了获得与以前版本的 tset 的兼容性，接受下列标志，但是不鼓励使用它们：

-r 除其他标志外，还向用户报告其他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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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 仅当终端可以退格时，才将 erase 字符设置为 c。 c 缺省为 terminfo 数据库（请参阅 ter-

minfo(4)）条目报告的由退格键发送的字符（通常是 ˆH）。

除了 terminfo 中描述的功能（请参阅 termio(7) 和 terminfo(4)）， tset 和 reset 还可以识别下列布尔

terminfo 功能，并且可以将这些功能包括在 terminfo 数据库中以便用来设置终端：

UC 对于仅支持大写字符的终端，“大写字母”模式设置字符映射。等效于 stty lcase。

LC “小写字母”模式允许输入和输出小写字符。等效于 stty -lcase。

EP 设置“偶校验”。等效于 stty parenb -parodd

OP 设置“奇校验”。等效于 stty parenb parodd。

NL 设置“换行”模式。等效于 stty onlret。

HD 设置“半双工”模式。等效于 stty -echo。

pt 设置“输出制表符”模式。等效于 stty tabs。

外部语言环境影响
环境变量

SHELL 如果使用的是 csh，则生成 csh 命令；否则生成 sh(1) 命令。

TERM （规范的）终端名称。

举例
所有这些示例均假定使用 sh(1)。请注意， tset 在 .profile 中的典型应用，也使用 -e 和 -k 选项，还经

常使用 -m 或 -Q 选项。在此，为了使示例小一些，省略了这些选项。

假定您目前在 HP 2622 上。这适合于手动键入内容，但对 .profile 并不适合，除非您总是在 2622 上。

export TERM; TERM=‘tset - 2622‘

假定您在家里使用的是 HP 2623，并通过它进行拨号连接，但是您的办公室终端是硬连线的，并且其信息位于

/etc/ttytype 中。

export TERM; TERM=‘tset - -m dialup:2623‘

假设您正在通过一个交换网络访问系统，该网络可以采用任意组合方式将任何系统连接到任何传入调制解调器

线，这使得几乎不可能接通您要使用的端口。您的办公室终端是 HP 2622，而家里的终端是 HP 2623，后者使

用拨号交换端口，传输速率是 1200 波特。因为您有时在办公室会使用别人的终端进行工作，所以您想要验证在

使用较高的传输速率时所用的终端类型是什么，只有传输速率为 1200 波特时说明您始终在 2623 上。请注意问

号和引号的位置，它们可用于防止 > 和 ? 被 Shell 解释。

export TERM; TERM=‘tset - -m ’switch>1200:?2622’

-m ’switch<=1200:2623’‘

如果这些条件均不具备，则以上所有条目转而取决于 /etc/ttytype 中指定的终端类型。如果在很多不同类型

的终端上始终以同一波特率拨号，则适于使用以下条目。您最常用的终端是 HP 2622。它始终会询问您所使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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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端类型是什么，缺省为 2622。

export TERM; TERM=‘tset - ?2622‘

如果 /etc/ttytype 文件没有正确安装，并且您希望一概使用该波特率，则可以使用以下内容：

export TERM; TERM=‘tset - -m ’>1200:2624’ 2622‘

作者
tset 由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开发。

文件
/etc/ttytype

端口名到终端类型映射数据库

/usr/share/lib/terminfo/?/*

终端信息数据库

另请参阅
csh(1)、 sh(1)、 stty(1)、 ttytype(4)、 environ(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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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tsm - 终端会话管理程序

概要
tsm

说明
tsm 允许用户从一个终端与多个 Shell 或应用程序（会话）进行交互。每个会话绑定到模拟物理终端的虚拟设备

上。这种模拟包括维护每个会话的显示状态、功能键和终端模式。通过使用 stty 和 ioctl ，可以像处理实际

终端一样操作虚拟设备（请参阅 stty(1) 和 ioctl(2)）。此外， tsm 支持会话之间的剪切和粘贴操作，并为本地

lp 设备提供一个界面。每个会话有其自己的进程组 ID。

定义
如果一个会话正在显示，并且它是键盘输入的接收方，则该会话是当前会话。

“标准搜索路径”是：

./

$HOME

$TSMPATH

/usr/tsm/

将按照由上述这些路径指定和定义的顺序，搜索配置文件以及诸如此类的文件。

命令
与 tsm 交互有两种方法：下拉菜单和命令行界面。通过按“tsm 菜单热键”（缺省值是 ˆT），可以从会话中

激活经过配置的下拉菜单，并且该菜单应该是自述性的。通过按“tsm 热键”（缺省值是 ˆW），可以在会话中

激活命令行界面。按两次“热键”会将“热键”字符传递到会话，而不是激活 tsm 命令或菜单模式。

tsm 命令通常调用单个字符，在某些情况下，会提示用户提供更多输入。可以在 tsm 提示符下发出下列命令：

0-9 在命令提示符下按一个编号，将选择同一编号的会话作为当前会话。

+ 选择下一个较高编号的会话。

- 选择下一个较低编号的会话。

l 选择上一个会话。

? 显示一个说明 tsm 命令的帮助屏幕。

c 复制（剪切）：三种类型：

• 文本（包括换行符的行）。这是缺省值。当显示剪切提示符时，使用 T 选择。

• 字符串（行以及空格而不是换行符）。当显示剪切提示符时，使用 T 选择。

• 块（矩形）。当显示剪切提示符时，使用 T 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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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提示用户输入“剪切范围”。通过使用箭头键或 u、 d、 l 和 r 键根据需要移动光标，可

以定义范围。按空格键可中止剪切操作。选择的文本将放在 “剪切缓冲区”中。忽略结尾空格

和字符属性信息。

p 粘贴：“剪切缓冲区”的内容将回显到当前会话，就像从键盘键入的一样。

r 将一个程序作为新会话运行。会提示用户输入程序名称。

s 启动一个包含 Shell 的新会话。

o 将当前显示内容输出到打印机（屏幕转储）。输出机制在一个名为 .tsmprint 的文件中指

定，可以采用标准方法搜索该文件。忽略字符属性信息。

k 从一个文件中加载当前会话的功能键。要加载 tsm 缺省值，请指定“文件” +。要加载终端缺

省值，请指定“文件” -。

g 与上面的 k 一样，但是功能键被“全局”加载到所有会话中。

x 访问扩展的 tsm 命令，如 tsm 参考手册或 tsm 帮助屏幕中所述。

q 退出 tsm ：将向 tsm 下启动的所有进程发送 SIGHUP ，然后 tsm 退出。

外部语言环境影响
通常，必须先设置 tsm 环境变量，然后再调用 tsm。 TSMLP 是打印机的 lp(1) 名称，它使输出重定向到终端

的打印机端口。

TSMTPATH 指定 tsm 文件的备用搜索路径。

TSMTERM 指定 tsm 要使用的备用终端信息文件，而不是由 TERM 进行指定。 TSMHOTKEY 指定一个用于调用

tsm 命令行的备用 tsm 热键。

警告
在特定终端上，不支持某些操作。

作者
tsm 由 Structured Software Solutions, Inc. 开发。

文件
/usr/tsm/.tsm tsm 主配置文件（缺省值）。复制到 $HOME 以便用户进行定制。

/usr/tsm/.tsmkeys tsm 功能键配置文件（缺省值）。复制到 $HOME 以便用户进行定制。

/usr/tsm/term/* 终端说明文件

另请参阅
tsm.info(1)、 tsm.command(1)、 tsm.lpadmin(1M)、 shl(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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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tsm.command - 发送命令到终端会话管理程序 (TSM)

概要
/usr/tsm/bin/tsm.command command

说明
tsm.command 用于以参数化方式将命令字符串发送到终端会话管理程序 (TSM) ，就像在 TSM命令行上输入字符

串一样。除非从 TSM 会话内运行 tsm.command ，否则该命令将会失败。 tsm.command 引起的操作仅影响

运行 tsm.command 命令的 TSM 实例。 command 可包含任何 TSM 命令行的有效键序列值。此序列中不应包

含“热键”字符，该字符通常会启动 TSM 的命令行模式。此序列应该在 TSM 退出命令模式时的位置结束。如果

它提前结束，则 TSM 会认为按下了转义键，此时会退出命令模式，通常取消该命令。应使用 \r 表示回车键。

如果未在命令行中指定参数，则程序会提示用户输入参数。如果使用了 ˆC 终止序列，则会从用户那里接收该序

列的剩余部分。

作者
tsm.command 由 Structured Software Solutions, Inc. 开发。

另请参阅
tsm(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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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tsm.info - 获取 Terminal Session Manager (TSM) 状态信息

概要
/usr/tsm/bin/tsm.info request

说明
tsm.info 用于获取有关 TSM 的信息。从 TSM 会话内部运行时，它将返回有效信息；否则将失败并返回非零

错误代码。返回的信息被写入标准输出。 request 可以是下列值之一：

is_a_window 如果从 TSM 会话执行成功则返回零，否则返回非零错误代码。

session_number 输出执行 tsm.info 命令的会话的会话号。

current_session_number

输出当前被用户激活的 TSM 会话的会话号。

active_session_numbers

输出所有活动会话（非空闲会话）的会话号（用空白字符分隔）。

idle_session_numbers 输出所有空闲会话的会话号（用空白字符分隔）。

program_name 输出执行 tsm.info 命令的会话的程序名称（在 .tsm 中或使用

tsm.command 指定）。

program_name_n 输出会话 n 的程序名称。

作者
tsm.info 由 Structured Software Solutions, Inc. 开发。

另请参阅
tsm(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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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tsort - 拓扑排序

概要
tsort [ file ]

说明
tsort 根据输入文本 file 中提及的部分排序项，在标准输出中生成与其一致的项的完全排序列表。如果不指定

file ，则使用标准输入。 tsort 通常与 lorder 命令一起使用，对将通过 ar 安装在库中的对象进行排序（请

参阅 lorder(1) 和 ar(1)）。

输入文本由空格分隔的文本项目对（非空字符串）组成。不同的项目对表示排序。相同的项目对表示存在，而非

排序。

外部语言环境影响
环境变量

LC_CTYPE 用于确定将文本解释为单字节字符和（或）多字节字符时所用的语言环境。

LC_MESSAGES 用于确定显示消息的语言。

如果未在环境中指定 LC_CTYPE 或 LC_MESSAGES 或将其设置为空字符串，则 LANG 的值将用作每个未指定

变量或空变量的缺省值。如果不指定 LANG 或将其设置为空字符串，则会使用缺省值“C”（请参阅 lang(5)）

而非 LANG。

如果任一国际化变量中包含无效设置，则 tsort 就会认为所有国际化变量都设置为“C”。请参阅

environ(5)。

国际代码集支持
支持单字节字符代码集和多字节字符代码集。

诊断信息
Odd data

输入文件中有奇数个字段。

警告
无法直接对库和对象文件使用 tsort 命令。

tsort 使用二次算法，考虑到其通常对库归档文件进行排序，不必对该算法进行调整。

另请参阅
lorder(1)。

符合的标准
tsort：SVID2、SVID3、XPG2、XPG3、XPG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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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tty、pty - 获取终端名称

概要
tty [-s]

pty [-s]

说明
tty 和 pty 用于输出用户终端的路径名。 -s 选项禁止输出终端的路径名和任何诊断信息，提供了一种只测试

退出代码的方法。

返回值
tty 的退出状态代码为：

2 指定了无效选项，

1 标准输入不是终端或伪终端，

0 标准输入是终端或伪终端。

pty 的退出状态代码为：

2 指定了无效选项，

1 标准输入不是伪终端，

0 标准输入是伪终端。

诊断信息
not a tty

对于 tty，标准输入不是终端或伪终端。

not a pty

对于 pty，标准输入不是伪终端。

作者
tty 由 AT&T 开发。 pty 由 HP 开发。

符合的标准
tty：SVID2、SVID3、XPG2、XPG3、XPG4、POSIX.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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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ttytype - 终端识别程序

概要
ttytype [-apsv] [-t type ]

说明
通过将识别请求序列发送到终端， ttytype 可以自动识别当前的终端类型。此方法适用于本地连接、通过调制

解调器和远程终端的连接，也适用于 hpterm 和 xterm 终端仿真器。

一旦识别出终端， ttytype 可将该终端的类型输出到标准输出中（请参阅 terminfo(4)）。该字符串通常用作

TERM 环境变量的值。

如果 ttytype 不能确定正确的终端类型，则会提示用户输入正确的终端识别字符串。

选项
ttytype 可识别下列选项：

-a 使 ttytype 在自动识别失败的情况下返回“未知的” ID，而不是提示用户输入终端类

型。如果不存在此选项，则 ttytype 会在不能自动确定正确的终端类型时，以交互方式

提示用户输入终端类型。

-p 使 ttytype 在发送终端识别请求序列之前，提示用户输入终端类型。如果用户仅输入回

车，则 ttytype 将继续自动识别终端的过程。其他任何输入都会被视为正确的终端类

型。请注意，如果用户是手动输入了终端类型，则不会设置 LINES 和 COLUMNS 变量。

通常，只有在终端接收到 ttytype 的终端识别请求序列后不能正确响应时，才使用 -p

选项。在发送可能对终端产生负面影响的转义序列之前，此选项可使用户有机会输入正确

的终端类型。

-a 选项可与 -p 选项一起使用。 -a 选项在 ttytype 不能以其他方式识别终端时，禁

止提示用户进行交互式输入。

-s 使 ttytype 输出一系列 Shell 命令，以便将 TERM、 LINES 和 COLUMNS 环境变量设

置为适当的值。除此以外，还将 ERASE 变量设置为包含两字符的序列，表示终端的相应

删除字符（用DEL 表示 ANSI 终端的删除字符，用 Backspace 表示所有其他终端的删除

字符）。然后，这个两字符序列可用于 stty 或 tset 的参数（请参阅 stty(1) 和

tset(1)）。

设置环境变量时，会参考 SHELL 环境变量以了解需要使用哪种 Shell 语法。通常用以下

命令格式显示该输出：

eval ‘ttytype -s‘

-t type ttytype 通常会尝试识别 Wyse、 ANSI 和 HP 终端。 -t type 参数可用于将查询限制

为针对指定类型的终端。可接受的类型有 ansi、 hp 和 wyse。可指定多个 -t 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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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能够将详细消息输出到标准错误中。

注释
强烈建议使用 -s 选项，因为许多终端都支持大小可变的显示。该选项可提供自动配置用户环境的唯一方式，在

这种方式下，应用程序可以正确地处理这些终端。请注意，在使用了 -p 选项且用户手动输入终端类型时，不会

设置 LINES 和 COLUMNS。

在识别终端时，会按给出的顺序执行下列步骤：

1. ttytype 尝试 Wyse 30/50/60 id 请求序列。

2. ttytype 发出标准 ANSI id 请求序列。如果收到了响应，则根据内部表将该响应转换为字符串。

3. ttytype 尝试 HP id 请求序列。

4. 如果以上步骤都不成功，则除非指定了 -a 选项，否则 ttytype 会以交互模式提示用户输入正确的

终端类型。

如果存在 -t 选项，则 ttytype 会跳过前三个步骤中的一个或多个步骤。

HP ID 请求序列可将某些 ANSI 终端转换为意外的运行模式。从这种模式中恢复有时需要反复开关终端电源。

为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 ttytype 始终最后发送 HP 识别序列。

举例
ttytype

最常用于登录序列的一部分。以下 Shell 脚本段可在初始化登录 Shell 时使用：

#

# If TERM is not set, see if our port is listed in /etc/ttytype.

# If /etc/ttytype doesn’t have information for our port, run

# ttytype(1) to try to determine the type of terminal we have.

#

# To have ttytype(1) prompt for the terminal type before trying

# to automatically identify the terminal, add the "-p" option

# to the "ttytype -s" command below.

#

if [ -z "$TERM" -o "$TERM" = network ]; then

unset TERM

eval ‘tset -s -Q‘

if [ -z "$TERM" -o "$TERM" = unknown ]; then

eval ‘ttytype -s‘

tset -Q -e ${ERASE:-\ˆh} $TERM

fi

f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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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告
除了 Wyse 30/50/60、标准 ANSI 或 HP 终端外，由 ttytype 发送的终端识别序列可能会在其他终端上引起

意外的行为。如果在您的配置中有这样的终端，可使用 -t 或 -p 选项来阻止 ttytype 发送可引起意外行为

的序列。

作者
ttytype 由 HP 开发。

另请参阅
csh(1)、 ksh(1)、 sh(1)、 stty(1)、 ttytype(4)、 environ(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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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ul - 加下划线

概要
ul [-t terminal ] [-i] [ name ... ]

说明
ul 用于读取指定的文件（如果不指定文件则读取标准输入），并将出现的下划线转换为序列，该序列表示为正

在使用的终端加下划线，如环境变量 TERM 所指定。 -t 选项可覆盖环境中指定的终端类型。与 TERM 对应的

terminfo(4) 文件将被读取，以确定用于加下划线的适当序列。如果终端不能加下划线，但是具有突出模式，则将

使用突出模式。如果终端可以叠印，或可以自动处理下划线，则 cat 的作用与 ul 相同。如果终端不能加下划

线，则下划线被忽略。

-i 选项可使 ul 通过包含适当虚线 - 的单独行表示下划线；当您想观察 CRT 终端上 nroff 输出流中的下划

线时，该选项非常有用。

外部语言环境影响
国际代码集支持

支持单字节字符代码集和多字节字符代码集, 但不支持多字节字符文件名。

警告
nroff 通常会输出一连串混合在文本中的退格符和下划线，来表示下划线。不能最优化这种向后的运动。

作者
ul 由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开发。

文件
/usr/share/lib/terminfo/?/* 终端性能文件

另请参阅
col(1)、man(1)、nroff(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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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umask - 设置或显示文件模式创建掩码

概要
设置掩码

umask mask

显示掩码
umask [-S]

说明
umask 命令设置文件模式创建掩码的值，或显示当前的文件模式创建掩码的值。此掩码影响随后创建的文件的

文件模式（权限）位的初始值。

设置文件模式创建掩码
umask mask 命令为当前 Shell 执行环境设置新的文件模式创建掩码。 mask 可以是符号值或数值（已过

时）。

符号掩码提供单独修改或以组为单位修改掩码权限位的灵活方式。数字掩码可同时指定所有权限位。

指定掩码时，不将输出写入标准输出。

符号掩码值
符号 mask 替换或修改当前文件模式创建掩码。以下列格式将符号掩码指定为用逗号分隔的操作列表。不允许使

用空格。

[who][operator][permissions][, ...]

这些字段可以具有下列值：

who 下列字母中的一个或多个：

u 修改用户（所有者）的权限。

g 修改组的权限。

o 修改其他用户的权限。

或：

a 修改所有的权限（a = ugo）。

operator 下列符号之一：

+ 将 permissions 添加到 who 的现有掩码。

- 从 who 的现有掩码中删除 permissions。

= 用 permissions 替换 who 的现有掩码。

permissions 下列字母中的一个或多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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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读取权限。

w 写入权限。

x 执行/搜索权限。

如果省略一个或两个字段，则下表适用于这种情况：

输入的格式 效果 输入 等于

who 删除 who 的当前权限 g g=

operator 无操作 （无）-

permissions 等于： a+permissions rw a+rw

删除 who 的当前权限who= u= u=

无操作 （无）who+ u+

无操作 （无）who- u-

who permissions 等于： who=permis-

sions

ux u=x

operator permissions 等于： aoperator per-

missions

-rw a-rw

数字掩码值（已过时）
数字 mask 替换当前文件模式创建掩码。将它指定为无符号八进制整数，由下列模式位的逻辑 OR （和）构建

（可以省略前导零）：

0400 ( a=rwx,u-r) 所有者可读取

0200 ( a=rwx,u-w) 所有者可写入

0100 ( a=rwx,u-x) 所有者可执行（搜索目录）

0040 ( a=rwx,g-r) 组可读取

0020 ( a=rwx,g-w) 组可写入

0010 ( a=rwx,g-x) 组可执行/搜索

0004 ( a=rwx,o-r) 其他用户可读取

0002 ( a=rwx,o-w) 其他用户可写入

0001 ( a=rwx,o-x) 其他用户可执行/搜索

显示当前掩码值
要显示当前文件模式创建掩码值，请使用以下命令之一：

umask -S 以符号格式输出当前文件模式创建掩码：

u=[r][w][x],g=[r][w][x],o=[r][w][x]

字符 r （读取）、 w （写入）和 x （执行 /搜索）表示在 u （用户 /所有者）、 g

（组）和 o （其他用户）的掩码中清除的位。所有其他位均已设置。

umask 将当前文件模式创建掩码输出为八进制值。

0[o][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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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值中为零的位对应于符号值中显示的 r、 w 和 x 权限字符。数值中为一的位对应于

符号值中的缺失权限字符。

根据实现的不同，此显示由一到四个八进制数字组成；第一个数字总是零（请参阅“相

关内容”一节）。最右边的三个数字（根据需要可以隐含前导零）表示在掩码中设置和

清除的位。

可以将两种形式生成的输出用作 mask 参数，以设置后续 umask 命令中的掩码。

常规操作
创建新文件时（请参阅 creat(2)，在文件模式创建掩码中设置的每个位会清除（禁用）文件模式中相应的权限

位。相反，在掩码中清除的位允许在新创建的文件中启用相应的文件模式位。

例如， u=rwx,g=rx,o=rx （八进制 022）掩码禁用组写入权限和其他写入权限。因此，通常使用由 ls -l

命令显示为 -rwxrwxrwx （八进制 777）的文件模式创建的文件变成 -rwxr-xr-x 模式（八进制 755）；然

而使用 -rw-rw-rw- 文件模式（八进制 666）创建的文件变成 -rw-r--r-- 模式（八进制 644）。

文件创建模式掩码不影响设置用户 ID 位、设置组 ID 位或“粘着”位。

chmod 命令也使用文件创建模式掩码（请参阅 chmod(1)）。

由于 umask 影响当前 Shell 执行环境，因此，通常将其作为常规内置 Shell 提供（请参阅“相关内容”）。

如果在 Subshell 或单独实用程序执行环境中，调用 umask 时，将其表示为以下形式之一：

(umask 002)

nohup umask ...

find . -exec umask ...

这不影响调用环境的文件模式创建掩码。

缺省掩码为 u=rwx,g=rwx,o=rwx （八进制 000）。

返回值
umask 退出时返回下列值之一：

0 成功更改文件模式创建掩码，或者未提供 mask 操作数。

>0 出现错误。

举例
在这些示例中，每行均显示完成相同任务的其他方法。

设置 umask 值，为文件的所有者生成读取权限和写入权限，为所有其他用户生成读取权限 （ls -l 显示新创

建文件上的 -rw-r--r--）：

umask u=rwx,g=rx,o=rx 符号模式

umask a=rx,u+w 符号模式

umask 022 数字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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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umask 值，为文件所有者生成读取权限和写入权限，为同一组的其他用户生成只读权限，不为其他用户生

成访问权限 (-rw-r-----) ：

umask a-rwx,u+rw,g+r 符号模式

umask u=rw,g=r,o= 符号模式

umask ,u+rw,g+r 符号模式

umask 137 数字模式

设置 umask 值，拒绝每个人的读取权限、写入权限和执行权限 (----------) ：

umask a= 符号模式

umask 777 数字模式

将每个人可拥有的写入权限添加到当前掩码（无等同的数字模式）：

umask a+w 符号模式

警告
如果设置掩码来防止用户（所有者）的读取权限和写入权限，则许多程序（如编辑器）将无法创建临时文件，因

为它们无法访问文件数据。

相关内容
umask 命令被作为单个执行文件 (/usr/bin/umask) 以及作为内置 Shell 命令来实现。

POSIX Shell 和单个文件
支持所有功能（请参阅 sh-posix(1)。数字掩码显示至少使用两个数字。

Korn Shell
Korn Shell 内置命令不支持 -S 选项（请参阅 ksh(1)。数字掩码显示至少使用两个数字。

C Shell
C Shell 内置命令不支持 -S 选项和符号掩码值（请参阅 csh(1)。数字掩码显示至少使用一个数字。

另请参阅
chmod(1)、 csh(1)、 ksh(1)、 sh-posix(1)、 sh(1)、 chmod(2)、 creat(2)、 umask(2)。

符合的标准
umask：SVID2、SVID3、XPG2、XPG3、XPG4、POSIX.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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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umodem - XMODEM 协议文件传输程序

概要
umodem [options] files ...

umodem -c

说明
umodem 是一种文件传输程序，它集成了在 CP/M 系统和 HP 110 便携式计算机上使用的著名 XMODEM 协

议。

选项
umodem 识别下列选项和命令行参数：

-1 （一）使用 TERM II FTP 1。

-3 启用 TERM FTP 3 (CP/M UG)。

-7 启用 7 位传输掩码。

-a 打开 ARPA Net 标志。

-c 进入命令模式。

-d 启动之前请勿删除 umodem.log。

-l (ell) 启用条目日志记录功能。

-m 允许覆盖文件。

-p 打印输出所有消息。

-r[t b] 接收文件。对于文本指定 t，对于二进制文件指定 b。

-s[t b] 发送文件。对于文本指定 t，对于二进制文件指定 b。

-y 仅显示文件状态。

files 要传输的文件的名称。

警告
当传输二进制文件时，目标文件的末尾可能会增加额外的字节。这是由于基础 XMODEM 协议的限制造成的。

举例
接收一个文本文件：

umodem -rt7 file

接收一个二进制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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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modem -rb file

发送一个文本文件：

umodem -st7 file

发送一个二进制文件：

umodem -sb file

作者
umodem 位于公共域中。

另请参阅
cu(1)、 kermit(1)、 uuc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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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uname - 显示关于计算机系统的信息；设置节点名（系统名）

概要
uname [-ailmnrsv]

uname [-S nodename]

说明
上面第一种格式的 uname 命令可显示关于当前计算机系统的选定信息，这些信息是从 utsname 结构获得的

（请参阅 uname(2)）。

第二种格式的 uname 可设置 utsname 结构中所使用的节点名（系统名）。

选项
uname 可识别下列选项。如果您输入了多个选项，则输出总是按针对 -a 选项所显示的顺序出现。

none 等效于 -s。

-a 按如下顺序显示下面的选项，以空白分隔。

-s -n -r -v -m -i -l

-i 显示计算机的标识号，如果计算机的标识号无法确定，则显示节点名。该选项不能显示

唯一的计算机标识号。如需了解如何获得唯一的计算机标识号，请参考 getconf 命令

或 confstr 调用。请参阅 getconf (1) 和 confstr(3C)。

-l 显示操作系统的许可等级。 128 用户许可证、256 用户许可证以及无限用户许可证表示

为 unlimited-user license。

-m 显示计算机硬件及型号名。在基于 Itanium(R) 的系统中，该选项总是显示 ia64。请

参阅“警告”一节。

-n 显示节点名（系统名），可在 UUCP 网络中通过该名称识别系统。请参阅 “警告”一

节。

-r 显示操作系统的当前发行级别。

-s 显示操作系统的名称。在标准 HP-UX 系统中，该选项始终显示 HP-UX。

-v 显示操作系统的当前版本级别。

-S nodename 将节点名（系统名）更改为 nodename。 nodename 仅限于使用 UTSLEN-1 字符（请

参阅 uname(2)）。请参阅“警告”一节。仅拥有相应特权的用户方可使用 -S 选项。

举例
执行 uname -a 命令时，其生成的输出形式如下：

HP-UX myhost A.09.01 C 9000/750 2015986034 32-user licen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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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显示的字段解释如下：

HP-UX 操作系统名（-s 选项）。

myhost 用于识别系统的 UUCP 网络系统名 (-n)。

B.11.00 操作系统修订本标识符 (-r)。

A 操作系统版本标识符 (-v)。

9000/889 计算机及型号 (-m)。

2015986034 计算机标识号 (-i)。

32-user license 操作系统许可证级别 (-l)。

警告
建议您使用 model 命令或 getconf 命令获取型号名称，这是因为将来的型号名称可能与 uname 不兼容。请

参阅 model(1) 和 getconf (1)。

HP-UX 支持多种类型的网络设备，其中的每种设备都使用独立指定的系统名和命名约定。为确保系统行为可预

测，在指定系统名（也称为主机名或节点名）时，最重要的一点是确保在不同的网络设备彼此交互时，不会产生

冲突。

系统并不依赖于特定位置的单个系统名，部分原因是不同的服务使用迥然不同的命名格式，后面将详细介绍。

hostname 和 uname 命令以如下方式指定系统名称：

节点名 命令 名称格式 使用者

Internet 名称 hostname 名称 sys[.x.y.z...] ARPA 和 NFS 服务

UUCP 名称 uname -S 名称 sys uucp 和相关程序

其中 sys 表示分配的系统名。 强烈建议所有命令和位置中都使用相同的 sys ，可选项 .x.y.z... 遵循特定

ARPA/NFS 环境的指定表示法。

Internet 名称也常称为主机名或域名（与 NFS 域名不同）。关于 Internent 命名约定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hostname(5)。

只要在任何文件中或使用上述任何命令更改了系统名，都应在所有其他位置中进行同样的更改。

除上述文件或命令之外的其他文件或命令（例如用于避开 uname 时使用的 /etc/uucp/Permissions）可能

包含或更改系统名。为了确保操作正确，它们也应使用相同的系统名。

系统名通常是在启动时由 /sbin/init.d/hostname 脚本指定的，不应在其他位置修改。

只有在启用了相应配置选项的情况下才能设置长于 8 个字节的节点名。强烈建议您在设置较长的节点名之前完整

地了解所有相关文档。在使用 uname(1) 命令或 uname(2) 系统函数访问节点名的应用程序中，长于 8 个字节的

节点名可能会导致不正确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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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请参阅
getconf(1)、 hostname(1)、 model(1)、 setuname(1M)、 gethostname(2)、 sethostname(2)、 uname(2)、

hostname(5) 和 nodehostnamesize(5)。

符合的标准
uname：SVID2、SVID3、XPG2、XPG3、XPG4、POSIX.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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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unget - 撤消 SCCS 文件的前一个 get 操作

概要
unget [-r SID] [-s] [-n] file ...

说明
unget 命令撤消在创建所需的新 delta 版之前执行的 get -e 操作。如果 file 是目录名， unget 会将该目录

中的每个文件当作要处理的文件，但会以静默方式忽略非SCCS 文件和不可读的文件。如果为 file 指定 -，则将

读取标准输入，其每一行作为要处理的 SCCS 文件的名称。有关如何确定当前为 s 文件绑定的 delta 版的说明，

请参阅 sact(1)。

选项
unget 识别下列选项和命令行参数。选项和参数将独立地应用于各命名 file。

-r SID 唯一地标识不再需要的 delta 版（否则它会由 get 指定为“新 delta 版”）。只有当同一

个用户（登录名）执行两个或更多个 get 对同一个 SCCS 文件进行编辑时，才需要使用该

选项。如果指定的 SID 有歧义，或者它是必需的，但却不在命令行上， unget 将输出诊

断消息（请参阅 sact(1)）。

-s 静默选项。禁止在标准输出上输出所需 delta 版的 SID。

-n 保留先前 get 命令在当前目录中存放的文件。通常，该文件将由 unget 删除。

外部语言环境影响
环境变量

LC_MESSAGES 用于确定显示消息的语言。

如果在环境中未指定 LC_MESSAGES 或将其设置为空字符串，则 LANG 的值会用作每个未指定变量或空变量的

缺省值。如果不指定 LANG 或将其设置为空字符串，则会使用缺省值“C”（请参阅 lang(5)）而非 LANG。

如果任一国际化变量中包含无效设置，则 unget 就会认为所有国际化变量都设置为“C”。请参阅

environ(5)。

国际代码集支持
支持单字节字符代码集和多字节字符代码集。

诊断信息
可使用 sccshelp(1) 获得进一步说明。

警告
只有执行相应 get -e 的用户才能执行 unget。其他任何用户均必须使用 su 将用户 ID 更改为该用户（请参

阅 su(1)）或直接编辑 p-file （可以由 s-file 所有者或拥有适当特权的用户来执行）。

文件
p-file 请参阅 delt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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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file 请参阅 delta(1)。

另请参阅
delta(1)、get(1)、 sccshelp(1)、 sact(1)。

符合的标准
unget：SVID2、SVID3、XPG2、XPG3、XPG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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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unifdef - 删除预处理器命令行

概要
unifdef [-clt] [ [-D sym ] [-U sym ] [-iD sym ] [-iU sym ] ]  ... [ file ]

说明
unifdef 用于模拟 cpp 在解释 C 语言预处理器命令行时的某些操作（请参阅 cpp(1)）。对于 unifdef，一

个有效的预处理器命令行包含作为其第一个字符的 # 和下列关键字之一： ifdef、 ifndef、 if、 else 或

endif。 # 字符及其关联的关键字必须位于同一行中，但可以用空格、制表符和注释文本进行分隔。需要时，

由目标预处理器指令括起的代码部分（包括这些指令）会被删除，并且得到的文本会写入标准输出。

与 cpp 不同， unifdef 不插入包括的文件、也不解释宏或去除注释行。这还意味着它不会解释出现在输入文

本中的 #define 和 #undef 宏。

由于 unifdef 与语言无关，所以可用于处理使用 C 语言以外的其他语言的源文件。例如，如果 FORTRAN 语言

源文件中使用了 C 语言预处理器命令，则 unifdef 可用于处理该文件。

选项
unifdef 可识别下列命令行选项：

-c 通过只输出删除的行来补充该命令的一般行为。

-iDsym 忽略由 #ifdef sym 定界的文本。也就是说，如果在使用 sym 的预处理器命令的上下文

中发现了可能会受到某些操作影响的文本，则不会处理这些文本。

-iUsym 忽略由 #ifndef sym 定界的文本。

-l 在写入标准输出的文本中用空行替换去除的行。

-t 将输入源视为纯文本。无法识别 C 语言注释和引用结构。

-Dsym 定义符号 sym。

-Usym 将符号 sym 设置为未定义。

返回值
unifdef 命令可以返回下列退出值：

0 输出是输入的原样副本。

1 输出不是输入的原样副本。

2 unifdef 命令失败。失败可能是由于不成熟的 EOF 或不正确的 else、 elif 或

endif 引起。

举例
假设文件 foo.f 包含下列内容：

PROGRAM TES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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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GER I, J

#ifdef ANSI77

DO I=1,10

#else

DO 100 I=1,10

#endif

J=J+1

#if defined (DEBUG) || defined (TEST)

PRINT *,J

#endif

#ifdef ANSI77

ENDDO

#else

100 CONTINUE

#endif

END

命令行如下：

unifdef -DANSI77 -UDEBUG -DTEST foo.f > /tmp/foo.f

在文件 /tmp/foo.f 中生成下列结果：

PROGRAM TEST1

INTEGER I, J

DO I=1,10

J=J+1

PRINT *,J

ENDDO

END

警告
在文件中定义的任何符号名都必须在 unifdef 命令行中指定；否则， unifdef 将忽略该行。

作者
unifdef 在公共领域中开发。

另请参阅
cp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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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uniq - 报告文件中的重复行

概要
uniq [-udc [-f fields ] [-s chars ] [ input_file [ output_file ] ]

说明
uniq 用于读取输入文本文件 input_file，比较相邻行，并将结果复制到 output_file 中。如果未指定

input_file，则使用标准输入和标准输出。如果指定了 input_file，但是未指定 output_file，则将结果输出到标准

输出。 input_file 和 output_file 不能是同一文件。

行比较选项
在比较相邻行时， uniq 可识别下列选项：

-u 仅输出原始文件中不重复的那些行。

-d 仅输出输入文件中每个重复行的一个副本。

-c 生成缺省形式的输出报告，不同之处是每行的前面有它出现次数的计数。如果指定了此选项，

则会忽略 -u 和 -d 选项（如果也指定了这两个选项中的任一个或两个）。

如果选项 u、 d 或 c 均未指定，则 uniq 将输出同时指定了 -u 和 -d 选项时的结果，即生成原始输入文件

的一个副本，并删除任何重复行的第二个副本及后续副本。（请注意，重复行必须是相邻的，以便能找到它们 —

请参阅 sort(1)）。

字段跳过选项
提供的以下两个选项用于在进行比较时跳过每一行的初始部分：

-f fields 忽略 fields 指定的前几个字段以及每个字段之前的任何空白。 fields 是一个十进制正整

数。字段被定义为非空格、非制表符字符的一个字符串，它与其相邻字段由制表符和

（或）空格分隔。

-s chars 忽略 chars 指定的前几个字符。 chars 是一个十进制正整数。假定输入中的每行以换行

符结束，以便于比较。在跳过字符之前先跳过字段。

外部语言环境影响
环境变量

LC_COLLATE 必须与对输入文件排序时它具有的值相等。

LC_CTYPE 可确定将文件内的文本解释为单字节字符和（或）多字节字符，并在使用 -f 或 -s 选项时定义空

格字符。

LC_MESSAGES 用于确定显示消息的语言。

如果未在环境中指定 LC_COLLATE、 LC_CTYPE 或 LC_MESSAGES 或者将其设置为空字符串，则 LANG 的值

会用作每个未指定变量或空变量的缺省值。如果不指定 LANG 或将其设置为空字符串，则会使用缺省值“C”

（请参阅 lang(5)）而非 LANG。如果任一国际化变量包含无效设置，则 uniq 就会认为所有国际化变量都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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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C”。请参阅 environ(5)。

国际代码集支持
支持单字节字符代码集和多字节字符代码集。

返回值
退出值为：

0 成功完成。

>0 出现错误情况。

作者
uniq 由 OSF 和 HP 联合开发。

另请参阅
comm(1)、 sort(1)。

符合的标准
uniq：SVID2、SVID3、XPG2、XPG3、XPG4、POSIX.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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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units - 转换程序

概要
units [- file]

说明
units 将以各种标准单位表示的量转换为以其他单位表示的等效量。该命令以交互方式运行：

系统提示 用户响应

You have: inch

You want: cm

系统以两种因子响应，一个用于乘法（前接 *），另一个用于除法（前接 /）：

* 2.540000e+00

/ 3.937008e-01

提供了转换因子后， units 将提示输入下一组值。要终止 units，请按登录时定义的中断字符。

量被指定为多个单位的一个乘法组合，可以在前面加上数字乘数。后缀正整数表示幂数，除法由普通除法符号表

示。

系统提示 用户响应

You have: 15 lbs force/in2

You want: atm

系统响应为：

* 1.020689e+00

/ 9.797299e-01

units 只能进行乘法式单位改变；因此，它可以将开氏 (K elvin) 温标转换为兰氏 (Rankine) 温标，但无法将摄

氏 (Celsius) 温度转换为华氏 (Fahrenheit) 温度。该命令可以识别大多数熟悉的单位、缩写、公制前缀，以及新

单位的相关单位和一些自然常数：

pi 圆周率

c 光速

e 电子电荷

g 重力加速度

force 与 g 相同，

mole 阿佛加德罗数，

water 每单位水高的压强，

au 天文单位。

必须用小写字符表示单位。 pound 不是重量单位（磅），重量单位应用 lb 表示。复合名称是同时运行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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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lightyear）英国单位及其对应的 美国单位之间以前缀区分，例如： brgallon。有关单位的完整列表，请

查看下面的文件：

/usr/share/lib/unittab

可以使用 - file 选项指定其他单位数据库文件。 units 将在该文件而非缺省的 /usr/share/lib/unittab

文件中查找转换表。该文件必须与 /usr/share/lib/unittab 的格式相同。在自定义单位和转换时，这一功

能非常重要。

警告
货币兑换利率已过时。

文件
/usr/share/lib/unitt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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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uptime、w - 显示系统的运行时间，和（或）已登录的用户，以及登录用户正在执行的操作

概要
uptime [-hlsuw] [user]

uptime [-p[ pset_list]]

w [-hlsuw] [user]

w [-p[ pset_list]]

说明
uptime 输出当前时间、系统的运行时间、登录到系统的用户数目，以及在过去的 1、5 和 15 分钟内在活动处

理器的运行队列中的平均作业数。

w 链接到 uptime，且与 uptime -w 输出相同的输出，即显示系统上当前活动的摘要。

选项
uptime 和 w 可识别下列选项：

-h 不输出第一行和标题行。此选项不应与 -u 选项一起使用。此选项假定对 uptime 使用了 -w

选项。

-l 使用长输出格式。此选项假定对 uptime 使用了 -w 选项。

-p 在输出的第一行中，输出当前时间、系统的运行时间以及登录到系统的用户数目。命令行中指定

的 “处理器集” pset_list 在过去 1、5 和 15 分钟内的平均负载显示在后续行中。如果未指定

任何参数，则显示系统中所有处理器集的平均负载。

如果在命令行中指定了一个空处理器集的处理器集 ID，则将显示相应的消息。如果内核不具有

处理器集功能，则 uptime 会给出一个错误。 -p 选项不能与其他选项一起使用。

-s 使用输出短格式显示终端信息。终端名称采用缩写形式；不显示登录时间和 CPU 时间。

-u 仅输出第一行，描述系统的整体状态。该选项为 uptime 命令的缺省选项。

-w 为每个用户输出一个系统上当前活动的摘要。该选项为 w 命令的缺省选项。

举例
命令：

uptime

生成的结果类似于：

2:30pm up 14days, 2:39, 33 users, load average: 1.71, 1.88, 1.80

输出的具体内容取决于系统的当前状态。

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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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ptime -p

输出系统中所有处理器集的平均负载。如果 0、94、95 和 97 是系统中存在的处理器集，则将输出类似下面的内

容：

7:59pm up 11 days, 6:25, 12 users

load average for pset 0 : 1.06, 1.15, 1.15

load average for pset 94 : 0.00, 0.00, 0.00

load average for pset 95 : 0.00, 0.00, 0.00

load average for pset 97 : 1.00, 1.00, 1.01

命令：

uptime -p94,95 或 uptime -p"94 95"

如果 94 和 95 是有效的处理器集 ID，则将输出类似下面的内容：

7:59pm up 11 days, 6:25, 12 users

load average for pset 94 : 0.00, 0.00, 0.00

load average for pset 95 : 0.00, 0.00, 0.00

作者
uptime 由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 HP 联合开发。

HP-UX 11i Version 2: December 2007 Update − 2 −  Hewlett-Packard Company 483



users(1) users(1)

名称
users - 系统上用户的简略列表

概要
users

说明
users 以简略形式在一行中列出当前系统上用户的登录名。

这些登录名按升序排序（请参阅下面的“环境变量”）。

外部语言环境影响
环境变量

LC_COLLATE 确定输出的排序顺序。

如果在环境中未指定 LC_COLLATE 或将其设置为空字符串，则 LANG 的值会用作缺省值。如果未指定 LANG

或将其设置为空字符串，则会使用缺省的“C”（请参阅 lang(5)）而非 LANG。如果任一国际化变量包含无效设

置，则 users 认为所有国际化变量都被设置为“C”（请参阅 environ(5)）。

作者
users 由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 HP 联合开发。

文件
/etc/utmp

utmps 数据库 who 数据库

另请参阅
who(1)、 utmpd(1M)、 getutsent(3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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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uucp、uulog、uuname、uutry - UNIX 系统至 UNIX 系统复制

概要
uucp [ options ] source_files destination_file

uulog -f system [-x ] [-number ]

uulog [-s system ] ... [-x ] [-number ]

uuname [-l]

uutry -r1 -s system [-x debug_level]

说明
uucp 将由 source_files 参数命名的文件复制到由 destination_file 参数标识的目标。向（或从）远程系统复制

文件时， source_files 和 destination_file 可以是本地系统上的路径名，或者为以下形式：

system_name!path_name

其中 system_name 是 uucp 已知的系统名列表中的远程系统的名称。向（但不是从）远程系统复制文件时，

system_name 也可以是远程系统名的链式列表，如：

system_name!system_name!...!system_name!path_name

这种情况下将尝试通过指定的路线将文件发送到目标。应小心确保路线中的中间节点配置为转发信息（有关限制

信息，请参阅警告）。

path_name 中的 Shell 元字符 ?、 ∗ 和 [...] 会在适当的系统上扩展。

path_name 可以是以下对象之一：

• 完整的路径名。

• 前面加有 ˜user 的路径名，其中 user 是指定系统上的登录名， ˜user 将替换为用户的登录目录。

（如果指定了无效的登录，则将改用缺省公共目录 (/var/spool/uucppublic)。

• 前面加有 ˜/destination 的路径名，其中 destination 追加到 /var/spool/uucppublic。

注意：除非该请求传输多个文件或者目标已经是目录，否则会将该目标当作文件名。要确保 destina-

tion 是目录，请将 / 追加到目标参数。例如，作为目标参数的 ˜/dan/ 会致使创建

/var/spool/uucppublic/dan （如果它不存在），并且将请求的文件放入该目录。

• 其他任何内容将加有当前目录作为前缀。

如果为远程系统指定了错误的路径名，复制将失败。如果 destination_file 是目录，则将使用 source_file 参数的

文件名部分。

uucp 在传输过程中保留执行权限 ，并将读写权限设置为 0666（请参阅 chmod(2) 和下面的“访问控制列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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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项
uucp 可识别下列选项：

-c 不将本地文件复制到假脱机目录以传输到远程计算机（缺省值）。

-C 强制将本队文件复制到假脱机目录以进行传输。

-d 为文件复制创建所有必需的目录（缺省值）。

-f 不为文件复制创建中间目录。

-ggrade grade 是单个字母或数字。 grade 的较小 ASCII 序列值将导致作业在系统间的给定通

信中较早地进行传输。

-j 在标准输出上输出 ASCII 作业标识字符串。该作业标识可由 uustat 用来获取状态或

终止作业（请参阅 uustat(1)）。

-mfile 在复制完成时向请求者发送邮件。

-nuser 通知远程系统中的 user 文件已发送。

-r 不开始文件传输；仅将作业列队。

-sfile 将传输状态报告到 file。请注意， file 必须是完整路径名。

-xdebug_level 在标准输出上生成调试信息。 debug_level 是介于 0 和 9 之间的数字；较大的数字会

提供更多的信息。

uulog
uulog 查询文件 /var/uucp/.Log/uucico/system 文件中 uucp 事务的日志文件。

以下选项将使 uulog 输出日志信息：

-s system 输出有关 system 参与的工作的信息。

-f system 对 system 的文件传输日志执行 tail -f （请参阅 tail(1)）。

与上述 -s 和 -f 选项一起使用的其他选项包括：

-x 在 /var/uucp/.Log/uuxqt/system 文件（而不是 uucico 日志文件）中搜索给定的

系统。

-number 对 number 行执行 tail(1) 命令。

uuname
uuname 列出已知系统的 uucp 名称。 uuname -l 返回本地系统的缺省值。

uutry
uutry 测试到远程系统的成功登录。它是为检查通信信道而执行的。

-r1 在 MASTER 模式下启动 uutry。缺省值是SLAVE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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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system 仅为 system 指定的系统执行工作。如果本地假脱机目录中没有 system 的工作，则启

动一个与 system 的连接来确定 system 是否有本地系统的工作。如果指定了 -r1，则

必须使用该选项。

-x debug_level 在标准输出上生成调试信息。 debug_level 是介于 0 和 9 之间的数字；较大的数字会

提供更多的信息。

由本地程序启动时， uutry 将被视为 MASTER，并尝试建立与远程系统的连接。如果 uutry 由远程系统启

动，它将被视为处于 SLAVE 模式。

访问控制列表 (ACL)
uucp 传输过程中不会保留文件的可选 ACL 条目。新文件将包含访问模式的摘要（在 st_mode 中由 stat()

返回；请参阅 stat(2)）。

外部语言环境影响
环境变量

LC_TIME 确定 uucp 和 uulog 命令所显示的日期和时间字符串的格式和内容。

LANG 确定 uucp 和 uuname 命令所显示的消息的语言。

如果未在环境中指定 LC_TIME 或将其设置为空字符串，则 LANG 的值会用作每个未指定变量或空变量的缺省

值。如果不指定 LANG 或将其设置为空字符串，则会使用缺省值“C”（请参阅 lang(5)）而非 LANG。如果任

一国际化变量包含无效设置， uucp、 uulog 和 uuname 将认为所有国际化变量都设置为“C”。请参阅

environ(5)。

国际代码集支持
支持单字节字符代码集和多字节字符代码集, 但不支持多字节字符文件名。

警告
在从远程访问的文件的域可能会（并且出于很明显的安全原因）受到严重的限制。大多数情况下，不能按路径名

从远程系统提取文件。请求远程系统的负责人向您发送这些文件。出于同样的原因，您可能无法将文件发送到任

意路径名。在分发时，可从远程访问的文件是其名称以 /var/spool/uucppublic （等效于 ˜/）开头的文

件。

由 uucp 接收的所有文件均由 uucp 拥有。

只有在发送文件或接收单个文件时， -m 选项才有效。如果接收由特殊 Shell 字符 ? * [ ...] 指定的多个文

件，将不会激活 -m 选项。

由请求者拥有的受保护文件和受保护目录中的文件可以通过 uucp 发送。但是，如果请求者是根用户，并且目录

无法由 other 搜索（或者文件无法由 other 搜索），则请求将失败。

uutry 只应通过存在于目录

/var/spool/uucp/system_name/ 中的请求文件来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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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
/etc/uucp 配置文件

/var/uucp 日志和错误文件

/var/spool/uucp 假脱机目录

/var/spool/locks 锁定文件

/var/spool/uucppublic 用于接收和发送的公共目录

另请参阅
mail(1)、 uux(1)、 uucico(1M)、 chmod(2)、 stat(2)、 acl(5)。

Tim O’Reilly and Grace Todino,

《Managing UUCP and Usenet》，O’Reilly & Associates, Inc. USA.

Grace Todino and Dale Dougherty,

《Using UUCP and Usenet》，O’Reilly & Associates, Inc. USA.

符合的标准
uucp：SVID2、SVID3、XPG2、XPG3

uulog：SVID2、SVID3、XPG2、XPG3

uuname：SVID2、SVID3、XPG2、XPG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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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uuencode、uudecode - 对二进制文件进行编码/解码以便通过邮件程序传输

概要
uuencode [ source ] remotedest

uudecode [ file ]

说明
uuencode 和 uudecode 可用于通过某些服务，例如 elm(1)、 mailx(1) 或 uucp(1) （请参阅 elm(1)、

mailx(1) 和 uucp(1)），在计算机之间传输二进制文件。

uuencode 处理命名的源文件（缺省标准输入），并在标准输出中生成编码的版本。编码时只使用可打印的

ASCII 字符，采用输入文件的原始模式，并保留 remotedest 参数的值（以后在远程系统上存储该文件时，将使

用该参数作为其名称）。

uudecode 读取编码的文件，忽略邮件程序添加的所有前导行和结尾行，然后根据指定的模式和名称重新创建原

始文件。

编码文件是一种普通的 ASCII文本文件，可以用任何文本编辑器进行编辑，以便更改其模式或远程名称。

举例
若要对已编译的程序 foo 进行编码并将其发送给用户 friend ：

uuencode foo foo | mailx -s ’new program’ friend

收到邮件消息后，用户 friend 可以对该程序进行解码，方法是首先将该消息保存为文件 foo.mail ，然后执

行以下命令：

uudecode foo.mail

警告
文件会扩展 35% （三个字节变为四个字节再加控制信息），从而导致传输时间增加。

远程系统上正在调用 uudecode （通常为 uucp）的用户对指定的文件必须具有写入权限。

如果编码文件的名称与在其中指定的目标名称相同，那么 uudecode 会在解码完成前开始覆盖该编码文件。

另请参阅
elm(1)、 mail(1)、 mailx(1)、 shar(1)、 uucp(1)、 uux(1)、 uuencode(4)。

符合的标准
uuencode、uudecode：XPG4、POSIX.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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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将过时

名称
uupath、mkuupath - 访问和管理 pathalias 数据库

概要
uupath [-f pathsfile ] mailaddress

mkuupath [-v] pathsfile

说明
uucp 命令（包括 uupath 和 mkuupath）即将从HP-UX中去除；请参阅下面的警告。

uupath 提供电子邮件路由，方法是通过将单个 UUCP 地址扩展为完整的 UUCP 路径（请参阅 uucp(1)）。例

如，可以将 host!user 扩展为 hostA!hostB!host!user。

uupath 通过解析主要主机的 mailaddress （如下所示），并在相应的 pathalias 数据库（请参阅

pathalias(1)）中查找主机来扩展地址。如果在数据库中查找到主机，则会将扩展地址写入到标准输出中。如果

未查找到主机，则将 uupath 原始地址写入到标准输出中，并返回退出状态 1。 uupath 希望 mailaddress 为

UUCP格式 (host!...!hostZ!user) 或 ARPANET格式 (user@host)。

-f 选项基于 pathsfile 打开 pathalias 数据库，而不是基于 /usr/lib/mail/paths 打开缺省数据库。此

数据库必须是由 mkuupath 创建的数据库，该数据库由 pathsfile.dir 和 pathsfile.pag 这两个文件组成。

mailaddress 中最左侧的 UUCP 主机为主要主机。如果未查找到 UUCP 主机（地址中不包括 ! ），则 uupath

假定地址为简单的 ARPANET 格式 user@host。如果地址与两种格式均不匹配，则 uupath 将原始地址写入到

标准输出中，并返回退出状态 1。

mkuupath 通过使用从 pathalias （请参阅 pathalias(1)）中获取的 pathsfile 数据文件作为输入，来构建邮

件路由数据库。建议的 pathsfile 位置为 /usr/lib/mail/paths，因为这是由 uupath 使用的缺省数据库。

pathsfile.dir 数据库文件和 pathsfile.pag 数据库文件由 mkuupath 创建。如果这些文件已经存在，则在运

行 mkuupath 之前必须将这些文件删除。

-v 选项指定详细信息模式，该详细信息模式为写入到数据库中的每一条目，在标准输出中写一行。

诊断信息
如果未查找到地址，或地址格式错误，则 uupath 返回退出状态 1，并将原始 mailaddress 写入到标准输出

中。如果无法访问数据库文件，或给定的参数不正确，则 uupath 返回退出状态 2，并输出诊断消息。否则，

uupath 返回退出状态 0。

如果在运行 mkuupath 之前， pathsfile.dir 数据库文件和 pathsfile.pag 数据库文件已经存在，则显示

mkuupath: pathsfile.dir:File exists 消息。运行 mkuupath 之前，必须将这些文件删除。

警告
由于即将从 HP-UX 中去除 uucp 命令，其中包括 uupath 和 mkuupath 命令，因此最好不要使用这些命

令。可使用 ftp(1) 或 rcp(1) 来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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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uupath 由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开发。

文件
/usr/lib/mail/paths

/usr/lib/mail/paths.dir

/usr/lib/mail/paths.pag

另请参阅
pathalias(1)、 uuc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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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uustat - uucp 状态查询与作业控制

概要
uustat -a

uustat -m

uustat -p

uustat -q

uustat -k jobid ]

uustat -r jobid ]

uustat [-ssys ] [-uuser ]

说明
uustat 可显示之前指定的 uucp 命令的状态或取消该命令，或者将 uucp 连接上的一般状态提供给其他系统

（请参阅 uucp(1)）。每次执行 uustat 命令时只能指定下列选项之一：

-a 输出队列中的所有作业。

-m 报告所有计算机的可访问性状态。

-p 针对锁文件中的所有进程 ID 执行一次 ps -flp。

-q 列出每个计算机的排队作业。如果存在计算机的状态文件，则会报告其日期、时间和状态信

息。另外，如果一个数字（括在 () 中）紧接在 C 或 X 文件数目之后，则该数字表示系统

中最早的 C. 或 X. 文件的存在时间（天）。 Retry 字段表示下一次可能调用前的小时数。

Count 字段表示失败的尝试的次数。请注意，对于具有中等数量的未完成作业的系统，可能

需要 30 秒或更长时间来执行这一操作。由 uustat -q 生成的输出示例如下：

eagle 3C 04/07-11:07 NO DEVICES AVAILABLE

mh3bs3 2C 07/07-10:42 SUCCESSFUL

通过以上的输出可以知道每个系统上有多少个命令文件在等待调用。每一个命令文件可以有

（或没有）将被发送的文件；调用没有将被发送的文件的命令文件，会使 uucp 系统调用远

程系统，并观察作业是否在等待。日期和时间表示先前与系统的交互操作，后接交互状态。

-k jobid 终止其作业标识为 jobid 的 uucp 请求。被终止的 uucp 请求必须属于执行 uustat 命令

的用户，除非该命令是由超级用户执行的。

-r jobid 更新 jobid。与 jobid 关联的文件也会被更新，以便将其修改时间设置为当前时间。这可以防

止清除守护程序在作业修改时间达到清除守护程序规定的限期之前删除作业。

如下选项可以单独使用，也可以组合使用，但不能与上面列出的选项一起使用：

-s sys 报告对远程 sys 的所有 uucp 请求的状态。

-u user 报告由 user 发出的所有 uucp 请求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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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和 -u 选项的输出都具有以下格式：

eaglen0000 4/07-11:01:03 (POLL)

eagleN1bd7 4/07-11:07 S eagle dan 522 /usr/dan/A

eagleC1bd8 4/07-11:07 S eagle dan 59 D.3b2a12cd4924

4/07-11:07 S eagle dan rmail mike

对于 -s 和 -u 选项的输出，第一个字段是作业的 jobid。其后接日期与时间。下一个字段是 S 或 R，

具体情况取决于作业是将发送还是请求文件。下一个字段是目标系统名。其后是将作业放入队列中的用

户 ID。下一个字段中包含文件的大小或远程执行情况下的命令名（例如用于远程邮件的 rmail 命

令）。当该字段中显示文件大小时，也会显示相应的文件名。该文件名既可以是用户提供的名称，也可

以是针对与远程执行（在本例中为 rmail）相关的数据文件所创建的内部名称（例如

D.3b2alce4924）。

若未指定任何选项，则 uustat 输出由当前用户发出的所有 uucp 请求的状态。输出采用的格式与使用 -s 或

-u 选项时的相同。

外部语言环境影响
环境变量

LC_TIME 可确定数据与时间字符串的格式及内容。

LANG 用于确定显示消息的语言。

如果未在环境中指定 LC_TIME 或将其设置为空字符串，则 LANG 的值会用作每个未指定变量或空变量的缺省

值。如果不指定 LANG 或将其设置为空字符串，则使用缺省的“C”（请参阅 lang(5)）而非 LANG。如果任一

国际化变量包含无效设置，则 uustat 就会认为所有国际化变量都设置为“C”。请参阅 environ(5)。

文件
/var/spool/uucp/* 假脱机目录

另请参阅
uucp(1)。

Tim O’Reilly and Grace Todino，

《Managing UUCP and Usenet》，O’Reilly &Associates, Inc. USA.

Grace Todino and Dale Dougherty，

《Using UUCP and Usenet》，O’Reilly& Associates, Inc. USA.

符合的标准
uustat：SVID2、SVID3、XPG2、XPG3、XPG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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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uuto、uupick - 公用 UNIX 系统到 UNIX 系统文件的复制

概要
uuto [ options ] source-files destination

uupick [-s system ]

说明
uuto 用于将 source-files 发送到 destination。 uuto 使用 uucp 工具发送文件（请参阅 uucp(1)），但可以

使用本地系统控制文件访问。源文件名为计算机上的路径名。目的地具有如下形式：

system!user

其中 system 从 uucp 所了解的系统名列表中获取（请参阅位于 uucp(1) 手册条目中的 uuname ）。 user 为

指定系统上某人的登录名。

uuto 可识别下列选项：

-p 立即将源文件复制到假脱机目录，并发送副本。

-m 复制完成后，将邮件发送给申请者。

将文件（或指定目录情况下的子树）发送到位于 system 中的 PUBDIR ，其中 PUBDIR 是 UUCP 公用目录

(/var/spool/uucppublic)。特别是将文件发送到

PUBDIR/receive/user/mysystem/files。

文件到达时，电子邮件会通知收件人。

uupick 接受或拒绝传送给收件人的文件。尤其是， uupick 搜索 PUBDIR 来查找要发送到用户的文件。对于

查找到的每个条目（文件或目录），在标准输出上输出下列消息。

from system: [file file-name ] [dir dirname ] ?

uupick 然后从标准输入中读取一行，以确定文件的部署：

<换行符> 继续下一条目。

d 删除条目。

m [ dir ] 将条目移动到指定的目录 dir （当前目录为缺省目录）。请注意，如果需要当前工作

目录为 dir，请在使用 m 时，不要指定任何参数。像 m. 这样的结构是错误的，并会

导致数据丢失。

a [ dir ] 除了移动从 system 发送的所有文件以外，与 m 相同。

p 输出文件的内容。

q 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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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O T (control-D) 与 q 相同。

!command 退出至 Shell，执行 command。

* 输出命令摘要。

uupick 与 -ssystem 选项一起调用，仅搜索 PUBDIR ，以查找从 system 发送的文件。

警告
要发送以点开头的文件（如 .profile），则文件名中必须包含相应的点。例如： .profile、 .prof* 和

.profil? 是正确的，而 *prof* 和 ?profile 是错误的。

文件
PUBDIR /var/spool/uucppublic 公用目录

另请参阅
mail(1)、 uuclean(1M)、 uucp(1)、 uustat(1)、 uux(1)。

Tim O’Reilly and Grace Todino,

《Managing UUCP and Usenet》，O’Reilly & Associates, Inc. USA.

Grace Todino and Dale Dougherty,

《Using UUCP and Usenet》，O’Reilly & Associates, Inc. USA.

符合的标准
uuto：SVID2、SVID3、XPG2、XPG3、XPG4

uupick：SVID2、SVID3、XPG2、XPG3、XPG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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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uux - UNIX 系统到 UNIX 系统的命令执行

概要
uux [ options ] command-string

说明
uux 可从不同的系统中收集多个文件，也可能不收集文件，在指定的系统上执行命令，然后将标准输出发送到指

定系统上的文件中。请注意，出于安全方面的原因，许多安装都会代表来自 uux 的传入请求对可执行命令列表

进行限制。许多站点一般都只允许通过 uux 的邮件接收操作（请参阅 mail(1)、 mailx(1) 和 elm(1)）。

command-string 由一个或多个参数组成，这些参数类似于一个 Shell 命令行，但其命名令和文件名可能具有前

缀 system-name!。一个空的 system-name 会被解释为本地系统。

文件名可以是下列形式之一：

• 完整路径名

• 以 ˜xxx 开头的路径名，其中 xxx 表示指定系统中的一个登录名，会被用户登录目录所代替。请注

意，如果指定了一个无效的登录，则缺省将为登录到公共目录 (/var/spool/uucppublic) ；

• 以 ˜/destination 开头的路径名，其中 destination 被追加到 /var/spool/uucppublic。

• 简单文件名（以当前目录为前缀）。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uucp(1)。

例如，命令：

uux "!diff usg!/usr/dan/file1 pwba!/a4/dan/file2 > !˜/dan/file.diff"

将从计算机 usg 和 pwba 上获取文件 file1 和 file2 ，并执行 diff (1) 命令，将结果放置在本地目录

/var/spool/uucppublic 下的 file.diff 中。

任何特殊的 Shell 字符，如 <、 >、 ; 或 | 都应该用引号括起来，既可将整个 command-string 括起来，也可

将各特殊字符分别作为单个参数括起来。

uux 试图获取所有文件，将其发送到执行系统中。对于作为输出文件的文件，必须使用圆括号对其名称进行转

义。例如，命令：

uux a!cut -f1 b!/usr/file \(c!/usr/file\)

从系统 b 中获取 /usr/file ，将其发送给系统 a，对该文件执行 cut 命令，并将 cut 命令的结果发送到系

统 c。

如果远程系统上所请求的命令被拒绝， uux 会提示您相应信息。允许的命令列表在 /etc/uucp 目录的 Per-

missions 文件中指定。响应通过来自远程计算机的远程邮件发送。

uux 可识别下列 options ：

- 使 uux 的标准输入成为 command-string 的标准输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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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me 将 name 用作用户标识，取代初始用户ID（并向用户返回一个通知）。

-b 如果退出状态非零，将为标准输入提供的任何内容返回到 uux 命令。

-c 不为了向远程计算机传输文件而将任何本地文件复制到假脱机目录中（缺省）。

-C 强制将本地文件复制到假脱机目录中以便进行传输。

-ggrade grade 是一个字母/数字；小写的 ASCII 字符序列会使作业在特定会话过程中更早地被

传输。

-j 在标准输出中输出 jobid （作业标识， ASCII 字符串）。 uustat 可使用这个作业标

识来获取状态或者终止作业（请参阅 uustat(1)）。

-n 命令失败时不通知用户。

-r 不启动文件传输，仅将作业放入队列中。

-sfile 在 file 中给出传输状态报告。

-xdebug_level 在标准输出中生成调试输出。 debug_level 是一个介于 0 到 9 之间的数字。其值越

大，返回的信息就越详细。

-z 向用户发送成功提示。

警告
仅有 Shell 管道线中的第一条命令可以有 system-name!。其他所有命令都是在第一个命令的系统中执行的。

使用 Shell 元字符 * 时，可能不会实现您所希望的操作。 Shell 标记 << 及 >> 不会实现。

远程系统上命令的执行是在 UUCP 子系统知道的执行目录中进行的。命令执行时所需的所有文件都会放到这个目

录中，除非这些文件已存在于这台计算机上。因此，简单文件名（不带路径或计算机引用）在 uux 请求中必须

唯一。以下命令无效：

uux "a!diff b!/usr/dan/xyz c!/usr/dan/xyz > !xyz.diff"

但以下命令：

uux "a!diff a!/usr/dan/xyz c!/usr/dan/xyz > !xyz.diff"

可以执行（如果允许执行 diff 命令）。

对于受保护的文件以及那些位于请求方拥有的受保护目录中的文件，可以通过 uux 命令发送。然而，若请求方

为 root，并且该目录不能由 other 用户搜索，则请求将会失败。

文件
/etc/uucp 配置文件

/var/uucp 日志和错误文件

/var/spool/uucp 假脱机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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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r/spool/locks 锁文件

/var/spool/uucppublic 公共目录

另请参阅
mail(1)、 uuclean(1M)、 uucp(1)。

Tim O’Reilly and Grace Todino，

《Managing UUCP and Usenet》，O’Reilly &Associates, Inc. USA.

Grace Todino and Dale Dougherty，

《Using UUCP and Usenet》，O’Reilly& Associates, Inc. USA.

符合的标准
uux：SVID2、SVID3、XPG2、XPG3、XPG4

498 Hewlett-Packard Company − 3 −  HP-UX 11i Version 2: December 2007 Update



vacation(1) vacation(1)

名称
vacation - 返回收件人在度假的消息

概要
vacation -i

vacation [ [-a alias ] ... ] login

说明
vacation 程序可向邮件发件人返回消息，并告诉发件人您当前未在阅读邮件。该程序常用于 $HOME 下的

.forward 文件中。例如，您的 .forward 文件可能包含以下内容：

\eric, "|/usr/bin/vacation -a allman eric"

该命令会将消息发送给您（假设您的登录名是 eric），并回复 eric 或 allman 发送的任何消息。在 eric

前面加上 \，可以强制将邮件直接发送到 eric 的邮箱，并可防止 .forward 文件的无限循环。需要添加双引

号使 sendmail(1M) 将引号中的内容视为一个单元而不是不同的收件人。指定 vacation 程序的完整路径也是非

常重要的，并且在 字符和路径名的起始字符之间不允许有空格。

只有当通过 -a 选项提供的 login 或 alias 是 To: 或 Cc: 邮件标题的子字符串时，才会发送消息。来自

???-REQUEST、 Postmaster、 UUCP、 MAILER 或 MAILER-DAEMON 的消息不会被回复；如果在邮件标题

中包含 Precedence: bulk 或 Precedence: junk 行，也不会发送通知。每星期只有一条消息发送到每个

唯一的发送人手中（在每个唯一的主机系统上）。向您发送消息的人会被记录在您主目录下的 .vacation.pag

文件和 .vacation.dir 文件的数据库中。

vacation 程序期望在您的主目录中存在 .vacation.msg 文件，其中包含要发送回每个发件人的消息。该消

息应是一条完整的消息（包含标题）。例如，消息内容可能是：

>From: eric@ucbmonet.Berkeley.EDU (Eric Allman)

Subject: I am on vacation

X-Delivered-By-The-Graces-Of: The vacation program

Precedence: bulk

I am on vacation until July 22. If you have something urgent,

please contact Joe Kalash <kalash@ucbingres.Berkeley.EDU>.

--eric

该文件中的标题行必须左对齐，并且前面不允许有任何其他行，包括空行（请参阅 sendmail(1M)）。如果不存

在 .vacation.msg 文件，则 vacation 将使用以下文件（如果存在的话）：

/usr/share/lib/vacation.def

否则，将会记录一条错误。

vacation 读取标准输入中的第一行（上述 .forward 文件示例中的接收邮件消息），以查找 UNIX 形式的

From 行来确定发件人。 sendmail(1M) 会自动包括该 From 行，如果没有该行则表示非邮件输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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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项
vacation 程序支持下列选项：

-i 初始化休假数据库文件。应在修改 .forward 文件之前使用该选项。

-a alias 标识可以出现在邮件标题的 To: 行中的另一个名称，而不是您的登录名称。可以指定

多个 -a 选项。

外部语言环境影响
环境变量

LANG 用于确定输出错误消息的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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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断信息
发生错误时， vacation 将以 <sysexits.h> 的值退出，并使 sendmail 向原始消息的发送人报告错误。

对于不存在 .vacation.msg 或以不正确的参数调用 vacation 等错误，会通过实际运行 vacation 的系统

上的 syslogd 记录在日志中（请参阅 syslogd(1M)）。当 vacation 生成邮件程序错误消息时，应检查

syslog 文件（缺省情况下为 /var/adm/syslog/mail.log − 有关定制内容，请参阅 /etc/syslog.conf

和 syslogd(1M)）。

请注意，如果将计算机配置为处理共享邮件，则会在邮件服务器上而不是邮件客户端节点上处理入站邮件。这意

味着 syslog 诊断信息将出现在邮件服务器的 syslog 中，而不是客户端的 syslog 中。

警告
.forward 文件中的错误可能会导致邮件的丢失和死循环。

始终在配置 vacation 后向您自己发送测试邮件，以确保该程序工作正常。这类似于在离开较长一段时间之前

检查电话的转接功能，以便避免消息的丢失。

某些邮件接收人在其接收的邮件消息中寻找遵循 RFC-822 规范的 To: 标题。这些收件人必须在 sendmail 配

置文件 sendmail.cf 中将选项 NoRecipientAction 设置为 add_to。

作者
vacation 由 Eric Allman 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联合开发。

文件
$HOME/.vacation.dir 数据库文件。

$HOME/.vacation.msg 要发送的消息。

$HOME/.vacation.pag 数据库文件。

/usr/share/lib/vacation.def 系统级的缺省标题和消息。

/etc/syslog.conf 指示应记录错误消息的位置。

另请参阅
sendmail(1M)、 syslogd(1M)、 ndbm(3X)。

HP-UX 11i Version 2: December 2007 Update − 3 −  Hewlett-Packard Company 501



val(1) val(1)

名称
val - 验证 SCCS 文件

概要
val -

val [-s] [-r SID] [-m name ] [-y type ] [-v] files

说明
val 命令可读取一个或多个 file，以确定读取的每个文件是否是满足可选参数列表中指定特性的 SCCS 文件。

命令行选项可以按任何顺序出现，下面将介绍这些选项。

选项
val 命令可识别下列选项和命令行参数。每个选项的作用独立地应用于每个指定的 file。

-s 静默选项。如果在处理任何指定的 file 时遇到错误，不输出通常在标准输出上生成的诊

断消息。

-r SID 检查 file 中是否存在修订 SID ，在该文件中 SID （SCCS 标识字符串）是 SCCS

delta 版编号。在检查 file 之前，首先检查 SID 以确保它是明确而有效的。例如，

*-r1 是不明确的，因为它实际上不存在，而是暗指可能存在的 1.1、1.2 等；

*-r1.0 和 *-r1.1.0 都是无效的，因为它们具有零后缀，零后缀不会出现在有效的

delta 版编号中。

-m name 将 name 与 file 中的 SCCS %M% 关键字进行比较。

-y type 将 type 与 file 中的 SCCS %Y% 关键字进行比较。

-v 详细信息选项。在标准输出上输出有关在处理每个指定 file 时检测到的任何损坏的更多

详细诊断消息。这些消息可与 sccsfile(4) 中包含的信息一起用于修复该文件。

file 要处理的一个或多个 SCCS 文件。如果将 - 用作 file 参数，则 val 会读取标准输

入，直到遇到文件结束情况为止。读取的每一行都是独立处理的，就像处理一个命令行

参数列表。

外部语言环境影响
环境变量

LC_CTYPE 用于确定将文件内的文本解释为单字节字符和（或）多字节字符。

LC_MESSAGES 用于确定显示消息的语言。

如果未在环境中指定 LC_CTYPE 或 LC_MESSAGES ，或者将其设置为空字符串，则 LANG 的值将用作每个未

指定变量或空变量的缺省值。如果不指定 LANG 或将其设置为空字符串，则会使用缺省值“C”（请参阅

lang(5)）而非 LANG。

如果任一国际化变量包含无效设置，则 val 就会认为所有国际化变量都设置为“C”。请参阅 environ(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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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代码集支持
支持单字节字符代码集和多字节字符代码集。

返回值
由 val 返回的 8 位代码可表示各种可能的错误；即可以将其解释为一个位字符串，其中（从左到右）各固定位

的解释如下：

位 解释

0 缺少 file 参数；

1 选项参数未知或重复；

2 SCCS 文件损坏；

3 无法打开 file ，或者 file 不是 SCCS 文件；

4 SID 无效或不明确；

5 SID 不存在；

6 %Y% 与 -y type 参数不匹配；

7 %M% 与 -m name 参数不匹配；

请注意， val 可以在给定命令行上处理两个或多个文件，而且又可以处理多个命令行（在读取标准输入时）。

在这些情况下将返回聚合代码；即为处理的每个命令行和文件生成的代码执行逻辑 OR。

诊断信息
val 在标准输出上为处理的每个命令行和文件生成诊断消息，而且在退出时也返回一个 8 位代码（如前面的

“返回值”一节中所述）。使用 sccshelp(1) 命令可以获得解释。

另请参阅
admin(1)、 delta(1)、 get(1)、 sccshelp(1)、 prs(1)、 sccsfile(4)。

符合的标准
val：SVID2、SVID3、XPG2、XPG3、XPG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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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vc - 将标识关键字替换为指定的值。

概要
vc [-a] [-t] [-c char ] [-s] [ keyword=value ... keyword=value ]

说明
vc （即 version control 命令）将标准输入中的行复制到标准输出（受标准输入中遇到的命令行 arguments 和

control statements 的控制）。在执行复制操作的过程中，用户声明 keywords 可以替换为它们的字符串 value

（当它们出现在纯文本和（或）控制语句中时）。将标准输入中的行复制到标准输出是有条件的，它基于对控制

语句或 vc 命令参数中指定的关键字值的测试。

每当在版本控制语句中遇到用控制字符围起的关键字时，就会进行用值替换关键字的操作。 -a 选项强制替换

all 文本行中的关键字。在值中可以包含一个未解释的控制字符，方法是在其前面添加 \。如果需要原意的 \ ，

则也必须在其前面添加 \。

vc 命令是 SCCS（源代码控制系统）命令组的一部分。

选项
vc 可识别下列选项和参数：

-a 将用控制字符围起的关键字，替换为 all 文本行（而不只是 vc 语句）中的指定值。

-t 为了检测控制语句，忽略从一行开头直到第一个 tab 字符（包含该字符）之间的所有字符。

如果发现了一个字符，则丢弃 tab 字符（包含该字符）之前的所有字符。

-cchar 指定用于替换 : 的控制字符。

-s 静默警告消息（不是错误），它们通常在诊断信息输出中输出。

控制语句
控制语句是以一个控制字符开头的单独一行，缺省控制字符为冒号 (:) （除非使用了 -t 和 -c 选项 [请参阅上

文]）。以反斜杠 (\) 开头、后跟控制字符的输入行不是控制行，删除反斜杠后可将该行复制到标准输出中。以反

斜杠开头、后跟非控制字符的行，则可完整复制。

一个关键字是由 9 个或更少的字母数字字符组成，并且第一个字符是字母。值是可以使用 ed 创建的任意 ASCII

字符串（请参阅 ed(1)）；数值是一个无符号的数字字符串。关键字值不能包含空格或制表符。

版本控制语句的形式如下：

:dcl keyword[, ..., keyword]

用于声明关键字。必须声明所有的关键字。

:asg keyword=value

用于为关键字赋值。 asg 语句覆盖 vc 命令行中相应关键字的赋值，以及该关键

字所用的先前所有 asg。已声明但未赋值的关键字拥有空值。

504 Hewlett-Packard Company − 1 −  HP-UX 11i Version 2: December 2007 Update



vc(1) vc(1)

:if condition

...

:end 用于跳过标准输入行。如果条件为真，则将 if 语句和匹配的 end 语句之间的所有行

复制到标准输出。如果条件为假，则丢弃介于其间的所有行，包括控制语句。请注

意，识别 if 语句和匹配的 end 语句之间的所有内容，仅仅是为了维持正确的 if-end

匹配。

条件的语法可能包括下列内容：

<cond> ::= [ "not" ] <or>

<or> ::= <and> | <and> "|" <or>

<and> ::= <exp> | <exp> "&" <and>

<exp> ::= "(" <or> ")" | <value> <op> <value>

<op> ::= "=" | "!=" | "<" | ">"

<value> ::= <arbitrary ASCII string> | <numeric string>

以下是可用的运算符及其含义：

= 等于

!= 不等于

& 和

| 或

> 大于

< 小于

( ) 用于逻辑分组

not 只允许紧跟在 if 后面，如果它存在，将反转整个条件的值。

> 和 < 仅作用于无符号整数值（例如 : 012 > 12 为假）。所有其他运算符将字

符串作为参数（例如， : 012 != 12 为真）。运算符的优先级（从高到低）如下

所示：

= != > < 全部优先级相等

&

|

可以使用括号更改优先级的顺序。必须使用至少一个空格或制表符将值与运算符或

括号分隔开。

::text 用于已复制到标准输出的行中的关键字替换。将删除两个前导控制字符，文本中用

控制字符围起的关键字将替换为它们的值，然后将行复制到输出文件。该操作独立

于 -a 选项。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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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f 打开或关闭所有行中的关键字替换。

:ctlchar 将控制字符更改为 char。

:msgmessage 在诊断信息输出中输出给定的消息。

:errmessage 在诊断信息输出中输出给定的消息，后跟：

ERROR: err statement on line ... (915)

vc 将停止执行并返回退出代码 1。

外部语言环境影响
环境变量

LC_CTYPE 确定关键字、值、通过 ctl 指定的控制字符以及文本内单字节和（或）多字节字符的解释。

LANG 确定显示消息的语言。

如果未在环境中指定 LC_CTYPE 或将其设置为空字符串，则 LANG 的值会用作每个未指定变量或空变量的缺省

值。如果未指定 LANG 或将其设置为空字符串，则使用缺省值“C”（请参阅 lang(5)）而不是 LANG。如果任

一国际化变量包含无效设置，则 vc 将认为所有国际化变量都设置为“C”。请参阅 environ(5)。

返回值
vc 正常完成时返回 0；发生错误时返回 1。

诊断信息
可使用 sccshelp(1) 获得进一步说明。

另请参阅
ed(1)、sccshel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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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vi、view、vedit - 面向屏幕的（可视）文本编辑器

概要
vi [-] [-l] [-r] [-R] [-t tag] [-v] [-V] [-wsize] [-x] [-C] [+command] [file]...

XPG4 概要
vi [-rR] [-c command] [-t tag] [-w size] [file]...

过时选项
vi [-rR] [+command] [-t tag] [-w size] [file]...

view [-] [-l] [-r] [-R] [-t tag] [-v] [-V] [-wsize] [-x] [-C] [+command] [file]...

vedit [-] [-r] [-R] [-l] [-t tag] [-v] [-V] [-wsize] [-x] [-C] [+command] [file]"

备注
程序名称 ex、 edit、 vi、 view 和 vedit 是同一程序的不同特征。此联机帮助页说明 vi/view/vedit 特

征的行为。

说明
vi （可视）程序是面向显示的文本编辑器，它基于基础的 ex 行编辑器（请参阅 ex(1)）。可以在这两者之间

来回切换，并且可以从 vi 内执行 ex 命令。行编辑器命令和编辑器选项在 ex(1) 中说明。此处仅说明可视模式

命令。

view 程序与 vi 相同，只是设置了 readonly 编辑器选项（请参阅 ex(1)）。

vedit 程序对初学者和临时用户来说更便于使用。 report 编辑器选项设置为 1，并且设置了 nomagic、

novice 和 showmode 编辑器选项。

在 vi 中，终端屏幕充当进入所编辑文件的内存副本的窗口。在屏幕显示中将反映对文件副本进行的更改。屏幕

上光标的位置指示文件副本内的位置。

环境变量 TERM 必须指定在 terminfo 数据库中定义的终端类型（请参阅 terminfo(4)）。否则，将显示消息

并调用行编辑器。

与 ex 一样，可以将编辑器初始化脚本放置在环境变量 EXINIT 中，或者放置在当前目录或主目录的文件

.exrc 中。

选项
vi 可识别下列命令行选项：

- 禁止所有交互式用户反馈。从脚本获取编辑器命令时，这是很有用的。

-l 设置 lisp 编辑器选项（请参阅 ex(1)）。提供适合于 lisp 代码的缩进。 vi 中的

(、 )、 {、 }、 [[ 和 ]] 命令已修改为与 lisp 源代码一起使用。

-r 在编辑器或系统崩溃后，恢复指定的 file。如果未指定 file ，则将输出所有已保存文件

的列表。您必须是已保存文件的所有者才能恢复它（超级用户无法恢复其他用户拥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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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

-R 设置 readonly 编辑器选项以防止无意中覆盖文件（请参阅 ex(1)）。

-t tag 执行 tag tag 命令以加载和放置预定义文件。在 ex(1) 中设置 tag 命令和 tags 编

辑器选项。

-v 调用可视模式 (vi)。它对 ex 是很有用的，但是对 vi 没有影响。

-V 设置详细模式。如果从 .exrc 文件或源文件输入，则执行编辑器命令时会显示它们

（请参阅 ex(1) 中的 source 命令）。

-wsize 将 window 编辑器选项的值设置为 size。如果 size 被省略，则它缺省为 3。

-x 设置加密模式。系统将提示您输入密钥，以允许创建或编辑加密文件。此命令将根据事

实作出猜测，以确定读入的文本是否已加密。使用为 -x 选项键入的密钥的转换版本，

也会加密临时缓冲区文件（请参阅 ex(1) 中的 crypt 命令）。

-C 加密选项。与 -x 选项相同，只是假定已加密读入的所有文本。

-c command （仅适用于 XPG4）通过执行指定的 ex 命令模式命令开始编辑。与正常的 ex 命令

行条目一样， command 选项参数可以包含多个 ex 命令（用竖线命令 (|) 分隔）。使

用以此方式进入输入模式的命令会产生未定义的结果。

+command （已过时）请参阅 -c 选项。

（仅适用于 XPG4）如果同时指定了 -t tag 和 -c command （或过时的 +command）选项，则将首先处理

-t tag，即由 -t 选择包含该标记的文件，然后执行命令。

参数
vi 可识别下列命令行参数：

file 要编辑的文件。如果指定了多个 file ，则将按给定顺序处理它们。如果

还指定了 -r 选项，则从恢复区域读取文件。

操作
在被调用时， vi 处于命令模式 。 输入模式由用于插入或更改文本的几个命令启动。

在输入模式下，ESC（转义符）用于退出输入模式；但是，如果设置了 doubleescape 编辑

器选项，则需要有两个连续的 ESC 字符才能退出输入模式（请参阅 ex(1)）。

在命令模式下，ESC 用于取消部分命令；如果编辑器未处于输入模式且没有部分输入的命令，

则终端将发出铃声。

警告： ESC 将完成“底行”命令（见下文）。

屏幕的最后一行（底行）用于回显搜索命令 （/ 和 ?）、 ex 命令 (:) 和系统命令 (!) 的输

入。它还用于报告错误或输出其他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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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在文本输入期间或在底行上输入命令期间收到 SIGINT，则终止输入（或取消命令），并使

编辑器返回到命令模式。在命令模式期间， SIGINT 导致发出铃声。一般说来，铃声表示出现

错误（如无法识别的密钥）。

如果屏幕上显示的行仅包含一个 ˜，则表示它们上面的最后一行是文件的最后一行（ ˜ 行已超

出文件的结尾）。具有有限本地智能的终端可能在屏幕上显示标记有 @ 的行。它们表示屏幕上

不对应于文件中行的空格（通过输入 ˆR 以强制编辑器在没有这些空隙的情况下重新键入屏幕，

可以删除这些行）。

如果系统崩溃或 vi 由于内部错误或意外信号而异常中止，则在进行了任何未写入更改的情况

下， vi 将尝试保留缓冲区。使用 -r 命令行选项可检索已保存的更改。

vi 文本编辑器支持 SIGWINCH 信号，并刷新屏幕以响应窗口大小的更改。

命令摘要
大多数命令将前置的数字作为参数以提供大小或位置（用于显示或移动命令），或作为重复计数

（用于更改文本的命令）。为方便起见，在说明此可选参数的作用时，将其称为 count。

下列运算符可以后跟移动命令，以指定所影响的文本范围： c、 d、 y、 <、 >、 ! 和 =。指

定的区域从当前光标位置开始，就在移动所表示的光标位置之前结束。如果命令仅对行起作用，

则会影响部分或全部属于此区域的所有行。否则，仅影响标记的区域。

在以下说明中，控制字符以格式 ˆX （它表示 Ctrl-X）表示。空白字符定义为空格、制表符和

替代空格等字符。替代空格是 ALT_PUNCT 项的第一个字符；对于由 LANG 环境变量（请参阅

environ(5)）指定的语言，该项在 langinfo(5) 中说明。

除非另外指定，否则命令在命令模式下进行解释，且在输入模式下没有特殊影响。

ˆB 向后滚动以显示前面的文本窗口。前置的 count 指定要后退的窗口数。如

果可能，请保持两个重叠行。

ˆD 向前滚动半个文本窗口。前置的 count 指定要滚动的（逻辑）行数，将记

住该数以用于将来的 ˆD 和 ˆU 命令。

ˆD （输入模式）从 autoindent 或 ˆT 提供的缩进后退到接下来的多个

shiftwidth 空格。使用 ˆD 无法后退由 ˆT 在除行首之外的位置插入

的空白字符。前置的 ˆ 将删除当前输入模式的当前输入行和后续输入行的

所有缩进，直到通过插入前导空白字符（通过直接输入或使用 ˆT）建立新

缩进为止。

ˆE 向前滚动一行，尽可能保持光标位置不变。

ˆF 向前滚动以显示当前文本窗口后面的文本窗口。前置的 count 指定要前进

的窗口数。如果可能，请保持两个重叠行。

（仅适用于 XPG4）显示当前行，并将光标移动到当前行的第一个非空白

字符或第一个字符（如果该行为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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ˆG 输出当前文件名和其他信息，包括行数和当前位置（与 ex 命令 f 等

效）。

ˆH 向左移动一个空格（停止在左边距处）。前置的 count 指定要后退的空格

数（与 h 相同）。

ˆH （输入模式）将光标向左移动到前面的输入字符处，而不从屏幕上清除

它。该字符已从保存的文本中删除。

ˆJ 如有可能，将光标在同一列中向下移动一行。前置的 count 指定要下移的

行数（与 ˆN 和 j 相同）。

ˆL 清除并刷新屏幕。当由于任何原因使屏幕混杂时使用。

ˆM 移动到下一行中的第一个非空白字符。前置的 count 指定要前进的行数。

ˆN 与 ˆJ 和 j 相同。

ˆP 将光标在同一列中向上移动一行。前置的 count 指定要上移的行数（与 k

相同）。

ˆR 刷新当前屏幕，消除标记有 @ 的伪行（它不对应于文件中的实际行）。

ˆT 弹出标记堆栈。请参阅 ex(1) 中的 pop 命令。

ˆT （输入模式）插入 shiftwidth 空白字符。如果此插入空格位于行首，

则只能使用 ˆD 后退它。

ˆU 向上滚动半个文本窗口。前置的 count 指定要滚动的（逻辑）行数，将记

住该数以用于将来的 ˆD 和 ˆU 命令。

ˆV 在输入模式下， ˆV 将下一个字符括在引号中，以允许将特殊字符（包括

ESC）插入文件。

ˆW 在输入模式下， ˆW 后退一个单词；仍然显示已删除的字符。

ˆY 向后滚动一行，尽可能保持光标位置不变。

ˆ[ 取消部分形成的命令；如果没有部分形成的命令，则 ˆ[ 将发出铃声。

在输入模式下， ˆ[ 终止输入模式。但是，如果设置了 doubleescape

编辑器选项，则需要有两个连续的 ESC 字符才能终止输入模式（请参阅

ex(1)）。

在屏幕底行上输入命令（ex 命令行或者具有 \ 或 ? 的搜索模式）时，

将终止输入和执行命令。

在许多终端上，可以通过按 ESC 或 ESCAPE 键输入 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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ˆ\ 退出 vi 并进入 ex 命令模式。如果在输入模式下，则首先终止输入。

ˆ] 将光标处的单词或光标后的单词视为标记，并执行 tagMbobC 编辑器命

令（请参阅 ex(1)）。

ˆˆ 返回到前面的文件（与 :ex # 等效）。

空格 向右移动一个空格（停止在行尾）。前置的 count 指定要前进的空格数

（与 l 相同）。

erase 清除，其中 erase 是用户指定的清除字符（请参阅 stty(1)）。与 ˆH 相

同。

kill 终止，其中 kill 是用户指定的终止字符（请参阅 stty(1)）。在输入模式

下， kill 后退到当前输入行的开头，而不从屏幕显示中清除该行。

susp 挂起编辑器会话并返回到调用 Shell，其中 susp 是用户指定的进程控制挂

起字符（请参阅 stty(1)）。有关 suspend 编辑器命令的详细信息，请参

阅 ex(1)。

! 一个运算符，它将指定行作为标准输入从缓冲区传递到指定的系统命令，

并将那些行替换为来自命令的标准输出。 ! 后跟指定要传递的行（从当前

位置到移动结束位置的行）的移动命令，然后是命令（如通常那样以回车

符结尾）。前置的 count 被传递到 ! 后面的移动命令。

双写 !，并在它前面加上 count 会导致传递从当前行开始的许多行。

" 用于放在命名缓冲区规范的前面。命名缓冲区 1 到 9 用于编辑器放置已

删除的文本。命名缓冲区 a 到 z 用于用户保存已删除的或移出的文本；

另请参阅下面的 y。

$ 移动到当前行的结尾。前置的 count 指定要前进的行数（例如， 2$ 导致

光标前进到下一行的结尾）。

% 移动到与当前光标位置处的小括号或大括号匹配的小括号或大括号。

& 与 ex 命令 & 相同（即 & 重复以前的 substitute 命令）。

’ 后跟 ’ 时， vi 返回到以前的相关环境，将光标放在行首（只要进行了

非相对移动，就会设置以前的相关环境）。后跟字母 a-z 时，它返回到标

记有该字母的行（请参阅 m 命令）中第一个非空白字符处。

当与运算符（如 d）一起使用以指定文本范围时，将对整行执行操作（另

请参阅 ‘）。

‘ 后跟 ‘ 时， vi 返回到以前的相关环境，将光标放在标记的字符位置处

（只要进行了非相对移动，就会设置以前的相关环境）。后跟字母 a z

时，它返回到标记有该字母的行（请参阅 m 命令）中已标记的字符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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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与运算符（如 d）一起使用以指定文本范围时，在行内从精确标记位置

到当前位置执行操作（另请参阅 ’）。

[[ 回退到以前的节边界。节由 sections 选项的值定义。以换页符 (ˆL) 或

{ 开头的行也可作为 [[ 的分隔点。

如果设置了 lisp 选项，则光标停止在行首的每个 (。

]] 向前移动到节边界（请参阅 [[）。

ˆ 移动到当前行中的第一个非空白字符位置。

( 向后移动到句子的开头。句子以 .、 ! 或 ? 结尾，后跟行结束标志或两

个空格。在 .、 ! 或 ? 与空格或行结束标志之间，可以出现任何数目的

)、 ]、 "、和 ’ 结束字符。如果指定了 count ，则光标将后移指定的句

子数。

如果设置了 lisp 选项，则光标将移动到 lisp s-expression 的开头。

句子也可以从段落和节的边界开始（请参阅 { 和 [[）。

) 向前移动到句子的开头。如果指定了 count ，则光标将前进指定的句子数

（请参阅 (）。

{ 后移到前一段落的开头。段落由 paragraphs 选项的值定义。全空行和

节边界（请参阅上面的 [[）也解释为段落的开头。如果指定了 count ，

则光标将后移指定的段落数。

} 向前移动到下一段落的开头。如果指定了 count ，则光标将前进指定的段

落数（请参阅 {）。

| 需要前置的 count ；光标移动到当前行的指定列（如果可能）。

+ 移动到下一行中的第一个非空白字符。如果指定了 count ，则光标前进指

定的行数（与相同）。

, 通过在当前行上进行反向搜索，逗号 (,) 执行与发出的最后一个 f、 F、

t 或 T 命令相反的操作。如果指定了 count ，则光标按指定的次数重复

该搜索。

- 连字符 (-) 将光标移动到上一行中的第一个非空白字符。如果指定了

count ，则光标按指定的次数后移。

_ 下划线字符 (_) 将光标移动到当前行中的第一个非空白字符。如果指定了

count ，则光标前进指定的行数，将当前行作为第一行；如果没有 count

或 count 为 1，则指定当前行。

. 重复更改了缓冲区的最后一个命令。如果指定了 count ，则按指定的次数

重复该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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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屏幕上的最后一行读取字符串，将它解释为正则表达式，并向前扫描以

查找下一处匹配字符串。当用户键入回车符终止模式时搜索开始；通过发

送 SIGINT （或用户指定的中断字符）可以终止搜索。

当与运算符一起使用以指定文本范围时，定义的区域从当前光标位置开

始，在匹配字符串的开头结束。通过提供相对匹配行的偏移量（通过使用

结束的 /，并后跟 +n 或 -n

0 移动到当前行上的第一个字符（当前面为非零数字时， 0 不会被解释为命

令）。

: ex 命令以冒号字符 (:) 开头。在底行上回显 : 和输入的命令；当用户键

入回车符时，将执行 ex 命令。

; 使用 f、 F、 t 或 T，重复最后一个字符的查找。如果指定了 count ，则

按指定的次数重复该搜索。

< 将行向左移位一个 shiftwidth 的运算符。 < 可以后跟移动以指定行。

前置的 count 最终传递到移动命令。

在重复时 (<<)，将移动当前行（或从当前行开始的 count 行）。

> 将行向右移动一个 shiftwidth 的运算符（请参阅 <）。

= 如果设置了 lisp 选项，则 = 重新缩进指定行，好像在设置 lisp 和

autoindent 的情况下键入了它们。 = 前面可以加上 count 以指示要处

理的行数，或者后跟移动命令以达到相同的目的。

? 向后扫描，与 / 相反（请参阅 /）。

@buffer 执行在命名 buffer 中存储的命令。请注意，除非 <回车符> 是命令流的一

部分，否则不要在缓冲区内容的结尾处包括 <回车符>。要在 ex 模式下执

行的命令应该在前面加上冒号 (:)。

˜ 波形符 (˜) 切换光标下字符的大小写（如果它是字母），然后向右移动一

个字符，停止在行尾。前置的 count 指定当前行中切换的字符数。

A 在行尾追加（与 $a 相同）。

B 回退一个单词（其中单词是任何非空序列），将光标放在该单词的开头。

如果指定了 count ，则光标将后移指定的单词数。

C 更改当前行上的其余文本（与 c$ 相同）。

D 删除当前行上的其余文本（与 d$ 相同）。

E 向前移动到单词的结尾，其中单词是任何非空序列。如果指定了 count ，

则光标前进指定的单词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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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必须后跟单个字符；在当前行中向后扫描，搜索该字符并将光标移动到它

（如果找到）。如果指定了 count ，则按指定的次数重复该搜索。

G 转到作为前置参数提供的行号，或文件的结尾（如果未指定前置的

count）。

H 将光标移动到屏幕上的顶行。如果指定了 count ，则光标从屏幕顶部移动

到第 count 行。光标被放在行中第一个非空白字符上。如果用作运算符的

目标，则将影响整行。

I 在行首插入（与 ˆ 后跟 i 相同）。

J 将当前行与下一行连接在一起，并提供相应的空白字符：单词之间加一个

空格；句点之后加两个空格；如果下一行的第一个字符为右圆括号 ())，则

不加空格。前置的 count 可导致连接指定数目的行，而不仅仅是连接两

行。

L 将光标移动到屏幕上最后一行的第一个非空白字符。如果指定了 count ，

则光标从屏幕底部移动到第 count 行。当与运算符一起使用时，将影响整

行。

M 将光标移动到屏幕上中间行上的第一个非空白字符位置。

N 扫描以查找为 / 或 ? 提供的、但处于相反方向的上一模式的下一个匹配

项；这与 n 的作用相反。

O 在当前行的上面开始新的一行，并进入输入模式。

P 恢复（替换）最后删除或移出的光标之前（或之上）的文本。如果删除或

移出整行，则在光标之上返回整行文本。否则，紧邻光标之前插入文本。

（仅适用于 XPG4）在这种情况下，将光标移动到已插入字符的最后一列

位置。

如果 P 的前面有命名缓冲区规范 (x)，则将改为检索该缓冲区的内容。

Q 退出 vi 并进入 ex 命令模式。

R 将屏幕上的字符替换为输入的字符，直到以 ESC 结束输入。

S 更改整行（与 cc 相同）。前置的 count 更改指定数目的行。

T 必须后跟单个字符；在当前行中向后扫描以查找该字符，如果找到，则将

光标放在紧邻该字符之后。 count 等效于按指定的次数重复该搜索。

U 将当前行恢复到光标最后一次移动到它之前的状态。

（仅适用于 XPG4）将光标位置设置为列位置 1，或设置为前面的行表示

的位置（如果设置了 autoind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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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向前移动到当前行中单词的开头，其中单词是非空白字符的序列。如果当

前位置处于单词的开头，则当前位置在大词内，或者该位置的字符不能是

大词的一部分，当前位置将移动到下一个大词的第一个字符。如果当前行

上不存在后续大词，则当前位置将移动到第一个包含该大词的下一行上第

一个大词的第一个字符。此命令认为空行仅包含一个大词。将当前行设置

为包含所选大词的行，将当前位置设置为所选大词的第一个字符。前置的

count 指定要前进的单词数。

X 删除光标之前的字符。前置的 count 重复效果，但是仅删除当前行上的字

符。

Y 将当前行的副本放置（移出）到未命名缓冲区（与 yy 相同）。如果指定

了 count ，则将 count 个行复制到缓冲区。如果 Y 的前面有缓冲区名

称，则将行复制到命名缓冲区。

ZZ 退出编辑器，如果自上次写入以来已更改该缓冲区，则写出缓冲区（与 ex

命令 x 相同）。请注意，如果上次写入是写入其他文件，而且自那时以来

没有发生任何更改，则编辑器退出，但不写出缓冲区。

a 进入输入模式，在当前光标位置之后追加输入的文本。前置的 count 可导

致按指定的次数复制插入的文本，但仅当插入的文本都在一行上时。

b 回退到当前行中单词的以前开头。单词是字母数字的序列或特殊字符的序

列。前置的 count 重复效果。

c 必须后跟移动命令。删除指定的文本区域，并进入输入模式以便将删除的

文本替换为新文本。如果不仅仅是单个行的一部分受到影响，则删除的文

本将保存在数字缓冲区中。如果只有当前行的一部分受到影响，则删除的

最后一个字符标记有 $。前置的 count 将该值最终传递到移动命令。如果

命令为 cc，则将更改整个当前行。

d 必须后跟移动命令。删除指定的文本区域。如果不仅仅是行的一部分受到

影响，则删除的文本将保存在数字缓冲区中。前置的 count 将该值最终传

递到移动命令。如果命令为 dd，则将删除整个当前行。

e 向前移动到下一个单词的结尾，如为 b 定义的那样。前置的 count 重复

效果。

f 必须后跟单个字符；扫描当前行的其余部分以查找该字符，并在找到它后

将光标移动到它。前置的 count 重复该操作那么多次。

h 将光标向左移动一个字符（与 ˆH 相同）。前置的 count 重复效果。

i 进入输入模式，在光标之前插入输入的文本（请参阅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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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在同一列中将光标下移一行（与 ˆJ 和 ˆN 相同）。

k 将光标上移一行（与 ˆP 相同）。

l 将光标向右移动一个字符（与 <空格> 相同）。

mx 标记光标的当前位置。 x 是小写字母 a-z，与 ‘ 和 ’ 命令一起使用以引

用标记的行或行位置。

n 重复最后一个 / 或 ? 扫描命令。

o 在当前行之下开始一行并进入输入模式；在其他方面与 O 类似。

p 将文本放在光标之后（或之下）；在其他方面与 P 类似。

r 必须后跟单个字符；光标之下的字符将被替换为指定的字符（新字符可以

是换行符）。如果 r 的前面有 count，则 count 个字符将被替换为指定的

字符。

s 删除光标之下的单个字符并进入输入模式；输入的文本将替换删除的字

符。前置的 count 指定在当前行上更改的字符数。对于 c，更改的最后一

个字符标记有 $。

t 必须后跟单个字符；扫描行的剩余部分以查找该字符。如果找到该字符，

则光标将移动到该字符之前的列。前置的 count 等效于重复该搜索 count

次。

u 撤消上次对当前缓冲区进行的更改。如果重复，则 u 将在这两种状态之间

交替；因此是其本身的逆转。当在多个行上的插入文本后使用时，这些行

将保存在用数字命名的缓冲区中。

w 向前移动到下一个单词的开头（其中单词如在 b 中定义的那样）。前置的

count 指定光标前进的单词数。

x 删除光标下的单个字符。当 x 的前面有 count 时， x 将删除从光标位置

向前算起的指定数目的字符（但仅在当前行上）。

y 必须后跟移动命令；将指定的文本复制（移出）到未命名的临时缓冲区

中。如果前置有命名缓冲区规范 "x ，则也将文本放置在该缓冲区中。如果

命令为 yy，则将移出整个当前行。

z 刷新屏幕，如下列选项指定的那样放置当前行： z<回车符> 指定屏幕的顶

部， z. 指定屏幕的中心， z- 指定屏幕的底部。命令 zˆ 和 z+ 分别

类似于 ˆB 和 ˆF。但是， zˆ 和 z+ 不会尝试维护两个重叠的行。 z 之

后和后面字符之前的 count 指定在刷新屏幕中显示的行数。 z 之前的

count 指定要用作引用行而不是缺省当前行的行的编号。

516 Hewlett-Packard Company − 10 −  HP-UX 11i Version 2: December 2007 Update



vi(1) vi(1)

键盘编辑键
在初始化时，编辑器将一些终端键盘编辑键自动映射到等效可视模式命令。这些映射仅为下表中

列出的键建立，这些键在 terminfo(4) 数据库中定义为对当前终端有效（如 TERM 环境变量指定

的那样）。

将同时创建命令模式映射和输入模式映射（请参阅 ex(1) 中的 map 命令）。除 insert char

键（它仅仅切换输入模式的开关）外，输入模式映射退出输入模式，执行与命令模式映射相同的

操作，然后重新进入输入模式。

在某些终端上，由键盘编辑键发送、然后映射到可视模式命令的字符序列，可以是用户可能输入

以执行其他命令或命令集的相同字符序列。这最有可能在输入模式映射中发生；因此，在这些终

端上，缺省情况下显示输入模式映射。通过适当地设置 keyboardedit 和 keyboardedit!

编辑器选项，用户可以同时覆盖命令模式和输入模式键盘编辑键映射的禁用和启用（请参阅

ex(1)）。 timeout、 timeoutlen 和 doubleescape 编辑器选项是解决此问题的其他方

法。

terminfo 命令 输入 映射

条目 模式映射 模式映射 名称 说明

key_ic i ˆ[ inschar 插入字符

key_eic i ˆ[ inschar 结束插入字符

key_up k ˆ[ka up 向上移动

key_down j ˆ[ja down 向下移动

key_left h ˆ[ha left 向左移动

key_right l ˆ[la right 向右移动

key_home H ˆ[Ha home 移动到起点

key_il oˆ[ ˆ[oˆ[a insline 插入行

key_dl dd ˆ[dda delline 删除行

key_clear ˆL ˆ[ˆLa clear 清除屏幕

key_eol d$ ˆ[d$a clreol 清除行

key_sf ˆE ˆ[ˆEa scrollf 向下滚动

key_dc x ˆ[xa delchar 删除字符

key_npage ˆF ˆ[ˆFa npage 下一页

key_ppage ˆB ˆ[ˆBa ppage 上一页

key_sr ˆY ˆ[ˆYa sr 向上滚动

key_eos dG ˆ[dGa clreos 清除到屏幕结尾

外部语言环境影响
对国际化代码和环境变量的支持如下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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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变量
UNIX95 指定此命令使用 XPG4 行为。

COLUMNS 覆盖系统选择的水平屏幕大小。

LINES 覆盖系统选择的垂直屏幕大小（用作整屏中的行数）和可视模式下的垂直屏幕大小。

SHELL 是一个变量，将被解释为首选的命令行解释程序，该解释程序在操作数形式为 !string

的 !、 shell、 read 和其他命令中使用。对于 shell 命令，将使用两个参数 -c 和

string 调用程序。如果此变量为空或未设置它，则将使用 sh 实用程序。

TERM 是将被解释为终端类型的名称的变量。如果未设置此变量或它为空，则将使用未指定的缺

省终端类型。

PATH 用于确定在编辑器命令 shell、 read 和 write 中指定的 Shell 命令的搜索路径。

EXINIT 用于确定在编辑器启动时读取第一个文件之前将执行的 ex 命令的列表。该列表可以包

含多个命令，方法是用竖线 (|) 字符将它们分隔开。

HOME 用于确定一个目录的路径名，将在该目录中搜索名为 .exrc 的编辑器启动文件。

LC_ALL 此变量将确定用于覆盖各语言环境类别（通过设置 LANG 或以 LC_ 开头的任何环境

变量来指定）的任何值的语言环境。

LC_MESSAGES 确定应影响写入到标准错误的诊断消息以及写入到标准输出的信息消息的格式和

内容的语言环境。

LC_COLLATE 用于确定在计算正则表达式和处理 标记文件时使用的排序序列。 LC_CTYPE 用

于确定将文本解释为单字节字符和（或）多字节字符，将字符分类为大写或小写字母，大小写字

母的切换，以及与正则表达式中字符类表达式匹配的字符。

LANG 用于确定显示消息的语言。

LANGOPTS 指定用于确定在输入和输出文件中如何存储从右向左语言的文本的选项。请参阅

environ(5)。

如果未在环境中指定 LC_COLLATE 或 LC_CTYPE，或者将其设置为空字符串，则会将 LANG

的值用作每个未指定变量或空变量的缺省值。如果不指定 LANG 或将其设置为空字符串，则使

用缺省值“C”（请参阅 lang(5)）而非 LANG。如果任一国际化变量包含无效设置，则编辑器就

会认为所有国际化变量都设置为“C”。请参阅 environ(5)。

国际代码集支持
支持单字节字符代码集和多字节字符代码集。

警告
另请参阅 ex(1) 中的警告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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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限制
vi 对所编辑的文件设置了下列限制。

最大行长度
4096 个字符，其中包括用于开销的 2-3 个字节。因此，最大为 4092 个字符的行长度应该不会

导致问题。

如果所加载的文件包含比指定限制长的行，则这些行将被截断到指定的最大长度。保存文件会用

截断的版本覆盖原始文件，因此将完全覆盖原始行。

如果尝试创建长度超过编辑器所允许的最大长度的行，则将产生 line too long 错误消息。

最大文件大小
234239 行的最大文件长度是以静默方式强制的。

其他限制
• 每个全局命令列表的长度不能超过 256 个字符。

• 在 vi 或 ex open 模式下，文件名长度不能超过 128 个字符。在短文件名 HP-

UX 系统中，最大文件名长度为 14 个字符。

• 以前的插入/删除缓冲区中最多只能包含 128 个字符。

• 在 Shell 转义命令中最多只能包含 100 个字符。

• 字符串值选项（:set 命令）中最多只能包含 63 个字符。

• 程序标记名称中最多只能包含 30 个字符。

• 由 map 命令定义只能包含 32 个宏或更少。

• 组合的 map 宏中的总字符数只能为 512 或更小。

不要使用 -C 选项编辑未加密的文件。 -C 选项仅用于已加密的文件。如果对尚未加密的文件

使用 -C 选项，则编辑会话中的写入可能会损坏文件。

作者
vi 由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开发。 vi 的 16 位扩展部分基于 Toshiba Corporation 的软件。

另请参阅
ctags(1)、 ed(1)、 ex(1)、 stty(1)、 write(1)、 terminfo(4)、 environ(5)、 lang(5)、

regexp(5)。

《The Ultimate Guide to the vi and ex Text Editors》 ，Benjamin/Cummings Publishing

Company, Inc.， ISBN 0-8053-4460-8，HP 部件号 97005-90015。

符合的标准
vi：SVID2、SVID3、XPG2、XPG3、XPG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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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vis、inv - 使得文件中的非打印和非 ASCII 字符可见或不可见

概要
vis [-n] [-s] [-t] [-u] [-x] file . . .

inv [-n] [-s] [-t] [-u] [-x] file . . .

说明
vis 按顺序从每个 file 中读取字符，并将其写入标准输出（将非打印字符或非 ASCII 字符转换为可见的形

式）。 inv 执行相反的功能，即从每个 file 中读取可打印的字符，在适当情况下将其转换回非打印或非 ASCII

形式，然后写入标准输出；

非打印 ASCII 字符使用 C 式转义惯例来表示：

\\ 反斜杠

\b 退格

\e 转义符

\f 换页符

\n 换行符

\r 回车

\s 空格

\t 横向制表符

\v 纵向制表符

\n 其 ASCII代码是 3 位八进制数字 n 的字符。

\xn 其 ASCII代码是 2 位十六进制数字 n 的字符。

非 ASCII 的单字节或多字节字符将一次检查一个字节。对于每个字节，如果它可以显示为 ASCII 字符，则将其

当作 ASCII 字符；否则，按以下惯例来显示：

\n 其代码值是 3 位八进制数字 n 的 8 位字符。

\xn 其代码值是 2 位十六进制数字 n 的 8 位字符。

根据选择的选项，空格、横向制表符和换行符可以作为可打印字符（因此不做更改便传递到输出）或非打印字符

进行处理。反斜杠虽然是可打印字符，但由 vis 扩展成一对反斜杠，这样当它们通过 inv 传回时，将还原为单反

斜杠。

如果没有提供输入文件或者指定了参数 - ， vis 和 inv 将从标准输入读取。

选项
vis 和 inv 可识别下列选项：

-n 将换行符、空格和横向制表符当作非打印字符处理。 vis 以可见形式将它们扩展为 \n、 \s

和 \t，而不是将其直接传递给输出。 inv 会放弃这些字符，而只接受可打印的扩展。 vis

将在每 16 个字节插入换行符，从而使输出的格式易于由大多数编辑器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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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使 vis 和 inv 对于不存在的文件、等同的输入和输出以及写入错误保持静默。通常，输入文

件和输出文件不能相同（除非是特殊文件）。

-t 按照 -n 的相同处理方式将横向制表符和空格字符当作非打印字符进行处理。

-u 致使不缓冲输出（逐字节地）；通常会缓冲输出。

-x 使得 vis 输出采用十六进制格式，而不是缺省的八进制格式。 inv 接受任一种格式作为输

入。

外部语言环境影响
环境变量

LANG 用于确定显示消息的语言。

国际代码集支持
支持单字节字符代码集和多字节字符代码集。

警告
将输出重定向到输入文件会毁坏初始数据。因此，应避免以下命令形式

vis file1 file2 >file1

（除非可以安全地放弃源文件）。

作者
vis 由 HP 开发。

另请参阅
cat(1)、echo(1)、od(1)。

HP-UX 11i Version 2: December 2007 Update − 2 −  Hewlett-Packard Company 521



vmstat(1) vmstat(1)

名称
vmstat - 报告虚拟内存统计信息

概要
vmstat [-dnS] [interval [count] ]

vmstat -f -s -z

说明
vmstat 命令报告所保存的关于进程、虚拟内存、陷阱和 CPU 活动的某些统计信息。它也可以清除内核 sum

结构中的数字存储器。

选项
vmstat 可识别下列选项：

-d 以每秒传输的形式，作为单独部分报告磁盘传输信息。

-n 提供在 80 列的显示设备上更容易查看的输出格式。此格式将缺省输出分成两组：虚拟内存信

息和 CPU 数据。将每组都作为输出的单独行来显示。在多处理器系统中，此显示格式还提供

活动处理器的每个 CPU 上的 CPU 利用率。

-S 报告换入和换出中的进程的数量 （si 和 so），而不报告页回收和地址转换错误 （re 和

at）。

interval 显示连续行，这些连续行是最后 interval 秒的摘要。所报告的第一行表示自重新引导起的时

间内的内容，每一后续行仅表示最后间隔时间内的内容。如果 interval 为零，则输出仅显示

一次。如果指定 -d 选项，则重复列标题。如果忽略 -d，则不重复列标题。

vmstat 5 命令每隔五秒输出一次系统的运行情况。选择这样的输出间隔非常好，因为这是

系统中的一些统计信息进行采样的频率；其他统计信息每秒都在发生变化。

count 重复摘要统计信息 count 次数。如果忽略 count ，或其值为零，则重复输出，直到接收到中

断信号或退出信号。在终端，这些通常分别为 ˆC 和 ˆ\ （请参阅 stty(1)）。

-f 报告关于派生的数量，以及自引导时起所涉及到的虚拟内存的页数量。

-s 从内核 sum 结构中输出自引导起或自上一次使用 -z 选项执行 vmstat 起已发生的几种与

分页相关的事件的总数。

-z 在内核 sum 结构中清除所有的数字存储器。此选项仅限于超级用户。

如果未给定这些选项中的任何一个，则 vmstat 显示自引导时起或自上一次执行 -z 选项时起，虚拟内存活动

的一行摘要。

列说明
每列的列标题和每列含义如下：

procs 关于各种状态下进程数量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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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在运行队列中

b 对资源（I/O、分页等）进行分块

w 可运行的或短的休眠（< 20 秒）但被交换

memory 关于虚拟内存和实体内存使用的信息。如果虚拟页属于正在运行的进程，或在最近 20 秒内

运行过的进程，则认为虚拟页处于活动状态。

avm 活动虚拟页

free 可用列表的大小

page 关于页错误和分页活动的信息。这些平均每五秒进行一次，并且以每秒单元数量给定。

re 页回收（不具有 -S）

at 地址转换错误（不具有 -S）

si 换入的进程（具有 -S）

so 换出的进程（具有 -S）

pi 分入的页

po 分出的页

fr 每秒释放的页

de 预见的短时内存不足

sr 每秒由时钟算法扫描的页

faults 最后 5 秒平均每秒的陷阱/中断率。

in 每秒设备中断的次数（非时钟）

sy 每秒系统调用次数

cs CPU 上下文切换频率（切换次数/秒）

cpu 活动处理器的 CPU 使用时间的故障百分比

us 正常的优先级进程的用户时间和低优先级的进程的用户时间

sy 系统时间

id CPU 空闲

举例
下列示例显示了各种命令选项的输出。出于格式化的目的，已删除一些前导空格。

1. 显示缺省输出。

vmst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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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cs memory page

faults cpu

r b w  avm free re at pi po fr de sr

in sy cs us sy id

0 0 0 1158 511 0 0  0 0  0 0  0

111 18 7 0 0 100

2. 将磁盘传输信息添加到缺省输出中。

vmstat -d

procs memory page

faults cpu

r b w  avm free re at pi po fr de sr

in sy cs us sy id

0 0 0 1158 511 0 0  0 0  0 0  0

111 18 7 0 0 100

Disk Transfers

device xfer/sec

c0t6d0 0

c0t1d0 0

c0t3d0 0

c0t5d0 0

3. 以 80 列的格式显示缺省输出。

vmstat -n

VM

memory page faults

avm free re at pi po fr de sr in sy cs

1158 430 0 0  0 0  0 0  0 111 18 7

CPU

cpu procs

us sy id r b w

0 0 100 0 0 0

4. 以换入缺省输出的进程替换页回收错误和地址转换错误。

vmstat -S

procs memory page

faults cp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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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b w  avm free si so pi po fr de sr

in sy cs us sy id

0 0 0 1158 430 0 0  0 0  0 0  0

111 18 7 0 0 100

5. 以五秒为间隔，显示缺省输出两次。请注意，标题没有被重复。

vmstat 5 2

procs memory page

faults cpu

r b w  avm free re at pi po fr de sr

in sy cs us sy id

0 0 0 1158 456 0 0  0 0  0 0  0

111 18 7 0 0 100

0 0 0 1221 436 5 0  5 0  0 0  0

108 65 18 0 1 99

6. 以五秒为间隔，以 80 列的格式显示缺省输出两次。请注意，标题没有被重复。

vmstat -n 5 2

VM

memory page faults

avm free re at pi po fr de sr in sy cs

1221 436 0 0  0 0  0 0  0 111 18 7

CPU

cpu procs

us sy id r b w

0 0 100 0 0 0

1221 435 2 0  2 0  0 0  0 109 35 17

0 1 99 0 0 0

7. 以五秒为间隔，以 80 列的格式显示缺省输出和磁盘传输两次。请注意，标题被重复。

vmstat -dn 5 2

VM

memory page faults

avm free re at pi po fr de sr in sy cs

1221 435 0 0  0 0  0 0  0 111 18 7

CPU

cpu procs

us sy id r b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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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0 100 0 0 0

Disk Transfers

device xfer/sec

c0t6d0 0

c0t1d0 0

c0t3d0 0

c0t5d0 0

VM

memory page faults

avm free re at pi po fr de sr in sy cs

1219 425 0 0  0 0  0 0  0 111 54 15

CPU

cpu procs

us sy id r b w

1 8 92 0 0 0

Disk Transfers

device xfer/sec

c0t6d0 0

c0t1d0 0

c0t3d0 0

c0t5d0 0

8. 显示自引导时起，虚拟内存的派生数和页数。

vmstat -f

24558 forks, 1471595 pages, average= 59.92

9. 显示与分页相关的事件的计数。

vmstat -s

0 swap ins

0 swap outs

0 pages swapped in

0 pages swapped out

1344563 total address trans. faults taken

542093 page ins

2185 page outs

602573 pages paged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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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46 pages paged out

482343 reclaims from free list

504621 total page reclaims

124 intransit blocking page faults

1460755 zero fill pages created

404137 zero fill page faults

366022 executable fill pages created

71578 executable fill page faults

0 swap text pages found in free list

162043 inode text pages found in free list

196 revolutions of the clock hand

45732 pages scanned for page out

4859 pages freed by the clock daemon

36680636 cpu context switches

1497746186 device interrupts

1835626 traps

87434493 system calls

警告
vmstat 的用户不必局限于输出的确切字段宽度和间距，因为它们会根据系统、HP-UX 的发行版及要显示的数

据的变化而变化。

作者
vmstat 由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 HP 联合开发。

另请参阅
iostat(1)。

HP-UX 11i Version 2: December 2007 Update − 6 −  Hewlett-Packard Company 527



vt(1) vt(1)

名称
vt - 通过局域网登录其他系统

概要
/usr/bin/vt nodename [ lan_device ]

/usr/bin/vt -p [ lan_device ]

说明
vt 支持用户通过 HP 局域网登录其他 HP 9000 系统 (nodename)。 -p 选项使得 vt 通过局域网发送轮询请

求，以确定哪些系统当前正在运行 vtdaemon （请参阅 vtdaemon(1M)）。响应中 nodename 后的星号 (*) 指

示文件是 vt 网关。 nodename 后的加号 (+) 指示必须遍历多少个 vt 网关才能到达该系统。

可选参数 lan_device 指定使用字符特殊设备名代替缺省设备名来与局域网进行数据收发。该设备的主设备号必须

对应于 CIO IEEE 802.3局域网设备。

建立连接后， vt 将进入输入模式。在该模式下，键入的文本将发送到远程主机。要在输入模式下发出 vt 命

令，请在命令之前添加 vt 转义符（请参阅下文的“命令”）。在命令模式下，可以使用常规的终端编辑惯例。

连接应该在登录 Shell 在远程计算机上终止时自动终止。如果连接没有在退出时终止，则可能是远程系统上的

ptydaemon 已终止或重新启动。要终止 vt 连接，请进入命令模式并使用 quit 命令终止连接。

命令
vt 可识别下列命令。可通过输入足以唯一标识命令的部分字符来缩写命令。

cd remote-directory 将远程计算机上的工作目录更改为 remote-directory。该命令仅适用于文件传

输。

escape [escape-char] 设置 vt 转义符。如果未指定转义符， vt 将提示用户指定。要输出或显示当

前的 vt 转义符，只需对该提示按 Return 键。

help 或者 ? 输出 vt 命令摘要。

lcd [directory] 更改本地工作目录。如果未指定 directory ，则使用用户的主目录。该命令仅

适用于文件传输和 Shell 转义。

get remote-file local-file

receive remote-file local-file 将 remote-file 复制到本地计算机上，并存储为 local-file。如果未指定这些文

件名， vt 将提示用户指定。文件传输可以通过键入中断字符或按 Break 键

来异常中止。

put local-file remote-file

send local-file remote-file 将 local-file 复制到远程计算机上，并存储为 remote-file。如果未指定这些文

件名， vt 将提示用户指定。文件传输可以通过键入中断字符或按 Break 键

来异常中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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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it 终止连接并退出 vt。

useruser-name[:[password]] 向远程 vt 服务器进行身份标识。如果冒号 (:) 追加到 user-name， vt 将提

示输入口令（在禁用本地回显后）。在使用任何文件传输命令之前，必须执行

该命令。

! [shellcommand] Shell 转义符。给定命令传递给子 Shell 执行。如果未给定命令，Shell 将启

动，并连接到用户的终端。

访问控制列表 (ACL)
使用 vt 发送或接收文件时，将删除可选的 ACL 条目。新文件将包含访问模式的摘要（在 st_mode 中由

stat() 返回；请参阅 stat(2)）。

诊断信息
vt 生成的诊断信息应该是自述性消息。

警告
vt 使用 HP 网络驱动程序的 HP LLA （链接级访问）直接接口。 vt 使用多播地址 0x01AABBCCBBAA。它不

应由其他访问网络的应用程序使用或删除。 vt 使用以下 IEEE 802.3 sap （访问服务点）值： 0x90、 0x94、

0x98、 0x9C、 0xA0、 0xA4、 0xA8、 0xAC、 0xB0、 0xB4、 0xB8、 0xBC、 0xC0、 0xC4、 0xC8、

0xCC、 0xD0 和 0xD4。它们不应由其他访问网络的应用程序使用。

在安装多个 局域网卡的系统上使用 vt 时，如果无法通过缺省 局域网设备访问远程系统，则可能必须使用可选命

令行参数 lan_device。适当的 lan_device 是连接到远程系统的设备（直接或通过其他网关连接）。

Desktop HP-UX
如果您的系统是通过 Desktop HP-UX 产品安装的，则 ptydaemon 和 vtdaemon 均不会在缺省情况下启动。

要启动这些守护程序，请分别在 /etc/rc.config.d/ptydaemon 和 /etc/rc.config.d/vt 文件中将

PTYDAEMON_START 和 VTDAEMON_START 从 0 更改为 1。必须重新启动系统，才能使这些更改生

效；也可以通过键入以下命令来手动启动这两个守护程序：

/usr/sbin/ptydaemon

/usr/sbin/vtdaemon /dev/lan0

其中 /dev/lan0 是与 IEEE 802.3 局域网设备对应的字符特殊设备文件。

文件
/dev/lan0 缺省的局域网设备名。

/etc/rc.config.d/ptydaemon

/etc/rc.config.d/vt

另请参阅
vtdaemon(1M)、 stat(2)、 lan(7)、 acl(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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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wait - 等待进程完成

概要
wait [ pid ]

说明
如果未指定参数， wait 会等待当前 Shell 的所有进程（由 & 启动）完成，然后报告异常终止。如果指定了一

个数字参数 pid ，且该参数是后台进程的进程 ID ，则 wait 会等待该进程完成。否则，如果 pid 所指的不是后

台进程， wait 将不等待任何进程完成即退出。

由于 wait() 系统调用必须在父进程中执行，所以 Shell 本身执行 wait 时不会创建新进程（请参阅

wait(2)）。

命令行参数
wait 支持以下命令行参数：

pid 某一命令的无符号十进制整数进程 ID ， wait 将等待该进程终止。

警告
两级或多级管道线中的某些进程可能不是 Shell 的子进程，因此无法等待这些进程完成。

另请参阅
csh(1)、 ksh(1)、 sh-posix(1)、 sh(1)、 wait(2)。

符合的标准
wait：SVID2、SVID3、XPG2、XPG3、XPG4、POSIX.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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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wc - 计算文件中的单词数、行数、以及字节数或字符数

概要
wc [-c -m] [-lw] [file]...

说明
wc 命令可计算指定文件中的行、单词、字节或字符的数目；若未指定任何文件名，则对标准输入中的内容进行

计算。该命令还能记录所有指定文件的相应总数。

单词是由空格、制表符或换行符分隔的字符所组成的字符串。

选项
wc 可识别下列选项：

-c 报告各输入文件中的字节数。

-l 报告各输入文件中的换行符数。

-m 报告各输入文件中的字符数。

-w 报告各输入文件中的单词数。

c 和 m 选项是互相排斥的。除此之外，可以使用 l、 w 和 c 或者 m 选项的任意组合，以指定将要报告行、

单词、字节或字符数的一个子集。

指定了任意选项时， wc 都会只报告所请求的信息。如果未指定任何选项，则缺省输出是 -lwc 的输出。

在命令行中指定了 file 时，其名称会随计数一同输出。

标准输出（仅适用于 XPG4）
缺省情况下，标准输出中包含每个输入文件的统计条目，形式如下：

newlines words bytes file

如果指定了 -m 选项，则字符的数目会取代此格式中的 bytes 字段。

指定了任一选项时，未指定的选项的相应字段不会输出。

如果未指定任何 file 操作数，则文件名或之前的空白字符都不会被输出。

如果指定了多个 file 操作数，则会在输出的末尾显示一行，其格式与其他行相同，不同的是将以 total （在

POSIX 语言环境中）取代文件名，并相应地输出每一列的总和。

退出状态
wc 退出时返回下列值之一：

0 成功完成。

>0 发生了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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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语言环境影响
环境变量

LC_CTYPE 可确定图形和空格字符的范围，以及将文本解释成单字节和（或）多字节字符。

LC_MESSAGES 用于确定显示消息的语言。

如果未在环境中指定 LC_CTYPE 或 LC_MESSAGES，或其值为空，则缺省为 LANG 的值。

如果未指定 LANG，或者其值为空，则会缺省为 C （请参阅 lang(5)）。

如果任一国际化变量包含无效设置，则所有国际化变量都会缺省为 C。请参阅 environ(5)。

国际代码集支持
支持单字节或多字节字符代码集。若存在一个换行符，统计结果会减 1。

警告
wc 命令通过计算换行符的数目来确定行数。如果文本文件中的最后一行没有结束符，

举例
输出 file1 中的单词和字符的数目：

wc -wm file1

以下是执行上述命令时的输出：

words chars file1

其中 words 表示 file1 中的单词数， chars 表示字符数。

符合的标准
wc：SVID2、SVID3、XPG2、XPG3、XPG4、POSIX.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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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what - 获取 SCCS 标识信息

概要
what [-s] file ...

说明
what 命令搜索给定的文件，以查找所有出现的 get(1) 替换 %Z% （在本手册中当前为 @(#)）的模式，并输出

后面的内容，直到出现第一个 "、 >、换行符、 \ 或空字符。例如，如果文件 f.c 中的 C 程序包含：

char ident[] = "@(#)identification information";

且 f.c 被编译以生成 f.o 和 a.out，则命令：

what f.c f.o a.out

将输出：

f.c ：标识信息

f.o ：标识信息

a.out ：标识信息

what 通常与 SCCS get 命令（请参阅 get(1)）一起使用，该命令可以自动插入标识信息，但也可用于手动插入

信息。

选项
what 识别以下选项：

-s 在每个文件中找到出现的第一个模式后退出。

外部语言环境影响
环境变量

LC_CTYPE 用于确定将替换 %Z% 的模式解释为单字节和（或）多字节字符。

LC_MESSAGES 用于确定显示消息的语言。

如果未在环境中指定 LC_CTYPE 或 LC_MESSAGES ，或者将其设置为空字符串，则 LANG 的值将用作每个未

指定变量或空变量的缺省值。如果未指定 LANG 或将其设置为空字符串，则会使用缺省值“C”（请参阅

lang(5)）而非 LANG。如果任一国际化变量中包含无效设置，则 what 就会认为所有国际化变量都设置为“

C”。请参阅 environ5。

国际代码集支持
支持单字节字符代码集和多字节字符代码集。

诊断信息
如果找到任何匹配项，则退出状态为 0，否则为 1。使用 help 获取解释信息（请参阅 sccshel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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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告
模式 @(#) 可能偶而在随机文件中意外出现，但这在几乎所有情况下都不会造成损害。

另请参阅
get(1)、sccshelp(1)。

符合的标准
what：SVID2、SVID3、XPG2、XPG3、XPG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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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whereis - 查找程序的源代码文件、二进制文件和（或）手册条目文件

概要
whereis [-bsm] [-u] [-BMS dir ... -f] name ...

说明
whereis 用于查找指定文件的源代码、二进制部分和手册部分。对于提供的名称，其前导路径名部分以及任何

（单个） .ext 形式（如 .c）的尾部扩展名将首先被去除。使用 SCCS 命令生成的 s. 的前缀也会被处理。随后

whereis 尝试在标准位置列表中查找所需程序。

选项
whereis 可识别下列命令行选项：

-b 将搜索范围限制为二进制文件。可以与 -s 或 -m 一起使用。

-s 将搜索范围限制为源代码文件。可以与 -b 或 -m 一起使用。

-m 将搜索范围限制为手册条目文件。可以与 -b 或 -s 一起使用。

-u 搜索异常条目。如果某个文件不包含每一个请求类型的一个条目，则可以说该文件为异

常文件。因此， whereis -m -u * 会在当前目录中搜索那些没有相应手册条目的文

件。

-B dir [dir ... ] 将搜索范围限制为一个或多个指定目录中的二进制文件。可以与 -S 或 -M 一起使用。

-S dir [dir ... ] 将搜索范围限制为一个或多个指定目录中的源文件。可以与 -B 或 -M 一起使用。

-M dir [dir ... ] 将搜索范围限制为一个或多个指定目录中的手册条目文件。可以与 -B 或 -S 一起使

用。

-f 终止最后的目录列表（-B、 -S 或 -M 选项）并确定文件名开始位置。

外部语言环境影响
国际代码集支持

支持单字节字符代码集和多字节字符代码集。

举例
在 /usr/bin 中查找未在 /usr/share/man/man1 中记录、源文件位于 /usr/src/cmd 下的所有文件：

cd /usr/bin

whereis -u -M /usr/share/man/man1 -S /usr/src/cmd -f *

警告
whereis 可使用 chdir() 系统调用（请参阅 chdir(2)）提高运行速度。因此，指定了 -B、 -M 和 -S 选项

的路径名必须是绝对路径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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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whereis 由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开发。

文件
/usr/src/*

/usr/sbin, /sbin, /usr/bin, /usr/lbin, /usr/ccs/bin

/usr/share/man/*

/usr/local/{man/*, bin, games, include, lib}

/usr/contrib/{man/*, bin, games, include, lib}

/usr/share/man/$LANG/*

/usr/local/man/$LANG/*

/usr/contrib/man/$L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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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which - 查找程序文件，包括别名和路径

概要
which [ name ... ]

说明
对于每个给定的 name ，如果 name 是命令，则 which 会搜索将要执行的文件，并显示该文件的绝对路径。如

果设置了每个参数的别名，则会扩展该参数 ，并沿着用户路径进行搜索。别名和路径都可通过执行用户的

.cshrc 文件来确定。

诊断信息
当名称的别名包含多个单词，或者未在路径中找到具有参数名的可执行文件时，会显示诊断信息。

举例
命令：

which sh

指定 sh(1) 命令的可执行程序的位置。例如，响应结果可能是：

/usr/bin/sh

（如果正在使用的 sh(1) 位于 /usr/bin 中）。

警告
即使不从 csh 调用， which 也会报告 .cshrc 别名。

which 无法找到 csh 内置命令（例如作业）。

which 的信息可能是不正确的，因为它不知道在当前的 Shell 会话中所发生的任何路径或别名的更改。

作者
which 由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开发。

文件
˜/.cshrc 别名和路径值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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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who - 正在使用系统的用户

概要
who [-muTlHqpdbrtasARW] [ file ]

who am i

who am I

说明
who 命令可以为每个当前系统用户列出用户名、终端行、登录时间、自从行上发生输入活动以来经过的时间、用

户的主机名和命令解释程序 (Shell) 的进程 ID。该命令检查 utmps 数据库来获取信息。如果指定了 file ，则检

查该文件， file 应该是 utmp 类文件。

带 am i 或 am I 选项的 who 命令可识别调用用户。

除缺省的 -s 选项外，输出条目的一般格式如下：

name [ state ] line time activity pid [ comment ] [ exit ]

通过使用相应选项， who 可以列出登录、注销、重新引导和对系统时钟的更改等信息，以及由 init 进程衍生

的其他进程。

选项
-m 仅输出有关当前终端的信息。此选项等效于上述 am i 和 am I 选项。

-u 仅列出当前登录的那些用户。 name 是用户的登录名。 line 是在目录 /dev 中找到的

行的名称。 time 字段指示用户登录的时间。

activity 是自上次在该特定行上发生输入操作以来的小时和分钟数。点 (. ) 表示终端在

最后一分钟识别到了活动，因此是指“当前”。如果经过的时间超过 24 小时，或者自

引导时间以来尚未使用行，则条目将被标记为 old。此字段可用于确定某人是否正在终

端上工作。 pid 是用户登录进程的进程 ID。 comment 是与此行关联的注释字段，如

/etc/inittab 中给出的（请参阅 inittab(4)）。该字段可包含有关终端所在位置、

数据集的电话号码、终端类型（如果是硬连接）等信息。如果找不到这样的信息，则

who 将作为 comment 输出存储在 utmps 数据库或指定 file 中的用户主机名。请注

意，如果 -u 选项与 -R 选项一起使用，则将输出用户的主机名而不是 /etc/init-

tab 文件中的注释。

-T 与 -u 选项基本相同，不同之处是将输出终端行的 state。 state 描述了其他用户是否

可以写入该终端。如果任何人都可以对终端进行写入，则会显示 + ；否则将显示 -。

root 用户可以对 state 字段中具有 + 或 - 的所有行进行写入。如果遇到错误行，则

将输出 ?。

（仅适用于 XPG4）仅显示下列字段： name state line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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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仅列出系统正在等待某用户登录的行。在这种情况下， name 字段为 LOGIN。其他字

段与用户条目的基本相同，但 state 字段不存在。

-H 在常规输出内容的上方输出列标题。

-q 快速 who，仅显示当前登录的用户的名称和数目。使用了此选项时，将忽略所有其他选

项。

-p 列出当前处于活动状态且以前由 init 衍生的任何其他进程。 name 字段是 init 执行

的程序的名称，如 /etc/inittab 中给出的。 state、 line 和 activity 字段没有意

义。 comment 字段可显示 /etc/inittab 中衍生此进程的行的 id 字段。请参阅

inittab(4)。

-d 此选项显示已过期但尚未由 init 重新衍生的所有进程。 exit 字段在出现死进程时显

示，其中包含死进程的终止值和退出值（如 wait() 返回的值 — 请参阅 wait(2)）。

该选项在确定进程的终止原因时很有用。

-b 指明上次重新引导的时间和日期。

-r 指明 init 进程的当前 run-level。最后三个字段包含 init 的当前状态、以前进入该

状态的次数和先前的状态。每当 init 变更为不同的运行状态时，这些字段都会更新。

-t 指出 root 对系统时钟进行的最后一次更改（通过 date 命令）。请参阅 su(1)。

-a 在打开所有选项的情况下处理 utmps 数据库或指定的 file。

-s 缺省值。仅列出 name、 line 和 time 字段。

-A 如果指定了 /var/adm/wtmp 文件（可以使用 -W 选项检查 /var/adm/wtmps 文

件），则此选项指示使用 startup 或 shutacct 命令打开或关闭记账系统的时间

（请参阅 acctsh(1M)）。 name 字段是一个点 (.)。 line 字段是 acctg on、 acctg

off 或作为 shutacct 命令的选项提供的原因。 time 是发生打开（或关闭）活动的

时间。

-R 显示用户的主机名。如果用户在 tty 上登录，则 who 将显示 gethostname() 返回

的字符串（请参阅 gethostname(2)）。如果用户没有在tty登录，且在 utmps 数据库

或指定的 utmp 类文件中存储的主机名在存储时未被截断（意味着存储了整个主机名，

没有丢失任何信息），则它将以存储的形式显示出来。否则，将使用主机的 Internet

地址调用 gethostbyaddr() (IPv4) 或 getipnodebyaddr() (IPv6) 函数（请参阅

gethostent(3N)）。将显示由 gethostbyaddr() (IPv4) 或 getipnodebyaddr()

(IPv6) 返回的主机名，除非它返回错误（在此情况下将显示截断的主机名）。

-W 从 /var/adm/wtmps 文件获取信息。

（仅适用于 XPG4。 -s 选项不能与 -d、 -a 或 -T 选项一起使用。如果将 -u 选项与 -T 一起使用，则会

将空闲时间添加到 -T 格式的结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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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语言环境影响
环境变量

LANG 可确定当 LC_ALL 和相应的环境变量（以 LC_ 开头）都未指定语言环境时，语言环境类别将使用的语言

环境。如果未设置 LANG 或将其设置为空字符串，则将使用缺省值“C”（请参阅 lang(5)）。

LC_CTYPE 可确定将文本数据的字节序列解释为字符时（例如，参数和输入文件中的单字节字符与多字节字符）

所用的语言环境。

LC_TIME 可确定日期和时间字符串的格式和内容。

LC_MESSAGES 用于确定显示消息的语言。

如果任一国际化变量包含无效设置，则 who 就会认为所有国际化变量都设置为“C”。请参阅 environ(5)。

国际代码集支持
支持单字节字符代码集和多字节字符代码集。

举例
检查登录到系统的用户：

who

检查您是否可以对其他用户正在使用的终端进行写入：

who -T

并查找用户 ID 后面的加号 (+)。

作者
who 由 AT&T 和 HP 联合开发。

文件
/etc/inittab

/etc/utmp

/var/adm/wtmp

/var/adm/wtmps

另请参阅
date(1) 、 login(1) 、 mesg(1) 、 su(1) 、 init(1M) 、 utmpd(1M) 、 gethostname(2) 、 wait(2) 、

gethostent(3N)、 getutsent(3C)、 getbwent(3C)、 inittab(4)、 utmp(4)。

符合的标准
who：SVID2、SVID3、XPG2、XPG3、XPG4、POSIX.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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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whoami - 输出有效的当前用户 ID

概要
whoami

说明
whoami 用于输出您的当前用户名，即使在最初登录之后使用 su 更改了用户名也是如此（请参阅 su(1)）。命

令 who am i 报告您的初始登录名，这是因为它使用 /etc/utmp。

文件
/etc/passwd 名称数据库

作者
whoami 由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开发。

另请参阅
who(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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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whois - Internet 用户名目录服务

概要
whois [-h hostname ] name

说明
whois 用于在网络信息中心数据库中查找记录。

指定给 whois 的操作数被串连起来（用空格分隔）并提交给 whois 服务器。

除非另外用具体的名称指定了搜索范围，否则缺省操作将进行非常广泛的搜索，在数据库中所有类型的记录和大

多数字段（名称、别名、主机名、网络地址等）中查找与“名称”匹配的项。有关哪些“名称”操作数具有特殊

含义以及如何引导搜索的详细信息，请使用特殊名称“help”。

选项
whois 支持以下选项：

-h 使用指定主机而不是缺省 NIC。

举例
查找用户 John Doe

whois Doe,John

相关内容
进行 whois 查询的计算机必须能够将请求通过网络路由到指定主机或缺省 NIC。

作者
whois 由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开发。

另请参阅
RFC 854：Nicname/Who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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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write - 交互式写入其他用户（与其他用户通信）

概要
write user [terminal]

说明
write 命令用于将数据行从您的终端复制到其他用户的终端。第一次调用时，它将以下消息：

Message from yourname (yourterminal) [ date ] ...

发送到接收 user 的终端上。当它成功完成连接后，还向您自己的终端发送两种铃声，表示正在发送您键入的内

容。

要设置双向通信，消息的接收方 (user) 必须执行以下命令：

write yourname [yourterminal]

（仅当发起者多次登录时， yourterminal 才是必需的）。

通信将继续，直到从终端读取了文件结束标志、发送了一个中断，或接收方执行了 mesg n 时为止。此时，

write 将 <EOT> 写入其他终端，然后退出。

要写入到一个多次登录的用户，请使用 terminal 参数指示要发送到哪一行或哪个终端（例如 tty00）。否则，

将假定为在 utmps 数据库中找到的第一个可写用户实例，并显示以下消息：

user is logged on more than one place.

You are connected to "terminal".

Other locations are:

terminal

...

可以使用 mesg 命令拒绝或授予写入权限（请参阅 mesg(1)）。缺省情况下，通常允许写入到其他用户。某些命

令，尤其是 nroff 和 pr，为防止与它们的输出发生冲突，不允许写入消息。但是，如果用户有适当的权限，

可以将消息强制发送到一个禁止写入的终端。

如果在一行的开头发现 ! 字符，则 write 将调用 POSIX Shell（请参阅 sh-posix(1)），以将该行的剩余部分

作为一个命令执行。

建议使用 write 时遵循以下协议：当第一次使用 write 写入其他用户时，在开始发送前等待该用户使用

write 写回。每个用户应使用与众不同的信号（例如“(o)”表示“完成”）来结束消息，这样其他用户可以

知道何时回复。类似的，信号“(oo)”（表示“完成并退出”）可用于表示交谈结束。

外部语言环境影响
环境变量

LANG 可确定当 LC_ALL 和相应的环境变量（以 LC_ 开头）都未指定语言环境时，语言环境类别将使用的语言

环境。如果未设置 LANG 或将其设置为空字符串，则将使用缺省值“C”（请参阅 lang(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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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C_TIME 确定日期和时间字符串的格式和内容。

LC_MESSAGES 确定显示消息的语言。

如果任一国际化变量包含无效设置，则 write 将认为所有国际化变量都设置为“C”。请参阅 environ(5)。

国际代码集支持
支持单字节字符代码集和多字节字符代码集。

诊断信息
user is not logged on.

您试图写入的用户没有登录。

Can no longer write to terminal

在您的 write 会话启动后，您的通信人已经拒绝了您的写入权限 (mesg n)。您的 write 会话将终

止。

<EOT> 您的通信人发送了文件结束标志，或您将终端设置为 mesg n，并且您的通信人试图写入到您的终端。

如果您已经建立了一个 write 会话，则可以继续写入到您的通信人终端。

Permission denied.

您试图写入的用户已经拒绝了您的写入权限（使用 mesg n）。

Warning: You have your terminal set to "mesg -n". No reply possible.

您的终端设置为 mesg n，接收方不能对您做出响应。

举例
通过发送命令：

write matthew

用户 linda 将一个消息发送到用户 matthew 的屏幕。如果 matthew 做出以下响应：

write linda

则在 matthew 和 linda 之间将建立双向通信。

文件
utmps database 查找用户

/usr/bin/sh 执行 ! Shell 命令

另请参阅
elm(1)、 mail(1)、 mailx(1)、 mesg(1)、 nroff(1)、 pr(1)、 sh-posix(1)、 sh(1)、 who(1)、 utmpd(1M)、

getutsent(3C)。

符合的标准
write：SVID2、SVID3、XPG2、XPG3、XPG4、POSIX.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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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xargs - 构建参数列表和执行命令

概要
xargs [ options ] [ command [ initial-arguments ] ]

说明
xargs 将固定的 initial-arguments 与从标准输入中读取的参数相结合，以便执行一次或多次指定的

command。为每次 command 调用读取的参数的数量以及这些参数结合的方式都由指定的选项确定。

command 可以是一个 Shell 文件，使用 $PATH 环境变量来搜索。如果忽略 command ，则使用

/usr/bin/echo。

将从标准输入读取的参数定义为连续的字符串，这些字符串使用一个或多个空白、制表符或换行符来进行分隔；

始终放弃空行。如果对空格和制表符进行转义或引用，则可以将它们嵌入作为参数的一部分。逐个读取使用引号

（单引号或双引号）引起来的字符，并删除定界引号。在用引号引起来的字符串的外面，反斜杠 (\) 转义下一个

字符。

可用于执行 command 的内存大小由系统参数 ARG_MAX 限制。缺省情况下，参数列表的大小限制在

LINE_MAX 字节。有关这些系统参数以及如何确定这些参数的值的说明，请参阅 limits(5) 和 sysconf (2)。要增

加参数列表的可用空间，请使用 -s 选项。

每个参数列表都是从 initial-arguments 开始构建，其后面是从标准输入读取的一定数量的参数（例外：请参阅

-i 或 -I 选项）。 -i、 -I、 -l、 -L 和 -n 选项确定为每次命令调用选择参数的方式。如果没有指定其中

任何一个选项，则 initial-arguments 后面紧跟从标准输入中连续读取的参数，直到内部缓冲区用完为止，然后

使用累积的参数来执行 command。重复该过程，直到不再有参数为止。当存在选项冲突时（例如 -l 或 -L 与

-n 冲突），最后一个选项有优先权。 option 值为：

-L number 为标准输入中参数的每个非空 number 行，执行 command。如果仍然小于 number ，

则 command 的最后一次调用将使用更少的参数行。行被认为使用第一个换行符结束，

除非该行的最后一个字符为空白或制表符；结尾空白/制表符发出延长下一个非空行的信

号。 -L、 -l 和 -n 选项是相互排斥的。指定的最后一个选项将生效。

-l[ number ] 该选项等效于 -L 选项。如果忽略 number 或者将其指定为空字符串 ("")，则假定为
1。强制使用 -x 选项。

-I replstr 插入模式：对标准输入的每一行执行 command ，将整行作为一个单独的参数，插入到

每处出现 replstr 的 initial-arguments 中。 initial-arguments 中最多 5 个参数，每

个包含一个或多个 replstr 实例。忽略每一行的开头的空白和制表符。构建的参数不允

许超过 255 个字节，并且还强制使用选项 -x。 -I 和 -i 选项是互相排斥的。指定

的最后一个选项将生效。

-i[ repstr ] 该选项等效于 -I 选项。如果忽略 replstr 或者将其指定为空字符串 ("")，则假定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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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number 使用尽可能多的标准输入参数，最多 number 个参数，来执行 command。如果参数的

总大小大于 size 个字节，则使用较少的参数，如果仍然有不到 number 个参数，则是

最后调用。如果选项 -x 也编码，则每 number 个参数都必须符合 size 限制，否则

xargs 终止执行。

-s size 每个参数列表的最大总大小设置为 size 个字节； size 必须是小于 LINE_MAX 的正整

数（请参阅 limits(5)、 sysconf (2)）。如果 -s 不编码，则 LINE_MAX 将作为缺省

值。请注意， size 的字节大小包括每个参数的额外字节数以及命令名中的字节数。

-t 跟踪模式： command 和每个构建的参数列表都在其执行前回显到标准错误。

-p 提示模式：询问用户是否在每次调用前执行 command。启动跟踪模式 (-t) 以便输出

要执行的命令实例，其后面紧跟 ?... 提示符。确认回答（缺省情况下，确认回答 y

后可跟任何内容）执行命令；其他情况下，包括按 Return 键，将跳过 command 的特

殊调用。

-x 使 xargs 终止（如果任何参数列表都大于 size 个字节）。选项 -i、 -I、 -l 和 -L

强制使用 -x。当选项 -i、 -I、 -l、 -L 或 -n 都没有编码时，则所有参数的总长

度必须在 size 限制内。

-e[ eofstr ] eofstr 作为逻辑上的文件结束标志字符串。下划线 (_) 假定为逻辑 EOF 字符串（如果

既没有使用 -e 又没有使用 -E ）。 eofstr 被指定为空字符串 ("") 的 -e 选项将关闭

逻辑 EOF 字符串功能（按字面意义处理下划线）。 xargs 读取标准输入，直到遇到文

件结束标志或逻辑 EOF 字符串为止。

-E eofstr 指定逻辑文件结束标志字符串，以便替换缺省的下划线 (_) 字符。等效于上面的 -e 选

项。

如果它接收到来自 command 的返回代码 −1，或者无法执行 command，则 xargs 将终止。当 command 是一

个 Shell 程序时，它应该使用相应的值明确地 exit （请参阅 sh(1)），以避免意外地返回−1。

返回值
xargs 退出时返回下列值之一：

0 成功完成 command 的所有调用。

1-125

没有成功完成 command 的一次或多次调用。

126 找到指定的 command ，但无法调用。

127 找不到指定的 command。

外部语言环境影响
环境变量

LC_CTYPE 确定空白字符，并将文本解释为单字节字符和（或）多字节字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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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C_MESSAGES 确定显示消息的语言，以及在指定 -p 提示符选项时确定回复等效的本地语言。

如果未在环境中指定 LC_CTYPE 或 LC_MESSAGES 或将其设置为空字符串，则 LANG 的值将用作每个未指定

变量或空变量的缺省值。如果未指定 LANG 或将其设置为空字符串，则会使用缺省值“C”（请参阅 lang(5)）

而非 LANG。

如果任一国际化变量包含无效设置，则 xargs 就会认为所有国际化变量都设置为“C”。请参阅 environ(5)。

国际代码集支持
支持单字节字符代码集和多字节字符代码集。

举例
将目录 $1 中的所有文件移动到目录 $2，并在操作前回显每个移动命令：

ls $1 | xargs -i -t mv $1/{} $2/{}

将括在括号中的命令的输出组合到一行，然后回显到文件 log 的末尾：

(logname; date; echo $0 $*) | xargs >>log

询问用户当前目录中的哪些文件要归档，然后一次将这些文件归档到 arch 中：

ls | xargs -p -l ar r arch

或一次多个：

ls | xargs -p -l | xargs ar r arch

使用最初作为 Shell 参数键入的连续参数对来执行 diff （请参阅 diff (1)）：

echo $* | xargs -n2 diff

另请参阅
sh(1)。

符合的标准
xargs：SVID2、SVID3、XPG2、XPG3、XPG4、POSIX.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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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xstr - 从 C 程序提取字符串以实现共享字符串

概要
xstr [-c] [-] [ file ]

说明
xstr 维护一个 strings 文件，大型程序组成部分中的字符串散列到该文件中。这些字符串由对该公共区域的

引用替换。该命令可用于实现共享的常量字符串，这些字符串也是在只读时非常有用。

命令：

xstr -c name

从位于 name 中的 C 源程序提取字符串，并使用由某些 number 构成的 &xstr[number] 形式的表达式替换

字符串引用。文件的开头放置了一个相应的 xstr 声明。得到的 C 文本将放置在 x.c 文件中，用于后续的编

译。如果 strings 数据库中不存在此文件中的字符串，则会将这些字符串放置于该数据库中。重复的字符串和

现有字符串的后缀字符串不会造成对数据库的更改。

在编译大型程序的所有组件后，可以通过以下命令创建用于声明公共 xstr 空间的 xs.c 文件：

xstr

然后，此 xs.c 文件应该与该程序的其余部分一起进行编译和加载。如果可能，可将数组设为只读（共享），从

而节省空间和交换的系统开销。

xstr 也可对单个文件使用。以下命令：

xstr name

同以前一样创建 x.c 和 xs.c 文件，而不会使用或影响位于相同目录中的任何 strings 文件。

如果任何宏定义生成了字符串或条件代码包含了实际上并不需要的字符串，则在 C 预处理器之后运行 xstr 将

非常有用。在指定了 - 参数时， xstr 将从其标准输入中读取数据。在 C 预处理器之后运行 xstr 的适当命

令序列为：

cc -E name.c | xstr -c -

cc -c x.c

mv x.o name.o

除非添加了新项目，否则 xstr 不会使用 strings 文件，这样 make 就可以避免重新生成 xs.o ，除非确实

需要这样做（请参阅 make(1)）。

警告
如果某一字符串是数据库中其他字符串的后缀，但 xstr 首先识别其中较短的字符串，则这两个字符串都会被放

置于数据库中，而实际上仅放置较长的字符串就足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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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xstr 由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开发。

文件
strings 字符串数据库

x.c 被修改的 C 源程序

xs.c 用于定义 xstr 数组的 C 源程序

/tmp/xs* 在“xstr 名称”不使用 strings 时的临时文件

另请参阅
mkstr(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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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yes - 表示重复确定

概要
yes [ expletive ]

说明
yes 重复输出 y，或者如果指定了 expletive ，则会重复输出 expletive。通过中断终止。

作者
yes 由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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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ypcat - 输出网络信息服务映射中的所有值

概要
ypcat [-k] [-t] [-d domain ] mname

ypcat -x

备注
网络信息服务 (NIS) 的前身为黄页 (YP)。其功能与以前相同；只是名称发生了变化。

说明
ypcat 可输出 mname 指定的网络信息服务 (NIS) 映射中的所有值，该名称可以是 mapname 或映射的

nickname。映射的 nickname 是可用于引用 NIS 映射的同义名称。每行列出一个值。

选项
ypcat 可识别下列选项：

-k 输出每个值前面的关联键。该选项可用于检查其值为空或键不是值一部分的映射，例如

ypservers 映射。若文件在 /etc 中（例如 passwd 和 hosts）存在ASCII版本，则从该文

件获得的映射不属于此类映射。

-t 禁止将映射的 nickname 转换为相应的 mapname。例如， ypcat -t passwd 将失败，因

为 不 存 在 名 为 passwd 的 映 射， 相 反， ypcat passwd 会 转 换 为 ypcat

passwd.byname。

-d 指定一个不是由 domainname （请参阅 domainname(1)）返回的 domain。

-x 显示列出了每个 NIS 映射的 nickname 的表。

举例
显示 mapname 为 passwd.byname 且 nickname 为 passwd 的网络范围口令数据库：

ypcat passwd

作者
ypcat 由 Sun Microsystems, Inc. 开发。

另请参阅
domainname(1)、 ypmatch(1)、 ypserv(1M)、 ypfiles(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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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ypmatch - 输出网络信息服务映射中所选键的值

概要
ypmatch [-k] [-t] [-d domain] key [key...] mname

ypmatch -x

备注
网络信息服务 (NIS) 以前称为黄页 (YP)。尽管名称已改变，但该服务的功能仍与过去相同。

说明
ypmatch 输出与网络信息服务 (NIS) 映射（由 mname 指定）中一个或多个键相关联的值。 mname 可以表示

mapname 或映射的 nickname。映射 nickname 是一个同义名称，通过它可以引用 NIS映射。

如果指定了多个键，将在同一个映射中搜索出现的每个键。仅当键的大小写形式和长度与数据库中存储的值相同

时，才进行匹配。目前未提供模式匹配功能。如果某个键未进行匹配，会显示一条诊断消息。

选项
ypmatch 可识别下列命令行选项：

-k 在输出与某个键相关联的值之前，先输出该键以及紧接在该键后的冒号 (:)。如果键不是值的一

部分（例如在 ypservers 映射中），或者当指定了很多键使得输出结果难以阅读时，该选项

很有用。

-t 禁止将映射的 nickname 转换为其相应的 mapname。例如，由于没有名为 passwd 的映射，

所以 ypmatch -t zippy passwd 将失败，而 ypmatch zippy passwd 会转换为 yp-

match zippy passwd.byname。

-d 指定由 domainname （请参阅 domainname(1)）返回的域以外的其他 domain。

-x 显示列出了每个 NIS映射的 nickname 的表。

作者
ypmatch 由 Sun Microsystems, Inc. 开发。

另请参阅
domainname(1)、 ypcat(1)、 ypserv(1M)、 ypfiles(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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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yppasswd - 更改网络信息系统 (NIS) 中的登录口令

概要
yppasswd [name]

备注
网络信息服务 (NIS) 以前称为黄页 (YP)。其功能与以前相同；但名称发生了变化。

说明
yppasswd 用于更改或设置与网络信息系统 (NIS) 中的登录 name 相关联的口令。 NIS 口令可能与您自己计算

机的口令不同。如果省略了 name ，则缺省为 getlogin() 返回的名称（请参阅 getlogin(3C)）。

yppasswd 提示您输入旧 NIS 口令（即使该口令不存在），然后提示输入两次新口令。必须正确输入旧口令，

口令更改才能生效。系统会进行检查，以确保新口令满足下列构成要求。

• 只有前八个字符有意义。

• 如果口令中含有下列字符，则最少可以为四个字符长

• 至少一个特殊字符或

• 混合使用数字和大小写字母。

• 如果口令中混合使用下列字符，则最少可以为五个字符长

• 大小写字母或

• 数字和大写字母或数字和小写字母。

• 如果口令只包含大写字母或小写字母，则必须至少包含六个字符。

如果您尝试三次输入不被接受的新口令，则系统将放宽对除第一条以外的其他原则的规定。但是不能输入空口

令。

只有 name 所有者或超级用户可以更改口令。

要更改 NIS 口令，网络信息系统口令守护程序 yppasswdd(1M) 必须运行在主 NIS 口令服务器上。

警告
口令更新协议同时将旧口令和新口令传送到主 NIS 服务器。因此，如果旧 NIS 口令有误，那么在成功输入新的

NIS 口令之前，系统不会发出通知。

yppasswd 口令构成规则与 HP-UX passwd 命令的不同（请参阅 passwd(1)）。

调用该例行程序的用户应用程序必须与 /usr/include/librpcsvc.a 建立链接。例如，

cc my_source.c -lrpcsv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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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yppasswd 由 Sun Microsystems, Inc. 开发。

另请参阅
id(1)、 passwd(1)、 su(1)、 yppasswdd(1M)、 getlogin(3C)、 yppasswd(3N)、 ypfiles(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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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ypwhich - 列出作为网络信息系统服务器或映射属主的主机

概要
ypwhich

ypwhich [-d domain ] [-V1 -V2] [ hostname ]

ypwhich [-d domain ] [-t] [-m [ mname ] ]

ypwhich -x

备注
网络信息服务 (NIS) 以前称为黄页 (YP)。尽管名称已改变，但该服务的功能仍与过去相同。

说明
ypwhich 可列出向 NIS 客户端提供 NIS 服务的网络信息系统 (NIS) 服务器的主机名。它还可以输出作为

mname 属主的 NIS 服务器。 mname 可以表示 mapname 或映射的 nickname。映射的 nickname 是映射名的

同义名称，通过它可以引用 NIS 映射。

如果不带任何参数调用 ypwhich，则将输出为本地计算机服务的NIS服务器的主机名。如果指定了 hostname，

则会询问该计算机以确定它使用的是哪一台 NIS 服务器。

选项
ypwhich 可识别下列命令行选项和参数：

-d 指定一个不是由 domainname(1) 返回的 domain。

-V1 列出为 NIS v1 协议对话客户端进程服务的服务器。

-V2 列出为 NIS v2 协议对话客户端进程服务的服务器。

如果这两个版本都未指定，则 ypwhich 将定位提供版本 2（当前版本）服务的服务器。

但是，如果找不到提供版本 2 服务的服务器，则 ypwhich 会试图定位提供版本 1 服务的

服务器。由于 NIS 服务器和 NIS 客户端都可向后兼容，因此用户一般无需知道使用的是

哪一版本。

-t 禁止将映射的 nickname 转换为其相应的 mapname。例如，由于没有名为 passwd 的映

射，所以 ypwhich -t -m passwd 会失败，而 ypwhich -m passwd 会转换为 yp-

which -m passwd.byname。如果某个 mapname 与某个 nickname 相同（对 HP 映射

不成立），此选项将非常有用。

-m [ mname ]

列出某一映射的主 NIS 服务器。使用 -m 不能指定任何 hostname。 mname 既可以是

mapname ，也可以是映射的 nickname。如果省略了 mname ，则会生成包含主 NIS 服

务器的可用映射和相应主机名的完整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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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显示列出了每个 NIS 映射的 nickname 的表。

作者
ypwhich 由 Sun Microsystems, Inc. 开发。

另请参阅
domainname(1)、ypserv(1M)、ypset(1M)、ypfiles(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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