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推薦序

當 Linux核心開發者情緒不好的時候，總喜歡丟出一句話：「用戶空間只是核心的一個
試驗負荷。」

核心開發者之所以會這麼說，目的在有任何用戶空間程式碼執行失敗的時候，儘量撇清

所有責任。當所發生的問題絕對不是核心的過錯時，他們所關切的是，用戶空間開發者

應該去修正他們自己的程式碼。

為了證明這通常不是核心的過錯，多年前（至少超過了三年），一位具領導地位的 Linux
核心開發者，曾在擠滿人的會議室裡，以「Why User Space Sucks」（為何用戶空間程式
很糟糕）為題發表演講，他舉出實例說明我們每個人每天使用了哪些可怕的用戶空間程

式碼。其他的核心開發者則以自己所建立工具來展示，差勁的用戶空間程式如何濫用硬

體，並耗盡無預警之筆記型電腦上電池的電力。

儘管用戶空間程式對嘲笑它的核心開發者而言可能只是一個“實驗負荷”（test load），
不過這些核心開發者也是每天都得依靠這些用戶空間程式。如果沒有用戶空間程式可

用，所有的核心充其量也只能在螢幕上交替印出 ABABAB樣式的訊息。

現在，Linux已成為有史以來最具彈性及威力的作業系統，隨處都可以看到它的蹤跡，
不僅最小型的手機和嵌入式裝置執行它，全世界前 500台速度最快的超級電腦中也有 90 
%以上在執行它。其他作業從未曾有過這麼好的規模，也不會遭遇各種硬體和環境的 
挑戰。

如同核心，於 Linux之用戶空間中執行的程式碼也得運作在各種平台上，以人們所仰賴
的應用程式和公用程式提供給全世界使用。

本書中，Robert Love吃力不討好地想要教讀者，Linux系統上所有的系統呼叫。為此，
他在書中以用戶空間的觀點，讓讀者全面瞭解 Linux核心的運作原理，以及如何利用此
系統的威力。



本書將告訴你如何建立可以在各種 Linux發行套件及硬體平台上執行的程式碼。本書也
會讓你瞭解 Linux的運作原理以及如何善用它的彈性。

最後，也是最好的一件事，本書會教你如何讓自己所撰寫的程式不會太差勁。

－ Greg Kroah-Hart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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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所要探討的是 Linux上的系統程式設計。系統程式設計（system programming）就

是在撰寫系統軟體（system software），也就是位於低階層的程式碼，可以直接跟核心

（kernel）及基礎系統程式庫（core system library）互動。換句話說，本書的主題就是
Linux系統呼叫以及其他的低階層函式，例如 C程式庫所定義的那些。

儘管已經有許多書籍在探討 Unix的系統程式設計，但少有只把焦點放在 Linux者，就
算有，也少有在探討「最新的 Linux版本及 Linux獨有之進階介面」者。此外，本書的
讀者可得益於我的特殊經驗：我曾為 Linux撰寫過許多程式碼，包括核心及系統軟體。
事實上，我曾實作過本書所探討的某些系統呼叫以及其他功能。因此，本書揭露了許多

內幕知識，不僅會描述系統介面應該如何運作，也會說明它們的實際運作方式，以及

你如何以最有效的方式來使用它們。所以，本書既是 Linux系統程式設計的教材，也是
Linux系統呼叫的參考手冊，亦是撰寫更聰明、更快之程式碼的權威指南。本書的內容
不僅有趣而且容易理解，不管你是否需要每天撰寫系統層級的程式碼，本書會教你，讓

你得以成為一個更好之軟體工程師的訣竅。

本書為誰而寫
本書接下來的內容會假定，讀者已經熟習 C程式設計以及 Linux的程式設計環境—不
需要精通這些主題，但至少要熟悉它們。如果你對 Unix文字編輯器— Emacs和 vim是

最常見且備受推崇的編輯器—的使用尚不習慣，你需要試著操作看看。你還應該熟悉

gcc、gdb、make等等工具的基本用法。市面上可以找到許多與 Linux程式設計有關的書
籍；本書結尾的附錄 B列舉了幾本有用的參考書。

以上是我對讀者在 Unix或 Linux系統程式設計上應具備之知識所做的假設。本書將從
基礎開始談起，並蜿蜒前進到進階介面和優化訣竅。希望任何層級的讀者都會覺得這一

本值得閱讀而且能夠學到新東西的書。在本書寫作的過程中，我確實是這麼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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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的，我也對讀者的動機做了一些假設。本書適合那些想在低階層寫出好程式的工程

師，那些想尋找求更堅實基礎之較高層級的程式設計者，也可以在本書找到許多感興趣

的資料。即使是出於好奇的駭客，閱讀本書也應該不會失望。本書的內容包羅萬象足以

滿足大多數程式設計者的需要。

不管你的動機為何，最重要的是，祝你閱讀愉快。

本書的內容
本書分成 11章及 2個附錄。

第一章，介紹與基本概念

本章可做為導讀，它概述了 Linux、系統程式設計、核心、C 程式庫以及 C 編譯
器。即使是進階的使用者也應該閱讀這一章。

第二章，檔案 I/O

本章將介紹檔案（Unix環境中最重要的抽象概念）及檔案 I/O（Linux程式設計模式
的基礎），並且說明如何進行檔案的讀寫及其他基本的檔案 I/O操作，最後還會探討
Linux核心如何實作和管理檔案。

第三章，緩衝式 I/O

本章將探討基本檔案 I/O介面的問題—緩衝區大小的管理—以及介紹一般的緩衝式
I/O（尤其是標準 I/O）做為解決方案。

第四章，進階檔案 I/O

本章將以進階的 I/O介面、記憶體映射及優化技術來結束本書對 I/O的探討。本章還
會附帶探討如何避免搜尋磁碟，以及 Linux核心之 I/O排班器所扮演的角色。

第五章，行程管理

本章將介紹行程（Unix第二個最重要的抽象概念）以及基本行程管理的一系列系統
呼叫，包括 fork。

第六章，進階的行程管理

本章將繼續探討進階的行程管理，包括即時行程。

第七章，執行緒

本章將探討執行緒及多執行緒程式設計，而且會把重點擺在較高階的設計概念，包

括對 POSIX threading API（所謂的 Pthread）的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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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檔案與目錄的管理

本章將探討建立、移動、複製、刪除及其他用來管理檔案和目錄的功能。

第九章，記憶體管理

本章將說明記憶體管理。首先會介紹 Unix的記憶體概念，例如行程位址空間以及分
頁，接著會探討從核心取得記憶體空間以及將記憶體空間釋回核心的介面。最後會

探討進階的記憶體相關介面。

第十章，信號

本章將說明信號。首先會探討信號以及它們在 Unix系統上所扮演的角色。然後會說
明信號介面，先探討基本的部分，再探討進階的部分。

第十一章，時間

本章將探討時間、修眠以及時鐘管理。本章會從基本的介面開始談起，最後會談到

POSIX時鐘以及高解析計時器。

附錄 A，GCC對 C語言的擴充

本附錄會回顧 gcc和 GNU C對 C語言所提供的許多擴充，例如 pure和 inline等用
來標記函式的屬性。.

附錄 B，參考書目

本附錄提供了一份參考書清單，其中表列了對系統程式設計有幫助以及有論述本書

未提到之必備知識的相關書籍。

本書所涵蓋的版本
Linux 系統介面可被定義為：Linux 核心（作業系統的中心元件）、GNU C 程式庫
（glibc）以及 GNU C編譯器（gcc—現在被正式稱為 GNU Compiler Collection，但是我
們只關心 C編譯器）等三者所提供的應用程式二元介面（application binary interface）
以及應用程式設計介面（application programming interface）。本書內容涵蓋 Linux核心
3.9版、glibc 2.17版以及 gcc 4.8版等三者所定義的系統介面。本書對系統介面所做的說
明應該可以向上相容於較新版的核心、glibc以及 gcc。也就是說，這些元件中較新版者

應該會繼續符合本書所提到的介面及行為。同樣的，本書所討論到的介面，其中有許多

長久以來就是 Linux的一部分，因此能夠向下相容於較舊版的核心、glibc以及 g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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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說進化中的作業系統是個移動的目標，那麼 Linux就是一隻飢渴的獵豹。Linux的
進展係以日數（而非年數）來度量，不僅新版核心頻繁釋出，其他元件也不斷在演變。

沒有哪一本書可以永久捕獲這隻充滿活力的野獸。

儘管如此，系統程式設計所定義的程式設計環境卻一成不變。核心開發者盡可能不去

改變系統呼叫，glibc開發者高度重視向上（forward）和向下（backward）相容性，而
且 Linux工具鏈（toolchain）可以產生跨版本的相容程式碼。因此，儘管 Linux不斷
在變化中，Linux系統程式設計仍能維持穩定不變，而且本書所根據的 Linux版本，具
有非常好的持久力。我想說的事情很簡單：不要擔心系統介面有任何變化，買本書就 

對了！

本書編排慣例

本書使用的字型、字體慣例，如下所示：

斜體字（Italic）

用來表示檔名、副檔名、路徑、網址和電子郵件。對於初次提到或重要的詞彙，中

文以楷體字呈現，其對應的英文則以斜體表示。

定寬字（Constant width）

用來表示程式列表，也用在文章段落中表示程式元素，例如變數或函式的名稱、資

料庫、資料類型、環境變數、敘述，以及關鍵字。

定寬粗體字（Constant width bold）

用來顯示指令，或其他應該由使用者逐字輸入的文字。

定寬斜體字（Constant width italic）

顯示應該以使用者提供的數值來取代，或者應該由上下文所決定的數值來取代的 
文字。

這個圖示代表提示、建議，或一般的注意事項。 

這個圖示代表警告或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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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與這些標準

本書刻意避免對任何標準提供任何口惠而實不至的服務。一般的 Unix系統程式設計書
籍，必定會停下來詳細說明某個介面在各標準中的行為有何差異，某個系統呼叫在各標

準中是否有實現，並以類似的頁面填充膨脹的內容。然而，本書只會針對現代的 Linux
系統—包括最新版的 Linux核心（3.9）、gcc（4.8）以及 C程式庫（2.17）—探討系統
程式設計

因為系統介面通常會固定下來—例如，Linux系統開發人員會大費周章地避免破壞這些
系統呼叫介面—而且會提供某種程度的原始碼和二元碼相容性，此做法讓我們得以深入

Linux之系統介面的細節，而不用去關心它與各種其他 Unix系統和標準的相容性。這
種把焦點擺在 Linux的做法，讓本書得以深入探討 Linux特有的先進介面，也使得讀者
可以和未來接軌。本書利用 Linux最內部的知識，以及 gcc與核心之類元件的實作和行

為，提供知情人士的看法，而且隨處可見老手的最佳做法以及優化訣竅。

Linux程式設計的概念
本節將對 Linux系統所提供的服務做一次簡明的概述。所有的 Unix系統，包括 Linux，
會提供一組共同的抽象概念以及介面。的確，這種共同性定義了 Unix。檔案和行程、
管理 pipe和 socket的介面⋯等等的抽象概念，就是 Unix系統的基礎元件。

本節假設你已經熟悉 Linux的作業環境：你可以在 shell中遊走、使用基本的命令，以
及編譯簡單的 C程式。本節的內容並非 Linux或其程式設計環境的概述，而是 Linux系
統程式設計的基本知識。

檔案與檔案系統

檔案是 Linux中最基本且最重要的抽象概念。Linux遵循了一切皆檔案哲學（儘管做得

不如其他系統，例如 Plan93，確實）。因此，許多操作是透過檔案的讀寫來進行的，即

使所操作的物件並非你平日所使用的檔案。

檔案必須先開啟才可以被存取。檔案可以開啟以備讀取、寫入或是讀寫。你可以透過

一個獨一無二的描述器（descriptor）來參用一個已開啟的檔案，此描述器讓我們得以
從「與已開啟檔案有關的中介資料」映射回相對應的檔案。在 Linux核心內部，此描述

3 Plan9 是一個誕生自 Bell Labs 的作業系統，它常被稱為 Unix 的後繼者。它展現了若干創新的概念，而
且也是一切皆檔案哲學的擁護者。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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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係透過一個稱為檔案描述器（file descriptor，常簡寫成 fd）的整數（C的 int資料型
別）來進行操作。fd由用戶空間程式所共享，用戶空間程式可以直接使用 fd來存取檔
案。Linux系統程式設計多半是以 fd來進行檔案的開啟、操作、關閉以及其他工作。

正規檔案

一般人所謂的「檔案」就是 Linux所稱的正規檔案（regular file）。正規檔案內含資料

的位元組，而且被組織成一個稱為位元組串（byte stream）的線性陣列（linear array）。
Linux中，不會再為檔案指定任何結構或格式。這些位元組可以具有任何值，而且可以
透過任何方式被組織在一起。從系統的層級來看，除了位元組串，Linux不會再對檔案
套上任何結構。有些作業系統，例如 VMS，會提供高度結構化的檔案，以便支援紀錄
（record）的觀念。Linux則不會這麼做。

你可以對一個檔案內的任何位元組進行讀或寫的操作。這些操作始於一個特定的位

元組，在檔案中這是一個概念上的位置（location）。此位置又稱為檔案位置（file 

position）或是檔案偏移量（file offset）。檔案位置是核心配給已開啟檔案之中介資料

（metadata）的基本要素。當一個檔案首次被開啟時，檔案位置的值是零。通常，當檔
案中的位元組被讀或寫時，會逐位元組地遞增檔案位置。你也可以手動設定檔案位置的

值，即使此值超過了檔案結尾的位置。若直接把一個位元組寫到檔案結尾之後的位置，

則會使得介於其間的位元組被填補上零。儘管有可能以此方式把位元組寫到檔案結尾之

後的位置，但是卻不可能把位元組寫到檔案開頭之前的位置。因為這種做法聽起來很荒

謬，而且的確沒有什麼用處。檔案位置從零開始起算，而且不可以是負值。把一個位元

組寫到一個檔案的中間位置，會覆蓋之前位於該偏移量的位元組。因此，把位元組寫到

檔案的中間位置是不可能擴大一個檔案的。多數的檔案寫入操作發生在檔案結尾之處。

檔案位置的最大值受限於用來儲存它之 C資料型別的大小，就現代的 Linux而言，此大
小為 64位元。

一個檔案的大小，以位元組為度量單位，這又被稱為檔案的長度（length）。換言之，長

度就是組成檔案之線性陣列裡的位元組數目。你可經由一個稱為截短（truncation）的

操作來變更一個檔案的長度。一個檔案可以被截短成比原來尺寸還短的新尺寸，這是有

位元組從檔案結尾被移走的結果。令人困惑的是，此操作本身的名稱，一個檔案還可以

“被截短”（truncated）成比原來尺寸還長的新尺寸。此狀況下，新的位元組（附加在
檔案結尾）會被填入零。一個檔案可能是空的（也就是，長度為零），因此未包含任何

有效的位元組。檔案長度的最大值，如同檔案位置的最大值，僅受限於 Linux核心用來
管理檔案之 C資料型別的大小。然而，有些檔案系統可能會強行加上自己的限制，所以
長度的最大值可能會再小一點。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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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檔案可以被不同的行程或甚至是相同的行程開啟一次以上。每一個被開啟的檔案實

體，都會被賦予一個獨一無二的 fd。反過來說，行程之間可以共享它們的 fd，這讓單
一描述器得以供一個以上的行程所使用。核心並不會對同時進行的檔案存取強加任何限

制。同時可以有多個行程自由讀寫相同的檔案。此類同時存取的結果，取決於個別操作

的先後順序，通常難以預期。用戶空間程式通常必須居間協調這些行程，確保這些同時

進行的檔案存取得以達到同步。

儘管檔案的存取通常是經由檔案名稱（filename），但是檔案與此類名稱通常沒有直接

的關聯性。事實上，檔案的參用係透過資訊節點（information node，常簡寫成 inode），

inode會被賦予一個獨一無二的整數值。此值又稱為資訊節點編號（inode number，常

被簡寫成 i-number或者 ino）。inode用來儲存與某個檔案有關的中介資料，例如檔案的
修改時間戳記、擁有者、類型、長度以及檔案資料的擺放位置—然而就是沒有檔名！

inode既是一個實際的物件（被擺在磁碟上之 Unix風格的檔案系統中），也是一個概念
性實體（由 Linux核心裡的一個資料結構來表示）。

目錄與連結

經由檔案的 i-number來存取檔案很麻煩（而且具有潛在的安全漏洞），所以用戶空間程
式通常會使用名稱（而不會使用 i-number）來開啟檔案。目錄（directory）可用來提供

存取檔案時所使用的名稱。目錄的功能就是把人類可閱讀的名稱映射至 i-number。把名
稱和 inode配成對就稱為連結（link）。此映射關係—例如，一個簡單的表格或雜湊—在

磁碟上的實際形式，係由「支援所指定檔案系統之核心程式碼」來實現和管理。因此，

目錄看起來就像一般檔案，不同之處在於，目錄中只包含名稱與 inode之間的映射關
係。核心會直接使用此映射關係進行「名稱至 inode」的解析工作。

當一個用戶空間應用程式要求開啟所指定的檔案名稱時，核心會開啟包含檔案名稱的目

錄，並且搜尋所指定的名稱。核心可以從檔案名稱找到 i-number。再從 i-number找到
inode。而 inode中則包含與相對應檔案有關的中介資料，例如相對應檔案之資料在磁碟
上的位置。

起初，磁碟上只會有一個目錄，也就是根目錄（root directory）。此目錄通常會標記成

「/」路徑。但是，大家都知道，一個系統上通常會出現許多目錄。核心如何知道自己所
要找的檔案名稱位於哪個目錄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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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稍早所述，目錄看起來非常像正規檔案。的確，它們甚至會被配發 inode。因此，目
錄裡的連結可以指向其他目錄的 inode。這意味著，目錄可以套疊在其他目錄裡，形成
目錄的階層架構。這讓所有的 Unix用戶得以使用路徑名稱（pathname）來指稱檔案—

例如 /home/blackbeard/concorde.png。

當核心被要求去開啟這樣的路徑名稱時，它會走過路徑名稱中每個目錄項目（directory 

entry；核心內部稱之為 dentry）以便尋找下一個項目的 inode。在前面的例子中，核心
會從「/」開始，先取得 home的 inode，接著從該處取得 blackbeard的 inode，接著從該
處取得 concorde.png的 inode。此操作稱為目錄或路徑名稱解析（directory or pathname 
resolution）。Linux核心還會使用一個快取區，稱為目錄項目快取區（dentry cache），

來儲存目錄解析的結果，以便往後替「時間定域性」4現象提供快捷的解析。

一個從根目錄起頭的路徑名稱，可稱為完全限定路徑名稱（fully qualified pathname）
或稱為絕對路徑名稱（absolute pathname）。有些路徑名稱並非完全限定；也就是，

相對於其他目錄（例如 todo/plunder）。這些路徑名稱，又稱為相對路徑名稱（relative 

pathname）。當所提供的是相對路徑名稱時，核心會從當前工作目錄（current working 

directory）開始進行路徑名稱的解析工作。從當前工作目錄開始，核心可以查找 todo目

錄。從該處，核心可以取得 plunder的 inode。當前工作目錄結合相對路徑名稱，就是完
全限定路徑名稱。

儘管目錄看起來像一般檔案，但是核心並不允許你像正規檔案那樣開啟並操作它們。事

實上，它們的操作必須透過一組特別的系統呼叫。這組系統呼叫讓你得以新增和移除連

結，總之只有這兩項操作是你可以感覺到的。如果用戶空間程式不經過核心就可以直接

操作目錄，那麼很容易會因為一個簡單的錯誤就毀壞檔案系統。

硬連結

概念上，目前並不存在任何機制可以避免多個名稱被解析成同一個 inode。的確，這是
允許的。當多個連結把不同的名稱映射至同一個 inode時，我們稱這些連結為硬連結

（hard link）。

硬連結讓複雜的檔案系統結構，得以擁有多個指向相同資料的路徑名稱。硬連結可以位

於相同的目錄中，或者位於兩個或多個不同的目錄中。在這兩種狀況下，核心都會把路

徑名稱解析成正確的 inode。例如，/home/bluebeard/treasure.txt 和 /home/blackbeard/to_

steal.txt可以硬連結至某個指向特定資料團塊的 inode。

4 時間定域性（temporal locality）是指特定資源被存取後，在某段時間內再被存取的機率很高。電腦上有
許多資源會呈現「時間定域性」現象。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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刪除一個檔案包括了把它的連結從目錄結構中移除，方法很簡單只要把它的名稱和

inode的映射關係從目錄中移除即可，這又稱為 unlink（去連結）操作。然而，因為
Linux支援硬連結，所以在每次進行 unlink操作之後，檔案系統不會馬上破壞 inode與
它的相關資料。如果檔案系統中存在另一個硬連結會怎樣？在所有連結都被移除之前，

為了確保檔案不會遭到破壞，每個 inode都會包含一個連結計數（link count）欄位，以

便記錄檔案系統中有多少連結指向它。當一個路徑名稱被移除連結時，連結計數就會被

遞減 1；只有當它變為 0時，inode與它的相關資料才會從檔案系統中移除。

符號連結

硬連結無法跨越檔案系統，因為 i- number如果位於 inode所隸屬的檔案系統之外便毫無
意義。為了讓連結可以跨越檔案系統，Unix系統還實作了符號連結（symbolic link，常

簡寫成 symlink）。

symlink看起來像正規檔案。symlink具有自己的 inode以及資料團塊（其中包含了連結
至檔案的完整路徑名稱）。這意味著，symlink可以指向任何地方，包括不同檔案系統上
的檔案和目錄，甚至是尚不存在的檔案和目錄。symlink若指向尚不存在的檔案稱為不

完整的連結（broken link）。

相較於硬連結，symlink會招致更多的開銷，因為 symlink的解析包括了兩個檔案（符號
連結本身以及所連結的檔案）的解析。硬連結不會招致額外的開銷—存取連結至檔案系

統的某個檔案一次以上並沒有什麼差別，一次只解析一個連結。symlink的開銷其實很
小，但仍然會被視為一項缺點。

symlink透明的程度不如硬連結。硬連結的使用完全透明【譯註：意指它彷彿不存在】；
事實上，它需要努力找出一個被連結一次以上的檔案！另一方面，symlink的操作需要
使用特殊的系統呼叫。symlink缺乏透明度常被視為一項優點，相較於檔案系統內部的
連結，symlink的行為比較像捷徑（shortcut）。

特殊檔案

特殊檔案（special file）就是被表示成檔案的核心物件（kernel object）。多年來，Unix
系統支援了若干不同的特殊檔案。Linux支援四種特殊檔案：區塊裝置檔、字符裝置
檔、具名導管（named pipe）以及 Unix domain socket。特殊檔案是讓特定的抽象概念得
以融入檔案系統的一種方法，符合一切皆檔案的設計原則。Linux為特殊檔案的建立提
供了一個系統呼叫。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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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Unix系統中，裝置的存取係透過裝置檔，它的行為和樣子看起來就像擺在檔案系統
上的一般檔案。裝置檔可以被開啟，以便進行讀寫操作，這讓用戶空間程式得以在系統

上存取和操作（實體及虛擬的）裝置。Unix裝置通常分成兩類：字符裝置（character 
device）及區塊裝置（block device）。每一種裝置類型皆擁有自己專屬的裝置檔。

字符裝置可以當成線性「位元組佇列」（queue of bytes）來存取。裝置驅動程式會把位
元組一個接著一個地放入佇列，而用戶空間程式則會按照位元組擺入佇列的順序來讀取

它們。鍵盤就是字符裝置的一個實例。舉例來說，如果使用者鍵入“peg”，則應用程
式就會從鍵盤裝置上依序讀到 p、e和 g等字符。當不再有任何字符可供讀取時，裝置
會傳回 end-of-file（EOF）字符。如果遺漏了一個字符，或是以任何其他順序來讀取它
們，將沒有多大的意義。字符裝置的存取可經由字符裝置檔（character device file）來

進行。

相對而言，區塊裝置可以當成「位元組陣列」（array of bytes）來存取。裝置驅動程式會
映射可搜尋裝置（seekable device）上的位元組，而且用戶空間程式可以自由地以任何
順序存取陣列中任何有效的位元組—它可以讀取位元組 12，然後讀取位元組 7，接著再
讀取位元組 12。區塊裝置通常就是儲存裝置。硬碟機、軟碟機、光碟機以及快閃記憶體
等全都是區塊裝置。它們的存取係經由區塊裝置檔。

具名導管（named pipe，通常稱為 FIFO，也就是「先進先出」的意思）是一種行程間

通訊（interprocess communication，常簡寫成 IPC）機制，它透過「檔案描述器」提供了

一個通訊的管道，你可以經由一個特殊檔案來存取它。正規導管（regular pipe）是指將
一個程式的輸出「接管至」（pipe into）另一個程式之輸入的方法；它們是經由系統呼叫
在記憶體中建立的，所以不會存在於任何檔案系統上。具名導管的行為很像正規導管，

但是它的存取係經由一個稱為 FIFO的特殊檔案來進行。無關的行程可藉由存取該檔案
跟具名導管通訊。

socket是特殊檔案的最後一種類型。socket是 IPC的一種進階的形式，它讓不同的行程
得以彼此通訊，這些彼此通訊的行程不僅可以位於相同的機器上，也可以位於不同的機

器上。事實上，socket形成了網路和 Internet程式設計的基礎。socket有多種變化，其
中包括 Unix domain socket，這是 socket用於機器內部通訊的一種形式。儘管 socket透
過 Internet通訊時，需要使用主機名稱和埠號來識別通訊的目標，但 Unix domain socket
卻是使用檔案系統上的一個特殊檔案來進行通訊，通常這個特殊檔案就稱為 soc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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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系統與命名空間

如同所有的 Unix 系統，Linux 為檔案和目錄提供了一個全域和統一的命名空間

（namespace）。有些作業系統將磁碟（disk）和磁碟機（drive）分成兩個不同的命名空
間—例如，一個位於軟碟上的檔案可能要經由路徑名稱 A:\plank.jpg來存取，然而硬碟

則位於 C:\。Unix中，位於軟碟上的同一個檔案可能要經由路徑名稱 /media/floppy/plank.

jpg 來存取，或甚至是經由 /home/captain/stuff/plank.jpg來存取，不論檔案來自哪個媒

體。也就是，在 Unix上，命名空間是統一的。

檔案系統（filesystem）就是在正式和有效的層級中一群檔案和目錄所構成的集合。檔案

系統可以個別地加入檔案和目錄的全域命名空間，或是從檔案和目錄的全域命名空間中

移除。這兩項操作就稱為掛載（mounting）及卸載（unmounting）。每個檔案系統可以

被掛載到命名空間中某個位置上，這就是所謂的掛載點（mount point）。然後可以透過

此掛載點來存取檔案系統的根目錄。舉例來說，一張 CD可以被掛載到 /media/cdrom，

這讓 CD上的檔案系統根目錄可以透過該掛載點來存取。第一個檔案系統會被掛載到命
名空間之 root節點的位置，也就是「/」，這就稱為根檔案系統（root filesystem）。Linux
系統總是會有一個根檔案系統。其他的檔案系統則可以自由掛載到其他的掛載點。

檔案系統通常實體存在著（也就是，被儲存在磁碟上），儘管 Linux也支援僅存在於
記憶體的虛擬檔案系統（virtual filesystem）以及橫跨網路存在於遠端機器上的網路

檔案系統（network filesystem）。實體檔案系統位於區塊儲存裝置上，例如光碟片、

軟碟片、緊湊型閃存卡（compact flash card）或硬碟。此類裝置有些是可分割的

（partitionable），也就是可以劃分成多個檔案系統，這些檔案系統每個都可以獨立操

作。Linux支援各種檔案系統—當然一般使用者有時會希望用到任何的檔案系統—包括
媒體特有的檔案系統（例如 ISO9660）、網路檔案系統（NFS）、原生檔案系統（ext4）、
來自其他 Unix系統的檔案系統（XFS），甚至是來自非 Unix系統的檔案系統（FAT）。

扇區（sector）是區塊裝置上最小的可定址單元。扇區是裝置的實體屬性。扇區的大小

通常是 2的次方，512個位元組是相當常見的尺寸。區塊裝置無法移動或存取尺寸小於
一個扇區的資料單元，而且所有的 I/O都是以一或多個扇區來進行。

同樣地，區塊（block）是檔案系統上最小的邏輯可定址單元。區塊是檔案系統的一個抽

象概念，檔案系統上並不存在這樣的媒體。區塊的大小通常是 2的次方而且是扇區大小
的倍數。Linux中，區塊一般都大於扇區，但是必須小於頁面尺寸（page size）—這是

記憶體管理單元（一個硬體元件）所能定址的最小單位。5常見的區塊大小有 512位元
組、1千位元組以及 4千位元組。

5 這是一個人為的核心限制，在未來可能會有所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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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Unix系統僅會使用一個共用的命名空間，其可視範圍及於系統上所有用戶以及所
有行程。Linux採用新的做法，並且支援每行程命名空間（per-process namespace），這

讓每個行程得以針對系統的檔案和目錄層級選擇自己的觀點。6預定狀況下，每個行程會

繼承其父行程的命名空間，但是一個行程可以選擇使用自己所擁有的一組掛載點以及唯

一的根目錄來建立自己的命名空間。

行程

如果說檔案是 Unix系統中最基本的抽象概念，那麼行程就是第二個最基本的抽象概
念。行程（process）是執行中的目的碼（object code）：正在執行的程式。但它不僅是
目的碼而已—行程組成自資料、資源、狀態以及一個虛擬的電腦。

行程的生命始於可執行目的碼（executable object code）；這是採用核心所瞭解之可
執行格式的機器可執行碼（machine-runnable code）。Linux中最常見的可執行格式為
Executable and Linkable Format（可執行及可鏈結格式，簡稱 ELF）。可執行格式包括中

介資料（metadata）以及多個程式碼和資料區段（sections of code and data）。這些區段
是目的碼的線性團塊（linear chunk），會被載入至記憶體的線性團塊。區段中所有資料
的待遇都一樣，它們具有相同的存取權限，而且一般用於類似的用途。

最重要和最常用的區段就是 text區段、data區段以及 bss區段。text區段中包含可執行
程式碼及唯讀資料（例如，常數變數），而且通常會被標示成唯讀及可執行。data區段
中包含已初化的資料（例如，有定義初值的 C變數），而且通常會被標示成可讀寫。bss
區段中包含尚未初始化的全域資料。因為 C標準規定 C變數的預設值基本上皆為零，
所以不需要把零存入磁碟上的目的碼。事實上，目的碼只會在 bss區段中列出未初始化
的變數，當此區段載入記憶體時，核心會把此區段映射至 zero page（一個填滿零的頁

面）。一般認為 bss區段就是基於此目的之優化手段。bbs這名稱是一個歷史遺跡；代
表 block started by symbol或 block storage segment。ELF可執行檔中常用到的其他區段還
有 absolute區段（內含不可重新定位的符號）以及 undefined區段（內含所有未定義的 
符號）。

行程還會涉及由核心仲裁和管理的各種系統資源。行程通常只會透過系統呼叫來請求和

操作資源（包括計時器、未決信號、已開啟的檔案、網路連線、硬體及 IPC機制）。在
核心內部，一個行程所配得的資源會隨著行程的相關資料及統計值一同被存入行程的行

程描述器（process descriptor）。

6 貝爾實驗室的 Plan9 是首先採用此做法的作業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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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是一個虛擬化的抽象物件。Linux 核心，支援先佔式多任務（preemptive 
multitasking）以及虛擬記憶體（virtual memory），並為行程提供虛擬化的處理器以及
記憶體的虛擬化觀點。從行程的角度來看，彷彿它獨自控制整個系統。也就是，儘管該

行程可能與許多其他行程一同參與排班，它執行的時候就好像是它獨自掌控整個系統一

樣。事實上，核心會無間隙且透明地先佔和重新安排行程，與正在執行的所有行程共享

系統的處理器。行程絕不會察覺有何異樣。同樣地，每個行程會配得單一的線性位址空

間，彷彿是它獨自控制系統中所有記憶體。透過虛擬記憶體和分頁機制，核心允許多個

行程並存於系統之上，讓每個行程各自運作在不同的位址空間中。核心係透過現代處理

器所提供的硬體支援來管理此虛擬化的功能，讓作業系統得以同時管理多個獨立行程的 
狀態。

執行緒

每個行程由一或多個執行緒（thread of execution，常簡寫為 thread）所構成。執行緒就

是行程內最小的執行單位；也就是說，執行緒是一個負責執行程式碼及維護行程執行狀

態的抽象物件。

多數行程僅由單一執行緒所構成；它們又被稱為單執行緒（single-threaded）行程。那

些包含多個執行緒的行程又被稱為多執行緒（multithreaded）行程。傳統上，Unix程式
都是單執行緒行程，這是因為 Unix歷來著重簡單性、快速的行程建立時間以及穩固的
IPC機制，這些都會降低執行緒的需求。

一個執行緒組成自堆疊（stack；用來存放它的區域變數，如同非執行緒系統上的行

程堆疊）、處理器的狀態，以及目的碼中當前的位置（通常存放在處理器的指令指標

〔instruction pointer〕中）。行程中其餘部分多半由所有執行緒共享，其中最重要的是行

程位址空間。這種方式之下，除了維護虛擬化處理器，執行緒還會共享虛擬記憶體。

就內部而言，Linux核心僅為執行緒實作了一個觀點：它們就像一般的行程那樣共享某
些資源。在用戶空間中，Linux係以符合 POSIX 1003.1c（稱為 Pthreads）的方式來實作

執行緒。當前的 Linux執行緒實作（這是 glibc的一部分）稱為 Native POSIX Threading 
Library（簡稱 NPTL）。我們將會在第 7章探討執行緒的細節。

行程的階層結構

每個行程可透過一個具唯一性的正整數來識別，這稱為行程識別碼（process ID，常簡

寫成 pid）。第一個行程的 pid是 1，之後每個行程都會收到一個獨一無二的新 p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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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ux中，所有行程會呈現出一個階層結構，這稱為行程樹（process tree）。行程樹的根

節點是第一個行程，也就是 init行程，這通常就是 init程式。要建立新的行程，可透過

fork()系統呼叫。此系統呼叫會替進行呼叫的行程（calling process）建立一個副本。此
狀況下，原本的行程稱為父行程（parent）；新的行程稱為子行程（child）。第一個行程

除外，每個行程皆有父行程。如果父行程在其子行程之前先終止了，核心會把該子行程

重新指派給 init行程。

當一個行程終止時，並不會立即從系統中移除。事實上，核心會把該行程的一部分保

留在記憶體中，這讓該行程的父行程得以打聽到它的終止狀態。這稱為等候已終止之

行程（waiting on the terminated process）。一旦父行程等到其已終止之子行程，子行程
會被完全移除。一個已終止之行程，如果沒有父行程在等候它，則會被稱為殭死行程

（zombie）。init行程會例行性地等候它的所有子行程，確保重新指派給它的子行程不會
永遠保持在僵死狀態。

用戶與群組

Linux中的授權機制提供自用戶（user）和群組（group）。每個用戶會配給一個獨一

無二的正整數，稱為用戶識別碼（user ID，簡稱 uid）。每個行程恰好會被關聯到一個

uid，用以識別執行行程的用戶，這稱為行程的真實用戶識別碼（real uid）。Linux核
心內部，uid就代表用戶。然而，用戶本身在指稱自己和其他用戶時，所使用的是用戶

名稱（username），而不是數值形式的 uid。用戶名稱與相對應的 uid皆被儲存在 /etc/

passwd檔案，而程式庫常式則會把用戶所提供的用戶名稱映射到相對應的 uid。

欲登入系統，用戶必須提供用戶名稱與通行密碼給 login程式。如果所提供的是有效的

用戶名稱與正確的通行密碼，則 login程式會執行（spawn）用戶的 login shell（至於

要執行哪一個 shell也是在 /etc/passwd檔中指定的），並且讓 shell的 uid等於該用戶的
uid。子行程的 uid繼承自其父行程。

uid 0會配給一個名為 root的特殊用戶。root用戶具有特權，可以對系統做幾乎任何
事。例如，只有 root用戶可以變更一個行程的 uid。因此，login程式應該以 root的身份
來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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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 real uid，每個行程還具有一個 effective uid（有效用戶識別碼）、一個 saved uid（暫

存用戶識別碼）以及一個 filesystem uid（檔案系統用戶識別碼）。real uid總是代表啟動
行程的用戶，而 effective uid可以根據各種規則加以變更，這讓一個行程的執行得以為
不同的用戶指定使用權限。saved uid用來暫存原本的 effective uid；它的值可用於判斷
用戶可以切換到哪些 effective uid值。filesystem uid通常等於 effective uid，可用於驗證
檔案系統的存取。

每個用戶可能隸屬一或多個群組，包括 /etc/passwd檔中所列示之主要群組（primary 

group）或稱登入群組（login group），以及於 /etc/group檔中追加的群組（supplemental 

group）。每個行程因此還會被關聯到一個相對應的群組識別碼（group ID，簡稱 gid），

而且具有一個 real gid（真實群組識別碼）、一個 effective gid（有效群組識別碼）、一個

saved gid（暫存群組識別碼）以及一個 filesystem gid（檔案系統群組識別碼）。行程一般

會被關聯到某個用戶的 login group（登入群組），而不是後來追加的任何群組。

Unix的安全系統會在特定條件符合的狀況下，允許行程進行某些操作。以往，Unix都
是以非黑即白的方式來做這項決定：只有 uid為 0的行程可以存取，其他行程則不行。
近來，Linux將此安全系統代換成更一般化的 capabilities系統。新的系統不再只是進行

二元碼檢查，它讓核心得以根據粒度更細的設定進行存取控制。

權限

如同以往的 Unix，Linux中也具有標準的檔案權限與安全機制。

每個檔案會被關聯到一個擁有用戶、一個擁有群組以及一組權限位元。權限位元描述了

擁有用戶、擁有群組以及其他任何人是否有能力讀取、寫入與執行該檔案；這三類用戶

的權限設定各需要用到三個位元，所以總共需要用到九個位元。這些擁有者以及權限位

元的設定就儲存在檔案的 inode中。

就正規檔案而言，權限位元的概念相當容易瞭解：它們可用來指定開啟一個檔案以便讀

取的能力、開啟一個檔案以便寫入的能力、執行一個檔案的能力。特殊檔案之讀取和寫

入的權限如同正規檔案，但是讀取和寫入的實際意義因特殊檔案而異。至於執行權限則

會被特殊檔案忽略。就目錄而言，讀取權限讓目錄的內容得以被列出，寫入權限讓新的

連結得以被加入目錄，而執行權限讓目錄得以被進入以及被用在路徑名稱中。表 1-1完
整地列出了這九個權限位元、它們的八進位值（常用來表示九個位元的值）、它們的文

字值（如同 ls的顯示方式）以及它們所代表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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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權限位元與它們的值

位元 八進位值 文字值 相對應的權限

8 400 r-------- 擁有用戶可讀取

7 200 -w------- 擁有用戶可寫入

6 100 --x------ 擁有用戶可執行

5 040 ---r----- 擁有群組可讀取

4 020 ----w---- 擁有群組可寫入

3 010 -----x--- 擁有群組可執行

2 004 ------r-- 其他任何人可讀取

1 002 -------w- 其他任何人可寫入

0 001 --------x 其他任何人可執行

除了以往 Unix所採用的權限機制，Linux還支援存取控制清單（access control list，簡
稱 ACL）。ACL讓你得以進行更詳細、更嚴格的權限和安全控制，但是必須付出複雜度
提高和磁碟儲存空間增加的代價。

信號

信號（signal）是一種單向非同步通知機制。信號可以從核心送往一個行程、從一個行

程送往另一個行程，或者從一個行程送給它自己。信號通常用來通知某個行程發生了某

個事件，例如 segmentation fault（節區錯誤）或者用戶按下了 Ctrl-C鍵。

Linux核心大約實作了 30幾種信號（實際的數目因架構而異）。每種信號可以使用數值
常數以及文字名稱來表示。例如，SIGHUP可用來通知發生了終端機掛斷線路（terminal 
hangup）的事件，在 x86-64架構上此信號可用 1這個值來表示。

信號可以中斷（interrupt）正在執行的行程，使得該行程中止目前所執行的任何工作，

並立即執行預定的工作。SIGKILL（總是用於終止〔terminate〕行程）和 SIGSTOP（總是
用於中止〔stop〕行程）除外，行程可以控制當自己收到一個信號時該如何處理。它們
可以採用預定的處理方式：可能是終止行程、終止行程並產生 coredump、中止行程或
者什麼都不做，這取決於所收到的信號。另外，行程可以明確地選擇忽略或處理所收

到信號。受忽略的信號會被直接丟掉。受處理的信號會導致用戶所提供的信號處理程

序（signal handler）函式被執行。一收到信號，程式就會跳躍至此函式執行。當控制權

從信號處理程序交回程式後，便會從先前遭中斷的指令繼續執行。因為信號是非同步

的，所以若信號處理程序僅執行具非同步安全性（async-safe）—也稱為具信號安全性

（signal-safe）—的函式，將可避免遭到被中斷程式的干擾。

20



22 | 第一章

行程間通訊

允許行程之間交換資訊，並通知對方事件的發生，是作業系統最重要的工作之一。

Linux核心實作了以往 Unix所採用的 IPC機制—包括 System V與 POSIX所定義及標準
化的機制—並且實作了若干自己的機制。

Linux 所 支 援 的 IPC 機 制 包 括： 導 管（pipe）、 具 名 導 管（named pipe）、 旗 號
（semaphore）、訊息佇列（message queue）、共用記憶體（shared memory）以及快速用
戶空間上鎖（futex）7。

標頭檔

Linux系統程式設計會用到一些標頭檔（header）。核心本身及 glibc都有提供系統程式

設計所要用到的標頭檔。這些標頭檔包括標準 C所需要的部分（例如，<string.h>）以
及 Unix通常會用到的部分（例如，<unistd.h>）。

錯誤處理

不用說，錯誤的檢查及處裡也具有至高無上的重要性。在系統程式設計中，錯誤的通知

係經由函式的傳回值，而錯誤的描述則是經由特殊變數 errno。glibc會以透明的方式為

程式庫和系統呼叫提供 errno的支援。本書所提到的介面絕大多數都會使用此機制來通
知所發生的錯誤。

函式會經由一個特殊的傳回值來通知呼叫者發生錯誤的事實，這個傳回值通常是 -1（實
際會使用哪個值，因函式而異）。此錯誤值只用來警示呼叫者有錯誤發生了，並沒有提

供任何足以洞察錯誤為何發生的訊息。errno變數可用來找出錯誤發生的原因。

此變數宣告於 <errno.h>，如下所示：

extern int errno;

它的值只有在設定了 errno的函式發生錯誤（通常是傳回 -1）才有意義，因為於函式成
功執行期間修改此變數的內容是完全合法的。

7 futex 代表 fast user-space mutex（或 fast user-space loc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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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以直接讀或寫 errno變數；它是一個可修改的左值（modifiable lvalue）。errno的
值會映射到相應錯誤的文字描述。而且會有一道預處理器指令 #define映射到數值形
式的 errno值。舉例來說，預處理器指令可以把 EACCESS定義成 1，表示“permission 
denied”（拒絕不符權限的操作）。表 1-2列出了標準的定義以及相應錯誤的描述。

表 1-2　錯誤與相應的描述

預處理器指令的定義 描述

E2BIG Argument list too long（引數列項目過長）

EACCESS Permission denied（拒絕不符權限的操作）

EAGAIN Try again（請再試一次）

EBADF Bad file number（錯誤的檔案號碼）

EBUSY Device or resource busy（裝置或系統資源忙碌中）

ECHILD No child processes（沒有子行程存在）

EDOM Math argument outside of domain of function 
（數學引數超出函式的定義域之外）

EEXIST File already exists（檔案已經存在）

EFAULT Bad address（錯誤的位址）

EFBIG File too large（檔案太大）

EINTR System call was interrupted（系統呼叫遭中斷）

EINVAL Invalid argument（不適用的引數）

EIO I/O error（輸出入錯誤）

EISDIR Is a directory（是個目錄）

EMFILE Too many open files（開啟太多檔案）

EMLINK Too many links（太多連結）

ENFILE File table overflow（檔案表已滿）

ENODEV No such device（沒有此一裝置）

ENOENT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沒有此一檔案或目錄）

ENOEXEC Exec format error（可執行檔格式錯誤）

ENOMEM Out of memory（伺服器記憶體已用完）

ENOSPC No space left on device（裝置上已無多餘空間）

ENOTDIR Not a directory（沒有此一目錄）

ENOTTY Inappropriate I/O control operation（不希望的裝置輸出入控制）

ENXIO No such device or address（沒有此一裝置或位址）

EPERM Operation not permitted（此項操作並不被允許）

EPIPE Broken pipe（導管斷掉）

ERANGE Result too large（結果太大了）

EROFS Read-only filesystem（唯讀檔案系統）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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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處理器指令的定義 描述

ESPIPE Invalid seek（不合法的搜尋）

ESRCH No such process（沒有此一行程）

ETXTBSY Text file busy（文字檔忙錄中）

EXDEV Improper link（不適用的連結）

C程式庫提供了若干函式可以把 errno的值轉譯成相對應的文字描述。這只需要應用
在錯誤報告之類的工作上；錯誤的檢查和處理可以直接使用預處理器指令的定義以及

errno來完成。

此類函式中，第一個要介紹的是 perror()：

#include <stdio.h>

void perror (const char *str); 

此函式用來把函式發生錯誤的原因印往 stderr（標準錯誤）：會先印出 str所指向之字
串，接著印出一個冒號，最後印出錯誤描述字串（其內容取決於 errno的值）。str所指
向之字串一般會被設定成發生錯誤之函式的名稱，例如：

if (close (fd) == −1)
        perror ("close");

C程式庫還提供了 strerror()和 strerror_r()等函式，它們的原型分別是：

#include <string.h>

char * strerror (int errnum);

與：

#include <string.h>

int strerror_r (int errnum, char *buf, size_t len);

strerror()函式會根據參數 errnum的值找到錯誤描述字串，並傳回指向該字串的指標。
應用程式無法直接修改此字串，不過可以透過 perror()和 strerror()呼叫予以修改。此
函式不具執行緒安全性。

strerror_r()函式具執行緒安全性。它的可功能如同 strerror()，但是它會把所找到錯
誤描述字串填入 buf所指向之長度為 len的緩衝區。strerror_r()的呼叫如果成功會傳
回 0，否則會傳回 -1。好笑的是，它會在錯誤發生時設定 err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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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某些函式而言，整個系列的傳回型別都是合法的傳回值。因此，調用此類函式之前，

必須把 errno的值設為零，並於事後進行檢查（此類函式只會在實際發生錯誤時傳回非
零值的 error）。例如：

errno = 0;
arg = strtoul (buf, NULL, 0);
if (errno)
        perror ("strtoul");

檢查 errno時常犯的錯誤，就是忘記任何程式庫或系統呼叫都可以改變它。例如，下面
這段有瑕疵的程式碼：

if (fsync (fd) == −1) {
        fprintf (stderr, "fsync failed!\n");
        if (errno == EIO)
                fprintf (stderr, "I/O error on %d!\n", fd);
}

要讓 errno的值得以跨越函式調用，你必須保存它：

if (fsync (fd) == −1) {
        const int err = errno;
        fprintf (stderr, "fsync failed: %s\n", strerror (errno));
        if (err == EIO) {
                /* 如果錯誤與 I/O 有關，棄船 */
                fprintf (stderr, "I/O error on %d!\n", fd);
                exit (EXIT_FAILURE);
        }
}

在單執行緒的程式中，errno是個全域變數，正如本節稍早所述。然而，在多執行緒的
程式中，errno會按每個執行緒來儲存，因此具執行緒安全性。

開始進行系統程式設計

本章除了介紹 Linux系統程式設計的基礎知識，還以程式設計者的觀點概述了 Linux系
統。下一章將討論基本的檔案 I/O（輸出入）。當然，這包括了檔案的讀寫操作；然而，
因為 Linux把許多介面都實作成了檔案，檔案 I/O比檔案重要多了。

「前言」已經遠遠落在我們後面，邁向系統程式設計的時間已到。前進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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