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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开发环境
1.1. 需要的开发工具
软件打包前需要安装：
sudo apt-get install dh-make
sudo apt-get install debmake
sudo apt-get install build-essential

1.2. 需要的开发文档
这里提供一些网址可能会有所帮助。
Debian 新维护者手册，里面有更详细的 debian 软件打包过程。
https://www.debian.org/doc/manuals/maint-guide/
debian-policy - the Debian Policy Manual 包含了对 Debian 软件仓库、操作系统设计
问题、文件系统层级标准(FHS，Filesystem Hierarchy Standard，讲述每个文件和目录应该放
在哪里)等的描述。
https://www.debian.org/doc/devel-manuals#policy
developers-reference - Debian 开发者参考 描述了打包所需的包含技术细节在内的全
部详细信息，如仓库结构、如何重命名/丢弃/接手软件包、如何进行 NMU(非维护者上传)、
如何管理 Bug 以及打包最佳实践、何时向何处上传等。
https://www.debian.org/doc/devel-manuals#devref

1.3. 获取帮助
如有需要帮助，可联系我们：
麒麟软件产品中心

常亚武

13522912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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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快速上手
2.1. 版本迭代
如果 debian 文件已经由前人建立好了，现在只需要我们进行版本更新或者 bug 修复，
那么在版本准备好之后，我们只需要进行几个步骤即可。
步骤一 获取源码并解压缩
步骤二 做出你对这个源码的修改（修复 bug 或者更正信息等）
步骤三 编包
因为 debian 目录已经存在，所以不需要向 3.1 小节那样创建 debian 目录，可以直接使
用以下命令进行编包。
1.如果你手工下载了一个程序的源码包，其中包含了几个类似.orig.tar.gz，.dsc 以
及.diff.gz 之类的文件，那么你就可以对.dsc 文件使用这个命令来编译源码包。
dpkg-source -x *.dsc
2.编译源码包。（可以用 dput 命令将.changes 文件上传至平台，由平台进行编译）
debuild -S -sa
3.在本地编译特定环境的.deb 包。
debuild
注：执行 debuild 命令时，可以在后面加上-d 参数，忽略一些不重要的错误信息。
选择适合自己的方式。
（更多的构建、检查、更新软件包的内容在第 4，5，6 章）

3. DEBIAN 目录
3.1. 建立 debian 目录
3.1 小节针对于对软件打包毫无基础或者对 linux 不是很熟悉的开发者。
执行软件打包之前，我们需要建立一个 debian 目录（即 debian 文件夹），步骤如下：
步骤一：选择自己想要打包的程序
2

软件打包规范（麒麟桌面操作系统 V10 版）

获取一份上游软件的拷贝，它通常为压缩过的 tar 格式：package-version.tar.gz。以程
序 record 录音源代码为例，获取的源代码压缩包为：record-0.9.12.tar.gz。（record 是项目
的名字，替换为你自己的即可）
源代码的命名格式有几点需要注意：
1.

软件包：在软件包名里只能含有小写字母(a-z),数字(0-9),加号(+)和减号(-)，以及点

号(.)。软件包名最短长度两个字符，它必须以字母开头，它不能与仓库软件包名发生冲突。
把软件包名的长度控制在 30 字符以内是明智之举。
2.

如果上游代码在它的名称中使用了一些通用术语比如 test-suite， 那么你应当将

其重命名。
3.

包的版本号：只包含字母和数字 (0-9A-Za-z), 以及加号(+), 波浪号(~), 还有点号

(.)。注意：必须以数字开头 (0-9)。如果可能的话，最好把它的长度控制在 8 字符以内。软
件的包名只能够包含小写字母(a-z)，阿拉伯数字(1-9)，还有加号(+)，减号(-)，还有点(.)。
而且长度不能小于 2，推荐长度是小于 30 个字符。
4.

如果上游的源码版本号不是用普通的版本号（2.30.32），而是用（11Apr29）的，

或者一些 CVS 系统生成的随机字符的话，应该要把这些字符从版本号中删除，但可以把它
记录在 debian/changelog 中。
步骤二：建立程序文件夹并解压
以 record 录音源代码为例。首先，打开终端，执行以下操作：输入命令 mkdir ~/record
即在家目录下建立了一个名为 record 的文件夹。

然后我们需要将下载的源代码压缩包 record-0.9.12.tar.gz 复制到这个文件夹下并输入
命令：
tar -xvzf record-0.9.12.tar.gz
进行解压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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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三：设置 dh_make 两个环境变量
设置两个环境变量，DEBEMAIL 和 DEBFULLNAME，这样大多数 Debian 维护工具就能
够正确识别你用于维护软件包的姓名和电子邮件地址。

其

中

，

DEBEMAIL="your.email.address@example.org"

中

，

your.email.address@example.org 更 换 为 你 自 己 的 邮 件 地 址 ， DEBFULLNAME="Firstname
Lastname"中，则输入维护者的名字。

步骤四：初始化外来 Debian 软件包
这一步骤中，我们需要用到 dh_make 来生成一个 debian 文件。并且注意到，生成的
dh_make 文件夹下已经包含 debian 目录的必须文件，这些文件已经被自动生成和初始化。
具体步骤如下：
1.进入解压后的文件夹下
cd record-0.9.12
2.输入命令：
dh_make -f ../record-0.9.12.tar.gz
将 record-0.9.12.tar.gz 更换为你的要打包的程序的压缩文件名。

执行命令 dh_make -f ../record-0.9.12.tar.gz 时，你会看到一些输出，询问你想要创建什
么类型的软件包。这里的 record 被规划为一个单一二进制包——它仅仅产生一个二进制包，
亦即单个 .deb 文件——于是我们就选择第一项 (按 s 键)。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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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下 s 键后，会询问你以下信息是否正确，如下图所示，这些信息是我们在步骤三设置
的邮箱，维护者，以及项目名称，版本号等信息。认真阅读屏幕上的输出信息， 确定无误
之后，然后按 y 键来确认。
（扩展：s 代表单一二进制包，i 代表独立于体系结构的软件包，m 代表多个二进制包，
l 代表共享库文件包，k 代表内核模块包， n 代表内核补丁包， b 代表 cdbs 软件包。）

到此，我们就建立好了该程序的 debian 目录，这是一个初始的 debian 目录，其下的文
件需要我们在之后按照实际程序的相关内容进行添加。
正确执行这一过程后，可以看到 record 文件夹下多了一个 record-0.9.12.orig.tar.gz 文
件。

而 record-0.9.12 文件夹下，则自动生成了一个 debian 文件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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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debian 目录中的必须文件
建立好的 debian 目录下已经有了许多示例文件，我们将要修改这些文件来定制软件包
行为。其中最重要的文件当属 control, changelog, copyright, 以及 rules, 所有的软件包都
必须有这几个文件。

3.2.1control 文件
control 文件，主要作用是提供这个包的依赖，主页和描述等。control 文件应包含软件
包所需要的所有依赖。这里我们以一个已经写好的 indicator-china-weather 的 control 为例：

注意：control 文件中的一些信息（比如依赖，主页等）需要我们根据具体项目手动输
6

软件打包规范（麒麟桌面操作系统 V10 版）

入，初始化文件只是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模板（其他文件也同样）。
Source：源码包名
Section：该源码包要进入发行版中的分类。
分为几个类别：分为 main（自由软件）、non-free（非自由软件）、contrib（依
赖非自由软件的自由软件）、admin（供管理员使用）、devel（开发工具）、doc（文
档）、libs（库）、x11（不属于其他分类的 x11 程序）等
Priority：描述了用户安装此软件包的优先级：optional。
optional 优先级适用于与优先级为 required、important 或 standard 的软件包不冲突
的新软件包。这里 indicator-china-weather 是一个常规优先级的软件，并不与其他软件包冲
突，将优先级设置为 optional。
Maintainer：所有者，填自己名字和邮箱，确保自己的邮箱正确，可以接受信息。避免
使用逗号、“&”符号或括号。
Build-depends：编译依赖，可以用 dpkg-depcheck -d ./configure 查看
列出编译此软件包需要的软件包。如果需要其他工具来编译这个软件包，将它们加到这
里。多个软件包应使用半角逗号分隔。
Standards-Version：此软件包的标准版本号，无需修改。
Homepage：主页，改为自己项目主页即可。
Package：包名，注意该行与前面源码包内容的一行空行，该行为分隔符，从 Package
这行开始下面内容属于软件包配置，当需要由一个源码包生成多个软件包时，复制该部分即
可。通常情况下与源代码包相同，但不是必须的。
Architecture：描述了可以编译本二进制包的体系结构，也就是你所构建的包所面向的
cpu 架构平台。all 表明不需要根据架构做区分，编译生成一个软件包即可；any 表示四种 cpu
架构需要分别编译，会生成四个软件包；amd64，i386，armhf，arm64 表示适用于该种 cpu
架构。
Depends：此软件包仅当它依赖的软件包均已安装后才可以安装。如果是这个要求的
软件包，该软件便不能正常运行的情况，就必须写明你的程序所必须的软件包。
除 Depends 外，还有 Recommends、Suggests、Pre-Depends、Breaks、Conflicts、
Provides 和 Replaces。
Recommends
这项中的软件包不是严格意义上必须安装才可以保证程序运行。当用户安装软件包时，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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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前端工具都会询问是否要安装这些推荐的软件包。aptitude 和 apt-get 会在安装你的
软件包的时候自动安装推荐的软件包(可以禁用这个默认行为)。dpkg 则会忽略此项。
Suggests
不是必须安装的。建议安装的软件包。aptitude 可以被配置为安装软件时自动安装建
议的软件包，但这不是默认。dpkg 和 apt-get 将忽略此项。
Pre-Depends
此项中的依赖强于 Depends 项。软件包仅在预依赖的软件包已经安装并且正确配置后
才可以正常安装。慎用。
Conflicts
冲突的软件包，仅当所有冲突的软件包卸载完后才可安装。当程序在某些特定软件包存
在的情况下根本无法运行或存在严重问题时使用此项。
Breaks
此软件包安装后列出的软件包将会受到损坏。通常 Breaks 要附带一个“版本号小于多
少”的说明。这样，软件包管理工具将会选择升级被损坏的特定版本的软件包作为解决方案。
Provides
某 些 类 型 的 软 件 包 会 定 义 有 多 个 备 用 的 虚 拟 名 称 。 你 可 以 在
virtual-package-names-list.txt.gz 文件中找到完整的列表。如果你的程序提供了某个已存在
的虚拟软件包的功能则使用此项。
Replaces
当你的程序要替换其他软件包的某些文件，或是完全地替换另一个软件包(与 Conflicts
一起使用)。列出的软件包中的某些文件会被你软件包中的文件所覆盖。
Description：绝大多数人的屏幕是 80 列宽，所以描述不应超过 60 个字符。下一行是
更详细地描述软件包。每行的第一个格应当留空。描述中不应存在空行，如果必须使用空行，
则在行中仅放置一个 . (半角句点)来近似。同时，长描述后也不应有超过一行的空白。

3.2.2 copyright 文件
这个文件包含了上游软件的版权以及许可证信息。dh_make 建立 Debian 目录时，给出
一个了 copyright 文件的模板。在这里我们使用 --copyright gpl3 参数来获得一个模板写
明 indicator-china-weather 软件包是发布于 GPL-3 许可证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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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的自由软件许可证，如 GNU GPL-1、GNU GPL-2、GNU GPL-3、LGPL-2、LGPL-2.1、
LGPL-3、GNU FDL-1.2、GNU FDL-1.3、Apache-2.0、3-Clause BSD、CC0-1.0、MPL-1.1、
MPL-2.0 或

Artistic 许 可 证 ， 也 可 以 直 接 将 其 指 向 所 有

Debian 系 统 都 有 的

/usr/share/common-licenses/ 目录下的文件。否则，许可证则必须包含完整的许可证文本。
indicator-china-weather 的 copyright 文件如下所示： 一些基本内容根据自己的信息
修改即可，例如维护者，邮箱等内容。

3.2.3 changelog
changelog 文件，记录从原始版本开始，每一次修改或者更新的信息和内容。
找到包含 debian 目录的源码包，输入 dch -i 可以来修改 changelog。如果不使用命令，
要严格按照已有模板格式在里面填充自己的内容，注意版本号命名规范附加内容。
以 indicator-china-weather 软件包为例，changlong 部分内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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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17-21 行为例：

第 17 行是软件包名、版本号、发行版和紧急程度。软件包名必须与实际的源代码包名
相同，发行版应该是 unstable。除非有特殊原因，紧急程度默认设置为 medium（中等）。
unstable 要写上对应的版本，比如 10.1 写为 V101。
第 19 行记录了你在这个 Debian 修订版本中做出的修改。不适用 dch 命令的话，新行
必须插入在上一个以星号 * 开头的行的正下方。另外，加上修复的 bug 号，比如：*修复
BUG#12345，修复***问题。

3.2.4 rules 文件
rules 文件本质上是一个 makefile 文件，包含创建一个 debian package 的 rules。在创
建 debian 包的时候，rules 文件是必须使用的。
rules 文件主要用于完成诸如，编译软件，安装临时目录，通过临时安装的软件来建立
debian package，建立完毕后清空临时文件等。
dh_make 会生成一个默认的 rules 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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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行告诉操作系统这个文件应使用 /usr/bin/make 处理.
第 4 行的注释可以取消，以设置 DH_VERBOSE 变量为 1， 于是 dh 命令就会输出它
将要使用的 dh_* 命令。
第 7-14 行则告诉我们应该根据需要来编写相应的命令。
第 17-18 行使用了 pattern rule，以此隐式地完成所有工作。 其中的百分号意味着“任
何 targets”， 它会以 target 名称作参数调用单个程序 dh。dh 命令是一个包装脚本，它
会根据参数执行妥当的 dh_* 程序序列。pattern rule 与普通的 rules 的区别就是多了个%，
简单的说就是用“％”符号去匹配目录下的文件，由 make 自己去搜索，不过在 targets 中要列
出足够的搜索信息足以找到。
我们这里提供一个例子来进一步解释 rules 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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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设置了环境变量。
然后是构建你的项目时需要执行的一些命令，这些命令需要根据你自己的实际项目
来确定。
如果需要指定安装后一些文件具有特殊权限，可以：
override_dh_install:
install -m 权限 源码包目录下文件 源码包下临时目录
dh_install
然后在.install 脚本里将临时目录下的文件安装到系统指定位置即可。
对于 dh 命令，你想调用哪一个目标，你就把目标加作为命令行的参数就可以了。
rules 的格式与普通的 Makefile 文件一致，有需要了解的可以去找关于 Makefile 的文章。
写 成 dh 常 用 命 令 ： build → dh build,clean → dh clean,binary-arch →

dh

binary-arch,binary→dh binary 等。
另 外 ， 补 充 关 于 dh_auto_* 类 的 命 令 ： dh_auto_configure → ./configure –
prefix=/usr,
dh_auto_build → make, dh_auto_test → make test || check, dh_auto_install → make
install, du_auto_clean → make distclean || clean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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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debian 目录中的其他文件
3.3.1 compat
compat 文件定义了 debhelper 的兼容级别。这个文件中存放的是数字，代表兼
容级别。具体这个数字是多少，要看你的系统版本。比如，优麒麟系统我们一般将其设
置为 12，而对于 V10，一般设置为 9。如果 control 文件中定义了这个 compat 的兼容
级别，就不需要新建 compat 文件。

3.3.2 source——format
对于 source 文件夹，其包含一个 format 文件，主要作用是用来决定打包方式的，
分为 native 和两种，通常使用 native 打包。

一般有两种形式：
3.0 (native) - 一般针对自研软件。优点：步骤简单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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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quilt) - 一般针对开源软件的修改。优点：易于维护且不更改开源代码,用以一
定程度上可以避免版权纠纷。
一般写 native 即可。

3.3.3 install 文件
作用：如果你的软件包需要那些标准的 make install 没有安装的文件，你可以把文
件名和目标路径写入 install 文件，即指定某些文件在安装 deb 包时安装到特定文件下。
该文件不是自动生成的，需要自己新建，命名格式为<包名>.install,注意如果生成
多个软件包的话每个包都要有自己独立的.install，规则为<源码包文件位置>空格<安装
到哪个位置>，例:src/hello usr/sbin/

3.3.4 postinst 文件
该文件不是自动生成的，需要自己新建，主要完成软件包安装完成后所需的配置操
作，存放一些配置命令。命名格式<包名>.postinst
一个软件包安装或升级完成后，自动执行一遍*.postinst 文件中的脚本命令,启动或
重起相应的服务。

注意事项：该文件中的 shell 命令不需要加 sudo 提权（因为安装 deb 的命令已经提权）

3.3.5 后缀为.ex 的文件
Debuild 的中间文件，编包之后，可以全部删掉。

3.3.6 watch 文件
watch 文件中会自动生成模板和 example，选择你需要的部分，将实际的包信息填入
即可，其余的可以删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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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一个实际的例子供参考：

模板中的 record 和例子中的 indicator-china-weather 都是项目的名字，这个只要你前
面设置的名字没错，会自动生成。

3.3.7patch 文件
patch 文件夹主要是记录每次修改的内容，可以为长久的维护做出贡献，这个根据实际
需求选择是否需要。
生成 patch 是通过设置 quilt 来完成的，主要命令如下：
quilt new

xxx.patch

新建补丁

quilt add

xx.xx

quilt diff

查看修改内容

添加需要打补丁的文件

quilt applied 查看补丁的记录和名字
quilt refresh 将修改记录到 xxx.patch 中
（更多内容在第 6 章更新软件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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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构建软件包
Debian 文件建好之后，我们就可以对程序进行构建，构建软件需要安装 build-essential
软件包、列于 build-depends 域的软件包、列于 build-depends-indep 域的软件包，然后在
源代码目录中执行：
dpkg-buildpackage -us -uc
这样会自动完成所有从源代码包构建二进制包的工作，包括：


清理源代码树（debian/rules clean）



构建源代码包（dpkg-source -b）



构建程序（debian/rules build）



构建二进制包（fakeroot debian/rules binary）



制作 .dsc 文件



用 dpkg-genchanges 命令制作 .changes 文件



最后构建的 debian 包尾缀为.deb 形式
也可以使用 debuild 命令来进一步自动化 dpkg-buildpackage 的构建过程。Debuild 命

令会执行 lintian 命令，以在 debian 软件包构建结束之后进行静态检查。Lintian 命令可以用
下边出现在~/.devscripts 文件中的项来制定：
DEBUILD_DPKG_BUILDPACKAGE_OPTS=”-us -uc -I -i”
DEBUILD_LINTIAN_OPTS=”-i -I --show-overrides”
在普通用户账号中可以使用下述命令清理源代码并重构建软件包：
$ debuild
还可以简单清理源代码树：
$ debuild -- clean

5. 检查软件包
在上传软件包到公共仓库前，还需要检查软件包可用性。
如果在构建以 3.0（quilt）格式的其他开源软件包后，发现了一些新的自动生成的补丁，
可以使用 dh-autoreconf 来解决，或者处理 source/options 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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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打包规范（麒麟桌面操作系统 V10 版）

除此之外，还可以使用 debi 命令测试软件包看是否存在安装问题。
$ sudo debi indicator-china-weather_0.9.12-1_i386.changes
你必须使用从 debian 仓库下载的 contents-i386 文件校验是否在与不同包存在文件冲突，
以阻止在不同的系统上发生安装故障。apt-file 命令正适合完成这个任务。如果存在冲突，
请通过重命名、降公共文件分离到另一个其他包依赖的包中、与受影响的软件包的维护者合
作使用 alternatives 机制来避免实际问题或在 debian/control 文件中设置 conflicts 条目以声
明冲突关系等方式避免问题的发生。
使用 lintian 命令会运行很测试脚本来检查常见的打包错误。
$ lintian -i -I --show-overrides indicator-china-weather_0.9.12-1_i386.changes
如果要替换自己软件包所生成的.changes 文件的文件名，lintian 命令的输出常带有以下
的几种标记：


E:代表错误：确定违反了 debian policy 或是一个肯定的打包错误。



W:代表警告：可能违反了 debian policy 或是一个可能的打包错误。



I:代表信息：对于特定打包类别的信息。



N:代表注释：帮助你调试的详细信息。



O:代表已覆盖：一个被 lintian-overrides 文件覆盖的信息，但由于使用--show-overrides
选项而显示。
同时，也可以使用 debc 命令列出一个二进制 debian 软件包中的文件：

$ debc package.changes
使用 debdiff 命令比较两个 debian 源代码包的内容：
$ debdiff old-package.dsc new_package.dsc
还可以使用 debdiff 命令比较两个 debian 二进制包的文件列表：
Debdiff old-packag.change new-package.changes
可以使用 interdiff 命令比较两个 diff.gz 文件，这对于更新使用旧的源代码格式的软件包
时，可以使用 interdiff 跟踪每一个 debian/patches/*文件中的改动：
$ interdiff -z old-package.diff.gz new-package.diff.g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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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更新软件包
当发布了一个软件包，之后随着版本迭代需要对它进行更新。
假设你收到一个针对你的软件包报告的 Bug，编号#654321。它描述了一个你可以解决
的问题。要创建软件包的一个新 Debian 修订版本，如果要将它记录于新的补丁中，需要如
下操作：


dquilt new bugname.patch 设置补丁名称；



dquilt add buggy-file 声明文件将被更改；



修正软件包代码中的上游 Bug；



dquilt refresh 将修改记录到 bugname.patch；



dquilt header -e 添加对它的描述；
如果是更新一个已存在的补丁，如下操作：



dquilt pop foo.patch 重现已存在的 foo.patch；



修正旧的 foo.patch 中的问题；



dquilt refresh 更新 foo.patch；



dquilt header -e 更新对它的描述；



while dquilt push; do dquilt refresh; done 应用所有补丁以确保它们 边界清晰；
在 Debian changelog 文件的顶部添加一个条目。在 changlog 条目中简要描述 Bug 和

相应的解决办法，并在后面添加 Closes: #654321。这样 Bug 报告会在软件包被 Debian 仓
库接受的同时被仓库管理软件自动关闭。

7. 高级操作
当涉及到给共享库高级打包操作时，应当创建 debian/package.symbols 文件来管理在
共享库名称不变，在同一个 SONAME 下又要提供 ABI 向后兼容性的情况下每个符号关联
到的最小版本号。
Debian wheezy 引入的多体系结构特性，集成了对二进制包跨体系结构安装的支持 (尤
其是 i386<->amd64，其他的组合也有) 于 dpkg 和 apt 中。它为每个共享库的安装路径使
用了类似 i386-linux-gnu 和 x86_64-linux-gnu 这样的三元名字。实际上每个二进制软件包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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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 建 的 三 元 路 径 是 被 动 态 设 置 到 (DEB_HOST_MULTIARCH) 变 量 中 的 ， 经
由 dpkg-architecture 命令。
可以用 dh 通过以下方法构建一个支持多体系结构的 Debian 库软件包：


更新 debian/control



设置 debian/compat 为"10"



将 所 有 打 包 脚 本 中 的 路 径 从 普 通 的

/usr/lib/ 调 整 到 多 体 系 结 构

的 /usr/lib/$(DEB_HOST_MULTIARCH)/。
请确认该共享库软件包仅仅包含预期中的文件，并且你的 -dev 软件包还奏效。所有作
为多体系结构软件包而同时安装到同一个文件路径的所有文件应当具有完全一致的文件内
容。
如果一个软件包是仅仅为 Debian 维护的，或者是可能的本地使用，那么它的源码可以
容纳所有的 debian/* 于其中，有两种打包方式：


可以将除 debian/* 文件之外的部分制作成上游 tarball，然后将其作为非本土 Debian
软件包来打包。



本土 Debian 软件包的打包工作流。

8. 联系我们
如有需要帮助，可联系我们：
麒麟软件产品中心

常亚武

13522912933

19

chanyawu@kylinos.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