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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知识 ．．．．．．．．．．．．．．．．．．．．．．．．．．．．．．．．．．．．．．．．．．．．．．．．．．．．．．．．．．．．．．．．． ３５

３．１．１ 文件名．．．．．．．．．．．．．．．．．．．．．．．．．．．．．．．．．．．．．．．．．．．．．．．．．．．．．．．．．．．．．．．．．． ３５
３．１．２ 使用不同的目录．．．．．．．．．．．．．．．．．．．．．．．．．．．．．．．．．．．．．．．．．．．．．．．．．．．．．．．．．． ３７
３．１．３ 执行一个程序．．．．．．．．．．．．．．．．．．．．．．．．．．．．．．．．．．．．．．．．．．．．．．．．．．．．．．．．．．．． ４０
３．１．４ 改变路径（ＰＡＴＨ）．．．．．．．．．．．．．．．．．．．．．．．．．．．．．．．．．．．．．．．．．．．．．．．．．．．．．．．． ４１
３．１．５ 关闭计算机．．．．．．．．．．．．．．．．．．．．．．．．．．．．．．．．．．．．．．．．．．．．．．．．．．．．．．．．．．．．．． ４２
３．１．６ 处理挂起的程序．．．．．．．．．．．．．．．．．．．．．．．．．．．．．．．．．．．．．．．．．．．．．．．．．．．．．．．．．． ４４
３．１．７ 命令选项．．．．．．．．．．．．．．．．．．．．．．．．．．．．．．．．．．．．．．．．．．．．．．．．．．．．．．．．．．．．．．．． ４６
３．２

用户，密码，文件访问权限和安全性 ．．．．．．．．．．．．．．．．．．．．．．．．．．．．．．．．．．．．．．．．． ４７

３．２．１

主目录， 根目录和添加新用户 ．．．．．．．．．．．．．．．．．．．．．．．．．．．．．．．．．．．．．．．．．． ４７

３．２．２

密码安全性 ．．．．．．．．．．．．．．．．．．．．．．．．．．．．．．．．．．．．．．．．．．．．．．．．．．．．．．．．．． ４８

３．２．３

忘记了超级用户密码怎么办 ．．．．．．．．．．．．．．．．．．．．．．．．．．．．．．．．．．．．．．．．．．．． ４９

３．２．４

忘记了普通用户密码怎么办 ．．．．．．．．．．．．．．．．．．．．．．．．．．．．．．．．．．．．．．．．．．．． ５１

３．２．５

关闭或删除一个用户 ．．．．．．．．．．．．．．．．．．．．．．．．．．．．．．．．．．．．．．．．．．．．．．．．．． ５２

３．２．６

文件的所有权和访问权 ．．．．．．．．．．．．．．．．．．．．．．．．．．．．．．．．．．．．．．．．．．．．．．．． ５３

３．２．７

设置替代用户标识（ＳＵＩＤ） ．．．．．．．．．．．．．．．．．．．．．．．．．．．．．．．．．．．．．．．．．．．．．． ５６

３．３

用“＆”， “ａｔ”， “ｂａｔｃｈ”和“ｃｒｏｎ”进行作业调度 ．．．．．．．．．．．．．．．．．．．．．．．．． ５７

ｉｉ

Ｌｉｎｕｘ 新手管理员指南

（幻影快递 Ｌｉｎｕｘ 小组： ＳｈａｄｏｗｆａｘＬｉｎｕｘ＠ｈｏｔｍａｉｌ．ｃｏｍ）

３．３．１

怎样在后台执行命令 ．．．．．．．．．．．．．．．．．．．．．．．．．．．．．．．．．．．．．．．．．．．．．．．．．． ５７

３．３．２

怎样在某一特定时间执行命令（使用 ａｔ”和“ｂａｔｃｈ”） ．．．．．．．．．．．．．．．．．．．．． ５８

３．３．３

怎样设置“ｃｒｏｎ” ．．．．．．．．．．．．．．．．．．．．．．．．．．．．．．．．．．．．．．．．．．．．．．．．．．．． ５９

３．４

Ｓｈｅｌｌ ．．．．．．．．．．．．．．．．．．．．．．．．．．．．．．．．．．．．．．．．．．．．．．．．．．．．．．．．．．．．．．．．．．．． ６０

３．４．１

什么是 Ｓｈｅｌｌ？ 需要一个不同的 Ｓｈｅｌｌ 吗？ ．．．．．．．．．．．．．．．．．．．．．．．．．．．．．．．． ６０

３．４．２

怎样定制自己的 Ｓｈｅｌｌ．．．．．．．．．．．．．．．．．．．．．．．．．．．．．．．．．．．．．．．．．．．．．．．．． ６１

３．４．３

设置文本终端的颜色 ．．．．．．．．．．．．．．．．．．．．．．．．．．．．．．．．．．．．．．．．．．．．．．．．．． ６２

３．４．４

在文本模式或 Ｘ 模式控制台下，如何打印符号 ．．．．．．．．．．．．．．．．．．．．．．．．．．．．． ６４

３．４．５

如何编写简单的 Ｓｈｅｌｌ 脚本（Ｓｃｒｉｐｔ）文件 ．．．．．．．．．．．．．．．．．．．．．．．．．．．．．．．． ６５

３．４．６

引号的含义 ．．．．．．．．．．．．．．．．．．．．．．．．．．．．．．．．．．．．．．．．．．．．．．．．．．．．．．．．．． ６６

３．４．７

输入输出重定向 ．．．．．．．．．．．．．．．．．．．．．．．．．．．．．．．．．．．．．．．．．．．．．．．．．．．．．． ６６

３．４．８

Ｓｈｅｌｌ 的特殊字符（ｍｅｔａ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ｓ）．．．．．．．．．．．．．．．．．．．．．．．．．．．．．．．．．．．．． ６８

３．５

如何安装软件包（Ｐａｃｋａｇｅ）及 ｒｐｍ 软件包管理器 ．．．．．．．．．．．．．．．．．．．．．．．．．．．．．．． ７０

３．５．１

如何安装从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下载的程序？ ．．．．．．．．．．．．．．．．．．．．．．．．．．．．．．．．．．．．．． ７０

第 ４ 部分： Ｌｉｎｕｘ 管理员新手常见问题 ．．．．．．．．．．．．．．．．．．．．．．．．．．．．．．．．．．．．．．．．．．．．．．．．． ７３
４．１

关于启动（ＬＩＬＯ 和 ＧＲＵＢ） ．．．．．．．．．．．．．．．．．．．．．．．．．．．．．．．．．．．．．．．．．．．．．．．．． ７４

４．１．０

ＬＩＬＯ 和 ＧＲＵＢ ．．．．．．．．．．．．．．．．．．．．．．．．．．．．．．．．．．．．．．．．．．．．．．．．．．．．．．．． ７４

４．１．１

Ｌｉｎｕｘ 不能发现我的所有内存 ．．．．．．．．．．．．．．．．．．．．．．．．．．．．．．．．．．．．．．．．．． ７５

４．１．２

ＬＩＬＯ 仅显示 ＬＩ（或 ＬＩＬ）并死机 ．．．．．．．．．．．．．．．．．．．．．．．．．．．．．．．．．．．．．．． ７６

４．１．３

我如何能让操作系统变为由 ＬＩＬＯ 缺省引导？ ．．．．．．．．．．．．．．．．．．．．．．．．．．．．． ７７

４．１．４

在启动时 ＬＩＬＯ 提示符在屏幕上停留时间太短（或太长） ．．．．．．．．．．．．．．．．．．． ７８

４．１．５

卸载 Ｌｉｎｕｘ．．．．．．．．．．．．．．．．．．．．．．．．．．．．．．．．．．．．．．．．．．．．．．．．．．．．．．．．．．． ７９

４．２

访问我的驱动器 ．．．．．．．．．．．．．．．．．．．．．．．．．．．．．．．．．．．．．．．．．．．．．．．．．．．．．．．．．．． ７９

４．２．１ 我的驱动器在哪里？．．．．．．．．．．．．．．．．．．．．．．．．．．．．．．．．．．．．．．．．．．．．．．．．．．．．．． ７９
４．２．２

我如何访问我的 ＣＤＲＯＭ？．．．．．．．．．．．．．．．．．．．．．．．．．．．．．．．．．．．．．．．．．．．．．．． ８０

４．２．３

如何挂载软盘，ｚｉｐ 磁盘驱动器，ｄｏｓ 分区，或网络驱动器？ ．．．．．．．．．．．．．．． ８１

４．２．４

如何通过 Ｓａｍｂａ 挂载远程 ＭＳ Ｗｉｎｄｏｗｓ 的文件系统？ ．．．．．．．．．．．．．．．．．．．．．． ８３

４．２．５

有快捷方式访问在 ＤＯＳ／Ｗｉｎｄｏｗｓ 软盘上的文件吗？ ．．．．．．．．．．．．．．．．．．．．．．． ８４

４．２．６

作为超级用户我可以挂载． 普通用户能做到吗？ ．．．．．．．．．．．．．．．．．．．．．．．．．．． ８５

４．２．７

挂载命令太长， 我如何用别名简化？ ．．．．．．．．．．．．．．．．．．．．．．．．．．．．．．．．．．．．． ８６

４．２．８

我能自动挂载吗？ ．．．．．．．．．．．．．．．．．．．．．．．．．．．．．．．．．．．．．．．．．．．．．．．．．．．．． ８７

４．２．９

我如何得到已识别的在并行端口（外部）的 ｚｉｐ 磁盘驱动器？ ．．．．．．．．．．．．．．．．． ８８

４．２．１０

我能设置 ３２ 位硬盘的 Ｉ／Ｏ？ ．．．．．．．．．．．．．．．．．．．．．．．．．．．．．．．．．．．．．．．．．． ８９

ｉｉｉ

Ｌｉｎｕｘ 新手管理员指南

（幻影快递 Ｌｉｎｕｘ 小组： ＳｈａｄｏｗｆａｘＬｉｎｕｘ＠ｈｏｔｍａｉｌ．ｃｏｍ）

４．２．１１

我所打开的文件数已达到限量（错误信息） ．．．．．．．．．．．．．．．．．．．．．．．．．．．．．． ９０

４．２．１２

我加了一个新硬盘， 开始使用时要做什么？ ．．．．．．．．．．．．．．．．．．．．．．．．．．．．． ９０

４．２．１３

交换分区 ＳＷＡＰ．．．．．．．．．．．．．．．．．．．．．．．．．．．．．．．．．．．．．．．．．．．．．．．．．．．．． ９３

４．３

使用 Ｘ－Ｗｉｎｄｏｗｓ 工作 ．．．．．．．．．．．．．．．．．．．．．．．．．．．．．．．．．．．．．．．．．．．．．．．．．．．．．．． ９５

４．３．１

怎样切换文本和图形控制台？ ．．．．．．．．．．．．．．．．．．．．．．．．．．．．．．．．．．．．．．．．．． ９５

４．３．２

我怎样在 Ｘ－ｓｅｒｖｅｒ 上安装显示卡、监视器以及鼠标？ ．．．．．．．．．．．．．．．．．．．．． ９６

４．３．３

我能有一个 ＧＵＩ 登陆提示符吗？ ．．．．．．．．．．．．．．．．．．．．．．．．．．．．．．．．．．．．．．．． ９７

４．３．４

我怎么安装 ＫＤＥ？（例如，在 ＲｅｄＨａｔ５．２） ．．．．．．．．．．．．．．．．．．．．．．．．．．．．．．． ９７

４．３．５

我怎么将默认桌面改变成 ＫＤＥ（如 Ｇｎｏｍｅ 以及其他类型的 ＫＤＥ）？ ．．．．．．．．．．． ９９

４．３．６

我能够同时运行多个 Ｌｉｎｕｘ 阶段作业吗？ ．．．．．．．．．．．．．．．．．．．．．．．．．．．．．．． １００

４．３．７

在不关闭我的 Ｌｉｎｕｘ 阶段作业的前提下可以开启第二个 ＧＵＩ 登录提示符吗 ．．． １００

４．３．８

如何遥控 Ｘ－Ｗｉｎｄｏｗｓ？．．．．．．．．．．．．．．．．．．．．．．．．．．．．．．．．．．．．．．．．．．．．．．．． １０１

４．３．９

我如何从 ＭＳ Ｗｉｎｄｏｗｓ 分区安装 ＴｒｕｅＴｙｐｅ 字体？ ．．．．．．．．．．．．．．．．．．．．．．．．． １０３

４．３．１０

如何进行拷贝粘贴操作？ ．．．．．．．．．．．．．．．．．．．．．．．．．．．．．．．．．．．．．．．．．．． １０４

４．３．１１

我如何使用 ＶＮＣ 来显示和控制一个遥控桌面？ ．．．．．．．．．．．．．．．．．．．．．．．．． １０５

４．４：基本配置 ．．．．．．．．．．．．．．．．．．．．．．．．．．．．．．．．．．．．．．．．．．．．．．．．．．．．．．．．．．．．．．．．．． １０７
４．４．１

如何设置我的声卡？ ．．．．．．．．．．．．．．．．．．．．．．．．．．．．．．．．．．．．．．．．．．．．．．．．． １０７

４．４．２

如何设置我的打印机？ ．．．．．．．．．．．．．．．．．．．．．．．．．．．．．．．．．．．．．．．．．．．．．．． １０８

４．４．３

Ｗｏｒｄ Ｐｅｒｆｅｃｔ ８ 没有适合我的打印机的驱动程序 ．．．．．．．．．．．．．．．．．．．．．．．．． １０９

４．４．４

配置文件在哪里？ ．．．．．．．．．．．．．．．．．．．．．．．．．．．．．．．．．．．．．．．．．．．．．．．．．．． １０９

４．４．５

这些设备文件都是什么？ ．．．．．．．．．．．．．．．．．．．．．．．．．．．．．．．．．．．．．．．．．．．．． １１０

４．５

网络 ．．．．．．．．．．．．．．．．．．．．．．．．．．．．．．．．．．．．．．．．．．．．．．．．．．．．．．．．．．．．．．．．．．．． １１５

４．５．１

有必要建立家庭网络吗？ ．．．．．．．．．．．．．．．．．．．．．．．．．．．．．．．．．．．．．．．．．．．．． １１５

４．５．２

怎样建立我的家庭网络？ ．．．．．．．．．．．．．．．．．．．．．．．．．．．．．．．．．．．．．．．．．．．．． １１５

４．５．３

设置 ＰＰＰ 拨号 ＧＵＩ 的问题 ．．．．．．．．．．．．．．．．．．．．．．．．．．．．．．．．．．．．．．．．．．．．． １１７

４．５．４

如何不通过 ｍｏｄｅｍ 用我的联网电脑浏览互联网？ ．．．．．．．．．．．．．．．．．．．．．．．．． １２０

４．５．５

怎样使用 Ｓａｍｂａ？．．．．．．．．．．．．．．．．．．．．．．．．．．．．．．．．．．．．．．．．．．．．．．．．．．．． １２１

４．５．６

Ｓｅｎｄｍａｉｌ ．．．．．．．．．．．．．．．．．．．．．．．．．．．．．．．．．．．．．．．．．．．．．．．．．．．．．．．．．．． １２３

４．５．７

简单的 ＷＥＢ 服务器（Ａｐａｃｈｅ 阿帕奇） ．．．．．．．．．．．．．．．．．．．．．．．．．．．．．．．．．．． １２４

４．５．８

简单的 ＦＴＰ 服务器 ．．．．．．．．．．．．．．．．．．．．．．．．．．．．．．．．．．．．．．．．．．．．．．．．．．． １２５

４．５．９

如何通过电话线外部远程访问我的计算机？ ．．．．．．．．．．．．．．．．．．．．．．．．．．．．． １２６

４．５．１０

家庭计算机会遭黑客攻击吗？ ．．．．．．．．．．．．．．．．．．．．．．．．．．．．．．．．．．．．．．． １２７

第 ５ 部分： Ｌｉｎｕｘ 的快捷键和主要命令 ．．．．．．．．．．．．．．．．．．．．．．．．．．．．．．．．．．．．．．．．．．．．．．．． １３１

ｉｖ

Ｌｉｎｕｘ 新手管理员指南

（幻影快递 Ｌｉｎｕｘ 小组： ＳｈａｄｏｗｆａｘＬｉｎｕｘ＠ｈｏｔｍａｉｌ．ｃｏｍ）

５．１

Ｌｉｎｕｘ 基本的键盘输入快捷键和一些常用命令．．．．．．．．．．．．．．．．．．．．．．．．．．．．．．．．． １３２

５．２

帮助命令 ．．．．．．．．．．．．．．．．．．．．．．．．．．．．．．．．．．．．．．．．．．．．．．．．．．．．．．．．．．．．．．．． １３７

５．３

系统信息 ．．．．．．．．．．．．．．．．．．．．．．．．．．．．．．．．．．．．．．．．．．．．．．．．．．．．．．．．．．．．．．．． １３８

５．４

基本操作 ．．．．．．．．．．．．．．．．．．．．．．．．．．．．．．．．．．．．．．．．．．．．．．．．．．．．．．．．．．．．．．．． １４３

５．５

文件管理 ．．．．．．．．．．．．．．．．．．．．．．．．．．．．．．．．．．．．．．．．．．．．．．．．．．．．．．．．．．．．．．．． １４４

５．６

查看和编辑文件 ．．．．．．．．．．．．．．．．．．．．．．．．．．．．．．．．．．．．．．．．．．．．．．．．．．．．．．．．．． １４６

５．７

查找文件 ．．．．．．．．．．．．．．．．．．．．．．．．．．．．．．．．．．．．．．．．．．．．．．．．．．．．．．．．．．．．．．．． １４７

５．８

Ｘ－ｗｉｎｄｏｗｓ 基础 ．．．．．．．．．．．．．．．．．．．．．．．．．．．．．．．．．．．．．．．．．．．．．．．．．．．．．．．．．． １４８

５．９

网络应用程序 ．．．．．．．．．．．．．．．．．．．．．．．．．．．．．．．．．．．．．．．．．．．．．．．．．．．．．．．．．．．． １４８

５．１０

文件压缩和解压缩 ．．．．．．．．．．．．．．．．．．．．．．．．．．．．．．．．．．．．．．．．．．．．．．．．．．．．． １５１

５．１１

进程控制 ．．．．．．．．．．．．．．．．．．．．．．．．．．．．．．．．．．．．．．．．．．．．．．．．．．．．．．．．．．．．． １５２

５．１２

一些管理命令 ．．．．．．．．．．．．．．．．．．．．．．．．．．．．．．．．．．．．．．．．．．．．．．．．．．．．．．．．． １５４

５．１３

硬盘和软盘实用工具 ．．．．．．．．．．．．．．．．．．．．．．．．．．．．．．．．．．．．．．．．．．．．．．．．．．． １６０

５．１４

用户帐户和文件权限管理．．．．．．．．．．．．．．．．．．．．．．．．．．．．．．．．．．．．．．．．．．．．．．．． １６２

５．１５

程序安装 ．．．．．．．．．．．．．．．．．．．．．．．．．．．．．．．．．．．．．．．．．．．．．．．．．．．．．．．．．．．．． １６５

５．１６

访问磁盘驱动器／分区 ．．．．．．．．．．．．．．．．．．．．．．．．．．．．．．．．．．．．．．．．．．．．．．．．．． １６６

５．１７

网络管理工具 ．．．．．．．．．．．．．．．．．．．．．．．．．．．．．．．．．．．．．．．．．．．．．．．．．．．．．．．．． １６７

５．１８

与音乐有关的命令 ．．．．．．．．．．．．．．．．．．．．．．．．．．．．．．．．．．．．．．．．．．．．．．．．．．．．． １７０

５．１９

与图形相关的命令 ．．．．．．．．．．．．．．．．．．．．．．．．．．．．．．．．．．．．．．．．．．．．．．．．．．．．． １７２

５．２０

几个小游戏 ．．．．．．．．．．．．．．．．．．．．．．．．．．．．．．．．．．．．．．．．．．．．．．．．．．．．．．．．．．． １７４

第 ６ 部分： Ｌｉｎｕｘ 基本的应用程序 ．．．．．．．．．．．．．．．．．．．．．．．．．．．．．．．．．．．．．．．．．．．．．．．．．．．． １７６
６．１

字处理程序 ．．．．．．．．．．．．．．．．．．．．．．．．．．．．．．．．．．．．．．．．．．．．．．．．．．．．．．．．．．．．．． １７７

６．１．１

ＳｔａｒｔＯｆｆｉｃｅ／Ｏｐｅｎ Ｏｆｆｉｃｅ 软件 ．．．．．．．．．．．．．．．．．．．．．．．．．．．．．．．．．．．．．．． １７７

６．１．２

ａｂｉｗｏｒｄ 字处理程序．．．．．．．．．．．．．．．．．．．．．．．．．．．．．．．．．．．．．．．．．．．．．．．．．． １８０

６．１．３

ｋｗｏｒｄ ．．．．．．．．．．．．．．．．．．．．．．．．．．．．．．．．．．．．．．．．．．．．．．．．．．．．．．．．．．．．．． １８０

６．１．４

ｋｌｙｘ， ｌｙｘ 和 ｌａｔｅｘ ．．．．．．．．．．．．．．．．．．．．．．．．．．．．．．．．．．．．．．．．．．．．．．．．．． １８１

６．１．５

ＷｏｒｄＮｅｔ（字典／词典／同义词／反义词查询） ．．．．．．．．．．．．．．．．．．．．．．．．．．．．．．． １８４

６．２

电子表格 ．．．．．．．．．．．．．．．．．．．．．．．．．．．．．．．．．．．．．．．．．．．．．．．．．．．．．．．．．．．．．．．． １８４

６．２．１

ｏｏｃａｌｃ ．．．．．．．．．．．．．．．．．．．．．．．．．．．．．．．．．．．．．．．．．．．．．．．．．．．．．．．．．．．．． １８４

６．２．２

ｇｎｕｍｅｒｉｃ ．．．．．．．．．．．．．．．．．．．．．．．．．．．．．．．．．．．．．．．．．．．．．．．．．．．．．．．．．．． １８５

６．２．３

ｋｓｐｒｅａｄ ．．．．．．．．．．．．．．．．．．．．．．．．．．．．．．．．．．．．．．．．．．．．．．．．．．．．．．．．．．．． １８５

６．３

数据库 ．．．．．．．．．．．．．．．．．．．．．．．．．．．．．．．．．．．．．．．．．．．．．．．．．．．．．．．．．．．．．．．．．． １８５

６．４

ＣＡＤ ．．．．．．．．．．．．．．．．．．．．．．．．．．．．．．．．．．．．．．．．．．．．．．．．．．．．．．．．．．．．．．．．．．．．． １８６

ｖ

Ｌｉｎｕｘ 新手管理员指南

（幻影快递 Ｌｉｎｕｘ 小组： ＳｈａｄｏｗｆａｘＬｉｎｕｘ＠ｈｏｔｍａｉｌ．ｃｏｍ）

６．５

网络浏览器：Ｍｏｚｉｌｌａ， Ｋｏｎｑｕｅｒｏｒ ａｎｄ Ｌｙｎｘ ．．．．．．．．．．．．．．．．．．．．．．．．．．．．．．．．． １８６

６．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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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１

为什么需要 Ｌｉｎｕｘ？
Ｌｉｎｕｘ 对我会有用吗？
Ｌｉｎｕｘ 对新手来说太难了
Ｌｉｎｕｘ 有什么好处？
Ｌｉｎｕｘ 和 Ｕｎｉｘ 有什么不同？
Ｌｉｎｕｘ 和微软的 Ｗｉｎｄｏｗｓ 有什么不同？
我不相信什么免费软件
天底下根本没有免费的午餐
我需要高的系统安全性。购买商业软件，如果出了问题可以告他们
我需要标准。大的软件公司提供标准
我需要用微软的 Ｗｉｎｄｏｗｓ 才能读写 Ｗｏｒｄ 文档
微软的 Ｗｉｎｄｏｗｓ 的普及性能够保证长久的使用
但是 Ｌｉｎｕｘ 可能会被“肢解”成很多不同的系统
Ｌｉｎｕｘ 只是一个小帮派
Ｌｉｎｕｘ 总体拥有费用（ＴＣＯ）太高
Ｌｉｎｕｘ 只是一个理想的梦，统治这个世界由来已久的是商业
Ｌｉｎｕｘ 太滥了

为什么需要 Ｌｉｎｕｘ？

如果你真的喜欢计算机，Ｌｉｎｕｘ 绝对是你梦想中的操作系统。它比现在所有其他的操作系统更加有
意思。然而，Ｌｉｎｕｘ 的真正革命在于它是开放的软件。我们在科技和技术方面的发展为今日的免费
信息和相互检查提供了可能性。
举个例子，如果你外出，你会乘坐那些是使用秘密技术和没有监督检查的方案制造出来的飞机吗？
那些除了制造商以外再也没有人能够了解内部结构的飞机？你如何信任一个可能隐含秘密代码的程
序？只有代码开放的 Ｌｉｎｕｘ 系统才能够真正符合运行关键任务的要求――它的安全性和性能是由基
于每个人都可以阅读，批评和改进的全面解决方案，也是当今科学计算领域的集中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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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马靴和精致的玻璃，测量时间等技术曾经是被严密保护的商业秘密。５００ 年前印刷出版技术的
出现使得科学和技术的知识共享开始得到普及。在印刷业发展的早期，那些敢于共享的人会以“泄
漏商业秘密”的罪名被起诉。Ｌｉｎｕｘ 相对于计算机时代，就像当年古滕贝格（Ｊｏｈａｎｎｅｓ
Ｇｕｔｅｎｂｅｒｇ，１４００－１４６８，“西方版”的活字印刷术发明人）对于印刷的作用。希望这次不会再有
什么起诉－J。Ｌｉｎｕｘ 的确让那些自称信息拥有权想让时间倒退五百年的人感到极不舒服。

０．２

Ｌｉｎｕｘ 对我会有用吗？

只有你自己可以回答这个问题。Ｌｉｎｕｘ 是一个成熟，强壮，安全和应用广泛的类似于 Ｕｎｉｘ 的操作
系统。 Ｌｉｎｕｘ 的强壮和应用广泛来自于一定的代价－为了安装和维护 Ｌｉｎｕｘ 可能要求你必须是一
个计算机的行家。Ｌｉｎｕｘ 在操作系统和应用程序正确安装完毕后，相对来说很方便使用。举个例
子，如果你设置一个基于图形用户界面的用户，并且将用户所需要的图标和菜单放在图形桌面上，
你的母亲也可以很容易就能够使用 Ｌｉｎｕｘ。而且 Ｌｉｎｕｘ 很安全，不管她怎么努力尝试都不会毁坏这
个系统――除非使用锤子J
Ｌｉｎｕｘ 和微软的 Ｗｉｎｄｏｗｓ 截然不同，所有不要以为你玩转了 Ｗｉｎｄｏｗｓ， Ｌｉｎｕｘ 对你就不是什么问题
了。你可能需要学习。另一方面，如果你从 Ｕｎｉｘ 转过来，Ｌｉｎｕｘ 对你来说应该很简单。如果你不
喜欢计算机，或者不喜欢享受折腾计算机带来的乐趣，那么 Ｌｉｎｕｘ 管理员的工作可能不适合你。如
果你不知道你的计算机硬件，Ｌｉｎｕｘ 的安装对你来说是个巨大的挑战。

０．３

Ｌｉｎｕｘ 对新手来说太难了

可能是这样的。但问题是：你是不是真的想要学习它？本书的作者里没有一个是计算机科学背景
的，但是我们天天在使用它而且我们喜欢它。

０．４

Ｌｉｎｕｘ 有什么好处？

Ｌｉｎｕｘ 可以给你：
•

一个新潮，非常稳定，多用户，多任务的环境。Ｌｉｎｕｘ 基于非昂贵硬件，而且软件是免费的
（或者近于免费）。Ｌｉｎｕｘ 是一个功能齐全而且强健的平台――不要错认为它是一个“穷人”
才用的操作系统。开启包装盒后的 Ｌｉｎｕｘ 的功能相当于微软的 Ｗｉｎｄｏｗｓ ＮＴ 加上 ５，５００ 美元的
其他软件的总和，而且 Ｌｉｎｕｘ 更稳定，运行相似的任务比 Ｗｉｎｄｏｗｓ 要求更少的硬件资源。

•

标准的平台。Ｌｉｎｕｘ 非常的标准――它基本上是一个与 ＰＯＳＩＸ 兼容的 Ｕｎｉｘ 系统（没错，Ｌｉｎｕｘ
是 Ｕｎｉｘ 最好的衍生品。Ｕｎｉｘ 不再用来和 Ｌｉｎｕｘ 产生任何关联是因为 Ｕｎｉｘ 是一个注册商标）。
Ｌｉｎｕｘ 包含了所有标准的 Ｕｎｉｘ 工具和应用程序。

•

无法超越的计算能力，可移动性和适应性。１９９９ 年 ４ 月，一台集群的 Ｌｉｎｕｘ 机器在性能测试上
击败了 Ｇｒａｙ 超级计算机。出于价格考虑，Ｌｉｎｕｘ 大部分运行在便宜的 Ｉｎｔｅｌ 的芯片上，但是它
在其他很多硬件平台上（从小玩具到大型机）也运行良好。一个 Ｌｉｎｕｘ 发行商（Ｄｅｂｉａｎ）声称：
“Ｌｉｎｕｘ 是一个无所不在的操作系统”。Ｌｉｎｕｘ 几乎可以通过量身定做去适应任何计算任务的
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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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进的图形用户界面。Ｌｉｎｕｘ 使用一个标准，网络透明的 Ｘ－Ｗｉｎｄｏｗ 系统，并且自带窗口管理程
序（ＫＤＥ 或者 ＧＮＯＭＥ）。

•

几十个异常出色而且免费的桌面应用程序。这些软件包括网络浏览器，电子邮件程序，字处
理，电子表格，图形和线性图形程序，文件管理器，音频播放机，ＣＤ 刻录程序，游戏等等。

•

成千上万个免费的工具和应用小程序。“小的就是好的”在 Ｌｉｎｕｘ 哲学里表现得淋漓尽致。这
些应用小程序协调工作用于实现非常复杂的计算任务。

•

几百上千个专业程序由全世界的无数研究人员编制，覆盖了天文，信息技术，化学，物理，工
程，语言，生物等各个学科领域。在很多专业领域，Ｌｉｎｕｘ 更像是“唯一”的操作系统（试着
看看你搞天文学的朋友的计算机用的是什么操作系统）。的确这一类的软件不是非常好使用，
但是，如果你需要超强的计算能力，Ｌｉｎｕｘ 是现在在这个领域里最好的软件。不相信？看看以
下链接：ｈｔｔｐ：／／ｓａｌ．ｋａｃｈｉｎａｔｅｃｈ．ｃｏｍ／Ｚ／２／ｉｎｄｅｘ．ｓｈｔｍｌ

•

很多顶级的商业软件包括大型数据库（比如 Ｏｒａｃｌｅ，Ｓｙｂａｓｅ，当然――不包含微软）。这些软
件很多（或者几乎）都提供给开发者和个人免费使用。

•

一个真正杰出的学习系统。如果你是家长看到你的儿子或者女儿在折腾 Ｌｉｎｕｘ，你真应该感到
高兴，他们正在学习一些可以长久保值的东西。如果你是一个教师，你应该考虑在学校里安装
一个 Ｌｉｎｕｘ。如果你更注重于教育而不是培训，你应该选择 Ｌｉｎｕｘ。好的大学更多的是用 Ｌｉｎｕｘ
来作为教学的主要内容。举个例子，在 Ｌｉｎｕｘ 系统下，你可以让你的学生立刻学习如何编译一
个电子表格应用程序的代码，这个程序和微软的 Ｅｘｃｅｌ 具有同样先进的功能。Ｌｉｎｕｘ 让你始终
站在科学技术的前沿，比如信息技术，项目管理，质量控制，方法学等等。很多教师不在日常
教学里使用 Ｌｉｎｕｘ，是因为他们本身缺少计算机教育背景。

•

出色的网络功能已经内置的系统。你可能会想你不需要网络？如果你试图实现家庭联网，没有
网络功能根本不行。如何把两台或者更多的计算机联在一起，让它们共享硬盘，ＣＤＲＯＭ， 声
卡，Ｍｏｄｅｍ，打印机？如何只用一个因特网连接就能够让两台或者更多的计算机同时浏览网
络？如何和你的儿子在家里打网络游戏？甚至，通过联网使用在奔腾服务器上的网络资源，你
的老掉牙的 ３８６ 带 Ｗｉｎｄｏｗｓ ３．１ 的机器可以再发挥相当的作用。支持这些功能所需的软件都在
标准的 Ｌｉｎｕｘ 软件包里，绝对免费，只是按照你的要求设置一下就行了。它们并非“二流共享
软件”，绝对是那些在因特网上运用广泛的软件（比如 Ａｐａｃｈｅ， 几乎占据 ５０％的网络服务器
的分额，而 Ｓｅｎｄｍａｉｌ 几乎占据涉及 ７０％的所有电子邮件的总和）。充分享受家庭联网的快
乐，是我之所有很喜欢 Ｌｉｎｕｘ 的主要原因。

•

可以连接到微软，ＮＯＶＬＥ 和 ＡＰＰＬＥ 的网络。还照样可以读写微软 ＭＳ ＤＯＳ 和 ＭＳ Ｗｉｎｄｏｗｓ 的其他
文件格式。包括那些存放在微软 Ｗｉｎｄｏｗｓ 操作系统下的硬盘分区的文件。

•

很多顶级的系统开发平台，友好的编程语言及编程工具都免费包含在操作系统里面。如果你有
特别需要必须阅读操作系统的源代码，也是免费的。Ｌｉｎｕｘ 自带的 Ｃ 语言编译器的兼容性和适
应性可以说比现在所有其他不同的平台要好得多。Ｐｅｒｌ， Ｐｙｔｈｏｎ， Ｇｕｉｄｅ， Ｔｃｌ， Ｒｕｂｙ，功能强
大的 ｓｈｅｌｌ 脚本，甚至连汇编程序的编译器也包含在标准的 Ｌｉｎｕｘ 里面。

•

病毒入侵，计算机的“后门”，软件提供商的“特别要求”，强迫性的软件升级，专有的文件
格式，软件使用许可证和市场策略，产品注册登记，高得惊人的软件价格，等等。觉得这些东
西怎么样？Ｌｉｎｕｘ 没有病毒，因为它是一个极其安全的操作系统可以有效的防止病毒发作和大
规模的传播。余下的那些，因为 Ｌｉｎｕｘ 遵循源代码开放和非商业化的原则，它封装了最佳的计
算方法，可靠的代码验证，安全性，适应性，实用性和极佳的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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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Ｌｉｎｕｘ 操作系统平台保证它的“永久性”。既然 Ｌｉｎｕｘ 不是属于哪一家公司私人拥有，它就不
可能因为公司的倒闭就消失。Ｌｉｎｕｘ 的通用公共许可证（Ｇｅｎｅｒａｌ Ｐｕｂｌｉｃ Ｌｉｃｅｎｓｅ， ＧＰＬ）将保
证，只要还有 Ｌｉｎｕｘ 的用户，他们就能够提供对操作系统的开发和维护。

•

一个技术快速更新的平台。这个由 Ｌｉｎｕｘ 的新式的开放软件开发模型所决定：“基于前一开发
者的成果”和“对等代码检查”（相比于一般的封闭式软件开发模型的“一切从头开始”和
“没有人能够读我的代码”）。即使现在这些 Ｌｉｎｕｘ 迷们都见上帝去了，Ｌｉｎｕｘ 的开发还是会
和刚开初的那样继续下去。开放源代码的软件开发模型有它自己的特性：开发的过程从速度上
来讲感觉好像很慢，但是整个开发过程展得很开，这样，一些程序的安全漏洞在这个过程中就
被解决掉了，因为对于一个程序来说，实现相似的功能可能有几种不同的选择。

如果你还想了解更多关于通用公共许可证（ＧＰＬ），请查阅著名的 ＧＮＵ 资料库：
ｈｔｔｐ：／／ｗｗｗ．ｇｎｕ．ｏｒｇ／ｃｏｐｙｌｅｆｔ／ｇｐｌ．ｈｔｍｌ
ｈｔｔｐ：／／ｗｗｗ．ｇｎｕ．ｏｒｇ／ｇｎｕ／ｌｉｎｕｘ－ａｎｄ－ｇｎｕ．ｈｔｍｌ
ｈｔｔｐ：／／ｗｗｗ．ｇｎｕ．ｏｒｇ／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ｅｓ．ｈｔｍｌ＃ＴｈｅＧＮＵｓｙｓｔｅｍ
简单说来，ＧＮＵ 通用公共许可证允许任何人：
•
•
•
•

免费使用软件，没有任何限制
复制，分发和销售没有修改过的软件的源代码或者二进制格式文件
复制，分发和销售修改过的软件，只要程序的源代码还包含在通用公共许可证的许可范围以内
销售软件的服务支持

这个许可证“不允许”做的是：对软件做了修改，但是仅提供二进制的软件格式而不包含程序源代
码。简而言之，通用开放许可证就是要尽量禁止有人盗窃别人的软件，然后把它们合成到自己的封
闭性商业软件里。当然，如果你从程序作者那里获得许可，也可以把通用开放许可证软件合并到自
己专有的商业软件里。被发现违反通用开放许可证的个人，也会被禁止使用通用开放许可证下的软
件。
哪一个 Ｌｉｎｕｘ 发行商的许可证，可能是最重要的决定因素。它设计用来保证信息自由的长久性。另
外还有一些重要的“开放源代码”的项目，比如科学和法律（不是开玩笑的）。Ｌｉｎｕｘ 的方式说起
来也不是什么特别的新鲜事，简单的说就是科学的方法在软件开放上的应用：你免费得到信息，你
加入你的意见和想法，最后，你又让其他人免费得到。不幸的是，某些大公司和他们的律师们很拼
命的想去改变这种状况，把我们向后拉，最好拉回到大黑暗时代，这样信息就可以变成“专有”而
不是“共有”。后果就是，你经常在报纸上看到一些著名的和 Ｌｉｎｕｘ 有关联的人被卷入到一些乱七
八糟的纷争里面。
也许你想知道 Ｌｉｎｕｘ 的真正价值？以下是一些在亚马孙网站（ｗｗｗ．ａｍａｚｏｎ．ｃｏｍ）的软件价格。所有的软件价格按美
元计算，调查的日期是 ２００１ 年 ２ 月 ３ 日，带打折价。几乎所有 Ｌｉｎｕｘ 对等的软件都包含在 Ｌｉｎｕｘ 的光盘里，而且
没有最大用户数的限制。还有，Ｌｉｎｕｘ 在硬件的开销上绝对的便宜，因为几乎所有的 Ｌｉｎｕｘ 服务都可以在单一的
服务器上运行。
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 Ｗｉｎｄｏｗｓ ２０００ Ｓｅｒｖｅｒ （５－ｃｌｉｅｎｔ）－－￥８４８．９９；
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２０００ Ｓｅｒｖｅｒ （５－ｃｌｉｅｎｔ）－－￥１，２７９．９９；
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 Ｏｕｔｌｏｏｋ ２０００ （１－ｃｌｉｅｎｔ）－－￥９４．９９；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Ｓｅｒｖｅｒ ２．０ （１０－Ｃａｌｓ）－－￥９９４．９９；
Ｐｒｏｘｙ Ｓｅｒｖｅｒ ２．０－－￥８８６．９９；
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 ＳＱＬ Ｓｅｒｖｅｒ ２０００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Ｅｄｉｔｉｏｎ （５－ｃｌｉｅｎｔ）－－￥１，２２９．９９；
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 ＳＱＬ Ｓｅｒｖｅｒ ２０００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Ｅｄｉｔｉｏｎ （１－ｕｓｅｒ Ｌｉｃｅｎｓｅ）－－￥４，４４３．９９；
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 ＢａｃｋＯｆｆｉｃｅ Ｓｍａｌｌ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Ｓｅｒｖｅｒ ４．５ ＮＴ （Ａｄｄ－Ｏｎ ５－ＣＡＬ）－－￥２６４．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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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ｉｎｄｏｗｓ ＮＴ Ｓｅｒｖｅｒ Ｐｒｏｄ Ｕｐｇｒａｄｅ Ｆｒｏｍ ＢａｃｋＯｆｆｉｃｅ ＳＢＳ Ｓｍａｌｌ Ｂｕｓ Ｓｅｒｖｅｒ （２５－ｃｌｉｅｎｔ）－－￥５５８．９９；
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 Ｗｉｎｄｏｗｓ ２０００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Ｓｅｒｖｅｒ Ｕｐｇｒａｄｅ （２５－ｃｌｉｅｎｔ）－－￥３，１２１．９９；
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 ＦｒｏｎｔＰａｇｅ ２０００－－￥１２９．９９；
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ａｎｄ 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ｉｏｎ Ｓｅｒｖｅｒ －－￥６６４．９９；
Ｓｉｔｅ Ｓｅｒｖｅｒ Ｃｏｍｍｅｒｃｅ ３．０ （２５－ｃｌｉｅｎｔ）－－￥４，０９２．９９；
Ｖｉｓｕａｌ Ｃ＋＋ ６．０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Ｅｄｉ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Ｐｌｕｓ Ｐａｃｋ－－￥５２５．９９；
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 Ｖｉｓｕａｌ Ｂａｓｉｃ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６．０ ｗｉｔｈ Ｐｌｕｓ Ｐａｃｋ－－￥１，１２８．９９；
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 Ｖｉｓｕａｌ Ｓｏｕｒｃｅｓａｆｅ ６．０ ＣＤ－－￥４６９．９９；
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 Ｏｆｆｉｃｅ ２０００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１－ｃｌｉｅｎｔ）－－￥３８４．９９；
Ａｄｏｂｅ Ｐｈｏｔｏｓｈｏｐ ６．０－－￥５５１．９９；
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 Ｐｌｕｓ Ｇａｍｅ Ｐａｃｋ－－￥１９．９９．

在英文里，“免费”（ｆｒｅｅ）有两种完全不同的解释，有些时候会导致对 Ｌｉｎｕｘ 产生一些概念上的误
解。这两个意思分别来自于拉丁语的形容词“自由”（ｌｉｂｅｒ）和副词“免费的”（ｇｒａｔｉｓ），这两
个不同的意思经常用这样的例子来解释：“自由言论”和“免费啤酒”。大部分的 Ｌｉｎｕｘ 软件同时
包含这两层意思，但是，只有第一层的意思是 Ｌｉｎｕｘ 的真正根本所在。

０．５

Ｌｉｎｕｘ 和 Ｕｎｉｘ 有什么不同？

比 Ｕｎｉｘ 更聪明的命令行？基本上没有。尽管这个方面一直在改变中（变得更好也可能变得更
糟）。Ｌｉｎｕｘ 比起其他任何的商用 Ｕｎｉｘ 有更大的市场需求。精巧的图形用户界面也没有什么明显
的不同――Ｌｉｎｕｘ 和其他的 Ｕｎｉｘ，都使用标准的 Ｘ－Ｗｉｎｄｏｗｓ 系统。
最主要的不同点：
•

Ｌｉｎｕｘ 是免费的，但是其他的“Ｕｎｉｘ 们”都极其昂贵。对于应用程序也一样――很多非常优秀
的应用程序在 Ｌｉｎｕｘ 上都可以免费得到。即使是你要如果购买一些商业软件，在 Ｌｉｎｕｘ 平台上
的价格也远远比在 Ｕｎｉｘ 上要便宜得多。

•

Ｌｉｎｕｘ 可以在很多不同的硬件平台上运行，其中大众化的 Ｉｎｔｅｌ－Ｘ８６ 芯片和 ＩＢＭ 兼容的个人计
算机是占据了主导地位。而典型的 Ｕｎｉｘ 都是和提供商的专有硬件捆绑在一起的，这些硬件的
价格更是远远高于一般的 ＰＣ 的价格。

•

使用 Ｌｉｎｕｘ，你是计算机的真正主宰。而对于 Ｕｎｉｘ，你只是一个“许可用户”（Ｌ－Ｕｓｅｒ），有些
Ｕｎｉｘ 管理员戏称之为“失败者”（Ｌｏｓｅｒ）。

•

在 ８０ 年代末 ９０ 年代初，Ｌｉｎｕｘ 感觉上更象是 Ｄｏｓ／Ｗｉｎ，但是现在它变得更加稳定牢固和功能
齐全。而一个典型的 Ｕｎｉｘ 帐号，感觉上更加象六七十年代的大型机。

•

某些“Ｕｎｉｘ”们在一些特定的领域里可能会更成熟（举个例子：安全方面，一些工程应用，最
尖端的硬件支持等）。对于那些只是想用来运行他们的服务器和工作站的一般用户，Ｌｉｎｕｘ 相
对来说比较合适。

０．６

Ｌｉｎｕｘ 和微软的 Ｗｉｎｄｏｗｓ 有什么不同？

一旦 Ｌｉｎｕｘ 安装完毕，会有比 Ｗｉｎｄｏｗｓ 更精巧的鼠标点击？可以说几乎没有。Ｌｉｎｕｘ 的安装真的是
一个不小的挑战。一般来说，对于 Ｗｉｎｄｏｗｓ 来说，当你购买计算机的时候已经被预先安装在你的计
算机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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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主要的不同点：
•

Ｌｉｎｕｘ 免费，微软的 Ｗｉｎｄｏｗｓ 必须付钱。应用程序也一样。

•

Ｌｉｎｕｘ 的文件格式是免费的。而对于 Ｗｉｎｄｏｗｓ，一般的做法是，你自己的“数据”被锁定在按
软件提供商所规定的秘密文件格式里，如果你想要访问你的“数据”，必须付一定的钱给你的
软件提供商用于购买他们在“一定时间内有效”的“工具”才能打开文件。如果政客们把我们
的公共资料锁在他们自己的专有格式里，是不是太混帐了？一个典型的例子：“我们从微软得
到三年的软件使用期来处理我们的健康记录，但是这些记录我们得保留 １００ 年”。详细请参见
ｈｔｔｐ：／／ｎｅｗｓ．ｂｂｃ．ｃｏ．ｕｋ／ｈｉ／ｅｎｇｌｉｓｈ／ｈｅａｌｔｈ／ｎｅｗｓｉｄ＿１６９４０００／１６９４３７２．ｓｔｍ

•

在 Ｌｉｎｕｘ 下面，看起来你不太会触犯一些许可证协议――所有软件都是你的。在 Ｗｉｎｄｏｗｓ 下，
你看起来好像已经触犯了无数的许可证协议，很有可能会被认为是一个“计算机盗贼”，当
然，除非你已经有了一个很高明的律师站在你的后面（别担心，其实没有人站在你的背后
J）。

•

微软的 Ｗｉｎｄｏｗｓ 试图让自己变成“较低价格－普通应用－平均水平”的操作系统（可能更好也
可能更糟）。Ｌｉｎｕｘ 则是针对那些喜欢灵巧精悍和功能丰富的计算机用户。

•

微软的 Ｗｉｎｄｏｗｓ 是基于 ＤＯＳ，而 Ｌｉｎｕｘ 是基于 Ｕｎｉｘ。微软的 Ｗｉｎｄｏｗｓ 图形用户界面是基于微软
专有的“市场驱动”的内部标准。而 Ｌｉｎｕｘ 的通信用户界面是基于工业标准网络透明的 Ｘ－
Ｗｉｎｄｏｗｓ。

•

Ｌｉｎｕｘ 在很多方面都把 Ｗｉｎｄｏｗｓ 比了下去，比如网络功能特征，开发平台，数据处理能力，以
及科研工作站。微软的 Ｗｉｎｄｏｗｓ 有更鲜锐的外观，一些运行良好的通用商业应用程序，还有很
多给小孩子的游戏（其实这些也不算什么好游戏－Ｌｉｎｕｘ 的游戏倾向于更加精巧复杂 ）。

•

Ｌｉｎｕｘ 远比你想象的要功能丰富得多。听说过因特网有这样的说法吗？“两个伟大的产品来自
于加利福尼亚大学。我不认为这只是个偶然现象”。

０．７

我不相信什么免费软件

那么你相信因特网吗？因特网和 Ｌｉｎｕｘ 有着几乎相同的想法和根源。你可能还会记得几年前，关于
因特网是否能够免费的争论喧嚣尘上，无休无止。最后，得到的压倒性的结论是“不可能”，因为
“谁来付钱呢？”
其实事实上也很简单。彼此协作和良好愿望可以在同时获益：你得到并不一定意味着我要失去什
么。现在因特网不仅运行良好，而且一直在快速增长。Ｌｉｎｕｘ 也一样。
以下是一位ＩＢＭ的高级执行总裁的观点：“我们对Ｌｉｎｕｘ如此感兴趣的主要原因，是因为我们深信：
Ｌｉｎｕｘ对程序应用的贡献，会象今日因特网对网络的贡献一样。”
（ｈｔｔｐ：／／ｌｉｎｕｘｔｏｄａｙ．ｃｏｍ／ｎｅｗｓ＿ｓｔｏｒｙ．ｐｈｐ３？ｌｔｓｎ＝２０００－０８－１７－００１－０４－ＰＳ－ＥＬ）。２００２年５月，ＩＢＭ
刚刚投资了１０亿美元，就为了能够让Ｌｉｎｕｘ在他们自己的所有硬件平台上运行（大型机，工作站，
个人计算机，笔记本电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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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幻影快递 Ｌｉｎｕｘ 小组： ＳｈａｄｏｗｆａｘＬｉｎｕｘ＠ｈｏｔｍａｉｌ．ｃｏｍ）

天底下根本没有免费的午餐

使此成真的经济学范例的基础建立在资源稀缺性之上。只有当我们全都使软件成为独有的隐秘的时
候软件资源才会稀缺。但Ｌｉｎｕｘ不是这样的！当我把我的软件转让给你的时候，它可能会对我造成
一种机会成本，但即使我把软件转让给你，我还是能够保有它。这就是历史中的物质利益和免费午
餐之争 （Ｂｒｅｔｔ Ｂａｚａｎｔ ＜ｂｂａｚａｎｔ＠ｓｈａｗ．ｗａｖｅ．ｃａ＞ （ｈｔｔｐ：／／ｌｉｎｕｘｔｏｄａｙ．ｃｏｍ／ｃｇｉ－
ｂｉｎ／ｓｈｏｗｔｂ．ｐｌ？ｔｂｓｎ＝１２４５０＆ｓｎ＝５４１８）

０．９

我需要高的系统安全性。购买商业软件，如果出了问题可以告
他们

不要试图把诉讼作为一个手段。全世界每天那么多微软的 Ｗｉｎｄｏｗｓ ＮＴ 机器出各种各样的问题，还
没有听说过法庭作出什么判决。仔细阅读一下你的 Ｗｉｎｄｏｗｓ 用户许可证协议，看看能不能找出对于
软件无法正常工作有什么保证没有？试图去打官司只会浪费你的银子。
Ｌｉｎｕｘ 也没有提供什么保证，尽管它比目前任何版本的 Ｗｉｎｄｏｗｓ 都要安全得多。如果你真得对安全
性非常在乎，你可以使用一些公司提供的高安全性的程序，这些产品必须依赖于有效的源代码来设
置和测试它们的安全特性（比如，德国的 Ｋｒｙｐｔｏｔｏｍ 公司提供高安全性的防火墙）。微软 Ｗｉｎｄｏｗｓ
的“安全黑箱”已经被多次证明是一种很幼稚的做法。
“安全性的考虑是你应该使用Ｌｉｎｕｘ和其他开放产品的原因，而不是Ｗｉｎｄｏｗｓ ＮＴ。Ｗｉｎｄｏｗｓ ＮＴ的安
全根本不在你的控制范围以内。即使有什么坏事情发生，你也根本不知道该去告谁。为什么人们至
今还是相信这样的神话，说Ｗｉｎｄｏｗｓ ＮＴ应该会比Ｌｉｎｕｘ会有“更好”的安全性，这实在让我感到很
奇怪。” （以上由一个德国的研发工程师Ｄａｖｉｄ Ｋａｓｔｒｕｐ发布于因特网周刊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Ｗｅｅｋ，＂
ｈｔｔｐ：／／ｗｗｗ．ｔｅｃｈｗｅｂ．ｃｏｍ／ｓｅ／ｄｉｒｅｃｔｌｉｎｋ．ｃｇｉ？ＩＮＷ１９９９０３２９Ｓ００５０）．

０．１０

我需要标准。大的软件公司提供标准

也许这是人们最期望从大公司那里得到的了，但是事实却远不是这么一回事。一些大公司一度非常
热衷于发明一些只有在他们自己的服务中心才能够拆解的东西。这些东西最终变成标准了吗？没
有。它们没有变成标准的原因是因为没有公众利益的卷入和参与，或者说因为是专利产品导致公众
无法参与。幸运的是，我们现在有了开放和免费的标准。一个“专有的标准”简直是荒唐的产物，
很难相信有良好教育的人们会相信它。
一个计算机领域的例子，“标准”的微软 Ｗｏｒｄ 文件格式在过去几年已经修改过无数次了。这种现
象持续发生，很可能是因为这是生财有道的绝好办法：一旦其他公司已经成功“逆向解析”了
Ｗｏｒｄ 的文件格式，微软马上做对应的修改。甚至对于一些“子格式”（你听说过“快速存盘”的
文件格式吗？）也一样。而且这是在绝对封闭的条件下进行，微软根本不会为此公布任何的信息。
用户如何能够从长期使用中获益？微软能够保证 Ｗｏｒｄ ６．０ 的文件格式在 ２０２０ 年的 Ｏｆｆｉｃｅ 里还能
够继续有效吗？
“微软的标准不仅自家专有而且一意孤行，在 Ｏｆｆｉｃｅ ９７ 的文件格式和旧版本的 Ｏｆｆｉｃｅ 文件格式
之间秘密的不兼容性，即使在开放标准的 ＸＭＬ 下面也带着自家的扩展格式要求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Ｅｘｐｌｏｒｅｒ
５ 或者微软的 Ａｃｔｉｖｅ Ｓｅｒｖｅｒ 才能够阅读，诸如此类的事，是这个公司如何控制市场的一个再明显
不过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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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软的垄断没有保证你现在的 Ｏｆｆｉｃｅ 能够和以前或者以后的 Ｏｆｆｉｃｅ 互相兼容。不管多少微软的
辩护者一直坚称微软的垄断有利于产生一个工业生产的标准。”
为了引起混淆，公司的做法一般不去“标准化”文件格式而是“标准化”那些用来生成这些文件的
应用程序。这就像“标准化”生产东西的工厂但是不“标准化”所生产的东西。如果“文件生产工
厂”不断的变换文件的格式标准来促进它们的销售，会发生什么事情？
“我们需要标准，开放的文件标准有利于不同的平台之间可以方便的交流资料。用于处理这些文档
的字处理程序不应该成为一个主要的问题”。其实有几种文本资料的文件格式比微软的字处理程序
更标准：ＡＳＣＩＩ， ＸＭＬ（带非私有的格式表），ＨＴＭＬ，ＳＧＭＬ，Ｌａｔｅｘ，ＴＥＸ，ＰｏｓｔＳｃｒｉｐ，ｐｄｆ，ｄｖｉ…这
些文件格式在 Ｌｉｎｕｘ 下都得到很好的支持。微软的 Ｗｏｒｄ 文档在 Ｌｉｎｕｘ 上的 ＯｐｅｎＯｆｆｉｃｅ 应用程序下
也可以很方便地读写，可以满足你的需要。更主要的差别是，ＯｐｅｎＯｆｆｉｃｅ 文档使用的是 ＸＭＬ 的开
放标准，这个标准是由独立的组织控制，而不是某个公司。
Ｌｉｎｕｘ 的最基本的特性，就是基于真实，公共资料和免费标准，因为“开放源代码”使得全部的相
关设计资料对所有人都有效，不管他们是不是竞争者。我认为开放标准是 Ｌｉｎｕｘ 的真正动力源泉。
当然，也有一些人觉得承担不起对另外一个商业实体所提供的算法和数据的信任，一直重复的说这
是“不可信任的”等等，只好由他去吧。
Ｌｉｎｕｘ 社区有一种很强烈的预感，在“计算标准”方面，将来可能会有一个和大型软件提供商竞争
的问题。这个包括他们的标准对于我们的“静态数据”，还有在我们计算机代码后面所绑定的知
识。我们能不能请得起某个人来替我们做这样的决定：需要多长时间，以什么样的代价我们可以完
成我们的工作？这个问题被忽略了，甚至使那些真正关心这个问题的人感到压力很大。
因为，Ｌｉｎｕｘ 必须是一个完整，全面的解决方案。

０．１１

我需要用微软的 Ｗｉｎｄｏｗｓ 才能读写 Ｗｏｒｄ 文档

在大公司的环境里，你可能没有多少选择的余地――他们习惯关起门来，为自己制作的一些不可转
移的表格，模板，Ｖｉｓｕａｌ Ｂａｓｉｃ 设计的页面等等而沾沾自喜。
在相对小的环境里，你可以用在 Ｌｉｎｕｘ，Ｗｉｎｄｏｗｓ， Ｍａｃ， Ｓｏｌａｒｉｓ 等不同平台上运行的
ＯｐｅｎＯｆｆｉｃｅ．ｏｒｇ 的程序来制作文档，这些文档带有不依赖于任何平台的文件级的兼容性。
ＯｐｅｎＯｆｆｉｃｅ 软件可以免费下载和安装且没有任何限制，所有也没有人应该抱怨文件的格式，当然
一些试图取得控制权的家伙可能会J。这里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它可以导入和导出微软的 Ｗｏｒｄ 和
Ｅｘｃｅｌ 那些相对复杂的文件格式。然而，它的原有文件格式基本上来说更好，因为不是专有的文件
格式。在功能上做比较，它几乎可以做微软 Ｏｆｆｉｃｅ 可以做的所有事情，附加上一些自己的特有功
能。在使用的难易程度比较，对于那些有微软 Ｏｆｆｉｃｅ 使用经验的人，可能有的会说“难上 ５０
％”，有的会说“容易 ２０％”，就看你是问谁了。非常复杂的文件你可以做成 ＰＤＦ 的格式，而对
于一般的文件，用 ＯｐｅｎＯｆｆｉｃｅ 可以非常轻松地对付。
所以看来，你可能不再需要微软的 Ｏｆｆｉｃｅ 了。赶快到这里去下载给 Ｌｉｎｕｘ 和 Ｗｉｎｄｏｗｓ 的
ＯｐｅｎＯｆｆｉｃｅ 的软件吧！ｈｔｔｐ：／／ｗｗｗ．ｏｐｅｎｏｆｆｉｃｅ．ｏｒ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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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软的 Ｗｉｎｄｏｗｓ 的普及性能够保证长久的使用

这个看起来好像是事实。“任天堂”可能也能保证“长久的使用”。但是，我需要计算机的“计算
能力”；所以我应该选择一台带有强大功能操作系统的计算机，不是那些便宜好用性能一般，设计
给“所有人”使用的计算机。
因为系统是基于开放源代码，Ｌｉｎｕｘ 不可能会因为某公司的倒闭而失去支持，在这方面 Ｌｉｎｕｘ 有其
非常积极的一面。这个被无数项目选择出来的标准不可能会消失，而且这些项目很多是用来执行关
键任务的。去看看国际空间站（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ｐａｃｅ Ｓｔａｔｉｏｎ），在那里 Ｌｉｎｕｘ 是他们的操作系
统。
还有，从来不要低估 Ｌｉｎｕｘ 社区的能力。至少对于那些计算机的菁英们来说，Ｌｉｎｕｘ 才是一个能够
“久呆”的地方。 有些“Ｌｉｎｕｘ 人”甚至不想把 Ｌｉｎｕｘ 变得太普及，因为他们担心这可能会使天
才辈出的 Ｌｉｎｕｘ 论坛降低级别。

０．１３

但是 Ｌｉｎｕｘ 可能会被“肢解”成很多不同的系统

这是属于那些擅长于市场策略的人散播的典型的争论，总是对他们的竞争对手的产品表示“忧虑，
不确定和怀疑”。
“肢解”在这个段落里意味“拆解一个计算机程序”，接着用之产生并行的程序的“子版本”，接
着“分解”整个 Ｌｉｎｕｘ。
可以说，在几个主要的 Ｌｉｎｕｘ 发行商那里很少看见有害于 Ｌｉｎｕｘ 的“肢解”软件的事情。的确是有
些“拆解”的事情发生，但是都是有好处的。对于 Ｌｉｎｕｘ 来说，没有什么人工设置的障碍来阻止
“拆解软件”，也没有什么人工设置的障碍来阻止将来把那些最好的部分重新拼装起来。
“拆解软件”带来的好处，用以前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对方言研究得到的理论来说，是一种“精神现
象”，黑格尔的结论是：“…分歧在一个事物的内部开始出现，看起来好像是一种不幸，为何不试
着解释一下它的好处呢”

０．１４

Ｌｉｎｕｘ 只是一个小帮派

Ｌｉｎｕｘ 团体曾经多次被一些有名的计算机杂志的专栏作家们冠以“宗教狂热分子”的帽子，他们在
杂志上发布很多针对 Ｌｉｎｕｘ 的不公平的言论，而后收到不计其数的用户反馈。没错，Ｌｉｎｕｘ 团体数
量庞大，教育良好，有强烈的愿望发表自己的观点。因为很多计算机专栏作家知道 Ｌｉｎｕｘ 没有多少
钱可以赚，因为用户可以不用花很多钱在他们需要的计算和附加的商业广告上，而这些计算机专栏
作家则希望更多一些。
让我们真实面对它吧，你们这些销售人员往往假称自己是专栏作家，而计算机出版社其实几乎没有
什么非常实在的东西。在 １９９９ 年 １ 月 １ 日之前出版的东西有多少是和 Ｌｉｎｕｘ 有关联的？在那个时
候，Ｌｉｎｕｘ 至少也是一门很值得注意的技术。当然是！但是你们偷偷摸摸的把你们的读者锁在黑暗
里，然后卖给他们那些所谓的“专栏文章”来赚取大量的钱财。现在，Ｌｉｎｕｘ 已经在主流媒体里
（非计算机类）浮出表面，于是你们就开始写一些旨在误导读者的文章说“是啊，但是它（Ｌｉｎｕｘ）
可能／也许不能／也许会…．．”，诸如此类的话，说穿了就是要用“忧虑，不确定，怀疑”的策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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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它杀死。然后再加上“微软已经……”之类的话，继续写一些垃圾来歌颂那些广告吹了无数遍却
从来还没有真正实现过的东西，把那个速度奇慢，摇摇晃晃，标价惊人，架构先天不足的计算平台
标榜为未来的“天堂”。它的“伟大成就”已经引起强烈而广泛的争论：它就是通过拒绝互操作性
和杀死已经出台的标准（通过“拥抱”然后“私自扩展”它）赚取了“闻所未闻”的巨大财富。你
在为谁服务？肯定不是你的读者。

０．１５

Ｌｉｎｕｘ 总体拥有费用（ＴＣＯ）太高

＊＊ 总体拥有费用（ＴＣＯ）是 Ｔｏｔａｌ Ｃｏｓｔ ｏｆ Ｔｈｅ Ｏｗｎｅｒｓｈｉｐ 简称，其涵义为保有一台计算机而花费的的全部费用，例如硬件购
买费用，软件购买安装费用，对使用者的教育训练费用，管理维护费用等从计算机买入到废弃为止的全部费用。

没有人能够真正计算出一个通用软件的“总体拥有费用”。所有，一个好的律师和会计可以提供足
够证据来证明他们为了软件总共付出了多少，这也是他们一般的做法。
就以微软的 Ｗｉｎｄｏｗｓ 的“总体拥有费用”为例，让我来给你做一个简单的估计。把微软的所有
Ｗｉｎｄｏｗｓ 软件制作人员的财富加在一起，加上一般的 Ｗｉｎｄｏｗｓ 程序员，策划人员，支持和培训人
员，ＩＴ 的管理人员等等的财富。现在，再加上那些由于软件公司不断推出他们的“新功能”软件
来达到今日垄断地位而已经确切受损的客户所失去的财富。把这个数值除以年数（时间段由你来选
择），和微软 Ｗｉｎｄｏｗｓ 的用户的数量（只计算那些一般来说会购买软件的国家的用户数）。这就是
微软 Ｗｉｎｄｏｗｓ 的“总体拥有费用”。不管你怎么计算，每人每年的费用应该都在几千美元以上。你
没有付那么多？不，你肯定付了，只是你看不到而已。没错，发达国家每年浪费数十亿美元在软件
上面。
Ｌｉｎｕｘ 要花多少钱？很难说。尽管用户数很少，但是你还是很难把它计算到超过每人每年 １０ 个美
元。
我的个人观点，总体拥有费用不是我们看到的这么简单。我从花出去的钱里得到什么？也许应该计
算一下“总体拥有价值”（ＴＶＯ－Ｔｏｔａｌ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Ｏｗｎｅｒｓｈｉｐ），然后减去“总体拥有费用”得到“总
体拥有净收益”。
我猜，会计人员谈论软件“总体拥有费用”只会强调说“是因为商业的需要”，而对价值和利益却
只字不提。一般的商业软件其实是没有真正可以衡量的价值的，而只是为了满足当今商业社会的需
求。好了，Ｌｉｎｕｘ 满足我的计算任务要求，而且几乎不要付什么费用。个人的愉悦和学习的价值则
更加美妙。

０．１６

Ｌｉｎｕｘ 只是一个理想的梦，统治这个世界由来已久的是商业

把 Ｌｉｎｕｘ 想象成一个“合作产物”，商业团体和个人协同工作来解决一般计算的需要或者问题。在
劳动力和费用都比较便宜，再雇佣一个技术指导，大家协作起来工作让 Ｌｉｎｕｘ 符合他们的计算需
要。解决方案全部是属于他们自己的，所以可以长久保存。而且花费肯定不会太大，因为他们可以
充分利用 Ｌｉｎｕｘ 系统下的很多既有成果。
Ｌｉｎｕｘ 可以说是由这样一些“设计来符合他们自己需要”的行动，通过松散“合作”后的最终产
物。所有说，Ｌｉｎｕｘ 本身就是一种商业，但是没有销售软件的必要――它只是付出非常合理的软件
价格来符合你的需要，解决你的问题。而且这完全是你自己的东西，软件许可证永远不会过期，你
也从不会失去程序的源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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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ｉｎｕｘ 太滥了

那就别用 Ｌｉｎｕｘ 好了。你用 Ｌｉｎｕｘ 不是帮什么人的忙。ＧＮＵ／Ｌｉｎｕｘ 是免费而且功能强大的软件，但
仅仅是给那些喜欢它或者需要它的人。有不少其他的软件供你选择，也许它们会更加符合你的需
要。尽管大部分 Ｌｉｎｕｘ 人乐于看到 Ｌｉｎｕｘ 的快速增长和新用户的不断加入，但是还是有些人不是很
喜欢因为他们担心“拥挤的人群和商业总有一天会沉溺我们一手创建的黑客天堂”。所有，你使用
Ｌｉｎｕｘ 不是在给什么人面子。
在这一章最后，再简单地总结一下 Ｌｉｎｕｘ 的优势和弱势：Ｌｉｎｕｘ 属于它的拥趸们（你的所有权来自
于你在这个“Ｌｉｎｕｘ 拥趸俱乐部”“的免费登记），毫无疑问 Ｌｉｎｕｘ 功能强大丰富，配置灵活，出
色的适应性随时符合你的需要（在配置时可能会有点复杂），很低的硬件费用，网络功能齐全，要
求有一个计算机学历背景的管理员，一些基本的桌面软件还落在一些其他平台的商业软件产品后面
（比如说，在 Ｗｉｎｄｏｗｓ 上的字处理和电子表格软件），很多出色的最终用户软件作为操作系统的
“标准安装”免费得到，图形用户界面已经非常不错了，当然还没有完全象 ＭＡＣ 和微软的 Ｗｉｎｄｏｗｓ
所提供的那么精致，Ｌｉｎｕｘ 高度标准化（ＵＮＩＸ， ＰＯＳＩＸ），开放的文件格式可以长久使用，成千上万
的程序可以从网上自由下载（尽管可用性和质量可能会有所差别）。
总的说来，一句话：Ｌｉｎｕｘ 真的让会你感觉很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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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应该选择哪个 Ｌｉｎｕｘ 发行版本？
ＬＩＮＵＸ 对硬件有什么要求？
我的硬件支持 Ｌｉｎｕｘ 吗？
怎样从网上下载 Ｌｉｎｕｘ？
怎样获得 Ｌｉｎｕｘ 安装光盘？
我有 ＲｅｄＨａｔ 安装光盘，但没有安装软盘， 应怎么办？
安装前需要阅读哪些资料？
我能在一部计算机上同时安装 Ｗｉｎｄｏｗｓ 和 Ｌｉｎｕｘ 吗？
应该怎样给硬盘分区？
我的硬盘被 ＷＩＮＤＯＷＳ 分区占满， 我能缩小 Ｗｉｎｄｏｗｓ 分区而不用重装系统吗？
怎样开始安装？
安装 Ｌｉｎｕｘ 困难吗？
我应该安装哪些软件包？
我应该选择哪一个图形用户界面，ＫＤＥ 还是 ＧＮＯＭＥ？
我已经完成安装了。我该如何第一次登录？
我怎样才能把我的 Ｌｉｎｕｘ 搞崩溃？
我可以总是在图形用户界面下使用 Ｌｉｎｕｘ 吗？
我该如何升级 Ｌｉｎｕｘ？

１．１

我应该选择哪个 Ｌｉｎｕｘ 发行版本？

不同发行版本间的区别是比较小的： 安装程序， 精选的工具／应用程序包， 硬盘管理（所有发行版本
中， Ｌｉｎｕｘ 的大部分内容都在硬盘的相同位置）。 无论你选择哪个发行版本， 你最终都得到本质上
相同的 Ｌｉｎｕｘ。
基于以下原因， 我们最常使用 ＲｅｄＨａｔ Ｌｉｎｕｘ（也称为 ＲｅｄＨａｔ 或 ＲＨ）：
１． ＲｅｄＨａｔ 很流行（无论是对新手还是专业测试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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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ＲｅｄＨａｔ 是一个针对大多数用户的发行版本。
３． ＲｅｄＨａｔ 的安装程序相对比较简单。
４． ＲｅｄＨａｔ 对 Ｌｉｎｕｘ 的扩充都是“公开源代码” 的软件（这意味着 ＲｅｄＨａｔ 发行版本 ＣＤ 中所包含
的所有软件以及所有 ＲｅｄＨａｔ 开发的软件都遵守“通用公开软件许可协议” ，ＧＰＬ（Ｇｅｎｅｒａｌ
Ｐｕｂｌｉｃ Ｌｉｃｅｎｓｅ）， 所以任何人可以合法的拷贝， 转赠， 再开发等）
５． 如果你不需要商业化的支持， 你可以花很少的钱得到 ＲｅｄＨａｔ， 甚至免费得到。 这是因为
ＲｅｄＨａｔ 是”公开源代码”软件。
简而言之， 作为新手， 除非你需要其他的东西或有特殊的要求， 否则你最好使用 ＲｅｄＨａｔ。 ＲｅｄＨａｔ
最新的版本是 ２００２ 年十月发行的 ８．０（名称为 ＲｅｄＨａｔ ８．０）。之前的版本是 ７．３， ７．２， ７．１， ７．０．
等等。 如果从零售商那里购买， 请注明你所需要的版本号， 因为很多零售商为了清理库存， 会卖
旧版本给你（不光是 Ｌｉｎｕｘ 零售商会这样）。 本文的作者和 ＲｅｄＨａｔ（或其他 Ｌｉｎｕｘ 发行者）没有任何
联系。
我们向新手推荐 ＲｅｄＨａｔ， 并不否认其他 Ｌｉｎｕｘ 发行者在某些领域提供比 ＲｅｄＨａｔ 更好的功能。 我
们相信多个 Ｌｉｎｕｘ 版本并存对我们是有好处的， 因为他能帮助我们更好的理解 Ｌｉｎｕｘ。
我们曾试用过 Ｄｅｂｉａｎ（译者注： 另一种 Ｌｉｎｕｘ 发行版本） 而且很喜欢它。 它几乎和 ＲｅｄＨａｔ 一样容
易使用。 但是， 它似乎没有 ＲｅｄＨａｔ 这样通用（因此， 我们为新手选择了 ＲｅｄＨａｔ）。 Ｄｅｂｉａｎ 最大的
好处是， 它是 １００％ 的非商业化（由黑客自愿者开发， 维护， 是真正的 Ｌｉｎｕｘ 方式）， 而且可能是最
完全贴近 Ｌｉｎｕｘ 标准（可能这些标准也是他们制定的）。 Ｄｅｂｉａｎ 的另外一个好处是， 它发行了无数
的 ＣＤ， 包含了几千种工具和应用程序－－－比其他的发行版本要容易的多。 所有这些工具／应用程序
都被他们很好的组织，打包（便于安装）而且测试兼容性。 这就使得 Ｄｅｂｉａｎ 看起来安全，但有一点保
守，过时。 综上所述， 我们毫不反对向新手推荐 Ｄｅｂｉａｎ 作为一个一般用途的 Ｌｉｎｕｘ 发行版本。
Ｃｏｒｅｌ 公司自己的 Ｌｉｎｕｘ 正在进行 ｂｅｔａ 测试。 他们的目的是开发一个较好的 Ｌｉｎｕｘ 平台来运行他
们的办公应用程序： ＷｏｒｄＰｅｒｆｅｃｔ， ＷｏｒｄＰｒｏｃｅｓｓｏｒ， ＱｕａｔｒｏＰｒｏ 电子表格， Ｃｏｒｅｌ 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Ｐａｒａｄｏｘ 数据库， Ｃｏｒｅｌｄｒａｗ 艺术家软件包，等等。 Ｃｏｒｅｌ Ｌｉｎｕｘ 是基于 Ｄｅｂｉａｎ， 因此，如果你将
来打算用 Ｃｏｒｅｌ 软件，或许你现在应选择 Ｄｅｂｉａｎ（而不是 ＲｅｄＨａｔ）。
Ｓｌａｃｋｗａｒｅ 似乎在“去芜存菁”的黑客中比较流行。 他们更喜欢贴近操作系统而且会很频繁的升
级操作系统的内核。这些是道听途说，因为我们不用它。ＳｕＳｅ 在欧洲很流行，它是具有德国风格的
一般用途的 Ｌｉｎｕｘ 发行版本， 它安装简单且声誉良好。另外一个著名的，且备受尊敬的是 Ｃａｌｄｅｒａ，
其设计目标是针对公司用户。它的安装程序可能是最简单的了。Ｍａｎｄｒａｋｅ 是 ＲｅｄＨａｔ７．２ 的克隆，
区别是它比 ＲｅｄＨａｔ 升级的频率更快（为了不至于生出更多版本， ＲｅｄＨａｔ 倾向于较少升级）。最近
Ｍａｎｄｒａｋｅ 看起来很流行。许多国家也有他们自己本地化的 Ｌｉｎｕｘ（中文版，韩国语版，日文版）。他们
一般都带有该国文字的文档， 以便本国用户阅读。
此外还有”特殊目的”的版本， 象”实时版”Ｌｉｎｕｘ（多用于自动控制和机器人工业），”最小化”版
本（可能会用于下一代的 ＣＤ／ＭＰ３ 播放器，或者基于软盘运行的 Ｌｉｎｕｘ）， 并行运算和集群系统
Ｌｉｎｕｘ（如果你想做自己的天气预报系统，也许它会很有用J），等等。这里的区别比较大， 但这些都
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一般用途”。作为新手，你可能不会想从这些中的一个入手， 尽管你可能会去
冒这个险（他们当然显示了 Ｌｉｎｕｘ 的力量和生存能力， 因为 Ｌｉｎｕｘ 不仅能在玩具上运行，同时运行在
集群系统上的 Ｌｉｎｕｘ 还是世界上运行最快的计算机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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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你所选择的版本还必须支持你的硬件。这就意味着如果你的 ＣＰＵ 是 Ｉｎｔｅｌ ３８６，４８６，奔
腾，ｃｙｒｉｘ，Ｋ６ 或类似的 ＣＰＵ，你就必须选择“Ｉｎｔｅｌ” 或“Ｉ３８６”（除非你自己想编译 Ｌｉｎｕｘ 源代码，
这对新手来说比较困难J）。这是因为 Ｌｉｎｕｘ 还有基于其他平台的版本（ＰｏｗｅｒＰＣ， Ａｌｐｈａ， 或许更
多）。不要试图在你的计算机上装这些，行不通。
简而言之， 尽管新手可能会被不同的 Ｌｉｎｕｘ 版本搞的眼花燎乱， 但要知道，这些版本的存在是有理
由的。这应该被认为是 Ｌｉｎｕｘ 的一个优势而不是缺点。
本指南主要针对 Ｉｎｔｅｌ 平台的 ＲｅｄＨａｔ５．２，６．０， ６．１。许多问题的答案应该同样适用于其他平台的
其他版本， 但是，我们没有试过。

１．２

ＬＩＮＵＸ 对硬件有什么要求？

“ｏｕｔ－ｏｆ－ｂｏｘ” Ｌｉｎｕｘ 能够在一台 ３８６ＳＸ，８Ｍ 内存的计算机上运行。但这样的低端计算机只适合运
行字符界面的应用程序（非 Ｘ－Ｗｉｎｄｏｗ）。一台 １６Ｍ 内存，６００Ｍ 硬盘（没分区）的 ４８６ 计算机就可以运行
Ｘ－Ｗｉｎｄｏｗ 了。我的 ６４Ｍ 内存，主频 ９０ 的 ５８６ 运行 Ｌｉｎｕｘ 简直要飞起来了。我的 ６４Ｍ 内存，奔腾 ２－
２３３ 的计算机，即使同时运行多个大型应用程序，也能得到即时响应。我的 ８Ｍ 内存，１Ｇ 硬盘，４８６－３３
计算机在图形方式下运行稍微有点内存不足，但在我家的网络环境中还是很有用的（４８６ 计算机如果
能有 １６Ｍ 内存就可以运行的很好）。我那 ９Ｍ 内存，１２０Ｍ 硬盘，３８６ＳＸ－２０ 的老 Ｔｏｓｈｉｂａ 便携计算机，运
行一些 Ｗｉｎｄｏｗｓ３．１１ 下的老程序，当连到家里的 Ｌｉｎｕｘ 网络时，依然很有用。我们曾试过在这台机上
运行 Ｄｅｂｉａｎ， 它在字符方式下工作的挺好。
如果你愿意跳过一些额外的环节，你甚至只要 ４Ｍ 内存就可以安装并运行 Ｌｉｎｕｘ，但这样做对于家用
的一般用途的 Ｌｉｎｕｘ 来说可能有些不值得。我建议，用 １６Ｍ 内存，如果可能，用 ３２Ｍ 或 ６４Ｍ。因为当
你同时运行几个大型的图形界面程序时，较多的内存会有较好的性能。要知道，现在内存很便宜。
网络功能是 Ｌｉｎｕｘ 的一个闪光点，所以应考虑买一个 １０Ｍ 的以太网卡。它不很贵，但却能将你家里的
两台或更多的计算机连起来。也许你可以寻找一些 Ｗｉｎｄｏｗｓ 认为太老的网卡—你可以用很低的价钱
买到，但却能在 Ｌｉｎｕｘ 下很好的工作。如果只连两台计算机，一条以太网交叉网线足够了，如果想连
多于两台的计算机，你需要一个集线器（ＨＵＢ）和普通网线（非交叉网线，如果你有更多的网卡，你可以
考虑在一台计算机上装两块网卡，通过交叉网线直接相连，这样就不必用 ＨＵＢ 了）。１０ｂａｓｅ－Ｔ 系统使
用 ＲＪ４５ 接头，所有的计算机都连接到同一个设备上（称为集线器）。集线器有一个额外的接口（称为
上连接口）， 你可以通过它连接到外部网络。
你也可以用同轴电缆建立一个较老类型的网络。这种情况不需要集线器，因为这种网络技术比较老，
你几乎可以用免费得到的零件和网卡来建立：
（为节省空间，下面邮件经过编辑）
Ｆｒｏｍ： Ｅｄｗａｒｄｓ＠ｂｒｕｎｅｌ．ａｃ．ｕｋ
Ｓｕｂｊｅｃｔ： 对 Ｌｉｎｕｘ 指南的一个建议
你好。好多老式的网卡都有一个同轴电缆接头，当一些公司将网络升级到 ＵＴＰ 网络后，你可以向他们要
一些这样的网卡。为每一部计算机加一个 Ｔ 形头，并且在同轴电缆的两个尽头各增加一个 ５０ 欧姆的终
结头， 你就建成了一个可以接入很多台电脑的家庭网络。最重要的是，不用使用昂贵的集线器（或者，
便宜的集线器容易出问题）。同轴电缆还有其他的优点：它不容易损坏，而且对其他设备的抗干扰能力
较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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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点：对于细同轴电缆，每个网段不能超过 １８６ 米，只能接入 ３０ 台计算机，只能固定在 １０Ｍ。但这对
一般家用的网络已经足够了。此外如果连接其中一台机的网线有问题，整个网络都停止工作。除非
某个人拔下某段网线，否则这种情况应该不会经常发生。你可以拔下某台机的 Ｔ 型头而不会影响整
个网络。
简单图示如下， Ｔ 代表 Ｔ 型头， Ｔｅｒｍ 代表终结头：
Ｔｅｒｍ－－－Ｔ－－－－－Ｔ－－－－－－Ｔ－－－－－－Ｔ－－－－－－Ｔ－－－－－－Ｔｅｒｍ
｜
｜
｜
｜
｜
ｐｃ
ｐｃ
ｐｃ
ｐｃ
ｐｃ
同轴电缆的连接头有点类似于电视／录像机的连接头， 不同的是它有一
个挂钩， 用来将连接头和 Ｔ 型头紧密的连接起来。

１．３

我的硬件支持 Ｌｉｎｕｘ 吗？

Ｌｉｎｕｘ 不是支持任何计算机硬件的，而是支持比较老的，或者比较标准的，或比较流行硬件。这个原
则适用于以下计算机部件：ＳＣＳＩ 卡，ＣＤＲＯＭ，可写光盘和可重复写光盘（ＣＤ－Ｒ 和 ＣＤ－ＲＷ），显卡，打印机，
鼠标，调制解调器（ＭＯＤＥＭ），网卡，扫描仪，活动硬盘等。
最著名的例外是所谓的”软调制解调器”（即基于软件的调制解调器）。请尽量避免用它，因为它虽
然比”硬调制解调器”便宜一点，但却是有缺陷的（有些功能是由计算机的 ＣＰＵ 处理的，而不是由调
制解调器处理的）。而且目前不大可能在 Ｌｉｎｕｘ 下使用”软调制解调器”（更多信息，请参阅：
ｈｔｔｐ：／／ｗｗｗ．ｉｄｉｒ．ｎｅｔ／￣ｇｒｏｍｉｔｋｃ／ｗｉｎｍｏｄｅｍ．ｈｔｍｌ）。外置调制解调器肯定不会是”软调制解调
器”。所以如果你没把握判断一个调制解调器卡是”软调制解调器”还是”硬调制解调器”， 就买
一个外置调制解调器（它虽然贵一点，但却不占用你计算机内部电源，很容易从一台计算机换到另一
部计算机，容易看到计算机的状态）。此外在选购调制解调器时还应该注意：老的外置调制解调器使
用 Ｒｏｃｋｗｅｌｌ 协议，效果不是很好，而 Ｌｉｎｕｘ 对新一点的 ＵＳＢ 调制解调器（２００１ 年三月后出现）支持的
也不是很好。
另外一个有可能出问题的地方是显卡。如果你有一个最新型号 ３Ｄ 显卡，或者比较少见的显卡，你最
好到 ｈｔｔｐ：／／ｗｗｗ．Ｘｆｒｅｅ８６．ｏｒｇ 去检查兼容性。
Ｌｉｎｕｘ 很好的支持所有型号的活动硬盘。
尽管制造商声称并口扫描仪是充分兼容的，但我并不指望 Ｌｉｎｕｘ 支持并口扫描仪（非 ＳＣＳＩ 口）。
因此，总的来说，如果你的计算机用的都是标准部件，运行 Ｌｉｎｕｘ 应该没有任何问题。要使用 Ｌｉｎｕｘ，
你不需要花很多钱，尽量在你现有的计算机上安装 Ｌｉｎｕｘ。如果你想检查 Ｌｉｎｕｘ 是否支持你的比较
新的部件或不太流行的部件，请到以下网址：
ｈｔｔｐ：／／ｈａｒｄｗａｒｅ．ｒｅｄｈａｔ．ｃｏｍ／ｈｃｌ／ｇｅｎｐａｇｅ２．ｃｇｉ
和
ｈｔｔｐ：／／ｍｅｔａｌａｂ．ｕｎｃ．ｅｄｕ／ＬＤＰ／ＨＯＷＴＯ／Ｈａｒｄｗａｒｅ－ＨＯＷＴＯ．ｈｔｍｌ
每次购买新硬件时，我都会到以上网址检查 Ｌｉｎｕｘ 兼容性。你也可以问厂家或零售商，但他们不一定
能准确告诉你，因为现在很多公司的销售人员或技术支持不是很懂。如果购买一台全新的计算机，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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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考虑选购一台已经预装了 Ｌｉｎｕｘ 的系统，许多厂家（尤其是大厂家）提供这样的系统，也有很多不提
供。但大的硬件生产厂家一般都会提供的。
如果你象我一样喜欢冒险，就不用理会上面的告诫，硬件兼容的可能性会是 ９０％。
如果你现有的 Ｌｉｎｕｘ 版本不支持某个硬件，不要放弃，有可能是以下原因：
（１） Ｌｉｎｕｘ 是支持的，不过你不知道怎么配置（解决办法，先放几个星期，不要浪费时间。等你对
Ｌｉｎｕｘ 了解多点后，也许你会配置了）。
（２） 你必须经过比较复杂的设置，才能使它工作（例如，一些你不知道的命令，或重新编译内核。注意，
这些东西并不象想象的那么难）。
（３） 新的 Ｌｉｎｕｘ 版本（或其他版本）或许支持。
（４）或许厂家或有人已经升级了该硬件的软件，放在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的某个地方，你需要去寻找，然后试着
安装。
（５）或许下个月 Ｌｉｎｕｘ 就支持了—因为 Ｌｉｎｕｘ 的开发速度的确很快。

１．４

怎样从网上下载 Ｌｉｎｕｘ？

请帮你自己个忙，尽量不要下载 Ｌｉｎｕｘ，而是订购一个安装光盘。Ｌｉｎｕｘ 的确可以完全从网上下载，但
作为一个很大而且很复杂的操作系统，下载可能要花很长时间，而且下载过程可能会出错。
如果你的确是高速上网（绝对不是 ５６Ｋ ｍｏｄｅｍ，有可能是宽带网），而且你不是新手，下栽 Ｌｉｎｕｘ 毕竟
是你的一个选择。从 ｈｔｔｐ：／／ｗｗｗ．ｌｉｎｕｘｉｓｏ．ｏｒｇ 选择一个你喜欢的 Ｌｉｎｕｘ 版本的 ＩＳＯ 映象文件，然
后刻成光盘。

１．５

怎样获得 Ｌｉｎｕｘ 安装光盘？

有很多种可能的方式。
（１） 从 Ｌｉｎｕｘｍａｌｌ 里（ｈｔｔｐ：／／ｗｗｗ．ｌｉｎｕｘｍａｌｌ．ｃｏｍ）购买 ＲｅｄＨａｔ 或 Ｍａｎｄｒａｋｅ 光盘。或者从
Ｃｈｅａｐｂｙｔｅｓ（ｈｔｔｐ：／／ｃａｒｔ．ｃｈｅａｐｂｙｔｅｓ．ｃｏｍ／ｃｇｉ－ｂｉｎ／ｃａｒｔ／）。上次我看的时候，非官方的 ＲｅｄＨａｔ 只
要 ２．９９ 美元，两张 ＣＤ。他们会只寄给你光盘，没有手册，没有支持，也没有启动软盘。但价钱是不错
的，而且手册和用来制作启动软盘的工具都在第一张光盘里。我从 Ｃｈｅａｐｂｙｔｅｓ 买了几次，都是很快
就到货，而且质量不错。而且我的信用卡也没有被乱扣钱（声明，作者和 Ｃｈｅａｐｂｙｔｅｓ 没任何关系）。
（２） 从相同的地方购买盒装的 ＲｅｄＨａｔ 或 Ｍａｎｄｒａｋｅ，或者从你喜欢的任何零售商那里购买。价钱可
能最低都要 ４０ 美元，你会得到手册，安装时电话或 ｅｍａｉｌ 支持（６０ 天内？），启动软盘，此外还有商业
应用软件作为俯送产品，可能还会有其他的东西。如果你的时间的确很宝贵，你还可以花更多的钱买
更多的服务。
（３） 从你朋友那里复制。这是合法的，因为 Ｌｉｎｕｘ 是免费的。如果你有一套 Ｌｉｎｕｘ 光盘，不要不舍得
借给你的邻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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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查询你附近的图书馆，或书店，或者 ｈｔｔｐ：／／ｗｗｗ．ａｍａｚｏｎ．ｃｏｍ。有些 Ｌｉｎｕｘ 工具书会在附送的光
盘里带有完整的 Ｌｉｎｕｘ。对初学者，这是一个比较好的方法，因为你可以参考工具书。对于 Ｌｉｎｕｘ 数
不清的工具，我需要一本工具书在身边。但缺点是这些书都有点过时。或许应该考虑官方的 Ｌｉｎｕｘ
和手册？
（５） 参加一次当地的 Ｌｉｎｕｘ 交流会。本地的 Ｌｉｎｕｘ 高手会免费为你安装 Ｌｉｎｕｘ（带着你的计算机），
而且你还有可能免费得到一张 Ｌｉｎｕｘ 的光盘（也许你应该带张空白光盘去）。搜索 Ｌｉｎｕｘ 新闻组，看
看什么时候有交流会在你附近举行。这也是一个认识其他 Ｌｉｎｕｘ 爱好者的好机会。

１．６

我有 ＲｅｄＨａｔ 安装光盘，但没有安装软盘， 应怎么办？

如果你的计算机能从光驱启动（许多早期的计算机做不到），你就不需要启动软盘了。检查一下计算
机的 ＢＩＯＳ，你可以在那里设置启动顺序（缺省的设置是先软盘，再硬盘）。尽管我的计算机设置为先
从光驱启动，但依然不能从光驱启动，所以有时 ＢＩＯＳ 并不能真正的反映你的计算机到底是从那里启
动的。如果你能够从光驱启动，只要将 ＲｅｄＨａｔ 安装光盘放进光驱，重启计算机，就可以进入 ＲｅｄＨａｔ
Ｌｉｎｕｘ 安装程序了。
如果你不知道怎样进入 ＢＩＯＳ，请阅读以下信息。一般地，在计算机启动时，按下正确的键（通常屏幕
上有提示），就可进入 ＢＩＯＳ。一般是＜Ｄｅｌ＞键。以下是流行的 ＢＩＯＳ 所用的键：
宏基笔记本：
ＡＭＩ（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Ｍｅｇａｔｒｅｎｄｓ）：
Ａｗａｒｄｓ：
Ｃｏｍｐａｑ：
Ｄｅｌｌ：
ＤＴＫ：
ＩＢＭ Ａｐｔｉｖａ ５３５：
ＩＢＭ ＰＳ／２：
＜Ｃｔｒｌ＞＜Ａｌｔ＞＜Ｉｎｓ＞
Ｍｒ．ＢＩＯＳ：
Ｐａｃｋａｒｄ Ｂｅｌｌ：
Ｐｈｏｅｎｉｘ：

在加电自检后按＜Ｆ２＞
在加电自检后按＜Ｄｅｌ＞
在加电自检后按＜Ｄｅｌ＞或＜Ｃｔｒｌ＞＜Ａｌｔ＞＜Ｅｓｃ＞
在启动时右下角出现方块后按＜Ｆ１０＞
＜Ｃｔｒｌ＞＜Ａｌｔ＞＜Ｅｎｔｅｒ＞
在加电自检后按＜Ｅｓｃ＞
加电后右上角出现带波浪线的方块后按＜Ｆ１＞
先按＜Ｃｔｒｌ＞＜Ａｌｔ＞＜Ｄｅｌ＞，在右上角看到光标后按
在加电自检后按＜Ｃｔｒｌ＞＜Ａｌｔ＞＜Ｓ＞
有些型号在加电自检后按＜Ｆ１＞ 或者 ＜Ｆ２ ＞
＜Ｃｔｒｌ＞＜Ａｌｔ＞＜Ｅｓｃ＞，＜Ｃｔｒｌ＞＜Ａｌｔ＞＜Ｓ＞ 或者 ＜Ｃｔｒｌ＞＜Ａｌｔ＞＜Ｅｎｔｅｒ＞

如果你的计算机不能从光驱启动，你需要在 ＤＯＳ 或微软 Ｗｉｎｄｏｗｓ 的 ＤＯＳ 模式（仅仅用一个 ＤＯＳ 窗口
是不够的，你必须关机，切换到 ＭＳ－ＤＯＳ 模式）下制作启动软盘。
一张好的软盘很重要（甚至不能有一个坏道）。制作安装软盘的程序并不检查软盘是否正确的写入。
不要指望 ＤＯＳ 的格式化程序帮你判断软盘是否坏了。如果我是你的话，我会同时制作两到三张软盘
（你可能到那时才会相信有多少软盘有可能是坏的）。以我为例，只有第三张软盘是好的。如果你制
作的软盘不能启动，就另外再做一张，应该就可以了。
以下是制作软盘的命令：
Ｆ：＼ｄｏｓｕｔｉｌｓ＼ｒａｗｒｉｔｅ．ｅｘｅ －ｆ Ｆ：＼ｉｍａｇｅｓ＼ｂｏｏｔ．ｉｍｇ －ｄ ａ： －ｎ
制作附加软盘的命令是：
Ｆ：＼ｄｏｓｕｔｉｌｓ＼ｒａｗｒｉｔｅ．ｅｘｅ －ｆ Ｆ：＼ｉｍａｇｅｓ＼ｓｕｐｐ．ｉｍｇ －ｄ ａ： －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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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假设你的光驱在 ＤＯＳ 下是“Ｆ：”盘，你的软盘是“Ａ：”盘。如果你的计算机设置和此不同，请调
整参数。
上面命令的意思是，运行工具“ｒａｗｗｒｉｔｅ”，指定输入文件（ｂｏｏｔ．ｉｍｇ），输出文件（软盘 Ａ： ），并且跳
过“插入软盘”的提示。也许你会发现不用任何参数运行 ｒａｗｗｒｉｔｅ 更加简单，因为它会提示你给出
输入文件名和输出文件名。
在 Ｌｉｎｕｘ 下，你可以在 ｍｏｕｎｔ 上 ＲｅｄＨａｔ 光盘后，输入以下命令（你必须是 ｒｏｏｔ 用户）：
ｃｄ ／ｍｎｔ／ｃｄｒｏｍ／ｉｍａｇｅｓ／
ｄｄ ｉｆ＝ｂｏｏｔ．ｉｍｇ ｏｆ＝／ｄｅｖ／ｆｄ０
［‘ｄｄ＇命令用来拷贝文件。上面命令指定输入文件（＂ｉｆ＂） 为‘ｂｏｏｔ．ｉｍｇ’，输出文件（＂ｏｆ＂） 为第
一个软盘（／ｄｅｖ／ｆｄ０）， 如果你想写到第而二个软驱，用／ｄｅｖ／ｆｄ１］

１．７

安装前需要阅读哪些资料？

对 Ｕｎｉｘ 有一些认识将会对你很有帮助。买一本好的 Ｌｉｎｕｘ 参考书，或者找出你以前的 Ｕｎｉｘ 书。几
乎所有 Ｕｎｉｘ 的概念均适用于 Ｌｉｎｕｘ，而且几乎所有的 Ｕｎｉｘ 命令均能在 Ｌｉｎｕｘ 下运行，我发现 ＭＳ－
Ｗｉｎｄｏｗｓ 的手册没什么用的（点这里，点那里，然后看屏幕的拷贝）。但 Ｕｎｉｘ 的手册却很棒（让你了解
系统，而且对将来有益）。
也许你要了解你的硬件信息，如：你有多少个硬盘？每个多大？每个硬盘有多少个分区，每个分区是什
么类型，多大？你的 ＤＯＳ，Ｗｉｎｄｏｗｓ 分区在那里？那个是 ＤＯＳ／Ｗｉｎｄｏｗｓ 启动分区（如果你打算让你的计算
机双启动的话）？你的鼠标是什么型号的？ 你的显卡是什么型号的？ 你的显示器是什么型号的？等
等。
到 ＢＩＯＳ 设置中查看你的硬盘的型号和硬盘映象信息（译者注：ＢＩＯＳ 不得不将磁头数，柱面数，重新影
象，以支持大硬盘）。在 ＤＯＳ 下运行 ｆｄｉｓｋ 来查看你的硬盘分区表，并打印它。注意观察系统启动信
息，从而了解你的显卡和显存信息。启动到 Ｗｉｎｄｏｗｓ，到控制面板—设备，记下你的声卡，调制解调器，
网卡的类型和设置（名称，型号，中断好，Ｉ／Ｏ 地址等）。查看鼠标下面的标签，从而确认你的鼠标的类
型（下次买鼠标时，购买一个 ３ 键的 Ｌｏｇｉｔｅｃｈ 或类似的—Ｌｉｎｕｘ 很好的支持他们）。阅读你显示器的
手册，看你显示器支持的最大刷新频率（水平和垂直）。千万不要超过你显示器支持的最大刷新频
率。因为这样会损坏你的显示器。
你也许想流览 ＲｅｄＨａｔ 或 Ｍａｎｄｒａｋｅ 的手册，如果你没有书面手册，在你的 ＣＤ 中有 ｈｔｍｌ 格式的手册，
你可以用任何浏览器阅读。点击这里 ｈｅｒｅ 了解如何阅读这些手册，和你 ＣＤ 中一些其他的资料。

１．８

我能在一部计算机上同时安装 Ｗｉｎｄｏｗｓ 和 Ｌｉｎｕｘ 吗？

是的，没问题。很多 Ｌｉｎｕｘ 爱好者都使用双启动选项。只要你在你硬盘的一个分区上安装 Ｗｉｎｄｏｗｓ，
并且在另外一个分区上安装 Ｌｉｎｕｘ。Ｌｉｎｕｘ 带有一个简单的启动管理器，称为 ＬＩＬＯ（更复杂的一个是
ＧＲＵＢ），会让你在启动的时候选择启动那个操作系统。你应该先安装 Ｗｉｎｄｏｗｓ，然后在安装 Ｗｉｎｄｏｗｓ。
否则 Ｗｉｎｄｏｗｓ 安装程序会让你无法再启动到 Ｌｉｎｕｘ。如果你要重新安装 Ｗｉｎｄｏｗｓ，请准备一张启动软
盘，因为 Ｗｉｎｄｏｗｓ 将会重写 ＭＢＲ，结果是你无法进入 Ｌｉｎｕｘ，所以你必须要用软盘启动到 Ｌｉｎｕｘ，重新
运行 ＬＩＬＯ，配置你的系统支持双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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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Ｌｉｎｕｘ 下，你可以读写 Ｗｉｎｄｏｗｓ 分区的数据，所以数据在 Ｗｉｎｄｏｗｓ 和 Ｌｉｎｕｘ 间的转移没有任何问
题。这样你就可以在 Ｌｉｎｕｘ 下使用你 Ｗｉｎｄｏｗｓ 下现有的一些资源， 如声音文件，背景，照片，字体等
（首先要确认这样做有没有违反版权。如果你使用的是微软租给你的软件，你可能会有问题。我很自
豪的说，在我的 Ｌｉｎｕｘ 计算机里，没有使用任何盗版软件）［译者注：微软已经不使用”卖软件”这个
名词，而是使用”出租软件”］

１．９

应该怎样给硬盘分区？

在安装 Ｌｉｎｕｘ 前，你可能真很想知道什么是硬盘的分区。你关心这个是因为你不想删除你的
Ｗｉｎｄｏｗｓ 分区，你想让它们处于不同的分区，实现双启动。这就意味着，Ｗｉｎｄｏｗｓ 在一个分区，而
Ｌｉｎｕｘ 在另外一个分区。通常你不会将 Ｌｉｎｕｘ 安装在你 Ｗｉｎｄｏｗｓ 分区的剩余空间上。将 Ｌｉｎｕｘ 安装
在 Ｗｉｎｄｏｗｓ 分区上是可能的，但我们不推荐它。
如果你计划双启动（Ｌｉｎｕｘ 和 Ｗｉｎｄｏｗｓ 在同一部计算机上），首先使用 ＤＯＳ／Ｗｉｎｄｏｗｓ 工具 ＦＤＩＳＫ 制作
Ｗｉｎｄｏｗｓ 分区，留一些空间给 Ｌｉｎｕｘ。Ｌｉｎｕｘ 安装程序会在安装 Ｌｉｎｕｘ 时找到未使用空间，那时你可
以给 Ｌｉｎｕｘ 分区，并格式化它。
将 Ｗｉｎｄｏｗｓ 分区设为主分区，并且设为可启动，安装，配置，在安装 Ｌｉｎｕｘ 前测试你的 Ｗｉｎｄｏｗｓ 系统。
如果你只打算运行 Ｌｉｎｕｘ，你只需要一块没用过的硬盘就行了。
你可以只给 Ｌｉｎｕｘ 一个分区（如果双启动你需要再给 Ｗｉｎｄｏｗｓ 一个分区）。但是给 Ｌｉｎｕｘ 多个分区会
更好一点，这样你就可以将用户数据和操作系统分离开来。这样，如果什么地方出错，或者你不得不
格式化硬盘，或重装操作系统，你就不会丢失用户的数据（如果在安装时你跳过”重新格式化”，你可
以完全重装操作系统而不会丢失保存在／ｈｏｍｅ 目录下的数据。前提是／ｈｏｍｅ 必须在它自己的分区
上）。
安装 Ｌｉｎｕｘ 时，安装程序会问要求你给剩余的硬盘空间进行分区。有很多种可能的选择，取决于你的
硬盘空间，要求和口味。我喜欢这样为 Ｌｉｎｕｘ 分区（以 ２Ｇ 的硬盘为例）：
安装点（ｍｏｕｎｔ ｐｏｉｎｔ）
／
／ｕｓｒ
／ｈｏｍｅ
ｓｗａｐ

类型（ｔｙｐｅ）
ｅｘｔ２
ｅｘｔ２
ｅｘｔ２
ｓｗａｐ

大小（ｓｉｚｅ）
３００ ＭＢ
１２００ ＭＢ
３８０ ＭＢ
１２０ ＭＢ

在上面的例子中，我给 ｒｏｏｔ 分区 ３００Ｍ 空间，用来安装 Ｌｉｎｕｘ 操作系统。给安装点为／ｕｓｒ 的分区
１２００Ｍ 空间，用来存放用户的程序（不是 Ｌｉｎｕｘ 发行版本带的程序，而是稍后我自己装的程序，例如
ＳｔａｒＯｆｆｉｃｅ 等）。我给安装点为／ｈｏｍｅ 的分区 ３８０Ｍ 空间，用来存放用户的设置和数据。我给操作系
统 １２０Ｍ 空间用于虚拟内存（在硬盘上虚拟的内存空间，也称为交换区）。如果你的内核版本低于 ２。
２（ＲｅｄＨａｔ５．２ 以前的版本），你的交换区不能大于 １２７Ｍ。确定交换区大小的原则是：交换区应该是内
存大小 ２ 倍。如果你需要更多的交换区空间（例如你的内存很大，或是你需要运行数据结构很大的用
户程序），你可以将交换区设的更大一点，或是稍后在增加一个交换区文件。
２Ｇ 的空间对喜欢运行很多程序的用户来说足够了（这是因为 Ｌｉｎｕｘ 比 Ｗｉｎｄｏｗｓ 下相同的程序要小的
原因），但是，如果你想要安装 Ｌｉｎｕｘ 光碟上的所有东西，２Ｇ 显然是不够的。我的经验是，不管硬盘有
多大，最后总是装的满满的，而我总是后悔硬盘不够大 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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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的硬盘确实没有足够的空间，我可能会考虑两个分区的安装方式（硬盘空间小于 ６５０Ｍ）：
安装点（ｍｏｕｎｔ ｐｏｉｎｔ）
／
ｓｗａｐ

类型（ｔｙｐｅ）
ｅｘｔ２
ｓｗａｐ

大小（ｓｉｚｅ）
６００ ＭＢ
５０ ＭＢ

在这个例子中，我给 ６００Ｍ 空间用于安装基本操作系统，用户数据。给 ５０Ｍ 空间用于虚拟内存。５０Ｍ
的交换区空间对于中等规模任务的系统来说足够了。６００Ｍ 的空间意味着你必须要有选择的安装一
些程序，否则你会面临用尽磁盘空间的危险。安装 ＲｅｄＨａｔ 所带的应用程序时按＜Ｆ１＞，它会给你一个
关于该程序的简单描述，然后你就知道你到底是否真的需要它（如果漏掉某些程序，不要担心，你可以
稍后在安装）。如果你的选择比较合理，你会很容易的完成 ＲｅｄＨａｔ 的安装，而且还有 ２００Ｍ 的剩余空
间（假如你给 ｒｏｏｔ 分区 ６００Ｍ 空间）。请注意将 ｒｏｏｔ 分区和／ｈｏｍｅ 分区绑在一起，虽然能为你省一些
空间，但却不是最安全的方案。
你也可以用比上面的例子更少的磁盘空间完成 Ｌｉｎｕｘ 的安装，但这会要求你更加慎重的选择应该安
装什么程序。
对于更大的硬盘，我推荐如下分区方式（假如你准备给 Ｌｉｎｕｘ １５Ｇ 空间）：
安装点（ｍｏｕｎｔ ｐｏｉｎｔ）
／
／ｕｓｒ
／ｕｓｒ／ｌｏｃａｌ
／ｈｏｍｅ
ｓｗａｐ

类型（ｔｙｐｅ）
ｅｘｔ２
ｅｘｔ２
ｅｘｔ２
ｅｘｔ２
ｓｗａｐ

大小（ｓｉｚｅ）
８００ ＭＢ
５０００ ＭＢ
３０００ ＭＢ
５２００ ＭＢ
１０００ ＭＢ

请注意安装点可以在另外一块硬盘上，Ｌｉｎｕｘ 将所有的硬盘空间整理为唯一的一棵目录树。
在老型号的计算机（４８６？）上安装 Ｌｉｎｕｘ 时应注意以下问题。许多老的 ＢＩＯＳ 不支持启动分区在第一
块硬盘的 １０２４ 柱面之外。为了克服这个限制，你只要将第一个分区设为启动分区，并且小于 １０２３ 柱
面（这样做的结果是，／ 分区只能小于 ５１２Ｍ，但这已经足够了）。只要 Ｌｉｎｕｘ 能够启动，ＢＩＯＳ 的限制就
不起作用了，因为 Ｌｉｎｕｘ 将接手硬件的管理，它能够存取位于 １０２４ 柱面之外的分区。
在 Ｌｉｎｕｘ 中，你的硬盘是按如下规则命名的：
ｈａｄ
ｈｄｂ
ｈｄｃ
ｈｄｄ

—
—
—
—

第一个 ＩＤＥ 硬盘（意思为”硬盘 Ａ”，例如连在第一个硬盘控制器上的主硬盘）
第二个 ＩＤＥ 硬盘（意思为”硬盘 Ｂ”，例如连在第一个硬盘控制器上的辅硬盘）
第三个 ＩＤＥ 硬盘（意思为”硬盘 Ｃ”，例如连在第二个硬盘控制器上的主硬盘）
第四个 ＩＤＥ 硬盘（意思为”硬盘 Ｄ”，例如连在第二个硬盘控制器上的辅硬盘）

数字代表着物理硬盘上的分区。
“ｈｄａ１”意为第一个硬盘上的第一个分区
“ｈｄａ２”意为第一个硬盘上的第二个分区
“ｈｄａ３”意为第一个硬盘上的第三个分区
（如果你在第一块硬盘上有多于一个的分区，依此类推）
“ｈｄｂ１”意为第二个硬盘上的第一个分区
（如果你将光驱连在第一个硬盘控制器的辅设备，就只是 ｈｄｂ）。
“ｈｄｃ１”意为第三个硬盘上的第一个分区，等等。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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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ＳＩ 使用相似的命名规则，但却以 ｓｄ 开头，然后跟着用来表示 ＳＣＳＩ 接口的字母和用来表示 ＳＣＳＩ 设
备的数字。例如：“ｓｄａ４”意为第一个 ＳＣＳＩ 控制器上的第四个设备。如果你有一个外置的压缩硬
盘连到计算机的并口上，它将会显示为“ｓｄａ４”（压缩硬盘以 ＳＣＳＩ 仿真方式工作）。
Ｌｉｎｕｘ 安装程序为你列出的分区，将包括你计算机上已有的任何分区，例如，我的硬盘上有如下
Ｗｉｎｄｏｗｓ 分区：
ｍｏｕｎｔ ｐｏｉｎｔ
［ｎｏ ｍｏｕｎｔ］
／ｍｎｔ／ｄｏｓ＿ｈｄｄ２

ｔｙｐｅ
ｖｆａｔ
ｖｆａｔ

ｓｉｚｅ
１２００ ＭＢ
１６００ ＭＢ

ｃｏｍｍｅｎｔ
［“Ｗｉｎ Ｃ ｄｒｉｖｅ， ｈｄａ１”］
［“Ｗｉｎ Ｄ ｄｒｉｖｅ， ｈｄｄ２”］

如果你想要支持双启动的话，在 Ｌｉｎｕｘ 安装过程中不要删除这些 Ｗｉｎｄｏｗｓ 分区。如果你删除这些分
区，就会删掉 Ｗｉｎｄｏｗｓ 系统。如果不是很肯定，就在安装 Ｌｉｎｕｘ 前先备份 Ｗｉｎｄｏｗｓ 系统。ｍｓｄｏｓ， ｆａｔ，
ｖｆａｔ，ｎｔｆｓ 通常是 ＤＯＳ／ｗｉｎｄｏｗｓ 系统使用的文件系统。
作为一个快速参考，这里是关于 Ｌｉｎｕｘ 分区类型的一个简单小结。我从 Ｌｉｎｕｘ 手册拷贝过来的。有
下划线的文件系统则是你最有可能使用的文件系统。其他文件系统（没列出来）作为附加项也很容易
得到。
ｍｉｎｉｘ 是 Ｍｉｎｉｘ 操作系统使用的文件系统，是 Ｌｉｎｕｘ 最先使用的文件系统。它有许多缺点：分区只
能小于 ６４ＭＢ，只支持短文件名，单一的时间戳，等等。在软盘和动态磁盘领域仍然有用。
ｅｘｔ

是对 Ｍｉｎｉｘ 的扩展。已完全被 ｅｘｔ２ 取代，内核最终将不会支持它。

ｅｘｔ２
是 Ｌｉｎｕｘ 使用的，性能很好的文件系统，用于固定文件系统和可活动文件系统。它是作为
ｅｘｔ 文件系统的扩展而设计的。ｅｘｔ２ 在 Ｌｉｎｕｘ 所支持的文件系统中，提供最好的性能（在速度和 ＣＰＵ
使用方面），简短的说，ｅｘｔ２ 是 Ｌｉｎｕｘ 的主要文件系统。
ｅｘｔ３
是对 ｅｘｔ２ 增加日志功能后的扩展。它向前，向后兼容 ｅｘｔ２。意为 ｅｘｔ２ 不用丢失数据和格
式化就可以转换为 ｅｘｔ３，ｅｘｔ３ 也可以转换为 ｅｘｔ２ 而不用丢失数据（只要重新安装该分区就行了）。
我从 ２００１ 年 １０ 月就使用 ｅｘｔ３，它简单且稳定。在 ＲｅｄＨａｔ７．２ 和 Ｍａｎｄｒａｋｅ８．０，中作为一个选项。强
烈推荐使用这种文件系统。
ｘｉａｆｓ 作为 Ｍｉｎｉｘ 文件系统的一个稳定，安全的扩展，提供基本的最常用的特点。目前已经停止开
发和维护了。不太常使用。
ｍｓｄｏｓ 是 ＤＯＳ， Ｗｉｎｄｏｗｓ 和一些 ｏｓ／２ 计算机使用的文件系统。文件名不能超过 ８ 个字符，然后跟一
个 ３ 个字符的后缀。
ｕｍｓｄｏｓ 是 Ｌｉｎｕｘ 使用的扩展的 ＤＯＳ 文件系统。增加了长文件名支持，ＵＩＤ／ＧＩＤ，ＰＯＳＩＸ 权限，特殊文
件等而依然保持和 ＤＯＳ 文件系统兼容。
ｖｆａｔ

是 Ｗｉｎｄｏｗｓ９５，Ｗｉｎｄｏｗｓ ＮＴ 使用的扩展的 ＤＯＳ 文件系统。增加长文件名支持。

ｐｒｏｃ 是一种假的文件系统，用于和内核数据结构接口， 它不占用磁盘空间，参考 ｍａｎ ｐｒｏｃ。
ｉｓｏ９６６０ 是一种针对 ＩＳＯ９６６０ 标准的 ＣＤ－ＲＯＭ 文件系统。自动支持两种扩展（看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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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ｉｇｈ Ｓｉｅｒｒａ 是 ＩＳＯ９６６０ 标准的前身。Ｌｉｎｕｘ 自动支持它。
Ｒｏｃｋ Ｒｉｄｇｅ 是 Ｒｏｃｋ Ｒｉｄｇｅ ｉｎｔｅｒｃｈａｎｇｅ Ｐｒｏｔｏｃｏｌ 协议的一个产品，用于进一步向 Ｕｎｉｘ 系统描述
ＩＳＯ９６６０ 文件系统下的文件。另外提供诸如长文件名，ＵＩＤ／ＧＩＤ，ＰＯＳＩＸ 权限，等信息。Ｌｉｎｕｘ 自动支
持它。
ｈｐｆｓ

是 ＯＳ／２ 使用的高性能的文件系统。在 Ｌｉｎｕｘ 系统中是只读的，因为缺乏相应的文档资料。

ｓｙｓｖ
是 ＳｙｓｔｅｍＶ／Ｃｏｈｅｒｅｎｔ 文件系统在 Ｌｉｎｕｘ 上的实现。它实现了所有的 Ｘｅｎｉｘ，ＳｙｓｔｅｍＶ／３８６，
和 Ｃｏｈｅｒｅｎｔ 文件系统。
ｎｆｓ

是用于存取远方计算机硬盘的文件系统。

ｓｍｂ
是支持 ＳＭＢ 协议的网络文件系统，Ｗｉｎｄｏｗｓ 用它来实现工作组共享。要使用 ＳＭＢ 文件系统，
你必须有一个特殊的安装程序，你可以在 ｋｓｍｂｆｓ 软件包中找到它，也可以在这里找到：
ｆｔｐ：／／ｓｕｎｓｉｔｅ．ｕｎｃ．ｅｄｕ／ｐｕｂ／Ｌｉｎｕｘ／ｓｙｓｔｅｍ／Ｆｉｌｅｓｙｓｔｅｍｓ／ｓｍｂｆｓ
［标准的 ｌｉｎｕｘ 命令＂ｓｍｂｍｏｕｎｔ＂ 也能做到］
ｎｃｐｆｓ

是 Ｎｏｖｅｌｌ ＮｅｔＷａｒｅ 使用的，支持 ＮＣＰ 协议的网络文件系统。

Ｄｅｖｐｔｓ 是一个虚拟的文件系统，一般安装在／ｄｅｖ／ｐｔｓ。为了得到一个虚拟终端，进程打开
／ｄｅｖ／ｐｔｍｘ，然后就可使用虚拟终端。
ｆａｔ

不是一个单独的文件系统，而是 ｍｓｄｏｓ， ｕｍｓｄｏｓ 和 ｖｆａｔ 文件系统的常用部分。

ＵＦＳ

是一个广泛使用于各种操作系统的文件系统

ｓｗａｐ

是一种特殊的分区，用于在内存和硬盘间交换数据的文件系统。

ｒａｉｓｅｒｆｓ

是 Ｌｉｎｕｘ 内核 ２．４．１ 以后（２００１ 年 １ 月）支持的，一种全新的日志文件系统。

ｈｆｓ
（＝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ｉｃａｌ ｆｉｌｅｓ ｓｙｓｔｅｍ）苹果文件系统。现在仍然是 ｂｅｔａ 版本。建议不要用于重要
数据，除非只读。
ｎｔｆｓ－－Ｗｉｎｄｏｗｓ ＮＴ 文件系统。在 Ｌｉｎｕｘ 下依然是实验阶段。建议生产环境不要使用，除非是只读
（截至 ２００１ 年 ８ 月）。

１．１０ 我的硬盘被 ＷＩＮＤＯＷＳ 分区占满， 我能缩小 Ｗｉｎｄｏｗｓ 分区而不用重
装系统吗？
这是可能的。我的 Ｒｅｄｈａｔ 光碟里有个应用程序：ｆｉｐｓ．ｅｘｅ 就是做这个的。到你 ＲｅｄＨａｔ 光碟的
＼ｄｏｓｕｔｉｌｓ＼ｆｉｐｓｄｏｃｓ＼ 目录下寻找文档资料。如果我是你，我会在行动前先备份我的分区。也有商
业软件可以改变分区大小而不用丢失数据。
我个人比较偏爱先在一个干净的分区安装 Ｗｉｎｄｏｗｓ，预留一些硬盘空间，不格式化，以便随后安装
Ｌｉｎｕｘ。Ｗｉｎｄｏｗｓ 和 Ｌｉｎｕｘ 在我硬盘中各占 ５０％。Ｌｉｎｕｘ 程序虽然比较小，但却提供微软系统要花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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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美元才能买到的功能。例如， ｔｅｌｎｅｔ 服务器， ｆｔｐ 服务器， ｈｔｔｐ 服务器， 邮件服务器，几个数据
库，变程语言，图像处理程序等。

１．１１ 怎样开始安装？
将安装软盘插入软驱，或者将安装光盘插入光驱，然后重新启动计算机。如果你能从光驱启动，只要
将安装光盘插入光驱，然后重新启动计算机就行了。
你也可以在 ＤＯＳ 下（或 Ｗｉｎｄｏｗｓ 的真 ＤＯＳ 下，不时 ＤＯＳ 窗口）开始安装，只要运行 ＥＺＳＴＡＲＴ．ＢＡＴ 就可以
了。这个程序在我从 ｃｈｅａｐｂｙｔｅｓ 买的 ＲｅｄＨａｔ 光碟里有。
大多数安装程序会让你选择字符模式或图形模式。如果你的内存不够，你只能使用字符模式。

１．１２ 安装 Ｌｉｎｕｘ 困难吗？
对我来说不难。其实对于大多数新手，过程也很直观，而且一点也不痛苦。 基于你的硬件和安装
选择， 一般要花上 １ 到 ２．２ 小时。 ［对于带有很有限的内存的运行较慢的系统，安装时间预料会
更长或可能出现问题－－在我的 ４８６－３３ ＭＨｚ 带 ８ ＭＢ 内存的系统中安装 ＲＨ６．０ 要花一整个晚上，系
统出现了一次暂停，花了 ５ 分钟却什么也没做， 但安装正常］。从以期的安装版本中升级要花更长
时间， 并有出现更多问题的趋向。
可是， 一些新手报告说安装过程对他们是一场”恶梦”（硬件问题？ 没有经验？）。如果你碰到问
题， 我的建议是安装基本的系统，不要安装那些可能你的机器上有的但需要最高安装技巧的硬件
如你的奇特的显卡或其它复杂的硬件。 在你理解更多关于这些硬件如何在你的系统中工作之后你
可以增加／配置这些。 甚至重新安装对于新手也是一种选择（似乎 Ｌｉｎｕｘ 高手认为重新安装是很没
有面子的事）。似乎很多新手安装时出现问题， 原因是他们指定了太高的显示器分辨率 （这可能不
被支持或仅支持特别地调整）。 而且为了支持某个设备而暂停整个安装是不明智的――可以在以后
增加／调整这些特别的支持。

１．１３ 我应该安装哪些软件包？
Ｌｉｎｕｘ 所有软件都包含在软件包里。 例如， 我的 Ｌｉｎｕｘ Ｍａｎｄｒａｋｅ ７．０ ＣＤ 安装盘包含了 １００２
软件包。 Ｍａｎｄｒａｋｅ ７．２ 含有 ２ 张 ＣＤ—我安装 Ｍａｎｄｒａｋｅ ７．２ 将 １１２３ 软件包放到硬盘上。 提
醒你， 这不是 Ｌｉｎｕｘ 中所有可用的软件—只是由将 Ｍａｎｄｒａｋｅ 软件分类放在一起的人所做的选择。
Ｍａｎｄｒａｋｅ 比 ＲｅｄＨａｔ 包含了更多的软件。
不论哪一种版本，该 ＣＤ 除了包含基本的操作系统（内核，库文件，命令行配置和维护工具的选择等
等），还带有适当的配置和监测工具的网络“客户－服务器”作出选择的软件包，一些终端用户文本
模式的应用程序，基本的 Ｘ－ｗｉｎｄｏｗ 系统，至少一个 ＧＵＩ 桌面（可能有几个）和许多基本的 ＧＵＩ 应用
程序。
该安装程序（ＲｅｄＨａ 或者 Ｍａｎｄｒａｋｅ）会问你要安装哪些软件包。 如果你选择”工作站安装”，那么
应从你的安装中忽略那些通常在服务器端被找到的软件包（例如， 可能略过 Ａｐａｃｈｅ 网络服务器）。
如果你选择”服务器安装”， 那么典型地不要安装终端用户桌面应用程序（例如，ＧＩＭＰ 图形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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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忽略）。 你也能选择安装“全部”， 这是我在家庭计算机安装 Ｌｉｎｕｘ 软件包时喜欢的选项。 最
后，你可以按你所选的软件包进行安装——读相关资料。
选择那些名字听起来较有趣的软件包或程序安装确实是很糟糕的想法—一些软件包有很不一般的名
字， 我从不去猜它们是做什么的。 忽略了某一重要的软件包（如库文件）你的系统功能会被削弱。
当你坚持运行包含在这个 ＣＤ 里的一些名字很酷而且重要的软件（版本“０．１”）时，你可能会觉得失
望。总之， 你可能会被你定制的 Ｌｉｎｕｘ 所展现的功能（或缺少的功能）所困扰。作为新手，有时要
相信由你的版本的创建者所选择的默认选项。
所以，为了我安装后的最终“产品”， 除非我想安装每一个软件， 否则我不会选择安装那个诱人
的选项“熟练人员安装—手动安装软件包”。可是对于初学者， 我喜欢安全的“最多缺省安装
项”，在你的 ＣＤ 中可调用该选项。
如果你没装某一软件包，以后你发现你需要它——不要惊慌。安装它很容易。 读相关资料。

１．１４ 我应该选择哪一个图形用户界面，ＫＤＥ 还是 ＧＮＯＭＥ？
如果磁盘空间允许，二者均可。你可以在以后决定你更喜欢 ＫＤＥ，ＧＮＯＭＥ 或其他桌面，但无论你作
何种选择，你确实要安装 ＫＤＥ 和 ＧＮＯＭＥ 库文件。一旦你安装了这些库文件，ＫＤＥ 程序能在 ＧＮＯＭＥ 下
运行， 反之亦然， 取决于哪些库文件有更好的应用。就磁盘空间的大小而言，桌面程序仅仅是
ＫＤＥ 和 ＧＮＯＭＥ 系统的很小的部分， 所以你忽略了安装桌面你并不会节省多少空间， 试着安装”
库文件”。 ＧＮＯＭＥ 和 ＫＤＥ 是一套很好的程序和工具，所以完全安装这两个桌面程序确实是值得
的。 我从未听说这二个会互相干扰。 在日常工作使用中，我使用 ＫＤＥ 桌面，因为感觉它比 ＧＮＯＭＥ
更可靠。如果你喜欢更前卫，更酷的桌面， 选用 ＧＮＯＭＥ，但如果有时不能完全正常工作，不要抱
怨。
我也安装了其它的“窗口管理器”选项，它们几乎不占用什么空间（一些确实很小）， 但在一些情
况下它们很有用。只要安装了 ＫＤＥ 和 ＧＮＯＭＥ 库文件，你就能在这些选项下运行 ＫＤＥ 或 ＧＮＯＭＥ 程
序。
ＫＤＥ 确实功能更强大。但是在旧的硬件里（如 １３３ ＭＨｚ Ｐｅｎｔｉｕｍ），我更喜欢 ＧＮＯＭＥ 而不是 ＫＤＥ。其
它的窗口管理器比 ＫＤＥ 或 ＧＮＯＭＥ 更简洁。所以在适当的硬件下，我会选择其他的窗口管理器。

１．１５ 我已经完成安装了。我该如何第一次登录？
超级用户。
“ｒｏｏｔ”是初始安装后存在的唯一的帐户（更新版本的安装程序确实提示你在安装期间创建普通用
户帐户）。文本模式登录的例子如下
ｍｙ＿ｍａｃｈｉｎｅ＿ｎａｍｅ ｌｏｇｉｎ： ｒｏｏｔ
Ｐａｓｓｗｏｒｄ： ｍｙ＿ｐａｓｓｗｏｒｄ
在上面的例子中，我在登录提示中输入“ｒｏｏｔ”。 之后， 我输入在初始安装时所选择的密码。当
我输入时（为了安全起见），密码不会出现在屏幕上。在我登录后，我发现我处于一个文本模式的终
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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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安装了 ＧＵＩ 登录界面，登录步骤很相似，但是发生在 Ｘ－ｗｉｎｄｏｗ 界面上。（如果偶尔碰到输
入有问题， 可能你要记住把你的鼠标停在正确的对话框上。Ｘ－ｗｉｎｄｏｗ 登录界面实现了“根据鼠标
定位”规则）。在成功登录后， 我的默认的 ＧＵＩ 桌面就出现了。
“ｒｏｏｔ”是具有在系统之上的绝对权力的特殊帐户，由系统管理员使用。你以后的确需要建立至少
一个以上的”普通用户”帐户来做日常工作（非系统管理员）。读相关资料学会如何操作。

１．１６ 我怎样才能把我的 Ｌｉｎｕｘ 搞崩溃？
作为 ｒｏｏｔ 用户，你可以做任何事，包括加速系统崩溃。如果你真的想崩溃系统，试验一下：
ｃｐ ／ｄｅｖ／ｚｅｒｏ ／ｄｅｖ／ｍｅｍ
作为 ｒｏｏｔ 用户，你甚至可以只要用一条简单的命令就可以删除你所有的文件（千万别尝试！）
ｒｍ –ｆｒ ／
这并不是说 Ｌｉｎｕｘ 很容易崩溃，而是系统管理员（ｒｏｏｔ）对系统有无限的权力。对应微软的 Ｗｉｎｄｏｗｓ
也差不多，你把 ｃ：＼Ｗｉｎｄｏｗｓ 或者 ｃ：＼Ｗｉｎｄｏｗｓ＼Ｓｙｓｔｅｍ 目录里的一些文件删除，就能使整个系统瘫
痪。Ｌｉｎｕｘ 更加稳定的最重要的不同点是：普通用户和系统管理员用户是完全分开的。普通用户只
能操作属于他们自己的文件。类似的，不管程序出来什么大差错，用户运行的程序只能影响他们自
己拥有的区域。“管理员”和“普通用户”的帐号截然分开让系统变得复杂，同时使 Ｌｉｎｕｘ 变成真
正的多用户操作系统。这和微软 Ｗｉｎｄｏｗｓ 的旧版本的做法完全不同。在微软最新版本的 Ｗｉｎｄｏｗｓ
里，微软也已经开始逐步走向 Ｕｎｉｘ 的做法。就像一个老的说法：“那些不知道 ＵＮＩＸ 的人注定要去
重新发明它”。
结论：不要使用 ｒｏｏｔ 用户来作日常工作。加一个普通用户帐号作为日常管理工作使用，用这个帐
号在 Ｌｉｎｕｘ 上做实验，这里显示然后实现：
ａｄｄｕｓｅｒ ｊｏｈｎｂｒｏｗｎ
ｐａｓｓｗｄ ｊｏｈｎｂｒｏｗｎ
［输入一个长的精心选择的密码，在中间带数字］
［再次输入相同的密码］
ｅｘｉｔ
然后以 ｊｏｈｎｂｒｏｗｎ 的用户重新登录
ｒｏｏｔ 帐号只用来管理和系统设置。我从来不会用 ｒｏｏｔ 帐号运行任何我不是非常了解的程序。至
少，不会在准备用来做实际工作的计算机上使用。我是说真的。
我的学习过程如下：
１． 安装 Ｌｉｎｕｘ
２． 胡搞，做试验（ｒｏｏｔ 或者非 ｒｏｏｔ，做一些有趣的事情，设置乱七八糟的东西。我想要预知
系统会如何动作――只有这样我才能够真正了解我在做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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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删除系统
４． 除非我没有时间（时间好像总是不够用），否则回到第二步，继续
Ｌｉｎｕｘ 一旦在可靠的硬件上安装完毕――命令行模式下 Ｌｉｎｕｘ 出奇的稳定－－可以运行好几个月甚
至几年！作为一个新手，由 ｒｏｏｔ 用户的胡乱操作或者很滥的硬件导致的问题，你会发觉很多稀奇
古怪的事情来打发你的时间。

１．１７ 我可以总是在图形用户界面下使用 Ｌｉｎｕｘ 吗？
在 Ｌｉｎｕｘ 下只使用图形用户界面我认为是可能的，但是我觉得对于管理来说，就不是那么有效了。
Ｌｉｎｕｘ 下的 ＧＵＩ 已经做得很好，但是对比于命令行下的可以使用的功能，还是显得有些苍白。我几
乎每天使用 Ｌｉｎｕｘ 和 Ｗｉｎｄｏｗｓ 的图形用户界面，我发现图形用户界面对于程序启动和其他日常的工
作非常有用。但是对于系统管理和自动化，图形用户界面还是不过灵活。命令行接口（ＣＬＩ，
Ｃｏｍｍａｎｄ Ｌｉｎｅ 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对我来说有更丰富的功能，而且，使用命令行接口让我对于的系统的工
作原理有更多的实际了解。
引用两个典型的说法：“使用图形用户界面现对来说比较简单，因为它限制只能执行有限的几个基
本操作，这样学习起来也更容易上手。但是，如果这些基本操作不能符号你的要求，那你可能会有
点问题”。“用户界面友好的系统的典型特征，就是它能够符号用户的需要。但是，大部分用户界
面友好的系统都不是最简捷有效的”。（引用来源：
ｈｔｔｐ：／／ｌｉｎｕｘ．ｏｒｅｉｌｌｙｎｅｔ．ｃｏｍ／ｐｕｂ／ａ／ｌｉｎｕｘ／２００１／１１／１５／ｌｅａｒｎｕｎｉｘｏｓ．ｈｔｍｌ）
我发现图形用户界面和命令行的混合使用可能是最理想的。如果你希望只使用图形用户界面而不想
学习任何命令行参数，你可以考虑推迟安装你的 Ｌｉｎｕｘ 系统，一直到图形用户界面工具比现在做得
更好一些，或者，现在你已经有其他的人能够帮你管理你的计算机。
如果你有计算机超级天才的男朋友或者女朋友，然后他（或者她）可能只要运行十几个程序，你就
可以有一个专门为她（或者他）定制的非常好用的图形用户界面，所有图标，菜单和按钮都符合要
求。呵呵，通过这样的特别的鼓励方法，可能可以让她（或者她）很快就接受 Ｌｉｎｕｘ！
从这本指南里，对于做资料来说使用命令行肯定要简捷得多。图标和菜单一般都是可以定制的，所
以你在你的计算机上看到的图标和菜单和我在我计算机上看到的肯定很不一样。还有，设置一个图
标或者命令，我必须知道我在图标后面的真正的命令行的位置。简而言之，对于刚开始阶段，即使
在图形用户界面下，理解命令行对于系统设置来说也是必不可少的。我们在这本书里没有包含任何
的屏幕截图，是因为我们自己发现对于学习计算机，屏幕截图没有什么实际的用处。

１．１８ 我该如何升级 Ｌｉｎｕｘ？
对于一次完整的系统升级（比如从ＲｅｄＨａｔ ７．０到ＲｅｄＨａｔ ７．２）：
“对于升级Ｌｉｎｕｘ系统最省时有效的原则就是：从零开始。做一次“干净”的系统安装，然后再把
数据加上去。是的，我们就是在说把硬盘重新分区，然后从头开始安装。”（引用ＵＲＬ来源
ｈｔｔｐ：／／ｗｗｗ．ｎｏｒｔｈｅｒｎｊｏｕｒｎｅｙ．ｃｏｍ／ｏｐｅｎｓｏｕｒｃｅ／ｎｅｗｂｉｅｓ／ｎｅｗｂ０２５．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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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盘考虑你的硬盘分区方案，会有助于你未来的系统升级（你的数据文件可以放在你的 ｈｏｍｅ 目录
下）。
以下是在系统升级时，我给自己做的一份清单供参考：
１． 以 ｒｏｏｔ 登录
２． 将／ｅｔｃ 目录放到一个安全的数据不会被破坏的地方（比如 ｚｉｐ 盘）。当安装出现问题的时
候，我可以参考以前的设置。
３． 复制所有在／ｈｏｍｅ 目录上的重要数据。这是为了避免更糟糕的事情发生，比如，有一次我
格式化了错误的分区
４． 使用 ｄｆ （ｄｉｓｋｆｒｅｅ）命令查找和记下你文件系统的所有加载点
５． 举个例子，我的 ｈｏｍｅ 目录加载在一个分区名字叫做／ｄｅｖ／ｈｄａ９ 的另外一块硬盘上，而
／ｕｓｒ／ｌｏｃａｌ 则加载在／ｄｅｖ／ｈｄａ８ 上。
６． 重新安装 Ｌｉｎｕｘ，但是保留和不要重新格式化那些你用来保存数据的分区，比如／ｈｏｍｅ 和
／ｕｓｒ／ｌｏｃａｌ，这些目录经常有非常重要的数据。
７． 重新启动系统，看新系统是否能够正常工作。
８． 对于系统里的每个用户，根据旧的用户名和用户标识号，创建一个用户登录名。举例：
ｌｓ ／ｈｏｍｅ／ｍａｒｉａ／＊ －ｌ （查找用户 ｍａｒｉａ 的 ｈｏｍｅ 目录得到她的用户标识，假设是 ５０３）
ｕｓｅｒａｄｄ ｍａｒｉａ –ｕ ５０３ （创建一个用户标识为 ５０３ 的帐号“ｍａｒｉａ”）
从每个用户的主目录里，删除一些会导致问题的设置文件比如： “．／ｋｄｅ”，“．ＩＣＥ”，等
等。这也是一个用来删除垃圾文件的好机会，要删除这些文件的原因是：比如 ＫＤＥ 的新版
本用新的设置文件（在第一次使用时会自动产生）应该会运行得更好。举例：
ｃｄ ／ｈｏｍｅ／ｍａｒｉａ
ｒｍ –ｆｒ ．ｋｄｅ
注意要确保在每个用户的主目录下的文件属于对应的用户。举个例子，我可以这样做：
ｃｄ ／ｈｏｍｅ／ｍａｒｉａ
ｃｈｏｗｎ –Ｒ ｍａｒｉａ ＊
ｃｈｍｏｄ –Ｒ ｍａｒｉａ ＊
更多的信息参见第二部分，Ｌｉｎｕｘ 的资源，帮助和一些相关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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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２ 部分： Ｌｉｎｕｘ 的资源，帮助和相关链接
Ｌｉｎｕｘ 新手管理员指南（中文版）
ＬＩＮＵＸ ＮＥＷＢＩＥ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ＯＲ ＧＵＩＤＥ （Ｓｉｍｐｌｉｆｉｅｄ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Ｖｅｒｓｉｏｎ）
中文版本 １．０ 由幻影快递 Ｌｉｎｕｘ 小组（ＳＬＴ－Ｓｈａｄｏｗｆａｘ Ｌｉｎｕｘ Ｔｅａｍ） 翻译整理
Ｌｉｎｕｘ Ｎｅｗｂｉｅ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ｏｒ 英文原版版权所有：Ｐｅｔｅｒ ａｎｄ Ｓｔａｎ Ｋｌｉｍａｓ．
ｈｔｔｐ：／／ｓｕｎｓｉｔｅ．ｄｋ／ｌｉｎｕｘ－ｎｅｗｂｉｅ
中文版本版权所有：幻影快递 Ｌｉｎｕｘ 小组 ＳｈａｄｏｗｆａｘＬｉｎｕｘ＠ｈｏｔｍａｉｌ．ｃｏｍ

本章内容：
２．１
２．２
２．３
２．４
２．５
２．６
２．７

哪里有Ｌｉｎｕｘ的资料？
有没有ＨＥＬＰ命令？
有没有术语字典？
网上搜索
新闻组
有没有因特网上的Ｌｉｎｕｘ的链接？
源代码－－终极资源

２．１

哪里有 Ｌｉｎｕｘ 的资料？

这个指南不够用怎么办？
ＲｅｄＨａｔ Ｌｉｎｕｘ的ＣＤ里包含了许多资料．它们一部分是ＨＴＭＬ格式一部分是纯文本格式。你在安装之前
可以在ＤＯＳ或ＭＳ ＷＩＮＤＯＷＳ之下阅读所有的资料。例如，软拷贝的ＲｅｄＨａｔ手册可以利用ＭＳ ＷＩＮＤＯＷＳ上
的ＨＴＭＬ浏览器（ＮＥＴＳＣＡＰＥ或ＩＥ）阅读。只要打开Ｄ：＼ｄｏｃ＼ｒｈｍａｎｕａｌ＼ｍａｎｕａｌ＼ｉｎｄｅｘ．ｈｔｍｌ就可以了
（这里假设你的ＣＤ－ＲＯＭ的驱动器号在ＷＩＮＤＯＷＳ下是Ｄ）。
你也可以看＼ｄｏｃ＼ＬＤＰ 目录下的Ｌｉｎｕｘ文档计划手册。例如，你可以用你喜欢的浏览器打开
ｄｏｃ＼ＬＤＰ＼ｓａｇ＼ｓａｇ．ｈｔｍｌ 阅读Ｌｉｎｕｘ系统管理员指南。
你还可以看＼ｄｏｃ＼ＨＯＷＴＯ 目录下的ＨＯＷＴＯ文档，＼ｄｏｃ＼ＨＯＷＴＯ＼ｍｉｎｉ目录下的 迷你ＨＯＷＴＯ 和＼ｄｏｃ＼ＦＡＱ
目录下的ＦＡＱ（常见问题）中的各种问题。以下的命令可以在ＤＯＳ下阅读Ｌｉｎｕｘ－ＦＡＱ的纯文本文档。
Ｄ：
ｃｄ ＼ｄｏｃ＼ＦＡＱ＼ｔｘｔ
ｅｄｉｔ Ｌｉｎｕｘ－ＦＡＱ
在Ｌｉｎｕｘ里，你可以用以下命令读ＣＤ上的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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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ｙｎｘ ／ｍｎｔ／ｃｄｒｏｍ／ｄｏｃ／ｒｈｍａｎｕａｌ／ｍａｎｕａｌ／ｉｎｄｅｘ．ｈｔｍｌ
这里启动的是ｌｙｎｘ，一个简单的文本模式的ＨＴＭＬ浏览器。要注意的是ＣＤ 装载后才能在Ｌｉｎｕｘ下使
用，以上的例子假设装载点是目录／ｍｎｔ／ｃｄｒｏｍ／。 也可用Ｌｉｎｕｘ下的ＮＥＴＳＣＡＰＥ，ＳＴＡＲＯＦＦＩＣＥ和其他
的ＨＴＭＬ浏览器读ＲｅｄＨａｔ的手册或其他的ＨＴＭＬ格式的文档。在Ｌｉｎｕｘ下阅读ＣＤ上纯文本格式的文档，
可以用象下面的命令。
ｃｄ ／ｍｎｔ／ｃｄｒｏｍ／ｄｏｃ／ＦＡＱ／ｔｘｔ／
ｌｅｓｓ Ｌｉｎｕｘ－ＦＡＱ
（ｌｅｓｓ 命令让你卷页面阅读文本文件的内容）
不管你选择安装了哪些文档，Ｌｉｎｕｘ安装后文档总是位于／ｕｓｒ／ｄｏｃ／ 或 ／ｕｓｒ／ｓｈａｒｅ／ｄｏｃ。如果你没
有安装文档，现在就考虑安装吧，这样做可能是值得的。例如／ｕｓｒ／ｄｏｃ／ＬＤＰ 目录下包括Ｌｉｎｕｘ文档
计划手册。通过下面的命令可以浏览Ｌｉｎｕｘ系统管理员指南。
ｃｄ ／ｕｓｒ／ｓｈａｒｅ／ｄｏｃ／ＬＤＰ／ｓａｇ
ｌｙｎｘ ｓａｇ．ｈｔｍｌ
同时还可以看／ｕｓｒ／ｓｈａｒｅ／ｄｏｃ／ＨＯＷＴＯ目录下的ＨＯＷＴＯ文档 ｕｓｒ／ｓｈａｒｅ／ｄｏｃ／ＨＯＷＴＯ／ｍｉｎｉ 目录下的 迷
你ＨＯＷＴＯ 和有的时候文档可能在／ｕｓｒ／ｄｏｃ。
要找更多更新的文档，ｈｔｔｐ：／／ｗｗｗ．ｉｂｉｂｌｉｏ．ｏｒｇ／ｍｄｗ／ｉｎｄｅｘ．ｈｔｍｌ。

２．２

有没有 ＨＥＬＰ 命令？

多数的Ｌｉｎｕｘ命令可以带“＂－－ｈｅｌｐ”选项。例如，以下的命令可以给你简明的Ｌｉｎｕｘ ｃｐ （ｃｏｐｙ）帮
助：
ｃｐ －－ｈｅｌｐ ｜ ｌｅｓｓ
更多的命令行的帮助要用所谓的参考手册页 ｍａｎ ｔｏｐｉｃ．例如：
ｍａｎ ｃｐ
会显示参考手册页中的ｃｐ （ｃｏｐｙ）命令。参考手册页是Ｌｉｎｕｘ下的标准“ＨＥＬＰ”系统，含有很多的细
节，非常技术化的信息，不过一般新手要花点力气才能看懂。
ｍａｎ命令用一个叫ｌｅｓｓ的简单程序卷动文本页面。用箭头键卷页，按“ｑ”键退出。事实上ｌｅｓｓ能做
的不只这些。运行ｌｅｓｓ时按“ｈ”键可以获得帮助，或通过以下命令了解更多的有关ｌｅｓｓ的用法。
ｍａｎ ｌｅｓｓ
还有一个 叫ｉｎｆｏ的命令 ｉｎｆｏ ｔｏｐｉｃ．例如：
ｉｎｆｏ ｃ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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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显示“ｃｐ”（ｃｏｐｙ）命令的帮助文件。通常 ｉｎｆｏ包含的信息和ｍａｎ相似，但都更新一点。不幸的
是，ｉｎｆｏ的浏览功能不是很直观，所以我ｍａｎ用的更多。还有一个 ｐｉｎｆｏ，ｉｎｆｏ 的替代品（可能是
因为比ｉｎｆｏ容易用的缘故吧）。
如果你忘记了想要用的命令的准确名字的话，可以试试ａｐｒｏｐｏｓ．例如，要想得到一组和“ｃｏｐｙ”有
关的命令，我会在命令行运行：
ａｐｒｏｐｏｓ ｃｏｐｙ
ｗｈａｔｉｓ命令和ａｐｒｏｐｏｓ相似但只做关键字的比较，而ａｐｒｏｐｏｓ会对整个数据库搜索（关键字及其描
述）。ｗｈａｔｉｓ 输出结果都比较短（可能也更相关）。
在一些使用菜单的程序中，例如在设置你系统服务用的 ｎｔｓｙｓｖ（或ｓｅｔｕｐ，或 ｌｉｎｕｘｃｏｎｆ），可以按
Ｆ１键来了解某个服务具体是做什么的。
ｂａｓｈ内置的命令列表可以通过在命令行敲入ｈｅｌｐ获得。所有ｂａｓｈ里的内置命令的帮助可以通过输入
象以下的命令获得：
ｈｅｌｐ ｃｄ
ｂａｓｈ是标准的命令行“ｓｈｅｌｌ”，也就是在Ｌｉｎｕｘ里等同于ＤＯＳ的命令行处理器“ＣＯＭＭＡＮＤ．ＣＯＭ”。
ＫＤＥ环境里有一个图形界面的＂帮助浏览器＂。它可以通过点击＂Ｋｐａｎｅｌ＂（系统条，通常位于屏幕底部
的）上相应的图标启动。这个浏览器可以用于浏览ＫＤＥ专用的帮助和系统参考手册页。Ｇｎｏｍｅ桌面有
一个类似的帮助系统。
如果你想了解你ＣＤ上ｒｐｍ 格式的包，你可以用图形界面的ｋｐａｃｋａｇｅ（在Ｘ终端上输入ｋｐａｃｋａｇｅ）浏览
这些包，显示他们包含的信息，在你需要的时候安装它们（安装要由ｒｏｏｔ进行）。旧版本和
ｋｐａｃｋａｇｅ对应的是，ｇｌｉｎｔ（ＲＨ５．２），ｇｎｏｒｐｍ（ＲＨ６．０），他们慢而且也不方便。

２．３

有没有术语字典？

这是一个相当大而全的：“新骇客字典”又叫“术语文件”
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ａｔｂ．ｏｒｇ／￣ｅｓｒ／ｊａｒｇｏｎ／ｊａｒｇｏｎ．ｈｔｍｌ
它不仅是很好的资源，而且是很有趣的读物。推荐使用。
让有趣的更有趣，这里还有一个链接“女孩的（电脑）怪男孩指南”：
ｈｔｔｐ：／／ｗｗｗ．ｌａｉｒｇａｕｃｈｅ．ｃｏｍ／ｇｅｅｋｇｕｙ．ｈｔｍｌ
如果你是另外一个性别的话你要看“男孩的（电脑）怪女孩指南”。
这是一个相当完整的计算机相关的词汇简称和缩写表：
ｈｔｔｐ：／／ｗｗｗ．ｇｅｏｃｉｔｉｅｓ．ｃｏｍ／ｉｋｉｎｄ＿ｂａｂｅｌ／ｂａｂｅｌ／ｂａｂｅｌ．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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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搜索

目前ｗｅｂ上最好的搜索引擎是ｇｏｏｇｌｅ，你会对它能找到的东西感到惊讶。Ｇｏｏｇｌｅ速度非常快，因为
它运行在Ｌｉｎｕｘ上，绝非儿戏。到ｈｔｔｐ：／／ｗｗｗ．ｇｏｏｇｌｅ．ｃｏｍ／上试试吧。做一个试验，在搜索栏里输
入你的名字和你选的另外一个词。Ｇｏｏｇｌｅ可以找到几乎所有网上和Ｌｉｎｕｘ（或其他的词）相关的东
西。输入几个关键词就可以找到你要的Ｌｉｎｕｘ文档。

２．５

新闻组

这可能是个可怕的地方－－世界上最古怪的的东西似乎都会在新闻组里出现。一般我不理会那些愚
蠢或带挑衅的贴子和邮件，对于心怀恶意的，我会例外的通知系统管理员邮件的出处。在我在新闻
组发贴后受到的广告，我一般都在阅读前删除，我知道我不是唯一这么做的人，所以如果你想让别
人看你的邮件的话，请把标题栏写的清楚一些，特别是当你的邮件地址包括字符串“ａｏｌ”的时
候。
尽管有这么多不足，新闻组仍然是一个你查找所需信息的最有效的地方。
在上新闻组之前，我强烈推荐Ｇｏｏｇｌｅ的新闻组存档（ｈｔｔｐ：／／ｇｒｏｕｐｓ．ｇｏｏｇｌｅ．ｃｏｍ／，过去叫
ＤｅｊａＮｅｗｓ）．这是一个巨大的新闻组帖子存档，你还可以用很好的搜索工具搜索。这样，你通常无
须翻阅无数的垃圾就可以找到你问题的答案，又无须承受发一个“已经是本周问了第十遍的问题”
后的愤怒。你可能会对存档里的已有的信息感到惊讶。
这里有几个Ｌｉｎｕｘ新闻组，他们看上去比其他新闻组好很多（可能是因为他们是由Ｌｉｎｕｘ专家管理的
比较好的缘故吧）。下面就是个短的列表。
ｎｅｗｓ：ｃｏｍｐ．ｏｓ．ｌｉｎｕｘ．ａｎｎｏｕｎｃｅ
（有管理员的管理的， 管理员对上去的帖子前都要检查。对所有的贴包括页脚在内都严格检查．）
ｎｅｗｓ：ｃｏｍｐ．ｏｓ．ｌｉｎｕｘ．ｓｅｔｕｐ
ｎｅｗｓ：ｃｏｍｐ．ｏｓ．ｌｉｎｕｘ．ｈａｒｄｗａｒｅ
ｎｅｗｓ：ｃｏｍｐ．ｏｓ．ｌｉｎｕｘ．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ｎｅｗｓ：ｃｏｍｐ．ｏｓ．ｌｉｎｕｘ．ｍｉｓｃ
（综合）
ｎｅｗｓ：ｃｏｍｐ．ｏｓ．ｌｉｎｕｘ．ａｄｖｏｃａｃｙ
（讨论Ｌｉｎｕｘ的优缺点，也可和其他的操作系统比较。这是很好的新闻组，如果你喜欢卷入无休止的
争论的话）。
ｎｅｗｓ：ａｌｔ．ｌｉｎｕｘ．ｓｕｘ
（你可以在这里读写所有有关Ｌｉｎｕｘ的观点．）
ｎｅｗｓ：ｃｏｍｐ．ｏｓ．ｌｉｎｕｘ．ｎｅｔｗｏｒｋｉｎｇ
ｎｅｗｓ：ｃｏｍｐ．ｏｓ．ｌｉｎｕｘ．ｘ
（Ｘ－ｗｉｎｄｏｗｓ）
ｎｅｗｓ：ｃｏｍｐ．ｏｓ．ｕｎｉｘ
（ ＵＮＩＸ 总新闻组）
请注意新闻组礼节（网络礼节），如果违反你会被驱逐或被怒火所包围。要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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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发与新闻组话题无关的贴
不要在多个新闻组同时发贴（一稿多投）。
用ＡＳＣＩＩ码，不要加附件，图象，ＨＴＭＬ代码等等。
不要发广告（特别是商业广告）
不要全用大写字母－这样谁都不理你。
使用简单描述性的标题（用“ＨＥＬＰ”不行）并简单扼要的说明你的问题。这包括版
本（例如：ＲｅｄＨａｔ－－译者）和版本号，硬件型号（ＵＳＲ ５６Ｋ不行，要列出具体型号）

使用新闻组（或叫ｕｓｅｎｅｔ），你必须设定你的新闻服务器访问设置。最简单的是用ｍｏｚｉｌｌａ（ｅｄｉｔ－
＞ｐ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ｍａｉｌ－＞ｎｅｗｓｇｒｏｕｐｓ）输入新闻服务器（你的互联网接入服务商，ＩＳＰ，会给你提供服
务器的名字）然后加入你相应的新闻组到你的本地信箱里。如果你不知道你新闻服务器的名字，可
以试试这个“ｎｅｗｓ．我的ＩＳＰ名．域名”也可能是“我的ＩＳＰ名．域名”
读新闻组我喜欢用ｋｎｏｄｅ＆（在 Ｘ终端里输入）。安装学习新闻组对我来说当然是值得的。

２．６

有没有因特网上的 Ｌｉｎｕｘ 的链接？

网上致力于Ｌｉｎｕｘ的网站肯定是数以千计。这里是一些我喜欢的Ｌｉｎｕｘ链接，没有特别的排序。如果
你想要其他的东西的话，你应该能在这些页面里找到有用的链接。
ｈｔｔｐ：／／ｓｕｎｓｉｔｅ．ｄｋ／ｌｉｎｕｘ－ｎｅｗｂｉｅ／
ｈｔｔｐ：／／ｗｗｗ．ｌｉｎｕｘｄｏｃ．ｏｒｇ／ｄｏｃｓ．ｈｔｍｌ

这本书的主站。加入收藏夹。
Ｌｉｎｕｘ文档计划－－包括许多ＦＡＱ，ＨＯＷＴＯ，迷你ＨＯＷＴＯ，指
南的主页．不断更新中。
Ｌｉｎｕｘ管理员ＦＡＱ（不是给新手的）。
Ｇａｒｙ百科全书－－学习Ｌｉｎｕｘ。加入收藏夹。

ｈｔｔｐ：／／ｗｗｗ．ｋａｌｕｇ．ｌｕｇ．ｎｅｔ／ｌｉｎｕｘ－ａｄｍｉｎ－ＦＡＱ／
ｈｔｔｐ：／／ｍｅｍｂｅｒｓ．ａａ．ｎｅｔ／￣ｓｗｅａｒ／ｐｅｄｉａ／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ｌｉｎｕｘ．ｈｔｍｌ
ｈｔｔｐ：／／ｊｇｏ．ｌｏｃａｌ．ｎｅｔ／ＬｉｎｕｘＧｕｉｄｅ／
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ｏｎｔｒｏｌ－ｅｓｃａｐｅ．ｃｏｍ／
ｈｔｔｐ：／／ｗｗｗ．ｌｉｎｕｘｎｉｎｊａ．ｃｏｍ／ｌｉｎｕｘ－ａｄｍｉｎ／
ｈｔｔｐ：／／ｍｅｔａｌａｂ．ｕｎｃ．ｅｄｕ／ｍｄｗ／ｉｎｄｅｘ．ｈｔｍｌ＃ｇｕｉｄｅ
ｈｔｔｐ：／／ｗｗｗ．ｆｒａｎｋｅｎｌｉｎｕｘ．ｃｏｍ
ｈｔｔｐ：／／ｗｗｗ．ｅａｓｙｆｅｅｄ．ｃｏｍ／￣ｊｇｏ／ＬｉｎｕｘＧｕｉｄｅ／
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ｌａｓｈｄｏｔ．ｏｒｇ／
ｈｔｔｐ：／／ｗｗｗ．ｆｒｅｓｈｍｅａｔ．ｏｒｇ／
ｈｔｔｐ：／／ｌｉｎｕｘｔｏｄａｙ．ｃｏｍ／
ｈｔｔｐ：／／ｗｗｗ．ｌｌｐ．ｆｕ－ｂｅｒｌｉｎ．ｄｅ／
ｈｔｔｐ：／／ｗｗｗ．ｌｉｎｕｘｂｅｒｇ．ｃｏｍ／

ｈｔｔｐ：／／ｃｏｕｎｔｅｒ．ｌｉ．ｏｒｇ／ｌｉｎｕｘｃｏｕｎｔｅｒ＿ｅｎｇ．ｈｔｍｌ
ｈｔｔｐ：／／ｗｗｗ．ａｐ．ｕｎｉｖｉｅ．ａｃ．ａｔ／ｕｓｅｒｓ／ｈａｖｌｉｋ／Ａｌｂｕｍ／Ｌｉ
ｎｕｘ－Ｃｏｕｎｔｅｒ／
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ｌ．ｃａｍ．ａｃ．ｕｋ／ｕｓｅｒｓ／ｉｗｊ１０／ｌｉｎｕｘ－
ｆａｑ／ｉｎｄｅｘ．ｈｔｍｌ
ｆｔｐ：／／ｓｕｎｓｉｔｅ．ｕｎｃ．ｅｄｕ／ｐｕｂ／Ｌｉｎｕｘ／
ｈｔｔｐ：／／ｓｔｏｍｍｅｌ．ｔａｍｕ．ｅｄｕ／￣ｂａｕｍ／ｌｉｎｕｘｌｉｓｔ／ｌｉｎｕｘｌｉｓ
ｔ／ｌｉｎｕｘｌｉｓｔ．ｈｔｍｌ
ｈｔｔｐ：／／ｗｗｗ．ｂｏｕｔｅｌｌ．ｃｏｍ／ｌｓｍ／

３２

Ｊｏｓｈ主页．学习Ｌｉｎｕｘ的好资源。
这个网站看上去适合新手。
轻松学会Ｌｉｎｕｘ管理（ＬＡＭＥ）。推荐。
许多Ｌｉｎｕｘ文档。加入收藏夹。
又一个对新手提供帮助的网站。
还是一个新手指南。
电脑怪才，骇客，高手们的论坛。
关于Ｌｉｎｕｘ 软件最新版本。
Ｌｉｎｕｘ新闻－极好的每日一读。加入收藏夹。
“Ｌｉｎｕｘ试验计划”数据采集和其他科学研究方面的
有趣资料。
Ｌｉｎｕｘｂｅｒｇ（Ｌｉｎｕｘ大补膏？－译者）。大门户网站。
他们那里什么都有。我很喜欢他们Ｌｉｎｕｘ软件评分的
做法，我也只下载被评为５个企鹅的包。 ；－） 加入收
藏夹。
Ｌｉｎｕｘ计数器。给自己注册做一个Ｌｉｎｕｘ份子。
看看Ｄｅｎｎｉｓ Ｈａｖｌｉｋ的给人深刻印象的Ｌｉｎｕｘ发展和地
理分布图。
Ｌｉｎｕｘ ＦＡＱ。
Ｓｕｎｓｉｔｅ的无数Ｌｉｎｕｘ软件存档。加入收藏夹。
Ｌｉｎｕｘ应用程序。
Ｌｉｎｕｘ应用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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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ｔｔｐ：／／ｗｗｗ．ｌｉｎｕｘｌｉｎｋｓ．ｃｏｍ／Ｓｏｆｔｗａｒｅ／
ｈｔｔｐ：／／ｄｉｒｅｃｔｏｒｙｓｅａｒｃｈ．ｍｏｚｉｌｌａ．ｏｒｇ／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ｓ／Ｏｐｅ
ｒａｔ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ｍｓ／Ｌｉｎｕｘ／
ｈｔｔｐ：／／ｄｉｒ．ｙａｈｏｏ．ｃｏｍ／．．．／Ｕｎｉｘ／Ｌｉｎｕｘ／

Ｌｉｎｕｘ应用程序。
巨大的新门户网站（的比ＹＡＨＯＯ还大），包括了许多
非常适合Ｌｉｎｕｘ新手的链接。
Ｙａｈｏｏ的Ｌｉｎｕｘ入口。看上去是精心组织的，他们拒绝
加入这本指南！
Ｄｅｂｉａｎ Ｌｉｎｕｘ 网站。
Ｌｉｎｕｘ 硬件兼容表。
许多有用的Ｌｉｎｕｘ链接。
一些很好的链接。
更多的Ｌｉｎｕｘ文档链接。
更更多Ｌｉｎｕｘ链接。
ＧＮＵ主站。（ＧＮＵ不是Ｕｎｉｘ。这是一个循环定义）
Ｒｅｄ Ｈａｔ网站。他们太忙，一般不要去打扰。
Ｌｉｎｕｓ Ｔｏｒｖａｌｄｓ （他写了Ｌｉｎｕｘ的内核－译者）的主
页。

ｈｔｔｐ：／／ｗｗｗ．ｄｅｂｉａｎ．ｏｒｇ／
ｈｔｔｐ：／／ｈａｒｄｗａｒｅ．ｒｅｄｈａｔ．ｃｏｍ／ｈｃｌ／ｇｅｎｐａｇｅ２．ｃｇｉ
ｈｔｔｐ：／／ｍｅｔａｌａｂ．ｕｎｃ．ｅｄｕ／ｍｄｗ／ｌｉｎｋｓ．ｈｔｍｌ
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ｓｅ．ｕｎｓｗ．ｅｄｕ．ａｕ／￣ｃｏｎｒａｄｐ／ｌｉｎｕｘ／
ｈｔｔｐ：／／ｗｗｗ．ｌｉｎｕｘｓｔａｒｔ．ｃｏｍ／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ｈｔｔｐ：／／ｗｗｗ．ｌｉｎｕｘｌｉｎｋｓ．ｃｏｍ／
ｈｔｔｐ：／／ｗｗｗ．ｇｎｕ．ｏｒｇ／
ｈｔｔｐ：／／ｗｗｗ．ｒｅｄｈａｔ．ｃｏｍ／
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ｓ．Ｈｅｌｓｉｎｋｉ．ＦＩ／ｕ／ｔｏｒｖａｌｄｓ／

２．７

源代码－－终极资源

Ｌｉｎｕｘ的终极参考资源是源代码。如果你已经安装了（和标准发行版本一起发行，如果你有足够的
硬盘空间我们真诚推荐您安装），它在 ／ｕｓｒ／ｓｒｃ／ｌｉｎｕｘ（内核源代码）和／ｕｓｒ／ｓｒｃ／ＲＰＭ／ｓｏｕｒｃｅｓ（为
了ＲＰＭ包源代码的平衡）．新手怎么用源代码？因为，它包括了最细节的注释和文档．例如，在这个指南
的后面，我们会讲如何通过／ｐｒｏｃ文件系统读／设置一些内核参数．你可以这样看到包括所有用到的参
数的完整的文档：
ｌｅｓｓ ／ｕｓｒ／ｓｒｃ／ｌｉｎｕｘ／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ｃ．ｔｘｔ
为了安装内核源代码，我在安装时会选择适当的ｒｐｍ包．为了安装我用的版本中其他的包，我会把
＂Ｓｏｕｒｃｅ ＣＤ＂放入ＣＤ驱动器，做类似以下操作（以ｒｏｏｔ身份，用ＲｅｄＨａｔ ＣＤ）
［从ＣＤ向硬盘安装ｇｎｕｍｅｒｉｃ电子报表（类似ＥＸＣＥＬ的软件－译者）的源程序］
ｓｕ
ｃｄ ／ｍｎｔ／ｃｄｒｏｍ／ＳＲＰＭＳ／
ｒｐｍ －ｉｖｈ ｇｎｕｍｅ＜Ｔａｂ＞
［ｕｎｚｉｐ我安装的源代码］
ｃｄ ／ｕｓｒ／ｓｒｃ／ＲＰＭ／ＳＯＵＲ＜Ｔａｂ＞
ｔａｒ －ｘｖｚｆ ｇｎｕｍｅｒ＜Ｔａｂ＞
［查看ｇｎｕｍｅｒｉｃ里统计函数的代码］
ｃｄ ｇｎｕｍｅｒｉｃ／ｓｒｃ／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
ｌｅｓｓ ｆｎ－ｓｔａｔ．ｃ
这是真实的关于一个特定的电子报表软件函数如何工作的终极参考，我不是说着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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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３ 部分： Ｌｉｎｕｘ 的基本操作
Ｌｉｎｕｘ 新手管理员指南（中文版）
ＬＩＮＵＸ ＮＥＷＢＩＥ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ＯＲ ＧＵＩＤＥ （Ｓｉｍｐｌｉｆｉｅｄ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Ｖｅｒｓｉｏｎ）
中文版本 １．０ 由幻影快递 Ｌｉｎｕｘ 小组（ＳＬＴ－Ｓｈａｄｏｗｆａｘ Ｌｉｎｕｘ Ｔｅａｍ） 翻译整理
Ｌｉｎｕｘ Ｎｅｗｂｉｅ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ｏｒ 英文原版版权所有：Ｐｅｔｅｒ ａｎｄ Ｓｔａｎ Ｋｌｉｍａｓ．
ｈｔｔｐ：／／ｓｕｎｓｉｔｅ．ｄｋ／ｌｉｎｕｘ－ｎｅｗｂｉｅ
中文版本版权所有：幻影快递 Ｌｉｎｕｘ 小组 ＳｈａｄｏｗｆａｘＬｉｎｕｘ＠ｈｏｔｍａｉｌ．ｃｏｍ

本章内容：
３．１

３．２

３．３

３．４

３．５

基础知识
３．１．１ 文件名
３．１．２ 使用不同的目录
３．１．３ 执行一个程序
３．１．４ 改变路径（ＰＡＴＨ）
３．１．５ 关闭计算机
３．１．６ 处理挂起的程序
３．１．７ 命令选项
用户，密码，文件访问权限和安全性
３．２．１ 主目录， 根目录和添加新用户
３．２．２ 密码安全性
３．２．３ 忘记了超级用户密码怎么办
３．２．４ 忘记了普通用户密码怎么办
３．２．５ 关闭或删除一个用户
３．２．６ 文件的所有权和访问权
３．２．７ 设置替代用户标识（ＳＵＩＤ）
用“＆”， “ａｔ”， “ｂａｔｃｈ”和“ｃｒｏｎ”进行作业调度
３．３．１ 怎样在后台执行命令
３．３．２ 怎样在某一特定时间执行命令（使用ａｔ”和“ｂａｔｃｈ”）
３．３．３ 怎样设置“ｃｒｏｎ”
Ｓｈｅｌｌ
３．４．１ 什么是Ｓｈｅｌｌ？ 需要一个不同的Ｓｈｅｌｌ吗？
３．４．２ 怎样定制自己的Ｓｈｅｌｌ
３．４．３ 设置文本终端的颜色
３．４．４ 在文本模式或 Ｘ模式控制台下，如何打印符号
３．４．５ 如何编写简单的Ｓｈｅｌｌ脚本（Ｓｃｒｉｐｔ）文件
３．４．６ 引号的含义
３．４．７ 输入输出重定向
３．４．８ Ｓｈｅｌｌ的特殊字符（ｍｅｔａ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ｓ）
如何安装软件包（Ｐａｃｋａｇｅ）及 ｒｐｍ 软件包管理器
３．５．１ 如何安装从Ｉｎｔｅｒｎｅｔ下载的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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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知识

３．１．１ 文件名
Ｌｉｎｕｘ 系统区分英文字符的大小写。比如，ｍｙｆｉｌｅ， Ｍｙｆｉｌｅ 和 ｍｙＦＩＬＥ表示的是三个不同的文件。
同样，用户密码和登录名也需要区分大小写（这里沿用了Ｕｎｉｘ 和 Ｃ 语言的命名规则）。命名目录
和命名文件的规则是相同的。除非有特别的原因，否则用户创建的文件和目录名要使用小写字符。
大多数的 Ｌｉｎｕｘ 命令也使用小写字符。
Ｌｉｎｕｘ 系统下的文件名长度最多可到２５６个字符。通常情况下，文件名的字符包括：字母、数字、
＂．＂（点）、＂＿＂（下划线）和＂－＂（连字符）。Ｌｉｎｕｘ 允许在文件名中使用除上述符号之外的其它符号，
但并不建议用户这样做。 有些转意字符 （即该字符被系统借用，表示某种特殊含义） 在Ｌｉｎｕｘ
的 命令解释器（ｓｈｅｌｌ）中有特殊的含义（ｓｈｅｌｌ 类似于 ＤＯＳ下的命令处理器 ＣＯＭＭＡＮＤ．ＣＯＭ）。这样
的转意字符有：＂？＂（问号），＂＊＂（星号）， ＂ ＂（空格）， ＂￥＂（货币符）， ＂＆＂， 扩号等等。在文件名中应
尽量避免使用这些字符。文件名中可以有＂ ＂（空格），但建议用户用＂＿＂（下划线）来替代。
＂／＂ 既可代表目录树的根也可作为路径名中的分隔符（类似ＤＯＳ下的＂＼），因此＂／＂不能出现在文件
名中。
和 ＤＯＳ 一样，＂．＂ 和 ＂．．＂ 分别用来表示＂当前目录＂和＂父目录＂， 因此它们也不能作为文件名。
正如 ＤＯＳ 中一样，我们不能将文件命名为 ． 或者 ．． （点或者双点）——它们分别代表当前目录
和当前目录的父目录（上一级目录）。这跟 ＤＯＳ 中是完全一致的。
下面列出了一些转意字符及其意义：
＊ ＝ 用于匹配任意长度大于等于零的字符序列。以 ． （点）开头的文件名除外。
？ ＝ 用于匹配任意单个字符
［ａｂＣ１］ ＝ 用于匹配枚举集合中任意单个字符。比例中， 集合由‘ａ’，‘ｂ’，Ｃ’，‘１’组成。
［ａ－ｚ］ ＝ 用于匹配任意小字字母
［Ａ－Ｆ］ ＝ 用于匹配任意大写字母
［０－９］ ＝ 用于匹配任意个位数字
［ａ－ｚＡ－Ｚ０－９］ ＝ 用于匹配任意字母（大小写）或者数字。
＼ （反斜线）也是一个特殊的字符。它屏蔽后继特殊字母的特殊含义（转意），使该字符仅取其
符号所代表的字面意义。
例： 下面的命令会列出当前目录中除了文件名以 ． 开头的文件之外的任何文件。
ｌｓ ＊
与此等价的命令是 ｌｓ 或者 ｄｉｒ （不需要后跟 “＊”）。 文件名以 ． 开头的文件不被列出是因为
“．”是文件名的首字符，它并不与“＊”匹配。我们可以把文件名以 ． 开头的文件等价地理解成
ＤＯＳ 中隐藏文件。使用 ｌｓ –ａ （带 ａｌｌ 选项的 ｌｓ 命令）或者 ｌｓ ．＊ 命令来查看这些“点”文
件。“点”文件在用户的 ｈｏｍｅ 目录中很常见。它们通常是用户级的配置文件。
以下命令可列出当前目录中文件名含 ． 的任何文件 （文件名以点开头的除外）。
ｌ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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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命令可列出当前目录中文件名含两个点的任何文件 （文件名以点开头的除外）。
ｌｓ ＊．＊．＊
请注意 Ｌｉｎｕｘ 中没有与 ＤＯＳ 中文件扩展名相应的概念，但是你可以使用扩展名。例如，一个文件可
以命名为 ｍｙ＿ｔｅｘｔ．ｔｘｔ．ｚｉｐ 。另有一些 ＤＯＳ 中的命名特色在 Ｌｉｎｕｘ 中是完全找不到的（比方说
Ｍｉｃｒｏ￣１．ｄｏｃ ）。
以下的命令会找出扩展名为“ｈｔｍ”后再跟任意一个字符的文件：
ｌｏｃａｔｅ ＊．ｈｔｍ？
以下命令可列出当前目录中所有文件名以 ａ，ｂ 或者任意大写字母开头的文件：
ｌｓ ［ａｂＡ－Ｚ］＊
以下命令可列出当前目录中所有文件名以 ａ 开头，以 ｎ 结尾的文件：
ｌｓ ａ＊ｎ
命令行自动完成是一个有用的功能——使用［Ｔａｂ］键可以极大的节约时间，使处理复杂的长文件名
变得轻松。例如，使用自动完成的功能，可以极大的减化输入以下这个长文件名的工作。
ｄｉｒ Ｅｕｒｏｓｏｎｇ＼ ２０００＼ Ｏｌｓｏｎ＼ Ｂｒｏｔｈｅｒｓ＼ －＼ Ｆｌｙ＼ ｏｎ＼ ｔｈｅ＼ ｗｉｎｇｓ＼ ｏｆ＼ ｌｏｖｅ＼ ＼（ｄｅｎｍａｒｋ＼）．ｍｐ３

我只要输入
ｄｉｒ Ｅｕ＜Ｔａｂ＞

如果没有其他文件的文件名以 Ｅｕ 开头，输入＜Ｔａｂ＞之后，系统会自动输入文件名的其余部分。
如果还有其他文件的文件名也以 Ｅｕ 开头，我们可以查看一下可能的选择（系统会列出），进一步
输入文件名中的下一两个字符，从而使文件的选择唯一化，系统的自动写成功能就可以启动完成整
个长文件名的输入了。 文件名中的反斜线作用在于提示系统其后继的字符“空格”仅取其字面意
义，即，文件名中包含的确实是空格。
文件名中的有“怪”字符怎么办？ 大部分问题可以通过自动完成功能解决。 另外，处理文件名中
含有转意字符的文件，我们可以使用成对的‘’（单引号）。由于这些特殊的转意字符被单引号引
用，命令解释器不会试图去解释其特殊意义。例如，给一个名为 ｍｙ ｆｉｌｅ＊的文件更名（文件名中
含空格和＊）， 我们可以使用：
ｍｖ ＇ｍｙ ｆｉｌｅ＊＇ ｆｉｌｅｎａｍｅ＿ｗｉｔｈｏｕｔ＿ｗｅｉｒｄ＿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ｓ．ｔｘｔ

请注意我使用了一对‘’号 （单引号）。使用成对的“”（双引号）引用通常没有使用‘’有效。
如果你使用“”号（双引号）， 部份转意字符可能会被命令解释器加以解释（这就意味着它们可能
被转意，而不是保持字面意义）。
跟从 ＵＮＩＸ 的传统，在 Ｌｉｎｕｘ 上，创建文件时，我们可以在文件名中可以使用几乎任何字符，包括
不可打印字符（控制字符）。但是这情况非常少见。如果你在遇到文件名使用了这些字符，你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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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感觉很异样。我通常会在适当的位置使用一个转意字符＊对这种文件进行重命名。我会先使用 ｌｓ
命令确认我要重命名的文件的文件名，然后对这个文件进行更名（使用 ｍｖ 命令）：
ｌｓ –ｌ ｍｙｆｉｌｅ＊ｙ．ｈｔｍｌ
ｍｖ ｍｙｆｉｌｅ＊ｙ．ｈｔｍｌ ｍｙｆｉｌｅ．ｈｔｍｌ
（此例中我假定非标准字符位于字母 ｅ 和 ｙ 之间）
这里举一个关于在文件名中使用非常规字符的极端的例子： 创建一个文件名以短横线 － 开头的文
件，再等它删除。 用常规的删除命令似乎没有办法（因为短横钱通常是用来引导命令选项的）。
例如：
ｄｉｒ ＞ －ｊｕｎｋ
以上命令将创建一个以－ｊｕｎｋ 为名的文件（跟 ＤＯＳ 类似，符号 ＞ 将 ｄｉｒ 命令的输出重定向到一个
名为“－ｊｕｎｋ”的文件。常规的删除文件命令无法把这个文件删除。我们需要使用：
ｒｍ ．／－ｊｕｎｋ
文件名前的．／ 表示当前目录。在此其目的是避免文件名把的首字符 － 被命令解释器当作 ｒｍ 命令
的选项引导。事实上没有必要在文件名中使用这些特殊字符。遵从传统的命名规则，不会过多地使
事情复杂化。
除了使用自动完成，单引号，双引号之外，我们也可以利用 ＼ （反斜线） 对文件名中包含了非常规
字符的文件进行操作。反斜线的作用在于屏蔽其后继字符的特殊意义。例如，我可以使用如下命令
创建一个以 ＊？［ 为文件名的文件：
ｔｏｕｃｈ ＼＊＼？＼［
（ｔｏｕｃｈ 命令创建一个空文件。如果同名文件已存在，则改变该文件最后更新的日期／时间）。

３．１．２ 使用不同的目录
Ｌｉｎｕｘ的文件系统目录树庞大而复杂。如果你非常熟悉它的话，会极大地提高你应用Ｌｉｎｕｘ的技巧。
简单地说，典型的Ｌｉｎｕｘ包含五大文件系统目录。根据你自己系统的需要和大小，这些文件系统目
录能安装在单个或多个物理硬盘的分区中。（如果需要的话，单个文件系统目录也可以安装在不同
的设备中。）
“／”根目录
包含基本的操作系统和维护工具。这个目录的文件可以启动系统，并且需要的话，可以完成紧急维
护和修复的功能。
“／ｕｓｒ”目录
包含所有的命令、程序库、文档和其它文件。这些文件在正常操作中不会被改变的。这个目录也包
含你的Ｌｉｎｕｘ发行版本的主要的应用程序，譬如，Ｎｅｔｓｃａｐｅ。
“／ｖａｒ”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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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在正常操作中被改变的文件：假脱机文件、记录文件、加锁文件、临时文件和页格式化文件
等。
“／ｈｏｍｅ”目录
包含用户的文件：参数设置文件、个性化文件、文档、数据、ＥＭＡＩＬ、缓存数据等。这个目录在系
统省级时应该保留。
“／ｐｒｏｃ”目录
整个包含虚幻的文件。它们实际上并不存在磁盘上，也不占用任何空间。（用 ｌｓ –ｌ 可以显示它
们的大小）当查看这些文件时，实际上是在访问存在内存中的信息，这些信息用于访问系统。
“／”根目录部分有以下子目录：
／ｂｉｎ 系统启动时需要的执行文件（二进制），这些文件可以被普通用户使用。
／ｓｂｉｎ 系统执行文件（二进制），这些文件不打算被普通用户使用。（普通用户仍然可以
使用它们，但要指定目录。）
／ｅｔｃ 操作系统的配置文件目录。
／ｒｏｏｔ 系统管理员（也叫超级用户或根用户）的Ｈｏｍｅ目录。
／ｄｅｖ 设备文件目录。ＬＩＮＵＸ下设备被当成文件，这样一来硬件被抽象化，便于读写、网络
共享以及需要临时装载到文件系统中。正常情况下，设备会有一个独立的子目录。这些设
备的内容会出现在独立的子目录下。ＬＩＮＵＸ没有所谓的驱动符。
／ｌｉｂ 根文件系统目录下程序和核心模块的共享库。
／ｂｏｏｔ 用于自举加载程序（ＬＩＬＯ或ＧＲＵＢ）的文件。当计算机启动时（如果有多个操作系
统，有可能允许你选择启动哪一个操作系统），这些文件首先被装载。这个目录也会包含
ＬＩＮＵＸ核（压缩文件 ｖｍｌｉｎｕｚ），但ＬＩＮＵＸ核也可以存在别处，只要配置ＬＩＬＯ并且ＬＩＬＯ知道
ＬＩＮＵＸ核在哪儿。
／ｏｐｔ 可选的应用程序，譬如，ＲＥＤＨＡＴ ５．２下的ＫＤＥ （ＲＥＤＨＡＴ ６．０下，ＫＤＥ放在其它的Ｘ－
ＷＩＮＤＯＷＳ应用程序中，主执行程序在／ｕｓｒ／ｂｉｎ目录下）
／ｔｍｐ 临时文件。该目录会被自动清理干净。
／ｌｏｓｔ＋ｆｏｕｎｄ 在文件系统修复时恢复的文件。
“／ｕｓｒ”目录下比较重要的部分有：
／ｕｓｒ／Ｘ１１Ｒ６ Ｘ－ＷＩＮＤＯＷＳ系统（ｖｅｒｓｉｏｎ １１， ｒｅｌｅａｓｅ ６）
／ｕｓｒ／Ｘ１１ 同／ｕｓｒ／Ｘ１１Ｒ６ （／ｕｓｒ／Ｘ１１Ｒ６的符号连接）
／ｕｓｒ／Ｘ１１Ｒ６／ｂｉｎ 大量的小Ｘ－ＷＩＮＤＯＷＳ应用程序 （也可能是一些在其它子目录下大执行文件
的符号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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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ｕｓｒ／ｄｏｃ ＬＩＮＵＸ的文档资料（在更新的系统中，这个目录移到／ｕｓｒ／ｓｈａｒｅ／ｄｏｃ）。
／ｕｓｒ／ｓｈａｒｅ 独立与你计算机结构的数据，譬如，字典中的词。
／ｕｓｒ／ｂｉｎ和／ｕｓｒ／ｓｂｉｎ 类似与“／”根目录下对应的目录（／ｂｉｎ和／ｓｂｉｎ），但不用于基本
的启动（譬如，在紧急维护中）。大多数命令在这个目录下。
／ｕｓｒ／ｌｏｃａｌ 本地管理员安装的应用程序（也可能每个应用程序有单独的子目录）。在
“ｍａｉｎ”安装后，这个目录可能是空的。这个目录下的内容在重安装或升级操作系统后应
该存在。
／ｕｓｒ／ｌｏｃａｌ／ｂｉｎ 可能是用户安装的小的应用程序，和一些在／ｕｓｒ／ｌｏｃａｌ目录下大应用程序
的符号连接。
需要理解的是：所有目录出现在单一的文件目录树下，即使这些目录在不同的分区，物理驱动器
（包括软驱），或者甚至分布在网络上。所以，在ＬＩＮＵＸ下没有类似在ＤＯＳ下的驱动符。在ＤＯＳ或
ＷＩＮＤＯＷＳ下的驱动符，在ＬＩＮＵＸ下以一个装载位置下的子目录的形式出现。
大多数的ＬＩＮＵＸ发行版本，目录系统很完善并且标准（Ｌｉｎｕｘ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Ｂａｓｅ发布了微小的区别）。
ＬＩＮＵＸ目录系统和典型的商业ＵＮＩＸ目录系统完全相似。
总结来说：
•
•
•
•
•
•

用户应该将文件存在／ｈｏｍｅ／ｕｓｅｒ＿ｌｏｇｉｎ＿ｎａｍｅ目录下（及其子目录下）。
本地管理员大多数情况下将额外的软件安装在／ｕｓｒ／ｌｏｃａｌ目录下并符号连接在
／ｕｓｒ／ｌｏｃａｌ／ｂｉｎ下的主执行程序。
系统的所有设置在／ｅｔｃ目录下。
不要修改根目录（“／”）或／ｕｓｒ目录下的任何内容，除非真的清楚要做什么。这些目录最
好和ＬＩＮＵＸ发布时保持一致。
大多数工具和应用程序安装在目录：／ｂｉｎ， ／ｕｓｒ／ｓｂｉｎ， ／ｓｂｉｎ， ／ｕｓｒ／ｘ１１／ｂｉｎ，
／ｕｓｒ／ｌｏｃａｌ／ｂｉｎ。
所有的文件在单一的目录树下。没有所谓的“驱动符”。

更多关于／ｐｒｏｃ目录（仅为真正好奇的读者）
／ｐｒｏｃ“虚拟”文件系统目录是一个实时的居留内存的文件系统，用于监视操作系统内核和在计算
机上运行的进程的状态。／ｐｒｏｃ目录是完全虚拟的，即它不写入任何特殊的磁盘或其它永久的媒
体，它仅居留于计算机的内存，并且它是不断地更新以反映系统的变化。／ｐｒｏｃ目录的大小总是０，
最后的日期总是当前日期。手工改变／ｐｒｏｃ目录下文件的内容可能会改变系统设置。许多ＬＩＮＵＸ使用
工具利用／ｐｒｏｃ目录作为信息资源，如，ｄｍｅｓｇ， ｐｓ， ｔｏｐ等。
／ｐｒｏｃ目录的内容：
／ｐｒｏｃ／ｃｐｕｉｎｆｏ 关于处理器的信息，如类型、厂家、型号和性能等。
／ｐｒｏｃ／ｄｅｖｉｃｅｓ 当前运行内核所配置的所有设备清单。
／ｐｒｏｃ／ｄｍａ 当前正在使用的ＤＭＡ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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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ｒｏｃ／ｆｉｌｅｓｙｓｔｅｍｓ 当前运行内核所配置的文件系统。
／ｐｒｏｃ／ｉｎｔｅｒｒｕｐｔｓ 正在使用的中断，和曾经有多少个中断。
／ｐｒｏｃ／ｉｏｐｏｒｔｓ 当前正在使用的Ｉ／Ｏ端口。
举例，使用下面的命令能读出系统的ＣＰＵ信息。
ｃａｔ ／ｐｒｏｃ／ｃｐｕｉｎｆｏ

３．１．３ 执行一个程序
在命令行输入可执行程序的文件名但是程序不能运行？有三种可能性：
第一种可能性：没有输入正确的文件名。注意：Ｌｉｎｕｘ 文件名是区分大小写的！举个例子，输入
“Ｐｉｃｏ”或者“ＰＩＣＯ”并不能启动 ｐｉｃｏ 编辑器程序。
第二种可能性：程序不在缺省路径 ＰＡＴＨ 下？在 Ｌｉｎｕｘ 和其他的 Ｕｎｉｘ 下，可执行程序必须在你的
ＰＡＴＨ 下面你才能够运行。如果程序所在的目录不在缺省路径下，你可以进入到程序所在的目录：
ｃｄ ｔｈｅ＿ｐｒｏｇｒａｍ＿ｄｉｒｅｃｔｏｒｙ
．／ｐｒｏｇｒａｍ＿ｎａｍｅ

（ｔｈｅ＿ｐｒｏｇｒａｍ＿ｄｉｒｅｃｔｏｒｙ 是程序所在的目录名）
（ｐｒｏｇｒａｍ＿ｎａｍｅ 是程序的文件名）

或者你可以输入程序完整的路径名如下：
／ｔｈｅ＿ｐｒｏｇｒａｍ＿ｄｉｒｅｃｔｏｒｙ／．／ｐｒｏｇｒａｍ＿ｎａｍｅ
注意，必须在程序名前面加上点“．”和斜杠“／”才能够正确运行。这是 Ｌｉｎｕｘ 的另外一个安全特
性，可以使“特洛伊木马程序”更难于入侵。点“．”指的是当前目录，斜杠“／”是文件和目录之
间的间隔符（ＤＯＳ 用的是反斜杠“＼”）。
可以用一下命令来检查一下缺省路径：
ｅｃｈｏ ￥ＰＡＴＨ
如果忘记了可执行程序的文件放在哪一个目录下面了，可以用以下命令查找：
ｆｉｎｄ ／ －ｎａｍｅ “ｎｅｔｓｃａｐｅ”
以上命令从根目录“／”开始查找文件名叫“ｎｅｔｓｃａｐｅ”的程序。用这个命令可能速度更快一些：
ｌｏｃａｔｅ ｎｅｔｓｃａｐｅ
（ｌｏｃａｔｅ 命令运行速度更快是因为它依赖于系统预先建立的文件数据库。这个数据库由一个在背景
运行的程序 ｃｒｏｎ 来建立。因为 ｃｒｏｎ 一般安排在夜间运行，所有如果你经常在夜晚关机，就不要依
赖 ｌｏｃａｔｅ 可以找到你要的文件，也不要巴望 ｌｏｃａｔｅ 可以找到刚刚才安装的软件名称）
请注意，ＰＡＴＨ 对于超级用户 ｒｏｏｔ 和普通用户一般来说是不相同的。超级用户 ｒｏｏｔ 的 ＰＡＴＨ 包括
／ｓｂｉｎ 和／ｕｓｒ／ｓｂｉｎ，而普通用户一般不包括。所以，普通用户不能执行在／ｓｂｉｎ 下面的文件，除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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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指定程序的全路径名（目录加文件名）。还有，如果你是使用 ｓｕ 命令从普通用户变成超级用
户 ｒｏｏｔ 的，因为继承了普通用户的缺省路径 ＰＡＴＨ，要执行／ｓｂｉｎ 目录下的文件，还是要指定程序
的全路径名。
如果你知道程序的名字但是不知道程序的全路径名，可以用以下命令：
ｗｈｉｃｈ

ｎｅｔｓｃａｐｅ

就可以找到所有叫做 ｎｅｔｓｃａｐｅ 的文件的全路径名
第三种可能：程序可能是不可执行的。如果是这个原因，把它改成可以执行的（必须是超级用户
ｒｏｏｔ 或者文件的所有者）
ｃｈｍｏｄ ａ＋ｘ ｍｙ＿ｆｉｌｅ
这个命令把“ｍｙ＿ｆｉｌｅ”变成是所有人都可以执行的。检查是否可行：
ｌｓ –ｌ ｍｙ＿ｆｉｌｅ
请注意，在 Ｌｉｎｕｘ 和 Ｕｎｉｘ 下，修改文件的扩展名（比如．ｅｘｅ 或者．ｂａｔ）并不能使文件变成可以运
行。文件能够被执行需要“可执行访问模式”，而不是象 ＤＯＳ 下的“文件属性”．

３．１．４ 改变路径（ＰＡＴＨ）
一般来说，你不需要去修改缺省路径 ＰＡＴＨ。
ＰＡＴＨ 是当你要求执行程序时，文件搜索的目录列表。你可以用以下命令检查你的 ＰＡＴＨ
ｅｃｈｏ ￥ＰＡＴＨ
比如说，在我的系统里，显示用户 ｙｏｇｉｎ 的 ＰＡＴＨ 为：
／ｏｐｔ／ｋｄｅ／ｂｉｎ：／ｕｓｒ／ｌｏｃａｌ／ｂｉｎ：／ｂｉｎ：／ｕｓｒ／ｂｉｎ：／ｕｓｒ／Ｘ１１Ｒ６／ｂｉｎ：／ｈｏｍｅ／ｙｏｇｉｎ／ｂｉｎ
“：”是间隔符，以上的ＰＡＴＨ代表以下的目录表：
／ｏｐｔ／ｋｄｅ／ｂｉｎ
／ｕｓｒ／ｌｏｃａｌ／ｂｉｎ
／ｂｉｎ
／ｕｓｒ／ｂｉｎ
／ｕｓｒ／Ｘ１１Ｒ６／ｂｉｎ
／ｈｏｍｅ／ｙｏｇｉｎ／ｂｉｎ
以下是在我系统上的超级用户ｒｏｏｔ运行 ＂ｅｃｈｏ ￥ＰＡＴＨ＂ 的结果：
／ｏｐｔ／ｋｄｅ／ｂｉｎ：／ｓｂｉｎ：／ｂｉｎ：／ｕｓｒ／ｓｂｉｎ：／ｕｓｒ／ｂｉｎ：／ｕｓｒ／Ｘ１１Ｒ６／ｂｉｎ：／ｒｏｏｔ／ｂｉ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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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以修改文件／ｅｔｃ／ｐｒｏｆｉｌｅ里以“ＰＡＴＨ＝”打头的行，这样所有用户的缺省路径都将被修改，我
一般用ｐｉｃｏ编辑器：
ｐｉｃｏ －ｗ ／ｅｔｃ／ｐｒｏｆｉｌｅ
（可选项 －ｗ 用于关闭文件的自动换行）
你必须重新登录，才能验证修改的结果。仅修改个别用户的缺省路径，可以编辑文件：
／ｈｏｍｅ／ｕｓｅｒ＿ｌｏｇｉｎ＿ｎａｍｅ／．ｂａｓｈ＿ｐｒｏｆｉｌｅ
注意文件名前面的“．”。如果文件名的第一个字符是“．”，通常这个文件是不可见的，必须用
ｌｓ –ａ的命令显示。
如果你真的想要当前目录在你的缺省路径ＰＡＴＨ里，在你的ＰＡＴＨ里加上“．”。
／ｅｔｃ／．ｂａｓｈ＿ｐｒｏｆｉｌｅ 文件看起来可能是这样子的
ＰＡＴＨ＝＂￥ＰＡＴＨ：￥ＨＯＭＥ／ｂｉｎ：＂．＂
ｅｘｐｏｒｔ ＰＡＴＨ
这个命令从环境变量里得到 ＰＡＴＨ（对于所有用户，ＰＡＴＨ 在／ｅｔｃ／ｐｒｏｆｉｌｅ 文件里），然后加上用户
的￥ＨＯＭＥ 目录（比如，用户 ｓｕｓａｎ 的￥ＨＯＭＥ 目录一般就是／ｈｏｍｅ／ｓｕｓａｎ 目录），再加上“．”指的是
当前目录。修改完 ＰＡＴＨ 或者其他环境变量后，一般要使用 ｅｘｐｏｒｔ 命令。这样才能使所有环境变量
在修改之后，在设置脚本之外的环境都是可视的。

３．１．５ 关闭计算机
在关闭计算机之前最好把所有的运行程序都关闭。从 ＧＵＩ 的主菜单（ＧＮＯＭＥ 或者 ＫＤＥ）选择
“Ｌｏｇｏｕｔ”。接着，在 ｌｏｇｏｕｔ 的窗口里，选择”Ｓｈｕｔｄｏｗｎ”。
你也可以采用另外一种办法，在字符终端，按住＜ＣＴＲＬ＞＜ＡＬＴ＞＜ＤＥＬ＞（三个键同时按住），等待系统关
机完成后，在机器重新启动的时候关掉计算机电源。如果你在 Ｘ－Ｗｉｎｄｏｗｓ 里，先按
＜ＣＴＲＬ＞＜ＡＬＴ＞＜Ｆ１＞（三个键同时按住）切换到字符终端，然后再按＜ＣＴＲＬ＞＜ＡＬＴ＞＜ＤＥＬ＞。
从来不要在未正常关机的情况下关闭计算机的电源，否则下一次重新启动可能会有硬盘出错的信
息。一般来说，由于不正常关机导致的硬盘错误会被系统自动修复，但是在某些场合下也可能导致
严重的问题，你可能要手工修复损坏的文件或者重新安装系统！
如果你希望按住＜ＣＴＲＬ＞＜ＡＬＴ＞＜ＤＥＬ＞只是关闭计算机而不是重新启动，你可以编辑文件
／ｅｔｃ／ｉｎｉｔｔａｂ。这个文件看起来如下：
＃ Ｔｒａｐ ＣＴＲＬ－ＡＬＴ－ＤＥＬＥＴＥ
ｃａ：ｃｔｒｌａｌｔｄｅｌ：／ｓｂｉｎ／ｓｈｕｔｄｏｗｎ –ｔ３ –ｒ ｎｏｗ
以 ｒｏｏｔ 用户登陆，把文件修改如下：
＃ Ｔｒａｐ ＣＴＲＬ－ＡＬＴ－ＤＥＬＥＴＥ
ｃａ：ｃｔｒｌａｌｔｄｅｌ：／ｓｂｉｎ／ｓｈｕｔｄｏｗｎ –ｔ３ –ｈ ｎｏ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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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头的行只是注释行，只是给人看的，对计算机不起影响
“ｔ３”告诉 ｓｈｕｔｄｏｗｎ 程序在关闭所有的进程之前等待“三秒钟”
“ｒ”选项指的是 ｒｅｂｏｏｔ（重新启动）， “ｈ”选项指的是 ｈａｌｔ（关机）
如果你是 ｒｏｏｔ 用户，也可以直接使用 ｓｈｕｔｄｏｗｎ 命令关机。这个命令可以在用于关闭本地和远程的
计算机。但是最常用的是当本地计算机的键盘不起作用（由于系统挂住等原因），无法按
＜ＣＴＲＬ＞＜ＡＬＴ＞＜ＤＥＬＥＴＥ＞时从远程登陆后使用 ｓｈｕｔｄｏｗｎ 命令关机。
ｔｅｌｎｅｔ ｎａｍｅ＿ｏｆ＿ｍａｃｈｉｎｅ＿ｗｉｔｈ＿ｎｏ＿ｏｐｅｒａｔａｂｌｅ＿ｋｅｙｂｏａｒｄ
［以一般用户登陆到远程计算机 ｎａｍｅ＿ｏｆ＿ｍａｃｈｉｎｅ＿ｗｉｔｈ＿ｎｏ＿ｏｐｅｒａｔａｂｌｅ＿ｋｅｙｂｏａｒｄ］
ｓｕ ｒｏｏｔ
［登陆到 ｒｏｏｔ 用户］
／ｓｂｉｎ／ｓｈｕｔｄｏｗｎ –ｒｎ ｎｏｗ
［关闭计算机］
这个命令跳过标准的关机程序，所以关机的速度很快，当系统变得很不稳定的时候特别有用。（选
项－ｎ 在重新启动之前强行中止所有的进程）
注意，出于安全的考虑，你不能在远端或者通过因特网使用 ｒｏｏｔ 用户直接登陆。你必须先 ｌｏｇｉｎ
到一般用户，然后执行 ｓｕ ｒｏｏｔ 命令，输入正确的秘密后进入到超级用户 ｒｏｏｔ．
你也可以使用 ｓｈｕｔｄｏｗｎ 把关机的时间安排得往后一点
／ｓｂｉｎ／ｓｈｕｔｄｏｗｎ –ｒ ２３：５９
将在午夜 ０ 点之前的一分钟重新启动计算机。 或者
／ｓｂｉｎ／ｓｈｕｔｄｏｗｎ –ｒ

＋１

将在你命令输入后的一分钟重新启动计算机
如果 ｓｈｕｔｄｏｗｎ 命令对你来说太长太难记了，也可以使用以下命令：
ｒｅｂｏｏｔ
ｈａｌｔ

（重新启动）
（关机）

另外一个比较偏门的办法是把计算机切换到 ｒｕｎｌｅｖｅｌ ０ （关机状态） 或者 ｒｕｎｌｅｖｅｌ ６ （重新启动
状态）。命令如下：
ｉｎｉｔ ０
ｉｎｉｔ ６

（关机）
（重新启动）

关于不同的 ｒｕｎｌｅｖｅｌ 的描速可以在文件／ｅｔｃ／ｉｎｉｔｔａｂ 里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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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６ 处理挂起的程序
有错误的程序在 Ｌｉｎｕｘ 下照样会引起系统挂起没有响应。但是一个崩溃的程序一般不会影响操作系
统本身，所有你不需要经常因为某个程序崩溃而重新启动系统。很多 Ｌｉｎｕｘ 的服务器运行超过一年
也不需要重新启动。按我们的经验，一个不太稳定的操作系统一般是由硬件或者不正确的系统配置
引起的。比如，我们多次碰到奔腾处理器的过热问题（ＣＰＵ 风扇转的不如所要求的速度快或者干脆
停了，ＣＰＵ 芯片与散热片之间由于有赃东西导致接触不太紧密），质量不好的内存条，速度不匹配
的内存条，错误的 ＢＩＯＳ 设置（你最好把一些先进功能的设置去掉，让 Ｌｉｎｕｘ 来负责这些设置）。
“ｓｉｇｎａｌ １１”是一个典型的与硬件有关的出错信息，特别是当你执行一些要求复杂运算的任务：
Ｌｉｎｕｘ 安装，内核的编译等等。如果你的奔腾芯片有过热的现象（特别是早期的一些奔腾芯片），
这里有一些小诀窍让它“冷却”：清洗芯片上的散热片，更换 ＣＰＵ 风扇，把计算机用机壳装起来
（一些计算机玩家喜欢“裸机”），在计算机内多安装一个风扇，不要“超频”，减少一些不必要
的任务，等等，还有，使用空白屏幕替代很复杂的屏幕保护。
非真正的系统挂机
有些程序运行时看起来好像是系统挂住了，其实是在等待用户的输入。比较经常碰到的是一些程序
的命令行需要输入对应的文件名作为选项，但是用户只输入程序名却没有给需要的文件名，程序就
假设用户即将在标准输入终端上输入文件名，于是处于等待状态。比如命令：
ｃａｔ
输入回车后，看起来好像没有响应，其实程序在等待你的键盘输入。按住＜ＣＴＲＬ＞Ｄ（代表“文件结
束”）就可以看到真正的结果了。
再举另外一个例子：我在用户新闻组上看到很多关于使用 ｔａｒ 命令解压一个下载的文件时，引起系
统挂死的问题。比如：
ｔａｒ －ｚｘｖ ｍｙ＿ｔａｒ＿ｆｉｌｅ （命令错误！）
其实这也是在等待用户输入。因为命令没有带选项“－ｆ 文件名”，所以文件 ｍｙ＿ｔａｒ＿ｆｉｌｅ 并不被认
为是一个文件名。正确的命令应该是：
ｔａｒ –ｚｘｖｆ ｍｙ＿ｔａｒ＿ｆｉｌｅ
要注意的是文件名必须紧跟在选项－ｆ 后面，否则照样出错，比如：
ｔａｒ –ｚｘｆｖ ｍｙ＿ｔａｒ＿ｆｉｌｅ （命令错误！）

出错的程序都可以被中止
一个在前台运行的文本程序可以在任何时候使用＜ＣＴＲＬ＞Ｃ 中止，但是这对比较大的应用程序不起作
用，因为这些应用程序为避免用户的误操作，通常把＜ＣＴＲＬ＞Ｃ 的功能屏蔽。当程序被挂起时，你可
以使用＜ＣＴＲＬ＞Ｚ 将程序送到后台运行（不是百分百可行），或者切换到不同的终端（使用
＜ＣＴＲＬ＞＜ＡＬＴ＞＜Ｆ２＞），然后，使用相同的用户名登录到系统。一旦你重新回到系统里，找到你需要中
止的程序：
ｐ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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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命令代表“列出当前状态”（ｐｒｉｎｔ ｓｔａｔｕｓ），可以显示当前系统中由该用户运行的进程列表。
在 ｐｓ 的输出中，找到挂起的程序的 ＰＩＤ 号，然后执行命令：
ｋｉｌｌ １２３
该命令将中止 ＰＩＤ 号码为 １２３ 的进程。
作为一般用户，我只能中止那些由我运行的进程。而作为超级用户可以中止任何进程。想要看系统
中所有正在运行的进程的完整列表，用命令：
ｐｓ –ａｘｕ ｜ ｍｏｒｅ
这命令将列出正在运行的所有进程（选项 ａ），包括那些没有控制终端的进程（选项 ｘ），包括每个
进程所属的用户名（选项 ｕ）。因为显示的内容可能要超过一个屏幕，所以用管道命令“｜”加上
“ｍｏｒｅ”让换屏幕之间有个停顿。
ｋｉｌｌ 命令另有一个快捷的方法 ｋｉｌｌａｌｌ，举例：
ｋｉｌｌａｌｌ ｎｅｔｓｃａｐｅ
这个命令将中止名称是 ｎｅｔｓｃａｐｅ 的所有进程
ｋｉｌｌａｌｌ ｐｐｐｄ
这个命令将中止 ｐｐｐ ｄａｅｍｏｎ 进程，取消所有的拨入连接
Ｘ－ｗｉｎｄｏｗｓ 的程序没有控制终端，可以很容易用 ｘｋｉｌｌ 命令中止（在 Ｘ 终端里输入命令）：
ｘｋｉｌｌ
你可以看到光标变成一个“宣判死刑”的标志，把光标移到你要关闭的窗口，点击鼠标左键，窗口
立刻关闭，该程序被中止。
对于上述命令，另外一个快捷的办法是按住＜ＣＴＲＬ＞＜ＡＬＴ＞＜ＥＳＣ＞，等待光标变成一个“宣判死刑”的
标志指到对应的窗口。点击鼠标后，窗口就会消失，程序退出。
如果 Ｘ－Ｗｉｎｄｏｗｓ 系统崩溃实在无法恢复，强行中止 Ｘ－Ｓｅｒｖｅｒ 最快的办法是按
＜ＣＴＲＬ＞＜ＡＬＴ＞＜ＢＡＣＫＳＰＡＣＥ＞。然后，运行 ｐｓ –ａｕｘ 找到任何可能还在运行的 Ｘ－Ｗｉｎｄｏｗｓ 程序，逐一
使用 ｋｉｌｌ 命令中止这些进程。如果你不这样做，其他任何一个有问题的 Ｘ－Ｗｉｎｄｏｗｓ 程序可能又会
引起整个 Ｘ－Ｗｉｎｄｏｗｓ 系统崩溃。如果你有在后台运行的程序，操作系统会要求你退出，接着发送信
息“Ｔ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ｓｔｏｐｐｅｄ ｊｏｂｓ”。你只要重复运行命令 ｌｏｇｏｕｔ（或者 ｅｘｉｔ），后台运行的程序将
会被自动退出，然后你也会退出系统。
核心文件 （ｃｏｒｅ ｆｉｌｅｓ）
当一个程序崩溃时，它经常导出一个“核心文件”到用户的主目录下。一个“核心文件”通常是一
个内存映像文件，这个文件带有一些给程序错误解析时要用到的信息。如果你只是普通用户不想解
析任何错误程序，可以把“核心文件”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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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ｍ ｃｏｒｅ
或者放在那里不管，下一次有程序出错的时候，该文件会被自动覆盖。你也可以使用以下命令关闭
“核心文件导出”的功能：
ｕｌｉｍｉｔ －ｃ ｏ
看看是否生效使用命令：
ｕｌｉｍｉｔ －ａ
（该命令显示“用户限制”，选项“－ａ”代表“所有”）。如果想要关闭所有用户的“核心文件导
出”功能，编辑文件／ｅｔｃ／ｐｒｏｆｉｌｅ （要求超级用户 ｒｏｏｔ），调整你要的设置。
如果你想知道“核心文件”有什么用处，可以在“核心文件”所在的目录使用命令：
ｇｄｂ –ｃ ｃｏｒｅ
这个命令将启动 ＧＮＵ 的程序调试工具，显示产生“核心文件”的程序名，程序中止时的信号等信
息。输入 ｑｕｉｔ 退出程序调试工具。如果想知道更多的信号，用命令：
ｃａｔ ／ｕｓｒ／ｉｎｃｌｕｄｅ／ｂｉｔｓ／ｓｉｇｎｕｍ．ｈ ｜ ｍｏｒｅ

３．１．７ 命令选项
大部分命令带很多选项，大部分选项在字符前面带有“–”，举个例子：
ｄｉｒ －ｌ
显示当前目录下的文件（以长文件名格式显示，不带选项为缺省时按短文件名格式显示），
ｄｉｒ –ｌ –ａ
或者
ｄｉｒ –ｌａ
以长文件名格式（选项－ｌ）显示所有文件包括隐含文件（选项－ａ）。
一般情况下，选项只带一个字符。这是为了遵循旧的 Ｕｎｉｘ 的传统。当然也有一些新的选项不止一
个字符：
ｄｉｒ －－ｈｅｌｐ
这里，如果选项超过一个字符，选项前面就必须使用两个“－”作为引导。以上命令显示关于命令
ｄｉｒ 的一些简单帮助信息。如果显示的内容超过一个屏幕，可以使用管道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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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ｉｒ –ｈｅｌｐ ｜ ｍｏｒｅ

３．２

用户，密码，文件访问权限和安全性

３．２．１ 主目录， 根目录和添加新用户
对于一般用户来说，主目录（ｈｏｍｅ ｄｉｒｅｃｔｏｒｙ）是硬盘上唯一可以原来写东西的地方。一般的路径名
是／ｈｏｍｅ／ｌｏｇｉｎ＿ｕｓｅｒ＿ｎａｍｅ。
主目录用于存储各种用户文件：设置文件，程序配置文件，用户文档，数据，ｎｅｔｓｃａｐｅ 的缓存，
邮件等等。作为一个普通用户，你可以在主目录下建立新的目录安排你自己的目录结构。其他用户
无法阅读你的文件或者写数据到你的主目录，除非你给他们适当的权限。
除了自己的主目录以内的文件，一般用户也可以看到，阅读和执行很多系统里的文件，但是一般来
说他们不能修改和删除这些文件。
ｒｏｏｔ 用户（也叫“超级用户”）是一个特殊的系统管理帐号，可以修改系统里的任何文件。经常
使用 ｒｏｏｔ 用户作为缺省的登录用户不是什么好习惯――你的误操作将有可能导致严重后果。建议
设置一个一般用户给自己作为日常使用的帐号，只在必要使用 ｒｏｏｔ 用户的权限时才登陆到 ｒｏｏｔ 用
户模式下。一般来说，ｒｏｏｔ 用户是 Ｌｉｎｕｘ 初始化安装后的唯一一个用户。
使用 ｒｏｏｔ 用户建立一个普通用户：
ａｄｄｕｓｅｒ ｊｏｅ
ｐａｓｓｗｄ ｊｏｅ
［输入用户秘密］
［再次输入用户秘密确认］
在上述的例子里，要求超级用户 ｒｏｏｔ。以上命令在系统里产生一个 ｊｏｅ 的用户，接着设置该用户
的密码。现在，可以告诉 ｊｏｅ 他的用户名和初始密码，然后他可以登录到系统，然后修改他的密
码。还要注意的是，用户名和密码都是大小写敏感。
超级用户可以修改任何人的密码，尽管他／她无法阅读该用户的密码。用户密码采用单向加密算
法，加密后仅仅在系统上储存加密后的密码，对于旧的系统一般存在／ｅｔｃ／ｐａｓｓｗｄ 文件里，新的系
统一般存在／ｅｔｃ／ｓｈａｄｏｗ 文件里，未经加密的密码文件从来不被储存在系统里。当用户登录的时
候，系统把用户的输入密码使用相同的加密算法得到的结果再和密码文件（／ｅｔｃ／ｐａｓｓｗｄ 或者
／ｅｔｃ／ｓｈａｄｏｗ）里的结果相比较。
超级用户和一般用户的分开使得 Ｌｉｎｕｘ 系统更加安全――甚至让病毒在 Ｌｉｎｕｘ 系统下很难有所作为
（因为用户运行的程序只能把数据写到他／她自己的有读写权限的目录里，不会感染整个操作系统
的核心部分）。
一般建议用户在第一次登录到系统的时候立刻修改自己的密码：
ｐａｓｓｗｄ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ｐａｓｓｗｏｒｄ ｆｏｒ ｊｏｅ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ＵＮＩＸ ｐａｓｓｗｏｒｄ：
Ｎｅｗ ｐａｓｓｗｏｒｄ：

［输入旧的密码］
［输入新的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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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ｅｔｙｐｅ ｎｅｗ ｐａｓｓｗｏｒｄ：
［重复输入新的密码］
ｐａｓｓｗｄ： ａｌｌ ａｕｔｈｅｎｔｉｃａｔｉｏｎ ｔｏｋｅｎｓ ｕｐｄａｔｅｄ ｓｕｃｃｅｓｓｆｕｌｌｙ．ｐａｓｓｗｄ
实际上，当你输入密码时，出于安全原因，键盘输入并不会显示在屏幕上。如果你是第一次修改密
码，看不到键盘输入的结果可能会有点不适应。
在 Ｌｉｎｕｘ 里，同一个密码可以用来：
•
•
•
•

登录到文本终端
登录到图形用户界面（ＧＮＯＭＥ 或者 ＫＤＥ）
取消锁定的文本终端
取消密码保护的图形用户界面下的屏幕保护（ＧＮＯＭＥ 或者 ＫＤＥ）

３．２．２ 密码安全性
一个“脆弱”（指容易被破解）的密码通常是安全问题的根源。即使在家里，完全有可能当你在浏
览因特网的同时，黑客已经攻破你的计算机，正在修改和删除你计算机上的文件，或者通过你的计
算机在本地警察局的网络里做一些令人头痛的事情。所以，即使在家里也要保证用户密码的安全。
一旦有人登录到你的计算机，即使是普通用户，他也有可能找到其他方法获得超级用户的密码。其
实就看你管理计算机系统的能力和黑客破解能力的较量了。
以下是一些不好的密码：
•
•
•
•

•
•
•
•
•
•
•
•

•

•

根本没有密码
密码就是“ｐａｓｓｗｏｒｄ”
密码和登录用户名相同
你的名字，女儿的名字，儿子的名字，妻子的名字，丈夫的名字……或者任何一个亲人的
名字。人的名字其实非常的有限――只要查一下一些类似“如何给婴儿取名”之类的书就
可以了，不要以为你是印度来的就没有人知道你的名字。
你的姓或者其他人的姓。姓的数量比名字更加有限！
你家小狗的昵称，老婆的昵称等等。昵称的数量比姓更少！
你喜欢的体育俱乐部的名称，节日名称，牙膏的名称等等。避免使用非常出名的足球队的
名称，也不要用任何摇滚乐队的名字
你的生日，社会保险号码，等等。
公司，部门，小组的名称
密码写在你的记事本上或者计算机壳子上
你在因特网联机商店使用的密码，电子邮件邮箱的密码等
任何在字典里可以找到的单词。英文字典其实没有包含你想象中那么多的单词（１０ 万个单
词？１０ 万个单词的文件小于 １ＭＢ！）。一个水平很一般的黑客很容易就加密所有的字典词汇
然后逐一和你的密码比较。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因特网上的确已经存在用来制造 “字典
攻击”的现成工具。不信？试着找一个工具来破解你的密码看看有多容易！
任何其他词汇，姓，宠物或者成语，不管是哪一种语言。对于一个有经验的黑客来说，如
果他已经覆盖了一种语言，稍微加工一下就可以很容易覆盖其他常用的语言。有多少常用
的语言？４０ 个？黑客只需要把预先做好的几个文件加到破解文件清单里就行了。
任何以上的密码在前面或者后面加上一两个数字或者字符

一个好的密码最少要 ６ 个字符，有些专家甚至建议最少要 １０ 个字符，包含字符（最好大小写混
合），数字和特殊字符（比如？，＊，￥，％，＃），还要定期做修改（建议 ８ 到 １６ 周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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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巧的是，越不好破解的密码往往越难以记住。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花了十分钟发明了我自己的
“密码公式”。比如说，我总是以“＠”字符作为密码的开头和结尾，然后使用两个单词并且用
“！”把它们连接起来，每一个单词的最后一个字符大写，比如“＠ｗｈｉｔＥ！ｈｏｕｓＥ＠”。看起来象一个
不太好记的密码，但是只要我记得自己的“密码规则”，其实可以很容易记住这个密码。当然，如
果你是一个记忆的超级天才，你可以使用 ｍｋｐａｓｓｗｄ 并且试着记住它 J。
系统管理员可以使用 Ｌｉｎｕｘ 自带的工具来设置密码的规则（密码最小长度，是否要求特殊字符，密
码过期的期限等），以 ｒｏｏｔ 用户运行：
ｌｉｎｕｘｃｏｎｆ
在菜单“ｕｓｅｒ ａｃｃｏｕｎｔ”－“ｐｏｌｉｃｉｅｓ”－“ｐａｓｓｗｏｒｄ ＆ ａｃｃｏｕｎｔ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设置。在以下场合
里，一般的用户不能设置一个密码：
•
•
•

当密码长度太短
密码是一个字典里的单词
密码中不包含数字或者特殊字符

但是对于 ｒｏｏｔ 用户，可以设置任何密码而只接收系统的警告信息。
还要保证任何包含你的密码的文件（比如／ｒｏｏｔ／．ｋｄｅ／ｓｈａｒｅ／ｃｏｎｆｉｇ／ｋｐｐｒｃ）有正确，安全的权限
设置，这样才能保证你的密码不会被其他人看到。举个例子，你可能要运行命令：
ｃｈｍｏｄ ６００ ｋｐｐｒｃ
如果你使用电话线上网，每周只用几个小时，你的密码太脆弱可能不会有什么大问题。但是如果你
使用 ｃａｂｌｅ ｍｏｄｅｍ 宽带上网，或者如果大部分时间你都呆在因特网上，你最好重新考虑一下你的系
统安全。
有些计算机半文盲使用一些脆弱得让人惊讶的密码，根据 ＣＮＮ 的相关报道，“大概有 ５０％的计算
机用户基于家庭成员的名字，配偶的名字或者宠物的名字作为密码。大概 ３０％的计算机用户基于
流行音乐歌手的名字或者体育明星的名字作为密码”。
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ｎｎ．ｃｏｍ／２００２／ＴＥＣＨ／ｐｔｅｃｈ／０３／１３／ｄａｎｇｅｒｏｕｓ．ｐａｓｓｗｏｒｄｓ／ｉｎｄｅｘ．ｈｔｍｌ
特别要请注意的是：在以上“基础密码”后面加上一两个数字并不会使密码安全提高多少。

３．２．３ 忘记了超级用户密码怎么办
尽管我从来不会忘记自己的密码，但是我还是会仔细研究一下这个专题，以防将来有一天突然看到
我的母亲在阅读我的 ＩＣＱ 聊天记录时，可能会派上用场。
第一种办法：
最容易解决“忘记密码问题”的方法是将 Ｌｉｎｕｘ 重新启动到单用户模式，可以在“ｌｉｌｏ”的命令提
示符下输入：
ｌｉｎｕｘ ｓｉｎｇｌｅ

４９

Ｌｉｎｕｘ 新手管理员指南

（幻影快递 Ｌｉｎｕｘ 小组： ＳｈａｄｏｗｆａｘＬｉｎｕｘ＠ｈｏｔｍａｉｌ．ｃｏｍ）

这种办法将使你变成 ｒｏｏｔ 超级用户而不需要输入任何密码。现在作为 ｒｏｏｔ 用户，你可以使用以下
命令重新设置密码（不需要输入旧的密码）
ｐａｓｓｗｄ
你可能觉得这实在是太不安全了！那是因为，如果有人可以物理上“访问”你的计算机硬件，没有
计算机系统是安全的。但是，我并不喜欢在我的计算机上有这个“ｌｉｎｕｘ ｓｉｎｇｌｅ”的漏洞存在，所
以我在文件／ｅｔｃ／ｌｉｌｏ．ｃｏｎｆ 里（在 “ｉｍａｇｅ＝”段落的尾部）加上以下内容就可以把这个漏洞拔
除：
ｐａｓｓｗｏｒｄ＝”ｍｙ＿ｐａｓｓｗｏｒｄ”
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ｅｄ
这个设置使得 Ｌｉｎｕｘ 启动时，在 ｌｉｌｏ 的命令提示符下，当用户输入 ｌｉｎｕｘ 带任何参数时必须输入
正确的密码。如果用户不是使用命令行的启动模式而使用正常的启动模式，没有密码也能够启动系
统。为了让修改生效，必须重新运行 ｌｉｌｏ 命令。因为我设置的密码在 ｌｉｌｏ．ｃｏｎｆ 文件里没有加
密，我还必须把文件／ｅｔｃ／ｌｉｌｏ．ｃｏｎｆ 改成只有 ｒｏｏｔ 用户可以读写：
ｃｈｍｏｄ ６００ ／ｅｔｃ／ｌｉｌｏ．ｃｏｎｆ
第二种办法
另外一个解决“超级用户密码丢失”的办法是使用 Ｌｉｎｕｘ 启动盘或者安装 ＣＤ 来启动你的计算机。
然后找到你计算机硬盘上的 ｒｏｏｔ 分区，使用 ｍｏｕｎｔ 命令挂载该分区，接着修改文件／ｅｔｃ／ｓｈａｄｏｗ。
因为当我从软盘启动 Ｌｉｎｕｘ 时，我可以不需要输入任何密码就成为 ｒｏｏｔ 用户。在密码文件里，把
ｒｏｏｔ 用户的加密密码删除，所以 ｒｏｏｔ 的密码将是空的。
用户帐号的信息储存在以下纯文本文件里：
／ｅｔｃ／ｐａｓｓｗｄ
／ｅｔｃ／ｓｈａｄｏｗ
文件／ｅｔｃ／ｐａｓｓｗｄ 包含了我计算机上的所有用户，并且很容易阅读。文件每行包含一个帐号信息，总共包含六个
“：”间隔符号（这意味着七个字段）。举例如下
／ｅｔｃ／ｐａｓｓｗｄ 文件例子
ｒｏｏｔ：ｘ：０：０：ｒｏｏｔ：／ｒｏｏｔ：／ｂｉｎ／ｂａｓｈ
ｂｉｎ：ｘ：１：１：ｂｉｎ：／ｂｉｎ：／ｓｂｉｎ／ｎｏｌｏｇｉｎ
ｄａｅｍｏｎ：ｘ：２：２：ｄａｅｍｏｎ：／ｓｂｉｎ：／ｓｂｉｎ／ｎｏｌｏｇｉｎ
ａｄｍ：ｘ：３：４：ａｄｍ：／ｖａｒ／ａｄｍ：／ｓｂｉｎ／ｎｏｌｏｇｉｎ
ｆｔｐ：ｘ：１４：５０：ＦＴＰ Ｕｓｅｒ：／ｖａｒ／ｆｔｐ：／ｓｂｉｎ／ｎｏｌｏｇｉｎ
ｎｏｂｏｄｙ：ｘ：９９：９９：Ｎｏｂｏｄｙ：／：／ｓｂｉｎ／ｎｏｌｏｇｉｎ
ａｐａｃｈｅ：ｘ：４８：４８：Ａｐａｃｈｅ：／ｖａｒ／ｗｗｗ：／ｓｂｉｎ／ｎｏｌｏｇｉｎ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ｒｏｏｔ
ｘ
０
０
ｒｏｏｔ
／ｒｏｏｔ
／ｂｉｎ／ｂａｓｈ

登录用户名
字符 ｘ
用户标识
该用户的优先用户组标识
注释（比如用户的全名）
用户的主目录（ＨＯＭＥ ＤＩＲＥＣＴＯＲＹ）
用户的 ｓｈｅｌｌ 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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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最重要的用户信息其实储存在文件／ｅｔｃ／ｓｈａｄｏｗ 文件里。这个文件相对安全因为只有 ｒｏｏｔ 用户才能阅读。在
这个文件里，每行包含九个字段：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登录用户名
加密后的密码
从 １９７０ 年 １ 月 １ 日到上一次修改密码的天数
距离下一次修改密码的天数
密码定期作修改的天数
密码即将过期时提前通知用户的天数
密码过期到用户被取消的天数
密码被取消时距离 １９７０ 年 １ 月 １ 日的天数
预留字段

一些旧的 Ｕｎｉｘ 版本不包含／ｅｔｃ／ｓｈａｄｏｗ 文件，而是把密码存放在／ｅｔｃ／ｐａｓｓｗｄ 每行中的第二个字段。这个字段在
新的系统中只显示一个“ｘ”字符。

举个例子，我的／ｅｔｃ／ｓｈａｄｏｗ 文件中的 ｒｏｏｔ 用户看起来是这样的：
ｒｏｏｔ：￥１￥ＢｕＰｂｍＬＡｚ￥１Ｇ７．ｅｖＩＣｈｙｑａＥＩ０ＴｌＺｐ０Ｆ．：１１０７１：０：９９９９９：７：－１：－１：１３４５４０３５６

当密码被消除后，看起来是这样的：
ｒｏｏｔ：：１１０７１：０：９９９９９：７：－１：－１：１３４５４０３５６

现在，ｒｏｏｔ 用户就没有密码了，所以我就可以重新启动计算机，在 ｌｏｇｉｎ 登录提示下，输入
“ｒｏｏｔ”，对于密码提示只需要按回车键就可了（没有密码）。登录成功后，可以立刻使用以下命
令修改 ｒｏｏｔ 密码：
ｐａｓｓｗｄ
有个例外，尽管在／ｅｔｃ／ｓｈａｄｏｗ 删除了密码，对于 Ｄｅｂｉａｎ 的发行版本并不允许你按“无密码”状
态登录，在这种情况下，你需要做的是用其他用户（密码已经）的加密后的密码取代 ｒｏｏｔ 的密
码，然后使用该密码重新登录。
想给远程用户设置用户帐号，用电子邮件发送加密密码也是一个安全的办法，“我正在帮你在我的
计算机上设置 ｆｔｐ 帐号，请把你的加密密码用电子邮件发送给我”。等你收到加密密码后，把它插
入到／ｅｔｃ／ｓｈａｄｏｗ 文件里。这样，用户就可以登录了，因为只有她知道她的密码，其他人不知道。
为了让我的计算机没有“软盘访问”功能有点难度，我喜欢在没有软驱的情况下运行计算机。不幸
的是，Ｌｉｎｕｘ 光盘现在是可以自启动的。我在 ＢＩＯＳ 里设置启动设备的顺序以保证系统从硬盘启动
而不是软驱或者光驱，然后给 ＢＩＯＳ 设置加上密码保护，这样就没有其他人能够修改 ＢＩＯＳ 设置。但
是，我还是很担心 ＢＩＯＳ 的密码很容易被破解，或者有人打开计算机盖把 ＢＩＯＳ 的电池放电来重新设
置 ＢＩＯＳ。还可能有人把我的硬盘拿走然后在别的计算机上阅读J 。所以，我正在考虑在我的计算
机上安装一个现在已经有效的 Ｌｉｎｕｘ“加密文件系统”，但是以其考虑这么多麻烦问题，我觉得还
是干脆把计算机锁在屋里才是一个真正的好办法。这些听起来头很大吧？事实大概也是这样的――
这里我只是把一些计算机的安全问题稍微罗列了一下，即使在 Ｌｉｎｕｘ 下，如果黑客有潜在可能可以
直接接触你的计算机硬件，Ｌｉｎｕｘ 也是不安全的。

３．２．４ 忘记了普通用户密码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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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是普通用户（非 ｒｏｏｔ 用户）忘记密码，这个不是什么大问题，因为 ｒｏｏｔ 可以修改任何人的密
码。举个例子（要求 ｒｏｏｔ 用户）
ｐａｓｓｗｄ ｂａｒｂａｒａ
按回车键后，将提示输入用户 ｂａｒｂａｒａ 的新密码（ｒｏｏｔ 用户不需要知道旧的密码）。如果一个普
通用户想要修改自己的密码，该用户会被要求输入旧的密码（这是一个安全特性，以避免当你离开
你的坐位有人试图修改你的密码）。

３．２．５ 关闭或删除一个用户
用户帐号可以被临时关闭或者永久删除
临时关闭（锁定）一个用户帐号，并不需要修改该用户的密码。只需要在／ｅｔｃ／ｓｈａｄｏｗ 文件里属于
该用户的行的第二个字段（密码）前面加上星号“＊”就可以了。星号“＊”指的是该用户不允许登
录。当你想要把该用户恢复正常，只需要把星号“＊”去掉就可以了，用户就可以恢复正常。
以下是一个在／ｅｔｃ／ｓｈａｄｏｗ 关闭用户 ｐｅｔｅｒ 的例子：
ｐｅｔｅｒ：＊￥１￥ｎａｒＭＥＦｍ６￥ｆｈＡ１ｐｕＯＵ４２２ＨｉＳＬ５ａｇｇＬＩ／：１１１９３：０：９９９９９：７：－１：－１：１３４５３９２２８

我也可以使用以下命令来关闭用户帐号：
ｐａｓｓｗｄ ｐｅｔｅｒ –ｌ
使用以下命令重新释放该用户：
ｐａｓｓｗｄ ｐｅｔｅｒ –ｕ
对于永久性（不可恢复）的删除一个用户帐号，我一般这样做：
－ 以 ｒｏｏｔ 登录
－ 把我的用户标识改成要删除的那个用户，检查是否有新的重要的电子邮件：
ｓｕ ｄｏｏｍｅｄ＿ｕｓｅｒ＿ｌｏｇｉｎ＿ｎａｍｅ
ｍａｉｌ
ｌｏｇｏｕｔ
－ 删除用户和用户组：
ｕｓｅｒｄｅｌ ｄｏｏｍｅｄ＿ｕｓｅｒ＿ｌｏｇｉｎ＿ｎａｍｅ
ｇｒｏｕｐｄｅｌ ｄｏｏｍｅｄ＿ｕｓｅｒ＿ｌｏｇｉｎ＿ｎａｍｅ
－ 然后把该用户从所属的其他用户组里面删除：
ｕｓｅｒｍｏｄ –Ｇ ｄｏｏｍｅｄ＿ｕｓｅｒ＿ｌｏｇｉｎ＿ｎａｍｅ ｄｏｏｍｅｄ＿ｕｓｅｒ＿ｌｏｇｉｎ＿ｎａｍｅ
－ 强制删除该用户的主目录和主目录下的所有文件和子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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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ｍ –ｆｒ ／ｈｏｍｅ／ｄｏｏｍｅｄ＿ｕｓｅｒ＿ｌｏｇｉｎ＿ｎａｍｅ

３．２．６ 文件的所有权和访问权
Ｌｉｎｕｘ（还有其他 Ｕｎｉｘ）是一个安全，多用户的操作系统，同时，这也产生了文件访问权限的复杂
性。没有设置好文件的访问权限可能会导致一些莫名其妙的问题。充分了解文件的访问权限是管理
任何多用户操作系统（Ｌｉｎｕｘ， Ｕｎｉｘ， Ｗｉｎｄｏｗｓ ＮＴ）的最重要环节。
我的建议是：学习 Ｌｉｎｕｘ（或者其他 Ｕｎｉｘ）的文件访问权限的内容，你从来不会为此感到后悔。
文件拥有者
每个文件（或者目录）从属于一个文件拥有者（一般是一个用户名）和一个用户组。文件拥有者一
般来说就是生成（或者拷贝）这个文件的用户。用户组经常包含一个用户－文件拥有者。用户组通
常有一个名字来标识该用户，但是也不是必须的。一个文件只能被文件拥有者删除，或者是文件所
属的用户组里的其他用户，或者是 ｒｏｏｔ 用户。对于其他用户，如果被赋于适当的权限，也有可能
修改或者删除该文件。文件所属的用户和用户组可以通过命令 ｌｓ –ｌ（长文件名显示格式）来显
示：
ｌｓ –ｌ ｊｕｎｋ
屏幕输出如下：
－ｒｗｘ－－－－－－ １ ｙｏｇｉｎ ｉｎｃａ ２７ Ａｐｒ ２４ １４：１２ ｊｕｎｋ

该文件属于拥有者 ｙｏｇｉｎ 和用户组 ｉｎｃａ
文件的从属可以通过命令 ｃｈｏｗｎ（修改文件拥有者）和 ｃｈｇｒｐ（修改用户组），一般来说需要 ｒｏｏｔ
用户：
ｃｈｏｗｎ ｐｅｔｅｒ ｊｕｎｋ
ｃｈｇｒｐ ｐｅｔｅｒ ｊｕｎｋ
ｌｓ –ｌ ｊｕｎｋ
执行以上三条命令后，命令 ｌｓ –ｌ 输出如下：
－ｒｗｘ－－－－－－ １ ｐｅｔｅｒ ｐｅｔｅｒ ２７ Ａｐｒ ２５ ２０：２７ ｊｕｎｋ

当你以 ｒｏｏｔ 用户身份为其他用户删除或者拷贝文件时，修改文件的从属可能是经常要做的事情，
在做完文件的整理工作后，把文件的拥有者改成对应的用户。
文件的权限
文件的拥有者可以把文件的访问属性设成三种不同的模式： 读（ｒ），写（ｗ）和运行（ｘ）和三个不同的
用户级别： 文件拥有者（ｕ），所属的用户组（ｇ），系统里的其他用户（ｏ）。你可以检查当前的文件访
问权限：
ｌｓ –ｌ ｆｉｌｅｎａｍ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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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文件对于三种不同的用户都提供三种文件访问模式，输出结果看起来应该是：
－ｒｗｘｒｗｘｒｗｘ

跳过第一个字符“－”（第一个字符显示文件的类型， “－” 表示普通文件，“ ｄ” 表示目录文
件，“ ｌ” 表示链接文件，“ｃ”表示字符设备，“ｂ”表示块设备，“ｐ”表示命名管道比如
ＦＩＦＯ 文件（Ｆｉｒｓｔ Ｉｎ Ｆｉｒｓｔ Ｏｕｔ， 先进先出），“ ｆ”表示堆栈文件比如 ＬＩＦＯ 文件（Ｌａｓｔ Ｉｎ
Ｆｉｒｓｔ Ｏｕｔ，后进先出）。
第一个字符之后的第一个三位字符组表示对于文件拥有者对该文件的权限，第二个三位字符组表示
文件用户组对该文件的权限，第三个三位字符组表示系统其他用户对该文件的权限。如果没有权
限，一般显示“－”字符。
以下是一个显示一个属于 ｒｏｏｔ 的文件用户权限：该文件的拥有者 ｒｏｏｔ 拥有所有权限，但是用户组
和其他用户只能阅读和执行。
ｄｒｗｘｒ－ｘｒ－ｘ ２ ｒｏｏｔ ｒｏｏｔ ２１５０４ Ａｐｒ ２４ １９：２７ ｄｅｖ

第一个字符 ｄ 显示该文件是一个目录。
你可以使用 ｃｈｍｏｄ 命令来修改属于你的文件的访问权限。举个例子，以下命令将把文件 ｊｕｎｋ 给所
有用户增加“只读”权限。
Ｃｈｍｏｄ ａ＋ｒ ｊｕｎｋ
在以上的命令，除了用“ａ”表示所有用户（ａｌｌ），我还可以用“ｕ”表示用户（ｕｓｅｒ），“ｇ”表示用
户组（ｇｒｏｕｐ），“ｏ”表示其他用户（ｏｔｈｅｒ ｕｓｅｒｓ）。除了加号“＋”增加权限，我还可以使用减号
“－”删除权限，等于号“＝”设置权限。除了“ｒ”表示只读权限（ｒｅａｄ），我还可以用“ｗ”表示
写权限（ｗｒｉｔｅ），“ｘ”表示执行权限（ｅｘｅｃｕｔｅ）。
第二个例子，以下命令将删除其他用户对 ｊｕｎｋ 文件的执行权限：
ｃｈｍｏｄ ｏ－ｘ ｊｕｎｋ
除了字符，也可以使用数字来设置权限。想知道是然后工作的，看以下例子：
ｅｘｅｃｕｔｅ＝１
ｗｒｉｔｅ＝２
ｒｅａｄ＝４
对于指定的三种不同用户级别总结如下：
０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
＝
＝
＝
＝
＝
＝

没有任何权限 （不能读，不能写，不能执行）
只能执行
只能写
只能写和执行
只读
只读和执行
读和写

５４

（常见）
（看起来不太正常）
（看起来不太正常）
（看起来不太正常）
（常见）
（常见）
（常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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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 读，写和执行

（常见）

要给三个不同的用户级别设置访问权限，只需要把三个数字粘在一起就可以了。举例：
ｃｈｍｏｄ ７７０ ｊｕｎｋ
将给文件拥有者和所属用户组所有权限（读，写和执行），而对于其他用户没有任何权限。
ｃｈｍｏｄ ６６６ ｊｕｎｋ
将给所有用户（文件拥有者，所属用户组，其他用户）读写权限，但是没有执行权限。请注意这个
６６６ 权限设置里很经常用到，有人认为这是整个 Ｌｉｎｕｘ（或者其他 Ｕｎｉｘ 里）的精髓所在。
ｃｈｍｏｄ ４１１ ｊｕｎｋ
将给文件拥有者以只读权限，对于所属用户组和其他用户只有执行权限。这个看起来好像没什么实
际用处，但是对于北美的 Ｌｉｎｕｘ 用户可能会感到很有趣，因为 ４１１ 电话号码是他们用来获得电话号
码查号帮助的。如果对于权限设置，你还能想出什么好主意，别忘了给我来电子邮件哦 （可能是
００７？）！
文件访问权限的数字表示法叫做“八位组”因为是基于八进制的（我们的日常计数系统是基于十进
制）。八进制有八个数值从 ０ 到 ７，最大数字是 ７。对应的，十进制有十个数字从 ０ 到 ９，最大数
字是 ９。八进制表示法对于二进制的文件权限表示法的确非常方便，每一个标志都可以通过设置成
０ 或者 １ 来表示“允许”或者“不允许”，如以下的例子：
用户级别：
权限设置例子
缺省权限
权限的二进制表示法
权限的八进制表示法

文件拥有者
ｒｗｘ
－－－
１１１
７

用户组
ｒｗ－
－－ｘ －
１１０
６

其他用户
ｒ－－
ｗｘ
１００
４

目录权限
目录的访问权限和一般文件的访问权限是不同的。对于一般文件：
ｒ
ｗ
ｘ

＝允许读文件内容
＝允许修改文件内容
＝允许执行该文件

对于目录而言：
ｒ
ｗ
ｘ

＝允许列出该目录下的文件和子目录
＝允许生成和删除该目录下的文件
＝允许访问该目录

使用 ｕｍａｓｋ 设置缺省文件属性
当一个文件生成时，系统给以文件缺省的文件权限。在我的系统里，缺省权限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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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ｗ－ｒ－－ｒ－－
这意味着由该用户生成的文件能被该用户读和写，而用户组和其他用户只能读。还有，在我的
Ｒｅｄｈａｔ 系统里，用户不能读取其他用户的主目录，因为用户主目录的缺省权限是
ｄｒｗｘ－－－－－－
我可以使用以下命令检查我刚生成的文件的缺省权限：
ｕｍａｓｋ －Ｓ
（可选项－Ｓ 代表“符号”告诉 ｕｍａｓｋ 按容易阅读的格式显示文件权限，而不是缺省的数字格式）
我可以修改新生成文件的缺省权限
ｕｍａｓｋ ｕ＝ｒｗ，ｇ＝，ｏ＝
对于新生成的文件，以上命令将给文件拥有者以读和写的权限，而用户组和其他用户将没有任何访
问权限。
在 ｕｍａｓｋ 命令里使用数值来设置文件的缺省属性更加麻烦。因为数值显示的是从用户那里去除掉的
权限（刚好和 ｃｈｍｏｄ 相反），比如：
ｕｍａｓｋ ０００
对于新生成的文件，你将给所有人所有的权限。下一个例子给文件拥有者以读和写的权限，而其他
用户没有任何权限：
ｕｍａｓｋ １７７
为了让设置对系统永久有效，在文件／ｅｔｃ／ｐｒｏｆｉｌｅ 里修改对应的行。

３．２．７ 设置替代用户标识（ＳＵＩＤ）
我的 ＭＰ３ 播放器播放音乐的时候断断续续，听起来好像受到干扰似的。这是因为程序没有得到足够
的处理器“能量”（它对处理器的要求有点大）。这可能是你的计算机实在太老掉牙了，或者是你
可能同时运行太多的“ＣＰＵ 饥渴型”的程序。这种情况下，可以把播放器进程以较高的的任务优先
级别运行（程序的优先级别可以通过 ｎｉｃｅ 来设置，了解更多情况使用命令 ｍａｎ ｎｉｃｅ 或者 ｉｎｆｏ
ｎｉｃｅ）。或者也可以用 ｒｏｏｔ 用户来运行程序，ｒｏｏｔ 用户运行的程序的优先级别通常给比一般用户
的要高。
如果这个解决了你的“音乐干扰”问题，使用 ｓｕｉｄ 修改可执行文件，这样其他用户运行该程序的
时候，系统能够给以该用户和文件拥有者（一般是 ｒｏｏｔ 用户）同样的“有效用户标识”，举例：
ｃｈｍｏｄ ａ＋ｓ ／ｕｓｒ／ｂｉｎ／ｘｍｍｓ
这将给 ｘｍｍｓ 程序动了一点小手脚，文件显示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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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ｓ –ｌ ／ｕｓｒ／ｂｉｎ／ｘｍｍｓ
在我的计算机上输出结果如下：
－ｒｗｓｒ－ｓｒ－ｘ １ ｒｏｏｔ ｒｏｏｔ ９０８ｋ Ｆｅｂ ２２ ２０００ ／ｕｓｒ／ｂｉｎ／ｘｍｍｓ

第一个 ｓ 指示用户替代标识（ｓｕｉｄ）已经被设置。第二个 ｓ 指示替代组标识（ｓｇｉｄ）已经被设置。这
样，每一个运行该程序的用户将给予和程序拥有者同样有效的用户标识，和用户所属组同样有效的
组标识，在这个例子里，指的是用户 ｒｏｏｔ 和用户组 ｒｏｏｔ。
设置替代用户标识 ｓｕｉｄ 可能会在你的计算机上产生一个安全漏洞。在一个封闭的家庭网络里，看
起来不会构成什么很大的问题，因为所有的来源都可以很容易追踪得到。但是，即使在家里，我绝
对不会在任何不能确定来源的程序上设定替代用户标识，即使有些安装程序建议我这么做。还有，
在你的系统里的可执行文件里设置太多的替代用户标识肯定不是什么好主意，这违背了 Ｕｎｉｘ 系统
的安全理念。的确，有些程序要求你设置替代用户标识才能正常运行，举个例子比如 ｋｐｐｐ（ＫＤＥ 图
形用户界面下的最常用的 ｍｏｄｅｍ 拨号程序）。这是因为他们要求直接访问硬件，一般来说只有
ｒｏｏｔ 用户才允许这么做。
如果你的系统一直有与性能相关的问题，或者一些“实时硬件” （比如 ＣＤ 刻录机）程序经常崩
溃，可以试着关闭一些后台服务程序。在 Ｒｅｄｈａｔ Ｌｉｎｕｘ 下以 ｒｏｏｔ 用户运行 ｓｅｔｕｐ，然后关闭那些
你不需要的服务程序。更快捷的办法，你可以转换到命令行窗口，把整个图形用户界面关闭。这
样，你的计算机的性能肯定大大好于以前的任何时候。
对于那些需要或者喜欢 Ｌｉｎｕｘ 作为“唯一”的操作系统（工作站，服务器，办公室桌面电脑，游戏
机，多媒体等等），有专门两个 Ｌｉｎｕｘ 的内核补丁：“低迟延补丁”和“抢先多任务补丁”，专门
用来有效解决由于系统过载导致的“迟延”问题。

３．３

用“＆”， “ａｔ”， “ｂａｔｃｈ”和“ｃｒｏｎ”进行作业调度

３．３．１ 怎样在后台执行命令
在命令的最后加上＆。举例，以下命令将在 Ｘ 窗口下后台启动 ｉｃｑ 客户端程序，所以当 ｉｃｑ 运行
时，我的 Ｘ 窗口不会被挂住。
ｌｉｃｑ＆
进程识别号，任务编号（ｊｏｂ＿ｎｕｍｂｅｒ），显示在屏幕上，在运行其他相关命令的时候你可以使用。
相关的命令有：
ｆｇ ｊｏｂ＿ｎｕｍｂｅｒ
ｆｇ＝ｆｏｒｅｇｒｏｕｎｄ，把后台进程恢复到前台运行，如果该任务已经被停止，将重新启动任务
ｂｇ ｊｏｂ＿ｎｕｍｂｅｒ
ｂｇ＝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把前台的进程送到后台运行，如果该任务已经被停止，将重新启动任务。跟命令
行后面加＆具有相同效果
＜ＣＴＲＬ＞＜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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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当前正在前台运行的进程送到后台并且停止该进程
ｊｏｂｓ
列出所有的激活的任务进程
ｋｉｌｌ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Ｄ
中止进程识别号为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Ｄ 的进程，可以使用 ｐｓ 命令找到你要中止的进程的识别号
为了让一个后台运行的进程在你退出系统后继续运行，可以使用命令 ｎｏｈｕｐ（＝ｎｏ ｈｕｎｇｕｐ），举例 ：
ｎｏｈｕｐ ｍａｋｅ ＆
该命令可能在编译一个很大的程序。

３．３．２ 怎样在某一特定时间执行命令（使用 ａｔ”和“ｂａｔｃｈ”）

ａｔ 命令可以让你指定特定的日期和时间来运行某个程序。举个例子，我可以在每天早上七点钟开
始在我的 ＣＤＲＯＭ 上播放音乐：
ａｔ ７：００
ｃｄｐｌａｙ ＜ＣＴＲＬ＞＜Ｄ＞
在以上例子，我在命令行里输入 “ａｔ ７：００”接着按回车。接着，ａｔ 命令显示一个 “ａｔ＞ ”的提
示符，然后我输入 “ｃｄｐｌａｙ”接着按回车，最后，我同时按住＜ＣＴＲＬ＞和＜Ｄ＞结束输入。如果我接着
按回车，另外一个“ａｔ＞ ”提示符出现，我可以接着输入那些我希望在早上 ７ 点钟运行的程序。然
后在最后输入＜ＣＴＲＬ＞＜Ｄ＞。＜ＣＴＲＬ＞＜Ｄ＞就象是向当前的输入送一个文件结束符合，告诉输入已经完
毕。不要连续按＜ＣＴＲＬ＞＜Ｄ＞两次，否则你就自动退出系统了。
你可以使用以下命令列出当前在任务调度表里的任务：
ａｔ –ｌ
你可以看到那些还在任务调度表里还在等待的程序的清单。
如果你改变主意，绝对把某个程序从任务调度表里删除。举例：
ａｔｒｍ ８
该命令将从任务调度表里删除命令编号为 ８ 的程序
我也可以安排一个程序在稍晚一点的时间运行，比如：
ａｔ ２３：５５ １２／３１／００
ｓｔａｒｔｘ
该命令将在新千年夜晚启动我的 Ｘ－Ｗｉｎｄｏｗｓ 系统（２００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午夜前 ５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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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不能运行 ａｔ 命令，查看一下是否任务调度服务程序（ａｔｄ）已经被加载（可以使用 ｒｏｏｔ 用户
运行 ｎｔｓｙｓｖ 加载）。如果 ａｔ 命令对 ｒｏｏｔ 用户有效但是对于普通用户无效，检查一下是否文件
／ｅｔｃ／ａｔ．ｄｅｎｙ 是否存在，同时，确认文件／ｅｔｃ／ａｔ．ａｌｌｏｗ 不存在。这是所有用户可以运行 ａｔ 命令
的缺省设置。如果你想要只有指定的用户才能够运行 ａｔ 命令，可以生成文件／ｅｔｃ／ａｔ．ａｌｌｏｗ 并且
把用户的名单加到文件里。
对于 ａｔ 命令其他的可选项，运行
ｍａｎ ａｔ
当系统载荷很低的时候，如果你希望在后台运行一个“处理器饥渴型”的任务，你可以选择使用
ｂａｔｃｈ 命令。举例，我可以运行 ｓｅｔｉａｔｈｏｍｅ（一个数据分析程序用来帮助寻找外部智能生命，
ＳＥＴＩ）：
ｂａｔｃｈ
ａｔ＞ｓｅｔｉａｔｈｏｍｅ ＜ＣＴＲＬ＞＜Ｄ＞
在以上例子里，我在命令行输入 ｂａｔｃｈ 然后回车，在“ａｔ＞”命令提示符下，我输入想要在后台运
行的程序名称。程序试图立刻运行，但是其实会等到系统载荷小于 ０．８ 的时候才会开始运行。你可
以通过检查虚拟文件／ｐｒｏｃ／ｌｏａｄａｖｇ 来检查系统载荷：
ｃａｔ ／ｐｒｏｃ／ｌｏａｄａｖｇ
当批命令完成后，输出结果将会以电子邮件的方式送到我的信箱。

３．３．３ 怎样设置“ｃｒｏｎ”
ｃｒｏｎ（一个 Ｌｉｎｕｘ 的后台进程，经常在夜间运行）在 Ｒｅｄｈａｔ 系统里是缺省配置。所有你不需要做
任何事情，除非你想在系统里加入一些自己的任务，或者想修改一些任务的运行时间表。
请注意，要使你系统里的一些功能长期运行正常，ｃｒｏｎ 可能是不可缺少的。其他和 ｃｒｏｎ 关联的比
如：
•
•
•
•
•

重建 ｌｏｃａｔｅ 命令需要使用的数据库文件
清除／ｔｍｐ 目录
重建命令手册
“翻转”记录文件，比如，丢弃旧的记录，重新命名中间过程记录，产生新的记录等等
运行其他任务。比如把你最近拷贝的字体加入到系统里面

所以，总是把你的 Ｌｉｎｕｘ 在夜晚关机可能不是什么好的主意。这样可能导致 ｃｒｏｎ 根本没有机会来
运行任何任务。如果你倾向于在夜晚关机，最好调整 ｃｒｏｎ 在一些其他的时间运行。
想了解 ｃｒｏｎ 什么时候被唤醒开始运行它的任务，可以查看／ｅｔｃ／ｃｒｏｎｔａｂ，举例：
ｃａｔ ／ｅｔｃ／ｃｒｏｎｔａｂ
你会看到内容大概如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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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１ ＊ ＊ ＊ ＊ ｒｏｏｔ
０２ ４ ＊ ＊ ＊ ｒｏｏｔ
２２ ４ ＊ ＊ ０ ｒｏｏｔ
４２ ４ １ ＊ ＊ ｒｏｏｔ

ｒｕｎ－ｐａｒｔｓ
ｒｕｎ－ｐａｒｔｓ
ｒｕｎ－ｐａｒｔｓ
ｒｕｎ－ｐａｒｔｓ

（幻影快递 Ｌｉｎｕｘ 小组： ＳｈａｄｏｗｆａｘＬｉｎｕｘ＠ｈｏｔｍａｉｌ．ｃｏｍ）

／ｅｔｃ／ｃｒｏｎ．ｈｏｕｒｌｙ
／ｅｔｃ／ｃｒｏｎ．ｄａｉｌｙ
／ｅｔｃ／ｃｒｏｎ．ｗｅｅｋｌｙ
／ｅｔｃ／ｃｒｏｎ．ｍｏｎｔｈｌｙ

你可以看到有四种不同的 ｃｒｏｎ 任务： 每小时，每天，每周和每月。你可以修改修改它，或者加入
你自己的任务。以下介绍它是如何工作的：
每列的顺序表示如下：
分钟（０－５９），小时（０－２３），日期（１－３１），月份（１－１２），星期（从 ０－６ 分别表示星期天
到星期六）。“＊”表示任何有效的数值。
在以上例子里，“每小时”的任务在时钟的“第一分钟”运行，这相当于每小时发生一次。“每
日”的任务发生在每天时钟的 ４ 点 ０２ 分，刚好每天一次。“每周”任务发生在星期天早晨 ４ 点 ０２
分。“每月”的任务发生在每月第一天的 ４ 点 ４２ 分。该任务的运行脚本名称放在每行的最后。
如果你想要让早上 ４ 点的任务在中午执行，只需要把 ４ 改成 １２ 就可以了。Ｃｒｏｎ 每分钟被唤醒一次
检查是否／ｅｔｃ／ｃｒｏｎｔａｂ 已经被修改，所以当你修改完文件后不需要重新启动 ｃｒｏｎ 程序。
如果你想要增加一个任务到 ｃｒｏｎ 里，把运行任务的脚本（或者脚本的连接）放在对应的目录里：
／ｅｔｃ／ｃｒｏｎ．ｈｏｕｒｌｙ，／ｅｔｃ／ｃｒｏｎ．ｄａｉｌｙ，／ｅｔｃ／ｃｒｏｎ．ｗｅｅｋｌｙ，／ｅｔｃ／ｃｒｏｎ．ｍｏｎｔｈｌｙ。
以下是／ｅｔｃ／ｃｒｏｎｔａｂ 的一个例子，该任务每周运行三次（星期一，星期三，星期五）：
０２ ４ ＊ ＊ １，３，５ ｒｏｏｔ ｒｕｎ－ｐａｒｔｓ／ｅｔｃ／ｃｒｏｎ．ｗｅｅｋｌｙ
以下是一个新闻组上的例子，显示如何自动用电子邮件发送一个日记文件
回复：ｈｅｌｐ ｉｎ ｃｒｏｎｔａｂ
发信：Ｄｅａｎ Ｔｈｏｍｐｓｏｎ ＜Ｄｅａｎ．Ｔｈｏｍｐｓｏｎ＠ｃｓｓｅ．ｍｏｎａｓｈ．ｅｄｕ．ａｕ＞ 日期： ２００１－０３－０３ １６：３５
Ｎｅｗｓｇｒｏｕｐｓ： ｃｏｍｐ．ｏｓ．ｌｉｎｕｘ．ａｄｍｉｎ，ｃｏｍｐ．ｏｓ．ｌｉｎｕｘ．ｎｅｔｗｏｒｋｉｎｇ，ｃｏｍｐ．ｏｓ．ｌｉｎｕｘ．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 我该如何在／ｅｔｃ／ｃｒｏｎｔａｂ 文件里设置，让每天的工作记录文件自动发送到信箱 ａｂｃ＠ａｂｃ．ｃｏｍ ＜ ／ｖａｒ／ｌｏｇ？
你可以试试看以下的例子
０ ０ ＊ ＊ ＊ （／ｂｉｎ／ｍａｉｌ ａｂｃ＠ａｂｃ．ｃｏｍ ＜ ／ｖａｒ／ｌｏｇ／ｍｅｓｓａｇｅｓ） ＞ ／ｄｅｖ／ｎｕｌｌ ２＞＆１

３．４

Ｓｈｅｌｌ

３．４．１ 什么是 Ｓｈｅｌｌ？ 需要一个不同的 Ｓｈｅｌｌ 吗？
ｓｈｅｌｌ 是计算机用来解释你输入的命令然后决定进行何种处理的程序。ｓｈｅｌｌ 也可以在非交互模式
下调用。举个例子，可以把一些要输入的命令预先存放在文本文件里（叫做 ｓｈｅｌｌ 脚本）然后执行
该文件。可以把 ｓｈｅｌｌ 看作是 ＤＯＳ 下面的 ｃｏｍｍａｎｄ．ｃｏｍ（命令行解释器），而 ｓｈｅｌｌ 脚本就象是
ＤＯＳ 的批处理文件（＊．ｂａｔ）。和 ＤＯＳ 相比较，ｓｈｅｌｌ 的功能要先进和丰富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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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Ｌｉｎｕｘ 系统下有几个不同的 ｓｈｅｌｌ（如果你全部安装）：
ｂａｓｈ
ｓｈ
ｃｓｈ
ｐｄｋｓｈ
ｔｃｓｈ
ｓａｓｈ
ａｓｈ， ｚｓｈ等

＂Ｂｏｕｒｎｅ Ａｇａｉｎ＂ ｓｈｅｌｌ
Ｂｏｕｒｎｅ ｓｈｅｌｌ，在很多ＵＮＩＸ下是标准的ｓｈｅｌｌ
Ｃ ｓｈｅｌｌ，和Ｃ编程语言语法相近，在大部分ＵＮＩＸ下有效
ｐｕｂｌｉｃ ｄｏｍａｉｎ Ｋｏｒｎ ｓｈｅｌｌ
微型 Ｃ ｓｈｅｌｌ， 在小的系统里经常使用
单机版本的ｓｈｅｌｌ，当文件库无效的时候可以使用
可能还有更多其他版本

Ｌｉｎｕｘ系统下缺省的ｓｈｅｌｌ是ｂａｓｈ（你的计算机上应该也是），这是一个非常出色和标准的ｓｈｅｌｌ，
象我这样的Ｌｉｎｕｘ新手实在想不出有什么理由要修改它。ｂａｓｈ不仅对ＵＮＩＸ下应用广泛的Ｂｏｕｒｎｅ
ｓｈｅｌｌ后向兼容，而且合并了其他ｓｈｅｌｌ的一些非常有用的特性。从一个新手的角度来看，出于历史
原因，一些既存的ｓｈｅｌｌ脚本可能要求特定的ｓｈｅｌｌ程序才能够运行，为了保证ｓｈｅｌｌ脚本充分的后
向兼容性，Ｌｉｎｕｘ保留了不同类型的ｓｈｅｌｌ。一些ｓｈｅｌｌ可能很有用，比如，如果你准备给一些小型
“嵌入式设备”写程序，那么你可能需要ｔｃｓｈ（微型Ｃ ｓｈｅｌｌ）。
你可以检查你现在正在运行的ｓｈｅｌｌ ：
ｅｃｈｏ ￥ＳＨＥＬＬ
如果你想要试一下其他类型的ｓｈｅｌｌ，举个例子 ：
ｔｃｓｈ
该命令将启动微型Ｃ ｓｈｅｌｌ。结束使用，输入：
ｅｘｉｔ
这将回到你原来的ｓｈｅｌｌ（在第一个ｓｈｅｌｌ下输入ｅｘｉｔ会把你退出系统）。你可以通过显示环境变量
“ｓｈｅｌｌ ｌｅｖｅｌ”（ｓｈｅｌｌ层次）看看你当前环境下的ｓｈｅｌｌ的堆栈：
ｅｃｈｏ ￥ＳＨＬＶＬ
在以上的命令里， “￥”表示“扩展ｓｈｅｌｌ环境变量”， “ＳＨＬＶＬ”是“变量名”，“ｅｃｈｏ”是屏
幕输出命令。
每个用户的缺省ｓｈｅｌｌ在文件／ｅｔｃ／ｐａｓｓｗｄ最后一个字段指定。如果你真的想要修改它，（要求ｒｏｏｔ
用户）把你想要的ｓｈｅｌｌ替换文件里的 “／ｂｉｎ／ｂａｓｈ”。

３．４．２ 怎样定制自己的 Ｓｈｅｌｌ

在我的计算机上，命令提示符看起来是这样的：
［ｓｔａｎ＠ｍａｒｉｅ ｓｔａ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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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 “ｓｔａｎ”是用户名，“ｍａｒｉｅ”是计算机名，第二个“ｓｔａｎ”是我当前的工作目录，而
“＿”代表光标。
提示符通过环境变量ＰＳ１来设置。可以使用以下命令显示当前设置：
ｅｃｈｏ ￥ＰＳ１
提示符的系统范围（对于系统里的所有用户有效）的设定在文件／ｅｔｃ／ｂａｓｈｒｃ里，可能包含以下的
行：
ＰＳ１＝＂［＼ｕ＠＼ｈ ＼Ｗ］＼￥ ＂
要定制提示符，我可以编辑文件／ｅｔｃ／ｂａｓｈｒｃ（ｒｏｏｔ用户）然后在两个引号之内输入任何你想要的
文本。以下是一些我可能会使用的特别代码：
＼ｕ
－
＼ｈ
－
＼Ｈ
－
＼Ｗ
－
＼ｗ
－
＼￥
－
＼！
－
＼＃
－
＼ｄ
－
＼ｔ
－
＼Ｔ
－
＼＠
－
＼ｓ
－
＼ａ
－
＼ｊ
－
＼ｎ
－
＼＼
－
＼［
－
＼］
－
＼ｎｎｎ
－
￥（ｄａｔｅ） －

当前用户的用户名（＝￥ＬＯＧＮＡＭＥ）
运行ｓｈｅｌｌ的计算机名（ｈｏｓｔｎａｍｅ）
完整的计算机名
当前工作目录名
当前工作命令全路径名
对于普通用户显示￥，对于超级用户显示＃
当前命令的历史编号
当前命令编号（在当前的ｓｈｅｌｌ下运行的命令）
当前日期
当前时间 （２４小时制）
当前时间 （１２小时制），ｂａｓｈ ２．０有效
当前时间 （ＡＭ／ＰＭ格式），ｂａｓｈ ２．０有效
ｓｈｅｌｌ的类型
告警声音
用户的任务数
新行
反斜杠
不可打印字符开始标志
不可打印字符结束标志
ＡＳＣＩＩ字符对应的八进制数值
ｄａｔｅ（输出当前日期）命令输出或者其他的命令

以下是一个关于如何加彩色的例子。更详细的信息参考后面一节。
ＰＳ１＝＂＼［＼０３３［１；３２ｍ＼］［＼ｕ＠＼ｈ ＼Ｗ］＼￥＼［＼０３３［０ｍ＼］ ＂

这里还存在有 “第二层”输出提示符，在环境变量里是ＰＳ２。当需要附加输入时，ｓｈｅｌｌ使用“第
二层”输出提示，在我的系统上“第二层”输出提示符是“＞”。我不是很在意“第二层”输出提
示符，尽管我可以使用修改ＰＳ１相同的办法修改ＰＳ２。除此之外，还有ＰＳ３，ＰＳ４，但是非常少见。

３．４．３ 设置文本终端的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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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终端的颜色可以使用“ＡＮＳＩ 非常规字符序列”来生成。举例：
ｅｃｈｏ －ｅ ＂＼０３３［４４；３７；５ｍ ＭＥ ＼０３３［０ｍ ＣＯＯＬ＂
以上命令设置背景成为蓝色，前景白色，闪烁光标，输出字符“ＭＥ”，然后重新设置屏幕到缺省设
置，输出字符“ＣＯＯＬ”。“ｅ”是命令ｅｃｈｏ的一个可选项，它用于激活特殊字符的解析器。
“＼０３３”引导非常规字符序列。“ｍ”意味着设置属性然后结束非常规字符序列，这个例子里真正
有效的字符是“４４；３７；５” 和“０”。
修改“４４；３７；５”可以生成不同颜色的组合，数值和编码的前后顺序没有关系。可以选择的编码如
下所示：
编码
０
１
２
４
５
７
２２
２４
２５
２７
３０
３１
３２
３３
３４
３５
３６
３７
３８
３９
４０
４１
４２
４３
４４
４５
４６
４７
４９

颜色／动作
重新设置属性到缺省设置
设置粗体
设置一半亮度（模拟彩色显示器的颜色）
设置下划线（模拟彩色显示器的颜色）
设置闪烁
设置反向图象
设置一般密度
关闭下划线
关闭闪烁
关闭反向图象
设置黑色前景
设置红色前景
设置绿色前景
设置棕色前景
设置蓝色前景
设置紫色前景
设置青色前景
设置白色前景
在缺省的前景颜色上设置下划线
在缺省的前景颜色上关闭下划线
设置黑色背景
设置红色背景
设置绿色背景
设置棕色背景
设置蓝色背景
设置紫色背景
设置青色背景
设置白色背景
设置缺省黑色背景

其他有趣的代码还有：
＼０３３［２Ｊ
＼０３３［０ｑ
＼０３３［１ｑ
＼０３３［２ｑ
＼０３３［３ｑ
＼０３３［１５：４０Ｈ
＼００７

清除屏幕
关闭所有的键盘指示灯
设置“滚动锁定”指示灯 （Ｓｃｒｏｌｌ Ｌｏｃｋ）
设置“数值锁定”指示灯 （Ｎｕｍ Ｌｏｃｋ）
设置“大写锁定”指示灯 （Ｃａｐｓ Ｌｏｃｋ）
把关闭移动到第１５行，４０列
发蜂鸣生ｂｅｅ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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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要了解更多，使用命令 ｍａｎ ｃｏｎｓｏｌｅ＿ｃｏｄｅｓ

３．４．４ 在文本模式或 Ｘ 模式控制台下，如何打印符号
以下描述的是如何快速访问ＰＣ扩展字符集（ｃｏｄｅｓ １２８－２５５）的办法，它在ＰＣ世界里非常通用：微
软的Ｗｉｎｄｏｗｓ，ＤＯＳ（如果你安装了ＡＮＳＩ的驱动程序），任何文本模式的Ｌｉｎｕｘ应用程序（包含ｓｈｅｌｌ
命令行）。
它是这样工作的。首先确认＜Ｎｕｍ Ｌｏｃｋ＞是打开的，接着按住＜ＡＬＴ＞键。当＜ＡＬＴ＞被按住的时候，在小
的数字键盘上输入：０１８１。现在，释放＜ＡＬＴ＞接着希腊字母ｍｕ＂μ＂就出现了。以下是一个完整的清
单：

现在，如果我真的想要有点与众不同，我可以给一个文件命名：μｍ·°Ｃ±ｂ３。微软Ｗｉｎｄｏｗｓ， ＤＯＳ
和Ｕｎｉｃｏｄｅ的字符集和上面显示的有一些小差别，但是有用的“核心部分”是一样的。如果你想要
了解详细的ＡＮＳＩ的信息，参考：ｈｔｔｐ：／／ｗｗｗ．ｈｃｌｒｓｓ．ｄｅｍｏｎ．ｃｏ．ｕｋ／ｄｅｍｏｓ／ａｎｓｉ．ｈｔｍｌ。Ｌｉｎｕｘ使用
Ｕｎｉｃｏｄｅ标准。
在Ｘ－Ｗｉｎｄｏｗｓ下，以上的组合键不能正常工作，但是我可以使用：
ｋｃｈａｒｓｅｌｅｃｔ＆
或者
ｇｃｈａｒｍａｐ＆
选择一个Ｕｎｉｃｏｄｅ然后复制到我的应用程序里。不是所有的Ｕｎｉｃｏｄｅ现在都有效，但是大部分是有效
的。在以下链接，你还可以找到一些通用的Ｕｎｉｃｏｄｅ编码（数值）和它们对应的ｈｔｍｌ符号。
ｈｔｔｐ：／／ｗｗｗ．ｈｃｌｒｓｓ．ｄｅｍｏｎ．ｃｏ．ｕｋ／ｄｅｍｏｓ／ｅｎｔ４＿ｆｒａｍｅ．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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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４．５ 如何编写简单的 Ｓｈｅｌｌ 脚本（Ｓｃｒｉｐｔ）文件
新建一个文本文件包含所需要的脚本。举例，我会使用ｐｉｃｏ编辑器写一个脚本用来运行程序ｔａｒ，
带上必要的可选项可以用来解压从因特网下载下来的＊．ｔａｒ的文件（我好像总是记不住ｔａｒ的所有参
赛）。我决定把我的脚本名称叫做“ｕｎｔａｒ”：
ｐｉｃｏ ｕｎｔａｒ
因为在我的当前工作目录里ｕｎｔａｒ文件不存在，所有ｐｉｃｏ文本编辑器自动创建这个文件，现在，我
输入以下内容：
＃！／ｂｉｎ／ｂａｓｈ
ｅｃｈｏ ｔｈｉｓ ｉｓ ｔｈｅ ｓｃｒｉｐｔ ｆｉｌｅ ￥０
ｅｃｈｏ ｕｎｔａｒ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ｆｉｌｅ ￥１
＃ ｔｈｉｓ ｃａｌｌｓ ｔａｒ ｗｉｔｈ ｏｐｔｉｏｎｓ －ｘｖｚｆ （ｅｘｔｒａｃｔ，
＃ ｖｅｒｂｏｓｅ， ｆｉｌｔｅｒ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ｇｚｉｐ， ｉｎｐｕｔ ｆｉｌｅｎａｍｅ）
ｔａｒ －ｘｖｚｆ ￥１
我使用＜ＣＴＲＬ＞Ｏ保存这个文件，然后＜ＣＴＲＬ＞Ｘ退出。
脚本的第一行，以“＃！”开始是特别的提示－它告诉ｓｈｅｌｌ应该用哪一个程序来解释我的脚本。在
这个例子里，我使用ｂａｓｈ ｓｈｅｌｌ ／ｂｉｎ／ｂａｓｈ。第一行必须使用“＃！”开头，否则脚本不会运行
（系统认为是一个文本文件）。其他以“＃”开始的行是注释行只是给作者和读者使用的，计算机
将跳过这些行。
在以上脚本里，参数￥０， ￥１， ￥２…是传递到脚本里面的参数。举个例子，如果我运行我的脚本名
“ｍｙｓｃｒｉｐｔ”带七个参数如下：
ｍｙｓｃｒｉｐｔ ａ ｂ ｃ ｄ ｅ ｆ ｇ
那么，参赛￥０就是ｍｙｓｃｒｉｐｔ， ￥１就是ａ， ￥２就是ｂ，￥３就是ｃ，依此类推。
脚本的第二行和第三行，ｅｃｈｏ命令输出所有在它后面同一行上的文本，然后扩展在脚本里对应的参
数￥０和￥１。第四行和第五行是我写的注释文本，提醒我在这个脚本里要做的事情。只有最后一行是
真正起作用的。
一旦脚本已经写好，我把文件属性改成对文件拥有者是“可执行”的：
ｃｈｍｏｄ ｕ＋ｘ ｕｎｔａｒ
然后我的脚本就可以这样运行了：
．／ｕｎｔａｒ ｍｙ＿ｔａｒ．ｔａｒ．ｇｚ
Ｌｉｕｎｘ脚本的确非常丰富，灵活，功能强劲，还可能有点复杂。然而，对于日常任务编写一些简单
脚本，它并不需要什么特别高深的知识。你可以把一些要用到的命令放在一起，一个接一个，输入
到文件里。我使用脚本很频繁是因为我太懒了，不想一次一次的输入相同的命令。
一个最简单的方法，可以把一组命令放在文本文件里然后使用ｓｏｕｒｃｅ命令传递给ｓｈｅｌｌ让它直接运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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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ｏｕｒｃｅ ｍｙ＿ｆｉｌｅ
这个时候就不需要在文本第一行加上“＃！”的标志了。

３．４．６ 引号的含义
一般来说，以下字符对于 ｓｈｅｌｌ 有特殊的含义：
＼ ＇ ＂ ｀ ＜ ＞ ［ ］ ？ ｜ ； ＃ ￥ ＾ ＆ ＊ （ ） ＝ ＜Ｓｐａｃｅ＞ ＜Ｔａｂ＞ ＜Ｎｅｗｌｉｎｅ＞
这里有四种不同的符号：反斜杠（＼），单引号（‘），双引号（“），反向单引号（｀）。
•
•
•
•

反斜杠（＼）表示：关闭后面字符的特殊含义
单引号（‘）表示：关闭在两个单引号之间所有字符的特殊含义
双引号（“）表示：关闭在两个双引号之间所有字符的特殊含义除了￥ ｀ ＼
反向单引号（｀）表示：告诉 ｓｈｅｌｌ 首先运行两个反向单引号之间的命令，然后把得到的结果
再传递给两个单引号之外的命令。同样的功能也可以通过“￥ｃｏｍｍａｎｄ”命令来实现，而且
可能会更方便。

举个例子，我可以创建一个奇怪的目录名叫做“＊”通过使用“＼”或者“’”符号：
ｍｋｄｉｒ ＼＊
ｍｋｄｉｒ ’＊’
这屏蔽了“＊”对于 ｓｈｅｌｌ 的特别含义。如果没有“＼”，“＊”意味着当前目录下所有文件。

３．４．７ 输入输出重定向
有三个最重要的输入输出流：标准输入（ｓｔｄｉｎ），标准输出（ｓｔｄｏｕｔ），标准错误（ｓｔｄｅｒｒ）。它们对于
控制台（“控制台”指的是键盘用于输入，屏幕用于输出）来说是缺省的，但是它们可以被重定
向。
重定向标准输出，可以使用“＞”符号，举例：
ｄｉｒ ｍｙ＿ｄｉｒ ＞ ｆｉｌｅｌｉｓｔｉｎｇ．ｔｘｔ
将把 ｄｉｒ 命令的标准屏幕输出重定向到文本文件 ｆｉｌｅｌｉｓｔｉｎｇ．ｔｘｔ 文件里，所以屏幕上没有任何
输出。这个文件可以用来编辑（比如使用 ｐｉｃｏ 文本编辑器）或者合并到其他的文件里。
重定向标准错误，可以使用结构“２＞”，举例：
ｄｉｒ ｍｙ＿ｄｉｒ ２＞ ｅｒｒｏｒｌｉｓｔｉｎｇ．ｔｘｔ
以上命令将送标准输出到屏幕上，如果没有错误信息，将没有任何信息写到 ｅｒｒｏｒｌｉｓｔｉｎｇ．ｔｘｔ 文
件里。如果出错，则没有什么东西输出到屏幕，而文件 ｅｒｒｏｒｌｉｓｔｉｎｇ．ｔｘｔ 将包含错误信息。错误
信息有可能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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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ｅｒｍｉｓｓｉｏｎ ｄｅｎｉｅｄ

最后，我也可以把标准输出和标准错误一起输出到同一个文件里，
ｄｉｒ ｍｙ＿ｄｉｒ ＞ ｆｉｌｅ＿ａｎｄ＿ｅｒｒｏｒ＿ｌｉｓｔｉｎｇ．ｔｘｔ ２＞＆１
以上命令先重定向标准输出到文本文件里，然后再重定向标准错误到和标准输出同样的位置。它如
何实现可能看起来有点古怪，但是是可行的。
在以上的例子里，如果重定向的文件已经存在，该文件会被覆盖。如果你要追加到该文件的末尾，
可以使用“＞＞”符号，以上的例子就变成：
ｄｉｒ ｍｙ＿ｄｉｒ ＞＞ ｆｉｌｅｌｉｓｔｉｎｇ．ｔｘｔ
ｄｉｒ ｍｙ＿ｄｉｒ ２＞＞ ｅｒｒｏｒｌｉｓｔｉｎｇ．ｔｘｔ
ｄｉｒ ｍｙ＿ｄｉｒ ＞＞ ｆｉｌｅ＿ａｎｄ＿ｅｒｒｏｒ＿ｌｉｓｔｉｎｇ．ｔｘｔ ２ ＞ ＆１
如果你对“２＞”感到很迷惑，这里有一个简单的办法可以帮你理解，标准流有标准的解析器：
“０”代表标准输入，“１”代表标准输出，“２”代表标准错误。
ｄｉｒ ｍｙ＿ｄｉｒ ＞ ｆｉｌｅ．ｔｘｔ
是以下命令的简写方式：
ｄｉｒ ｍｙ＿ｄｉｒ １ ＞ ｆｉｌｅ．ｔｘｔ
那么以下命令就是用来输出标准错误：
ｄｉｒ ｍｙ＿ｄｉｒ ２ ＞ ｆｉｌｅ．ｔｘｔ
还有，你还可以使用符号“｜”（管道命令）把一个命令的标准输出送到另外一个命令的标准输
入。在以下这个标准的例子里，ｄｉｒ 命令的标准输出通过管道输入到命令 ｍｏｒｅ 里（输出满屏的时
候自动暂停）：
ｄｉｒ ｜ ｍｏｒｅ
你还可以使用“ｔｅｅ”命令把标准输出同时写到文件和屏幕，
ｄｉｒ ｜ ｔｅｅ ｆｉｌｅｌｉｓｔｉｎｇ．ｔｘｔ
ｔｅｅ 是“Ｔ 型连接器”的模拟音，在管道中的主要的用途是分流。
这个部分这样都用来讲述标准输出重定向，对于标准输入重定向不像标准输出重定向那么有用，但
是它可以使用以下方式实现：
ｃａｔ ＜ ｍｙ＿ｆｉｌｅ
还有一种叫做“直接插入式”的标准输出，可以通过“＜＜”来实现。不要管它了，看起来对我没有
什么实际用处。不过，如果你真的想知道，这里有一个例子（这里“＞”式第二个提示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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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ａｔ ＜＜ ｍｙ＿ｍａｒｋｅｒ
＞ ｍｙ＿ｌｉｎｅ＿ｆｒｏｍ＿ｔｈｅ＿ｋｅｙｂｏａｒｄ
＞ ａｎｏｔｈｅｒ＿ｌｉｎｅ＿ｆｒｏｍ＿ｔｈｅ＿ｋｅｙｂｏａｒｄ
＞ ｍｙ＿ｍａｒｋｅｒ
除了重定向到常规文件和“过滤器”之外（如以上的例子所示），你还可以重定向到设备和其他特
殊文件。看下面这些例子。
重定向到设备文件的例子。以下命令将显示文件列表到第四个文本终端：
ｄｉｒ ＞ ／ｄｅｖ／ｔｔｙ４
以下是一个重定向到一个特殊的 ＦＩＦＯ（先进先出）文件的例子。该命令送信息”ｙｏｕ ａｒｅ ｌｕｃｋｙ”到
叫做“ｌｕｃｋｙ”的 ＩＣＱ 用户 ＵＩＮ ７７７７７７７ （假定你已经用你的 ＩＣＱ 程序连接到 ＩＣＱＦ 服务器上了）
ｅｃｈｏ ｍｅｓｓａｇｅ ７７７７７７７ “ｙｏｕ ａｒｅ ｌｕｃｋｙ” ＜ ￣／．ｌｉｃｑ／ｌｉｃｑ＿ｆｉｆｏ
以上的例子能够工作是因为在你 ｌｉｃｑ 目录下的文件“ｌｉｃｑ＿ｆｉｆｏ”是一个特别的 ＦＩＦＯ 序列文件。
以上这个例子，对比于在图形用户界面下的 ＩＣＱ 程序有什么特别有用的地方吗？举个例子，你可以
写一个短的脚本带上多个信息给你的那些 ＩＣＱ 伙伴们：
＃！／ｂｉｎ／ｂａｓｈ
ｅｃｈｏ Ｍｅｓｓａｇｉｎｇ ＵＩＮ： ￥１ Ｍｅｓｓａｇｅ： ￥２ Ｔｉｍｅｓ： ￥３
＃ Ｔｈｅ ｎｅｘｔ ｃｏｍｍａｎｄ ｐｕｔｓ ｐｕｔｓ ｙｏｕｒ ｌｉｃｑ ｉｎ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ｕｓ ＂ｏｎ－ｌｉｎｅ， ｉｎｖｉｓｉｂｌｅ＂．
ｅｃｈｏ ＇ｓｔａｔｕｓ ＊ｏｎｌｉｎｅ＇ ＞ ￣／．ｌｉｃｑ／ｌｉｃｑ＿ｆｉｆｏ
ｃ＝０
ｗｈｉｌｅ ［ ￥ｃ －ｌｅ ￥３］
ｄｏ
ｅｃｈｏ ｍｅｓｓａｇｅ ￥１ ￥２ ＞ ￣／．ｌｉｃｑ／ｌｉｃｑ＿ｆｉｆｏ
ｃ＝｀ｅｘｐｒ ￥ｃ ＋ １｀
ｅｃｈｏ ￥ｃ ＂ ＂
ｄｏｎｅ
ｅｃｈｏ ＇ｓｔａｔｕｓ ｏｆｆｌｉｎｅ＇ ＞ ￣／．ｌｉｃｑ／ｌｉｃｑ＿ｆｉｆｏ
ｅｃｈｏ ＂ａｌｌ ｄｏｎｅ＂

这个例子利用了 ｌｉｃｑ 通信模型（ＦＩＦＯ 文件）和简单的文件重定向功能，给你一个关于如何 “自
动化”ｌｉｃｑ 的主意。

３．４．８ Ｓｈｅｌｌ 的特殊字符（ｍｅｔａ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ｓ）
一般来说，这些字符对于 ｓｈｅｌｌ 有特别的含义：
＼ ＇ ＂ ｀ ＜ ＞ ｜ ； ＜Ｓｐａｃｅ＞ ＜Ｔａｂ＞ ＜Ｎｅｗｌｉｎｅ＞ （ ） ［ ］ ？ ＃ ￥ ＾ ＆ ＊ ＝
以下是这些字符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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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和 ‘ 主要用来注释，前面已经描述过 （参见 ３．４．６）。
＜ 和 ＞ 主要用来输入和输出重定向
｜ 是管道命令，管道左边的标准输出是管道右边的标准输入
； 用于间隔在同一命令行上的几个命令
＜Ｓｐａｃｅ＞ 和 ＜Ｔａｂ＞ 间用于分开命令的字符和单词
＜Ｎｅｗｌｉｎｅ＞ 完成一条命令或者一组命令
（ ） 用于封装需要使用不同的 ｓｈｅｌｌ 启动的命令， 比如 （ ｄｉｒ ）
｛ ｝ 用于封装要用当前 ｓｈｅｌｌ 启动的一组命令，比如 ｛ ｄｉｒ ｝，需要空格间隔
＆ 使当前命令在后台运行 （有它自己独立的进程），所以下一条命令不需要等待前一条命令结束
才能开始。
＊ 当搜索文件时，它匹配除了以“．”开头的所有文件
？当搜索文件时，它匹配任何单个字符
［ ］ 当搜索文件时，它匹配任何在［］里面的单个字符
＆＆ 是用于连接两个命令的“与操作”，
ｃｏｍｍａｎｄ１ ＆＆ ｃｏｍｍａｎｄ２， 只有当 ｃｏｍｍａｎｄ１ 退出状态为 ０ 时（没有错误），ｃｏｍｍａｎｄ２ 才会
被执行。比如， ｃａｔ ｆｉｌｅ１ ＆＆ ｃａｔ ｆｉｌｅ２ 只有当 ｆｉｌｅ１ 正常显示时， ｆｉｌｅ２ 才能被显
示。
｜｜

是用于连接两个命令的“或操作”
ｃｏｍｍａｎｄ１ ｜｜ ｃｏｍｍａｎｄ２， 只有当 ｃｏｍｍａｎｄ１ 退出状态非 ０ 时（有错误），ｃｏｍｍａｎｄ２ 才会被
显示。比如：ｃａｔ ｆｉｌｅ１ ｜｜ ｃａｔ ｆｉｌｅ２ 只有当显示 ｆｉｌｅ１ 出错时，ｆｉｌｅ２ 才能被显示

＝ 指定值给变量
举例，命令 ｍｅ＝ｂｌａｈｂｌａｈ 设定值“ｂｌａｈｂｌａｈ”给变量“ｍｅ”，我可以输出变量名：
ｅｃｈｏ ￥ｍｅ
￥

预处理扩展变量名

变量可以使用“＝”来设定值，也可以通过预先变量设定来设置
￥０
被执行的 ｓｈｅｌｌ 脚本的名称
￥＃
按位置对应的命令输入参数， ￥１ 第一个参赛， ￥２ 第二个参数， ￥３ 第三个参数…
直到￥９
￥＊
扩展所有的位置参数给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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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展所有的位置参数给命令，但是当“￥＠”使用时，参数个别标注

如何安装软件包（Ｐａｃｋａｇｅ）及 ｒｐｍ 软件包管理器

３．５．１ 如何安装从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下载的程序？
答案基于你所下载的是哪一种软件包．如果你下载的程序是 Ｒｅｄ Ｈａｔ 二进制形式软件包＊．ｒｐｍ （如
果假定一个选择， 我选择这种格式）， 你能避免很多安装上的问题．
ＲｅｄＨａｔ 二进制形式程序包的安装
如果我想安装的程序是 ＲｅｄＨａｔ 二进制形式软件包（＊．ｒｐｍ）， 我能使用命令行或 ＧＵＩ 工具．
我喜欢用命令行因为它运行快而且不出错． Ｒｅｄ Ｈａｔ 软件包管理器安装程序被称作 ｒｐｍ ．
首先我要阅读软件包内容的信息（选项）：
ｒｐｍ －ｑｐｉ ｍｙ＿ｎｅｗ＿ｆｉｌｅ．ｒｐｍ
该行查询（模式＂ｑ＂， 必须在破折号后第一个字母）尚未安装的软件包 （选项＂ｐ＂） 以便显示
该软件包所包含的信息 （选项 ＂ｉ＂） ．目如果我想安装该程序， 我（作为超级用户）运行：
ｒｐｍ －ｉｈｖ ｍｙ＿ｎｅｗ＿ｆｉｌｅ．ｒｐｍ
上面的命令安装了该组件．运行 ｒｐｍ 来安装该组件（模式 ＂ｉ＂，必须是在破折号后第一个字
母）， 此时屏幕上显示比平常更多的信息（选项＂ｈ＂＝显示 ＂ｈａｓｈｅｓ＂ 来展现解包过程， 选项
＂ｖ＂ ＝详细）． 软件包内容放到了它们所在的目录下 （ｒｐｍ 知道它们的位置）． 安装后， 准
备运行， 我得知道可执行文件的名字和位置． 如果找不到可执行文件， 下面一行列出了软
件包所包含的所有文件和它们所在的目录：
ｒｐｍ －ｑｐｌ ｍｙ＿ｎｅｗ＿ｆｉｌｅ．ｒｐｍ
该行查询（模式＂ｑ＂）尚未安装的软件包 （选项＂ｐ＂） 以便显示该软件包所包含的所有文件清
单（选项 ＂ｌ＂）．
调用 ｒｐｍ 的 ＧＵＩ 前端界面是： ｇｎｏｐｒｏ （旧版本， 导致 ＲＨ６．０ 有些混淆， 但新版本已改进），
ｋｐａｃｋａｇｅ （用于更新的版本），老的 ｇｌｉｎｔ （很慢，用于 ＲＨ５．２）．
Ｔｒｏｕｂｌｅｓｈｏｏｔｉｎｇ． ｒｐｍ 被认为是智能软件包管理器． 如果安装失败， 我可以读错误信息，
并能知道下一步所要做的事：
（１） 安装失败是由于我有相同软件包的早期版本且版本冲突． 解决方法：不安装，仅需升级
该软件包．
ｒｐｍ －Ｕｖｈ ｍｙ＿ｎｅｗ＿ｆｉｌｅ．ｒｐｍ
（２） 安装失败是因为须首先安装另一个软件包．我得找到这个缺少的软件包并安装它， 然后
在尝试安装该套件．在下面特殊的例子里， 我可以选择忽略缺少的附件（我真的知道我正在
做的会导致软件发生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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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ｐｍ －ｉｖｈ －－ｎｏｄｅｐｓ ｍｙ＿ｎｅｗ＿ｆｉｌｅ．ｒｐｍ
或甚至可能是：
ｒｍｐ －ｉｖｈ －－ｎｏｄｅｐｓ －－ｆｏｒｃｅ ｍｙ＿ｎｅｗ＿ｆｉｌｅ．ｒｐｍ
从 ＴＡＲＢＡＬＬ 源代码中安装
如果我从网上所下载的是一个已压缩的 ｔａｒｂａｌｌ（＊．ｔａｒ．ｇｚ ｏｒ ＊．ｔｇｚ ）形式的 Ｌｉｎｕｘ 源代
码，安装步骤比二进制的 ｒｐｍ 更长更棘手．我作为超级用户来安装该程序．
首先，我改变我当前的工作目录到／ｕｓｒ／ｌｏｃａｌ

：

ｃｄ ／ｕｓｒ／ｌｏｃａｌ
其次，

我将我从网上下载的 ｔａｒｂａｌｌ 解压：

ｔａｒ －ｘｖｚｆ ／ｈｏｍｅ／ｔｈｅ＿ｄｉｒ＿ｗｈｅｒｅ＿ｔｈｅ＿ｔａｒｂａｌｌ＿ｉｓ／ｍｙ＿ｔａｒｂａｌｌ．ｔａｒ．ｇｚ
这选取了 （选项 ＂ｘ＂） ＊．ｔａｒ．ｇｚ （ｏｒ ＊．ｔｇｚ） ｔａｒｂａｌｌ 的内容， 解压它 （选项 ＂ｚ＂），同时
给我比平常更多的信息 （选项＂ｖ＂ ＝ 详细）． 请注意选项＂ｆ＂是指＂ｆｉｌｅ＂， 所以字母＂ｆ＂后面
要紧跟着文件名． Ｔａｒｂａｌｌ 的内容被释放到在我的当前目录下的由 ｔａｒ 创建的子目录里．
典型的例／ｕｓｒ／ｌｏｃａｌ／． 该 ｔａｒｂａｌｌ 知道新的子目录的名字．
如果 ｔａｒｂａｌｌ 未被压缩（比如， ＊．ｔａｒ）， 我可以用：
ｔａｒ －ｘｖｆ ／ｈｏｍｅ／ｔｈｅ＿ｄｉｒ＿ｗｈｅｒｅ＿ｔｈｅ＿ｔａｒｂａｌｌ＿ｉｓ／ｍｙ＿ｔａｒｂａｌｌ．ｔａｒ
第三，

我要知道新目录的名称， 然后用 ｃｄ 进入：

ｄｉｒ
ｃｄ ｔｈｅ＿ｎｅｗ＿ｐｒｏｇｒａｍ＿ｓｕｂｄｉｒ
因为有些目录的名字很长， 我使用 ａｕｔｏｃｏｍｐｌｅｔｉｏｎ 选项来节省键盘输入时间—我只要输
入头几个字母再按下＜ＴＡＢ＞ ．
第四， 通过执行下面的三条命令能编译大多数程序：
．／ｃｏｎｆｉｇｕｒｅ
ｍａｋｅ
ｍａｋｅ ｉｎｓｔａｌｌ
上面的命令要花点时间完成（１ 分钟？０．５ 小时？）． 如果上面命令的任意一个运行失败， 可以
读 ＲＥＡＤＭＥ 或 ＩＮＳＴＡＬＬ 或任何该程序所提供的信息． 一些程序要求环境的定制（如路径的
定义）或额外库文件的安装， 或其它．有时这是痛苦的事．很简单的程序可能不需要
＂．／ｃｏｎｆｉｇｕｒｅ＂ 或／和 ＂ｍａｋｅ ｉｎｓｔａｌｌ＂ 步骤， 在此情况下＂ｍａｋｅ＂将单独工作．
第五， 如果运行正常， 我可以发现我刚刚编译的新的可执行文件．当运行以下命令时，该可
执行文件的名字显示绿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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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ｓ －－ｃｏｌｏｒ
现在， 我能运行这个可执行文件， 例如：
．／ｔｈｅ＿ｅｘｅｃｕｔａｂｌｅ
一些程序自动将可执行文件安装到／ｕｓｒ／ｌｏｃａｌ／ｂｉｎ 目录下，所以我可以试着：
／ｕｓｒ／ｌｏｃａｌ／ｂｉｎ／ｔｈｅ＿ｅｘｅｃｕｔａｂｌｅ
第六， 如果我想更频繁运行这个程序， 我从／ｕｓｒ／ｌｏｃａｌ／ｂｉｎ 目录创建一个到该可执行文
件的软连接：
ｃｄ ／ｕｓｒ／ｌｏｃａｌ／ｂｉｎ
ｌｎ －ｓ ／ｕｓｒ／ｌｏｃａｌ／ｔｈｅ＿ｎｅｗ＿ｐｒｏｇｒａｍ＿ｓｕｂｄｉｒ／ｔｈｅ＿ｅｘｅｃｕｔａｂｌｅ ．
这种方式，使可执行文件（实际是到该文件的软连接）在我设置的路径中． 只需简单输入其文
件名即可运行（不需输入到该文件的全路径）． 一些程序安装了可执行文件（或一个连接）在
＂ｂｉｎ＂ 目录下， 在此情况下你能略过最后一步。

从 ＲＰＭ 软件包源代码安装
也有作为＂ｒｐｍ 源代码＂ 的软件包． 正如在本章开始部分所描述， 它们要求用＂ｒｐｍ＂ 工具对
＊．ｒｐｍ 软件包进行安装． 但是因为 ＂ｒｐｍ＂安装了源代码（典型地使用 Ｃ 语言写的源代码），
我需要通过执行相同的＂．／ｃｏｎｆｉｇｕｒｅ ； ｍａｋｅ ； ｍａｋｅ ｉｎｓｔａｌｌ＂顺序编译源代码 ，正如从
ｔａｒｂａｌｌｓ 源代码中安装一样 （参见前面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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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４ 部分： Ｌｉｎｕｘ 管理员新手常见问题
Ｌｉｎｕｘ 新手管理员指南（中文版）
ＬＩＮＵＸ ＮＥＷＢＩＥ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ＯＲ ＧＵＩＤＥ （Ｓｉｍｐｌｉｆｉｅｄ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Ｖｅｒｓｉｏｎ）
中文版本 １．０ 由幻影快递 Ｌｉｎｕｘ 小组（ＳＬＴ－Ｓｈａｄｏｗｆａｘ Ｌｉｎｕｘ Ｔｅａｍ） 翻译整理
Ｌｉｎｕｘ Ｎｅｗｂｉｅ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ｏｒ 英文原版版权所有：Ｐｅｔｅｒ ａｎｄ Ｓｔａｎ Ｋｌｉｍａｓ．
ｈｔｔｐ：／／ｓｕｎｓｉｔｅ．ｄｋ／ｌｉｎｕｘ－ｎｅｗｂｉｅ
中文版本版权所有：幻影快递 Ｌｉｎｕｘ 小组 ＳｈａｄｏｗｆａｘＬｉｎｕｘ＠ｈｏｔｍａｉｌ．ｃｏｍ

本章内容：
４．１

４．２

４．３

关于启动（ＬＩＬＯ 和 ＧＲＵＢ）
４．１．０ ＬＩＬＯ 和 ＧＲＵＢ
４．１．１ Ｌｉｎｕｘ 不能发现我的所有内存
４．１．２ ＬＩＬＯ 仅显示 ＬＩ（或 ＬＩＬ）并死机
４．１．３ 我如何能让操作系统变为由 ＬＩＬＯ 缺省引导？
４．１．４ 在启动时 ＬＩＬＯ 提示符在屏幕上停留时间太短（或太长）
４．１．５ 卸载 Ｌｉｎｕｘ
访问我的驱动器
４．２．１ 我的驱动器在哪里？
４．２．２ 我如何访问我的 ＣＤＲＯＭ？
４．２．３ 如何挂载软盘，ｚｉｐ 磁盘驱动器，ｄｏｓ 分区，或网络驱动器？
４．２．４ 如何通过 Ｓａｍｂａ 挂载远程 ＭＳ Ｗｉｎｄｏｗｓ 的文件系统？
４．２．５ 有快捷方式访问在 ＤＯＳ／Ｗｉｎｄｏｗｓ 软盘上的文件吗？
４．２．６ 作为超级用户我可以挂载． 普通用户能做到吗？
４．２．７ 挂载命令太长， 我如何用别名简化？
４．２．８ 我能自动挂载吗？
４．２．９ 我如何得到已识别的在并行端口（外部）的 ｚｉｐ 磁盘驱动器？
４．２．１０ 我能设置 ３２ 位硬盘的 Ｉ／Ｏ？
４．２．１１ 我所打开的文件数已达到限量（错误信息）
４．２．１２ 我加了一个新硬盘， 开始使用时要做什么？
４．２．１３ 交换分区 ＳＷＡＰ
使用 Ｘ－Ｗｉｎｄｏｗｓ 工作
４．３．１ 怎样切换文本和图形控制台？
４．３．２ 我怎样在 Ｘ－ｓｅｒｖｅｒ 上安装显示卡、监视器以及鼠标？
４．３．３ 我能有一个 ＧＵＩ 登陆提示符吗？
４．３．４ 我怎么安装 ＫＤＥ？（例如，在 ＲｅｄＨａｔ５．２）
４．３．５ 我怎么将默认桌面改变成 ＫＤＥ（如 Ｇｎｏｍｅ 以及其他类型的 ＫＤＥ）？
４．３．６ 我能够同时运行多个 Ｌｉｎｕｘ 阶段作业吗？
４．３．７ 在不关闭我的 Ｌｉｎｕｘ 阶段作业的前提下可以开启第二个 ＧＵＩ 登录提示符吗
４．３．８ 如何遥控 Ｘ－Ｗｉｎｄｏｗｓ？
４．３．９ 我如何从 ＭＳ Ｗｉｎｄｏｗｓ 分区安装 ＴｒｕｅＴｙｐｅ 字体？
４．３．１０ 如何进行拷贝粘贴操作？
４．３．１１ 我如何使用 ＶＮＣ 来显示和控制一个遥控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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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４：基本配置
４．４．１
４．４．２
４．４．３
４．４．４
４．４．５
４．４
网络
４．５．１
４．５．２
４．５．３
４．５．４
４．５．５
４．５．６
４．５．７
４．５．８
４．５．９
４．５．１０

（幻影快递 Ｌｉｎｕｘ 小组： ＳｈａｄｏｗｆａｘＬｉｎｕｘ＠ｈｏｔｍａｉｌ．ｃｏｍ）

如何设置我的声卡？
如何设置我的打印机？
Ｗｏｒｄ Ｐｅｒｆｅｃｔ ８ 没有适合我的打印机的驱动程序
配置文件在哪里？
这些设备文件都是什么？
有必要建立家庭网络吗？
怎样建立我的家庭网络？
设置 ＰＰＰ 拨号 ＧＵＩ 的问题
如何不通过 ｍｏｄｅｍ 用我的联网电脑浏览互联网？
怎样使用 Ｓａｍｂａ？
Ｓｅｎｄｍａｉｌ
简单的 ＷＥＢ 服务器（Ａｐａｃｈｅ 阿帕奇）
简单的 ＦＴＰ 服务器
如何通过电话线外部远程访问我的计算机？
家庭计算机会遭黑客攻击吗？

４．１ 关于启动（ＬＩＬＯ 和 ＧＲＵＢ）
４．１．０

ＬＩＬＯ 和 ＧＲＵＢ

新的 ＧＲＵＢ 和旧的 ＬＩＬＯ 二者都是系统引导载入程序。 它们使你在系统引导时选择不同的操作系
统成为可能。大多数（所有？）在这一部分所描述的系统引导问题或许能在安装最近的 Ｌｉｎｕｘ 内核
和最新的 ＧＲＵＢ 引导装入程序时得到解决。ＧＲＵＢ 比 ＬＩＬＯ 更好是因为 ＬＩＬＯ 依赖硬盘的绝对地址来
找到引导映像而 ＧＲＵＢ 能理解文件系统并寻找包含那个引导映像的文件。在安装时，当系统给与选
择时，我们推荐使用 ＧＲＵＢ。
ＧＲＵＢ 主要配置文件是 ／ｂｏｏｔ／ｇｒｕｂ／ｍｅｎｕ．ｌｓｔ （或 ｇｒｕｂ．ｃｏｎｆ，在我的系统中是符号连接）． 这里是
一些在这个文件里发现的那些项目的注释。
＃ 行首带有＃号的是注释。
ｔｉｍｅｏｕｔ ５
＃除非按下某键，否则 ５ 秒后以上设置开始导入缺省的操作系统。
ｄｅｆａｕｌｔ ０
＃ 以上设置使菜单列表的第一项成为缺省的操作系统。 我能使用 ＂ｄｅｆａｕｌｔ ３＂ 让菜单的第四项成
为缺省的操作系统。
ｔｉｔｌｅ ｌｉｎｕｘ
ｋｅｒｎｅｌ （ｈｄ０，２）／ｂｏｏｔ／ｖｍｌｉｎｕｚ ｒｏｏｔ＝／ｄｅｖ／ｈｄａ３ ｍｅｍ＝６４Ｍ ｈｄｃ＝ｉｄｅ－ｓｃｓｉ
＃ 以上两行定义了引导时间菜单项并设置了该项的引导动作。
＃ 第一行命名该项为＂ｌｉｎｕ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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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行指明内核位于第一个物理硬盘 （ｈｄ０），第三个分区 （２），引导映像为文件 ／ｂｏｏｔ／ｖｍｌｉｎｕｘ
而且在第二行，下列选项传到内核：
ｒｏｏｔ＝／ｄｅｖ／ｈｄａ３ （即，在第一个硬盘（ｈｄａ）上有三个分区，系统引导文件在第三个区上 ｈｄａ３
ｍｅｍ＝６４Ｍ （即，强迫使用 ６４ 兆的物理内存）
ｈｄｃ＝ｉｄｅ－ｓｃｓｉ （在我 ＣＤ ＲＯＭ 中使用 ＳＣＳＩ 模拟器因为它是一个 ＣＤ 刻录机）．

ｉｎｉｔｒｄ ／ｂｏｏｔ／ｉｎｉｔｒｄ－２．４．１７－ｃｕｓｔｏｍ．ｉｍｇ
＃ 当模块载入到＂ｉｎｉｔｉａｌ ｒａｍ ｄｉｓｋ＂ （ｉｎｉｔｒｄ）时，定义包含了在引导时间内所需的模块的文件。
＃ 我使用 ｍｋｉｎｉｔｒｄ ／ｂｏｏｔ／ｉｎｉｔｒｄ－２．４．７－１０ｃｕｓｔｏｍ．ｉｍｇ ２．４．７－ｃｕｓｔｏｍ 来重新创建我的［新映
像］， （因为我重新编译了内核）。
使用 ｉｎｆｏ ｇｒｕｂ 来查看 ＧＲＵＢ 文档。

４．１．１

Ｌｉｎｕｘ 不能发现我的所有内存

如果你有多于 ６４ 兆的物理内存，版本号 ２．０．３６ 或更低的 Ｌｉｎｕｘ 内核将缺省地使用仅仅最初的 ６４
兆。为了查看 Ｌｉｎｕｘ 在你的系统占用了多少内存，输入：
ｃａｔ ／ｐｒｏｃ／ｍｅｍｉｎｆｏ
或
ｆｒｅｅ
你能使用下面命令查看你的 Ｌｉｎｕｘ 内核版本号：
ｕｎａｍｅ –ａ
最近流行的带有“内存问题”的内核版本为 ２．０．３６，是出现在 ＲｅｄＨａｔ ５．２。我的 ＲｅｄＨａｔ ６．０ 带有
版本号为 ２．２．５－１５ 的内核不再有这个“内存问题”。
在 ＲｅｄＨａｔ ５．２ 中，为了能让多于 ６４ 兆的内存得到识别，你必须编辑（作为超级用户）文件
／ｅｔｃ／ｌｉｌｏ．ｃｏｎｆ，并在你的第一个＂ｉｍａｇｅ＝＂语句之前加一行，像：
ａｐｐｅｎｄ＝＂ｍｅｍ＝８０Ｍ＂
如果你的内存不是 ８０ 兆，调整上面这一行。要使在／ｅｔｃ／ｌｉｌｏ．ｃｏｎｆ 文件里的任何改变生效，你＊
必须＊重新运行程序：
ｌｉｌｏ
（观察是否运行没有错误）并重新启动。重启后你能使用这两个命令之一来检查你的调整是否有
效：
ｃａｔ ／ｐｒｏｃ／ｍｅｍｉｎｆｏ
ｆｒｅｅ
出于测试的目的或者如果程序运行有问题，在 ＬＩＬＯ 提示符下指定内存大小的选择是有用的：
［在启动时在 ＬＩＬＯ 提示符下输入］ ｌｉｎｕｘ ＂ｍｅｍ＝１６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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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然，我听到一个建议。如果启用你的所有内存发生问题或机器锁住， 你可以跳过上层的几兆字
节。例如仅仅启用你的 ８０ＭＢ 中的 ７８ＭＢ。很明显这是对于一些使用主存的大部分上层空间的 ＳＣＳＩ
控制器的例子。取其所值。
偶尔在一些系统中，Ｌｉｎｕｘ 仅能识别 １６ 兆字节的内存。通常这与在 ＢＩＯＳ 设置里启用了＂ｍｅｍｏｒｙ
ｈｏｌｅ ａｔ １５－１６ ＭＢ＂设置有关。（解决办法是禁用这 ＢＩＯＳ 设置）。总之在你的 ＢＩＯＳ 设置禁用所有
的“高级”特性可能是个好主意。（例如，ＢＩＯＳ 病毒监测似乎是问题的常见来源）。
带有不同时间脉冲的内存条也能导致内存识别的问题或系统崩溃．（ 解决办法是
替换内存条使所有的内存条时间脉冲一致）。

４．１．２

ＬＩＬＯ 仅显示 ＬＩ（或 ＬＩＬ）并死机

以下引自我的那本很不错的手册， 由 ＳＡＭＳ 出版社出版，Ｋａｍｒａｎ Ｈｕｓｓａｉｎ， Ｔｉｍｏｔｈｙ Ｐａｒｋｅｒ 等人
撰写的＂Ｒｅｄ Ｈａｔ Ｌｉｎｕｘ Ｕｎｌｅａｓｈｅｄ＂ ：
“当 ＬＩＬＯ 装载时，显示单词 ＬＩＬＯ。在每执行某一特定的步骤之前或之后，显示一个字母。如果
ＬＩＬＯ 在某个步骤失败，使用目前已显示出的字母来判定问题所在。［．．．］
ＬＩ ［．．．］ 这或者是由于硬盘几何参数不匹配或者由于／ｅｔｃ／ｌｉｌｏ／ｂｏｏｔ．ｂ 被移动后没有重新运行映
射（ｍａｐ）安装程序而引起。
ＬＩＬ ［．．．］ 典型原因是介质出错或硬盘几何参数不匹配。”
这个几何参数是指用于你的 ＢＩＯＳ 的硬盘配置的扇区／磁头／柱面的数量。希望这对你有帮助。
拥有一本 Ｌｉｎｕｘ 手册或至少有一本普通的 ＵＮＩＸ 手册是个好主意。Ｗｉｎｄｏｗｓ 手册是毫无用处的而
Ｌｉｎｕｘ 手册是很有用的。＂Ｒｅｄ Ｈａｔ Ｌｉｎｕｘ Ｕｎｌｅａｓｈｅｄ＂是一本很好的手册但我相信有很多其他的手
册也一样好用。
像上面的 ＬＩＬＯ 错误出现时，你能够使用一个 Ｌｉｎｕｘ 或 ＤＯＳ 引导盘来启动你的机器。基于错误的不
同，似乎有几种常见的可能来纠正这样的 ＬＩＬＯ 错误。
１． 如果 ＬＩＬＯ 崩溃（这似乎不常见），你能移开并重新安装它。在 Ｌｉｎｕｘ 下你能通过运行以下命令
来移开 ＬＩＬＯ：
ｌｉｌｏ －ｕ ／ｄｅｖ／ｈａｄ
或， 在 ＤＯＳ 下：
ＦＤＩＳＫ／ＭＢＲ
这重写了 ＬＩＬＯ 所在的硬盘主引导记录（ＭＢＲ），并用“干净的”［无病毒］ＤＯＳ 信息来替换它。在清
除了 ＬＩＬＯ 后如果你重新启动你的计算机，你无法使用 Ｌｉｎｕｘ（如果这种情况发生，你能从软盘启
动然后在 ＤＯＳ ＭＢＲ 的顶部重装 ＬＩＬＯ）
为了重装 ＬＩＬＯ，只要简单地重新运行命令 ｌｉｌｏ （作为超级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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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指定选项
ｌｉｎｅａｒ
在你的／ｅｔｃ／ｌｉｌｏ．ｃｏｎｆ 文件的顶部。对于大的硬盘（＞８ ＧＢ） 这个选项特别有用。具体细节请看 ｍａｎ
ｌｉｌｏ．ｃｏｎｆ。这个 ｌｉｎｅａｒ 选项是安全的—它不会影响一个正常工作的系统，所以你总能在任何情况
下指定该选项。
你也可能想通过用 ＢＩＯＳ 访问你的硬盘的方式来做这件事。例如在你的 ＢＩＯＳ 里通过开／关 ＬＢＡ
（“线性或大块存取”）模式来判断这是否有帮助。
你可以试着指定以下选项（用更大的硬盘或更新的 ＢＩＯＳ 来克服 １０２４ 个柱面的限制是由帮助的）而
不是“ｌｉｎｅａｒ”选项：
ｌｂａ３２
这是新的选项所以它不会与由 ＲＨ６．１ 或更低版本的 Ｌｉｎｕｘ 所提供的 ＬＩＬＯ 一起工作。如果遇到这类
的＂ＬＩ＂问题使用最新的 Ｍａｎｄｒａｋｅ 或 ＲｅｄＨａｔ－－硬盘越来越大，ＢＩＯＳ 制造商也设置了新的窍门来解
决。
３．观察你的 ＢＩＯＳ 设置， 判定那指定的硬盘几何参数与你的硬盘如何不匹配。
在 Ｌｉｎｕｘ 下你能使用以下命令来显示硬盘几何参数（例如，你的第一个 ＩＤＥ 硬盘）
ｈｄｐａｒｍ －ｇ

／ｄｅｖ／ｈｄａ

你能很容易在网上使用 Ｇｏｏｇｌｅ 寻找你的硬盘型号来找到推荐的厂商给出的硬盘几何参数。
４． 放置 ＬＩＬＯ 在另一分区（不同的硬盘）并使用 ｆｄｉｓｋ， 是该分区成为可引导盘（若你的系统支
持从另一个盘启动）。否则交换你的硬盘，让由老的 ＢＩＯＳ 更好地支持的那个盘成为在你的第一个
ＩＤＥ 接口（ＤＯＳ 驱动盘 ＂Ｃ＂）上的第一个硬盘
５． 可能你更喜欢用 ＂ｌｏａｄｌｉｎ＂ 而不是 ＂ｌｉｌｏ＂． 在 ＤＯＳ 下，从你的 ＣＤＲＯＭ 察看程序
／ｄｏｓｕｔｉｌｓ／ｌｏａｄｌｉｎ．ｅｘｅ． 它从 ＤＯＳ 引导 Ｌｉｎｕｘ．
６． 使用 ＧＲＵＢ 代替 ＬＩＬＯ． Ｍａｎｄｒａｋｅ ７．２ 包含了 ＧＲＵＢ 作为缺省地引导载入程序。

４．１．３ 我如何能让操作系统变为由 ＬＩＬＯ 缺省引导？
这可以在 ｌｉｌｏ 配置文件／ｅｔｃ／ｌｉｌｏ．ｃｏｎｆ 里设置。我的设置（ｌｉｌｏ 版本为 ０．２１．５．１－４ＭＤＫ）看起
来像这样：
ｂｏｏｔ＝／ｄｅｖ／ｈｄａ
ｍａｐ＝／ｂｏｏｔ／ｍａｐ
ｉｎｓｔａｌｌ＝／ｂｏｏｔ／ｂｏｏｔ．ｂ
ｖｇａ＝ｎｏｒｍａｌ
ｄｅｆａｕｌｔ＝ｌｉｎｕｘ
ｋｅｙｔａｂｌｅ＝／ｂｏｏｔ／ｕｓ．ｋｌ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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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ｂａ３２
ｐｒｏｍｐｔ
ｔｉｍｅｏｕｔ＝５０
ｍｅｓｓａｇｅ＝／ｂｏｏｔ／ｍｅｓｓａｇｅ
ｍｅｎｕ－ｓｃｈｅｍｅ＝ｗｂ：ｂｗ：ｗｂ：ｂｗ
ｉｍａｇｅ＝／ｂｏｏｔ／ｖｍｌｉｎｕｚ
ｌａｂｅｌ＝ｌｉｎｕｘ
ｒｏｏｔ＝／ｄｅｖ／ｈｄａ３
ａｐｐｅｎｄ＝＂ ｍｅｍ＝９６Ｍ＂
ｒｅａｄ－ｏｎｌｙ
ｉｍａｇｅ＝／ｂｏｏｔ／ｖｍｌｉｎｕｚ
ｌａｂｅｌ＝ｆａｉｌｓａｆｅ
ｒｏｏｔ＝／ｄｅｖ／ｈｄａ３
ａｐｐｅｎｄ＝＂ ｍｅｍ＝９６Ｍ ｆａｉｌｓａｆｅ＂
ｒｅａｄ－ｏｎｌｙ
ｏｔｈｅｒ＝／ｄｅｖ／ｈｄａ１
ｌａｂｅｌ＝ｗｉｎｄｏｗｓ
ｔａｂｌｅ＝／ｄｅｖ／ｈｄａ
ｏｔｈｅｒ＝／ｄｅｖ／ｆｄ０
ｌａｂｅｌ＝ｆｌｏｐｐｙ
ｕｎｓａｆｅ
这四个 ＂ｌａｂｅｌ＝＂值定义了引导选择的名字。 在文件的顶部由选项＂ｄｅｆａｕｌｔ＝＂ 值所指定的是操作
系统缺省引导项。没有这个 ＂ｄｅｆａｕｌｔ＂值， 出现在文件 ／ｅｔｃ／ｌｉｌｏ．ｃｏｎｆ 里的第一个标签值是缺省
引导项。
在对／ｅｔｃ／ｌｉｌｏ．ｃｏｎｆ 文件作了任何改变之后，
别忘了重新运行命令：
ｌｉｌｏ
也可以在 ＧＵＩ（图形用户界面）下 配置 ｌｉｌｏ．
入：

例如，试着在一个 Ｘ 终端， 作为超级用户，输

ｋｌｉｌｏ ＆

４．１．４

在启动时 ＬＩＬＯ 提示符在屏幕上停留时间太短（或太长）

增加或调整这一行：
ｄｅｌａｙ＝１００
在你的／ｅｔｃ／ｌｉｌｏ．ｃｏｎｆ 文件第一个＂ｉｍａｇｅ＝＂ 或 ＂ａｐｐｅｎｄ＝＂语句之前的右边。 （ ｌｉｌｏ 的更新的版
本使用＂ｔｉｍｅｏｕｔ＂选项来替代．） 这个数字是以十分之一秒（０．１ 秒）为单位的延迟时间，所以以上
例子延迟时间是十秒。在对／ｅｔｃ／ｌｉｌｏ．ｃｏｎｆ 文件作了任何改变之后，别忘了重新运行 ｌｉｌｏ ， 否
则你的改变不起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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卸载 Ｌｉｎｕｘ

如果你真的想“卸载”Ｌｉｎｕｘ，你可以运行以下两个命令（在 ＤＯＳ 或 ＭＳ Ｗｉｎｄｏｗｓ 下）：
ＬＯＣＫ Ｃ：
ＦＤＩＳＫ／ＭＢＲ
这摆脱了 ＬＩＬＯ—它重写了你的 ＬＩＬＯ 所处的第一个硬盘的主引导记录。 ＂ｌｏｃｋ＂ 命令允许 ＂ｒａｗ＂
写到盘上，在更新的 ＤＯＳ 版本，正常情况下作为反病毒措施这是不允许的。采用 ＦＤＩＳＫ／ＭＢＲ 的问
题是对于任何的成功或失败都不会返回记录报告。所以最好与＂ｌｏｃｋ＂ 命令一起使用。之后你能使
用 ＤＯＳ ＂ＦＤＩＳＫ＂ 移开 Ｌｉｎｕｘ 分区，重新分配硬盘空间。
显然， ＭＳ ＦＤＩＳＫ 并不总是能够处理删除 Ｌｉｎｕｘ 分区的问题。此时，我可以使用 ｌｉｎｕｘ ｆｄｉｓｋ。
最简单的方法可能是从 Ｌｉｎｕｘ 安装软盘／ ＣＤ 中引导，在安装时使用 Ｌｉｎｕｘ 分区工具在它弹出时删
除这个分区。之后我中断安装，Ｌｉｎｕｘ 消失。
如果你还有问题，这里是对于 ＭＢＲ 置零的最终解决方案（下面文本来自：
ｈｔｔｐ：／／ｗｗｗ．ｌｉｎｕｘｇａｚｅｔｔｅ．ｃｏｍ／ｉｓｓｕｅ６３／ｏｋｏｐｎｉｋ．ｈｔｍｌ，编辑如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注意： 以下建议将完全清除包含了你的所有分区信息的主引导记录 （ＭＢＲ）。不要这么做，除非你知道
这确实是你想要的结果 –这将使你的硬盘处于不可引导状态，与刚出厂时的效果一样， 也就是，没
有数据，要求分区和格式化。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基于 Ｌｉｎｕｘ 的解决方案
如果你能引导 Ｌｉｎｕｘ – 假设通过引导软盘 – 你只需调用 ＂ｄｄ＂：
ｄｄ ｉｆ＝／ｄｅｖ／ｚｅｒｏ ｏｆ＝／ｄｅｖ／ｈｄａ ｂｓ＝５１２ ｃｏｕｎｔ＝１
这让 ＭＢＲ 全部置零． 很明显，你得在根分区做这件事。
基于 ＤＯＳ 的解决方案
用带有＂ｄｅｂｕｇ＂ 的 ＤＯＳ 软盘引导；运行
ｄｅｂｕｇ
在 ＇－＇ 提示符下，用 ０ ＂块填充＂ 一个 ５１２－字节的内存块。
ｆ ９０００：０ ２００ ０
用 ＇ａ＇ 命令启动汇编模式，并输入以下代码：
ｍｏｖ ｄｘ，９０００
ｍｏｖ ｅｓ，ｄｘ
ｘｏｒ ｂｘ，ｂｘ
ｍｏｖ ｃｘ，０００１
ｍｏｖ ｄｘ，００８０
ｍｏｖ ａｘ，０３０１
ｉｎｔ １３
ｉｎｔ ２０
按下 ＜Ｅｎｔｅｒ＞ 退出汇编模式，深呼吸 – 按下＂ｇ＂ 执行，然后按 ＂ｑ＂ 退出 ＂ｄｅｂｕｇ＂．你的硬盘现在
处于原始状态，并可再用于分区和安装。

４．２

访问我的驱动器

４．２．１ 我的驱动器在哪里？
Ｌｉｎｕｘ 显示所有的目录都在一个目录树下，而与他们位于哪一个驱动器／硬件无关。通常，这种解
决方案比传统的 ＤＯＳ／Ｗｉｎｄｏｗｓ 模式要好—它完全从基本的硬件中抽象化了文件系统。如果你得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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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地重新安排，扩大你的硬件或增加网络资源你就喜欢这种方式。但是对于那些习惯于使用 ＤＯＳ 方
法来处理驱动器的用户，这变得有点复杂。
很简单，不要去寻找驱动器的字母。在 Ｌｉｎｕｘ 下没有这样的字母。在你的单一的 Ｌｉｎｕｘ 文件系统
（目录树）下你的磁盘内容是作为子目录出现的。缺省地，可移动介质的内容是不会自动出现在这
些子目录里的—你必须“挂载”你的驱动器。具体参见下一个问题的回答。在你移开那个介质之前
你也应先卸下那个驱动器。
在 Ｌｉｎｕｘ 下你能访问（读和写）各种驱动器和文件系统． 这包括了本地 Ｌｉｎｕｘ 分区，ＤＯＳ 和 ＭＳ
Ｗｉｎｄｏｗｓ 分区（在硬盘或软盘），ＺＩＰ 和 Ｊａｚｚ 磁盘驱动器， 和 ＣＤＲＯＭ 光盘．它也支持很多不常用
的文件系统类型。这意味着你能使用针对 Ｗｉｎｄｏｗｓ 界面的 Ｎｅｔｓｃａｐｅ 来下载 Ｌｉｎｕｘ 软件，保存下载
软件到你的 ＭＳ Ｗｉｎｄｏｗｓ 硬盘分区，然后启动 Ｌｉｎｕｘ，从你的硬盘的 Ｗｉｎｄｏｗｓ 分区复制这个下载的
软件到 Ｌｉｎｕｘ 分区，最后在 Ｌｉｎｕｘ 下安装这个软件。

４．２．２

我如何访问我的 ＣＤＲＯＭ？

挂载它。挂载你的 ＣＤ 的所有目录和文件到你的 Ｌｉｎｕｘ 目录树，所以无须驱动器的字母， 你能很容
易访问他们。作为超级用户，你能用以下命令挂载 ＣＤＲＯＭ：
ｍｏｕｎｔ －ｔ ａｕｔｏ ／ｄｅｖ／ｃｄｒｏｍ ／ｍｎｔ／ｃｄｒｏｍ
如果这条命令工作，你的 ＣＤ 的内容出现在目录／ｍｎｔ／ｃｄｒｏｍ
可能这条命令不会立刻产生作用——你可以定制它。这里解释了它是如何工作的。
这条命令告诉操作系统要挂载能自动监测文件系统类型（＂－ｔ ａｕｔｏ＂）的一个文件系统。设备是
／ｄｅｖ／ｃｄｒｏｍ。 安装点（是指需挂载的文件系统安装时所处的目录）是／ｍｎｔ／ｃｄｒｏｍ。这个目录必须
存在并且为空。 如果不存在，用以下命令创建它：
ｍｋｄｉｒ ／ｍｎｔ／ｃｄｒｏｍ
若挂载命令失败，可能在你的系统中不存在设备／ｄｅｖ／ｃｄｒｏｍ？ 试试：
ｌｓ －ｌ ／ｄｅｖ／ｃｄｒｏｍ
／ｄｅｖ／ｃｄｒｏｍ 仅仅是方便的软连接，连到映射在你的硬件上的真正的“设备”。在一个 ＩＤＥ 系统
中， 你的真正的 ＣＤＲＯＭ 可能位于／ｄｅｖ／ｈｄｂ 上。 所以试着在上面的 ｍｏｕｎｔ 命令用／ｄｅｖ／ｈｄｂ 来代替
／ｄｅｖ／ｃｄｒｏｍ：
ｍｏｕｎｔ －ｔ ａｕｔｏ ／ｄｅｖ／ｈｄｂ ／ｍｎｔ／ｃｄｒｏｍ
如果这失败了，你能试着用／ｄｅｖ／ｈｄｃ 或 ／ｄｅｖ／ｈｄｄ，如果你的 ＣＤ 是位于第二个 ＩＤＥ 接口上的一个
ＩＤＥ ＣＤＲＯＭ 。如果你的 ＣＤＲＯＭ 都不是这些，可能你没有 ＩＤＥ 而是 ＳＣＳＩ ＣＤＲＯＭ，那么试试 ／ｄｅｖ／ｓｄａ，
／ｄｅｖ／ｓｒ０， 等．
可能存在的驱动器的简要清单如下：
ｈｄａ －－
ｈｄｂ －－

在第一个 ＩＤＥ 接口的主驱动器 （总是位于第一个硬盘）
在第一个 ＩＤＥ 接口的从驱动器 （你必须有至少二个硬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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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ｄｃ －－ 在第二个 ＩＤＥ 接口的主驱动器 （如果你的计算机有二个 ＩＤＥ 接口， 大多数新的计算机都有）
ｈｄｄ －－ 在第二个 ＩＤＥ 接口的从驱动器 （若有一个）
ｓｄａ －－ 第一个 ＳＣＳＩ 驱动器
ｓｄｂ －－ 第二个 ＳＣＳＩ 驱动器 （＂ｓｄｃ＂是第三个 ＳＣＳＩ 驱动器， 等等． 在一个系统中能有很多 ｓｃｓｉ 驱动器）
ｓｒ０ －－ 第一个 ＳＣＳＩ ＣＤ 驱动器（有时称为 ｓｃｄ０）
ｓｒ１ －－ 第二个 ＳＣＳＩ ＣＤ 驱动器（有时称为 ｓｃｄ１）， （ｓｒ２ 是第三个 ＳＣＳＩ ＣＤ 驱动器， 等等． 在一个系统中能
有很多 ｓｃｓｉ ＣＤ 驱动器）．

总之有一个设备／ｄｅｖ／ｃｄｒｏｍ 总是好的。因为一些程序假定它存在。如果它在你的系统中不存在，
你可以用以下命令来创建它作为软连接，例如：
ｌｎ －ｓ ／ｄｅｖ／ｈｄｂ ／ｄｅｖ／ｃｄｒｏｍ
（以上假设你的 ｃｄｒｏｍ 是 ／ｄｅｖ／ｈｄｂ 驱动器）
如果你不能挂载是因为＂ｔｈｅ ｄｅｖｉｃｅ ｉｓ ａｌｒｅａｄｙ ｍｏｕｎｔｅｄ ｏｒ ｄｉｒｅｃｔｏｒｙ ｂｕｓｙ＂（该设备已挂上或
目录忙） ，可能挂载点／ｍｎｔ／ｃｄｒｏｍ 是你的当前工作目录。你得改变当前工作目录到其他地方以便
能挂载它， 例如，改变当前目录到根目录， 可使用这个命令：
ｃｄ ／
为了卸下已挂载的 ＣＤ， 退出目录／ｍｎｔ／ｃｄｒｏｍ 并作为超级用户输入：
ｕｍｏｕｎｔ ／ｍｎｔ／ｃｄｒｏｍ
如果你的 ＣＤＲＯＭ 没有卸载，它可以拒绝弹出这个介质。而且，如果前一个 ＣＤ 没被卸载，当你挂载
下一个时可能会遇到问题。如果你因为＂ｔｈｅ ｄｅｖｉｃｅ ｉｓ ｂｕｓｙ＂（设备忙碌）而不能卸载， 可能
／ｍｎｔ／ｃｄｒｏｍ （或任何在该目录下的子目录）是你的当前目录？你必须改变你的当前目录到任何其
他地方而不是挂载点，以便卸载该设备。

４．２．３

如何挂载软盘，ｚｉｐ 磁盘驱动器，ｄｏｓ 分区，或网络驱动器？

和 ＣＤＲＯＭ 大致一样－－－ 如果你不读这一节，看前面的回答。
软盘
我能挂载我的软盘（作为超级用户），用命令：
ｍｏｕｎｔ －ｔ ａｕｔｏ ／ｄｅｖ／ｆｄ０ ／ｍｎｔ／ｆｌｏｐｐｙ
此外，保证目录／ｍｎｔ／ｆｌｏｐｐｙ 必须存在并且为空。而且，／ｍｎｔ／ｆｌｏｐｐｙ／不能是你的当前目录。
在成功挂载后，来自软盘的文件出现在目录／ｍｎｔ／ｆｌｏｐｐｙ／ 。所有的用户能够读这些文件，但只有
在根目录能够改变／删除这些文件。如果你想让用户能将文件写到软盘请更深入地阅读相关帮助。
为了卸载软盘，（你必须在弹出盘时作这一工作）使用：
ｕｍｏｕｎｔ ／ｍｎｔ／ｆｌｏｐｐ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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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因为＂ｔｈｅ ｄｅｖｉｃｅ ｉｓ ｂｕｓｙ＂（设备忙碌）而不能卸载， 可能／ｍｎｔ／ｆｌｏｐｐｙ／是你的当前目录。
输入以下命令退出（例如）：
ｃｄ
该命令改变你当前目录到你的主目录。

Ｚｉｐ 磁盘驱动器
我用以下命令挂载并行端口外设 ｚｉｐ 磁盘驱动器（ｓｃｓｉ 模拟器）：
ｍｏｕｎｔ －ｔ ｖｆａｔ ／ｄｅｖ／ｓｄａ４ ／ｍｎｔ／ｚｉｐｄｒｉｖｅ
这里使用了 ＂－ｔ ｖｆａｔ＂ 因为在 ｖｆａｔ 文件系统里预格式化了 ｚｉｐ 磁盘， 该文件系统是一种由长文
件名支持的 ＭＳ Ｗｉｎｄｏｗｓ 文件系统。 没有卸载它你不能弹出磁盘。此外，目录必须存在并且为
空。而且，不能是你的当前工作目录（见前面的解答）。
我能够使用以下命令挂载内部 ＩＤＥ ｚｉｐ 磁盘驱动器：
ｍｏｕｎｔ －ｔ ｖｆａｔ ／ｄｅｖ／ｈｄｄ４ ／ｍｎｔ／ｚｉｐｄｒｉｖｅ
在我的系统中，这是在第二个 ＩＤＥ 接口的第二个驱动器上，所以＂ｈｄｄ＂—如果在你的系统里需要的
话用 ＂ｈｄｂ＂ 或 ＂ｈｄｃ＂替换它．
来自 Ａｌｖａｒｏ Ｒｅｇｕｌｙ ＜ａｌｖａｒｏ＠ｒｅｇｕｌｙ．ｎｅｔ＞的提示． ＂我有一台 ＡＴＡＰＩ Ｚｉｐ 磁盘驱动器 （作为
ＡＴＡＰＩ 软盘验证过） 所以为了使它和 Ｄｅｂｉａｎ 以及 ｋｅｒｎｅｌ ２．４．３ 一起工作我得把我的 ＢＩＯＳ 设置从
＂Ａｕｔｏｄｅｔｅｃｔ＂ 转到＂Ｎｏｎｅ＂ （当然只针对 Ｚｉｐ ）， 并挂载它。使用命令
ｍｏｕｎｔ －ｔ ｖｆａｔ ／ｄｅｖ／ｈｄｂ
（不带有末尾的 ４！） ＂
除了 ＵＳＢ，Ｌｉｎｕｘ（ １９９９ 四月）支持所有的 ｚｉｐ 磁盘驱动器 （内部 ＳＣＳＩ 和 ＩＤＥ， 外部 ＳＣＳＩ 和并
行端口）． 如果在你的系统中不能自动装载 ｚｉｐ 磁盘驱动器的驱动程序， 详见本章关于如何手动
装载 ｚｉｐ 磁盘驱动器的模块（驱动程序）。

ＤＯＳ／Ｗｉｎｄｏｗｓ 分区
在我的计算机里带有 Ｌｉｎｕｘ 和 ＭＳ Ｗｉｎｄｏｗｓ 二个操作系统，我使用双启动系统。在使用以下命令
挂载 ＤＯＳ／Ｗｉｎｄｏｗｓ 分区后我能访问在此分区的文件：
ｍｏｕｎｔ －ｔ ｖｆａｔ ／ｄｅｖ／ｈｄａ１ ／ｍｎｔ／ｄｏｓｄｒｉｖｅ
此外，基于你的 ＤＯＳ 文件系统位于哪个分区，你可以定制这条命令。＂ｈｄａ１＂ 意为第一个 ＩＤＥ 硬盘
（ｈｄ ａ）， 第一个分区 （１）；＂ｈｄａ２＂ 是第一个 ＩＤＥ 硬盘， 第二个分区； ＂ｈｄａ３＂－－第一个 ＩＤＥ 硬
盘， 第三个分区；＂ｈｄｂ１＂－－第二个 ＩＤＥ 硬盘，第一个分区 （或仅仅 ＂ｈｄｂ＂如果它是 ＣＤＲＯＭ 作为从
驱动器安装在你的第一个 ＩＤＥ 接口）． ＂ｈｄｃ＂ 是第三个 ＩＤＥ 驱动器， ｈｄｄ 是第四个 ＩＤＥ 驱动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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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ＣＳＩ 接口有相似的名字，开始是字母＂ｓｄ＂，接着是显示 ＳＣＳＩ 接口的字母，然后跟着显示 ＳＣＳＩ 设备
ｉｄ 的数字。例如，ｓｄａ４ 是指 ＂第一个 ＳＣＳＩ 接口， ｉｄ 号是 ４＂。
为了挂载后所有的用户能读和写，你可以试着用命令：
ｍｏｕｎｔ －ｔ ｖｆａｔ －ｏ ｕｓｅｒ，ｒｗ，ｅｘｅｃ，ｕｍａｓｋ＝０００ ／ｄｅｖ／ｈｄａ１ ／ｍｎｔ／ｄｏｓｄｒｉｖｅ
这条命令使用了选项 （－ｏ ｕｓｅｒ，ｒｗ，ｅｘｅｃ，ｕｍａｓｋ＝０００），给与每个人在你的 ＤＯＳ ／ｄｅｖ／ｈｄａ１ 分区里的
所有文件全部的权限。（你应当问你自己 这对你的系统是否安全）。如果用户还不能写到 ＤＯＳ 分
区，可能在你的挂载点的权限需要设置。这条命令（由根执行）将在挂载点／ｍｎｔ／ｄｏｓｄｒｉｖｅ 设置权
限以便所有的用户都得到读，写和执行的权利：
ｃｈｍｏｄ ａ＝ｒｗｘ ／ｍｎｔ／ｄｏｓｄｒｉｖｅ

网络文件系统（ＮＦＳ）
这主要是针对那些需直接访问位于另一 Ｌｉｎｕｘ 计算机的文件的系统。为了挂在远程文件系统如 ＮＦＳ，
首先检查是否 ＮＦＳ 服务已被激活（使用程序 ｓｅｔｕｐ）。ＮＦＳ 也要求来自其它计算机的权限。为了在
服务器上设定权限，作为超级用户，运行：
ｎｅｔｃｏｎｆ
并在“输出文件系统”菜单下调整设置。
如果你更喜欢手动设定，在文件／ｅｔｃ／ｅｘｐｏｒｔｓ 里设置权限。我的／ｅｔｃ／ｅｘｐｏｒｔｓ 的设置看起来
像 ：
／ｕｓｒ ｈａｃｋｅｒ（ｒｏ） ｍａｒｓ（ｒｏ）
／ｈｏｍｅ ｈａｃｋｅｒ（ｒｗ） ｍａｒｓ（ｒｗ）
／ｍｎｔ ｈａｃｋｅｒ（ｒｗ） ｍａｒｓ（ｒｗ）
这给与了二台名为 ｈａｃｋｅｒ 和 ｍａｒｓ 的机器以权限来挂载目录／ｕｓｒ／ （只读）， ／ｈｏｍｅ 和／ｍｎｔ （读
写）。
如果你适当设置了 ＮＦＳ ， 你现在能够使用下面的命令来挂载网络目录：
ｍｏｕｎｔ －ｔ ｎｆｓ ｍａｒｓ：／ｈｏｍｅ ／ｍｎｔ／ｍａｒｓ＿ｈｏｍｅ
这挂载了一台称为＂ｍａｒｓ＂ 的机器的目录／ｈｏｍｅ／ 的内容进入目录／ｍｎｔ／ｍａｒｓ＿ｈｏｍｅ （必须存在且为
空）。
很多的操作系统可识别 ＮＦＳ， 但 ＭＳ Ｗｉｎｄｏｗｓ 不会。所以 ＭＳ Ｗｉｎｄｏｗｓ 的远程共享需另外处理，详
见下一问题的解答。

４．２．４

如何通过 Ｓａｍｂａ 挂载远程 ＭＳ Ｗｉｎｄｏｗｓ 的文件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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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 Ｓａｍｂａ 协议，一个远程 ＭＳ Ｗｉｎｄｏｗｓ 文件系统能被挂载到 Ｌｉｎｕｘ 文件系统 。
必须安装 Ｓａｍｂａ ，若未安装，到这里下载：
ｈｔｔｐ：／／ｌｉｎｕｘ－ｎｅｗｂｉｅ．ｓｕｎｓｉｔｅ．ｄｋ／ｌｎａｇ＿ｄｒｉｖｅｓ．ｈｔｍｌ＃ｓａｍｂａ＿ｓｅｔｕｐ＃ｓａｍｂａ＿ｓｅｔｕｐ
作为超级用户，输入命令如下：
ｓｍｂｍｏｕｎｔ ／／ｍａｒｓ／ｗｉｎｄｏｗｓ ／ｍｎｔ／ｍａｒｓ＿ｗｉｎｄｏｗｓ －ｃ ｍａｒｉｅ
这挂载了来自名为 ｍａｒｓ 的 ＭＳ Ｗｉｎｄｏｗｓ 机器的被称作 ｗｉｎｄｏｗｓ 的 ＭＳ Ｗｉｎｄｏｗｓ 资源。客户机的挂
载点是 ／ｍｎｔ／ｍａｒｓ＿ｗｉｎｄｏｗｓ／ ． 选项 ＂－ｃ＂ 指定了 ｓａｍｂａ 服务器是名为 ｍａｒｉｅ 的机器（这并不是
必需的，但它在我的系统里）。
要使上面的命令工作，对于在 ＭＳ Ｗｉｎｄｏｗｓ 机器上将目录或驱动器作为资源共享，必须赋予它们权
限。要设置权限，在 ＭＳ Ｗｉｎｄｏｗｓ 机器上，使用＂控制面板—网络＂ 激活文件共享，然后启动“资
源管理器”，在要共享的目录或驱动器上点击鼠标右键，点属性，切换到＂ｓｈａｒｉｎｇ＂， 给自己一个
权限，给这个资源一个名字
为了卸载一个 ＭＳ Ｗｉｎｄｏｗｓ 目录，使用：
ｓｍｂｕｍｏｕｎｔ ／ｍｎｔ／ｍａｒｓ＿ｗｉｎｄｏｗｓ
如果有问题，请看：
ｍａｎ ｓｍｂｍｏｕｎｔ

４．２．５

有快捷方式访问在 ＤＯＳ／Ｗｉｎｄｏｗｓ 软盘上的文件吗？

使用＂ｍｔｏｏｌｓ＂， 无须挂载。例如，我能使用 ｍｄｉｒ 命令，快速检查我的 ＤＯＳ 软盘根目录的内容：
ｍｄｉｒ ａ：＼
我也能使用 ｍｃｏｐｙ 将在软盘根目录下的文件＂ａｕｔｏｅｘｅｃ．ｂａｔ＂复制到我的 Ｌｉｎｕｘ 的当前目录：
ｍｃｏｐｙ ａ：＼ａｕｔｏｅｘｅｃ．ｂａｔ
你必须是超级用户，才能将文件写到软盘。
输入 ＂ｍｔｏｏｌｓ＂来查看丰富的 ｍｔｏｏｌｓ 工具集合所支持的命令，这些命令和最普遍的 ＤＯＳ 命令相似（例
如： ｍｆｏｒｍａｔ， ｍｔｙｐｅ， ｍｒｅｎ， ｍｍｏｖｅ， ｍｄｅｌ， ｍｒｄ， ｍａｔｔｒｉｂ， ．．．）， 如果你在使用中有什么问题，使
用手册，例如：
ｍａｎ ｍｔｙｐｅ
将看到在 ＤＯＳ 分区如何显示一个文本文件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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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访问并非标有 ａ：或 ｂ：的 ＤＯＳ 驱动器，你需配置 ｍｔｏｏｌｓ 以显示与其它 ＤＯＳ “驱动器字母”相
关的驱动器． 这很容易—你只要编辑和改变文件／ｅｔｃ／ｍｔｏｏｌｓ．ｃｏｎｆ ． 典型地， 我使用 ｐｉｃｏ 来做
这个工作（必须是超级用户）：
ｐｉｃｏ ／ｅｔｃ／ｍｔｏｏｌｓ．ｃｏｎｆ
例如，我的 ／ｅｔｃ／ｍｔｏｏｌｓ 文件里包含了象这样的一行：
ｄｒｉｖｅ ｃ： ｆｉｌｅ＝＂／ｄｅｖ／ｈｄａ１＂
这一行指示 ｍｔｏｏｌｓ
＂／ｄｅｖ／ｈｄａ１＂ 分区称为＂ｃ：＂ ． 在 ／ｅｔｃ／ｍｔｏｏｌｓ．ｃｏｎｆ 里的设置仅要求去掉
注释（在行的开头删去 ＂＃＂） 并调整适当的入口．

４．２．６

作为超级用户我可以挂载． 普通用户能做到吗？

你可以作为超级用户编辑这个文件 ／ｅｔｃ／ｆｓｔａｂ，给予普通用户权限来挂载一个特别的驱动器．例如，
我能用 ｐｉｃｏ 文本编辑器来做：
ｐｉｃｏ －ｗ ／ｅｔｃ／ｆｓｔａｂ
选项 ‘－ｗ’ 关闭了对长文本行的限制．
这里是我的文件／ｅｔｃ／ｆｓｔａｂ 的内容：
／ｄｅｖ／ｈｄａ２ ／ ｅｘｔ２ ｄｅｆａｕｌｔｓ １ １
／ｄｅｖ／ｈｄｃ３ ／ｈｏｍｅ ｅｘｔ２ ｄｅｆａｕｌｔｓ １ ２
／ｄｅｖ／ｈｄｃ２ ／ｕｓｒ ｅｘｔ２ ｄｅｆａｕｌｔｓ １ ２
／ｄｅｖ／ｈｄｃ４ ｓｗａｐ ｓｗａｐ ｄｅｆａｕｌｔｓ ０ ０
／ｄｅｖ／ｆｄ０ ／ｍｎｔ／ｆｌｏｐｐｙ ａｕｔｏ ｎｏａｕｔｏ，ｕｓｅｒｓ，ｒｗ ０ ０
／ｄｅｖ／ｃｄｒｏｍ ／ｍｎｔ／ｃｄｒｏｍ ａｕｔｏ ｎｏａｕｔｏ，ｕｓｅｒ，ｒｏ ０ ０
／ｄｅｖ／ｓｄａ４ ／ｍｎｔ／ｚｉｐｄｒｉｖｅ ｖｆａｔ ｎｏａｕｔｏ，ｕｓｅｒ，ｒｗ，ｅｘｅｃ ０ ０
／ｄｅｖ／ｈｄａ１ ／ｍｎｔ／ｄｏｓｄｒｉｖｅ ｖｆａｔ ｎｏａｕｔｏ，ｕｓｅｒ，ｒｗ ０ ０
ｎｏｎｅ ／ｐｒｏｃ ｐｒｏｃ ｄｅｆａｕｌｔｓ ０ ０
ｈａｃｋｅｒ：／ｍｎｔ／ｃｄｒｏｍ ／ｍｎｔ／ｈａｃｋｅｒ＿ｃｄｒｏｍ ｎｆｓ ｎｏａｕｔｏ，ｕｓｅｒ，ｒｏ ０ ０
ｈａｃｋｅｒ：／ｍｎｔ／ｆｌｏｐｐｙ ／ｍｎｔ／ｈａｃｋｅｒ＿ｆｌｏｐｐｙ ｎｆｓ ｎｏａｕｔｏ，ｕｓｅｒ，ｒｗ ０ ０
ｈａｃｋｅｒ：／ｈｏｍｅ ／ｍｎｔ／ｈａｃｋｅｒ＿ｈｏｍｅ ｎｆｓ ｎｏａｕｔｏ，ｕｓｅｒ，ｒｗ ０ ０
ｈａｃｋｅｒ：／ｕｓｒ ／ｍｎｔ／ｈａｃｋｅｒ＿ｕｓｒ ｎｆｓ ｎｏａｕｔｏ，ｕｓｅｒ，ｒｗ ０ ０
每一行包含了六个由空格分割的域（这意味着每行有六个由空格分开的输入点）。
第一个是设备的名字。
第二个是挂载点（指你的 Ｌｉｎｕｘ 系统中一个存在的目录指向挂载的资源） 。
第三个是文件系统类型。对于可能包含几种类型文件系统的可移动介质 ，我使用＂ａｕｔｏ＂ 选
项，让 Ｌｉｎｕｘ 检测当前展现于此的是哪一种文件系统。 （检测文件系统的顺序是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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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ｔｃ／ｆｉｌｅｓｙｓｔｅｍｓ 文件的内容决定。 你可能想证实是否在 ＂ｍｓｄｏｓ＂之前它指定了＂ｖｆａｔ＂
还是缩略了 ＤＯＳ 的长文件名）。
第四个域包含了选项： ＂ａｕｔｏ＂ ＝ 系统启动时挂载文件系统； ＂ｒｗ＂ ＝ 可读写； ＂ｒｏ＂ ＝只读，
＂ｕｓｅｒ＂ ＝ 用户有可挂载该文件系统的权限（也可以使用 ＂ｕｓｅｒｓ＂允许一个用户挂载而另一
用户卸载— 否则只有挂载该文件系统的用户才能卸载），＂ｅｘｅｃ＂ 允许该文件系统的程序运
行。
第五个域的数字指定是否在系统备份时也备份该文件系统，
第六个域的数字决定是否在引导时检查文件系统的完整性。 在我的 ／ｅｔｃ／ｆｓｔａｂ 里 ｈａｃｋｅｒ
是在我的家庭网络的另一台计算机（叫作＂ｈａｃｋｅｒ＂） 的文件系统。在此作为如何挂载网络资
源的例子。 用 ｍａｎ ｆｓｔａｂ 来获得更多信息。
例如， 如果普通用户（非超级用户）拥有挂载 ｃｄｒｏｍ 的权限（指定 ＂ｕｓｅｒ＂选项）， 他们可以使用一个
命令来挂载它：
ｍｏｕｎｔ ／ｍｎｔ／ｃｄｒｏｍ
超级用户用于挂载操作的命令对于普通用户不会有效， 因为在／ｅｔｃ／ｆｓｔａｂ 文件里普通用户的权限
通过某些选项而受到限制。 所以他／她不能同时指定设备和挂载点．
对于一个能够对磁碟进行写操作或执行某一程序能力的普通用户， 必须在”挂载点”目录下赋予他
／她适当的权限。 例如， 在目录／ｍｎｔ／ｆｌｏｐｐｙ 下给予所有用户全部的权限（读，写，执行）。
ｃｈｍｏｄ ａ＋ｒｗｘ ／ｍｎｔ／ｆｌｏｐｐｙ
现在（对于软盘，在文件／ｅｔｃ／ｆｓｔａｂ 里选定了 ＂ｒｗ＂ 选项）用户能够对软盘进行写操作。如果在
／ｅｔｃ／ｆｓｔａｂ 文件里启用了＂ｅｘｅｃ＂ 选项，用户也能从软盘中运行程序。
请注意， ＤＯＳ ｖｆａｔ 文件系统并不知道 Ｌｉｎｕｘ 所给予的文件权限。 在挂载时 Ｌｉｎｕｘ 管理这些权限
是通过给予已挂载的文件系统缺省的文件权限：挂载该文件系统的用户是所有文件的拥有者， 并被
赋予对该文件系统进行写操作的权利（如果在 ｆｓｔａｂ 指定了 ＂ｒｗ＂）。 但是其他用户只能读。如果
你想改变这种设置，你可以使用＂ｕｍａｓｋ＝＂ 选项，在你的／ｅｔｃ／ｆｓｔａｂ 文件里的相对应的文本行看起来
象下面的这个例子：
／ｄｅｖ／ｓｄａ４ ／ｍｎｔ／ｚｉｐｄｒｉｖｅ ｖｆａｔ ｎｏａｕｔｏ，ｕｓｅｒｓ，ｒｗ，ｅｘｅｃ，ｕｍａｓｋ＝０００ ０ ０
在你的 ｚｉｐ 磁盘驱动器， 每个用户都被完全地赋予所有的权限（挂载， 卸载， 读，写，执行）。
总之， 这个／ｅｔｃ／ｆｓｔａｂ 文件保存了你挂载文件系统时的默认值和允许用户访问的类型。你应当定
制该文件来简化你的系统的挂载操作。 Ｌｉｎｕｘ 默认的挂载配置出于安全的目的而给予了必要的限
制，当你在家安装 Ｌｉｎｕｘ 时可以删除一些限制。

４．２．７

挂载命令太长， 我如何用别名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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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别名是一个更复杂或更常用命令的缩写。为了创建别名，我作为超级用户， 编辑／ｅｔｃ／ｂａｓｈｒｃ
文件。 在系统中别名对于所有用户都是有效的（为了创建用户指定的别名， 编辑在用户主目录里
的 。ｂａｓｈｒｃ 文件） 我的／ｅｔｃ／ｂａｓｈｒｃ 文件的相关部分如下：
ａｌｉａｓ
ａｌｉａｓ
ａｌｉａｓ
ａｌｉａｓ
ａｌｉａｓ
ａｌｉａｓ
ａｌｉａｓ
ａｌｉａｓ

ｃｄｒｏｍ＝＂ｍｏｕｎｔ －ｖ ／ｍｎｔ／ｃｄｒｏｍ＂
ｕｃｄｒｏｍ＝＂ｕｍｏｕｎｔ －ｖ ／ｍｎｔ／ｃｄｒｏｍ＂
ｄｏｓｄｒｉｖｅ＝＂ｍｏｕｎｔ －ｖ ／ｍｎｔ／ｄｏｓｄｒｉｖｅ＂
ｕｄｏｓｄｒｉｖｅ＝＂ｕｍｏｕｎｔ －ｖ ／ｍｎｔ／ｄｏｓｄｒｉｖｅ＂
ｚｉｐｄｒｉｖｅ＝＂ｍｏｕｎｔ －ｖ ／ｍｎｔ／ｚｉｐｄｒｉｖｅ＂
ｕｚｉｐｄｒｉｖｅ＝＂ｕｍｏｕｎｔ －ｖ ／ｍｎｔ／ｚｉｐｄｒｉｖｅ＂
ｆｌｏｐｐｙ＝＂ｍｏｕｎｔ －ｖ ／ｍｎｔ／ｆｌｏｐｐｙ＂
ｕｆｌｏｐｐｙ＝＂ｕｍｏｕｎｔ －ｖ ／ｍｎｔ／ｆｌｏｐｐｙ＂

＂－ｖ＂ 选项代表 ＂ｖｅｒｂｏｓｅ＂， 即： 告诉 Ｌｉｎｕｘ 在挂载时告诉我更多信息。为了让别名生效，用户要
重新登录。现在用户可以使用这一简单命令挂载软盘：
ｆｌｏｐｐｙ
他／她可使用下面的命令卸载：
ｕｆｌｏｐｐｙ

４．２．８

我能自动挂载吗？

是的， 当你访问一个文件系统时你能够自动挂载它， 而当你停止使用时卸载。这和你在 ＭＳ
Ｗｉｎｄｏｗｓ 下所做的很相似。但是， 如果你在 ＤＯＳ 或 Ｗｉｎｄｏｗｓ 广泛使用可移动介质，你一定已经注意
到了自动挂载并非完全安全。
在 Ｌｉｎｕｘ 下挂载有二种方式， 分别称为”超级挂载”（ ＂ｓｕｐｅｒｍｏｕｎｔ＂）和”自动挂
载”（ ＂ａｕｔｏｍｏｕｎｔ＂）。
超级挂载． Ｍａｎｄｒａｋｅ ７．２ 给你使用＂ｓｕｐｅｒｍｏｕｎｔ＂ 的选项作为设置选项。 所以对于＂ｓｕｐｅｒｍｏｕｎｔ＂
的最简单的方法是安装最新的 Ｍａｎｄｒａｋｅ 并选择该选项。 在运行 Ｍａｎｄｒａｋｅ 的计算机里我的
／ｅｔｃ／ｆｓｔａｂ 文件包含了下列 各行：
／ｄｅｖ／ｈｄａ３ ／ ｅｘｔ２ ｄｅｆａｕｌｔｓ １ １
ｎｏｎｅ ／ｄｅｖ／ｐｔｓ ｄｅｖｐｔｓ ｍｏｄｅ＝０６２０ ０ ０
／ｄｅｖ／ｈｄａ４ ／ｈｏｍｅ ｅｘｔ２ ｄｅｆａｕｌｔｓ １ ２
／ｍｎｔ／ｃｄｒｏｍ ／ｍｎｔ／ｃｄｒｏｍ ｓｕｐｅｒｍｏｕｎｔ ｆｓ＝ｉｓｏ９６６０，ｄｅｖ＝／ｄｅｖ／ｃｄｒｏｍ ０ ０
／ｍｎｔ／ｆｌｏｐｐｙ ／ｍｎｔ／ｆｌｏｐｐｙ ｓｕｐｅｒｍｏｕｎｔ ｆｓ＝ｖｆａｔ，ｄｅｖ＝／ｄｅｖ／ｆｄ０ ０ ０
／ｍｎｔ／ｚｉｐ ／ｍｎｔ／ｚｉｐ ｓｕｐｅｒｍｏｕｎｔ ｆｓ＝ｖｆａｔ，ｄｅｖ＝／ｄｅｖ／ｚｉｐ ０ ０
ｎｏｎｅ ／ｐｒｏｃ ｐｒｏｃ ｄｅｆａｕｌｔｓ ０ ０
／ｄｅｖ／ｈｄｂ２ ／ｕｓｒ ｅｘｔ２ ｄｅｆａｕｌｔｓ １ ２
／ｄｅｖ／ｈｄｂ５ ｓｗａｐ ｓｗａｐ ｄｅｆａｕｌｔｓ ０ ０
在以上例子中， 你可能注意到了我选择超级挂载入 ３ 个文件系统： ｃｄｒｏｍ， ｆｌｏｐｐｙ 和 ｚｉｐｄｒｉｖｅ。
我能手动编辑文件／ｅｔｃ／ｆｓｔａｂ （比如，使用 ｐｉｃｏ） 或使用 ｓｕｐｅｒｍｏｕｎｔ 命令来定制超级挂载以满足
我的需要。
自动挂载。 为了配置＂自动挂载＂， 我先运行 ｎｔｓｙｓｖ 程序（在作为超级用户条件下）并保证启用自
动挂载服务（＂ａｕｔｏｆ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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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 我通过编辑／ｅｔｃ／ａｕｔｏ．ｍａｓｔｅｒ 和 ／ｅｔｃ／ａｕｔｏ．ｍｉｓｃ 文件来配置自动挂载。 例如 （作为超级
用户）：
ｐｉｃｏ ／ｅｔｃ／ａｕｔｏ．ｍａｓｔｅｒ
我的

／ｅｔｃ／ａｕｔｏ．ｍａｓｔｅｒ 文件就象：

／ｍｉｓｃ ／ｅｔｃ／ａｕｔｏ．ｍｉｓｃ －－ｔｉｍｅｏｕｔ １
这假定在目录／ｍｉｓｃ （必须存在且为空）里要挂载我的需自动挂载的设备。 在我停止使用这些设备
后一秒（例如，在我退出该目录后），我的自动挂载设备将自动卸载。这是很短的时间—你可以选
择更长一些。详细的配置文件是／ｅｔｃ／ａｕｔｏ．ｍｉｓｃ 。这是我的文件内容：
ｋｅｒｎｅｌ －ｒｏ，ｓｏｆｔ，ｉｎｔｒ ｆｔｐ．ｋｅｒｎｅｌ．ｏｒｇ：／ｐｕｂ／ｌｉｎｕｘ
ｃｄｒｏｍ －ｆｓｔｙｐｅ＝ａｕｔｏ，ｒｏ ：／ｄｅｖ／ｃｄｒｏｍ
ｆｌｏｐｐｙ －ｆｓｔｙｐｅ＝ａｕｔｏ，ｒｗ ：／ｄｅｖ／ｆｄ０
ｚｉｐｄｒｉｖｅ －ｆｓｔｙｐｅ＝ｖｆａｔ，ｒｗ ：／ｄｅｖ／ｓｄａ４
ｄｏｓｄｒｉｖｅ －ｆｓｔｙｐｅ＝ｖｆａｔ，ｒｏ ：／ｄｅｖ／ｈｄａ１
ｈａｃｋｅｒ＿ｃｄｒｏｍ －ｆｓｔｙｐｅ＝ｎｆｓ，ｒｏ ｈａｃｋｅｒ：／ｍｎｔ／ｃｄｒｏｍ
ｈａｃｋｅｒ＿ｆｌｏｐｐｙ －ｆｓｔｙｐｅ＝ｎｆｓ，ｒｗ ｈａｃｋｅｒ：／ｍｎｔ／ｆｌｏｐｐｙ
ｈａｃｋｅｒ＿ｕｓｒ －ｆｓｔｙｐｅ＝ｎｆｓ，ｒｏ ｈａｃｋｅｒ：／ｕｓｒ
每行包含了 ３ 个由空格分隔的域。第一个域是”关键点”， 它是（在 ／ｍｉｓｃ 之下的）要挂载的设备
所处的子目录的名字。 这个目录不应当存在， 当我使用 ｌｓ 命令时该目录不可见，但我能用 ＂ｃｄ＂命
令进入该目录， 然后我能挂载该设备。 不要问我为什么这样和如何在 ＧＵＩ 里使用这种的自动挂
载。我不知道。 在我的 ａｕｔｏ．ｍｉｓｃ 文件里与 ｈａｃｋｅｒ 相关的是在我的家庭网络的另一台计算机里
的 ｃｄｒｏｍ 和软盘。
我自动挂载到／ｍｉｓｃ 目录 （不是 ／ｍｎｔ）， 因而我也能不使用自动挂载而用手动挂载文件系统到／ｍｎｔ
目录。

４．２．９

我如何得到已识别的在并行端口（外部）的 ｚｉｐ 磁盘驱动器？

ＲｅｄＨａｔ ６．０ ａｎｄ ６．１
在我升级到 ＲｅｄＨａｔ ６．０ 时，ｚｉｐ 磁盘驱动器 （ｚｉｐ１００ 磁盘驱动器）安装后不工作。（安装程序被告
知不能发现 ｚｉｐ 磁盘驱动器）。 所以，在安装完成后，我（作为超级用户）发出以下命令， 将并行端
口 ｚｉｐ 磁盘驱动器的模块插入到内核：
／ｓｂｉｎ／ｉｎｓｍｏｄ ｐａｒｐｏｒｔ
／ｓｂｉｎ／ｉｎｓｍｏｄ ｐｐａ
为了让这二行在每次启动后自动执行， 我将它们加入到／ｅｔｃ／ｒｃ．ｄ／ｒｃ．ｌｏｃａｌ 文件的末尾（该文件就
象 ＤＯＳ 里的 ａｕｔｏｅｘｅｃ．ｂａｔ 文件）。
如果做这样的设置后还不工作，你也可以编辑／ｅｔｃ／ｃｏｎｆ．ｍｏｄｕｌｅｓ 文件。我的文件里包含了这样一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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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ｌｉａｓ ｐａｒｐｏｒｔ＿ｌｏｗｌｅｖｅｌ ｐａｒｐｏｒｔ＿ｐｃ
并且没有提及＂ｐｐａ＂模块的行。
对于更新版本的 Ｚｉｐ２５０ 磁盘驱动器， 我从／ｅｔｃ／ｒｃ．ｄ／ｒｃ．ｌｏｃａｌ 文件中执行以下二行：
／ｓｂｉｎ／ｉｎｓｍｏｄ ｐａｒｐｏｒｔ
／ｓｂｉｎ／ｉｎｓｍｏｄ ｉｍｍ

４．２．１０

我能设置 ３２ 位硬盘的 Ｉ／Ｏ？

更新版的 Ｌｉｎｕｘ （如 Ｍａｎｄｒａｋｅ ７．０） 能自动开启硬盘优化程序： ３２－位输入／输出（Ｉ／Ｏ）和直接内存
存取 （ＤＭＡ）。 这里是如何手动开启硬盘优化程序的文档。 （基于由 Ｅｄｗａｒｄ Ｃｈｏｈ 所著的文档，参
见 ｈｔｔｐ：／／ｈａｒｄｗａｒｅｚｏｎｅ．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ｃｏｍ．ｓｇ／ｍａｉｎ．ｈｔｍ．）
这个程序能让我的机器很好地工作， 但要警告你它可能损伤你的硬盘的内容。 所以如果你真的是
一个新手， 不要做这件事。现在不要感到厌烦或心虚—我不能保证它能很好地为你工作。
开启 ３２－位 Ｉ／Ｏ 和 ＤＭＡ 要由超级用户来做。我是在单一用户模式内做的 （这样如果有些错误发生，
我重新启动可使文件系统的损伤减到最小。）。 我确实不会在当前还在运行很多系统或 Ｘ－ｗｉｎｄｏｗｓ
时在其中的某一系统中做这样的事， 并且会对任何宝贵数据进行备份。
要使你的计算机能在单一用户模式下导入，（在导入过程中）在 ｌｉｌｏ 提示符下我输入：
ｌｉｎｕｘ ｓｉｎｇｌｅ
假设， 我想在我的第一个 ＩＤＥ 硬盘－－ ＂ｈｄａ＂启用 ３２ 位 Ｉ／Ｏ。 首先， 我测试该硬盘当前的性能并记
录该结果：
ｈｄｐａｒｍ －ｔ ／ｄｅｖ／ｈｄａ
现在我显示当前 Ｉ／Ｏ 和 ＤＭＡ 的设置：
ｈｄｐａｒｍ －ｃ ／ｄｅｖ／ｈｄａ
［我的系统显示 ０，意味着 ３２ 位 Ｉ／Ｏ 被关闭， 默认使用 １６ 位存取］
ｈｄｐａｒｍ －ｄ ／ｄｅｖ／ｈｄａ
［我的系统再次显示 ０， 意味着硬盘 ＤＭＡ 存取被关闭］
现在我开启 ３２ 位 Ｉ／Ｏ 和 ＤＭＡ：
ｈｄｐａｒｍ －ｃ １ ／ｄｅｖ／ｈｄａ
ｈｄｐａｒｍ －ｄ １ ／ｄｅｖ／ｈｄａ
现在我再测试该硬盘的性能并与原先的做一比较：
ｈｄｐａｒｍ －ｔ ／ｄｅｖ／ｈｄ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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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正常工作且性能提高， 我就能够”提交”这个新的设置，所以这些设置能使一个软件再生。
ｈｄｐａｒｍ －ｋ １ ／ｄｅｖ／ｈｄａ
为了让你在每次启动机器时都能使这新设置产生作用， 你可以在 ／ｅｔｃ／ｒｃ．ｄ／ｒｃ．ｌｏｃａｌ 文件的末尾
增加一行（该文件与 ＤＯＳ 的 ＡＵＴＯＥＸＥＣ．ＢＡＴ 类似）：
ｈｄｐａｒｍ －ｃ １ －ｄ １ －ｋ １ ／ｄｅｖ／ｈａｄ
如果某些工作不正常，或性能并未真正提高，只要我不执行最后那个操作， 我在任何时候启动总是旧
的设置发生作用。
在我的家庭网络我实现四个硬盘之间的转换。在 ３ 个新硬盘之间转换是成功的：性能提高了 ３０－
３００％ ， 至少一个硬盘”感觉”比以前更 快。 有一个硬盘（很古怪）在性能测试时总让计算机死机，
我每次都得重新启动机器（不损伤数据）。

４．２．１１

我所打开的文件数已达到限量（错误信息）

你能通过 ／ｐｒｏｃ 文件系统增加该限量。 这个文件系统完全是虚拟的—它只是用于看或设置 Ｌｉｎｕｘ
内核的某一部分的“窗口”。 为了能读到我的系统中已同时打开的文件的最大数量，我使用以下命
令：
ｃａｔ ／ｐｒｏｃ／ｓｙｓ／ｆｓ／ｆｉｌｅ－ｍａｘ
在我的系统中（Ｍａｎｄｒａｋｅ ７．２），该限量为 ８１９２。为了增加它， 我（作为超级用户）使用：
ｅｃｈｏ １６０００

＞ ／ｐｒｏｃ／ｓｙｓ／ｆｓ／ｆｉｌｅ－ｍａｘ

你也可以在相关的内核变量中增加该限量：
ｅｃｈｏ ３００００ ＞ ／ｐｒｏｃ／ｓｙｓ／ｆｓ／ｉｎｏｄｅ－ｍａｘ
为了使这一改变永久保存， 把上一行加到你的启动脚本文件／ｅｔｃ／ｒｃ．ｄ／ｒｃ．ｌｏｃａｌ 的末尾。
你可以用以下命令行来更深入了解 ／ｐｒｏｃ Ｌｉｎｕｘ 内核界面， 它所包含的变量的意义和推荐值。
（如果你已安装了 Ｌｉｎｕｘ 内核源代码， 即使对新手也是很大的资源）：
ｌｅｓｓ ／ｕｓｒ／ｓｒｃ／ｌｉｎｕｘ／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ｃ．ｔｘｔ
或 （在 ＲｅｄＨａｔ ８．０ 下）
ｍａｎ ｐｒｏｃ

４．２．１２

我加了一个新硬盘， 开始使用时要做什么？

０． 计划新硬盘文件系统的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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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新硬盘分区
将新分区格式化
测试新的空间
复制旧分区的数据到新的分区（选项）
编辑 ／ｅｔｃ／ｆｓｔａｂ
重新启动
清除旧数据（选项）

这里是我的方案的长版本。
０．

计划新硬盘文件系统的布局

你喜欢在哪里使用这个新的空间？ 输入：
ｄｆ
概括显示每一个存在的已挂载分区的闲置／已用空间的使用情况。 输入：
ｄｕ
发现所选目录的大小。
例如， 我考虑在以下挂载点之一使用新硬盘空间。
／ｕｓｒ／ｌｏｃａｌ
／ｈｏｍｅ
／ｈｏｍｅ／ｓｈａｒｅ／ｄｏｗｎｌｏａｄｓ
／ｕｓｒ／ｌｏｃａｌ／ｍｐ３ｓ
／ｕｓｒ／ｌｏｃａｌ／ｄｏｓ＿ｄａｔａ
以下解释了原因。
／ｕｓｒ／ｌｏｃａｌ 被认为可存放 Ｌｉｎｕｘ 的任何升级。最好在一个独立分区放置该目录， 因为即使我重新
格式化其它分区也不影响在／ｕｓｒ／ｌｏｃａｌ 目录下所储存的内容。 我确信它是”ｅｘｔ２”类型或可能
是”ｒｅｉｓｅｒｆｓ”类型。
／ｈｏｍｅ 包含了用户数据。确实地， 它是最值得关心的数据。很明显， 该目录被认为可存放 Ｌｉｎｕｘ 的
任何升级。哇，明显地，让它在一个独立分区。 通常其类型是＂ｅｘｔ２＂ 或 ＂ｒａｉｓｅｒｆｓ＂。
／ｕｓｒ／ｌｏｃａｌ／ｍｐ３ｓ 是非标准 Ｌｉｎｕｘ 目录。我可以在此保存我的 ＭＰ３ （音乐）文件。 该目录会变得
很大。
／ｕｓｒ／ｌｏｃａｌ／ｄｏｓ＿ｄａｔａ。另一个非标准 目录。如果我使用双重启动系统， 我会考虑做一个额外的
＂ＤＯＳ ＦＡＴ３２＂ 类型或相似类型的分区以便于在 ＭＳ Ｗｉｎｄｏｗｓ 和 Ｌｉｎｕｘ 之间透明地共享文件 （二种
途径）。 我将配置所有基于 Ｗｉｎｄｏｗｓ 的程序来使用这个”驱动器”使之成为存放由用户产生的所
有文件的分区。 在该位置， 我还建了＂ｍｐ３ｓ＂， ＂ｃｄｓ＂ 和其它这样的目录。这个方法的严重缺陷－－
在重新安装时 ＭＳ Ｗｉｎｄｏｗｓ 可能使该分区变得杂乱无章。
１．

给新硬盘分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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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 如果我的新硬盘是在第二个 ＩＤＥ 接口的从驱动器（可能是第四个 ＩＤＥ 驱动器），我能使用：
ｃｆｄｉｓｋ ／ｄｅｖ／ｈｄｄ
或更老的（且标准的）工具：
ｆｄｉｓｋ ／ｄｅｖ／ｈｄｄ
如果你的驱动器不是 ＂ｈｄｄ＂ ，按实际驱动器调整以上命令。
ｈｄａ – 第一个 ＩＤＥ 接口的主驱动器 （整个磁盘）
ｈｄｂ －－第一个 ＩＤＥ 接口的从驱动器
ｈｄｃ －－第二个 ＩＤＥ 接口的主驱动器
ｈｄｄ －－第二个 ＩＤＥ 接口的从驱动器
ｓｄａ
－－ 第一个 ＳＣＳＩ 驱动器（整个磁盘）
ｓｄｂ －－第二个 ＳＣＳＩ 驱动器（整个磁盘）
…
ｓｄｐ －－第十六个 ＳＣＳＩ 驱动器（整个磁盘）
对于其它磁盘，参考 ／ｕｓｒ／ｓｒｃ／Ｌｉｎｕｘ／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ｄｅｖｉｃｅｓ．ｔｘｔ．
绝大多数情况下， 我让我的 Ｌｉｎｕｘ 分区是 ｅｘｔ２ 类型（＂Ｌｉｎｕｘ＂）。
分区有些技巧—如果你从未做过， 读 ｍａｎ ｆｄｉｓｋ 和 ｍａｎ ｃｆｄｉｓｋ。 删除一个分区及其中的所有数
据很容易。 确信你知道你正使用哪一个磁盘。
直到我写入新的分区布局，ｆｄｉｓｋ 或 ｃｆｄｉｓｋ 才会对硬盘做出改变。所以如果我出错，这个新布局不
会写入就退出了。 仅当所有步骤完全结束， 新布局才写入 。
２．

格式化每个分区．

例如， 为了格式化第一个分区， 同时检查损伤的区块（－ｃ）， 我输入：

ｍｋｆｓ －ｃ －ｔ ｅｘｔ２ ／ｄｅｖ／ｈｄｄ１
３．
测试新分区． 手动挂载新分区（挂载目录必须存在且为空）。复制一些文件到每个分区。 随
机查看／编辑一组文件。然后全部删除。
４．
复制数据． 选项 –仅当你想把旧分区的数据移到新分区。 进入单用户模式 （ｉｎｉｔ １）。
手动挂载新分区。 复制旧分区的数据到新分区。 小心旧数据。 你可能不想在出错时失去， 所以
我还不想删除它—我重新命名了顶层目录。 例如：
ｃｐ －Ｒ ／ｕｓｒ／ｌｏｃａｌ／ ／ｍｎｔ／ｈｄｄ１／
ｍｖ ／ｕｓｒ／ｌｏｃａｌ／ ／ｕｓｒ／ｌｏｃａｌ．ｏｌｄ．ｂａｃｋｕｐ＿ｏｆ＿２００１－０４－２１
５．
编辑 ／ｅｔｃ／ｆｓｔａｂ 文件． 修改该文件以反映你的新文件系统的布局。 很可能， 给新分区
插入挂载点或改变任何旧的挂载点。例如， 如果从／ｕｓｒ／ｌｏｃａｌ 所在分区移开该目录，我需要增加下
面一行：
／ｄｅｖ／ｈｄｄ１ ／ｕｓｒ／ｌｏｃａｌ ｅｘｔ２ ｄｅｆａｕｌｔｓ １ ２
６．

重新启动并测试．

重新启动是为了卸载旧的， 挂载新的挂载点。 例如：

ｕｍｏｕｎｔ ／ｕｓｒ／ｌｏｃａｌ
ｍｏｕｎｔ －ａ
但是重新启动可能会对新布局进行更严格的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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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天后， 当我确信每一部分都能正常工作， 我删除旧的文件（如：

／ｕｓｒ／ｌｏｃａｌ．ｏｌｄ．ｂａｃｋｕｐ＿ｏｆ＿２００１－０４－２１ 目录）。

４．２．１３

交换分区 ＳＷＡＰ

交换分区是计算机物理内存的扩展。很可能，你在 ＲｅｄＨａｔ 初始设置时创建了一个交换分区。 你能
使用以下命令行证实你的系统中可用交换空间的大小：
ｃａｔ ／ｐｒｏｃ／ｍｅｍｉｎｆｏ
通常推荐一台计算机应当有： 至少 ４ ＭＢ 交换空间， 对于一个仅运行命令行的系统需至少 ３２ ＭＢ 总
内存（物理＋交换），对于一个运行 Ｘ－ｗｉｎｄｏｗｓ 的系统至少 ６４ ＭＢ 总内存（物理＋交换） ，并且在系统中
交换空间至少是物理内存的 １．５ 倍。
如果这太复杂， 你可以让交换空间是你的物理内存的 ２ 倍，但不少于 ６４ ＭＢ。
如果你需要改变你的交换分区大小， 这里是一些基本方法。

４．２．１３．１ 交换分区
你能够拥有几个交换分区。［旧的 Ｌｉｎｕｘ 内核限制了每个交换分区的大小，大致可达到 １２４ ＭＢ， 但
ｌｉｎｕｘ ｋｅｒｎｅｌｓ ２．２．ｘ 以上版本取消了该限制］ 这里是创建和启用一个交换分区的步骤：
使用 ｆｄｉｓｋ 创建一个适当大小的分区 （分区类型 ８２， ＂Ｌｉｎｕｘ ｓｗａｐ＂）。
格式化分区， 检查损坏的区块， 例如：
ｍｋｓｗａｐ －ｃ ／ｄｅｖ／ｈｄａ４
你要用你自己的分区名字代替／ｄｅｖ／ｈｄａ４。 因为我没有指定分区大小， 系统自动监测。
启用交换分区， 例如：
ｓｗａｐｏｎ ／ｄｅｖ／ｈｄａ４
为了让该交换分区在启动时能自动启用，你得在／ｅｔｃ／ｆｓｔａｂ 文件中包含适当的入口， 例如
／ｅｔｃ／ｆｓｔａｂ， ｆｏｒ ｅｘａｍｐｌｅ：
／ｄｅｖ／ｈｄａ４ ｓｗａｐ ｓｗａｐ ｄｅｆａｕｌｔｓ ０ ０
如果你需要禁用该交换分区， 你（作为超级用户）使用：
ｓｗａｐｏｆｆ ／ｄｅｖ／ｈｄａ４

４．２．１３．２ 交换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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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换文件通常比交换分区慢，所以这不是永久推荐的交换方法。可是， 如果你 临时需要更多的交换
空间，创建一个交换文件能被快速安装。 你能有最多可达 ８ 个的交换文件， 每个文件最大可达 １６
ＭＢ。 这里是产生交换文件的步骤：
－ 创建一个指明了大小的交换文件：
ｄｄ ｉｆ＝／ｄｅｖ／ｚｅｒｏ ｏｆ＝／ｓｗａｐｆｉｌｅ ｂｓ＝１０２４ ｃｏｕｎｔ＝８１９２
这物理上创建了交换文件 ／ｓｗａｐｆｉｌｅ， 块大小 １０２４ 字节， 文件包含 ８１９２ 个块， 总大小大约 ８ ＭＢ．
［ ｄｄ 命令复制了文件。 在以上例子中， 输入文件 （ｉｆ）是 ／ｄｅｖ／ｚｅｒｏ，输出文件 （ｏｆ）是
／ｓｗａｐｆｉｌｅ 。你不能使用 ｃｐ （ｃｏｐｙ）命令来复制文件，因为交换文件在硬盘上是物理连续的］。
－

用下面的命令设置文件：
ｍｋｓｗａｐ ／ｓｗａｐｆｉｌｅ ８１９２

－ 发出下面命令把缓存区的内容强制写入硬盘：
ｓｙｎｃ
－ 启用交换文件用：
ｓｗａｐｏｎ ／ｓｗａｐｆｉｌｅ
当你用完交换文件， 你关闭并移开它
ｓｗａｐｏｆｆ ／ｓｗａｐｆｉｌｅ
ｒｍ ／ｓｗａｐｆｉｌｅ
你也可以参看由 Ｌｉｎｕｓ Ｔｏｒｖａｌｄｓ 本人写的资料：
ｍａｎ ｍｋｓｗａ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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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３ 使用 Ｘ－Ｗｉｎｄｏｗｓ 工作
４．３．１

怎样切换文本和图形控制台？

任何时候，按下组合键＜ＣＴＲＬ＞＜ＡＬＴ＞＜Ｆ１＞系统将切换到第一文本控制台，＜ＣＴＲＬ＞＜ＡＬＴ＞＜Ｆ２＞系统切换
到第二文本控制台，＜ＣＴＲＬ＞＜ＡＬＴ＞＜Ｆ３＞将会使系统切换到第三文本控制台，等等，一直到
＜ＣＴＲＬ＞＜ＡＬＴ＞＜Ｆ６＞，总共可以切换六个文本控制台。当有图形用户界面（以下简称 ＧＵＩ，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
Ｕｓｅｒ 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控制台运行时，按下组合键＜ＣＴＲＬ＞＜ＡＬＴ＞＜Ｆ７＞将会切换到第一 ＧＵＩ 控制台，
＜ＣＴＲＬ＞＜ＡＬＴ＞＜Ｆ８＞会切换到第二 ＧＵＩ 控制台，如此类推，直到＜ＣＴＲＬ＞＜ＡＬＴ＞＜Ｆ１１＞，共计五个 ＧＵＩ 控
制台。第十二个控制台即可以作为第六 ＧＵＩ 控制台（ＲｅｄＨａｔ ６．１ 版本中）亦可以作为显示内核信
息的界面（Ｍａｎｄｒａｋｅ ７．０ 版本中）。一般情况下，没有或者只有一个 ＧＵＩ 控制台运行。
＜ＣＴＲＬ＞＜ＡＬＴ＞＜Ｆ１＞表示：“按下＜ＣＴＲＬ＞键和＜ＡＬＴ＞键，然后按下＜Ｆ１＞键；释放＜Ｆ１＞键，然后再释放
＜ＣＴＲＬ＞键和＜ＡＬＴ＞键。”
因此，当使用一台 Ｌｉｎｕｘ 系统的计算机时，可以有多个控制台同时运行，我们可以通过以上描述的
热键在多个控制台之间切换。使用 Ｌｉｎｕｘ 系统，必须对每一个控制台登录，－可以作为同一个用户
多次登录，也可以作为不同用户登录－，每一个登陆的对话都是独立的，它们之间应该是互不影响
的（除非你两次作为同一个用户登录）。第一到第六个控制台是基于文本方式的，我们称之为
ｃｏｍｍａｎｄ –ｌｉｎｅ ｔｅｒｍｉｎａｌ（行命令界面）或者称为 ｔｔｙ１， ｔｔｙ２，…ｔｔｙ６（惯用语，ｔｔｙ 来源于
ｔｅｌｅｔｙｐｅｗｒｉｔｅｒ”）。第七个及以后的控制台都是图形界面（ＧＵＩ）控制台，所有的 ＧＵＩ 控制台都
是本地控制台，－所以基于 Ｌｉｎｕｘ 系统的计算机都是真正意义上的多用户多任务系统。
我们可以通过网络可以远程联络 Ｌｉｎｕｘ 计算机。当计算机联网时，我们可以在服务器端远程运行一
个程序，将显示结果发送到本地终端控制台上，此时本地的终端可以是基于 Ｌｉｎｕｘ 系统的控制台，
也可以是基于非 Ｌｉｎｕｘ 系统的控制台。当一个程序不能运行于 ＭＳ Ｗｉｎｄｏｗｓ 服务器，而能运行于
Ｌｉｎｕｘ 服务器时，这种本地／远程运行方式对我们来说是十分有利的。
一个全屏文本控制台可以自我结束，而在图形（ＧＵＩ）模式下我们也可以根据需要创建一个伪终
止，我们称之为 ｐｔｓ０，ｐｔｓ１，．．．。
在一个文本终端上我们可以使用以下命令来为自己的终端命名：
ｔｔｙ
我可以使用以下的命令来决定我的计算机上正在本地使用哪个阶段操作。
ｕｎａｍｅ

－ａ

ｕｎａｍｅ 这个命令的名字起源于“ＵＮＩＸ ｎａｍｅ”。这个命令将显示出操作系统的名字，服务器的名
字，操作系统核心的版本号，以及内核的编辑时间。
可以在文本方式下输入“ｅｘｉｔ”来关闭任何文本终端。
Ｌｉｎｕｘ 的 ＧＵＩ 控制台和你使用过的其他 ＧＵＩ 界面非常相似，例如，ＭＳ Ｗｉｎｄｏｗｓ，但是，他们还有很
多的不同点。我很喜欢用多“桌面”方式来管理应用程序――ＫＤＥ 默认提供 ４ 个桌面（这些桌面可
以被自定义为 １ 到 １６）。我运行很多应用程序，从来不用关闭它们，所以应用这种管理方式我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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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在桌面 ２ 中保持一个因特网连接应用（如 Ｎｅｔｓｃａｐｅ，ｋｎｏｄｅ ｎｅｗｓｒｅａｄｅｒ，和 ｌｉｃｑ），在桌面 ３
中运行 ａｂｉｗｏｒｄ，ｓｔａｒｏｆｆｉｃｅ 和一个文本编辑程序，在桌面 ４ 中运行游戏以及征服者和它的帮助文
档，而让桌面 １ 来运行一些偶然的事务。在同一个桌面中，使用者可以通过点击“Ｋ－ｐａｎｅＬ”的标
签条或者使用＜ＣＴＲＬ＞＜ＴＡＢ＞组合键来切换不同的桌面。我们也可以通过点击应用程序窗口，或者在
“应用程序平台”中点击相应的图标，亦或者使用组合键＜ＡＬＴ＞＜ＴＡＢ＞来切换不同的应用程序。使用
组合键＜ＣＴＲＬ＞＜ＥＳＣ＞将会显示一份当前的主机上运行的应用程序的列表。

４．３．２

我怎样在 Ｘ－ｓｅｒｖｅｒ 上安装显示卡、监视器以及鼠标？

一般来说这些设备应该在你初始化安装时进行设置，除非你跳过了这些步骤。如果现在安装这些设
备，也许你要尝试使用以下这些文本模式配置器中的一个来进行启动配置。
ＸＣｏｎｆｉｇｕｒａｔｏｒ
ＸＦ８６ｓｅｔｕｐ
Ｘｃｏｎｆ
在 ＲｅｄＨａｔ 中，你也可以运行 ｓｅｔｕｐ，并且从那里访问 ＸＣｏｎｆｉｇｕｒａｔｏｒ。
在 Ｌｉｎｕｘ 下安装配置 Ｘ－Ｗｉｎｄｏｗｓ，你也许需要了解你的计算机硬件。你也许需要找到你的监视器
的手册，查找你的监视器支持的最大同步扫描频率（场扫描和行扫描）。计算机启动时将会提供给
你你的显卡类型及显存容量的信息。同时执行这些命令将会提供给你一些十分有用的信息。
ｌｓｐｃｉ
ｓｕｐｅｒｐｒｏｂｅ
阅读鼠标底座的标签，你将会得到鼠标类型的信息。下次你购买鼠标时，请购买三键“Ｌｉｎｕｘ－
ｒｅａｄｙ”（Ｌｉｎｕｘ 兼容）Ｌｏｇｉｔｅｃｈ（罗技）或者近似的鼠标（所有的三键鼠标都适用于 Ｌｉｎｕｘ）。
一个标准的鼠标总会给我们带来方便－－我从来不会购买一个模样奇怪的鼠标，因为那意味着一个
专用的驱动或者一个痛苦的安装或者设置过程。
当在测试 Ｘ－Ｗｉｎｄｏｗｓ 时，如果屏幕出现空白，奇怪的线或者明显的不可操作现象，使用组合键
＜ＣＴＲＬ＞＜ＡＬＴ＞＜ＢｋＳｐａｃｅ＞快速关闭计算机，重新检查你的监视器的同步频率。运行在过高的同步频率
下会损坏你的监视器。
如果你真的有某些问题，请首先安装一个标准的 ＶＧＡ 模式（６４０Ｘ４８０ 像素，１６ 位或者 ２５６ 位颜
色）。你可以在明白你的系统如何工作后，再做细调，或者可以在 Ｌｉｎｕｘ 下寻找某些有效的配置工
具的帮助。
在安装配置好 Ｌｉｎｕｘ 后，你可以使用以下命令来手动启动 Ｌｉｎｕｘ。
Ｓｔａｒｔｘ＆
这个“＆”将会使你的命令在后台中运行，所以你的文本终端不会被阻断。你也可以使用：
ｉｎｉｔ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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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命令将会是你的系统切换到第五运行状态下，即“图形界面运行状态”。若要在系统重启动时
自动启动（用户选择），请阅读下几段内容。

４．３．３

我能有一个 ＧＵＩ 登陆提示符吗？

需要在系统启动时自动启动 Ｘ－ｓｅｖｅｒ 并且显示一个图形登录提示符，你只需要修改／ｅｔｓ／
ｉｎｉｔｔａｂ 文件中的一个字符。这个文件对某些设置规定如下：
ｉｄ：３：ｉｎｉｔｄｅｆａｕｌｔ：
改为
ｉｄ：５：ｉｎｉｔｄｅｆａｕｌｔ：
这个设定将引导 ｌｉｎｕｘ 内核的第 ５ 运行模式，我们称之为 Ｘ－Ｗｉｎｄｏｗｓ。不同的运行模式定义在文
件／ｅｔｘ／ｉｎｉｔｔａｂ 解释：
０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
－
－
－
－
－
－

挂起（不要将此项作为默认设定）
单用户模式
多用户模式，不带 ＮＦＳ（与选项３相同，不支持网络）
标准的多用户模式
未定义
Ｘ１１
重启动（不要将此项作为默认设定）

你可以使用行命令来更改启动方式，例如，这个命令（已经作为根命令执行）：
ｉｎｉｔ ６
这个命令将重新启动你的计算机，当然下一个命令将会使你的计算机切换到单用户模式：
ｉｎｉｔ １
为了知道我当前处于什么运行模式，我使用命令 ｒｕｎｌｅｖｅｌ。
为了细调我的 Ｌｉｎｕｘ 登录屏幕的外观，我使用命令（在 Ｌｉｎｕｘ 下）：
ｋｃｏｎｔｒｏｌ ＆
选择“系统”－“登陆管理器”。我喜欢的登陆屏幕是一个模拟的钟表，大字体，上一词的登录者
名称已经输入，光标处于输入登录密码的对话框中。

４．３．４

我怎么安装 ＫＤＥ？（例如，在 ＲｅｄＨａｔ５．２）

这部分只是针对那些使用老版本感兴趣的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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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 ＲｅｄＨａｔ５．２ 发行时，ＫＤＥ 使用的库文件的授权问题还没有解决，所以 ＲｅｄＨａｔ５．２ 版没有默认安
装 ＫＤＥ。另外，ＫＤＥ 是一个非常好的 ＧＵＩ 界面，现在这些授权问题已经解决，ＲｅｄＨａｔ６．０ 已经集成
成了 ＫＤＥ（和精心设计的 Ｇｎｏｍｅ 一起）。当然，ＫＤＥ 的代码已经存在于 ＲｅｄＨａｔ５．２ 的光盘中，你只
是需要自己安装。（如果你没有安装光盘，你可以从 ＫＤＥ 的网站上下载 ＫＤＥ 代码。）
首先执行以下命令来检查你的 Ｘ－ｓｅｖｅｒ 工作情况：
ｘｉｎｉｔ
［ Ｘ－ｓｅｖｅｒ 是 Ｘ－Ｗｉｎｄｏｗｓ 的精简，没有“Ｗｉｎｄｏｗｓ 管理器”。你可以在这里执行你的 Ｘ－
Ｗｉｎｄｏｗｓ 程序，只要在 Ｘ－ｔｅｒｍｉｎａｌ 窗口输入程序名即可（在程序名前面输入．／或者全路径）。
但是在这里你不能进行诸如调整窗口的大小和添加光标等功能。］
你可以在 Ｘ－ｔｅｒｍｉｎａｌ 窗口中输入 ｅｘｉｔ 命令来关闭 Ｘ－ｓｅｖｅｒ，或者按组合键
＜ＣＴＲＬ＞＜ＡＬＴ＞＜ＢｋＳｐａｃｅ＞ 来关闭 Ｘ－Ｗｉｎｄｏｗｓ 服务。（后一种方法会将你的机器挂起－在这种情况下
不要重新启动计算机）。
如果你的 Ｘ－ｓｅｖｅｒ 无法工作，请看下一个解决方法。
现在，从根开始登录，放入 ＲＨ５．２ 光盘：
ｍｏｕｎｔ

／ｍｎｔ／ｃｄｒｏｍ

跳到以下目录：
ｃｄ

／ｍｎｔ／ｃｄｒｏｍ／ｋｄ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ＲｅｄＨａｔ／ｉ３８６／ｂｉｎａｒ／

在将如长路径或者文件名时使用自动完成（按 ＴＡＢ 键）是非常有用的。
ｃａｔ

阅读 ＲＥＡＤＭＥ 文件：

ｒｅａｄｍｅ－２ｒｈ５１－ｒｐｍｓ｜ｍｏｒｅ

使用“ＲｅｄＨａｔ 包管理器”来安装一些必要的文件包：
ｒｐｍ

－ｉｖ

ｐａｃｋａｇｅｎａｍｅ

这个包文件是以．ｒｐｍ 作为后缀。首先安装 ｑｔ 库文件，然后是 ＫＤＥ 支持文件，再是 ＫＤＥ 库文件，最
后是 ＫＤＥ 基本文件。如果你的安装顺序错误，从属关系检查将会出现错误，安装包被停止安装
（ｒｐｍ 将会发布一个错误信息）。没有关系，重新安装需要的文件包，并持续装下去。在安装好
ＫＤＥ 基本文件后，你也许要为 ＫＤＥ 安装其他的文件包（应用程序，管理，网络，游戏，图形，多媒
体）－他们都不很大，所以你可以确认全部安装。最后确认你已经安装了全部的组件，输入：
ｒｐｍ

－ｉｖｈ

＊．ｒｐｍ

ｖｈ 操作提供了一些额外的消息。你将会得到“文件包已经安装”的消息，如果还有更多的消息你
可以滚动浏览，你可以使用组合键＜Ｓｈｉｆｔ＞＜ｐｇｕｐ＞来上翻。如果你不喜欢这种行命令形式的 ｒｐｍ 包
管理器，你可以使用 ＧＵＩ 前台来安装相同的包，称之为 ｇｌｉｎｔ（仅 ＲＨ５．２ 有效）。在 Ｘ－Ｗｉｎｄｏｗｓ
终端输入“ｇｌｉｎｔ”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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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在你的系统中 ＫＤＥ 已经成为你的默认 Ｘ－Ｗｉｎｄｏｗｓ 管理器。在用户目录中将会建立一
个．ＸｃＬｉｅｎｔｓ 文件：
ｐｉｃｏ

．Ｘｃｌｉｅｎｔｓ

这个文件里只包含一行内容：
／ｏｐｔ／ｋｄｅ／ｂｉｎ／ｓｔａｒｔｋｄｅ
输入此行然后保存文件（调整此行内容是必需的，以保证 ｓｔａｒｔｋｄｅ 文件的正确定位）。现在，是
此文件对所有用户有效（可以执行）。
ｃｈｍｏｄ

ａ＋ｘ

．Ｘｃｌｉｅｎｔｓ

若许可被改变请检查：
ｌｓ

－ｌ

．Ｘｃｌｉｅｎｔｓ

［ 以一个点为开始的文件将不会被一般的 Ｌｓ 命令显示，就如 Ｄｏｓ 下的隐含文件，你必须使用他的
名字或者 ｌｓ －ａ ］
如果你生成的文件是根文件而不是用户文件，那么为正确的用户改变文件的拥有者和文件组：
ｃｈｏｗｎ
ｃｈｇｒｐ

ｕｓｅｒ＿ｎａｍｅ
ｕｓｅｒ＿ｎａｍｅ

．Ｘｃｌｉｅｎｔｓ
．Ｘｃｌｉｅｎｔｓ

现在，输入 ｓｔａｒｔｘ 将会启动以 ＫＤＥ 作为窗口管理器的 Ｘ－ｓｅｖｅｒ。

４．３．５

我怎么将默认桌面改变成 ＫＤＥ（如 Ｇｎｏｍｅ 以及其他类型的 ＫＤＥ）？

在我的用户目录里，我使用我最喜爱的 ｐｉｃｏ 编辑器建立（如果存在，编辑）以下文
件，．ｘｓｅｓｓｉｏｎ：
ｐｉｃｏ

．ｘｓｅｓｓｉｏｎ

［请注意文件名前面的点，文件名前带点的文件是“不可视的”。］在我的 ＲｅｄＨａｔ６．２ 系统中，这
个文件包含一行：
ｅｘｅｃ

．ｘｓｅｓｓｉｏｎ

ＫＤＥ 的确像是我们度身定做的，尽管对某些老的硬件来讲是一个很重的负担或者是过载。这是在我
的 ＲｅｄＨａｔ 或者 Ｍａｎｄｒａｋｅ 安装光盘中的视窗管理器列表。
ｓｔａｒｔｋｄｅ
ｇｎｏｍｅ－ｓｅｓｓｉｏｎ
ｘｆｃｅ
ａｆｔｅｒｓｔｅｐ
ａｎｏｔｈｅｒｌｅｖｅｌ

（在某些系统中运行 ＫＤＥ，命令也许就是 ＫＤＥ）
（运行 Ｇｎｏｍｅ）
（运行 Ｘｆｃｅ，这是我最爱的“轻量级”桌面）
（运行 ａｆｔｅｒｓｔｅｐ）
（运行 ａｎｏｔｈｅｒｌｅｖｅ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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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 ｆｖｗｍ２）
（运行 ｆｖｗｍ）

当然，这种交互的视窗管理器只会在你安装到你的系统中后才会运行。以上的视窗管理器在
ＲＨ／Ｍａｎｄｒａｋｅ 光盘中都是可用的，只要你决定安装它们。我只会使用 ＫＤＥ，尽管其他的管理器更小
或更快，Ｇｎｏｍｅ 是一个著名的 Ｘ－Ｗｉｎｄｏｗｓ 软件，它被称为比 ＫＤＥ 更先进更漂亮，但是他还是有很
多的问题，所以除非你不介意时常碰到一些小问题，我不建议你使用它。ＲＨ６．ｘ 包括了所有的主要
的 Ｘ－Ｗｉｎｄｏｗｓ 系统，即 Ｇｎｏｍｅ 和 ＫＤＥ。

４．３．６

我能够同时运行多个 Ｌｉｎｕｘ 阶段作业吗？

当然可以。当你在系统中运行第一个 ｓｔａｒｔｘ 命令时，此命令在默认的第 ０ 号显示区中打开了第一
个 Ｘ－Ｓｅｓｓｉｏｎ。第二个 Ｘ－Ｓｅｓｓｉｏｎ 必须在不同的显示区打开。例如，此命令将会在 １ 号显示区中打
开第二个 Ｘ－Ｓｅｓｓｉｏｎ：
ｓｔａｒｔｘ －－ ：１
你最多可以拥有 ６ 个打开的 Ｘ－Ｓｅｓｓｉｏｎ，使用＜ＣＴＲＬ＞＜ＡＬＴ＞＜Ｆ７＞切换回第 ０ 号显示区。
＜ＣＴＲＬ＞＜ＡＬＴ＞＜Ｆ８＞切换到第二屏，等等，直到＜ＣＴＲＬ＞＜ＡＬＴ＞＜Ｆ１２＞：。如果需要了解更多的信息请 ｔｒｙ
ｍａｎ。
类似的情况，你也可以打开一个不带窗口管理器空的 Ｘ－ｓｅｒｖｅｒ，下面这个命令将会在第二显示区
打开一个此类程序。
ｘｉｎｉｔ － ：２
在这个基本的 Ｘ－ｄｉｓｐｌａｙ 之上，我可以使用命令运行不同的窗口管理器（这样就会有两个完全不同
的窗口管理器在同时运行）。在 Ｘ－ｔｅｒｍｉｎａｌ 上输入以下这些命令完成这个操作（阅读先前的答案
可以获得更多的细节）：
ｓｔａｒｔｋｄｅ
ｇｎｏｍｅ－ｓｅｓｓｉｏｎ
ｘｆｃｅ
ａｆｔｅｒｓｔｅｐ
ａｎｏｔｈｅｒｌｅｖｅｌ
ｆｖｗｍ２
ｆｖｗｍ

４．３．７

在不关闭我的 Ｌｉｎｕｘ 阶段作业的前提下可以开启第二个 ＧＵＩ 登录提示符
吗

在 ＲｅｄＨａｔ 系统中，在不同的本地控制台中激活多个当前的 ＧＵＩ 登录（ＲｅｄＨａｔ 中使用 ｇｄｍ 程序作为
图形登录界面），我需要编辑以下文件：／ｅｔｃ／Ｘ１１／ｇｄｍ．ｇｄｍ．ｃｏｎｆ。通过在文件的底部输入以下的
内容，我激活了 ４ 个终端热键从＜ＣＴＲＬ＞＜ＡＬＴ＞＜Ｆ７＞到＜ＣＴＲＬ＞＜ＡＬＴ＞＜Ｆ１０＞。
［ｓｅｒｖｅｒ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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ｖｔ１０
ｖｔ９
ｖｔ８
ｖｔ７

拥有四个 ＧＵＩ 界面，使我在一台计算机上除了运行 ＫＤＥ 和 ＧＮＯＭＥ 之外还可以同时拥有两个空闲的
ＧＵＩ 界面，所以我的姐姐即使没有我的屏幕保护密码也可以登录计算机。
在 Ｍａｎｄｒａｋｅ 中（Ｍａｎｄｒａｋｅ 使用 ＫＤＥ 作为缺省得图形登录界面），在不同的本地控制台上激活多个当
前的 ＧＵＩ 登录界面，我必须修改以下两个文件：／ｅｔｃ／Ｘ１１／ｘｄｍ．Ｘｓｅｒｖｅｒｓ 在这个文件中添加以下内
容：
：０ ｌｏｃａｌ ／ｕｓｒ／Ｘ１１Ｒ６／ｂｉｎ／Ｘ ： ０
：１ ｌｏｃａｌ ／ｕｓｒ／Ｘ１１Ｒ６／ｂｉｎ／Ｘ ： １
：１ ｌｏｃａｌ ／ｕｓｒ／Ｘ１１Ｒ６／ｂｉｎ／Ｘ ： １
另外一个文件是／ｅｔｃ／Ｘ１１／ｘｄｍ／ｘｄｍ－ｃｏｎｆｉＧ 在这个文件中将所有针对显示 ０ 到显示 １ 和显示 ２ 设置
添加进去：
ＤｉｓｐｌａｙＭａｎａｇｅｒ．＿０．ａｕｔｈｏｒｉｚｅ： ｔｒｕｅ
ＤｉｓｐｌａｙＭａｎａｇｅｒ．＿１．ａｕｔｈｏｒｉｚｅ： ｔｒｕｅ
ＤｉｓｐｌａｙＭａｎａｇｅｒ．＿２．ａｕｔｈｏｒｉｚｅ： ｔｒｕｅ
ＤｉｓｐｌａｙＭａｎａｇｅｒ．＿０．ｓｅｔｕｐ： ／ｅｔｃ／Ｘ１１／ｘｄｍ／Ｘｓｅｔｕｐ＿０
ＤｉｓｐｌａｙＭａｎａｇｅｒ．＿０．ｓｔａｒｔｕｐ： ／ｅｔｃ／Ｘ１１／ｘｄｍ／ＧｉｖｅＣｏｎｓｏｌｅ
ＤｉｓｐｌａｙＭａｎａｇｅｒ．＿０．ｒｅｓｅｔ： ／ｅｔｃ／Ｘ１１／ｘｄｍ／ＴａｋｅＣｏｎｓｏｌｅ
ＤｉｓｐｌａｙＭａｎａｇｅｒ．＿１．ｓｅｔｕｐ： ／ｅｔｃ／Ｘ１１／ｘｄｍ／Ｘｓｅｔｕｐ＿０
ＤｉｓｐｌａｙＭａｎａｇｅｒ．＿１．ｓｔａｒｔｕｐ： ／ｅｔｃ／Ｘ１１／ｘｄｍ／ＧｉｖｅＣｏｎｓｏｌｅ
ＤｉｓｐｌａｙＭａｎａｇｅｒ．＿１．ｒｅｓｅｔ： ／ｅｔｃ／Ｘ１１／ｘｄｍ／ＴａｋｅＣｏｎｓｏｌｅ
ＤｉｓｐｌａｙＭａｎａｇｅｒ．＿２．ｓｅｔｕｐ： ／ｅｔｃ／Ｘ１１／ｘｄｍ／Ｘｓｅｔｕｐ＿０
ＤｉｓｐｌａｙＭａｎａｇｅｒ．＿２．ｓｔａｒｔｕｐ： ／ｅｔｃ／Ｘ１１／ｘｄｍ／ＧｉｖｅＣｏｎｓｏｌｅ
ＤｉｓｐｌａｙＭａｎａｇｅｒ．＿２．ｒｅｓｅｔ： ／ｅｔｃ／Ｘ１１／ｘｄｍ／ＴａｋｅＣｏｎｓｏｌｅ
以上操作可以让我在一台计算机上同时运行 Ｇｎｏｍｅ 和 ＫＤＥ 并且仍有三个空闲的 ＧＵＩ 终端。

４．３．８
－

如何遥控 Ｘ－Ｗｉｎｄｏｗｓ？

在本地计算机上启动 Ｘ－ｓｅｒｖｅｒ，例如：
ｘｉｎｉｔ
－由 Ｘ－ｔｅｒｍｉｎａｌ 授权给远程计算机，允许它在你的本地计算机屏幕上输出显示内容。
ｘｈｏｓｔ

ｎａｍｅ＿ｏｆ＿ｔｈｅ＿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ｒｖｅｒ

在确保安全的环境下（比如在家中），我甚至可以使用以下命令给所有的服务器授权在我
的屏幕上输出信息（注意，当连接到互联网时请勿使用此命令）。
ｘｈｏｓ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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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陆远程服务器
在远程服务器上打开一个 Ｘ－ｐｒｏｇｒａｍ 将信息直接显示输出在你的本地的机器上，例如，你
可以打开一个窗口管理器：
ｓｔａｒｔｋｄｅ

–ｄｉｓｐｌａｙ ｌｏｃａｌ＿ｍａｃｈｉｎｅ＿ｎａｍｅ ： ０．０ ＆

符号“＆”使命令在后台运行，所以你的远程登录窗口对你来说仍然是有效的，０．０ 表示
“ｄｉｓｐｌａｙ ０ ｓｅｒｖｅｒ ０”。由于你的 Ｌｉｎｕｘ 系统计算机可以运行多个 Ｘ－ｓｅｓｓｉｏｎ 此操作著
名当前打开的是第一个显示区的第一屏幕。
如果你的当前终端中的环境变量由 ＤＩＳＰＬＡＹ 命令给出正确的定位，则可以不必指定 ”－
ｄｉｓｐｌａｙ”操作。例子中的命令格式是我的系统中的默认值，并不是所有的系统都是如此，
你可以使用以下命令，检查你的 ＤＩＳＰＬＡＹ 变量设置
ｅｃｈｏ
－

￥ＤＩＳＰＬＡＹ

在结束远程的 Ｘ－ｓｅｓｓｉｏｎ 后，可以使用以下命令来恢复对 Ｘ－ｓｅｒｖｅｒ 的控制：
ｘｈｏｓｔ

－ｎａｍｅ＿ｏｆ＿ｔｈｅ＿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ｒｖｅｒ

或者
ｘｈｏｓｔ

－

例如，下面一系列指令将在远程计算机上运行 Ｎｅｔｓｃａｐｅ，我们称之为“ｍａｒｉｅ”，
ｓｔａｒｔｘ
ｘｈｏｓｔ ｍａｒｉｅ
ｔｅｌｅｎｅｔ ｍａｒｉｅ
［登录］
ｎｅｔｓｃａｐｅ –ｄｉｓｐｌａｙ ｈａｃｋｅｒ ： ０．０ ＆
［执行你的操作］
［退出］
ｘｈｏｓｔ
－ｍａｒｉｅ
从原则上讲，你可以在网络上的任何一台计算机运行一个程序，将结果显示在另外一台计算机上
（不一定是你正在操作的计算机）。
我在一台地配置的计算机上（４８６－３３ ８Ｍ 内存）使用 Ｘ－ｗｉｎｄｏｗｓｉｎｇ 运行了很多大型的应用程序
（如 ｋｄｅ， Ｗｏｒｄ Ｐｅｒｆｅｃｔ８， 以及 Ｎｅｔｓｃａｐｅ 等），而在正常情况下这些程序在这台计算机上是不
能运行的。同样在没有设置 ｎｆｓ ｍｏｕｎｔ 的远程计算机上进行文件操作也很方便快捷。
Ｘ－ｗｉｎｄｏｗｓ 是专为网络上远程运行程序设计的操作系统，遥控 Ｘ－ｗｉｎｄｏｗｉｎｇ 是一个非常有用的工
具，若想获得更多的使用经验，请多作尝试。
你甚至可以在一个远程的 Ｌｉｎｕｘ（或者任何 Ｕｎｉｘ）系统中运行一个程序，然后重定向显示在一个本
地的 ＭＳ 操作系统的计算机上，前提条件是在 ＭＳ Ｗｉｎｄｏｗｓ 中安装了 Ｘ－ｗｉｎｄｏｗｉ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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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想得到更多的应用请查询：ｈｔｔｐ：／／ｗｗｗ．ｌｉｎｕｘｗｏｒｌｄ．ｃｏｍ／ｌｉｎｕｘｗｏｒｌｄ／ｌｗ－２０００－０９／ｌｗ－
０９０ｌｅｇａｃｙ＿１．ｈｔｍｌ

４．３．９

我如何从 ＭＳ Ｗｉｎｄｏｗｓ 分区安装 ＴｒｕｅＴｙｐｅ 字体？

有些应用程序使用 ＴｒｕｅＴｙｐｅ 字体，但是并没有附带 ＴｒｕｅＴｙｐｅ 字体的库文件（或者作为选购产
品）。这样你可能需要安装你自己的 ＴｒｕｅＴｙｐｅ 字体。下面介绍一下我是如何手动安装 ＴｒｕｅＴｙｐｅ 字
体的。Ｍａｎｄｒａｋｅ 包括了一个 ＧＵＩ 工具传送 ＭＳ Ｗｉｎｄｏｗｓ 字体到 Ｌｉｎｕｘ，以下操作将会非常容易实现
这个目标。
０． 从 Ｋ－ｍｅｎｕ（ＫＤＥ 菜单）中选择“ｓｙｓｔｅｍ”－“Ｆｏｎｔ Ｍａｎａｇｅｒ”（或者相应的程序）记录下你已
经安装的字体。
１． 使用行命令，检查“ｆｒｅｅ ｔｙｐｅ”字体服务程序是否安装：
ｒｐｍ –ｑ ｆｒｅｅｔｙｐｅ
这个命令使用 ｒｐｍ 包管理器检查“ｆｒｅｅｔｙｐｅ”程序包是否安装。如果此包已经安装，跳到
下一步。如果没有安装，那么就要从你的发行版 ＣＤ 中安装它。我在安装 ＲｅｄＨａｔ 时采用全
部安装已经将“ｆｒｅｅ ｔｙｐｅ”安装到我的计算机中。
２． 以根用户身份登录，建立一个目录，用来存放 ＴｒｕｅＴｙｐｅ 字体：
ｃｄ ／ｕｓｒ／Ｘ１１Ｒ６／Ｌｉｂ／Ｘ１１／ｆｏｎｔｓ
ｍｋｄｉｒ ＴｒｕｅＴｙｐｅ
这个目录是由系统配置文件／ｅｔｃ／Ｘ１１／ＸＦ８６Ｃｏｎｆｉｇ 指定，所以请确认你的安装目录与上述
内容一致，如果你想在一个不同的目录下安装此文件，你需要编辑／ｅｔｃ／Ｘ１１／ＸＦ８６Ｃｏｎｆｉｇ
文件，来调整相应的设置。在我的“默认安装”ＲｅｄＨａｔ 配置中包含以下的一行内容：
ＦｏｎｔＰａｔｈ

“／ｕｓｒ／Ｘ１１Ｒ６／Ｘ１１／ｆｏｎｔｓ／ＴｒｕｅＴｙｐｅ”

３． 以根用户身份登录，将＊．ｔｔｆ 文件由原始位置拷贝到你刚才建立的 ＴｒｕｅＴｙｐｅ Ｆｏｎｔ 目录，我是
从我的 ＭＳ Ｗｉｎｄｏｗｓ 分区中取得的 ＴｒｕｅＴｙｐｅ 字体，也许你需要一个不同的文件源位置：
ｃｄ
ｃｐ

／ｕｓｒ／Ｘ１１Ｒ６／ｌｉｂ／ｆｏｎｔｓ／ＴｒｕｅＴｙｐｅ
／ｍｎｔ／ｄｏｓ＿ｈｄａＬ／ｗｉｎｄｏｗｓ／ｆｏｎｔｓ／ｍｙ＿ｐｒｉｖａｔｅ＿ｆｏｎｔｓ／＊．ｔｔｆ

当然在拷贝任何字体之前，请确认这些字库没有妨害到你的许可授权。
４． 以根用户身份登录，运行以下的命令：
ｃｄ ／ｕｓｒ／Ｘ１１Ｒ６／ｌｉｂ／Ｘ１１／ｆｏｎｔｓ／ＴｒｕｅＴｙｐｅ
ｔｔｍｋｆｄｉｒ ＞ ｆｏｎｔｓ．ｄｉｒ
ｃｐ ｆｏｎｔｓ．ｄｉｒ ｆｏｎｔｓ．ｓｃａＬｅ
５． 关闭所有的 Ｘ－ｗｉｎｄｏｗｓ 应用程序，然后退出 Ｘ－ｗｉｎｄｏｗ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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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以根用户身份登录。重新启动 Ｘ－ｆｏｎｔ 服务程序（或者重新启动计算机）：
／ｅｔｃ／ｒｃ．ｄ／ｉｎｉｔ．ｄ／ｘｆｓ ｓｔｏｐ
／ｅｔｃ／ｒｃ．ｄ／ｉｎｉｔ．ｄ／ｘｆｓ ｓｔａｒｔ
７． 重新登录你的 ＫＤＥ 然后从 Ｋ 菜单中选择“Ｓｙｓｔｅｍ”－“Ｆｏｎｔ Ｍａｎａｇｅｒ”来确认字体安装是否正
确。
这部分的内容可以参考：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ｂｉｔｓ．ｃｏｍ／ａｒｃｈｉｖｅ／２０００１０００／ｌｉｎｕｘ００１０．ｈｔｍ

４．３．１０

如何进行拷贝粘贴操作？

在 Ｘ－ｗｉｎｄｏｗｓ 下，使用鼠标选中要被复制的文本，切换到复制的目的地址。点击鼠标中键键执行粘
贴操作。此方法既快捷又好用。注意在切换过程中请不要取消对选中文本的选择。如果你的鼠标只
有两个按键，则同时按下两个键或者只按下有边的按键即可（这取决于你的设置）。这个是标准的
Ｘ－ｗｉｎｄｏｗｓ 复制粘贴操作。
许多 ＧＵＩ 应用程序（不是所有的）也支持 Ｍａｃ／ＭＳ Ｗｉｎｄｏｗｓ 风格的复制粘贴操作，选中被复制的文
本，使用菜单选项“编辑”中的“复制”（或者从下拉菜单中选择，亦可在鼠标右键的菜单中选
择），切换到复制的目的地址，使用菜单选项“编辑”中的“粘贴”。如此操作，对那些使用同类
工具的应用程序来说是很方便的。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应用程序都可以这样操作（诸如 ＧＮＯＭＥ 和
ＫＤＥ 的应用程序之类）。
最后一个方法是键盘快捷键方式。我可以使用＜ＣＴＲＬ＞＜Ｃ＞复制选中的文本使用＜ＣＴＲＬ＞＜ｖ＞进行粘贴操
作。文本的选中也可以不使用鼠标，使用组合键＜ＣＴＲＬ＞＜Ｓｈｉｆｔ＞＜ＲｉｇｈｔＡｒｒｏｗ＞亦可完成。
你也可以使用复制粘贴历史，运行 ｋｌｉｐｐｅｒ 程序（在 Ｘ－ｔｅｒｍｉｎａｌ 中，ＫＤＥ）
这两个复制的方法是两个完全独立的方法，所以它们之间应该是没有影响的。
为了将一个窗口的内容或者把整个屏幕存储成一个图形文件，我使用 ｋｎａｐｓｈｏｔ 这个软件。或者使
用＜ＡＬＴ＞＜ＰｒｉｎｔＳｃｒｅｅｎ＞组合键对当前屏幕进行复制并把内容存储在剪贴板中。组合键
＜ＣＴＲＬ＞＜ＡＬＴ＞＜ＰｒｉｎｔＳｃｒｅｅｎ＞会将整个桌面都复制下来存储在剪贴板中。
若要复制文本控制台的内容（在 ＧＵＩ 控制台之外），我可以在 Ｘ－ｔｅｒｍｉｎａｌ 使用以下命令（可能要
以根用户身份登录）：
ｃａｔ

／ｄｅｖ／ｖｃｓ１

然后就可以在 Ｘ 终端中使用鼠标操作我想复制和粘贴的内容了。若要在其他的终端进行复制粘贴操
作可以调整“ｖｃｓ１”中的数值。
如果你运行了 ｇｐｍ 后台程序，那么基于文本的控制台就可以支持鼠标了。通过输入 ｇｐｍ 来检测鼠
标。如果鼠标已经经过了正确的设置，它将会运行得很好。（设置鼠标需要运行 ｍｏＵｓｅｃｏｎｆｉＧ 程
序。）若要在系统启动时自动运行 ｇｐｍ 并使其驻留在内存中，选择 ｇｐｍ 后台程序在其中使用 ｎｔ
ｓｙｓｖ 工具。

１０４

Ｌｉｎｕｘ 新手管理员指南

（幻影快递 Ｌｉｎｕｘ 小组： ＳｈａｄｏｗｆａｘＬｉｎｕｘ＠ｈｏｔｍａｉｌ．ｃｏｍ）

ｇｐｍ 是使用方法类似于 ＧＵＩ 复制粘贴操作：选中被复制的文本，将光标移动报复制的目的地址，然
后点击鼠标中键（或者是双键亦或者只是单击右键）完成粘贴操作。

４．３．１１

我如何使用 ＶＮＣ 来显示和控制一个遥控桌面？

（ＶＮＣ＝ Ｖｉｒｔｕ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ｉｎｇ Ｃｏｍｐｕｔｉｎｇ 虚拟网络计算机）。一个十分有用的应用程序。
ＶＮＣ 是一个多平台的工具，它允许我们通过标准的网络连接来显示一个遥控的图形桌面。例如，我
可以通过 ＶＮＣ 在 ＭＳ Ｗｉｎｄｏｗｓ ＰＣ 上遥控楼下的 Ｌｉｎｕｘ 服务器的 Ｘ－ｗｉｎｄｏｗｓ 系统，或者使用其他的途
径。ＶＮＣ 甚至可以运行在一个 ５６Ｋ 的调制解调器接入的网络，这种接入方法只能够用来作娱乐使用
或者在紧急情况下（相对于正常的网络连接这种接入实在是太慢了）。
最近，Ｍａｎｄｒａｋｅ 和 ＲｅｄＨａｔ 将在正式发行的光盘上包括 ＶＮＣ 服务。至于你所下载的 ＭＳ Ｗｉｎｄｏｗｓ 系
统是否支持这项服务请在以下网址下载更多的信息和详情：
ｈｔｔｐ：／／ｗｗｗ．ｕｋ．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ａｔｔ．ｃｏｍ／ｖｎｃ／
在 Ｌｉｎｕｘ 中，ＶＮＣ 包括以下四各命令：ｖｎｃｓｅｒｖｅｒ，ｖｎｃｖｉｅｗｅｒ，ｖｎｃｐａｓｓｗｄ，和 ｖｎｃｃｏｎｎｅｃｔ。大多
数情况下我只需要其中的两个命令：ｖｎｃｓｅｒｖｅｒ 和 ｖｎｃｖｉｅｗｅｒ。下面对这些命令详细描述：
ｖｎｃｓｅｒｖｅｒ
此服务程序必须在在主（或遥控）计算机上运行。你只能作为使用者（不需要根用户身份）使用此
项服务。
ｖｎｃｖｉｅｗｅｒ
本地应用程序，用于远程接入运行 ｖｎｃｓｅｒｖｅｒ 的计算机并显示其环境。你需要知道远程计算机的
ＩＰ 地址和 ｖｎｃｓｅｒｖｅｒ 设定的密码。
ｖｎｃｐａｓｓｗｄ
ｖｎｃｓｅｒｖｅｒ 的密码设置工具。ｖｎｃｓｅｒｖｅｒ 服务程序没有设置密码将不能运行（好习惯）。如果你没
有设置，运行 ｖｎｃｓｅｒｖｅｒ 时它会提示你输入一个密码。所以，一般我不会单独运行这个命令来设置
密码。
ｖｎｃｃｏｎｎｅｃｔ
告诉 ｖｎｃｓｅｒｖｅｒ 连接到远程一个运行 ｖｎｃｖｉｅｗｅｒ 的计算机的 ＩＰ 和端口号。这样我就可以避免给其
他人一个接入的密码。
Ｘｖｎｃ
一个 ｖｎｃ“主控”程序，一般来书不需要直接运行。（ｖｎｃｓｅｒｖｅｒ 和 ｖｎｃｖｉｅｗｅｒ 实际上是 Ｘｖｎｃ 的脚
本）
查找所有可用的选项，运行：
Ｘｖｎｃ －－ｈｅｌｐ
出于安全的考虑，一般不建议直接以超级用户帐号运行 ｖｎｃｓｅｒｖｅｒ 程序。如果你需要超级用户的环
境，请以一般用户登录后再使用 ｓｕ 命令登录到超级用户帐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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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典型的例子如下：
例子 １：在 Ｗｉｎｄｏｗｓ 计算机上，我可以显示在远端的 Ｌｉｎｕｘ 服务器上的 Ｘ 窗口环境。按如下步骤：
［ 在 Ｗｉｎｄｏｗｓ 的机器上，启动 ＤＯＳ 终端输入以下命令 ］
ｔｅｌｎｅｔ ｍｙ＿ｌｉｎｕｘ＿ｓｅｒｖｅｒ＿ｎａｍｅ
［ 在 Ｌｉｎｕｘ 服务器上用你的用户帐号登录，然后输入命令 ］
ｖｎｃｓｅｒｖｅｒ
［
［
［
［
［

输入一个比较好的密码当系统提示输入密码时， 我的密码是 “３５７＋Ｓｉｍｏｎ＆Ｇａｒｆｕｎｋｅｌ”］
再次输入相同密码确认 ］
注意观察屏幕输出信息，看 ｖｎｃ 服务在哪一个屏幕窗口运行，我的是“４” ］
在 Ｗｉｎｄｏｗｓ 机器上，从“开始”－＞“程序”－＞“ＶＮＣ”－＞运行“ｖｎｃ ｖｉｅｗｅｒ” ］
在显示窗口里，输入远端 Ｌｉｎｕｘ 机器的 ｉｐ 地址和对应的屏幕窗口号，如下所示 ］

ｍｙ＿ｌｉｎｕｘ＿ｓｅｒｖｅｒ＿ｉｐ＿ａｄｄｒｅｓｓ：４
［ 在接下来出现的密码输入框里，输入密码 ］
３５７＋Ｓｉｍｏｎ＆Ｇａｒｆｕｎｋｅｌ
［ 你应该可以看到一个 Ｘ－Ｗｉｎｄｏｗｓ 的窗口显示在 Ｗｉｎｄｏｗｓ 的桌面上 ］
［ 就像平时你在 Ｘ－Ｗｉｎｄｏｗｓ 的环境下执行你的操作 ］
［ 完成之后，切换到你的 ＤＯＳ 环境下的 ｔｅｌｎｅｔ 会话进程，输入以下两条命令 ］
ｖｎｃｓｅｒｖｅｒ – ｋｉｌｌ ：４
ｌｏｇｏｕｔ
例子 ２：在 Ｌｉｎｕｘ 的 Ｘ 窗口环境下，我可以显示和远程控制 ＭＳ－Ｗｉｎｄｏｗｓ 的计算机屏幕。但愿没有
人正在使用那一台计算机，否则他会看到我在移动他的鼠标光标。
按如下步骤：
［
［
［
［
［
［

走到 Ｗｉｎｄｏｗｓ 的计算机上，因为你可能没有办法用 ｔｅｌｎｅｔ 来访问它 ］
从“开始”菜单，选择“程序”－＞ “ＶＮＣ” －＞ 运行“ＷＩＮ ＶＮＣ （Ａｐｐ 模式）”］
从 “ＳｙｓｔｅｍＴｒａｙ”，用鼠标右击 ｖｎｃ 的图标，选择“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在对话框出现后，输入密码。把对应的屏幕号码设为“ａｕｔｏ”］
走回你的 Ｌｉｎｕｘ 服务器，开启桌面］
启动 Ｘ 终端输入命令］

ｖｎｃｖｉｅｗｅｒ ｍｓ＿ｗｉｎｄｏｗｓ＿ｓｅｒｖｅｒ＿ｎａｍｅ＿ｏｒ＿ｉｐ
［
［
［
［

当提示出现时，输入密码 ］
现在，你应该可以看到 ＭＳ－Ｗｉｎｄｏｗｓ 的窗口出现在你的 Ｌｉｎｕｘ 桌面上了 ］
做你日常的工作 ］
结束的时候，右击 Ｓｙｓｔｅｍ Ｔｒａｙ 的 ＶＮＣ 图标，选择“关闭 ＶＮ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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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４：基本配置
４．４．１

如何设置我的声卡？

试着运行（以 ｒｏｏｔ 用户）
ｓｎｄｃｏｎｆｉｇ
除非你有一块非常特殊的声卡，这个程序会工作的很好。在设置过程的最后，是 Ｌｉｎｕｓ 的声音告诉
你他怎样读“Ｌｉｎｕｘ”（在 ＲｅｄＨａｔ 中，“ｓｎｄｃｏｎｆｉｇ”也可以通过“设置”功能来调用——输入
ｓｅｔｕｐ）。
你可能想用命令行的播放器来试一试你的声卡和光驱。放一张音乐 ＣＤ 到你的光驱，然后输入：
ｃｄｐｌａｙ
如果这样不工作，可能是你没有／ｄｅｖ／ｃｄｒｏｍ？检查你是否能以 ｒｏｏｔ 身份 ｍｏｕｎｔ 一张数据 ＣＤ，然后
创建／ｄｅｖ／ｃｄｒｏｍ 设备并将它链接到正确的设备（很可能是／ｄｅｖ／ｈｄｂ）。例如（以 ｒｏｏｔ 用户）：
ｌｎ –ｓ ／ｄｅｖ／ｈｄｂ ／ｄｅｖ／ｃｄｒｏｍ
如果 ｃｄｐｌａｙ 对 ｒｏｏｔ 用户工作，但对其他用户不工作，你可能需要给予所有用户对设备文件
／ｄｅｖ／ｃｄｒｏｍ 的读／写许可，检查目录／ｍｎｔ／ｃｄｒｏｍ 的许可，或者想前面解释的那样修改／ｅｔｃ／ｆｓｔａｂ
文件。比如：ｃｈｍｏｄ ６６６ ／ｄｅｖ／ｃｄｒｏｍ（／ｄｅｖ 目录是所有设备以文件形式出现的地方）
播放第三支歌，输入：
ｃｄｐｌａｙ ｐｌａｙ ３
你可以用命令 ｃｄｐ 使用 ｃｄｐｌａｙ 的简单的命令行界面，但可能你更倾向于可在 Ｘ－Ｗｉｎｄｏｗｓ 下使用的
界面（例如：从 ＫＤＥ 的“Ｋ”菜单，选择：多媒体光驱播放器）。
按下光驱上的按钮或者发出下面任何一条命令都可以停止播放音乐：
ｅｊｅｃｔ
ｃｄｐｌａｙ ｓｔｏｐ
故障处理 如果你的声卡出现问题，手工配置是另一个选择。这里是我设置一块 １６ 位兼容声霸卡的
过程，由于检测有误的缘故它总是在半速状态工作（很慢而且音量很小）。需要阅读的文档是
／ｕｓｒ／ｓｒｃ／ｌｉｎｕｘ－ｘｘｘ／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ｓｏｕｎｄ（希望你安装了核心源码，这样才会有文档）。文件
／ｅｔｃ／ｍｏｄｕｌｅｓ．ｃｏｎｆ 需要修改，关键的一行（修改后）是：
ｏｐｔｉｏｎｓ ｓｂ ｅｓｓｔｙｐｅ＝１６８８ ｉｏ＝０ｘ２２０ ｉｒｑ＝５ ｄｍａ＝０ ｄｍａ１６＝５ ｍｐｕ＿ｉｏ＝０ｘ３３０
我要做的改动是插入“ｅｓｓｔｙｐｅ＝”选项。修改完毕后最好冷启动来测试你的设置（用 ｓｈｕｔｄｏｗｎ 命
令停机，然后重置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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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设置我的打印机？

打开一个 Ｘ 终端，然后输入（作为 ｒｏｏｔ 用后，否则你会被提示输入 ｒｏｏｔ 密码）：
ｐｒｉｎｔｔｏｏｌ ＆
这个程序会完成全部的打印机设置，你只需要填入你的打印机类型信息以及它接在哪里。
指定正确的打印机端口是最重要的一步。如果你不知道是哪个，可以试着按如下方法配置：对于
ＲｅｄＨａｔ ５．２：ｌｐ１（第一个并行口），ｌｐ２（第二个并行口），或 ｌｐ３（第三个并行口）；对于 ＲｅｄＨａｔ ６．０
及以上版本：ｌｐ０（第一个并行口），ｌｐ１（第二个并行口），或者 ｌｐ３（第三个并行口）。从 ＲｅｄＨａｔ
５．２ 升级到 ６．０ 后，由于并行口名字改变导致打印机停止工作。我不得不重新运行 ｐｒｉｎｔｔｏｏｌ 来调
整打印端口。端口好的改变是为了与其它设备的编号总是从 ０ 开始的情况一致。
试着向打印端口发送一张 ＡＳＣＩＩ 文本测试页，只有当测试页打印正常的时候才算大功告成。如果你
要配置的是一台远程打印机，确信你的机器对远程打印机有访问权限。访问权限是在连接那台远程
打印机的机器中的／ｅｔｃ／ｈｏｓｔｓ．ｌｐｄ（安全程度较高）或／ｅｔｃ／ｈｏｓｔｓ．ｅｑｕｉｖ （安全程度较低）中设置
的。这些文件只是简单地列出能够使用本地打印机的远程机器，一个机器名一行。我的文件看起来
是这样的：
ｈａｃｋｅｒ
ｍａｒｓ
我的系统中本来没有／ｅｔｃ／ｈｏｓｔｓ．ｌｐｄ，所以我创建了一个。
欲了解你机器中的打印机信息，可以察看文件／ｅｔｃ／ｐｒｉｎｔｃａｐ ：
ｃｄ ／ｅｔｃ／
ｃａｔ ｐｒｉｎｔｃａｐ
这里是我的／ｅｔｃ／ｐｒｉｎｔｃａｐ 文件中某些代码的含义：
：域分隔符（分隔文件中的条目）
＼ （出现在行尾）下一行继续
ｌｐ 打印机名。“ｌｐ”是你机器中默认的打印机名，默认情况下，多个打印机被顺序地命名为
ｌｐ０，ｌｐ１ 等等（或任何你喜欢的名字）。但是不要将打印机名和打印机连接的并行口设备名混
淆。
ｓｄ＝／ｖａｒ／ｓｐｏｏｌ／ｌｐｄ／ｌｐ 我的脱机目录（ｓｄ）。
ｍｘ＃０ 打印任务的最大块数。“０”表示没有限制。
ｓｈ 我希望忽略打印标题页。标题页在你的打印任务前显示你的名字（如果你在家打印意味着浪费
纸张）。
Ｒｍ＝ｍａｒｓ 远程机器名，我的系统里是“ｍａｒｓ”（我的打印机连在另一台计算机上）。
Ｒｐ＝ｌｐ 或者 ｌｐ＝／ｄｅｖ／ｌｐ０ 远程打印机名，打印机在远程计算机上的名字（在我的家庭网络里，打
印机“ｌｐ”连接在计算机“ｍａｒｓ”上）。或者本地机器的设备名字。“／ｄｅｖ／ｌｐ０”在 ＲｅｄＨａｔ ６．ｘ
中是第一个并行口（在 ＲｅｄＨａｔ ５．２ 中曾经是／ｄｅｖ／ｌｐ１，并口号改变了）。
Ｉｆ＝／ｖａｒ／ｓｐｏｏｌ／ｌｐｄ／ｌｐ／ｆｉｌｔｅｒ 输入过滤器文件（ｉｆ）。你的打印任务在被送到打印机前，将会被
这个“过滤器”格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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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ｆ 禁止换页（ｓｆ）。通常情况下，当打印任务结束时会发送换页指令（设为禁止换页，如果你的
打印机总是在每个打印任务的最后多打印一张空白页）。
打印机是通过命令 ｌｐｃ 来控制的（以 ｒｏｏｔ 身份）。用“？”察看选项。这个程序以它的怪异而声
名狼藉，所以不要轻易地被它吓住。察看打印队列用命令 ｌｐｑ，清除打印任务用 ｌｐｒｍ，这两个命令
适用于所有用户（不仅仅是 ｒｏｏｔ）。你能够从命令行用 ｌｐｒ 命令打印。在 ＫＤＥ 环境下，你能用“Ｋ－
按钮” —“Ｕｔｉｌｉｔｉｅｓ”—“Ｐｒｉｎｔ Ｑｕｅｕｅ”控制打印队列。
大多数打印机在 Ｌｉｎｕｘ 下能工作得很好，但有的打印机可能不会发挥全部功能，这是由于厂商提供
的信息或驱动程序不足造成。因此，购买打印机前，你可能要参考 Ｌｉｎｕｘ 打印机数据库：
ｈｔｔｐ：／／ｗｗｗ．ｌｉｎｕｘｐｒｉｎｔｉｎｇ．ｏｒｇ／ｄａｔａｂａｓｅ．ｈｔｍｌ。简而言之，最好选择这里列出的打印机类型
（ｈｔｔｐ：／／ｗｗｗ．ｌｉｎｕｘｐｒｉｎｔｉｎｇ．ｏｒｇ／ｓｕｇｇｅｓｔｅｄ．ｈｔｍｌ ）：对于经济性彩色打印：一台 Ｅｐｓｏｎ
Ｓｔｙｌｕｓ，比如：Ｓｔｙｌｕｓ Ｃ８０ （较好）或 Ｓｔｙｌｕｓ Ｃ６０（较便宜）。比较而言，惠普喷墨打印为次
选。请注意，喷墨打印机一般情况下进行黑白打印时表现不是很好。
而且，喷墨打印机是为个人用户设计的，并不适合处理大量的打印。当然它们能提供优质的彩色输
出，特别是在优质纸张上。孩子们喜欢喷墨打印机。
－ 低端激光打印：Ｌｅｘｍａｒｋ 或者 Ｂｒｏｔｈｅｒ 打印机。很多惠普激光打印机也能工作得很好，但是当你
选择惠普打印机的时候一定要仔细挑选，因为它们提供的支持非常有限。廉价的激光打印机总是黑
白的，但提供高质量的文本输出。如果你选择一台支持“Ｐｏｓｔｓｃｒｉｐｔ”的打印机会避免很多麻烦。

４．４．３

Ｗｏｒｄ Ｐｅｒｆｅｃｔ ８ 没有适合我的打印机的驱动程序

如果你已经在 ＫＤＥ 里通过 ｐｒｉｎｔｔｏｏｌ 安装了打印机，有一个驱动程序并且工作正常，那么设置
Ｗｏｒｄ Ｐｅｒｆｅｃｔ 使用“ｐａｓｓｔｈｒｕ ｐｏｓｔｓｃｒｉｐｔ”驱动程序。

４．４．４

配置文件在哪里？

系统级的配置存放在／ｅｔｃ 目录中。用户级的配置存放在用户的主目录／ｈｏｍｅ／ｕｓｅｒ＿ｌｏｇｉｎ＿ｎａｍｅ。这
里是我常用的系统级配置文件列表：
ＳＨＥＬＬ 默认文件
／ｅｔｃ／ｂａｓｈｒｃ – ｂａｓｈ ｓｈｅｌｌ 的系统级默认功能和别名
／ｅｔｃ／ｐｒｏｆｉｌｅ – ｂａｓｈ ｓｈｅｌｌ 的系统级默认值，包括系统级的环境变量
／ｅｔｃ／ｐａｓｓｗｄ – 含有用户的密码和其他信息。Ｒｏｏｔ 用户能够直接修改，但建议用配置工具修改，
例如 ｐａｓｓｗｄ 命令。一个损坏的／ｅｔｃ／ｐａｓｓｗｄ 很容易令一个 Ｌｉｎｕｘ 系统不可用。
／ｅｔｃ／ｓｈａｄｏｗ – 存有 ｐａｓｓｗｄ 文件的“ｓｈａｄｏｗ”信息。比如：不应被所有人看到的信息。
／ｅｔｃ／ｇｒｏｕｐ – 类似／ｅｔｃ／ｐａｓｓｗｄ 文件，但是关于用户组的。
／ｅｔｃ／ｃｒｏｎｔａｂ – 设置“ｃｒｏｎ” ，意为定期地执行命令（以小时、天、星期、年等为单位）。
／ｅｔｃ／ｉｎｉｔａｂ – 系统启动时运行不同的程序和进程。
／ｅｔｃ／ｉｓｓｕｅ – 和登录提示一起出现的信息。常常被 ｒｃ．ｌｏｃａｌ 脚本覆盖。
／ｅｔｃ／ｉｓｓｕｅ．ｎｅｔ – 与上面相同，但是在通过网络登录时使用。
／ｅｔｃ／ｍｏｔｄ – “每日消息（Ｍｅｓｓａｇｅ ｏｆ ｔｈｅ ｄａｙ）”文件，用户登录后显示。
／ｅｔｃ／ｒｃ．ｄ／ｒｃ．ｌｏｃａｌ – 系统启动时最后执行的脚本。我把定制我的本地机器的命令放在此文件的
末尾。它的功能类似 ＤＯＳ 的“ａｕｔｏｅｘｅｃ．ｂａ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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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配置
／ｅｔｃ／ｈｏｓｔｓ – 含有一个主机名和固定 ｉｐ 地址列表
／ｅｔｃ／ｈｏｓｔｓ．ａｌｌｏｗ – 允许使用网络服务的主机名
／ｅｔｃ／ｈｏｓｔｓ．ｄｅｎｙ – 禁止使用网络服务的主机名
／ｅｔｃ／ｒｅｓｏｌｖ．ｃｏｎｆ – 设置了本地机器使用的域名服务器列表
／ｅｔｃ／ｉｎｅｔｄ．ｃｏｎｆ – 守护进程 ｉｎｅｔｄ 的配置文件，说明了你的机器提供哪些 ＴＣＰ／ＩＰ 服务。
／ｅｔｃ／ｅｘｐｏｒｔｓ – 指明了哪些文件系统能想那些主机提供网络文件系统（ＮＦＳ）。Ｍａｎ ｅｘｐｏｒｔｓ 包
含如何为远程用户设置此文件的信息。
硬件配置
／ｅｔｃ／ｃｏｎｆ．ｍｏｄｕｌｅｓ – 配置 ｌｉｎｕｘ 的核心模块。模块类似 ＭＳ Ｗｉｎｄｏｗｓ 或 ＤＯＳ 下的设备驱动程序。
／ｅｔｃ／ｆｓｔａｂ – 还有分区和文件系统信息。系统用来 ｍｏｕｎｔ 目录树上不同的文件系统和分区。
／ｅｔｃ／ｍｔａｂ – 显示当前以被 ｍｏｕｎｔ 的设备和分区，以及它们的状态。
／ｅｔｃ／ｌｉｌｏ．ｃｏｎｆ – ｌｉｌｏ 启动管理程序的配置文件。
／ｂｏｏｔ／ｇｒｕｂ／ｇｒｕｂ．ｃｏｎｆ – ｇｒｕｂ 启动管理程序的配置文件。
／ｅｔｃ／ｐｒｉｎｔｃａｐ – 打印机设置
／ｅｔｃ／ｔｅｒｍｃａｐ – ＡＳＣＩＩ 数据库，定义了不同控制台、终端和打印机的功能和字符特性。你一般不
会去改变它们。
／ｅｔｃ／Ｘ１１／ＸＦ８６Ｃｏｎｆｉｇ – Ｘ 配置文件。Ｘｆｒｅｅ ４．ｘｘ 版本的配置文件是／ｅｔｃ／Ｘ１１／ＸＦ８６Ｃｏｎｆｉｇ－４
（如果它不存在，系统会试用 ＸＦ８６Ｃｏｎｆｉｇ）。

４．４．５

这些设备文件都是什么？

设备以文件的形式出现在目录／ｄｅｖ 中。它们可读、可写，如果你有权限这么做的话。文件列表能
够揭示设备的一些重要细节：
ｌｓ –ｌ ／ｄｅｖ／ｔｔｙｓ３
我的系统给出如下的输出：
ｃｒｗｘｒ－ｘｒ－ｘ １ ｒｏｏｔ ｔｔｙ ４， ６７ Ｍａｒ １３ ２２：５９ ｔｔｙＳ３
最左边的“ｃ”表明这是一个字符设备。如果是“ｂ”则意味着“块设备”，“ｐ”＝先入先出设备
（ＦＩＦＯ），“ｕ”＝非缓冲字符设备，“ｄ”＝目录，“ｌ”＝符号链接。数字“４，６７”的意思是主设
备为 ４，次设备好为 ６７。为了使你系统中所有用户能使用某些设备，你需要设置正确的权限。
例如：
ｌｓ –ｌ ／ｄｅｖ／ｕｓｂ／ｓｃａｎｎｅｒ０
ｃｈｍｏｄ ６６６ ／ｄｅｖ／ｕｓｂ／ｓｃａｎｎｅｒ０
这里有一个常见设备的清单：
／ｄｅｖ／ｔｔｙＳ０ – 第一个串行口。鼠标通常接在这里。
／ｄｅｖ／ｔｔｙＳ１ – 第二个串行口。你的调制解调器很可能接在这里。
／ｄｅｖ／ｔｔｙＳ２ 和／ｄｅｖ／ｔｔｙＳ３ 是第三和第四个串行口（一般不存在，但你的内置调制解调器可以被设
置成使用其中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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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ｅｖ／ｍｏｄｅｍ – 串口调制解调器。通常是一个指向／ｄｅｖ／ｔｔｙＳ１、／ｄｅｖ／ｔｔｙＳ２ 或／ｄｅｖ／ｔｔｙＳ３ 的符号
链接，具体取决于你的调制解调器接在那个串行端口。
／ｄｅｖ／ｍｏｕｓｅ – 鼠标。通常是一个指向／ｄｅｖ／ｔｔｙＳ０ 或相似设备（见上）的符号链接，具体取决于
你的鼠标接在哪个串行端口。
／ｄｅｖ／ｌｐ０ – 接在第一个并行口的打印机。通常你的打印机接在这里。
／ｄｅｖ／ｌｐ１ – 接在第二个并行口的打印机（一般不存在）。
／ｄｅｖ／ｆｄ０ – 第一个软盘驱动器（一般都有）。
／ｄｅｖ／ｆｄ０Ｈ１４４０ – 第一个软盘驱动器的高密度模式驱动程序。一般情况下，这个驱动程序（或其
他有相似名字的设备驱动程序）在以特定密度格式化一张软盘的时候被调用。Ｓｌａｃｋｗａｒｅ 还有支持
将一张 ３．５ 英寸软盘格式化为最大 １．７ＭＢ 的驱动程序。默认情况下，ＲｅｄＨａｔ 和 Ｍａｎｄｒａｋｅ 没有这些
驱动程序。
／ｄｅｖ／ｆｄ１ – 第二个软盘驱动器。
／ｄｅｖ／ｈｄａ – 第一个 ＩＤＥ 硬盘（整个硬盘）。大多数 ＩＢＭ 兼容 ＰＣ 的硬盘是 ＩＤＥ 设备。
／ｄｅｖ／ｈｄｂ – 第二个 ＩＤＥ 硬盘（整个硬盘）。很多计算机中，ＩＤＥ 光驱接在这里。
／ｄｅｖ／ｈｄｃ – 第三个 ＩＤＥ 硬盘（整个硬盘）。很多计算机中，ＩＤＥ 光驱接在这里。
／ｄｅｖ／ｃｄｒｏｍ – 指向相应设备的链接，通常是／ｄｅｖ／ｈｄｃ 或／ｄｅｖ／ｈｄｂ（ＣＤＲＯＭ）或／ｄｅｖ／ｓｃｄ０（ＣＤ－
Ｒ／ＲＷ）。
／ｄｅｖ／ｈｄａ１ – 第一个 ＩＤＥ 硬盘的第一个分区。／ｄｅｖ／ｈｄａ２ 时第一个 ＩＤＥ 硬盘的第二个分区。不难
猜测，／ｄｅｖ／ｈｄｄ８ 将会是第四个 ＩＤＥ 硬盘的第八分区。
／ｄｅｖ／ｔｔｙ１ – 第一个字符终端。／ｄｅｖ／ｔｔｙ２ 时第二个字符终端，以此类推。
／ｄｅｖ／ｄｓｐ – 数字音频，例如声卡。“ｄｓｐ”是“ｄｉｇｉｔａｌ ｓｉｇｎａｌ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数字信号处理）”
的缩写。
／ｄｅｖ／ｓｎｄｓｔａｔ – 用 ｃａｔ ／ｄｅｖ／ｓｎｄｓｔａｔ 来更多地了解你的声卡状态。
／ｄｅｖ／ｎｕｌｌ – 当你不想要输出的时候就送到这里。
／ｄｅｖ／ｒａｎｄｏｍ – 用来读伪随机数。用 ｃａｔ ／ｄｅｖ／ｒａｎｄｏｍ 来在屏幕上显示一对乱七八糟的字符。还
有一个／ｄｅｖ／ｕｒａｎｄｏｍ 设备用来生成低质量的随机数序列。
／ｄｅｖ／ｓｄａ – 第一个 ＳＣＳＩ 硬盘（整个硬盘）。在一台家用计算机中，不太可能有 ＳＣＳＩ 设备（昂
贵）。
／ｄｅｖ／ｓｄｂ – 第二个 ＳＣＳＩ 硬盘（“ｓｄｃ”是第三个 ＳＣＳＩ 硬盘，以此类推。一个系统中可以有多个
ＳＣＳＩ 硬盘）。
／ｄｅｖ／ｓｄａ１ – 第一个 ＳＣＳＩ 硬盘的第一个分区。
／ｄｅｖ／ｓｒ０ – 第一个 ＳＣＳＩ 光驱（有时叫做／ｄｅｖ／ｓｃｄ０）。如果你有一个 ＡＴＡＰＩ ＣＤ Ｗｒｉｔｅｒ，也可能
在这里。
／ｄｅｖ／ｓｒ１ – 第二个 ＳＣＳＩ 光驱（有时叫做／ｄｅｖ／ｓｃｄ１）。（／ｄｅｖ／ｓｒ２ 是第三个 ＳＣＳＩ 光驱，以此类
推。系统中可以有多个 ＳＣＳＩ 光驱）

／ｄｅｖ／ｕｓｂ／ｓｃａｎｎｅｒ０ – 一个 ｕｓｂ 扫描仪。试用 ｌｅｓｓ
／ｕｓｒ／ｓｒｃ／ｌｉｎｕｘ／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ｕｓｂ／ｓｃａｎｎｅｒ．ｔｘｔ 了解如何从头开始配置扫描仪。欲了解更多：
ｌｅｓｓ ／ｕｓｒ／ｓｒｃ／ｌｉｎｕｘ／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ｄｅｖｉｃｅｓ．ｔｘｔ
ｍａｎ ＭＡＫＥＤＥＶ
象／ｕｓｒ／ｓｒｃ／ｌｉｎｕｘ／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ｄｅｖｉｃｅｓ．ｔｘｔ 解释的那样，我可能需要创建一些指向设备文件
本身的符号链接来配置我的系统。这只是一个简单的实例，并不意味着通用的建议。当然，如果这
些链接存在，它们应该有以下的：
／ｄｅｖ／ｍｏｕｓｅ 当前鼠标端口＊＊＊
／ｄｅｖ／ｔａｐｅ 当前磁带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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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ｅｖ／ｃｄｒｏｍ 当前光驱设备＊＊＊
／ｄｅｖ／ｃｄｗｒｉｔｅｒ 当前 ＣＤ－ｗｒｉｔｅｒ 设备（但是我的 ＲｅｄＨａｔ 是／ｄｅｖ／ｃｄｒｅｃｏｒｄｅｒ）
／ｄｅｖ／ｓｃａｎｎｅｒ 当前扫描仪设备
／ｄｅｖ／ｍｏｄｅｍ 当前拨出（调制解调器）端口
／ｄｅｖ／ｒｏｏｔ 当前 ｒｏｏｔ 文件系统
／ｄｅｖ／ｓｗａｐ 当前 ｓｗａｐ 设备
＊＊＊表示我的 Ｍａｒｎｄｒａｋｅ 系统中确实存在的符号链接。例如，如果鼠标有什么问题，我会做下面的
事情（以 ｒｏｏｔ）：
ｌｓ －ｌ ／ｄｅｖ／ｍｏｕｓｅ
［检查鼠标设备是否存在且指向哪里］
ｌｎ －ｓ ／ｄｅｖ／ｔｔｙＳ０ ／ｄｅｖ／ｍｏｕｓｅ
［创建一个符号链接／ｄｅｖ／ｍｏｕｓｅ 指向第一个串行端口］
对于 ＳＣＳＩ（及 ＡＴＡＰＩ）设备，／ｄｅｖ／ｔａｐｅ 和／ｄｅｖ／ｃｄｒｏｍ 应该指向“熟”设备（／ｄｅｖ／ｓｔ＊和／ｄｅｖ／ｓｒ＊，
相应地），而／ｄｅｖ／ｃｄｗｒｉｔｅｒ 和／ｄｅｖ／ｓｃａｎｎｅｒ 应该指向相应的普通 ＳＣＳＩ 设备（／ｄｅｖ／ｓｇ＊）。非临
时套接字和管道可能存在于／ｄｅｖ。常见的有：
／ｄｅｖ／ｐｒｉｎｔｅｒ ｓｏｃｋｅｔ ｌｐｄ ｌｏｃａｌ ｓｏｃｋｅｔ
／ｄｅｖ／ｌｏｇ ｓｏｃｋｅｔ ｓｙｓｌｏｇ ｌｏｃａｌ ｓｏｃｋｅｔ
／ｄｅｖ／ｇｐｍｄａｔａ ｓｏｃｋｅｔ ｇｐｍ ｍｏｕｓｅ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ｘｅｒ
若干 Ｌｉｎｕｘ 守护进程
守护进程是定期被唤醒、检查你的系统，然后执行某些特定功能的驻留程序。它们一般不接受任何
输入，通常也不产生任何输出。你的 Ｌｉｎｕｘ 系统可能以设置了运行相当多的守护进程。其中大多数
可以选择（或不选）通过以 ｒｏｏｔ 身份运行程序 ｎｔｓｙｓｖ（ＲｅｈＨａｔ），然后选择相应项目。
每个守护进程的简短描述可以在 ｎｔｓｙｓｖ 中按＜Ｆ１＞得到。如果你需要的守护进程没有在 Ｎｔｓｙｓｖ 中列
出来，你得放入 ＲｅｄＨａｔ／Ｍａｎｄｒａｋｅ 的安装 ＣＤ，安装相应的软件。Ｎｔｓｙｓｖ 的另一个选择可以是
ｔｋｓｙｓｖ（以 ｒｏｏｔ 身份从 Ｘ 终端输入），它可能更灵活，但也可能更复杂（它能让你在每一个运行
级别上设置守护进程）。另外，单一但更强大、灵活、难以使用的工具是／ｓｂｉｎ／ｃｈｋｃｏｎｆｉｇ。
这里有一个包含简短描述的常见守护进程列表：
ａｎａｃｒｏｎ – 检查由于系统关机导致未被执行的“ｃｒｏｎ”任务，并且执行它们。对于你有计划好的
ｃｒｏｎ 任务但却不能每次运行的情况特别有用——ａｎａｃｒｏｎ 将在启动时检查它们。
ａｍｄ – ａｕｔｏｍｏｕｎｔ 守护进程（自动 ｍｏｕｎｔ 可移动介质）。
ａｐｍｄ – 高级电源管理 ＢＩＯＳ 守护进程。适用于支持 ａｐｍ 的机器，尤其是膝上型笔记本电脑。
ａｒｐｗａｔｃｈ – 保持观察以太网／ｉｐ 地址对。
ａｔｄ – 运行由“ａｔ”排队的任务。
ａｕｔｏｆｓ – 控制 ａｕｔｏｍｏｕｎｔ 守护进程的操作（对 ａｍｄ 的竞争）。
ｂｏｏｔｐａｒａｍｄ – 向无盘工作站提供必要启动信息的服务器进程。
ｃｒｏｎｄ – 自动任务调度程序。管理那些定期但不经常执行的任务，例如循环日志文件，清理／ｔｍｐ
目录，等等。
ｃｕｐｓｄ – 通用 ＵＮＩＸ 打印系统（ＣＵＰＳ）守护进程。ＣＵＰＳ 是一个先进的假脱机打印系统，允许一台
打印机在整个网络的打印选项及自动功能设置在一台服务器上。它是 Ｍａｎｄｒａｋｅ Ｌｉｎｕｘ 的默认打印
系统。

１１２

Ｌｉｎｕｘ 新手管理员指南

（幻影快递 Ｌｉｎｕｘ 小组： ＳｈａｄｏｗｆａｘＬｉｎｕｘ＠ｈｏｔｍａｉｌ．ｃｏｍ）

ｄｈｃｐｄ – 实现动态主机配置协议（ＤＨＣＰ）和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 协议（ＢＯＯＴＰ）。
ｇａｔｅｄ – 取代 ｒｏｕｔｅｄ 和 ｅｇｐｕｐ 并能处理多种路由协议的路由守护进程。
ｇｐｍ – 非常有用的鼠标服务，支持运行在 Ｌｉｎｕｘ 字符终端的应用程序。
ｈｔｔｐｄ – Ａｐａｃｈｅ Ｗｅｂ Ｓｅｒｖｅｒ 守护进程。
ｉｎｅｔｄ – 监听网络服务请求连结，特别是拨入服务。这个进程可以自动加载或卸载其他守护进程
（ｆｔｆｐｄ，ｔｅｌｎｅｔｄ，等等），从而节省系统资源。新的系统中以被 ｘｉｎｅｔｄ 代替。
ｉｓｄｎ４ｌｉｎｕｘ – 服务用户的 ＩＳＤＮ 卡。
ｋｅｒｎｅｌｄ – 自动加载和卸载核心模块。
ｋｌｏｇｄ – 解释和显示日志信息的进程。核心消息取决于消息的等级。可能的等级有（从
／ｕｓｒ／ｉｎｃｌｕｄｅ／ｌｉｎｕｘ／ｋｅｒｎｅｌ．ｈ 复制而来）：
ＫＥＲＮ＿ＥＭＥＲＧ ＂＜０＞＂ 系统不可用
ＫＥＲＮ＿ＡＬＥＲＴ ＂＜１＞＂ 必须采取措施
ＫＥＲＮ＿ＣＲＩＴ ＂＜２＞＂ 严重状态
ＫＥＲＮ＿ＥＲＲ ＂＜３＞＂ 错误状态
ＫＥＲＮ＿ＷＡＲＮＩＮＧ ＂＜４＞＂ 警告状态
ＫＥＲＮ＿ＮＯＴＩＣＥ ＂＜５＞＂ 正常但重要的情况
ＫＥＲＮ＿ＩＮＦＯ ＂＜６＞＂ 消息
ＫＥＲＮ＿ＤＥＢＵＧ ＂＜７＞＂ 调试级别信息
消息通常会被记录到／ｖａｒ／ｌｏｇ／ｋｅｒｎｅｌ 目录下相应的文件中。
ｋｕｄｚｕ – 启动过程中检测并配置新添会改变的设备。
ｋｅｙｔａｂｌｅ – 装入选定的键盘布局。
ｌｉｎｕｘｃｏｎｆ – 配置工具。如果你希望 ｌｉｎｕｘｃｏｎｆ 在启动中执行一些维护系统配置的任务，它的自
动执行部分将会运行。
ｌｐｄ – 打印进程。
ｍｃｓｅｒｖ – Ｍｉｄｎｉｇｈｔ Ｃｏｍｍａｎｄｅｒ 网络文件系统的服务器程序。它向运行 Ｍｉｄｎｉｇｈｔ 文件系统（当
前，只有 Ｍｉｄｎｉｇｈｔ Ｃｏｍｍａｎｄｅｒ 文件管理器）的客户提供对主机文件系统的访问。如果是以 Ｒｏｏｔ 用
户身份运行，此程序将会尝试获得一个保留端口。否则，它会使用 ９８７６ 端口。如果系统有
Ｐｏｒｔｍａｐｐｅｒ 运行，那么这个端口将会被 ｐｏｒｔｍａｐｐｅｒ 记录，然后客户会自动连结到正确的端口。如
果系统没有 ｐｏｒｔｍａｐｐｅｒ 在运行，那么必须用参数－ｐ 手工指定一个（见下）。
ｎａｍｅｄ – 互联网域名服务器（ＤＮＳ）守护进程。
ｎｅｔｆｓ – 网络文件系统 ｍｏｕｎｔｅｒ。用来在启动时 ｍｏｕｎｔ ｎｆｓ，ｓｍｂ，和 ｎｃｐ 共享。
ｎｅｔｗｏｒｋ – 通过调用／ｅｔｃ／ｓｙｓｃｏｎｆｉｇ／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ｃｒｉｐｔｓ 中的脚本程序在启动过程中激活所有网
卡。
ｎｆｓｄ – 输出 ｎｆｓ 共享，当远程系统请求时。
ｎｄｓｌｏｃｋ – 启动和停止 ｎｆｓ 文件加锁服务。
ｎｕｍｌｏｃｋ – ｉｎｉｔ 运行级别变化时锁住 ｎｕｍｌｏｃｋ 键。
ｐｃｍｃｉａ – 膝上型笔记本电脑中 ｐｃｍｃｉａ 卡的一般服务。
ｐｏｒｔｍａｐ – 远程系统调用所需。通常，你需要它来运行网络。
ｐｏｓｔｆｉｘ – 邮件发送代理 ｓｅｎｄｍａｉｌ 的替代品。现在是桌面 Ｍａｎｄｒａｋｅ（ＲｅｄＨａｔ 使用 ｓｅｎｄｍａｉｌ）桌
面安装的默认值。
ｒａｎｄｏｍ – 保存和恢复“熵”池从而生成更高质量的随机数。
ｒｏｕｔｅｄ – 管理路由表的守护进程。
ｒｓｔａｔｄ – 核心统计服务器。
ｒｕｓｅｒｓｄ，ｒｗａｌｌｄ – 识别用户和远程用户的“ｗａｌｌ”消息服务。
ｒｗｈｏｄ – 维护 ｒｗｈｏ（１）和 ｒｕｐｔｉｍｅ（１）所用数据库的服务器进程。它依赖于向网络发送广播信息
的能力。
ｓｅｎｄｍａｉｌ – 邮件发送代理。ＲｅｄＨａｔ 的默认邮件发送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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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ｍｂｄ – ＳＡＭＢＡ（或 ｓｍｂ）进程，面向你的网络中 ＭＳ Ｗｉｎｄｏｗｓ 计算机的网络连接服务（硬盘、打印
机共享，等等）。
ｓｑｕｉｄ – 带缓存的 ｈｔｔｐ 代理。代理将来自客户的请求转发到外部世界，然后再将结果返回。你可
能会用这个代理，如果你希望用你的 Ｌｉｎｕｘ 机器做为你的网络中其他计算机访问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的网
关。另一个实现办法（在家里可能更安全）是配置 ｍａｓｑｕａｒａｄｉｎｇ。
ｓｙｓｌｏｇｄ – 管理系统活动日志。配置文件为／ｅｔｃ／ｓｙｓｌｏｇ．ｃｏｎｆ。
ｓｍｔｐｄ – 简单邮件传输协议，为交换电子邮件设计。一些支持 ＳＭＴＰ 的守护进程包括 ｓｅｎｄｍａｉｌ，
ｓｍｔｐｄ，ｒｓｍｔｐｄ，ｑｍａｉｌ，ｚｍａｉｌ，等等。
ｕｓｂ – 管理 ＵＳＢ 设备的进程。
ｘｆｓ – Ｘ 字体服务器。
ｘｎｔｐｄ – 为 ＮＩＳ 域发现服务器并把信息保存在绑定文件中。
ｙｐｂｉｎｄ – ＮＩＳ 绑定服务器。位于网络信息服务域（ＮＩＳ Ｄｏｍａｉｎ）中的机器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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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
有必要建立家庭网络吗？

这是一个很好的想法。有了家庭网络，你放在壁橱里早被淘汰的计算机照样可以运行得很出色。家
庭网络的好处包括，可以共享硬盘，ｚｉｐ 盘，ＣＤＲＯＭｓ，调制解调器，打印机，甚至声卡，远程运行
程序（文本或图形模式），通过一条电话线连接让所有计算机同时浏览网络。如果你一旦失去对你
的计算机的控制，还可以远程关闭它，减少出问题的可能性——详细解答参考“关机”。

４．５．２

怎样建立我的家庭网络？

硬件
所有的硬件必须正确安装。网卡应该在 ＲｅｄＨａｔ 系统初始安装时已经安装好了。如果要在以后添加
新卡的话，系统在重新引导时会自动检测出网卡并进行配置。如果系统在引导时不能正常检测和配
置新卡，你可能现在就要自己手动安装了。如果你安装了不止一快网卡，那么其他网卡也都需要手
工配置，因为 Ｌｉｎｕｘ 只能检测出一快网卡。
在 Ｌｉｎｕｘ 系统下，大多数网卡的驱动都是模块化的。所以用手工设置网卡时仅仅是添加适当的模块
和参数。你不需要重新编译内核，也不需重新起动计算机（除非网卡比较特殊）。要了解需要什么
样的模块和参数，你可能需要参考内核源码的文档：
ｌｅｓｓ ／ｕｓｒ／ｓｒｃ／ｌｉｎｕｘ－２．４／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ｎｅｔｗｏｒｋｉｎｇ／ｎｅｔ－ｍｏｄｕｌｅｓ．ｔｘｔ
必要的话，你可以使用命令：
ｍｏｄｐｒｏｂｅ －１ ｜ ｍｏｒｅ
列出内核使用的所有模块。
如果你需要更多的帮助，请参阅 Ｌｉｎｕｘ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ｏｒ Ｇｕｉｄｅ （系统文件
／ｕｓｅｒ／ｓｈａｒｅ／ｄｏｃ／ＬＤＰ／ｎａｇ 或访问：／／ｗｗｗ．ｔｌｄｐ．ｏｒｇ／ＬＤＰ／ｎａｇ／）。这个指南非常出色。
有很多种把模块加入内核的方法。对于网卡，最简单的就是以 ｒｏｏｔ 的权限运行 ｎｅｔｃｏｎｆ 命令，在
那里指定模块的名字。另一种方法是开启一个 Ｘ－ｔｅｒｍｉｎａｌ，运行＂ｓｕ＂（使你具有 ｒｏｏｔ 的权限），然
后运行／ｕｓｒ／ｂｉｎ／ｋｅｒｎｅｌｃｆｇ。
大多数情况你不必为网卡模块指定参数（ＩＲＱ 和地址）－－模块本身知道应该用什么样的参数。不过，
在一台计算机上设置两个网卡时，要仔细考虑参数的设置。必须确认没有硬件冲突。经常出现的问
题是：当你要把网卡设定成 ＩＲＱ５ 或 ＩＲＱ３ 时，ＩＲＱ５ 却被声卡使用了，而 ＩＲＱ３ 又与第二个串口
（ＣＯＭ２，ｃｕａ１，ｔｔｙｓ１）冲突。检查文件／ｐｒｏｃ／ｉｎｔｅｒｒｕｐｔｓ， ｐｒｏｃ／ｉｏｐｏｒｔ 和阅读引导信息可以对你有
所帮助。
例如，我的 ＷＤ８０１３ 网卡（与 ＳＭＣ Ｅｌｉｔｅ 和 ＳＭＣ Ｅｌｉｔｅ Ｐｌｕｓ 相同）使用 ＩＲＱ１０（通过卡上跳线设置
并设置在内核模块中），地址 ０ｘ３００ 和＂ＷＤ＂模块。我的“ＳＭＣ ＥｔｈｅｒＥＺ”网卡（卡上无跳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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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ＲＱ９，地址 ０ｘ２４０ 和“ＳＭＣ ＥｔｈｅｒＥＺ”模块。千万不要省掉地址中的＂０ｘ＂，它表示“十六进制”，
而没有该引导符的数字，将被认为是十进制。
加入模块以后你也许要用 ／ｐｒｏｃ／ｍｏｄｕｌｅｓ 检测文件看模块是否确实加载了（或以 ｒｏｏｔ 权限运行
ｌｓｍｏｄ）。模块配置文件是 ／ｅｔｃ／ｍｏｄｕｌｅｓ．ｃｏｎｆ， 如果你遇到困难（我曾错误地加入文件），则可
用 ｐｉｃｏ 或其他工具手工编辑和调整该文件。
网络配置
安装网卡和连接网线之后，以 ｒｏｏｔ 权限运行：ｎｅｔｃｏｎｆ 来设置网络。这个程序很有用处！ｎｅｔｃｏｎｆ
也能在图形用户界面下面执行，但是我没有试过。如果你需要更多地了解网络是如何运行的，可以
看看以前的话题。另外，下面的资料也会有所帮助：
ｈｔｔｐ：／／ｉｅｅｅ．ｕｏｗ．ｅｄｕ．ａｕ／￣ｍｊｐ１６／ｗｙｌｕｇ－ｎｅｔｌｉｎｕｘ／ｎｏｔｅｓ．ｈｔｍｌ．
它也包含了一些非常好的关于如何建立小型办公室网络的例子。就像我们的家庭网络一样，这些网
络只是在某些特定时间和外部网络相通。
在 ｎｅｔｃｏｎｆ 中怎样填写和填写什么要由你的网络环境来决定。你肯定要填写“基本主机信息”（启
用第一个以太网卡，ｅｔｈ０，填写本地计算机的名称，代号和 ＩＰ 地址）和“其他主机信息”（家庭
网络上的其他主机的名称，代号和 ＩＰ 地址）。这些信息将存入文件：／ｅｔｃ／ｈｏｓｔｓ 和
／ｅｔｃ／ｓｙｓｃｏｎｆｉｇ／ｎｅｔｗｏｒｋ，所以或许要检测这些文件并进行适当的手工调整。
当设置网络时，不要把 ＩＰ 地址 １２７．０．０．１“环路测试地址”搞坏。ＩＰ 地址 １２７．０．０．１ 必须总是在
配置文件里－－计算机通过这个 ＩＰ 地址来自己和自己对话。
如果你没有 ＩＰ 地址（就是典型的没有对外界永久性连接的家庭网络的情况），你可以创造一个。
它是什么并不重要，因为当通过 ｍｏｄｅｍ 和外界连接上时，你将会被动态地分配一个 ＩＰ 地址（一个
机器可以有多个 ＩＰ 地址）。
但是你创造的 ＩＰ 必须在格式上是正确的。并且，网络掩码必须和网络地址类型的（种类 Ａ，Ｂ，或
者 Ｃ）相匹配。见前面提到的“网络管理员指南”ＩＰ 地址一章。（帮助文件安应该在你系统上
／ｕｓｒ／ｄｏｃ／ＬＰＤ／ｎａｇ 目录里。如果没有找到，可以在
ｈｔｔｐ：／／ｍｅｔａｌａｂ．ｕｎｃ．ｅｄｕ／ｍｄｗ／ｉｎｄｅｘ．ｈｔｍｌ＃ｇｕｉｄ 下载。对家庭的网络，你可以创造 Ｃ 类网络（最
高 ２５４ 台机器——最小的网络），ＩＰ 的第一个 ３ 位数字在 １９２～２２３ 之间。最后的 ３ 数字识别 Ｃ 类
网络上的机器，必须在 １ 和 ２５４ 之间（不要使用 ０，它代表整个网络，或 ２５５ 代表“广播地
址”）。中间的两组，能是 ０～２５５ 的任何数字。这样，２２３．２２３．２２３．１ 是 ２２３．２２３．２２３．０（最后的
零表示全部网络），广播地址 ２２３．２２３．２２３．２５５ 的 Ｃ 类网络的第一台机器。Ｃ 类网络的掩码总是
２５５．２５５．２５５．０（除非你把你的网络再分成更小的“子网络”，我们不在这里讨论它）。使用为
“私有网络”保留的 ＩＰ 地址比重新创造一个更安全。对我而言，ＩＰ １９２．１６８．１．１ 工作得很好。使
用这种方法，你创造的 ＩＰ 地址保证不会干扰任何其他的地址。典型地，网络上的第一台机器期望
被用来与外界连接（因为它是第一个被联接上，但没有一个标准）。所以，我在所有的机器上都把
ＧＴＥＷＡＹ 设置为 ＸＸＸ．ＸＸＸ．ＸＸＸ．１，但我让机器 ＸＸＸ．ＸＸＸ．ＸＸＸ．１ 本身这个地址空着。尽管我让这个地址
空着，ｎｅｔｃｏｎｆ 插入 ｇａｔｅｗａｙ 到 ／ｅｔｃ／ｓｙｓｃｏｎｆ 文件中。曾有在启动时掉网卡期间出现烦人的错
误信息。为了去掉它，编辑 ／ｅｔｃ．ｓｙｓｃｏｎｆｉｇ／ｎｅｔｗｏｒｋ 如下：
ＧＡＴＥＷＡＹＤＥＶ＝
ＧＡＴＥＷＡ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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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不在你的机器上的 ｅｔｈｅｒｎｅｔ 接口设置一个网关，这台机器就不会连到外面。你通过调制解
调器连接，在第一台机器上的 ＰＰＰ 接口将会被设置为默认网关，例如使用 ｋｐｐｐ］
计算机的名字完全自由－用户通常选自己喜欢和熟悉词汇。除非你域名登记为永久性的连接，家庭
的网络的域名可以随便命名。试着去创造一些可能别人没有用过的名字－这样一旦当你有永久性的
连接，它会使你的工作容易一些。
至于 ＤＮＳ（域名服务器，在 ｌｉｎｕｘ 里叫 ｎａｍｅｄ ＝ ｎａｍｅ ｄａｅｍｏｎ），ＲｅｄＨａｔ ５．２ 和 ６．０ 安装时自带
“ｃａｃｈｉｎｇ－ｏｎｌｙ”功能的域名服务器，所以配置相对来说比较简单。另外，你可以选择不使用本地
ＤＮＳ－如果你的本地 ＤＮＳ 正在查“外部的”服务器却找不到它，机器会被挂起几分钟如同死机。使
用本地 ＤＮＳ，“命名的”服务必须能在运行设置时检查。设置缓冲 ＤＮＳ，在 ｎｅｔｃｏｎｆ 中设置足够的
空间。例如，我给全部计算机上装满了表示第一台计算机的“ｎａｍｅｓｅｒｖｅｒ １”（我在机器
ｘｘｘ．ｘｘｘ．ｘｘｘ．１ 和在全部其他的机器上 ｘｘｘ．ｘｘｘ．ｘｘｘ．１ 地址进入了回路测试地址 １２７．０．０．１）。在
我的网络中没有路由指向其他的网络和主机，因为我没有其他的网络。
除了正确地安装好硬件，然后在每个计算机的 ｎｅｔｃｏｎｆ 填写必要的配置信息。为了使网络正常运
行，已经不需要在标准的 ＲｅｄＨａｔ 上做更多的事情。
现在一个接一个地重新起动你家庭网络里的全部计算机（这不是必须的，但是也没有坏处），注意
看引导信息（如果滚屏速度太快，可以用＜Ｓｈｉｆｔ＞＜ＰｇＵｐ＞向前翻页，或者过后用命令 ｄｍｅｓｇ 来显示
这些信息）。你的卡设置正确码？用命令 ｒｏｕｔｅ （ｒｏｏｔ 权限）来看一看 ｅｔｈ０ 接口是否运行。用
ｐｉｎｇ 命令来试验单个的机器之间的连接。试试远程联接到你的计算机，看 ｌｏｏｐｂａｃｋ－ｏｎｌｙ 接口是
否工作，使用命令：
ｔｅｌｎｅｔ ｎａｍｅ＿ｏｆ＿ｔｈｅ＿ｍａｃｈｉｎｅ＿ｙｏｕ＿ａｒｅ＿ｓｉｔｔｉｎｇ＿ａｔ
成功登录后，你可输入
ｅｘｉｔ
退出 ｔｅｌｎｅｔ。最终，你可以远程联接你网络上的所有计算机，用命令：
ｔｅｌｎｅｔ ｎａｍｅ＿ｏｆ＿ａ＿ｒｅｍｏｔｅ＿ｍａｃｈｉｎｅ
如果每一台机器都工作，ｅｔｈ０ 网络接口就设置好了。
设置完 ＰＰＰ 和连接到你的 ＩＳＰ 之后，会有另外一个网络接口（ＰＰＰ０）并能远程登录到世界上的任意
一台机器上。

４．５．３

设置 ＰＰＰ 拨号 ＧＵＩ 的问题

ＧＵＩ 图形用户界面
如果我是你，我将安装 ＫＥＤ 并使用 ｋｐｐｐ 拨号软件。ｋｐｐｐ 非常容易设置和运行。要设置你的 ＰＰＰ 拨
号，运行 ｋｐｐｐ（它在“ＫＤＥ”菜单的“Ｉｎｔｅｒｎｅｔ”子菜单里，你也可以在 ｘｔｅｒｍ 输入 ｋｐｐｐ 运
行）。按“ｓｅｔｕｐ”键，创建一个账户，然后填写一些要求的信息：比如电话号码，授权协议，你
的 ＩＳＰ 的域名和 ＩＳＰ 的域名服务器（ＤＮＳ）等。这些必要信息，你的 ＩＳＰ 应该提供给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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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步，我必须检查／ｅｔｃ／ｍｏｄｅｍ 是否存在并且指向正确的端口。如果有必要，我还可以建立一个
连接到／ｄｅｖ／ｔｔｙＳ１（需要 ｒｏｏｔ 权限）：
ｌｓ －ｌ ／ｄｅｖ／ｍｏｄｅｍ ｌｎ －ｓ ／ｄｅｖ／ｔｔｙＳ１
如果你的 ｍｏｄｅｍ（调制解调器）在（ＤＯＳ 上是连接在 ＣＯＭ２ 的口上，ｔｔｙＳ１ 应该没有什么问题。类似
的，ｔｔｙＳ０ 用于 ＣＯＭ１，ｔｔｙＳ２ 于用 ＣＯＭ３，ｔｔｙＳ３ 用于 ＣＯＭ４。如果端口设置错误，ｍｏｄｅｍ 将不能正常
拨号。对于为非标准的串行口设置，参见 ｓｅｔｓｅｒｉａｌ 的命令。
在旧版本的 ｋｐｐｐ 软件，你可能碰到一个加锁（ｌｏｃｋ）出错的信息。解决办法是，确定编辑文件
／ｅｔｃ／ｐｐｐ／ｏｐｔｉｏｎｓ 是空的（需要 ｒｏｏｔ 权限）：
ｐｉｃｏ ／ｅｔｃ／ｐｐｐ／ｏｐｔｉｏｎｓ

并且删除“ｌｏｃｋ”然后保存文件。近期的版本已经不存在这个问题。
ＲｅｄＨａｔ ６．０ 需要一个补充的部骤：设置“ｓｕｉｄ”（“继承用户 ｉｄ”）以使“ｋｐｐｐ”以根权限的有
效的用户 ＩＤ（它需要直接访问硬件）。如果没有它，ｋｐｐｐ 提示“设置不对”，和“不能创建 ｌｏｃｋ
文件”。必须以 ｒｏｏｔ 权限运行以下命令：
ｃｄ ／ｕｓｒ／ｂｉｎ／ｃｈｍｏｄ ａ＋ｓ ｋｐｐｐ

常见问题的解决方法
如果你设置了正确的串口但是 ｍｏｄｅｍ 却不能正常拨号，ｍｏｄｅｍ 可能设置的不对（或许它是一个
“ｗｉｎｍｏｄｅｍ＂，扔掉它，买一个不好一点的 ｍｏｄｅｍ）。例如，我曾经运行 ｋｐｐｐ 设置，自己手动编辑
ｍｏｄｅｍ 命令和输入“初始化字串” ＡＴＺ１（代替默认的标准 Ｈａｙｅｓ 兼容的 ＡＴＺ 命令）。否则，我的
那个 ｍｏｄｅｍ 不能正常拨号。
如果你的电话线需要脉冲式拨号（而不是通常的双音频拨号），你或许要把 ｍｏｄｅｍ 拨号指令由
“ＡＴＤＴ”变成（＝＂ＡＴｔａｎｔｉｏｎ Ｄｉａｌ Ｔｏｕｃｈｔｏｎｅ”）“ＡＴＤＰ”（＝＂ＡＴｔａｎｔｉｏｎ Ｄｉａｌ Ｐｕｌｓｅ”）。这些
命令适用于任何贺氏兼容的 ｍｏｄｅｍ．如果你的 ｍｏｄｅｍ 拨号正确且也连接上了，但你的身份验证失
败，或许你的 ＩＳＰ 使用了不同的身份验证协议。打电话给他们，询问他们使用什么验证协议。或者
试试“ｐａｐ”，“ｔｅｒｍｉｎａｌ－ｂａｓｅｄ”或“ｃｈａｐ”（在你建立 ｋｐｐｐ 时）知道你发现那一个正常工作为
止。
例如：我曾经碰到连接可靠性的问题（大概出错提示信息：＂ｔｉｍｅ－ｏｕｔ ｆｏｒ ｔｈｅ ｐｐｐｄ ｓｔａｒｔｕｐ＂，
连接在开始几次就已经建立了）。后来，我改变“流控”选择，把“ＣＲＴＳＣＴＳ”改为 ＸＯＮ／ＸＯＦＦ 这
个问题就解决了。（大多数情况下，推荐的流控方法依然是 ＣＲＴＳＣＴＳ。）
非正常断线有很多原因：
（１）电话线路质量。例如：通过噪音很大的电话线。大多数的 ｍｏｄｅｍ 器会自行挂断电话。为了改
变这个缺省设置，你或许需要把“Ｓ１０＝５０”加到你的“ｍｏｄｅｍ ｉｎｉｔ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ｓｔｒｉｎｇ”上。这个
设置使得挂机之后 ０．０１ 秒才清除 ＤＴＲ 信号。（详细请参考你的 ｍｏｄｅｍ 手册，“ＵＳ Ｒｏｂｏｔｉｃｓ” 或
许需要“Ｓ２５＝２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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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如果有人给你打电话，呼叫等待会中断你的连接。
（３）旧电话线和肮脏或锈蚀的电话插头插座经常会出现问题。检查接头，更换电话线。把电话线
放到远离电话噪声的地方。
（４）在距离较长和噪声较大的农村使用 ｍｏｄｅｍ 的高速。降低调制解调器速度（或者搬到城市）。
（５）很多 ＩＳＰ 在侦测到你没有在激活状态时（３０ 分钟？）会自行中断你的连接。
如果你在设置 ｐｐｐ 时总有问题，你或许可以试试 ｍｉｎｉｃｏｍ，看看 ｍｏｄｅｍ 是否能够正常工作。
Ｍｉｎｉｃｏｍ 有点像 Ｌｉｎｕｘ 的 ＰＲＯＣＯＭＭ。如果你在 ＲｅｄＨａｔ 初始设置时你选择安装了 ｍｉｎｉｃｏｍ，你的系统
就会有这个软件。这是一个源自 ｃｏｍｐ．ｓｏ．ｌｉｎｕｚ．ｈｅｌｐ 新闻组的贴子，它解释了如何使用 ｍｉｎｉｃｏｍ
手工启动 ＰＰＰ。
这是一个源自 ｃｏｍｐ．ｓｏ．ｌｉｎｕｚ．ｈｅｌｐ 新闻组的贴子，它解释了如何使用 ｍｉｎｉｃｏｍ 手工启动 ＰＰＰ：

发自：ｍａｒｋ ＜ｂａｌｔｈａｚａａｒ＠ｏｎｅ．ｎｅｔ．ａｕ＞
主题：
回应：ｋｐｐｐ 的 ｐｐｐｄ 问题
ＢａｃｈｕＺ 写道：
＞做一个实验，试着使用 ｍｉｎｉｃｏｍ 连接你的 ＩＳＰ，手工启动 ｐｐｐ ．．．能证明有毛病的 ｓｃｒｉｐｔｓ。
＞ 怎么做？
很容易！！如果你的 ＩＳＰ 不允许用手动操作的登录你可就难办了。所有我使用过的 ＩＳＰ 都允许这这
样。
１．启动 ｍｉｎｉｃｏｍ。
２．拨打你的 ＩＳＰ。
３．登录。
４．在你的 ＩＳＰ 启动 ＰＰＰ 之后，用 ＡＬＴ－Ｑ 退出 ｍｉｎｉｃｏｍ（或不管结果如何都不复位退出）。
５．启动 ｐｐｐｄ 例如：ｐｐｐｄ －ｄ －ｄｅｔａｃｈ ／ｄｅｖ／ｍｏｄｅｍ １１５２００ ＆
ＯＫ， ＰＰＰ 将要运行。试着 ｐｉｎｇ 你的 ＩＳＰ，或者任何一个已知的 ＩＰ 地址。测试应该一切正常。
顺便说一下，这些都在 ＰＰＰ－ＨＯＷＴＯ 的手册里。如果你能让 ＰＰＰ 按这种方式运行，接下来你可能会有
一个脚本的问题。如果 ＰＰＰ 能正常运行，你可能要重新配置 ＰＰＰ。
祝你好运！

命令行方式
如果你要从命令行启动 ＰＰＰ，。以 ｒｏｏｔ 权限运行 ｎｅｔｃｏｎｆ 来配置你的第一个 ＰＰＰ 接口（ＰＰＰ０）。
你要输入的信息大概和 ｋｐｐｐ 差不多（参考上面的描述）：正确的 ｍｏｄｅｍ 口上的设备名称，ｍｏｄｅｍ
初始化和拨号字串，ＩＳＰ 的电话号码，认证协议（在正确的地方输入登录名和 ＰＡＳＳＷＯＲＤ）都要正
确。在一些更老的版本中，ｎｅｔｃｏｎｆ 没有地方供输入 ＩＳＰ 的 ＤＮＳ 服务器的 ＩＰ 地址，所以，我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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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文件 ／ｅｔｃ／ｐｐｐ／ｐａｐ－ｓｅｃｒｅｔｓ（我使用 ＰＡＰ 认证协议），且在 ｎｅｔｃｏｎｆ 创建的设置行的最后加了
两个 ＤＮＳ ＩＰ 地址，看起来像：
＃ ａｄｄｅｄ ｂｙ ｌｉｎｕｘｃｏｎｆ
ｍｙ＿ｌｏｇｉｎ＿ｎａｍｅ ｐｐｐ０ ｍｙ＿ｐａｓｓｗｏｒｄ １１１．１１１．１１１．１１１ ２２２．２２２．２２２．２２２
当设置完成时，我就可用如下命令启动 ＰＰＰ０ 接口（以 ｒｏｏｔ 权限，除非我在 ｎｅｔｃｏｎｆ 中制定普通用
户可以启动接口）：
ｉｆｕｐ ｐｐｐ０
或者可以用以下命令把 ＰＰＰ０ 中止
ｉｆｄｏｗｎ ｐｐｐ０
命令行 ｐｐｐ 的设置并不比运行 ｋｐｐｐ 复杂多少，而且连接更可靠。有许多命令脚本可以用来启动和
中止 ｐｐｐ。但是，它们不容易设置和使用，并且，在很多新手那里经常会出现各种问题。异常的
ｐｐｐ 连接可以用以下命令清除（ｒｏｏｔ 权限），且无需重新启动系统：
ｋｉｌｌａｌｌ ｐｐｐｄ
如果这些关于 ｐｐｐ 设置的最基本信息对你没有什么太大帮助，这里有一些有用的链接供参考：
Ｒｏｄｅｒｉｃｋ Ａ． Ａｎｄｅｒｓｏｎ ＜ ｒａａｎｄｅｒｓ＠ａｌｔｏｐｌａｎｏｓ．ｎｅｔ ＞ ｗｒｏｔｅ：我每次都用我的 ｌｉｎｕｘ５．ｘ 拨号访
问我的网页。它在 ｈｔｔｐ：／／ｈｏｍｅ．ａｌｔｏｐｌａｎｏｓ．ｎｅｔ／￣ｒａａｎｄｅｒｓ／ｄｉａｌｄ．ｈｔｍｌ
Ｂｉｌｌ Ｕｎｒｕｈ ＜ ｕｎｒｕｈ＠ｐｈｙｓｉｃｓ．ｕｂｃ．ｃａ ＞ ｗｒｏｔｅ：我正好想让你注意
ｈｔｔｐ：／／ａｘｉｏｎ．ｐｈｙｓｉｃｓ．ｕｂｃ．ｃａ／ｐｐｐ－ｌｉｎｕｘ．ｈｔｍｌ 那里有关于 ｐｐｐ 设置的详细的指令。这是一个远
程使用 ＰＡＰ 或 ＣＨＡＰ 特殊的情况（或许没有 ＩＳＰ 告诉你这些信息）。Ｋｐｐｐ 的确非常好用，但是很多
时候它也经常出问题。

４．５．４

如何不通过 ｍｏｄｅｍ 用我的联网电脑浏览互联网？

你网络上的一台计算机必须有安装 ｍｏｄｅｍ（或者其他的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连接如 ＤＳＬ 和 ＣＡＢＬＥ 等）。然后
设置”ＩＰ 伪装”，这样，所有从你的网络到你的 ＩＳＰ 的请求看起来好像来自同一台电脑，ＩＳＰ 就会
让它们通过。
在 ＲｅｄＨａｔ ５．２ 上简单的”ＩＰ 伪装”仅是一个简单的命令（在有 ｍｏｄｅｍ 的计算机上运行）：
／ｓｂｉｎ／ｉｐｆｗａｄｍ －Ｆ －ｐ ｍ
这个命令设置你的 ｉｐ 防火墙默认策略为”ＩＰ 伪装”。顺便要提一下的是，它不是很安全，但对于
家庭用户来说应该没有问题。（潜在的危险是：如果有人攻击你的电脑，他可以使用匿名用户来隐
含他的身份。这样，不管黑客进行何种恶意攻击，你都将变成替罪羊受到谴责。黑客甚至设置他的
路由回到你的网络，然后通过你来隐藏他的真实身份）。了解更多的信息，请参考文件：
／ｕｓｒ／ｄｏｃ／ＨＯＷＴＯ／ｍｉｎｉ／ＩＰ－Ｍａｓｑｕｅｒａｄ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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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显示了一些更安全的设置：
ｉｐｆｗａｄｍ
ｉｐｆｗａｄｍ
ｉｐｆｗａｄｍ
ｉｐｆｗａｄｍ

－Ｆ
－Ｆ
－Ｆ
－Ｆ

－ｐ
－ａ
－ａ
－ａ

ｄｅｎｙ
ｍ －Ｓ １９２．１６８．１．１／３２ －Ｄ ０．０．０．０／０
ｍ －Ｓ １９２．１６８．１．３／３２ －Ｄ ０．０．０．０／０
ｍ －Ｓ １９２．１６８．２．０／２４ －Ｄ ０．０．０．０／０

这个设置默认策略是“拒绝”和明确的两个化装机器的 ＩＰ １９２．１６８．１．１ ａｎｄ １９２．１６８．１．３。它也
化装任一台网络 １９２．１６８．２．０ 上的机器。数／３２ 表示点对点的网络（这意味着“ｍａｃｈｉｎｅ－ｔｏ－
ｍａｃｈｉｎｅ”），Ｃ 类网络选择／２４ 识别。－Ｄ ０．０．０．０／０ 识别默认的路径是化装的机器连接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在 ＲＥＤＨＡＴ ６．０ 上命令的名字是 ｉｐｆｗａｄｍ－ｗｒａｐｐｅｒ（ｉｐｆｗａｄｍ 代替），并且，我必须使用第二个，更
安全（设置化装为缺省策略在我的系统上不工作）。另外， ，用新内核（２．０．３４，和以后的版
本）默认设置不工作必须打开使用：
ｅｃｈｏ ＂１＂ ＞ ／ｐｒｏｃ／ｓｙｓ／ｎｅｔ／ｉｐｖ４／ｉｐ＿ｆｏｒｗａｒｄ
实际上，ｉｐｆｗａｄｍ－ｗｒａｐｐｅｒ 是一种包装，因为它让我用旧的方法设置使用新的内码的防火墙策略。
象这那样做可以更好一点：
ｉｐｃｈａｉｎｓ －Ｐ ｆｏｒｗａｒｄ ＤＥＮＹ
ｉｐｃｈａｉｎｓ －Ａ ｆｏｒｗａｒｄ －ｓ １９２．１６８．１．０／２４ －ｊ ＭＡＳＱ
如果你想在系统启动时就执行这个命令，且加到文件 ／ｅｔｃ／ｒｃ．ｄ／ｒｃ．ｌｏｃａｌ 的末尾。这文件是象
ＤＯＳ 里的 ＡＵＴＯＥＸＥＣ．ＢＡＴ。推荐阅读手册和其他文件，看看这些命令做什麽，有什么其它的选择：
ｌｅｓｓ ／ｕｓｒ／ｄｏｃ／ＨＯＷＴＯ／ｍｉｎｉ／ＩＰ－Ｍａｓｑｕｅｒａｄｅ
ｍａｎ ｉｐｆｗａｄｍ
ｍａｎ ｉｐｃｈａｉｎｓ
在 ＲＥＤＨＡＴ ７．１ （ＫＥＲＮＥＬ ２．４．ｘ）防火墙能被设置使用新的 ｉｐｔａｂｌｅｓ 命令。
假如你不同时用 ｉｐｔａｂｌｅｓ，你能还使用老 ｉｐｃｈａｉｎｓ。也可用 ｎｔｓｙｓｖ 确定 ｉｐｃｈａｉｎｓ 有效和
ｉｐｔａｂｌｅｓ 无效。

４．５．５

怎样使用 Ｓａｍｂａ？

Ｓａｍｂａ（ｓｍｂ）是为 Ｌｉｎｕｘ－ＭＳＷｉｎｄｏｗｓ 互连而设计的程序。它使一台 Ｌｉｎｕｘ 计算机伪装成一台 ＭＳ
Ｗｉｎｄｏｗｓ ＮＴ 服务器，这样让你的基于 Ｗｉｎｄｏｗｓ３．１／９５／９８ 计算机连接到网络。Ｓａｍｂａ 不仅仅替换
ＷｉｎＮＴ——它做得比 ＷｉｎＮＴ 更好！
我的家庭网络上的 ３ 台机器之中的 １ 台是 Ｌｉｎｕｘ／Ｗｉｎ９５ 双重启动。我这样配置我的网络，如果我引
导 Ｗｉｎ９５，则另一台 Ｌｉｎｕｘ 扮演 Ｓａｍｂａ 服务器的角色。用这种方法 Ｗｉｎ９５ 机器可以使用网络打印
机，共享 Ｌｉｎｕｘ 目录，远程登录，或通过 Ｌｉｎｕｘ 的调制解调器浏览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等等。我也能从
Ｌｉｎｕｘ 计算机上存取 Ｗｉｎ９５ 机器上的文件。
Ｓａｍｂａ 只能配置在一台 Ｌｉｎｕｘ 机器上。
首先，以 ｒｏｏｔ 权限运行 ｓｅｔｕｐ，从菜单中选择＂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ＲＨ６．０）或＂ｎｔｓｙｓｖ＂（ＲＨ５．２），并
确定启动了＂ｓｍｂ＂服务。（按键 Ｆ１ 可获得程序 ｓｅｔｕｐ 的有关帮助。万一你对不同服务的作用感到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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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也可以在帮助里找到答案。）如果 ｓｍｂ 不在列表中，可能是在安装 ＲｅｄＨａｔ 时没有安装。将
ＲｅｄＨａｔ ＣＤ 盘放进 ＣＤＲＯＭ，加载 ＣＤ，以 ｒｏｏｔ 权限运行 ｇｌｉｎｔ（ＲＨ５．２）或 ｇｎｏｒｐｍ（ＲＨ６．０）安装程序，
在系统中加入 Ｓａｍｂａ 服务。
接下来开始配置 Ｓａｍｂａ。配置相对来说比较简单，因为所有的 Ｓａｍｂａ 配置全都在一个注解清晰的文
件／ｅｔｃ／ｓｍｂ．ｃｏｎｆｉｇ 里完成。最少的设定包括指定工作组名。注意如果你没有填充＂ｈｏｓｔ ａｌｌｏｗ＂选
项，所有的主机都是允许的，这对家庭网络是可行的。ＲｅｄＨａｔ ＣＤ 提供的／ｅｔｃ／ｓｍｂ．ｃｏｎｆ 文件样本
中的其他选项也可能需要调整以满足你的特别要求，但我什么也没有改动，我的 Ｗｉｎｄｏｗｓ 机器就可
以连到我的 Ｓａｍｂａ 服务器上。
检查文件／ｅｔｃ／ｓｍｂ．ｃｏｎｆ 的选项：
ｄｏｍａｉｎ ｍａｓｔｅｒ ＝ ｙｅｓ
ｄｏｍａｉｎ ｌｏｇｏｎｓ ＝ ｙｅｓ
确定它们已启用。你可能需要他们。
在 ＲＨ６．０ 系统中，你也可以用下面的命令对 ｓａｍｂａ 进行一些基本的设定（以 ｒｏｏｔ 权限）：
ｎｅｔｃｏｎｆ
然后是对 ＭＳ Ｗｉｎｄｏｗｓ ９５（或其他系统）进行网络配置。这一步和连接到 ＷｉｎＮＴ 服务器的配置完全一
样。确定网络功能（＂ｃｌｉｅｎｔ ｆｏｒ 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 Ｎｅｔｗｏｒｋ＂）已启用并填加了工作组名。当启动 ＭＳ
Ｗｉｎｄｏｗｓ 时用你的 Ｌｉｎｕｘ 用户名和密码登入网络。点击“网络邻居”（Ｎｅｔｗｏｒｋ Ｎｅｉｇｈｂｏｒｈｏｏｄ）图
标，如果你的 Ｌｉｎｕｘ 服务器已在列表中，说明已成功登录。进一步可以看到你在文件
／ｅｔｃ／ｓｍｂ．ｃｏｎｆ 中选择要共享的目录和打印机列表。
如果看不到或不能正常使用公共目录，确定目录已创建并为所有用户设定了正确的读写权限。
ＭＳ Ｗｉｎｄｏｗｓ ９５ｂ 及以上版本（９５ｃ，９８ 和新的 ＮＴｓ）可能使用了密码加密技术。这会引起 Ｗｉｎｄｏｗ 机
器登录失败，这时你需要在文件／ｅｔｃ／ｓｍｂ．ｃｏｎｆ 启用选项：
ｅｎｃｒｙｐｔ ｐａｓｓｗｏｒｄｓ ＝ ｙｅｓ
在 Ｌｉｎｕｘ 服务器端，你可以用以下命令启动，停止，重新启动和检查 Ｓａｍｂａ 的状态（以 ｒｏｏｔ 权
限）：
ｓａｍｂａ
ｓａｍｂａ
ｓａｍｂａ
ｓａｍｂａ

ｓｔａｒｔ
ｓｔａｔｕｓ
ｒｅｓｔａｒｔ
ｓｔｏｐ

修改文件／ｅｔｃ／ｓｍｂ．ｃｏｎｆ 之后需要重新启动 ｓａｍｂａ。
如果你已通过 Ｓａｍｂａ 与你的 Ｌｉｎｕｘ 计算机相连并且 Ｌｉｎｕｘ 机器已连在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上，你就可以用
Ｗｉｎｄｏｗｓ 版的 Ｎｅｔｓｃａｐｅ 游览网页了。为实现之，在带有调制解调器的 Ｌｉｎｕｘ 机器上必须已设定 ＩＰ
伪装（详见这里）并且在文件／ｅｔｃ／ｓｍｂ．ｃｏｎｆ 中已启用了 Ｓａｍｂａ ｄｎｓ 名称解释选项：
ｄｎｓ ｐｒｏｘｙ ＝ ｙ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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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通知 Ｗｉｎｄｏｗｓ 启用 ｄｎｓ 服务器，指定 Ｌｉｎｕｘ 服务器名和 ＩＰ 地址（在控制面板中选择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ＴＣＰ／ＩＰ）。
你也可以将远程的 Ｗｉｎｄｏｗｓ 目录加载到你的 Ｌｉｎｕｘ 文件系统中。具体操作见这里。
以上仅仅介绍了最基本的 Ｓａｍｂａ 设定。更多资料请参考：
ｍａｎ ｓａｍｂａ； ｍａｎ ｓｍｂ．ｃｏｎｆ； ｍａｎ ｓｍｂｃｌｉｅｎｔ； ｍａｎ ｓｍｂｍｏｕｎｔ
ｌｅｓｓ ／ｕｓｒ／ｄｏｃ／ＨＯＷＴＯ／ＳＭＢ－ＨＯＷＴＯ （ＲＨ５．２ 系统）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ｕｓｒ／ｄｏｃ／ｓａｍｂａ－２．０．３／ｄｏｃ （ＲＨ６．０ 系统）
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ｆｕ．ｃａ／￣ｙｚｈａｎｇ／ｌｉｎｕｘ／ｓａｍｂａ／ （ｓａｍｂａ ｍｉｎｉｈｏｗｔｏ）
ｈｔｔｐ：／／ｗｗｗ．ｇｅｒｍａｎｙｎｅｔ．ｄｅ／ｔｅｉｌｎｅｈｍｅｒ／１０１，６９０８２／ｓａｍｂａ．ｈｔｍｌ
也可以研究文件／ｅｔｃ／ｓｍｂ．ｃｏｎｆ。

４．５．６

Ｓｅｎｄｍａｉｌ

Ｓｅｎｄｍａｉｌ 是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标准的邮件处理系统，也是 ＲｅｄＨａｔ Ｌｉｎｕｘ 缺省的邮件处理系统（Ｍａｎｄｒａｋｅ 使
用 ＰｏｓｔＦｉｘ）。作为用户，你不会直接使用 ｓｅｎｄｍａｉｌ––ｓｅｎｄｍａｉｌ 运行在计算机的后台，是管理所
有用户邮件的主服务器引擎。在文本模式下，你可选择 ｐｉｎｅ 或 ｅｌｍ 来阅读／发送邮件（选一个然后
一直用它––同时管理两个独立的邮箱会很不方便）。在 ＫＤＥ 下，你可从 Ｋ－ｍｅｎｕ 中选用＂ｍａｉｌ
ｃｌｉｅｎｔ＂（ｋｍａｉｌ）。如果想通过 ｐｐｐ 拨号与外界通信，你可能更想用内建在 Ｎｅｔｓｃａｐｅ 中的 ｍａｉｌｅｒ 与
远程的基于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服务提供商的邮箱直接联系（跳过本地计算机的邮件服务器）。
Ｓｅｎｄｍａｉｌ 非常灵活且功能强大，但如果要定制它以适应你的特别要求的话，管理起来将会非常困
难。幸运的是 Ｒｅｄ Ｈａｔ（５．２ 或 ６．ｘ）自带了封装的的 ｓｅｎｄｍａｉｌ（虽然有某些限制）。
在我的家庭系统（Ｒｅｄ Ｈａｔ 缺省安装）上，可以无问题地发送邮件给在同一台机器的另一用户（例如
用 ｐｉｎｅ）。一旦我通过调制解调器与我的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服务提供商相连（启用 ＩＰ 伪装），就可以用任何
邮件软件发送邮件到本地或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但当我没有连上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时，所有邮件都会排
在队列中并等待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连接，即使邮件是发送给我的家庭网络中的另外一台计算机（小小的烦
恼）。连上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后邮件即可发送出去。（这种情形之所以发生是因为 ｓｅｎｄｍａｉｌ 在尝试寻找
ＤＮＳ，而我的系统却没有 ＤＮＳ––ＲｅｄＨａｔ 缺省的 ＤＮＳ 只是缓存。）如果确实想在 ＲＨ６．ｘ 上避免这种情
形，你可以运行 ｎｅｔｃｏｎｆ（以 ｒｏｏｔ 权限）指明 ｓｅｎｄｍａｉｌ 根本不使用 ＤＮＳ（ＲＨ５．２ 中的 Ｌｉｎｕｘｃｏｎｆ 没有
此项选择）。我自己使用 ＤＮＳ。
在 ＲｅｄＨａｔ ６．ｘ 系统中，你还可以调用命令 ｎｅｔｃｏｎｆ 对 ｓｅｎｄｍａｉｌ 的其他选项进行配置（以 ｒｏｏｔ 权
限）。在“邮件传递系统”——“中继主机”（＂ｍａｉｌ ｄｅｌｉｖｅｒ ｓｙｓｔｅｍ＂－＂ｒｅｌａｙ ｔｏ ｈｏｓｔｓ＂）列表
中，我加入了我的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服务提供商的名字和家庭网络上其他机器的名字。我还把我的家庭网
络中的机器名字加在“按名字中继”（＂ｒｅｌａｙ ｆｏｒ ｂｙ ｎａｍｅ＂）的列表中。
如果从家庭网络发送电子邮件（例如用 ｐｉｎｅ）到外部世界时，必须了解因简单安装而带来的某些限
制。例如在你创建了自己的 ＩＰ 地址并且你的域名还没有注册的情况下，你将不可能收到回复的邮
件。在发送邮件中给出“回复”地址＂ｕｓｅｒ＿ｌｏｇｉｎ＿ｎａｍｅ＠ｍａｃｈｉｎｅ．ｄｏｍａｉｎ＂是不行的，因为根据任何
外部的 ＤＮＳ 你的域名都不存在，所以没有任何途径让邮件到达你手里。为解决这个问题，你可以用
Ｎｅｔｓｃａｐｅ 中的邮件程序 ｍａｉｌｅｒ 与家庭网络的外部世界通信。Ｎｅｔｓｃａｐｅ 使用你在它的“编辑喜好”
中的设定与你的基于 ＩＳＰ 的邮箱（位于 ＩＳＰ 已注册的服务器上）直接通讯从而跳过基于你没有注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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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网络的电子邮件系统）。另一种可行的办法是在“回复到”（＂ｒｅｐｌｙ ｔｏ＂）一栏中指定正确的地
址。如果是在 Ｎｅｔｓｃａｐｅ 中，你可以设定 ＮｅｔｓｃａｐｅＭａｉｌ 使用你本地的 Ｌｉｎｕｘ 计算机作为邮件服务
器，这样的话你也可以从 ＮｅｔｓｃａｐｅＭａｉｌ 发送邮件到家庭网络中的计算机（不仅仅发送到外部世
界）。选项“回复到”（＂ｒｅｐｌｙ ｔｏ＂）同样可以在 ＫＤＥ＂ｍａｉｌ ｃｌｉｅｎｔ＂的设置里设定。在＂ｐｉｎｅ＂中，你
可以在＂ｓｅｔｕｐ－ｃｏｎｆｉｇｕｒｅ＂，＂ｃｕｓｔｏｍｉｚｅｄ－ｈｄｒｓ＂下输入下面类似的东西来指定“回复到地址”：
Ｒｅｐｌｙ－ｔｏ：

ｊｏｅ＠ｊｏｅ＿ｎｅｔ．ｎｅｔ

其中＂ｊｏｅ＠ｊｏｅ＿ｎｅｔ．ｎｅｔ＂是你的正确的回复电子邮件地址。
如果你的确希望在没有 Ｎｅｔｓｃａｐｅ 的帮助下从基于 ＩＳＰ 的邮箱中取邮件到你的帐户，你可以考虑安
装 ｆｅｔｃｈｍａｉｌ（参见 ｍａｎ ｆｅｔｃｈｍａｉｌ）。

４．５．７

简单的 ＷＥＢ 服务器（Ａｐａｃｈｅ 阿帕奇）

在 ＲｅｄＨａｔ ６．０ 系统中安装一简单的阿帕奇 ｗｅｂ 服务器非常容易，我是在安装 ＲｅｄＨａｔ 时已安装了阿
帕奇 ｗｅｂ 服务器的 ｒｐｍ 软件包。如果你还没有安装，请把 ＲＨ ＣＤ 盘放入 ＣＤＲＯＭ 中，加载 ＣＤＲＯＭ，然
后安装 ａｐａｃｈｅ－＊．ｒｐｍ 软件包（“＊”是对应的软件版本号和平台）。如果已知要安装什么，做起来则
非常简单（以 ｒｏｏｔ 的权限）：
ｃｄ ／ｍｎｔ／ｃｄｒｏｍ／ＲｅｄＨａｔ／ＲＰＭＳ
ｒｐｍ －ｉｖｈ ａｐａｃｈｅ＊．ｒｐｍ
接下来，运行“ｓｅｔｕｐ”（以 ｒｏｏｔ 权限）并确定已启用 ｈｔｔｐｄ ｄａｅｍｏｎ（在＂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下）。
［守护程序（Ａ ｄａｅｍｏｎ）是位于后台的程序，当需要的时候就会被激活。对于 ｈｔｔｐｄ，如果有人访问
你的 ｈｔｔｐ 服务器，则会激活它的 ｈｔｔｐｄ ｄａｅｍｏｎ（ｈｔｔｐｄ 守护程序）。］
现在，每次启动计算机时，ｈｔｔｐｄ 都会自动开启。也可以用下面的命令手动开启它（以 ｒｏｏｔ 权
限）：
／ｅｔｃ／ｒｃ．ｄ／ｉｎｉｔ．ｄ／ｈｔｔｐｄ ｓｔａｒｔ
关闭时使用命令：
／ｅｔｃ／ｒｃ．ｄ／ｉｎｉｔ．ｄ／ｈｔｔｐｄ ｓｔｏｐ
系统中应该已有目录：／ｈｏｍｅ／ｈｔｔｐｄ（检查它是否存在），在它的下面是子目录 ｈｔｍｌ—这是人们从
ｗｅｂ 访问你的计算机时的“根目录”（“他们的根目录”意谓着他们不可以访问你的系统中
／ｈｏｍｅ／ｈｔｔｐｄ／ｈｔｍｌ／之上的任何一层目录）。缺省情况下，这个目录中包含一些阿帕奇安装程序生成
的 ｈｔｍｌ 文件和手册。现在你应该可以从你的家庭网络中的另一台机器连结到你 ｗｅｂ 服务器了。例
如在 Ｎｅｔｓｃａｐｅ 的地址（“Ｌｏｃａｔｉｏｎ”）行输入：
ｈｔｔｐ：／／ｍｙ＿ｈｔｔｐ＿ｓｅｒｖｅｒ＿ｎａｍｅ
就可以浏览阿帕奇的操作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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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把自己的东西放在 ｗｅｂ 服务器上，先把阿帕奇的样本文件移到其他地方，然后把自己的 ｈｔｍｌ 文
件（要公开给大众的）复制或连接到／ｈｏｍｅ／ｈｔｔｐｄ／ｈｔｍｌ／目录。（不要忘记包含文件 ｉｎｄｅｘ．ｈｔｍｌ，当
人们访问你的服务器时，首先显示这个文件的内容。）
阿帕奇的配置和记录文件位于／ｅｔｃ／ｈｔｍｌ／目录下，你可以显示它们或对它们进行定制。用下面这个
简单的命令（以 ｒｏｏｔ 权限）可以实时显示记录文件的内容：
ｔａｉｌ －ｆ ／ｅｔｃ／ｈｔｔｐｄ／ｌｏｇｓ／ａｃｃｅｓｓ＿ｌｏｇ
［命令 ｔａｉｌ 通常显示一个文本文件的尾部。选项“－ｆ”可使命令 ｔａｉｌ 在记录文件随着时间增大时
不断地显示文件的新尾部––很方便地监视记录文件并且可以知道谁登录了你的服务器。］
可用下面命令以图形模式下安装阿帕奇服务器（以 ｒｏｏｔ 权限在一 Ｘ－ｗｉｎｄｏｗ 窗口中。如果已从
ＲｅｄＨａｔ ＣＤ 盘安装了“Ｃｏｍａｎｃｈｅ”）：
Ｃｏｍａｎｃｈｅ

４．５．８

简单的 ＦＴＰ 服务器

在旧的 ＲｅｄＨａｔ Ｌｉｎｕｘ 系统中（ＲＨ＜７．１）中，安装一个 ｆｔｐ 服务器再简单不过了—它的功能安全是封
装的。因为在文件／ｅｔｃ／ｉｎｅｔｄ．ｃｏｎｆ 中，ｆｔｐ 被设定为一个标准的服务（像 ｔｅｌｎｅｔ 和 ｇｏｐｈｅｒ 一
样）。以下是我的／ｅｔｃ／ｉｎｔｅｄ．ｃｏｎｆ 文件中的有关内容：
ｆｔｐ
ｔｅｌｎｅｔ
ｇｏｐｈｅｒ

ｓｔｒｅａｍ
ｓｔｒｅａｍ
ｓｔｒｅａｍ

ｔｃｐ
ｔｃｐ
ｔｃｐ

ｎｏｗａｉｔ
ｎｏｗａｉｔ
ｎｏｗａｉｔ

ｒｏｏｔ
ｒｏｏｔ
ｒｏｏｔ

／ｕｓｒ／ｓｂｉｎ／ｔｃｐｄ
／ｕｓｒ／ｓｂｉｎ／ｔｃｐｄ
／ｕｓｒ／ｓｂｉｎ／ｔｃｐｄ

ｉｎ．ｆｔｐｄ －ｌ －ａ
ｉｎ．ｔｅｌｎｅｔｄ
ｇｎ

安装 ｆｔｐ 服务器的第二步是在文件／ｅｔｃ／ｐａｓｓｗｄ 中定义 ｆｔｐ 帐号：
ｆｔｐ：＊：１４：５０：ＦＴＰ Ｕｓｅｒ：／ｈｏｍｅ／ｆｔｐ：
其中＂：＂是字段分隔符。第一个字段是帐号（用户）名“ｆｔｐ”，第二个字段＂＊＂是指禁用密码（任何人
不可以用名字“ｆｔｐ”登录），用户标识是 １４，用户组标识是 ５０，＂ＦＴＰ Ｕｓｅｒ＂是注解，根目录是
／ｈｏｍｅ／ｆｔｐ，最后一字段为空（对普通用户，指定用户使用的 ｓｈｅｌｌ 名）。
因为 ＲｅｄＨａｔ 已经帮我安装好了 ｆｔｐ 服务器，任何人都可以 ｆｔｐ 我的计算机，或者以一用户名登录
（将提示输入密码并直接指向用户的根目录），或者以匿名（ａｎｏｎｙｍｏｕｓ）并给出电子邮件地址作为密
码的方式登录。任何用户也可以在 Ｎｅｔｓｃａｐｅ 的地址（＂ｌｏｃａｔｉｏｎ＂）行输入：
ｆｔｐ：／／ｍｙ＿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ｎａｍｅ
自动连接到 ｆｔｐ 服务器（Ｎｅｔｓｃａｐｅ 负责发送匿名（＂ａｎｏｎｙｍｏｕｓ＂）用户名和电子邮件地址作为密码）。
匿名（＂ａｎｏｎｙｍｏｕｓ＂）ｆｔｐ 用户被指定到／ｈｏｍｅ／ｆｔｐ 目录，并作为他们的根目录（不可访问任何上层目
录）。我把所有想提供的文件放在子目录／ｈｏｍｅ／ｆｔｐ／ｐｕｂ 下。
目录／ｈｏｍｅ／ｆｔｐ／ｂｉｎ 下存有远程用户可执行的命令。在我的系统中有：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ｃｐｉｏ，ｇｚｉｐ，
ｌｓ，ｓｈ，ｔａｒ，ｚｃａｔ；权限全设为只可运行（１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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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ｈｏｍｅ／ｆｔｐ／ｅｔｃ 下是所有令匿名用户正常工作的安装文件（ｅｄｉｔｅｄ ｐａｓｓｗｄ，ｇｒｏｕｐ，
ｌｄ．ｓｏ．ｃａｃｈｅ）。所有库文件放在目录／ｈｏｍｅ／ｆｔｐ／ｌｉｂ 下（我猜想这些库文件是运行那些匿名用户可
执行的命令时要用到的。）
Ｒｅｄ Ｈａｔ ７．１ 用 ｘｉｎｅｔｄ 代替了旧的 ｉｎｅｔｄ，并且缺省关闭了大部份的网络服务。如果你不能
ｔｅｌｎｅｔ 到你自己的计算机或其他的网络服务被关闭，可能要检查目录／ｅｔｃ／ｘｉｎｅｔｄ．ｄ 中的文件并编
辑名字为网络服务的文件，以至文件中有：ｄｉｓａｂｌｅ ＝ ｎｏ。这是基于安全因素的考——只选择必需
的网络服务并启动它们。除非需要，否则不要启动 ｆｔｐ 服务—ｆｔｐ 在过去有不少的安全隐患。如果
启动了网络服务，确保在文件／ｅｔｃ／ｈｏｓｔｓ．ａｌｌｏｗ 和／ｅｔｃ／ｈｏｓｔ．ｄｅｎｙ 加入了适当的安全设定。
样本文件／ｅｔｃ／ｘｉｎｅｔｄ．ｄ／ｔｐｆｐ 显示服务 ｔｆｔｐ 被关闭：
｛
ｄｉｓａｂｌｅ ＝ ｙｅｓ
ｓｏｃｋｅｔ＿ｔｙｐｅ
＝ ｄｇｒａｍ
ｐｒｏｔｏｃｏｌ
＝ ｕｄｐ
ｗａｉｔ
＝ ｙｅｓ
ｕｓｅｒ
＝ ｒｏｏｔ
ｓｅｒｖｅｒ
＝ ／ｕｓｒ／ｓｂｉｎ／ｉｎ．ｔｆｔｐｄ
ｓｅｒｖｅｒ＿ａｒｇｓ
＝ －ｓ ／ｔｆｔｐｂｏｏｔ
｝
你如果没有这个文件，用命令 ｃａｔ 检查你已安装了那些服务。如果是用命令 ｓｅｔｕｐ（以 ｒｏｏｔ 权限）
启用了启动程序，那么大多数服务的守护程序（ｄａｅｍｏｎ）在系统启动时都会自动开启。

４．５．９

如何通过电话线外部远程访问我的计算机？

唯一的困难是由于 ＩＰ 地址是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服务提供商（ＩＳＰ）从他们的 ＩＰ 地址池中动态分配给你的，所
以你每次连网时 ＩＰ 地址都不相同（除非你与你的 ＩＳＰ 有特别的安排）。而要从外部世界 ｔｅｌｎｅｔ，
ｆｔｐ，或访问你的网页（由你的阿帕奇服务器提供），对方必须知道你当前的 ＩＰ 地址。为找出你当前
的 ＩＰ 地址，可用以下“界面配置”命令（运行时不需要任何参数）显示你机器上所有活动的网络界
面信息：
／ｓｂｉｎ／ｉｆｃｏｎｆｉｇ
在我的机器上运行这个命令显示三段信息：ｅｔｈ０（第一个以太网络界面，连结到我的家庭网络中的
其他计算机），ｌｏ（环路测试专用界面，ＩＰ 地址为。必须出现在每一台机器上），和 ｐｐｐ０（第一个点
对点协议界面）。ＩＳＰ 分配给我的当前 ＩＰ 地址显示在 ｐｐｐ０ 标题下。（你的 Ｌｉｎｕｘ 机器可同时被指定
多个 ＩＰ 地址，所以如果你有一静态的用于家庭网络的 ＩＰ 地址，它仍然是有效的但只有在家庭网络
中是可见的。）
一旦知道了 ＩＰ 地址，我就可能通过 ＩＣＱ 或电子邮件把它发送给我的朋友。他们就可以 ｔｅｌｎｅｔ，
ｆｔｐ 或用其它方式连接到我的计算机（当然在我的机器上必须有他们的帐号）并且在我的 ｌｉｎｕｘ 机器
上运行程序，也可以在器的地址（“ｌｏｃａｔｉｏｎ”）行输入 ｈｔｔｐ：／／ｍｙ＿ｉｐ＿ａｄｄｒｅｓｓ 来浏览我的家庭
ｗｅｂ 网页，等等。如果某个朋友的本地机器上有 Ｘｗｉｎｄｏｗｓ，他／她甚至可以在我的服务器上运行
ＧＵＩ 程序，而把结果显示在他／她的计算机上。
我也可以写一个当我连上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时会自动通知我朋友脚本，然后把脚本名加在 ｋｐｐｐ－ｓｅｔｕｐ－
ａｃｃｏｕｎｔ－ｅｄｉｔ－ｄｉａｌ－＂ｅｘｅｃｕｔｅ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ｕｐｏｎ ｃｏｎｎｅｃｔ＂（连接时执行程序）中。下面的脚本是在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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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的时候，会通知我家里有没有人上网。（我把脚本输入在一个文本文件中并用命令 ｃｈｍｏｄ ｏ＋ｘ
ｆｉｌｅ＿ｎａｍｅ 把它变为可执行文件）：
＃！／ｂｉｎ／ｂａｓｈ
ｓｌｅｅｐ １５
／ｓｂｉｎ／ｉｆｃｏｎｆｉｇ ｜ ｍａｉｌ －ｓ ｎｏ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ｍｙ＿ｅｍａｉｌ＿ａｄｄｒｅｓｓ
脚本的第一行告诉计算机把这个文件解释成 ｂａｓｈ ｓｈｅｌｌ 脚本。第二行让脚本等待 １５ 秒（只是为确
定完全建立 ｐｐｐ 连接之前不要发送电子邮件）。第三行执行命令 ｉｆｃｏｎｆｉｇ 并将结果转给邮件程序
（ｍａｉｌ），然后邮件程序以主题“ｎｏ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将结果发送到我的电子邮件地址
（ｍｙ＿ｅｍａｉｌ＿ａｄｄｒｅｓｓ）。
一种更灵活的远程访问家庭计算机的方法是把它配置成一台拨号的 ｐｐｐ 服务器（相对于连接 ＩＳＰ 时
使用的拨号客户）。如果某个人知道怎么做，请打个电话给他／她吧。
总而言之，与严格控制计算机通信量的 ＭＳ Ｗｉｎｄｏｗｓ ３．ｘ／９５／９８ 不同，Ｌｉｎｕｘ 是面向网络的，这使
的各种各样的网络连接（不管是连入还是连出 Ｌｉｎｕｘ 计算机）都非常容易。强大的网络功能一般被认
为是 Ｌｉｎｕｘ 的强项，但从一个真正新手的角度看，也会是一个问题（参见下面的问题）。

４．５．１０

家庭计算机会遭黑客攻击吗？

很不幸，这是完全可能的而且攻击家庭计算机的尝试是非常普通的。每当你连上你的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网
络提供商（ＩＳＰ），你就处在危险之中。如果你想知道为什么有这种可能性，可看上一个问题。明显
地，如果你的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连接是永久性的（例如：电缆调制解调器），危险性更大，反之，如果连接
是短暂的（像典型的短时间的，通过电话调制解调器连接），危险性就会少许多。
真正的危险是如果入侵者以任何帐号登录了你的机器，就可能找到（知道）“本地安全开发”
（＂ｌｏｃ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ｅｘｐｌｏｉｔ＂）并获取 ｒｏｏｔ 的权限。如果你是一个新管理员并且／或者你的机器不是
真正面向安全的，这种可能非常大（你在家里，不是吗？－－你想，谁会担心机器的安全性！）。
为了保护你自己，永远不要让陌生人登录你的计算机。为所有帐号设定相对长的既有数字又有字母
的密码。时不时地更换密码。加强所有用户密码策略的最好办法是运行（以 ｒｏｏｔ 权限，在 ＲＨ６．０
下）ｌｉｎｕｘｃｏｎｆ，在“密码和帐号策略”（＂ｐａｓｓｗｏｒｄ ａｎｄ ａｃｃｏｕｎｔ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中，把密码的最少长
度改为 ６ 个或更多字符，最少的非字母字符的长度改为 １ 个或 ２ 个，必须更换密码的天数改为 ９０
天或更少，并且预设一条密码过期的警告信息，例如：还有 ７ 天过期。查阅这里
ｈｅｒｅ（ＦＡＱ２．ｈｔｍ＃ｐａｓｓ＿ｓｅｃｕｒｉｔｙ）以获取更多有关差密码的资料。永远不要创建一个没有密码或密码
特别愚蠢的帐号。不要习惯性地总是以 ｒｏｏｔ 的权限在你的计算机上工作––如果你运行一个已知
有完全漏洞的程序，别人就会找到攻击你的途径。旧版本的 Ｌｉｎｕｘ 有一些已知的安全漏洞，所以如
果你想让不信任的人登录你的计算机，或者你要运行一些服务器端的网络服务（例如：ｆｔｐ 或 ｈｔｔｐ
服务器），使用更新版本的 Ｌｉｎｕｘ。
另一个很好的主意是时不时地筛选那些包含所有登录你的计算机的记录的文件：
／ｖａｒ／ｌｏｇ／ｓｅｃｕｒｅ（最新的记录），／ｖａｒ／ｌｏｇ／ｓｅｃｕｒｅ．１（旧的记录），／ｖａｒ／ｌｏｇ／ｓｅｃｕｒｅ．２（更旧的记
录），等等。你可能还想浏览位于目录／ｖａｒ／ｌｏｇ 下其它有用的记录文件，不定期地检查它们。最典
型的“警告”信号是计算机的端口被扫描：同一个 ＩＰ 号不断的请求连接到你的系统的 ｔｅｌｎｅｔ，
ｆｔｐ，ｆｉｎｇｅｒ 和其它端口—某个人尝试获取你的系统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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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从不远程连接到你家里的 Ｌｉｎｕｘ 机器，那么在家庭网络中限制使用连接到你机器上的服务器
端的网络服务的权力是一个非常好的主意（文件／ｅｔｃ／ｉｎｅｔｄ．ｃｏｎｆ 列出了所有的网络服务）。我们可
以用两个文件来控制：／ｅｔｃ／ｈｏｓｔｓ．ａｌｌｏｗ 和／ｅｔｃ／ｈｏｓｔｓ．ｄｅｎｙ。这两个控制访问的文件的工作方式
如下：当收到外部的连接请求时，先扫描文件／ｅｔｃ／ｈｏｓｔ．ａｌｌｏｗ，如果连接请求的机器名相匹配，
则授于访问的权限（与文件／ｅｔｃ／ｈｏｓｔ．ｄｅｎｙ 中任何输入项没有关系）。否则，扫描文件
／ｅｔｃ／ｈｏｓｔ．ｄｅｎｙ，如果机器名相匹配，则关闭连接。如果两个文件中都没有匹配的机器名，就会授
权给请求连接的机器。
Ｂ． Ｓｔａｅｈｌｅ（一位 Ｌｉｎｕｘ 调制解调器专家）写信给我建议不要安装任何网络服务。“如果没有正确配
置网络服务，一些小的脚本程序就会破坏你的计算机。一个新手永远不要向外界开放网络服务（例
如：ｆｔｐ，ｔｅｌｎｅｔ，ｗｗｗ）。如果你一定要装，确保只让你可控制的系统建立连接。文件
／ｅｔｃ／ｈｏｓｔｓ．ｄｅｎｙ 应包含
ＡＬＬ： ＡＬＬ
并且文件／ｅｔｃ／ｈｏｓｔｓ．ａｌｌｏｗ 中应该只有
ＡＬＬ： １２７．０．０．１
只允许被定义的主机连接。不要使用主机名！”＜Ｂｉｌｌ 的建议到此为止＞。
我的／ｅｔｃ／ｈｏｓｔ．ｄｅｎｙ 文件的确跟上面的建议一模一样（ＡＬＬ： ＡＬＬ），但文件／ｅｔｃ／ｈｏｓｔｓ．ａｌｌｏｗ 中加
了另外两台我信任的计算机，它们可连接到我所有的网络服务，还有另外一台可访问 ｔｅｌｅｎｔ 和
ｆｔｐ（所有的 ＩＰ 号都是假的）：
ＡＬＬ： １２７．０．０．１， １００．２００．０．２５５， １００．２００．６９．１
ｉｎ．ｔｅｌｎｅｔｄ， ｉｎ．ｆｔｐｄ： １００．２００．０．２
上面的样本中“ＡＬＬ： ＡＬＬ”代表“所有的服务：所有的主机”，也就是来自“任何主机”到“任何
本地网络服务”的连接。
更多资料，可查阅“Ｌｉｎｕｘ 网络管理员指南”（＂Ｎｅｔｗｏｒｋ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ｏｒ Ｇｕｉｄｅ＂），它在你的
ＲｅｄＨａｔ（或其他版本）的 ＣＤ 盘。我打印出来并精装了这本书。
为了验证你的计算机对外界提供了哪些服务，可利用基于 ｗｅｂ 的工具。去到
ｈｔｔｐ：／／ｓｃａｎ．ｓｙｇａｔｅｔｅｃｈ．ｃｏｍ／，然后点击“ｓｃａｎ ｎｏｗ”（“现在扫描”）．
以下以另外一些可扫描你的系统的地址：
ｈｔｔｐ：／／ｃｒｙｐｔｏ．ｙａｓｈｙ．ｃｏｍ／
ｈｔｔｐ：／／ｄａｖｉｄｏｖｖ２．ｈｏｍｅｓｔｅａｄ．ｃｏｍ／ｆｒｅｅｔｏｏｌｓ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ｈｔｍｌ
ｈｔｔｐ：／／ｐｒｉｖａｃｙ．ｎｅｔ／
ｈｔｔｐ：／／ｓｃａｎ．ｓｙｇａｔｅｔｅｃｈ．ｃｏｍ／
ｈｔｔｐ：／／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１．ｎｏｒｔｏｎ．ｃｏｍ／ｕｓ／ｉｎｔｒｏ．ａｓｐ
ｈｔｔｐ：／／ｓｕｉｃｉｄｅ．ｎｅｔｆａｒｍｅｒｓ．ｎｅｔ／
ｈｔｔｐ：／／ｔｒｏｊａｎｓｃａｎｎｅｒ．ｃｏｍ／ｃｇｉ－ｂｉｎ／ｎｐｈ－ｐｏｒｔｓｃａｎｎｅｒ
ｈｔｔｐ：／／ｗｗｗ．ｄｏｓｈｅｌｐ．ｃｏｍ／ｄｏｓｔｅｓｔ．ｈｔｍ
ｈｔｔｐ：／／ｗｗｗ．ｄｓｌｒｅｐｏｒｔｓ．ｃｏｍ／ｓｅｃｕｒｅｍｅ／
ｈｔｔｐ：／／ｗｗｗ．ｄｓｌｒｅｐｏｒｔｓ．ｃｏ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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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ｔｔｐ：／／ｗｗｗ．ｅａｒｔｈｌｉｎｋ．ｎｅｔ／ｆｒｅｅｓｃａｎ／
ｈｔｔｐ：／／ｗｗｗ．ｇｒｃ．ｃｏｍ
ｈｔｔｐ：／／ｗｗｗ．ｈａｃｋｅｒｗｈａｃｋｅｒ．ｃｏｍ／
ｈｔｔｐ：／／ｗｗｗ．ｎｅｓｓｕｓ．ｏｒｇ
ｈｔｔｐ：／／ｗｗｗ．ｎｅｔｃｏｐ．ｃｏｍ／ｎｅｗｓｃａｎ／ｆｕｌｌｓｃａｎ．ｈｔｍｌ
ｈｔｔｐ：／／ｗｗｗ．ｐｒｉｖａｃｙｓｃａｎ．ｏｒｇ
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ｄｅｓｉｇｎ．ｃｏｍ／ｃｇｉ－ｂｉｎ／ｆｗｔｅｓｔ．ｃｇｉ
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ｄｅｓｉｇｎ．ｃｏｍ／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ｔｅｓｔ／ｉｎｄｅｘ．ｈｔｍｌｌ
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ｓｐａｃｅ．ｃｏｍ／
ｈｔｔｐ：／／ｗｗｗ．ｖｕｌｎｅｒａｂｉｌｉｔｉｅｓ．ｏｒｇ／ｎｍａｐｅｍａｉｌ．ｈｔｍｌ
ｈｔｔｐ：／／ｇｒｃ．ｃｏｍ
ｈｔｔｐ：／／ｗｗｗ．ｄｓｌｒｅｐｏｒｔｓ．ｃｏｍ／ｓｃａｎ
ｈｔｔｐ：／／ｗｗｗ．ｄｓｌｒｅｐｏｒｔｓ．ｃｏｍ／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ｓｅｃ０２５．ｈｔｍ
为安全起见，另外一个好主意是不要发布你正在使用的操作系统及其版本号。我把文件／ｅｔｃ／ｉｓｓｕｅ
和／ｅｔｃ／ｉｓｓｕｅ．ｎｅｔ 的内容：
Ｒｅｄ Ｈａｔ Ｌｉｎｕｘ ｒｅｌｅａｓｅ ６．２ （Ｚｏｏｔ）
Ｋｅｒｎｅｌ ２．２．１４－５．０ ｏｎ ａｎ ｉ５８６
换成类似下面的文字：
ＷＡＲＮＩＮＧ： ＴＨＩＳ ＩＳ Ａ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ＵＮＡＵＴＨＯＲＩＺＥＤ ＵＳＥ ＩＳ ＰＲＯＨＩＢＩＴＥＤ ＡＮＤ ＡＬＬ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ＡＲＥ ＬＯＧＧＥＤ
ＩＢＭ Ｓ／３９０ ＬＩＮＵＸ
这样做把幽默和增加安全性结合在了一起（我希望）。
文件／ｅｔｃ／ｉｓｓｕｅ 和／ｅｔｃ／ｉｓｓｕｅ．ｎｅｔ 的内容在系统每次重新启动时都会重写（当脚本／ｅｔｃ／ｒｃ．ｌｏｃａｌ
在运行时）。所以为保证更改之后不会再变，我把这些文件改为对所有用户都是只读的（以 ｒｏｏｔ 权
限）：
ｃｈｍｏｄ ａ＝ｒ ／ｅｔｃ／ｉｓｓｕｅ＊
替代上面的命令，我也可以编辑（以 ｒｏｏｔ 权限）脚本／ｅｔｃ／ｒｃ．ｄ／ｒｃ．ｌｏｃａｌ，用＃＃＃注解掉其中的 ５
行，有关的部分变为：
＃ Ｔｈｉｓ ｗｉｌｌ ｏｖｅｒｗｒｉｔｅ ／ｅｔｃ／ｉｓｓｕｅ ａｔ ｅｖｅｒｙ ｂｏｏｔ． Ｓｏ， ｍａｋｅ ａｎｙ ｃｈａｎｇｅｓ
＃ ｗａｎｔ ｔｏ ｍａｋｅ ｔｏ ／ｅｔｃ／ｉｓｓｕｅ ｈｅｒｅ ｏｒ ｙｏｕ ｗｉｌｌ ｌｏｓｅ ｔｈｅｍ ｗｈｅｎ ｙｏｕ ｒｅｂｏｏｔ
＃＃＃ ｅｃｈｏ ＂＂ ＞ ／ｅｔｃ／ｉｓｓｕｅ
＃＃＃ ｅｃｈｏ ＂￥Ｒ＂ ＞＞ ／ｅｔｃ／ｉｓｓｕｅ
＃＃＃ ｅｃｈｏ ＂Ｋｅｒｎｅｌ ￥（ｕｎａｍｅ －ｒ） ｏｎ ￥ａ ￥ＳＭＰ￥（ｕｎａｍｅ －ｍ）＂ ＞＞ ／ｅｔｃ／ｉｓｓｕｅ
＃＃＃ ｃｐ －ｆ ／ｅｔｃ／ｉｓｓｕｅ ／ｅｔｃ／ｉｓｓｕｅ．ｎｅｔ
＃＃＃ ｅｃｈｏ ＞＞ ／ｅｔｃ／ｉｓｓｕｅ
还有一个好的安全手段是禁用 ｐｉｎｇ。Ｐｉｎｇ 是类似声纳的请求，当收到另一台计算机的请求时会将
请求发回。对安装，查错，或探测你的机器是否在网上非常有用。但也可以通过不断地发送 ｐｉｎｇ
请求（＂ｐｉｎｇ ｏｆ ｄｅａｔｈ＂）来探测或攻击你的机器。我使用 ＩＰ 伪装禁止我的机器对来自己网络的
ｐｉｎｇｇｉｎｇ 做出回应。我对取自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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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ｆｏｃｕｓ．ｃｏｍ／ｆｏｃｕｓ／ｌｉｎｕｘ／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ｌｉｎｕｘ－ｓｅｃｕｒｉｎｇ２．ｈｔｍｌ 的下面的命令和
注释进行了少少的修改：
ｉｐｃｈａｉｎｓ －Ａ ｉｎｐｕｔ －ｐ ｉｃｍｐ －－ｉｃｍｐ－ｔｙｐｅ ｅｃｈｏ－ｒｅｑｕｅｓｔ －ｉ ｐｐｐ０ －ｊ ＲＥＪＥＣＴ －ｌ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命令 ｉｐｃｈａｉｎｓ 的标志解释如下：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Ａ）添加一新规则。
规则作用于的链（ｃｈａｉｎ），样本中规则将作用于 ｉｎｇｒｅｓｓ（输入）包。
（Ｐ）规则作用于的协议。样本中为 ｉｃｍｐ。
ＩＣＭＰ 类型，样本中所有的 ｉｃｍｐ 回应请求都会被封锁。“ＩＣＭＰ 回应”指 ｐｉｎｇ。
界面名。样本中是第一个通过电话的连接，ｐｐｐ０。
目标，或如何处理有问题的包。
在系统记录文件中记录所有匹配规则条件的包。

ＩＰ 伪装在本指南的 ＩＰ 伪装章节有详细的描述。
我采取的另外一项安全预防措施是：时不时地检查一下是否有人在我的系统上安装了“ｒｏｏｔ 套
件”。我用的是“ｃｈｋｒｏｏｔｋｉｔ”实用程序（很小，只有 ２５ｋ，可从 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ｈｋｒｏｏｔｋｉｔ．ｏｒｇ／下
载）。下载 ｔａｒｂａｌ 后，进行以下操作：
ｓｕ ［提供密码］
ｃｄ ／ｕｓｒ／ｌｏｃａｌ
ｔａｒ ｘｖｚｆ ／ｈｏｍｅ／ｍｙ＿ｎａｍｅ／ｃｈｋｒｏｏｔｋｉｔ．ｔａｒ．ｇｚ
ｃｄ ／ｕｓｒ／ｌｏｃａｌ／ｃｈｋｒｏ＜ｔａｂ＞
ｍａｋｅ
．／ｃｈｒｏｏｔｋｉｔ
最后一条命令实际上是在系统上寻找 ｒｏｏｔｋｉｔ。“Ｒｏｏｔｋｉｔ”是一隐藏的软件，一旦某个人获取了
访问你系统的权限（像＂ｒｏｏｔ＂一样），他／她就可以安装这个软件来监听，监视，保护访问，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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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５ 部分： Ｌｉｎｕｘ 的快捷键和主要命令
Ｌｉｎｕｘ 新手管理员指南（中文版）
ＬＩＮＵＸ ＮＥＷＢＩＥ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ＯＲ ＧＵＩＤＥ （ＳｉｍｐｌｉＦｉｅｄ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Ｖｅｒｓｉｏｎ）
中文版本 １．０ 由幻影快递 Ｌｉｎｕｘ 小组（ＳＬＴ－ＳｈａｄｏｗＦａｘ Ｌｉｎｕｘ Ｔｅａｍ） 翻译整理
Ｌｉｎｕｘ Ｎｅｗｂｉｅ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ｏｒ 英文原版版权所有：Ｐｅｔｅｒ ａｎｄ Ｓｔａｎ Ｋｌｉｍａｓ．
ｈｔｔｐ：／／ｓｕｎｓｉｔｅ．ｄｋ／ｌｉｎｕｘ－ｎｅｗｂｉｅ
中文版本版权所有：幻影快递 Ｌｉｎｕｘ 小组 ＳｈａｄｏｗｆａｘＬｉｎｕｘ＠ｈｏｔｍａｉｌ．ｃｏｍ

本章内容：
５．１
５．２
５．３
５．４
５．５
５．６
５．７
５．８
５．９
５．１０
５．１１
５．１２
５．１３
５．１４
５．１５
５．１６
５．１７
５．１８
５．１９
５．２０

Ｌｉｎｕｘ 基本的键盘输入快捷键和一些常用命令
帮助命令
系统信息
基本操作
文件管理
查看和编辑文件
查找文件
Ｘ－ｗｉｎｄｏｗｓ 基础
网络应用程序
文件压缩和解压缩
进程控制
一些管理命令
硬盘和软盘实用工具
用户帐户和文件权限管理
程序安装
访问磁盘驱动器／分区
网络管理工具
与音乐有关的命令
与图形相关的命令
几个小游戏

简介：
这是包含在Ｌｉｎｕｘ软件包里（ＲｅｄＨａｔ或者Ｍａｎｄｒａｋｅ），我们比较经常使用和比较有用的一些命令集
合。在你当前路径的命令提示行下按＜ＴＡＢ＞键，就可以看到有效的命令一览。在我的小型家用系统
上，在我的当前路径下有３７８６个可执行命令。这些命令的大部分可以在图形用户界面下使用鼠标的
左键或者右键来访问，全部都可以使用命令行来运行（除非你没有安装对应的软件包，在我的ＣＤ里
都可以运行）。那些要求图形用户界面的程序必须在图形用户下才能运行，比如，你可以通过在
ＫＤＥ或者ＧＮＯＭＥ的终端输入命令来运行这些程序。一些更高级（对新手没有用处？）的命令工具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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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第七部分的相关内容。

以下给那些对Ｌｉｎｕｘ没有概念的新手：
1.

Ｌｉｎｕｘ是大小写敏感的系统，举个例子，Ｍｏｚｉｌｌａ， ＭＯＺＩＬＬＡ， ｍＯｚｉｌｌａ和 ｍｏｚｉｌｌａ是四个不
同的命令（但是只有第四个ｍｏｚｉｌｌａ是真正有效的命令）。还有，ｍｙ＿ｆｉｌＥ， ｍｙ＿ｆｉｌｅ，和
ｍｙ＿ＦＩＬＥ是三个不同的文件。用户的登录名和秘密也是大小写敏感的（这是因为ＵＮＩＸ系统和
Ｃ语言的传统一向是大小写敏感所致）。

2.

文件名最多可以有２５６个字符，可以包含数字，点号”．”，下划线”＿”，横杆”－”，加
上其他一些不被建议使用的字符。

3.

文件名前面带”．”的文件在输入”ｌｓ”或者”ｄｉｒ” 命令时一般不显示。可以把这些文件
看作是隐含文件，当然你也可以使用命令”ｌｓ –ａ”来显示这些文件。

4.

“／”对等于ＤＯＳ下的”＼”（根目录，意味着所有其他目录的父目录，或者是在目录之间和
目录和文件之间的一个间隔符号）。举个例子，ｃｄ ／ｕｓｒ／ｄｏｃ。

5.

在Ｌｉｎｕｘ系统下，所有的目录显示在单一目录树下（有别于ＤＯＳ系统的驱动器标识）。这意
味着所有的物理设备上的所有文件和目录都合并在单一的目录树下。

6.

在配置文件里，以＃打头的行是注释行。在修改配置文件的时候尽量不要删除旧的设置――
可以把原来的设置加上”＃”变成注释行，总是在修改地方对应地加入一些关于修改的注
释，你会发觉在以后的管理中获益多多。

7.

Ｌｉｎｕｘ是继承性的多用户操作系统。你的个人设定（和其他用户的个人设定）放在你的主目
录下（一般是／ｈｏｍｅ／ｙｏｕｒ＿ｕｓｅｒ＿ｌｏｇｉｎ＿ｎａｍｅ）。许多的配置文件的文件名都以”．”开头，
这样用户一般看不到这些文件。

8.

整个系统范围的设定一般放在目录／ｅｔｃ下。

9.

和其他的多用户操作系统类似，在Ｌｉｎｕｘ下，文件和目录有自己的拥有者和访问权限。一般
来说，你只被允许文件到你的主目录下（／ｈｏｍｅ／ｙｏｕｒ＿ｕｓｅｒ＿ｌｏｇｉｎ＿ｎａｍｅ）。学习一些关于
文件权限管理的相关知识，否则你肯定会觉得Ｌｉｎｕｘ实在很麻烦。

10. 命令参数选项一般由”－”引导，后面跟一个字符（或者”－－“，当选项超过一个字符
时）。这样，”－”有点象ＤＯＳ下的”／”。举个例子，输入命令 ｒｍ －－ｈｅｌｐ。
11. 输入ｃｏｍｍａｎｄ＆ （命令名后面加＆符号）在背景模式下运行一个命令。这个一般用来在Ｘ窗口
下启动其他的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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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ｔｒｌ＞＜Ａｌｔ＞＜Ｆ１＞
切换到第一个文本终端。在Ｌｉｎｕｘ下你可以有多达六个不同的终端。这个命令的意思是：“同时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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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Ｃｔｒｌ＞键和＜Ａｌｔ＞键，然后按＜Ｆ１＞键，再释放所有的键”。
＜Ｃｔｒｌ＞＜Ａｌｔ＞＜Ｆｎ＞ （ｎ＝１．．６）
切换到第ｎ个文本终端。（你也可以使用不是很经常用到的命令ｃｈｖｔ ｎ 来实现，ｎ指的是第ｎ个文本
终端）。在文本终端下（不是在Ｘ窗口），你也可以简单使用＜ＡＬＴ＞＜Ｆｎ＞来实现切换，不需要＜ＣＴＲＬ＞
键。
打印出你正在使用的终端名称，如果你希望知道终端的名字，可以使用命令ｆｇｃｏｎｓｏｌｅ。
＜Ｃｔｒｌ＞＜Ａｌｔ＞＜Ｆ７＞
切换到第一个图形用户界面（一般来说Ｘ－ｗｉｎｄｏｗ在第七个终端）

＜Ｃｔｒｌ＞＜Ａｌｔ＞＜Ｆｎ＞ （ｎ＝７到１２）
切换到第ｎ个图形用户街面。根据缺省，第一个Ｘ－Ｗｉｎｄｏｗ在第７个终端运行，从第８到第１２什么也没
有，当然你可以逐个启动这些图形用户界面。
＜Ｔａｂ＞
（在文本终端下）可以使用ＴＡＢ自动完成命令，或者显示所有的可选项。这个快捷键真的非常好
用，经常使用你会发觉它可以节约你很多的时间。
＜ＡｒｒｏｗＵｐ＞
（在文本终端或者Ｘ窗口下）滚动和编辑以前输入的命令。按＜ＥＮＴＥＲ＞执行一个历史命令
＜ＡｒｒｏｗＤｏｗｎ＞
回滚
＜Ｓｈｉｆｔ＞＜ＰｇＵｐ＞
滚动终端输出。对于登录提示也起作用，所以你可以使用它回滚启动信息。你显卡的内存大小决定
你可以回滚多少内容
＜Ｓｈｉｆｔ＞＜ＰｇＤｏｗｎ＞
回滚终端输出
＜Ｃｔｒｌ＞＜Ａｌｔ＞＜＋＞
（在Ｘ窗口下） 改变Ｘ服务器的屏幕解析率 （如果你设置Ｘ服务器有多个不同的屏幕解析率）。比如对
于我的标准ＳＶＧＡ卡和显示器，在文件／ｅｔｃ／Ｘ１１／ＸＦ８６Ｃｏｎｆｉｇ有以下的设置行： （从缺省开始，到可
以支持的最大虚拟屏幕解析率）
Ｍｏｄｅｓ ＂１０２４ｘ７６８＂ ＂８００ｘ６００＂ ＂６４０ｘ４８０＂ ＂５１２ｘ３８４＂ ＂４８０ｘ３００＂ ＂４００ｘ３００＂ ＂１１５２ｘ８６４＂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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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首先我必须设置我的Ｘ服务器，可以使用ｕｓｉｎｇ Ｘｃｏｎｆｉｇｕｒａｔｏｒ， ｘｆ８６ｃｏｎｆｉｇ， 也可以手工编
辑文件：／ｅｔｃ／Ｘ１１／ＸＦ８６Ｃｏｎｆｉｇ。ＸＦｄｒａｋｅ （Ｍａｎｄｒａｋｅ使用图形用户界面进行配置 ）。你也可以参考
命令ｘｖｉｄｔｕｎｅ和ｘｖｉｄｇｅｎ。
＜Ｃｔｒｌ＞＜Ａｌｔ＞＜－＞
（在Ｘ窗口下）把Ｘ服务器的屏幕解析率修改到上一次的设置。
＜Ｃｔｒｌ＞＜Ａｌｔ＞＜Ｅｓｃ＞
（在Ｘ窗口，ＫＤＥ下）关闭我鼠标将要指向的窗口（鼠标的光标形状会有所改变）。同样的效果也可
以使用命令ｘｋｉｌｌ（在Ｘ终端上）来实现。当一个程序窗口被挂住的时候特别有用。
＜Ｃｔｒｌ＞＜Ａｌｔ＞＜ＢｋＳｐｃ＞
（在Ｘ窗口下） 终止当前的 Ｘ窗口服务。如果Ｘ窗口不能正常退出时可以使用。
＜Ｃｔｒｌ＞＜Ａｌｔ＞＜Ｄｅｌｅｔｅ＞
（适用于文本终端下）关机和重新启动。这是一个在文本终端下的正常关机命令，千万不要按计算
机上的ｒｅｓｅｔ键来重新关机和重新启动！
＜Ｃｔｒｌ＞ｃ
终止当前进程（对于一般的小型文本模式的应用程序）
＜Ｃｔｒｌ＞ｄ
（在一个空白的命令行上输入）退出当前的终端。参加下一个命令。
＜Ｃｔｒｌ＞ｄ
给当前的进程送文件结束符合。不要按两次否则你会把自己退出系统。
＜Ｃｔｒｌ＞ｓ
停止终端传输
＜Ｃｔｒｌ＞ｑ
从新开始终端传输。如果你的终端突然莫名其妙的停止响应，可以参考上一条命令。
＜Ｃｔｒｌ＞ｚ
把当前进程送到后台处理。
ｅｘｉ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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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出系统。我也可以使用ｌｏｇｏｕｔ命令达到同样效果。（如果你启动了第二个ｓｈｅｌｌ程序，比如，使
用ｂａｓｈ，这条命令将使你退出第二个ｓｈｅｌｌ回到第一个ｓｈｅｌｌ，但是不会退出系统。当然，可以再一
次使用ｅｘｉｔ退出）
ｒｅｓｅｔ
恢复崩溃的终端（有些终端显示一些奇怪的字符）到缺省的设置。当你使用ｃａｔ命令准备显示一个
二进制文件时，你可能看不到你所输入的命令，尽管命令仍然照常工作。
＜鼠标的中间键＞
粘贴当前选择的文本。这是一个常规的Ｌｉｎｕｘ“复制－粘贴”操作。它是对被广泛采用的通信用户
界面下“复制－粘贴”操作的一个非常有用的扩展（但是它不支持旧版本的ＮｅｔＳｃａｐｅ，因为在旧版
的ＮｅｔＳｃａｐｅ只能使用ＭＡＣ／Ｗｉｎｄｏｗｓ风格的“复制－粘贴”操作。如果你运行“ｓｅｔｕｐ”程序进行设
置，你可以在文本终端下使用这个功能。而且它在大多数的对话框里也能很好的工作，真的非常方
便！）如果你有一个“Ｌｉｎｕｘ－Ｒｅａｄｙ”的鼠标（ｌｏｇｉｔｅｃ或者其类似产品）或者你通过使用“模拟三
键鼠标”，这个功能可以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一般来说，“第三键”的模拟是通过同时点击左右
两个鼠标键来实现。
￣
（水文符合） 我的主目录（一般来书是／ｈｏｍｅ／我的登录名）。举例，命令￣／ｍｙ＿ｄｉｒ将修改我的工作
目录到我的主目录的子目录”ｍｙ＿ｄｉｒ”下。相对于输入”ｃｄ ￣”，你也可以只输入”ｃｄ”，我把我
的所有文件都放在自己的主目录下。
．
（点符号） 当前目录。举例：．／ｍｙ＿ｐｒｏｇｒａｍ 将试图执行当前目录下的＂ｍｙ＿ｐｒｏｇｒａｍ＂文件
．．
（两个点）到当前的上一级目录（也叫“父目录”）。举个例子，命令“ｃｄ．．”将修改我的当前工作
目录到上一级目录。
一些ＫＤＥ的快捷键（很有用，但不是非要不可的）
＜Ａｌｔ＞＜Ｔａｂ＞
切换不同的程序窗口。往回切换，使用 ＜Ａｌｔ＞＜Ｓｈｉｆｔ＞＜Ｔａｂ＞
＜Ｃｔｒｌ＞＜Ｔａｂ＞
切换不同的桌面。往回切换，使用 ＜Ｃｔｒｌ＞＜Ｓｈｉｆｔ＞＜Ｔａｂ＞
＜Ｃｔｒｌ＞＜Ｅｓｃ＞
显示我系统里正在运行的进程列表。允许我终止那些由我启动的进程（或者送信号给这些进程）
＜Ａｌｔ＞＜Ｆ１＞
访问Ｋ菜单 （对等于微软Ｗｉｎｄｏｗｓ的的“开始”菜单）．
＜Ａｌｔ＞＜Ｆ１２＞
使用键盘上的箭号键模拟鼠标的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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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ｌｔ＞＜鼠标左键＞
拖曳并移动一个窗口。一般来说，我通过拖曳窗口的题目栏来移动一个窗口。有些时候，我用它把
一个窗口移动到屏幕之外。使用这个功能，我可以把窗口移动到屏幕的任何位置。
＜Ａｌｔ＞＜ＰｒｉｎｔＳｃｒｅｅｎ＞
把当前屏幕的快照存到剪贴板
＜Ｃｔｒｌ＞＜Ａｌｔ＞＜ＰｒｉｎｔＳｃｒｅｅｎ＞
把当前桌面的快照存到剪贴板
＜Ｃｔｒｌ＞＜Ａｌｔ＞＜ｌ＞
锁定桌面
＜Ｃｔｒｌ＞＜Ａｌｔ＞＜ｄ＞
切换隐藏／显示桌面的功能（当老板走过来的时候迅速藏起你的纸牌接龙游戏非常管用哦！）

＜Ａｌｔ＞＜ＳｙｓＲｑ＞＜ｃｏｍｍａｎｄ＿ｋｅｙ＞ （非必须掌握）
这是在Ｌｉｎｕｘ的内核（底层内核）上支持的一组组合键。它意味着这些组合键在大部分情况下都是
有效的。组合键主要是针对开发人员的程序调试目的或者在紧急场合下才使用；你也可以使用其他
的办法，安全第一。＜ＳｙｓＲｑ＞键在ＰＣ上指的是ＰｒｉｎｔＳｃｒｅｅｎ键。组合键的功能可以通过设置相对应的
内核参数来激活或者取消，比如： ｅｃｈｏ ＂１＂ ＞ ／ｐｒｏｃ／ｓｙｓ／ｋｅｒｎｅｌ／ｓｙｓｒｑ
＜Ａｌｔ＞＜ＳｙｓＲｑ＞＜ｋ＞
终止在当前虚拟终端上运行的所有进程（包括Ｘ窗口）。这个组合键被称为“安全访问键“（ＳＡＫ）．
＜Ａｌｔ＞＜ＳｙｓＲｑ＞＜ｅ＞
发送 ＴＥＲＭ 信号（结束信号）到除了ｉｎｉｔ进程以外的所有运行进程，要求其退出
＜Ａｌｔ＞＜ＳｙｓＲｑ＞＜ｉ＞
发送 ＫＩＬＬ （终止信号）到除了ｉｎｉｔ进程以外的所有运行进程， 这个组合键比上一个更加有效，
但是也可能引起一些程序被异常终止。
＜Ａｌｔ＞＜ＳｙｓＲｑ＞＜ｌ＞
发送ＫＩＬＬ命令到所有运行进程（包括ｉｎｉｔ），系统将不再能够使用
＜Ａｌｔ＞＜ＳｙｓＲｑ＞＜ｓ＞
在所有的挂载文件系统上运行紧急同步（缓存写） 。这可以保护数据丢失
＜Ａｌｔ＞＜ＳｙｓＲｑ＞＜ｕ＞
以只读模式重新挂载所有已加载的文件系统。这和上面的同步组合键有相同的功能，但是另外有一
个好处：如果操作顺利完成，下一次硬件重新启动时，ｆｓｃｋ将不会重新检查所有的文件系统。
＜Ａｌｔ＞＜ＳｙｓＲｑ＞＜ｒ＞ 关闭键盘的原始模式。当你的Ｘ窗口程序挂住没有响应时特别有用。使用这个组
合键之后，你可能会接着使用＜ＣＴＲＬ＞＜ＡＬＴ＞＜ＤＥＬ＞程序启动。
＜Ａｌｔ＞＜ＳｙｓＲｑ＞＜ｂ＞
不进行同步和卸载就立刻重新启动系统。之后你可能会碰到一下错误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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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ｌｔ＞＜ＳｙｓＲｑ＞＜ｏ＞
关机 （如果正确设置以后）
＜Ａｌｔ＞＜ＳｙｓＲｑ＞＜ｐ＞
导出当前的寄存器和标志到控制台
＜Ａｌｔ＞＜ＳｙｓＲｑ＞＜ｔ＞
导出当前任务和相关信息到控制台
＜Ａｌｔ＞＜ＳｙｓＲｑ＞＜ｍ＞
导出内存的内容到控制台
＜Ａｌｔ＞ＳｙｓＲｑ＞＜数字＞
“数字”从０到９。设置控制台记录的级别，用于控制哪一些内核信息将被显示在控制台上。举例，
“０”意味着只有象ＰＡＮＩＣ和ＯＯＰＳ的之类的紧急信息才被显示在控制台上。
＜Ａｌｔ＞＜ＳｙｓＲｑ＞＜ｈ＞
显示帮助信息。还有，任何其他不被支持的 ＜Ａｌｔ＞＜ＳｙｓＲｑ＞＜ｋｅｙ＞ 组合键将显示同样的帮助。

５．２

帮助命令

命令名 –ｈｅｌｐ ｜ ｍｏｒｅ
显示一个简略的命令帮助（对大部分命令有效）。举个例子，试着使用 “ｃｐ –ｈｅｌｐ ｜ ｍｏｒｅ”。
“－－ｈｅｌｐ”和和ＤＯＳ下的“／ｈ”开关功能类似。当输出超过一个屏幕时，加上“ｍｏｒｅ”是很有必要
的。
ｍａｎ 命令名
显示对应命令系统的帮助手册。输入“ｑ”退出浏览器。如果你设置了高级选项，试着输入“ｍａｎ
ｍａｎ”。命令“ｉｎｆｏ 命令名” 和命令“ｍａｎ 命令名”功能相似，但是包含更多的最新信息。帮助
手册对于新手可能有点难于读懂——因为它们最初是写来给ＵＮＩＸ程序员看的。使用“命令名 –
ｈｅｌｐ”可以得到一个简略容易消化的命令帮助。有些程序自带ＲＥＡＤＭＥ文件或者其他帮助信息文件－－
－－建议你可以看看目录／ｕｓｒ／ｓｈａｒｅ／ｄｏｃ。在指定的部分显示命令帮助，可以使用这样的命令“ｍａｎ
３ ｅｘｉｔ”，这个命令只显示ｅｘｉｔ命令帮助手册的“第三部分”；或者使用命令“ｍａｎ –ａ ｅｘｉｔ”，
这个命令显示ｅｘｉｔ命令帮助手册的“所有部分”。ｅｘｉｔ命令帮助的所有部分是： １－用户命令；２
－系统调用；３－子调用；４－设备；５－文件格式；６－游戏；７－杂项；８－系统管理；９－新内
容。打印完整的命令帮助，可以使用命令“ｍａｎ 命令名 ｜ ｃｏｌ －ｂ ｜ ｌｐｒ”（可选项ｃｏｌ –ｂ删除所
有的退格键和一些难以阅读的特殊字符）。
ｉｎｆｏ 命令名
显示指定命令的帮助信息。ｉｎｆｏ 命令是取代ｍａｎ 命令的一个好处是，它通常带有最近更新的系统
资料。多使用“空格键”和“退格键”，否则你可能会晕头转向。按“ｑ”键退出。如果觉得用于
翻阅的办法不太好用――你也可以试着使用ｐｉｎｆｏ命令，看你会不会更喜欢这个替代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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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ｐｒｏｐｏｓ 命令名
对所输入的命令名给出一个帮助一览表。
ｗｈａｔｉｓ 命令名
给出匹配所输入命令名的简短清单。ｗｈａｔｉｓ命令有点象ａｐｒｏｐｏｓ――它们使用相同的数据库。不同
的是，ｗｈａｔｉｓ搜索的是关键字，ａｐｒｏｐｏｓ搜索的是关键字的具体描述。
ｈｅｌｐ 命令名
显示ｂａｓｈ ｓｈｅｌｌ内置命令的简单信息。使用 ｈｅｌｐ 命令不带任何参数将显示ｂａｓｈ ｓｈｅｌｌ所有内置的
命令。最短的ｂａｓｈ ｓｈｅｌｌ内置命令应该包括：ａｌｉａｓ， ｂｇ， ｃｄ， ｅｃｈｏ， ｅｘｉｔ， ｅｘｐｏｒｔ， ｈｅｌｐ，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ｊｏｂｓ， ｋｉｌｌ， ｌｏｇｏｕｔ， ｐｗｄ， ｓｅｔ， ｓｏｕｒｃｅ， ｕｌｉｍｉｔ， ｕｍａｓｋ， ｕｎａｌｉａｓ， ｕｎｓｅｔ．
ｋｄｅｈｅｌｐ
ｋｄｅｈｅｌｐｃｅｎｔｅｒ
（在Ｘ－终端下有效， 使用在你的系统上可以工作的那一个命令）． 使用图形的浏览器显示整个系统的
帮助。一般来说，ＫＤＥ帮助通过把对应的图标放在ＫＤＥ控制板上来实现。对等的ＧＮＯＭＥ帮助系统可以
使用ｇｎｏｍｅ－ｈｅｌｐ－ｂｒｏｗｓｅｒ命令。

５．３

系统信息

ｐｗｄ
输出工作目录。举例，在屏幕上显示我当前所在的目录
ｈｏｓｔｎａｍｅ
输出本地主机的名称（我正在使用的这一台机器）。使用ｎｅｔｃｏｎｆ修改机器的名称（要求超级用户
权限）
ｗｈｏａｍｉ
输出我的登录名称
ｉｄ ｕｓｅｒｎａｍｅ
输出用户标识ＩＤ（ＵＩＤ）和其对应的用户组标识ＩＤ（ＧＩＤ），有效的ＩＤ（如果不同于真正的用户ＩＤ）和
所属的其他用户组
ｄａｔｅ
输出操作系统的当前日期，时间和时区。如果要以ＩＳＯ标准格式输出，我必须使用命令“ｄａｔｅ –
Ｉｓｅｃｏｎｄｓ”。
我可以修改当前的日期和时间到２００３－１２－３１ ２３：５７，使用命令：ｄａｔｅ １２３１２３５７２００３。或者使用两
个命令（比较容易理解和记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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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ａｔｅ –－ｓｅｔ ２００３－１２－３１
ｄａｔｅ –ｓｅｔ ２３：５７：００
如果要重新设置硬件时钟（ＢＩＯＳ），可以使用命令ｓｅｔｃｌｏｃｋ，要求超级用户权限。
ｔｉｍｅ
侦测一个进程所需要的时间加上其他处理的时间的总和。不要和上面提到的ｄａｔｅ命令混淆。比如，
我可以使用命令“ｔｉｍｅ ｌｓ”来判断显示一个目录需要多长时间；或者我可以使用命令“ｔｉｍｅ
ｓｌｅｅｐ １０”来测试ｔｉｍｅ命令（睡眠１０秒钟，什么也不做）。

ｃｌｏｃｋ
（两个命令中的一个）从计算机的硬件（由电池供应的实时的硬件时钟）获得日期／时间。你可以
使用这个命令来设置硬件时钟，但是ｓｅｔｃｌｏｃｋ可能简单一些（看前面的两个命令）。举例：
“ｈｗｃｌｏｃｋ –ｓｙｓｔｏｈｃ –ｕｔｃ”命令把系统时钟设置到硬件时钟（以ＵＴＣ格式）。
ｗｈｏ
显示登录在系统里的用户
ｗ
显示登录在系统里的用户，检查他们正在做什么以及他们的处理器使用状况。属于常用的安全方面
的命令。
ｒｗｈｏ －ａ
（＝ｒｅｍｏｔｅ ｗｈｏ，远端的ｗｈｏ命令）。显示网络里其他计算机的用户登录状况。这个命令要求ｒｗｈｏ服
务必须在远端机器上运行。如果没有，以ｒｏｏｔ用户运行ｓｅｔｕｐ（ＲｅｄＨａｔ特有）激活“ｒｗｈｏ”。
ｆｉｎｇｅｒ 用户名
显示对于一个用户的系统信息。可以试一下命令：ｆｉｎｇｅｒ ｒｏｏｔ。任何人都可以使用ｆｉｎｇｅｒ命令访
问任何一台连接到因特网提供ｆｉｎｇｅｒ服务的计算机。比如：ｆｉｎｇｅｒ ＠ｆｉｎｇｅｒ．ｋｅｒｎｅｌ．ｏｒｇ
ｌａｓｔ
显示最后一个登录到系统的用户。经常运行这个命令作为系统安全检测的手段之一是一个绝好的主
意。
ｌａｓｔｂ
（“＝ｌａｓｔ ｂａｄ”，最后一个坏的）显示最后一个不成功的登录尝试。但是这个命令在我的系统上
不能工作，所以你可能要使用：ｔｏｕｃｈ ／ｖａｒ／ｌｏｇ／ｂｔｍｐ
“／ｖａｒ／ｌｏｇ／ｂｔｍｐ在一般的系统安装里无效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它是一个包含登录的出错信息的完
全可读的文件。一个用户登录时最经常犯的错误是输入用户密码作为用户名，这样，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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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ｖａｒ／ｌｏｇ／ｂｔｍｐ对计算机黑客来说简直是一个礼物”。（谢谢Ｂｒｕｃｅ Ｒｉｃｈａｒｄｓｏｎ提供这个信息）。
如果要解决这个问题，修改该文件的文件访问权限为只有ｒｏｏｔ用户才可以使用命令“ｌａｓｔｂ”。命
令：“ｃｈｍｏｄ ｏ－ｒ ／ｖａｒ／ｌｏｇ／ｂｔｍｐ”
ｈｉｓｔｏｒｙ ｜ ｍｏｒｅ
显示当前用户在命令行模式下执行的最后（１０００个）命令。参数“｜ｍｏｒｅ”在输出满屏时暂停。如
果要检查其他用户在你系统上都运行了什么，以ｒｏｏｔ用户登录，检查在该用户主目录下的文件
“．ｂａｓｈ＿ｈｉｓｔｏｒｙ”（没错，该文件可以被修改和删除）。
ｕｐｔｉｍｅ
显示自从上一次启动到现在机器运行的总时间。

ｐｓ
（＝ “ｐｒｉｎｔ ｓｔａｔｕｓ”或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ｓｔａｔｕｓ”，打印状态或者处理状态）列出由当前用户运行
的进程一览。
ｐｓ ａｘｕ ｜ ｍｏｒｅ
列出当前运行的所有进程，包括那些不是来自控制终端的进程，在显示用户进程的同时显示用户
名。
ｔｏｐ
持续列出正在运行的所有进程，按ＣＰＵ的占用率排序（占用率高的排在最前面）。按＜ＣＴＲＬ＞Ｃ退出。
ＰＩＤ
＝ 用户标识
ＵＳＥＲ
＝ 启动或者拥有该进程的用户．
ＰＲＩ
＝ 进程的优先级别（值越大，优先级别越低，一般进程是０，最高的级别是－２０，最低的级别是２０。
ＮＩ
＝ 优化级别（比如，进程试图以预先给定的优先级别的数值来运行）。数值越高，进程的优化级别也越
高（优先级别越低）
ＳＩＺＥ
＝ 进程加载到内存的代码＋数据＋堆栈的字节总数（以千字节计算）
ＲＳＳ
＝ 物理内存被占用的大小（以千字节计算）
ＳＨＡＲＥ
＝ 和其他进程共享的内存 （以千字节计算）
ＳＴＡＴ
＝ 进程的当前状态 Ｓ－睡眠， Ｒ－运行，Ｔ－停止或者被跟踪，Ｄ－不可中断的睡眠，Ｚ－不死的进程
％ＣＰＵ
＝ ＣＰＵ占用虑百分比（自从上一次屏幕更新以来）
％ＭＥＭ
＝ 共享物理内存的占用率
ＴＩＭＥ
＝ 进程占用的ＣＰＵ时间 （自从进程启动以来）
ＣＯＭＭＡＮＤ＝启动该任务使用的命令行（小心命令行里出现的密码等信息，有权限运行ｔｏｐ命令的用户都可以看见它
们！）

ｇｔｏｐ
ｋｔｏｐ
（Ｘ终端）在图形用户界面下的两个ｔｏｐ功能。我比较习惯使用ｇｔｏｐ（在ｇｎｏｍｅ自带）。在ＫＤＥ环境下，
ｋｔｏｐ在Ｋ菜单的“Ｓｙｓｔｅｍ”菜单下的“Ｔａｓｋ Ｍａｎａｇｅｒ”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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ｕｎａｍｅ –ａ
（＝“Ｕｎｉｘ Ｎａｍｅ”带可选项“ａｌｌ”）显示你本地计算机信息。也可以使用通信用户界面的ｇｕｎａｍｅ
（Ｘ终端下）得到更好的信息显示。
ＸＦｒｅｅ８６ –ｖｅｒｓｉｏｎ
显示本地计算机的Ｘ－Ｗｉｎｄｏｗｓ的版本。
ｃａｔ ／ｅｔｃ／ｉｓｓｕｅ
检查你的发行版本。你也可以把你自己的信息放到文件／ｅｔｃ／ｉｓｓｕｅ里――在用户登录的时候会显
示。如果你想要显示更多的信息，还有一个比较常见的做法是把本地专有的登录信息内容放在文件
／ｅｔｃ／ｍｏｔｄ里 （“ｍｏｔｄ”＝“ｍｅｓｓａｇｅ ｏｆ ｔｈｅ ｄａｙ”，当天信息）
ｆｒｅｅ
内存的信息（以千字节显示）。“共享”内存是指可以被多个进程共同享有的内存（比如，可执行
代码是“共享”的）。“缓冲”和“缓存”则是用来保留最近访问的文件和数据――当其他进程需
要更多的内存时候这些内容可以被减缩。
ｄｆ －ｈ
（＝ｄｉｓｋ ｆｒｅｅ 硬盘剩余空间） 输出所有文件系统的硬盘信息（以易读的模式， ｈ－ｈｕｍａｎ ｒｅａｄａｂｌｅ，
人类可读）
ｄｕ ／－ｂｈ ｜ ｍｏｒｅ
（＝ｄｉｓｋ ｕｓｕａｇｅ， 硬盘使用状况）输出根目录“／”下每个子目录具体的硬盘使用状况
ｃａｔ ／ｐｒｏｃ／ｃｐｕｉｎｆｏ
ＣＰＵ信息――它显示文件ｃｐｕｉｎｆｏ的内容。要注意的是文件在／ｐｒｏｃ目录下不是真正的文件――它们
只是在观察内核信息时起连接的作用。
ｃａｔ ／ｐｒｏｃ／ｉｎｔｅｒｒｕｐｔｓ
显示正在使用的中断号。在配置一个新硬件的时候可能需要浏览一下。
ｃａｔ ／ｐｒｏｃ／ｖｅｒｓｉｏｎ
Ｌｉｎｕｘ的版本和其他信息
ｃａｔ ／ｐｒｏｃ／ｆｉｌｅｓｙｓｔｅｍｓ
显示当前使用的文件系统的类型
ｃａｔ ／ｅｔｃ／ｐｒｉｎｔｃａｐ ｜ｍｏｒ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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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打印机的设置
ｌｓｍｏｄ
（＝ ＂ｌｉｓｔ ｍｏｄｕｌｅｓ＂． 显示模块。必须是ｒｏｏｔ用户，如果不是，使用命令／ｓｂｉｎ／ｌｓｍｏｄ执行）显示当
前已经加载的内核模块 ．
ｓｅｔ｜ｍｏｒｅ
显示当前的用户环境（全部显示）。一般来说东西太多了。
ｅｃｈｏ ￥ＰＡＴＨ
显示环境变量“ＰＡＴＨ”的内容。这个命令也可以用来显示其他的环境变量。使用ｓｅｔ来察看所有的
环境变量（和前一个命令功能相同）
ｄｍｅｓｇ ｜ ｌｅｓｓ
输出内核信息（也就是常说的内核内部缓存信息）。按“ｑ”退出“ｌｅｓｓ”。也可以使用 “ｌｅｓｓ
／ｖａｒ／ｌｏｇ／ｄｍｅｓｇ”来直接检查最近一次系统启动时“ｄｍｅｓｇ”输出到文件里的内容。
ｃｈａｇｅ －ｌ ｍｙ＿ｌｏｇｉｎ＿ｎａｍｅ
查看我的密码过期信息
ｑｕｏｔａ
查看我的硬盘区间（硬盘使用的限制）
ｓｙｓｃｔｌ －ａ ｜ｍｏｒｅ
显示所有可设置的Ｌｉｎｕｘ内核参数
ｒｕｎｌｅｖｅｌ
输出和前一个和当前的运行级别（ｒｕｎｌｅｖｅｌ）。输出“Ｎ５”意味着：“没有前一个运行级别”和“５
是当前的运行级别”。要修改运行级别，使用“ｉｎｉｔ”，举例：“ｉｎｉｔ １”把当前的运行级别切换
到“单用户模式”。
运行级别是Ｌｉｎｕｘ的操作模式。运行级别可以使用ｉｎｉｔ命令进行快捷的修改。举例，“ｉｎｉｔ
３”将把模式切换到运行级别３，以下是运行级别的标准：
０－中断 （不要把系统初始设置“ｉｎｉｔｄｅａｆｕｌｔ”设成这个值）
１－单用户模式
２－多用户模式，不带ＮＦＳ（如果你没有网络，和运行级别３相同）
３－全功能多用户模式
４－目前没有使用
５－Ｘ１１ （图形用户界面）
６－重新启动（不要把系统初始设置“ｉｎｉｔｄｅａｆｕｌｔ”设成这个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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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的初始运行级别设置在文件：／ｅｔｃ／ｉｎｉｔｔａｂ里
ｓａｒ
查看抽取系统活动记录文件信息（／ｖａｒ／ｌｏｇ／ｓａｒｘｘ， 其中ｘｘ指的是当前的日期）。ｓａｒ可以抽取很
多种系统统计信息，包括ＣＰＵ的平均载荷，ｉ／ｏ的统计，当天的网络流量统计或者是几天以前的数
据。

５．４

基本操作

ｌｓ
ｄｉｒ
列出当前目录的内容。ｄｉｒ命令是ｌｓ命令的一个别名，所以这两个命令在文件罗列时使用的颜色代
码是绝对一致的：
深蓝色＝目录
浅灰色＝一般文件
绿色＝可执行文件
紫色＝图形文件
红色＝压缩文件
浅蓝色＝链接文件
黄色＝设备文件
棕色＝ＦＩＦＯ文件（先进先出，命令管道）

ｌｓ －ａｌ ｜ｍｏｒｅ
列出当前目录的内容，所有文件（包括那些以“点号”开头的隐含文件），并以“长格式”显示。
把所有输出定向到管道ｍｏｒｅ，在屏幕满屏时可以暂停。ｌｓ命令还有很多其他的非常有用的可选项。
还有一些快捷键可以减少麻烦的命令输入。试试ｌｌ（＝长格式罗列，相当于ｌｓ –ｌ）。另外一个我
经常使用的可选项是“ｌｓ –ａｄ”（列出所有当前目录下的子目录但是不输出它们的内容）。
ｃｄ 目录
修改当前目录。只输入“ｃｄ”没有指定目录名将切换到你的主目录。“ｃｄ –”将切换到上一次你
访问的目录，这个命令在两个不同的目录之间切换时非常方便。“ｃｄ ．．”将退到当前目录的上一
级目录（父目录）。
．／程序名
在当前目录下运行一个可执行程序。当可执行文件不在我的ＰＡＴＨ下时，“．／”是必须的。一个在我
的ＰＡＴＨ下的可执行文件可以简单的输入程序名运行而不需要“．／”。
ｓｈｕｔｄｏｗｎ －ｈ ｎｏｗ
（要求ｒｏｏｔ用户）关机。一般用于在远程关闭计算机。在控制台上可以使用＜ＣＴＲＬ＞＜ＡＬＴ＞＜ＤＥＬ＞来关
闭计算机（所有用户都可以）
ｈａｌｔ
ｒｅｂｏｏ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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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ｉｔ ６
（三个命令都要求ｒｏｏｔ用户）关机或者重新启动计算机。主要用于远程系统重新启动，比上面的命令
要简单一些。如果计算机停止响应时非常有用，我一般通过网络从其他机器ｔｅｌｎｅｔ到停止响应的计
算机上然后重新启动它。在本地计算机上，我则一般使用＜ＣＴＲＬ＞＜ＡＬＴ＞＜ＤＥＬ＞来重新启动。
ｖｌｏｃｋ
（旧版本的ＲｅｄＨａｔ没有这个功能）锁住当前的文本终端。也可以使用ｖｌｏｃｋ –ａ锁住所有的终端（可
能不是什么好主意）。最好的做法一般是使用ｌｏｇｏｕｔ命令退出系统。你不能在图形用户界面的终端
上使用ｖｌｏｃｋ命令――因为窗口管理器自带一个屏幕保护程序和一个加锁的工具（在ＫＤＥ下一个小的
锁型标志，键盘快捷键＜ＣＴＲＬ＞＜ＡＬＴ＞＜Ｌ＞）。

５．５

文件管理

ｃｐ ｓｏｕｒｃｅ ｄｅｓｔｉｎａｔｉｏｎ
复制源文件ｓｏｕｒｃｅ 到目标文件ｄｅｓｔｉｎａｔｉｏｎ。举例“ｃｐ ／ｈｏｍｅ／ｓｔａｎ／ｅｘｉｓｔｉｎｇ＿ｆｉｌｅ＿ｎａｍｅ ．”将复
制文件到我的当前工作目录。使用“－Ｒ”可选项（代表“ｒｅｃｕｒｓｉｖｅ”）复制整个目录树的内容，
比如：“ｃｐ －Ｒ ｍｙ＿ｅｘｉｓｔｉｎｇ＿ｄｉｒ／ ￣”将复制我当前工作目录的一个子目录到我的主目录里。
ｍｃｏｐｙ ｓｏｕｒｃｅ ｄｅｓｔｉｎａｔｉｏｎ
从ＤＯＳ文件系统复制一个文件或者复制一个文件到ＤＯＳ的文件系统里（不需要挂载ＤＯＳ文件系统）。
举例：
“ｍｃｏｐｙ ａ：＼ａｕｔｏｅｘｅｃ．￣／ｊｕｎｋ”。查看“ｍａｎ ｍｔｏｏｌｓ”了解更多的相关命令，可以不需要挂载ＤＯＳ
文件系统就可以直接访问ＤＯＳ文件，比如命令：ｍｄｉｒ， ｍｃｄ， ｍｒｅｎ， ｍｍｏｖｅ， ｍｍｄ， ｍｒｄ， ｍｆｏｒｍａｔ ．．．
我们不是很经常使用ｍｔｏｏｌ的命令是因为――通常可以把ＤＯＳ／ＭＳ Ｗｉｎｄｏｗｓ的文件系统挂载到Ｌｉｎｕｘ
里，然后用Ｌｉｎｕｘ的常规命令来访问这些文件。
ｍｖ

ｓｏｕｒｃｅ ｄｅｓｔｉｎａｔｉｏｎ

移动文件和更改文件名。对于文件和目录的移动和改名都可以使用这个命令。
ｒｅｎａｍｅ 字符串 更新字符串 文件名
很好用的文件名修改工具。举例：“ｒｅｎａｍｅ ．ｈｔｍ ．ｈｔｍｌ ＊．ｈｔｍ”把所有的以“ｈｔｍ”为扩展名的文
件名里的“ｈｔｍ”全部换成“ｈｔｍｌ”。
ｌｎ ｓｏｕｒｃｅ ｄｅｓｔｉｎａｔｉｏｎ
从叫做ｓｏｕｒｃｅ的源文件创建一个叫做ｄｅｓｔｉｎａｔｉｏｎ的目标文件的“硬链接”。这个文件看起来好像
是一个源文件的复制文件，但是实际上只保留了一个文件的硬拷贝，只是两个（或者多个）目录的
入口指到同一个文件上。任何对这个文件所作的修改在所有地方都可以看得见。当一个目录得入口
删除后，其他得目录得入口保持不变。“硬链接”的局限性是：文件必须在同一个文件系统里，创
建目录或者一些特殊文件的硬链接是不可能的。
ｌｎ －ｓ ｓｏｕｒｃｅ ｄｅｓｔｉｎａ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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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叫做ｓｏｕｒｃｅ的源文件创建一个叫做ｄｅｓｔｉｎａｔｉｏｎ的目标文件的“标志链接”（软链接）。“标志
链接”只是指定到“真实文件”的访问路由。和“硬链接”相比较，它的好处是源文件和目标文件
可以在不同的文件系统里。“标志链接”也有自己的不足之处：如果“真实文件”被移动或者删
除，“链接”就被破坏――不知道路径指到什么地方；“软链接”可以产生“循环参照”（就象数
据库或者电子表格，举例：ａ指向ｂ，ｂ指向ｃ，ｃ指向ａ）。简而言之，标志链接非常有用而且也很常
用（比“硬链接”要常用得多），但是同时可能带来一些文件管理的复杂性。
ｒｍ ｆｉｌｅｓ
删除文件。你必须是拥有这些文件才能够删除它们（或者是ｒｏｏｔ用户）。在很多系统里，你将会被
提问是否确认删除文件。如果你不想被提问，使用“－ｆ”（＝ｆｏｒｃｅ，强制删除）参数。举例：ｒｍ
–ｆ ＊ 将删除所有当前工作目录下的所有文件，而且没有任何确认提示。
ｍｋｄｉｒ ｄｉｒｅｃｔｏｒｙ
创建新目录。
ｒｍｄｉｒ ｄｉｒｅｃｔｏｒｙ
删除一个空目录
ｒｍ －ｒ ｆｉｌｅｓ
删除文件，目录和所有它们的子目录。作为ｒｏｏｔ用户，要小心使用这个命令――如果你在顶级目录
树上执行这条命令，你将删除系统里所有的文件，到目前为止在Ｌｉｎｕｘ里还没有“取消删除”的命
令。如果你真的想要这么做（再仔细想想？），这里告诉你该怎么办：使用命令 ”ｒｍ –ｒｆ
／＊”。
ｒｍ －ｒｆ ｆｉｌｅｓ
（强制）删除文件，目录和所有它们的子目录如上所述，但是跳过确认信息提示。如果你是ｒｏｏｔ用
户，绝对要小心使用这个命令。
ｍｃ
激活“Ｍｉｄｎｉｇｈｔ Ｃｏｍｍａｎｄｅｒ”文件管理器（看起来有点象Ｌｉｎｕｘ下的Ｎｏｒｔｏｎ Ｃｏｍｍａｎｄｅｒ）。根据一
些恐龙级的计算机用户的反映，这是至今为止最好的文件管理器。
ｋｏｎｑｕｅｒｏｒ ＆
（在Ｘ终端下）激活ＫＤＥ文件管理器。也许这是文件管理器的极品。比微软的文件浏览器要好得多。
它集成了网页浏览，ＰＤＦ文件阅读和其他功能。真的很酷！
ｘｗｃ
（在Ｘ终端下）另外一个很出色的文件管理器，是Ｘ－Ｗｉｎ－Ｃｏｍｍａｎｄｅｒ的缩写。比Ｋｏｎｑｕｅｒｏｒ的速度
快，但是功能上稍微逊色。
ｎａｕｔｉｌｕ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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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Ｘ终端下）一个真正很酷的文件管理器。比Ｋｏｎｑｕｅｒｏｒ要慢，但是提供了一些有用的功能――比
如图标提供文件内容预览！它甚至可以预览声音文件！但是对ＣＰＵ速度依赖较大，它在我的１．３３ＧＨＺ
的计算机上运行出色，但是我从来不在我的１３３ＭＨＺ的老机器上使用它。

５．６

查看和编辑文件

ｃａｔ ｆｉｌｅｎａｍｅ ｜ ｍｏｒｅ
这个命令用于查看一个被称为 ＂ｆｉｌｅｎａｍｅ＂的文本文件的内容，每次一页． ＂｜＂符号是＂ｐｉｐｅ＂ 符号
（在很多美式键盘里， 它与＂＼＂共用一个键）． ｍｏｒｅ 使文本内容的输出显示停止在每一屏．对于长文
件，有时可以很方便地使用 ｈｅａｄ 和 ｔａｉｌ 来显示文件的开始和结尾部分或用 ｌｅｓｓ 使之能上下滚动．
如果你恰巧使用 ｃａｔ 显示一个二进制文件，你的终端随后显示古怪的字符， 你能使用 ｒｅｓｅｔ 命令恢
复它．
ｃａｔ ｆｉｌｅｎａｍｅ ｜ ｌｅｓｓ
ｌｅｓｓ ｆｉｌｅｎａｍｅ
（选用二条命令之一） 滚动一个文本文件的内容．退出按 ｑ ． ＂ｌｅｓｓ＂ 大致相当于 ＂ｍｏｒｅ＂ ， 该命令
来自 ＤＯＳ，但经常 ＂ｌｅｓｓ＂比 ＂ｍｏｒｅ＂更方便因为它可使我能使用滚动条上下滚动．
ｈｅａｄ ｆｉｌｅｎａｍｅ
显示长文本文件的前 １０ 行．
ｔａｉｌ ｆｉｌｅｎａｍｅ
显示长文本文件的最后 １０ 行． 使用 ｔａｉｌ －ｆ ｆｉｌｅｎａｍｅ 让文件的末尾持续读取该文件的不断出现的
数据．
ｐｉｃｏ ｆｉｌｅｎａｍｅ
使用简单，标准的文本编辑器 ｐｉｃｏ 来编辑一个文本文件． 使用 ＜Ｃｔｒｌ＞ｘ 推出． Ｌｉｎｕｘ 有很多文本
编辑器， 包括几个基于图形用户界面的编辑器． 一个新的 ｐｉｃｏ 克隆版（ＧＰＬｅｄ） 是 ｎａｎｏ．
ｐｉｃｏ －ｗ ｆｉｌｅｎａｍｅ
编辑文本文件， 没有文本行长度的限制．对于编辑配置文件很方便， 如． ／ｅｔｃ／ｆｓｔａｂ．
ｋｗｒｉｔｅ
（在 Ｘ 终端） 很不错， ＂高级文本编辑器＂． 支持垂直文本选择！
ｋａｔｅ
ｋｅｄｉｔ
ｇｅｄｉｔ
（在 Ｘ 终端）．简单但很好的文本编辑器 （基于 ＧＵＩ）．
ｇｘｅｄｉｔ
（在 Ｘ 终端）另一多用途，具特色的文本编辑器． 它甚至于能定时备份．
ｌａｔｔｅ
（在 Ｘ 终端） ＂代码＂ 编辑器， 即， 用于写程序的无格式文本编辑器．
ｎｅｄｉｔ
（在 Ｘ 终端） 另一种程序编辑器． 很好．
ｂｌｕｅｆｉｓｈ
（在 Ｘ 终端） ｈｔｍｌ 编辑器 （源码的句法高亮标注， 有很多工具和选项）．
ｉｓｐｅｌｌ ｆｉｌｅｎａｍｅ
一个 ＡＳＣＩＩ 文本文件的拼写检查命令． ＡｂｉＷｏｒｄ， ＷｏｒｄＰｅｒｆｅｃｔ， ＳｔａｒＯｆｆｉｃｅ 和其它文本处理器都
使用键入就检查的策略，所以除非需要，否则你不用担心简单的 ｉｓｐｅｌｌ 命令． Ｌｉｎｕｘ 新版本 （如，
ＲＨ７．０） 包含了功能增强的拼写检查模块， 称为 ａｓｐｅｌｌ，但上面的命令仍然工作．

１４６

Ｌｉｎｕｘ 新手管理员指南

（幻影快递 Ｌｉｎｕｘ 小组： ＳｈａｄｏｗｆａｘＬｉｎｕｘ＠ｈｏｔｍａｉｌ．ｃｏｍ）

ｌｏｏｋ ｔｈｅｒｍｏ
在你的系统单词目录（／ｕｓｒ／ｓｈａｒｅ／ｄｉｃｔ／ｗｏｒｄｓ）中查寻开始于＂ｔｈｅｒｍｏ＂的单词．
ｗｖＨｔｍｌ ｍｓ＿ｗｏｒｄ＿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ｄｏｃ ＞ ｆｉｌｅｎａｍｅ．ｈｔｍｌ
转化 ＭＳ Ｗｏｒｄ 文件到 ｈｔｍｌ 文件．

５．７

查找文件

ｆｉｎｄ ／ －ｎａｍｅ ＂ｆｉｌｅｎａｍｅ＂
在你的文件系统中从根目录＂／＂开始搜索被称为＂ｆｉｌｅｎａｍｅ＂的文件． ＂ｆｉｌｅｎａｍｅ＂文件名可以包含通
配符（＊，？）．
ｆｉｎｄ 命令功能强大．它有很多选项让你以不同的方式搜索文件．例如， 通过日期， 文件大小， 权限，
拥有者等等．但一些的搜索查询要花上几分钟编写． 查看 ｉｎｆｏ ｆｉｎｄ． 这里是一些使用 ｆｉｎｄ 来完
成一些有用的任务的复杂例子．
ｆｉｎｄ ￥ＨＯＭＥ －ｎａｍｅ ｃｏｒｅ －ｅｘｅｃ ｒｍ －ｆ ｛｝ ＼；
以上命令从你的￥ＨＯＭＥ 目录开始寻找， 发现名字是 ＂ｃｏｒｅ＂的文件． 对于每一个这种被找到
的文件，执行 ＂ｒｍ －ｆ＂ （强制删除文件）． ｛｝ 代表了已发现的文件， ＂＼＂终止了该命令列
表．
ｆｉｎｄ ／ｄｅｖ －ｕｓｅｒ ＂ｐｅｔｅｒ＂ ｜ｍｏｒｅ
以上命令显示由用户 ＂ｐｅｔｅｒ＂所拥有的所有设备的文件．显示文件名是 ｆｉｎｄ 命令的默认行
为，所以如果这就是我所要做的，无须特别指定．
ｆｉｎｄ ／ｈｏｍｅ／ｐｅｔｅｒ －ｎｏｕｓｅｒ －ｅｘｅｃ ｌｓ －ｌ ｛｝ ＼； －ｏｋ ｃｈｏｗｎ ｐｅｔｅｒ．ｐｅｔｅｒ ｛｝ ＼；
在／ｈｏｍｅ／ｐｅｔｅｒ 目录下找到非有效拥有者的文件．以长格式列出文件．然后将这些文件的所
有权改为用户＂ｐｅｔｅｒ＂ 和 组 ＂ｐｅｔｅｒ＂． 要处理文件的所有权， 你可能必须是超级用户．
ｌｏｃａｔｅ ｆｉｌｅｎａｍｅ
发现包含字符串＂ｆｉｌｅｎａｍｅ＂的文件名．这比前面的命令更容易， 更快， 但基于数据库（通常在夜间重
建），所以你无法找到刚刚存到文件系统的文件． 为了强制立即更新数据库， 作为超级用户可以使用：
ｕｐｄａｔｅｄｂ＆．
ｗｈｉｃｈ ｅｘｅｃｕｔａｂｌｅ＿ｎａｍｅ
如果我在命令行键入可执行文件的名字， 显示该可执行文件的全路径．例如， 这条命令：
ｗｈｉｃｈ ｍｏｚｉｌｌａ。我的系统出现：
／ｕｓｒ／ｂｉｎ／ｍｏｚｉｌｌａ
ｗｈｅｒｅｉｓ ｃｏｍｍａｎｄ
显示＂ｃｏｍｍａｎｄ＂命令的二进制文件， 源文件和手册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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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ｇｒｅｐ －ｒ ＇ｃｅｌｅｓｔｅ＇ ． ｜ｍｏｒｅ
ｇｒｅｐ －ｒ ＇ｃｅｌｅｓｔｅ＇ ． ｜ｍｏｒｅ
（二条命令， 在你的系统中选用一条）．在当前目录和所有子目录中搜索含有字符串＂ｃｅｌｅｓｔｅ＂所有文
件（选项＂－ｒ＂代表递归）． 显示文件名和在文件中包含所寻找的字符串所在的行．
ｋｆｉｎｄ ＆
（在 Ｘ 终端）． 在一个 ＧＵＩ 前端界面使用 ｆｉｎｄ ａｎｄ ｇｒｅｐ． 很不错．
后台以便使 Ｘ 终端保持可用状态。

５．８

命令行末尾的＆ 使 ｆｉｎｄ 运行在

Ｘ－ｗｉｎｄｏｗｓ 基础

ｘｉｎｉｔ ＆
启动基本的 Ｘ－ｗｉｎｄｏｗｓ 服务器（没有 ｗｉｎｄｏｗｓ 管理器）． ＂＆＂使命令运行在后台．
ｓｔａｒｔｘ ＆
启动 Ｘ－ｗｉｎｄｏｗｓ 服务器和默认 ｗｉｎｄｏｗｓ 管理器．就象在带有 Ｗｉｎ３．１ 的 ＤＯＳ 下键入＂ｗｉｎ＂ ．
ｓｔａｒｔｘ －－ ：１ ＆
在显示进程 １ 中启动另一个 Ｘ－ｗｉｎｄｏｗｓ（默认显示进程为 ０）． 你能够同时运行几个 ＧＵＩ 终端．在这
些界面之间使用＜Ｃｔｒｌ＞＜Ａｌｔ＞＜Ｆ７＞， ＜Ｃｔｒｌ＞＜Ａｌｔ＞＜Ｆ８＞来转换．
ｘｔｅｒｍ
（在 Ｘ 终端） 运行一个简单的 Ｘ－ｗｉｎｄｏｗｓ 终端． 键入 ｅｘｉｔ 将关闭它．对于 Ｘｗｉｎｄｏｗｓ 有其它更高级
的”虚拟”终端．我喜欢普遍使用的 ｋｏｎｓｏｌｅ 和 ｋｖｔ （二者均来自 ｋｄｅ） 和 ｇｎｏｍ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ｌ （来自
ｇｎｏｍｅ）． 如果你需要看起来更奇特的终端， 试试 Ｅｔｅｒｍ． 我还可以选择简单， 运行快的 ｒｘｖｔ．
ｓｔａｒｔｋｄｅ
ｇｎｏｍｅ－ｓｅｓｓｉｏｎ
ｘｆｃｅ
ａｆｔｅｒｓｔｅｐ
ＡｎｏｔｈｅｒＬｅｖｅｌ
ｆｖｗｍ２
ｆｖｗｍ
（在 Ｘ 终端， ７ 条不同的命令， 使用其中之一来启动你喜欢的 ｗｉｎｄｏｗｓ 管理器）． 在 Ｘ 服务器上在
一个 Ｘ 终端启动你喜欢的 ｗｉｎｄｏｗｓ 管理器．

５．９

网络应用程序

ｍｏｚｉｌｌａ ＆
（在Ｘ终端下） 运行ｍｏｚｉｌｌａ网页浏览器。现在的版本是Ｍｏｚｉｌｌａ １．０１ （２００２年１０月），这个浏览器非
常不错。Ｍｏｚｉｌｌａ是Ｎｅｔｓｃａｐｅ的一个衍生品（在老的Ｌｉｎｕｘ系统上一般使用ＮｅｔＳｃａｐｅ）。还有其他几
个不错的替代品比如ｋｏｎｑｕｅｒｏｒ和ｇａｌｅｏｎ （在Ｌｉｎｕｘ的Ｘ终端上输入ｋｏｎｑｕｅｒｏｒ和ｇａｌｅｏｎ直接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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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ｏｚｉｌｌａ –ｄｉｓｐｌａｙ ｈｏｓｔ： ０．０ ＆
（在Ｘ终端下）在当前的计算机上运行Ｍｏｚｉｌｌａ如何把输出定向到叫做“ｈｏｓｔ”的计算机的第０个显示
器的第０个窗口屏幕。你当前的计算机必须有权限在 “ｈｏｓｔ” 计算机显示内容（一般的做法是，
在“ｈｏｓｔ”计算机上的Ｘ终端输入命令“ｘｈｏｓｔ ［当前的计算机名］”。其他的Ｘ－Ｗｉｎｄｏｗｓ的程序也
可以通过同样的办法来运行）。
ｌｙｎｘ ｆｉｌｅ．ｈｔｍｌ
以纯文本方式来浏览ｈｔｍｌ超文本文件。尽管ｌｙｎｘ看起来不像基于图形用户界面的网页浏览器那么出
色，但是它很小巧，几乎没有出差错的时候，也不需要什么特殊的设置，只要你的网络是正常的。
ｋｏｎｑｕｅｒｏｒ ＆
（在Ｘ终端下） 集成了文件管理器和网页浏览器的功能。很不错，和Ｍｏｚｉｌｌａ的很多功能可以一比高
低。ＫＤＥ自带的软件。
ｐｉｎｅ
一个很不错，老古董的文本邮件阅读工具。还有另外一个老古董是ｅｌｍ。你的Ｍｏｚｉｌｌａ将会阅读你因
特网上的邮件，ｐｉｎｅ则让你阅读“本地”的邮件。比如，你儿子的邮件或者在你网络里的另外一台
计算机的ｃｒｏｎ进程发送给你的信息。命令ｍａｉｌ也可以用来阅读和写邮件，但是没有那么方便使用。
ｍｕｔｔ
一个非常基本但是及其有用的快速邮件阅读工具。
ｍａｉｌ
给ｅｍａｉｌ使用的一个基本的操作系统工具。如果你只是要阅读邮件，可以参考上面的快速ｅｍａｉｌ阅读
命令。如果你要在ｓｈｅｌｌ脚本上发送邮件，ｍａｉｌ倒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ｋｍａｉｌ ＆
（在ｘ终端下）很好的图形用户界面的邮件程序。我使用ｋｍａｉｌ，因为它比Ｎｅｔｓｃａｐｅ的ｍａｉｌ做得要出
色的多。我可以拥有多个电子邮件帐号，然后分别从本地的ｓｍｔｐ服务器和ＩＳＰ的ｐｏｐ３服务器上下载
邮件到同一个收件箱。简单易用，支持数字签名。
ｌｉｃｑ ＆
（在ｘ终端下）一个ＩＣＱ的客户端程序。还有另外一个不错的选择是ｋｘｉｃｑ。就的Ｌｉｎｕｘ发行版本不带
ｌｉｃｑ客户端程序，你可能需要自己下载安装。
ｋｎｏｄｅ ＆
（在ｘ终端下）启动我喜欢的新闻组阅读器（ｕｓｅｎｅｔ）。比Ｎｅｔｓｃａｐｅ内置的阅读器要好。
ｔａｌｋ ｕｓｅｒｎａｍｅ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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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另外一个登录在系统里的用户交谈（也可以使用“ｔａｌｋ ｕｓｅｒｎａｍｅ１＠ｍａｃｈｉｎｅ＿ｎａｍｅ”来和另外一
台计算机上的用户交谈）。要接受会谈请求，输入命令“ｔａｌｋ ｕｓｅｒｎａｍｅ２”。如果你正在忙着而有
人想要和你交谈，你可以使用命令“ｍｅｓｇ ｎ”拒绝接受信息。你可以使用命令ｗｈｏ或者ｒｗｈｏ来查看
有哪些用户当前登录在系统里。ｔａｌｋ是一个老古董的ＵＮＩＸ标准工具，在某些场合下仍然非常有用。
ｔｅｌｎｅｔ ｓｅｒｖｅｒ
使用ｔｅｌｎｅｔ协议连接到另外一台计算机。可以使用计算机名或者ＩＰ地址。你会要求输入用户登录名
和密码――你必须在远端计算机上有有效的用户帐号和密码。ｔｅｌｎｅｔ将让你连接到另外一台计算机
上好像你就在使用那一台计算机的键盘（几乎完全一样）。ｔｅｌｎｅｔ不是非常安全――你输入的任何
东西在网络上都是开放的文本模式，包括你的密码！一个在“传输路径”上稍微有点专业知识的系
统管理员就可以阅读你所输入的内容。如果你要加密的传输，使用ｓｓｈ（需要一些系统设置）。
ｒｌｏｇｉｎ ｓｅｒｖｅｒ
（＝ｒｅｍｏｔｅ ｌｏｇｉｎ，远程登录）。这将使用你在当前登录系统上使用的用户名和密码，如果登录失
败将会提醒你输入密码。
ｒｓｈ ｓｅｒｖｅｒ
（＝ｒｅｍｏｔｅ ｓｅｒｖｅｒ） 连接到远程计算机的另外一个办法。这将使用你在当前登录系统上使用的用户
名和密码，如果登录失败将会提醒你输入密码。
ｓｓｈ ｓｅｒｖｅｒｎａｍｅ –ｌ ｕｓｅｒｎａｍｅ
（＝ｓｅｃｕｒｅ ｓｈｅｌｌ，安全的ｓｈｅｌｌ）使用安全连接远处登录到另外一台计算机。ｓｓｈ是安全的，因为
它使用一对ＲＳＡ“公共－私有”钥匙压缩所有传送的数据。如果你没有指定用户名，它假设你使用
当前的用户名。
ｆｔｐ ｓｅｒｖｅｒ
ｆｔｐ到另外一台计算机（还有一个ｎｃｆｔｐ带有一些附加的功能，另外还有基于图形用户界面的
ｇｆｔｐ）。ｆｔｐ对于从一台计算机上复制文件到另外一台计算机上非常有用。可以试着用
“ａｎｏｎｙｍｏｕｓ”（匿名）用户如果你在远程计算机上没有有效帐号。建立连接之后，使用“？”查询有
效的ｆｔｐ命令一览。最基本的ｆｔｐ命令有以下这些：
ｌｓ
查看远程计算机上的文件
ＡＳＣＩＩ， ｂｉｎａｒｙ 设置文件传输模式为“文本模式”或者“二进制模式”，选择正确的模式非常重要
ｇｅｔ
从远程计算机上复制一个文件到本地计算机
ｍｇｅｔ
从远程计算机上复制多个文件到本地计算机
ｐｕｔ
从本地计算机上复制一个文件到远端计算机
ｍｐｕｔ
从本地计算机上复制多个文件到远端计算机
ｂｙｅ
结束连接
如果你要使用脚本文件实现自动化，你可以考虑ｎｃｆｔｐｐｕｔ和ｎｃｆｔｐｇｅｔ，举例：
ｎｃｆｔｐｐｕｔ –ｕ ｍｙ＿ｕｓｅｒ＿ｎａｍｅ –ｐ ｐａｓｓｗｏｒｄ –ａ ｒｅｍｏｔｅ．ｈｏｓｔ．ｄｏｍａｉｎ．ｒｅｍｏｔｅ＿ｄｉｒ ＊ｌｏｃａｌ．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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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的计算机在防火墙后面，ｎｃｆｔｐｐｕｔ可能会有一些问题－你需要配置文件
／ｈｏｍｅ／ｕｓｅｒ＿ｎａｍｅ／．ｎｃｆｔｐ／ｆｉｒｅｗａｌｌ。另外一个选择，你也可以使用ｌｆｔｐ来达到同样目的：
ｌｆｔｐ –ｅ “ｍｐｕｔ –ａ ＊ｌｏｃａｌ．ｈｔｍｌ” –ｕ ｍｙ＿ｕｓｅｒｎａｍｅ， ｍｙ＿ｐａｓｓｗｏｒｄ
ｆｔｐ：／／ｒｅｍｏｔｅ．ｈｏｓｔ．ｄｏｍａｉｎ
如果要保留ｆｔｐ目录的镜像，可以使用命令ｆｍｉｒｒｏｒ：
ｗｇｅｔ －ｍ －－ｎｏ－ｐａｒｅｎｔ ｈｔｔｐ：／／ｓｕｎｓｉｔｅ．ｄｋ／ｌｉｎｕｘ－ｎｅｗｂｉｅ
从网站上复制文件。以上这个例子使用可选项－ｍ（ｍｉｒｒｏｒ，镜像）从主站上获得完整的文件集合。
可选项“－－ｎｏ－ｐａｒｅｎｔ”限制搜索子目录里的文件。
ｍｉｎｉｃｏｍ
ｍｉｎｉｃｏｍ是一个专门给串行口设计的“终端模拟器”。看起来和用起来都很象“ｐｒｏｃｏｍｍ”或者
“ｔｅｌｉｘ”。对于串行口通信的故障诊断非常有用。
ｒｘ
使用Ｚｍｏｄｅｍ，Ｙｍｏｄｅｍ和Ｘｍｏｄｅｍ协议接收文件。Ｘｍｏｄｅｍ需要文件名。输入ｒｘ –ｈｅｌｐ得到更多的信
息。现在还有谁在使用这些协议？

５．１０ 文件压缩和解压缩
ｔａｒ －ｚｘｖｆ ｆｉｌｅｎａｍｅ．ｔａｒ．ｇｚ
（＝ｔａｐｅ ａｒｃｈｉｖｅｒ，磁带压缩） 解压一个你从因特网上下载的ｔａｒｂａｌｌ文件 （＊．ｔａｒ．ｇｚ ｏｒ ＊．ｔｇｚ）。
ｔａｒ －ｘｖｆ ｆｉｌｅｎａｍｅ．ｔａｒ
拆解一个ｔａｒｒｅｄ（但是没有压缩）的文件。
ｔａｒ ｃｚｖｐｆ ／ｖａｒ／ｂａｃｋｕｐｓ／ｍｙｂａｃｋｕｐ．ｔａｒ．ｇｚ ／ｈｏｍｅ
ｃｄ ／； ｔａｒ ｘｚｖｐｆ ／ｖａｒ／ｂａｃｋｕｐｓ／ｍｙｂａｃｋｕｐ．ｔａｒ．ｇｚ ＇＊／ｍｙｆｉｌｅ．ｒｔｆ＇
作为ｒｏｏｔ用户，创建一个／ｈｏｍｅ目录的备份压缩文件。第二条命令显示如何从备份恢复一个文件。
在ｔａｒｂａｌｌ文件里将不包含“点”文件（指的是以“ ．”开头的文件或者目录）。要把所有文件解
包，可以使用：ｔａｒ ｃｖｚｆ ｆｉｌｅｎａｍｅ．ｔｇｚ ＊ ．［ａ－ａＡ－Ｚ］＊
ｇｕｎｚｉｐ ｆｉｌｅｎａｍｅ．ｇｚ
解压一个压缩文件（＊．ｇｚ或者＊．ｚ）。如果你想把文件压缩成这种格式，可以使用 ｇｚｉｐ（还有ｚｉｐ或
者ｃｏｍｐｒｅｓｓ命令）。注意一下ｇｕｎｚｉｐ有趣的发音听起来象“ｇｕｎ ｚｉｐ”（大炮压缩）。
ｚｃａｔ ｆｉｌｅｎａｍｅ．ｇｚ ｜ ｍｏｒｅ
（＝ｚｉｐ ｃａｔ）显示一个压缩文件的内容。还有其他一些相关命令不需要预先解开压缩文件就可以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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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ｚｌｅｓｓ， ｚｍｏｒｅ， ｚｇｒｅｐ…等等。
ｂｕｎｚｉｐ２ ｆｉｌｅｎａｍｅ．ｂｚ２
（＝ｂｉｇ ｕｎｚｉｐ）解压一个由ｂｚｉｐ２压缩工具压缩的文件（＊．ｂｚ２）。一般用于很大的文件。
ｕｎｚｉｐ ｆｉｌｅｎａｍｅ．ｚｉｐ
解压一个由ＤＯＳ下的ＰＫＺＩＰ压缩工具压缩的文件（＊．ｚｉｐ）
ｚｉｐ ｆｉｌｅｎａｍｅ．ｚｉｐ ｆｉｌｅｎａｍｅ１ ｆｉｌｅｎａｍｅ２
把两个文件“ｆｉｌｅｎａｍｅ１”和“ｆｉｌｅｎａｍｅ２”压缩到一个压缩文件叫做 “ｆｉｌｅｎａｍｅ．ｚｉｐ”。
ｕｎａｒｊ ｅ ｆｉｌｅｎａｍｅ．ａｒｊ
解压一个使用ａｒｊ压缩的文件（＊．ａｒｊ）
ｌｈａ ｅ ｆｉｌｅｎａｍｅ．ｌｈａ
解压一个使用ｌｈａ压缩的文件（＊．ｌｈａ）
ｕｕｄｅｃｏｄｅ －ｏ ｏｕｔｐｕｔｆｉｌｅ ｆｉｌｅｎａｍｅ
解码一个使用ｕｕｅｎｃｏｄｅ的文件。ｕｕ－ｅｎｃｏｄｅｄ在使用ｅｍａｉｌ传送非纯文本文件的时候应用非常广泛
（ｕｕｅｎｃｏｄｅｄ把任何文件格式都变成文本文件）
ｃａｔ ｆｉｌｅｎａｍｅ ｜ ｍｉｍｅｎｃｏｄｅ －ｏ ｆｉｌｅｎａｍｅ．ｍｉｍｅ
ｃａｔ ｆｉｌｅｎａｍｅ．ｍｉｍｅ ｜ ｍｉｍｅｎｃｏｄｅ －ｕ －ｏ ｆｉｌｎａｍｅ
（两个命令）第一个命令把文件ｆｉｌｅｎａｍｅ编码成基于因特网邮件７ｂｉｔ数据传送标准的文件
ｆｉｌｅｎａｍｅ．ｍｉｍｅ。第二个命令把基于因特网邮件７ｂｉｔ数据传送标准的文件ｆｉｌｅｎａｍｅ．ｍｉｍｅ解码成一般
文件ｆｉｌｅｎａｍｅ。
ａｒ －ｘ ｍｙ＿ａｒｃｈｉｖｅ．ａ ｆｉｌｅ１ ｆｉｌｅ２
（＝压缩存档）。从压缩文件ｍｙ＿ａｒｃｈｉｖｅ．ａ解压出文件ｆｉｌｅ１和ｆｉｌｅ２。ａｒ压缩工具更多的用于保存文
件库记录。
ａｒｋ ＆
（在Ｘ终端下）。一个图形用户界面的压缩工具。也许是你管理压缩文件所需要的方便工具。还有另
外一个选择是ｇｎｏｚｉｐ。

５．１１ 进程控制
ｐ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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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ｒｉｎｔ ｓｔａｔｕｓ”ｏｒ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ｓｔａｔｕｓ”）列表显示当前正在运行的进程的进程标识号
（ＰＩＤ）。用 ｐｓ ａｕｘ 查看你的系统上下在运行的所有进程（也包括其他用户的进程和没有终端控制
的进程），每个进程都显示其所有者的名字。使用“ｔｏｐ”命令持续显示当前正在运行的进程列
表。
ａｎｙ＿ｃｏｍｍａｎｄ ＆
在后台运行任务命令（符号“＆”表示“在后台运行前面的命令”）。任务号（Ｊｏｂ＿ｎｕｍｂｅｒ）（译
者注：和进程号）将显示在屏幕上，你可以使用任务号将该任务调到前台（见下面）。当我从一个
Ｘ 终端启动一个 ＧＵＩ 程序时，我经常使用“＆”。
ｊｏｂｓ
列表显示后台运行或是被停止了的进程并显示它们的任务号。
ｆｇ ｊｏｂ＿ｎｕｍｂｅｒ
将一个后台运行的或是被停止了的进程调到前台运行
ｂｇ ｊｏｂ＿ｎｕｍｂｅｒ
将一个进程调至后台运行，这与在命令行用“＆”启动后台进程是完全一样的。这将重新启动一个
被停止了的后台进程。一般可以用＜Ｃｔｒｌ＞ｚ 来停止当前的前台进程。如果你有被停止的或后台运行
的任务，你必须在命行输入 ｅｘｉｔ 命令两次，以从系统中注销。
ｂａｔｃｈ
ａｔ＞ｕｐｄａｔｅｄｂ＜Ｃｔｒｌ＞ｄ
在系统负荷低的时候执行任何命令（经常昌需要长时间完成的任务）。你可以从系统中注销，但进
程将继续运行。当命令完成后，一封包含输出信息的电子邮件将发送给你。在以上示例中，
“ａｔ＞”是一个提示符，将要执行的命令是 ｕｐｄａｔｅｄｂ，然后按＜Ｃｔｒｌ＞＜ｄ＞来结束命令的输入（你可
以输入很多命令提交执行，用＜Ｅｎｔｅｒ＞来分隔它们）。
ａｔ １７：００
在指定时间执行命令。你将被提示输入要执行的命令，直到你按＜Ｃｔｒｌ＞ｄ。相关的命令有 ａｔｑ（显
示由 ａｔ 启动的进程队列）和（从“ａｔ 队列”中删除一个进程）
ｋｉｌｌ ＰＩＤ
强制一个进程终止。首先要用 ｐｓ 确定终止的进程的进程标识号（ＰＩＤ）。
ｋｉｌｌａｌｌ ｐｒｏｇｒａｍ＿ｎａｍｅ
通过程序名终止一个（组）程序。例如：ｋｉｌｌａｌｌ ｐｐｐｄ 将断开你的拨号网络。
Ｎｏｈｕｐ ｐｒｏｇｒａｍ＿ｎａｍｅ
（＝ｎｏ ｈａｎｇｕｐ）。运行程序 ｐｒｏｇｒａｍ＿ｎａｍｅ，并使它在你注销时不被中断。输出结果被重定向到你的
用户的主目录下的 ｎｏｈｕｐ．ｏｕｔ 文件。在你确信不想运行一个交互程序的时候，使用 ｎｏｈｕｐ。
Ｘｋｉｌ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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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Ｘ 终端中）用鼠标终止一个基于 ＧＵＩ 的程序。（用你的鼠标指到你要终止的进程的窗口并点
击）
ｋｐｍ
（在 Ｘ 终端中）ＫＤＥ 进程管理程序
ｌｐｃ
（由 ｒｏｏｔ 用户执行）检查和控制打印机。输入“？”可以查看命令列表。
ｌｐｑ
显示打印机队列的内容。在你可从“Ｋ”菜单－实用程序（“Ｋ”ｍｅｎｕ－Ｕｔｉｌｉｔｉｅｓ）中调用基于 ＧＵＩ 的
“打印机队列”（“Ｐｒｉｎｔｅｒ Ｑｕｅｕｅ”）
ｌｐｒｍ ｊｏｂ＿ｎｕｍｂｅｒ
从打印队列中删除一个打印任务。
ｎｉｃｅ ｐｒｏｇｒａｍ＿ｎａｍｅ
执行一个程序并调整及优先级。因为在本例中没有指定优先级，将从缺省优先级（通常是 ０）增加
１０（进程将运行较慢）。较小的值，代表较高的优先级。优先级的取值范围为－２０ 到 １９。只有
ｒｏｏｔ 用户能指定负值。用 ｔｏｐ 可显示正在运行的进程的优先级。
ｒｅｎｉｃｅ –１８ ＰＩＤ
（以 ｒｏｏｔ 用户运行）将一个正在运行的进行的优先级调整为－１８。普通用户只能调整他们自己的
进程，而且只能从当前值向上调（即使其运行变慢）。可以使用 ｒｅｎｉｃｅ ＋１０ –ｕ ｐｅｔｅｒ 来减少用
户 ｐｅｔｅｒ 对 ＣＰＵ 资源的占用，这样当他运行高强度运算任务时，使其他用户不受到损害。
＜Ｃｔｒｌ＞ｃ，＜Ｃｔｒｌ＞ｚ，＜Ｃｔｒｌ＞ｓ 和＜Ｃｔｒｌ＞ｑ 也属于本章内容，但它们在前面已经描述过了。简单地
说，它们表示停止当前命令，调度当前命令到后台运行，停止数据传输，恢复数据传输。
ｌｓｏｆ
列表显示已经打开的文件。如果你是 ｒｏｏｔ 用户，所有的打开的文件都将被显示。使用 ｌｓｏｆ
／ｄｅｖ／ｔｔｙ１ 你可以指定显示由第一控制台所有的进程打开的所有文件。要想只显示网络文件（对安
全审计非常有用），你可以使用 ｌｓｏｆ –Ｉ（以 ｒｏｏｔ 用户执行）。
Ｗａｔｃｈ –ｎ ６０ ｍｙ＿ｃｏｍｍａｎｄ
以 ６０ 秒为间隔反复执行 ｍｙ＿ｃｏｍｍａｎｄ 命令（缺省间隔为 ２ 秒）

５．１２ 一些管理命令
ｓｕ
（＝ｓｕｂｓｔｉｔｕｔｅ ｕｓｅｒ ｉｄ）采用超级用户（＝ｒｏｏｔ）的身份（将提示你输入口令）。输入“ｅｘｉｔ”返回
你先前的注册。不要习惯于用身份在你的机器上工作。ｒｏｏｔ 帐户是用于管理的，当你需要访问管
理帐户时，ｓｕ 命令可以使你轻松进入。你也可以使用 ｓｕ 命令去采用其他任何用户的身份，例如：
ｓｕ ｂａｒｂａｒａ 将你变成“ｂａｒｂａｒａ”（除非你是超级用户，否则需要口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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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ｌｉａｓ ｌｓ＝”ｌｓ –ｃｏｌｏｒ＝ｔｔｙ”
为命令产生一个别名，用增加一个关于颜色的格式。在这个例子中，别名也叫“ｌｓ”，只有当输出
被指向一个终端（而不是文件）时，ｃｏｌｏｒ 选项才被执行。如果你想让系统上的所有用户始终能使
用这个别名，就把它写到／ｅｔｃ／ｂａｓｈｒｃ 文件中。别名是定制你的系统的一种方便的方法。只输入
“ａｌｉａｓ”可以查看你的帐户可使用的别名的列表。使用 ｕｎａｌｉａｓ ａｌｉａｓ＿ｎａｍｅ 可以删除一个别名。
ｃａｔ ／ｖａｒ／ｌｏｇ／ｈｔｔｐｄ／ａｃｃｅｓｓ＿ｌｏｇ
显示自从上次日志文件被“转动”（一般每天在 ｃｒｏｎ 程序运行时转动一次）后，谁连接过你的
ｈｔｔｐ（ａｐａｃｈｅ）服务器。前一次的日志文件为 ａｃｃｅｓｓ＿ｌｏｇ．１，再前一次的日志文件
ａｃｃｅｓｓ＿ｌｏｇ．２，依此类推。
ｃａｔ ／ｖａｒ／ｌｏｇ／ｓｅｃｕｒｅ
（以 ｒｏｏｔ 用户运行）检查重要系统日志。如果你使用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访问的话，定时检查的一个很好的
主意。
ｆｔｐｗｈｏ
（以 ｒｏｏｔ 用户运行）检查当前谁连接在你的 ｆｔｐ 服务器。
ｐｒｉｎｔｔｏｏｌ
（在 Ｘ 终端上以 ｒｏｏｔ 用户运行）打印机配置工具。设置文件存放在／ｅｔｃ／ｐｒｉｎｔｃａｐ 和
／ｖａｒ／ｓｐｏｏｌ／ｌｐｄ 目录下。
ｓｅｔｕｐ
（以 ｒｏｏｔ 用户运行）配置鼠标、声卡、键盘、和系统服务。许多发行套装都有自己特定的配置实
用程序，ｓｅｔｕｐ 是 Ｒｅｄｈａｔ 的缺省配置程序。Ｍａｎｄｒａｋｅ ７．０ 提供非常好用的 ＤｒａｋＣｏｎｆ。
ｌｉｎｕｘｃｏｎｆ
（以 ｒｏｏｔ 用户运行，在文本模式或是在 Ｘ 终端上）。在这里你可以访问和更改上百种网络设置。
功能非常强大――一次不要改动太多东西，改动你所不清楚的项目时一定要小心。Ｒｅｄｈａｔ 网络配
置工具 ｎｅｔｃｏｎｆ 是 ｌｉｎｕｘｃｏｎｆ 的一个子集，因此它比较简单而且很多时候容易使用。
ｍｏｕｓｅｃｏｎｆ
（以 ｒｏｏｔ 用户运行）。一个配置鼠标的简单工具（在完成初始安装后）。Ｍａｎｄｒａｋｅ 也有一个类似
的工具 ｍｏｕｓｅｄｒａｋｅ。
ｋｕｄｚｕ
（以 ｒｏｏｔ 用户运行）。自动检测和配置硬件。如果你的鼠标（或是其他串行设备）有问题，你可
能想要停用 ｋｕｄｚｕ，这样它在系统启动过程中就不会运行（ｋｕｄｚｕ 弄乱了我的系统，使我的鼠标不
能工作）。你可以在你需要时手动运行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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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ｉｍｅｃｏｎｆｉｇ
（以 ｒｏｏｔ 用户运行）为你的系统设置时区。我的计算机的硬件时钟保存的时间是 ＵＴＣ（协调世界
时，也称 ＧＭＴ 或格林威治时间）。这样，我避免了任何在转换时区时（由夏时制、通过网络跨洲传
送文件或是旅行外出引起的）可能发生的问题。时惯上在服务器上使用 ＵＴＣ 时间来避免时间“倒
流”（有时会引发一些问题）。文件的时间戳总是保持使用 ＵＴＣ 时间，并使用时区信息来显示当地
时间。例如，许多应用程序（如编译器，数据库）是依靠比较文件的时间戳来区分新的文件与旧的
文件的。保证时区信息正确是很重要的。我将当地时间作为 ＢＩＯＳ 时间来避免发生问题的唯一原因
是，当我的从一台计算机上进行双重启动，而其它操作系统（ＭＳ Ｗｉｎｄｏｗｓ？）不知道如何处理
ＵＴＣ。然后，我通过选择“Ｈａｒｄｗａｒｅ ｃｌｏｃｋ ｓｅｔ ｔｏ ＧＭＴ”来告诉 Ｌｉｎｕｘ 服务器，这 Ｌｉｎｕｘ 样在需要
ＵＴＣ 时，可以计算出来。
ｓｅｔｃｌｏｃｋ
（以 ｒｏｏｔ 用户运行）。从当前 ｌｉｎｕｘ 系统时间设置计算机硬件时钟。首先，使用“ｄａｔｅ”命令设
置 Ｌｉｎｕｘ 系统时间。例如，我可以将日期和时间改为 ２０００－１２－３１－２３：５７，使用命令：
ｄａｔｅ １２３１２３５７２０００
然后将时间写到硬件时钟，使用命令：
ｓｅｔｃｌｏｃｋ
ｄａｔｅｃｏｎｆｉｇ＆
（在 Ｘ 终端上，以 ｒｏｏｔ 用户运行，否则将提示你输入 ｒｏｏｔ 用户口令）。一个非常棒的 ＧＵＩ 实用工
具，用于设置操作系统时间、硬件时钟和时区信息，告之 ＢＩＯＳ 使用 ＵＴＣ 时间，而不需要前面的两
个命令。
Ｘｖｉｄｔｕｎｅ
（在 Ｘ 终端上）调整所有分辩率下的显示器设置，以消除黑带，上下左右调整显示，等等。（首先
使用显示器自身的调整按钮，使得文本模式在屏幕上正确显示）。然后用 ｘｖｉｄｔｕｎｅ 针对每种分辩
率调整显示频率，使其在屏幕上正确显示。为了使改动保持下去，在屏幕上显示频率，然后将它们
传送到／ｅｔｃ／Ｘ１１／ＸＦ８６Ｃｏｎｆｉｇ 设置文件中。在较新型的显示器上，你可能更愿意使用显示器的内建
设置来调整你的显示器，ｘｖｄｉｔｕｎｅ 主要是给那些没有记忆设置参数的功能的老式显示器用的。
Ｋｖｉｄｅｏｇｅｎ
（在 Ｘ 终端上）为定义你的屏幕分辩率产生“模式行”。在产生设置文本（“模式行”）后，你可
以将其复制－粘贴到的设置文件／ｅｔｃ／Ｘ１１／ＸＦ８６Ｃｏｎｆｉｇ 中（或是／ｅｔｃ／Ｘ１１／ＸＦ８６Ｃｏｎｆｉｇ－４，如果你
使用 Ｘ－ｓｅｖｅｒ ４．００ 版本）。另见快捷键＜Ｃｔｒｌ＞＜Ａｌｔ＞＜＋＞。
ＳＶＧＡＴｅｘｔＭｏｄｅ ８０ｘ２５ｘ９
ＳＶＧＡＴｅｘｔＭｏｄｅ ８０ｘ２９ｘ９
（以 ｒｏｏｔ 用户运行）修改文本终端的文本分辩率。在示例中（第二行）我我将文本屏幕改为 ８０ 列
ｘ２９ 行，字符高度为 ９ 像素。第一行定义的是一个常用的分辩率，这样第二行命令在系统上不能工
作，我能通过按两次＜ＡｒｒｏｗＵＰ＞（译者注：上箭头）和＜Ｅｎｔｅｒ＞来重新控制屏幕。可以使用哪些模式
取决于你的显示卡和你的显示器的刷新频率――需要编辑文件／ｅｔｃ／ＴｅｘｔＣｏｎｆｉｇ（以 ｒｏｏｔ 用户运
行），去掉相应行前面的注释符，使 ＳＶＧＡＴｅｘｔＭｏｄｅ 知道系统支持哪些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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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ｕｐｅｒＰｒｏｂｅ
（以 ｒｏｏｔ 用户运行）一个检测显示卡类型和内存数量的实用工具。
ｃａｔ ／ｖａｒ／ｌｏｇ／Ｘｆｒｅｅ８６．０．ｌｏｇ
一个对检测 Ｘ－ｗｉｎｄｏｗ 设置过程中的错误非常有用的日志文件。文件名中的“０”表示“显示方式
０”－如果你需要“显示方式 １ 或 ２ 等”的日志文件，你需要相应地修改文件名。
ｌｓｐｃｉ
显示主板信息和 ＰＣＩ 扩展槽内都插了哪些卡。我的旧的计算机有 ＩＳＡ（或 ＥＩＳＡ）插槽，没有 ＰＣＩ。
ｌｓｄｅｖ
显示硬件信息（ＤＭＡ，ＩＲＱ，ＩＯ 端口）
ｌｓｏｆ｜ｍｏｒｅ
显示系统上打开的文件。
ｋｅｒｎｅｌｃｆｇ
（在 Ｘ 终端上以 ｒｏｏｔ 用户运行）增加、删除核心模块的 ＧＵＩ 工具。每个模块就象一个设备驱动程
序―Ｌｉｎｕｘ 内核中支持一个设备或功能的一段程序。你在命令行使用 ｉｎｓｍｏｄ 命令也可以完成同样
的工作。
ｌｓｍｏｄ
（＝ｌｉｓｔ ｍｏｄｕｌｅｓ）显示当前加载的核心模块。一个模块就象一个设备驱动程序－它对一个硬件或一
个特性提供操作系统核心支持。
ｍｏｄｐｒｏｂｅ –ｌ｜ｍｏｒｅ
列出系统内核的所有可用模块。哪些模块可用是由如何编译 Ｌｉｎｕｘ 核心决定的。几乎每一种可能的
模块特性都可以被编译到内核中，以“硬连接”（可能会快一点，但不能删除）或“模块”（可能
会慢一点，但可以根据需要装载／删除），或“无“（根本不支持这个特性）等方式。系统核心所
支持的模块（编译过的）都以文件的形式存在／ｌｉｂ／ｍｏｄｕｌｅｓ（及其子目录）下，当你丢失模块时，
你可以流览这些目录，可以找到线索。如果系统核心不支持你所需要的模块，你可以启用该模块并
重新编译系统核心（这是因为原装的核心都只包括常用的模块，没有预编译一些试验性的模块。还
有，如果你有一些该死的边缘硬件…）。
ｍｏｄｐｒｏｂｅ ｓｂ
装载 ｓｏｕｎｄｂｌａｓｔｅｒ（ｓｂ）模块。使用前面的命令来查找已经加载的核心模块。
ｉｎｓｍｏｄ ｐａｒｐｏｒｔ
ｉｎｓｍｏｄ ｐｐａ

１５７

Ｌｉｎｕｘ 新手管理员指南

（幻影快递 Ｌｉｎｕｘ 小组： ＳｈａｄｏｗｆａｘＬｉｎｕｘ＠ｈｏｔｍａｉｌ．ｃｏｍ）

（以 ｒｏｏｔ 用户运行）向内核中插入模块（一个模块大致相当于一个 ＤＯＳ 设备驱动程序）。平常，
我用“ｍｏｄｐｒｏｂｅ”（见前面的命令）来插入模块 。这个例子展示如何为支持一个外置并口 １００ＭＢ
ＺＩＰ 驱动器来插入模块（好像在 ＲＨ６．０ 和 ６．１ 下，外部 ＺＩＰ 驱动器以其他方式工作都会有问题）。
对于 ２５０ＭＢ 外置 ＺＩＰ，可用 ｉｍｍ 模块来代替 ｐｐａ 模块。
ｒｍｍｏｄ ｍｏｄｕｌｅ＿ｎａｍｅ
（以 ｒｏｏｔ 用户运行，但不是必须）从系统核删除 ｍｏｄｕｌｅ＿ｎａｍｅ 模块。
ｄｅｐｍｏｄ –ａ
（以 ｒｏｏｔ 用户运行）为核心建立模块依赖关系表。除非你想／ｅｔｃ／ｍｏｄｕｌｅｓ 而不想重新启动系统，
否则不必要。
ｓｅｔｓｅｒｉａｌ ／ｄｅｖ／ｃｕａ０ ｐｏｒｔ ０ｘ０３ｆ８ ｉｒｑ ４
（以 ｒｏｏｔ 用户运行）将一个串行接口设置为非标准设置。这个例子显示第一个串口的标准设置
（ｃｕａ０ 或 ｔｔｙＳ０）。第二个串口（ｃｕａ１ｔｔｙＳ１）的 ＰＣ 标准设置为：端口地址 ０ｘ０２ｆ８，中断 ３。第三
个串口（ｃｕａ２ 或 ｔｔｙＳ２）为：０ｘ０３ｅ８，中断 ４。第四个串口（ｃｕａ３ 或 ｔｔｙＳ３）为：０ｘ０２ｅ８，中断
３，。如果你要它们在启动时即被设置，将这些设置加到文件中。详见 ｍａｎ ｓｅｔｓｅｒｉａｌ。
Ｔｕｎｅｌｐ
（以 ｒｏｏｔ 用户运行，很少用到）调整并行端口。
／ｓｂｉｎ／ｃｈｋｃｏｎｆｉｇ –ｌｅｖｅｌ １２３４５６ ｋｕｄｚｕ ｏｆｆ
（以 ｒｏｏｔ 用户运行）用来检查／启用／禁用在各个运行级下自动启动的系统服务的工具。一般情况
下，如果我需要在当前运行级下启用／禁用一个服务，我只用 Ｒｅｄｈａｔ ｎｔｓｙｓｖ 实用程序，但
ｃｈｋｃｏｎｆｉｇ 给了我更多的灵活性。另外一个可用的工具是（基于 Ｘ 界面）。这个例子展示如何禁用
ｋｕｄｚｕ 服务，使它在任何运行级都不启动（它弄乱了我的一台机器上的鼠标设置）。显示在所有运
行级下启动／停止的服务，我使用：
ｃｈｋｃｏｎｆｉｇ –ｌｉｓｔ｜ｍｏｒｅ
检查服务的当前状态，我使用：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ｓｔａｔｕｓ –ａｌｌ
立即启动一个服务，我可以使用一些东西，像（启动一个 ｆｔｐ 服务器）：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ｓｕ－ｆｔｐｄ ｓｔａｒｔ
重新启动网络服务（如：在我修改了它的配置后），我可以用：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ｓｍｂ ｒｅｓｔａｒｔ
ｓｙｍｌｉｎｋｓ –ｒ –ｃｄ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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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ｒｏｏｔ 用户运行）检查和修改系统上的符号链接。从根开始，遍历所有的子目录（选项 –ｒ＝
“ｒｅｓｃｕｅｒ”）修改绝对路径链接杂乱链接为相对链接，删除空悬链接，缩短超长链接（选项 －
ｃｄｓ）。如果你的文件系统覆盖几个不同的硬盘分区，你需要为每个分区重新运行这个命令（如：
ｓｙｍｌｉｎｋｓ –ｒ –ｃｄｓ ／ｕｓｒ）。
ｃｄ ／ｕｓｒ／ｓｒｃ／ｌｉｎｕｘ－２．４．７－２０
ｍａｋｅ ｘｃｏｎｆｉｇ
（在 Ｘ 终端上以 ｒｏｏｔ 用户运行）一个漂亮的 ＧＵＩ 前端工具，可在编译自定义内核的准备过程中配
置内核选项。（例子中的目录名中包含我的的版本号，如果你的内核版本号不是本例中的，你需要
修改你的目录名。你需要“Ｔｋ”解释器来地，并且安装了核心的源代码）。“ｍａｋｅ ｘｃｏｎｆｉｇ”的其
他实现方法是“ｍａｋｅ ｃｏｎｆｉｇ”（在文本模式下运行一个脚本，并回答一些问题）和“ｍａｋｅ
ｍｅｎｕｃｏｎｆｉｇ”（运行一个基于文本菜单驱动的配置工具）。
更多信息；Ｌｅｓｓ ／ｕｓｒ／ｓｈａｒｅ／ｄｏｃ／ＨＯＷＴＯ／Ｋｅｒｎｅｌ－ＨＯＷＴＯ
在使用“”完成新内核的配置选择后，你要执行以下命令来编译新的内核；
ｍａｋｅ ｃｌｅａｎ（这是一个可选的命令；它清除旧的目标文件，它可能会延长编译过程，但在一些情况
下它可以阻止一些问题的发生）
ｍａｋｅ ｄｅｐ
ｍａｋｅ ｂｚＩｍａｇｅ
最后的命令需要一些时间来完成（可能是 １０ 分钟或是 ２ 个小时，这取决于你的硬件）。它产生文
件 ａｒｃｈ／３８６／ｂｏｏｔ／ｂｚＩｍａｇｅ， 即是你的新内核。接下来：
ｍａｋｅ ｍｏｄｕｌｅｓ
ｍａｋｅ ｍｏｄｕｌｅｓ＿ｉｎｓｔａｌｌ
现在新内核安装在／ｌｉｂ／ｍｏｄｕｌｅｓ／ＫｅｒｎｅｌＮａｍｅ
如果你想运行多个内核的时候，不要改动模块目录的名字－内核必须能够找到与其匹配的模
块。如果你想改变内核的名字，你必须编辑主内核 ｍａｋｅｆｉｌｅ 文件（如：／ｕｓｒ／ｓｒｃ／ｌｉｎｕｘ－
２．２．１４／Ｍａｋｅｆｉｌｅ），修改最开始的几行。我的文件（缺省 ＴＨ ７．２）是：
ＶＥＲＳＩＯＮ ＝ ２
ＰＡＴＣＨＬＥＶＥＬ ＝ ４
ＳＵＢＬＥＶＥＬ ＝ ７
ＥＸＴＲＡＶＥＲＳＩＯＮ ＝ －１０ｃｕｓｔｏｍ
可以用来显示当前运行的内核的名字。我的是。
我“原装”的 ＲｅｄＨａｔ 内核配置在／ｂｏｏｔ／ｃｏｎｆｉｇ－２．４．２８－２４（ＲｅｄＨａｔ ８．０）文件中，同时一些附
加的“ｃｕｓｔｏｍ”内核设置在目录／ｕｓｒ／ｓｒｃ／ｌｉｎｕｘ－ｘ．ｘ．ｘ．／ｃｏｎｆｉｇｓ 中。我可以从命令的对话框中加
载它们中的任何一部分。
现在我能安装新内核。安装过程涉及到将新内核复制（同时改名）到目录中：
ｃｐ ａｒｃｈ／３８６／ｂｏｏｔ／ｂｚＩｍａｇｅ ／ｂｏｏｔ／ｖｍｌｉｎｕｚ－２．４．７－１０ｃｕｓｔｏｍ
ｃｐ Ｓｙｓｔｅｍ．ｍａｐ ／ｂｏｏｔ／Ｓｙｓｔｅｍ．ｍａｐ－２．４．７－１０ｃｕｓｔｏｍ
并修改／ｅｔｃ／ｌｉｌｏ．ｃｏｎｆ 或／ｂｏｏｔ／ｇｒｕｂ／ｇｒｕｂ．ｃｏｎｆ，这样在启动时我可以选择用哪一个内核（新的
或旧的）引导。强烈建议保存旧内核做为一个引导的选项（万一新内核拒绝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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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使用 ｉｎｉｔｒｄ（ｉｎｉｔｉａｌ ｒａｍ ｄｉｓｋ）做两阶段引导，你还需要生成一个包含在启动过程中内核
用到的模块的映像：
ｍｋｉｎｉｔｒｄ ／ｂｏｏｔ／ｉｎｉｔｒｄ－２．４．７－１０ｃｕｓｔｏｍ．ｉｍｇ ２．４．７－ｃｕｓｔｏｍ
看一下如何给内核打补钉，快速参考：
ｃｄ ／ｕｓｒ／ｓｒｃ／ｌｉｎｕｘ－２．４．７－１０
ｐａｔｃｈ –Ｅ –ｐ１ ＜ ／ｈｏｍｅ／ｄｏｗｎｌｏａｄ／ｔｈｅ＿ｐａｔｃｈ＿ｔｏ＿ａｐｐｌｙ
阅读／ｕｓｒ／ｄｏｃ／ＨＯＷＴＯ／Ｋｅｒｎｅｌ＿ＨＯＷＴＯ 也会有所帮助，ｍａｎ ｄｅｐｍｏｄ 也行。配置、编译和安装一个新内
核非常简单，但它也能导致许多问题。编译内核也是检测你的硬件的一个好方法，因为它涉及到相
当大量的计算。如果你的硬件整合得不好的话，你会收到“ｓｉｇｎａｌ １１”错误（请阅读
／ｕｓｒ／ｄｏｃ／ＦＡＱ／ｔｘｔ／ＧＣＣ＿ＳＩＧ１１／ＦＡＱ）。
ｌｄｃｏｎｆｉｇ
（以 ｒｏｏｔ 用户运行）为动态链接库的加载程序（“ｌｄ”）重新产生联接和缓存区。当你在系统上
安装一个新的动态链接库的后，你也许想要运行 ｌｄｃｏｎｆｉｇ。（每次当你引导计算机的时，它都会
重新运行一遍，所以如果你重新启动，就不必再人为运行一遍了）。
ｍｋｎｏｄ ／ｄｅｖ／ｆｄ０ ｂ ２ ０
（＝ｍａｋｅ ｎｏｄｅ，以 ｒｏｏｔ 用户运行）手动创建一个设备文件。这个例子展示的是创建一个与你的第
一个软驱设备相关联的设备文件，当你意外地删除了该设备的时候，它会十分有用。选项是：ｂ＝
块设备，ｃ＝字符设备，ｐ＝ＦＩＦＯ 设备，ｕ＝无缓冲字符设备。两个整数指定了主设备号和次设备
号。平时我也不知道 ｍｋｎｏｄ 需要哪些参数。要创建设备时，我先阅读 ｍａｎ ＭＡＫＥＤＥＶ 来找出设备的名
字，然后运行／ｄｅｖ／ＭＡＫＥＤＥＶ 脚本文件，这个脚本文件可根据名字知道是何种设备――见下一个命
令。如果提到的手册没有帮助的话，我推荐包含内核源代码的最终文档：
ｌｅｓｓ ／ｕｓｒ／ｓｒｃ／ｌｉｎｕｘ／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ｄｅｖｉｃｅｓ．ｔｘｔ
ｃｄ ／ｄｅｖ
．／ＭＡＫＥＤＥＶ ａｕｄｉｏ
（以 ｒｏｏｔ 用户运行）恢复“ａｕｄｉｏ”设备，我刚好把它搞得有点不灵了。也可见前面的命令。

５．１３ 硬盘和软盘实用工具
ｆｄｉｓｋ ／ｄｅｖ／ｈａｄ
（＝“ｆｉｘｅｄ ｄｉｓｋ”，以 ｒｏｏｔ 用户运行）Ｌｉｎｕｘ 硬盘驱动器分区工具（ＤＯＳ 有一个同名的工具）。
在上面的例子中，我指定要对第一个 ＩＤＥ 接口上的第一个硬盘进行分区，因此是“ｈｄａ”。如果我
是你，我会在对任何分区使用之前备份所有重要数据。我不知道有谁喜欢用 ｆｄｉｓｋ（无论是
Ｌｉｎｕｘ，还是 ＤＯＳ 版本）――我更喜欢简单易用的 ｃｆｄｉｓｋ，见下一个命令。
ｃｆｄｉｓｋ ／ｄｅｖ／ｈａｄ
（以 ｒｏｏｔ 用户运行）基于菜单的硬盘驱动器分区工具。比更容易使用（见前一个命令）。物理驱
动器包括基本分区（每个硬盘上最多 ４ 个），和逻辑分区（数量上没有限制）。一个基本分区是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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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引导的。逻辑分区必须包含在“扩展分区”中；扩展分区不能使用其本身，它们只是逻辑分区的
一个容器。当对一个硬盘进行分区时，一般我会：（１）创建一个基本分区，（２）使这个基本分区
可以引导，（３）创建一个扩展分区，（４）在扩展分区中创建逻辑分区。
ｓｆｄｉｓｋ –ｌ –ｘ ｜ｍｏｒｅ
（以 ｒｏｏｔ 用户运行）列出你的系统上的所有驱动器的分区表（包括扩展分区）。
ｐａｒｔｅｄ ／ｄｅｖ／ｈａｄ
Ｌｉｎｕｘ（ｅｘｔ２）和 ＤＯＳ（ＦＡＴ 和 ＦＡＴ３２）硬盘分区的处理工具。它可以创建、删除、移动、复制、压
缩和扩展分区。你在使用它之前应该备份你的数据并仔细阅读 ｉｎｆｏ ｐａｒｔｅｄ。
ｆｄｆｏｒｍａｔ ／ｄｅｖ／ｆｄ０Ｈ１４４０
ｍｋｆｓ –ｃ –ｔ ｅｘｔ２ ／ｄｅｖ／ｆｄ０
（＝ｆｌｏｐｐｙ ｄｉｓｋ ｆｏｒｍａｔ， 两个命令，以 ｒｏｏｔ 用户运行）对第一个软驱（ｄｅｖ／ｆｄ０）中的高密度软盘
（１４４０ＫＢ）执行低级格式化。然后建立一个文件系统（－ｔ ｅｘｔ２），检查／标出坏块（－ｃ）。建立文件系统
相当于高级格式化。你还可以将软件盘格式化成不同的密度（非标准的）；试一下 ｌｓ
／ｄｅｖ／ｆｄ０＜Ｔａｂ＞。你能够使用 ｆｄｆｏｒｍａｔ ／ｄｅｖ／ｆｄ０ 格式化成缺省密度（一般是 １４４０Ｋ）。
ｂａｄｂｌｏｃｋｓ ／ｄｅｖ／ｆｄ０１４４０ １４４０
（以 ｒｏｏｔ 用户运行）对一张高密度软盘进行坏块检查并将结果显示到屏幕上。参数“１４４０”指定
了要检查 １４４０ 块。这个命令不修改软盘。ｂａｋｂｌｏｃｋｓ 也可对用来对硬盘表表进行检查，但是在我
进行全面读－写检查之前，我必须先将文件系统卸下：
ｍｏｕｎｔ
［查出哪个设备包含我要进行坏块检查的磁盘分区］
ｕｍｏｕｎｔ ／ｄｅｖ／ｈｄａ８
［卸下选定的分区］
ｂａｄｂｌｏｃｋｓ –ｎ ／ｄｅｖ／ｈｄａ８ ［以非破坏读－写方式检查选定的分区，这样我的数据就不会被删除了］
ｍｏｕｎｔ ／ｄｅｖ／ｈｄａ８
［如果没有坏块信息显示出来，将该分区安装回去］
如果发现坏块，它们能够被在硬盘上标记出来，这用它们就不会再被使用了：
ｅ２ｆｓｃｋ –ｃ ／ｄｅｖ／ｈｄａ８
ｆｄｃｋ –ｔ ｅｘｔ２ ／ｄｅｖ／ｈｄａ２
（＝ｆｉｌ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ｃｈｅｃｋ，以 ｒｏｏｔ 用户运行）检查和修复文件系统，例如在由于电源故障导致的
“不干净”关机之后。上面的这个例子执行对分区 ｈｄａ２ 的检查，文件系统型为 ｅｘｔ２。你必须卸下
分区或以“单用户模式”（在 ＬＩＬＯ 提示符处输入“ｌｉｎｕｘ ｓｉｎｇｌｅ”或以用户使用 ｉｎｉｔ １ 来进入
单用户模式）引导来执行这个命令。如果在文件系统检查过程中发现错误，我选择缺省设置来修
复。
Ｔｕｎｅ２ｆｓ –ｊ ／ｄｅｖ／ｈｄａ２
（以 ｒｏｏｔ 用户运行， 只用于支持 ｅｘｔ３ 的内核—ＲＨ７．２）调整文件系统的可调参数。上面的这个例
子展示如何一个磁盘分区（本例为 ｈｄａ２）增加日志，成功地将文件系统转为 ｅｘｔ３（日志）文件系
统。要完成这个转换，你还须编辑／ｅｔｃ／ｆｓｔａｂ 文件，将文件系统类型由 ｅｘｔ２ 改为 ｅｘｔ３，否则你将
遇到问题――ｅｘｔ２ 不能安装一个非正常关闭的日志文件系统。要检查文件系统的类型，使用 ｍｏｕｎｔ
（无参数）或 ｃａｔ ／ｅｔｃ／ｍｔａｂ。如果你需要关于的更多信息，试一下：
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ｙｍｏｎｄｓ．ｎｅｔ／￣ｒａｊｅｓｈ／ｈｏｗｔｏ／ｅｘｔ３／ｅｘｔ３－６．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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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ｕｎｅ２ｆｓ 的其它参数可以让你添加一个卷标签，调整安装文件系统（被检查过）的数量（最大安装
数），或激活定时文件系统检查（很少用到）。
ｄｄ ｉｆ＝／ｄｅｖ／ｆｄ０Ｈ１４４０ ｏｆ＝ｆｌｏｐｐｙ＿ｉｍａｇｅ
ｄｄ ｉｆ＝ｆｌｏｐｐｙ＿ｉｍａｇｅ ｏｆ＝／ｄｅｖ／ｆｄ０Ｈ１４４０
（两个命令，ｄｄ＝”ｄａｔａ ｄｕｐｌｉｃａｔｏｒ”）在当前目录下创建一个软盘的映像文件，名为
“ｆｌｏｐｐｙ＿ｉｍａｇｅ”。然后将 ｆｌｏｐｐｙ＿ｉｍａｇｅ（文件）复制到另一张软盘。功能像 ＤＯＳ 中的
“ＤＩＳＫＣＯＰＹ”。
ｍｋｂｏｏｔｄｉｓｋ –ｄｅｖｉｃｅ ／ｄｅｖ／ｆｄ０ ２．４．２－３
制作一张应急引导软盘。在系统安装过程中你会被问到是否要制作一张引导盘。以上命令展示在安
装后如何制作启动盘，使用第一个软盘驱动器（／ｄｅｖ／ｆｄ０）。你可以运行 ｕｎａｍｅ －ａ 或 ｌｓ
／ｌｉｂ／ｍｏｄｕｌｅｓ 来知道内核名字（命令中需要，这里是 ２．４．２－３）。

５．１４ 用户帐户和文件权限管理
ｕｓｅｒａｄｄ ｕｓｅｒ＿ｎａｍｅ
ｐａｓｓｗｄ ｕｓｅｒ＿ｎａｍｅ
（以 ｒｏｏｔ 用户运行）创建一个新帐户（你必须是 ｒｏｏｔ 用户）。例如： ｕｓｅｒａｄｄ Ｂａｒｂａｒａ。在接下
来的一步别忘了为新用户设置口令。用户的主目录（被创建的）是 ／ｈｏｍｅ／ｕｓｅｒ＿ｎａｍｅ。 你也可以
用一个等价的命令 ａｄｄｕｓｅｒ ｕｓｅｒ＿ｎａｍｅ
ｌｓ –ｌ ／ｈｏｍｅ／ｐｅｔｅｒ
ｕｓｅｒａｄｄ ｐｅｔｅｒ –ｕ ５０３ –ｇ ５０３
（以 ｒｏｏｔ 用户运行）创建一个用户来匹配一个已有目录（可能是以前安装中的）。如果用户 ＩＤ 和
组 ＩＤ（每个文件显示出来的）以前都是 ５０３，那么我用匹配的用户名，用户 ＩＤ（ＵＩＤ）和组 ＩＤ
（ＧＩＤ）来创建用户。这样在系统升级后可以避免由于改变用户文件的所有权而引起的混乱。
ｕｓｅｒｄｅｌ ｕｓｅｒ＿ｎａｍｅ
删除一个帐户（你必须是 ｒｏｏｔ 用户）。用户主目录和未发送邮件必须单独处理（人工处理，因为
你必须决定如何处理这些文件）。还有一个命令 ｇｒｏｕｐｄｅｌ 来删除组。
ｇｒｏｕｐａｄｄ ｇｒｏｕｐ＿ｎａｍｅ
（以 ｒｏｏｔ 用户运行）在你的系统上创建一个新组。在一个家用计算机上不是必须的，但对于有少
量用户的家用计算机是十分方便的。
例如，我能够创建一个“ｆｒｉｅｎｄｓ”组，使用：
ｇｒｏｕｐａｄｄ ｆｒｉｅｎｄｓ
然后编辑文件，将我的名字和朋友的名字加到组的列表中的一行，最后一行看起来像这样：
ｆｒｉｅｎｄｓ：ｘ：５０２：ｓｔａｎ，ｐｅｔｅ，ｍａｒｉｅ
然后，我改变一个指定文件的权限，这样这个文件就属于我和组“ｆｒｉｅｎｄ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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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ｈｇｒｐ ｆｒｉｅｎｄｓ ｍｙ＿ｆｉｌｅ
这样，这个组的成员就有访问这个文件的特殊权限，而其他人则没有，改变读和写权限的例子
如下：
ｃｈｍｏｄ ｇ＝ｒｗ ｏ＝ ｍｙ＿ｆｉｌｅ
另外一种做法是将写的权限赋予所有用户，即使是在家庭电脑上绝对是不安全的。
ｇｒｏｕｐｓ
列出当前用户所属的的组。我还可以使用 ｇｒｏｕｐｓ ｊｏｈｎ 来找出用户 ｊｏｈｎ 所属的组。
ｕｓｅｒｍｏｄ
ｇｒｏｕｐｍｏｄ
（以 ｒｏｏｔ 用户运行）两个命令行工具，用于修改用户帐户和组，而不用修改相关文件：
／ｅｔｃ／ｐａｓｓｗｄ， ／ｅｔｃ／ｓｈａｄｏｗ， ｅｔｃ／ｇｒｏｕｐ ／ｅｔｃ／ｇｓｈａｄｏｗ。一般是不必要的。
ｕｓｅｒｃｏｎｆ
（以 ｒｏｏｔ 用户运行）菜单驱动的用户配置工具（口令政策、组信息更改、增加用户等）。它是
ｌｉｎｕｘｃｏｎｆ 包的一部分，但可以单独运行。
ｐａｓｓｗｄ
修改当前帐户的口令。如果你是 ｒｏｏｔ 用户，你能为任何用户修改口令，使用命令：ｐａｓｓｗｄ
ｕｓｅｒ＿ｎａｍｅ
ｃｈｆｎ
（＝”ｃｈａｎｇｅ ｆｕｌｌ ｎａｍｅ”）修改你的信息（全名，办公室房间号，电话号码，等等）。用 ｆｉｎｇｅｒ 命
令运行于你的 ｌｏｇｉｎ＿ｎａｍｅ，便会显示这些信息。
ｃｈａｎｇｅ –Ｍ １００ ｌｏｇｉｎ＿ｎａｍ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ａｇｅ”）将用户的口令有效期设为 １００ 天。
ｑｕｏｔａ ｕｓｅｒｎａｍｅ
ｓｅｔｑｕｏｔａ ｕｓｅｒｎａｍｅ
ｑｕｏｔａｏｎ ／ｄｅｖ／ｈａｄ
ｑｕｏｔａｏｆｆ ／ｄｅｖ／ｈａｄ
管理用户磁盘限额的一组命令。一般在家中电脑上不用。“Ｄｉｓｋ ｑｕｏｔａ”意思是每个用户使用磁盘
空间的限制。这些命令分别是显示用户限额，设置用户限额，在一个给定的文件系统（本例是
／ｄｅｖ／ｈｄａ）上启用限额系统，关闭限额系统。我所见过的典型的发行套装的缺省设置：对所有用户
没有限制，所有文件系统上的限额系统都关闭。
ｋｕｓｅｒ
（以 ｒｏｏｔ 用户运行，在 Ｘ 终端上）使用一个 ＧＵＩ 程序管理用户和组。好用且基本包括你平常管理
用户帐户的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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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ｈｍｏｄ ｐｅｒｍ ｆｉｌｅｎａｍ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ｍｏｄｅ）修改你的文件的访问权限（除非你是 ｒｏｏｔ 用户，你可以修改任何文件）。你能够
以三种方式（读（）、写（）、执行（））访问三个级别（所有者（）、文件所有者同组成员
（）、系统上其他人（））的用户的文件。检查当前访问权限，使用：
ｌｓ –ｌ ｆｉｌｅｎａｍｅ
如果这个文件可以为所有用户以所有方式访问，其权限显示为：ｒｗｘｒｗｘｒｗｘ
第一个三位表示文件所有者的权限，第二个表示拥有这个文件的组的权限，第三个表示其他人的权
限。没有权限显示为“－”。
当设置权限时，以下符号被用到：“ｕ”（＝用户或文件所有者），“ｇ”（拥有文件的组），
“ｏ”（其他人），“ａ”（所有人，如所有者，组和其他人），“＝”（设置权限为），“＋”（增
加权限），“－”（取消权限），“ｒ”（读文件的权限），“ｗ”（写文件的权限，代表修改文件
的权限），“ｘ”（执行文件的权限）。
例如，这个命令为所有的用户增加读文件的权限：
ｃｈｍｏｄ ａ＋ｒ ｊｕｎｋ
这个命令将取消所有用户执行文件的权限：
ｃｈｍｏｄ ｏ－ｘ ｊｕｎｋ
你也可以去这里，有更多的信息。
你可以用命令 ｕｍａｓｋ（参阅 ｍａｎ ｕｍａｓｋ）为你创建的新文件设置缺省权限。
Ｃｈｏｗｎ ｎｅｗ＿ｏｗｎｅｒｎａｍｅ ｆｉｌｅｎａｍｅ
Ｃｈｇｒｐ ｎｅｗ＿ｇｒｏｕｐｎａｍｅ ｆｉｌｅｎａｍｅ
改变文件的所有者和组。在你复制一个文件供其他人使用时，你应当使用以上两个命令。只有文件
的所有者才能删除它。
ｌｓａｔｔｒ ｆｉｌｅｓ
列表文件属性。不常用到，因为很多最有趣的属性还没有实现。属性可以用命令来修改。这些属性
是：Ａ（＝修改文件时不要更新时间），Ｓ＝（同步更新），ａ（＝此文件只能追加），ｃ（＝在内核
级上压缩文件，尚未实现），ｉ（＝不变的文件）， ｄ（＝不可转储），ｓ（＝安全删除）和 ｕ
（不可删除，尚未实现）。一个有趣的用法是使一个文件不可删除，即使 ｒｏｏｔ 用户也不行（除非
设置者清除该属性）。
Ｓｕｄｏ ／ｓｂｉｎ／ｓｈｕｔｄｏｗｎ –ｈ ｎｏｗ
（作为一个普通用户，会被提示输入用户口令）运行“ｓｈｕｔｄｏｗｎ”命令（或另外一个系统管理员授
权你可以运行的命令）。使用，系统管理员可能授权指定用户执行指定命令，而不用出示 ｒｏｏｔ 用
户口令。／ｅｔｃ／ｓｕｄｏｅｒｓ 文件必须被置为类似如下内容：
ｍｙ＿ｌｏｇｉｎ＿ｎａｍｅ ｍｙ＿ｈｏｓｔ＿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ｎａｍｅ＝／ｓｂｉｎ／ｓｈｕｔｄｏｗｎ
ｐｗｃｋ
ｇｒｐｃ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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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ｒｏｏｔ 用户运行，两个命令）验证口令文件和组文件的完整性。
ｐｗｃｏｎｖ
ｇｒｐｃｏｎｖ
（以 ｒｏｏｔ 用户运行）可能你不需要这些命令。它们将旧格式的口令和组文件转换成更安全的
“ｓｈａｄｏｗ”文件。

５．１５ 程序安装
ｒｐｍ –ｉｖｇ ｐａｃｋａｇｅ＿ｎａｍｅ－ｖｅｒｓｉｏｎ．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ｒｐｍ
（以 ｒｏｏｔ 用户运行）安装一个软件包（选项“ｉ”，必须是破折号（ｄａｓｈ）后面的第一个字母），
采用交互方式（选项“ｖ”＝ｖｅｒｂｏｓｅ）并以数值方式显示安全进程（选项“ｈ”）。ｒｐｍ 代表
“ＲｅｄＨａｔ 软件包管理器”
ｒｐｍ –Ｕｖｈ ｐａｃｋａｇｅ＿ｎａｍｅ－ｖｅｒｓｉｏｎ．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ｒｐｍ
（以 ｒｏｏｔ 用户运行）升级（选项“Ｕ”，必须是破折号（ｄａｓｈ）后面的第一个字母）一个软件包，
采用交互方式（选项“ｖ”）并以数值方式显示安全进程（选项“ｈ”）。
ｒｐｍ –ｉｖｈ –ｆｏｒｃｅ –ｎｏｄｅｐ ｐａｃｋａｇｅ＿ｎａｍｅ－ｖｅｒｓｉｏｎ．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ｒｐｍ
（以 ｒｏｏｔ 用户运行）安装一个软件包，忽略任何可能的冲冲和包依存关系问题。
ｒｐｍ –ｅ ｐａｃｋａｇｅ＿ｎａｍｅ
（以 ｒｏｏｔ 用户运行）卸载（选项“ｅ”＝删除（ｅｒａｓｅ））软件包 ｐａｃｋａｇｅ＿ｎａｍｅ。请注意在软件包
名称最后没有“－ｖｅｒｓｉｏｎ．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ｒｐｍ”（软件包名称与用来安装它的＊．ｒｐｍ 文件名一样，只是
没有了破折号、版本、平台和“ｒｐｍ”）。
ｒｐｍ –ｑｐｉ ｐａｃｋａｇｅ＿ｎａｍｅ－ｖｅｒｓｉｏｎ．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ｒｐｍ
查询（选项“”，必须是破折号（ｄａｓｈ）后面的第一个字母）还没有安装的软件包（选项
“ｐ”），显示软件包包含的信息（选项“ｉ”）。
ｒｐｍ –ｑｐｌ ｐａｃｋａｇｅ＿ｎａｍｅ－ｖｅｒｓｉｏｎ．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ｒｐｍ
查询（选项“”，必须是破折号（ｄａｓｈ）后面的第一个字母）还没有安装的软件包（选项
“ｐ”），显示软件包包含的全部文件的列表（选项“ｌ”）。
ｒｐｍ –ｑｆ ａ＿ｆｉｌｅ
查找文件“ａ＿ｆｉｌｅ”所属的已安装的软件包。如果你偶然删除了一个文件，现在需要找到正确的软
件包来重新安装，这个命令很有用。
ｒｐｍ –ｑｉ ｐａｃｋａｇｅ＿ｎａｍ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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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询已安装的软件包，显示其自身的信息。请注意，请注意在软件包名称最后没有“－
ｖｅｒｓｉｏｎ．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ｒｐｍ”
ｒｐｍ –ｑａｉ ｜ ｍｏｒｅ
查询并显示系统上安装的所有的软件包的信息。在我的简单的系统上，我安装了大约 ６００ 多个软件
包，很显然，我必须花很多时间来阅读它们的信息。要查一下你的软件包的数量，试试：
ｒｐｍ –ｑａ ｜ ｇｒｅｐ –ｃ ‘’
要找出一个指定的软件包，试：
ｒｐｍ –ｑａ ｜ ｇｒｅｐ –Ｉ ｔｈｅ＿ｓｔｒｉｎｇ＿ｔｏ＿ｆｉｎｄ
（选项 –ｉ 使 ｇｒｅｐ 命令忽略了字符的大小写，所以无论是大写，还是小写，都会匹配的）
ｒｐｍ –Ｖａ
检验（选项“Ｖ”）我的系统上所有的（选项“ａ”）软件包。它列出自安装后被改动过的所有文
件。下面是一些关于输出的解释：
．
Ｃ
５
Ｓ
Ｌ
Ｔ
Ｄ
Ｕ
Ｇ
Ｍ

测试通过
这是一个配置文件
ＭＤ５ 校验实败
文件大小不同
符号链接已经改变
文件修改时间已经改变
设备文件被修改
拥有文件的用户已经改变
拥有文件的组已经改变
文件模式（权限和／或文件类型）已经被修改

ｋｐａｃｋａｇｅ
ｇｎｏｒｐｍ
ｇｌｉｎｔ
（在 Ｘ 终端上，如果你想能够安装软件包，以 ｒｏｏｔ 用户运行，３ 个命令）Ｒｅｄｈａｔ 软件包管理器
（ｒｐｍ）的 ＧＵＩ 前端。ＲＨ５．２ 中 ｇｌｉｎｔ 的现在看来太旧了。ｇｎｏｒｐｍ 是“正式的”ＧＵＩ 软件包安装程
序，老的版本非常慢并且很难懂，但是新的版本（ＲＨ７．０ 中的）有了很大的改善。ｋｐａｃｋａｇｅ 是“正
式的”ＫＤＥ 程序，且一直都非常好用。用它们中的任何一个都以查看系统上安装了哪些软件包，不
有哪些 Ｒｅｄｈａｔ ＣＤ 上有但还没安装，显示软件包的信息，如果你想的话还可以安装它们（安装必
须由 ｒｏｏｔ 用户来进行）。

５．１６ 访问磁盘驱动器／分区
ｍｏｕｎｔ
关于装载驱动器的细节见这里。以下的命令展示一些例子。
ｍｏｕｎｔ –ｔ ａｕｔｏ ／ｄｅｖ／ｆｄ０ ／ｍｎｔ／ｆｌｏｐｐｙ
（以 ｒｏｏｔ 用户运行）装载软驱。／ｍｎｔ／ｆｌｏｐｐｙ 目录必须存在，而且是空，并不能是你的当前目
录。在／ｅｔｃ／ｆｓｔａｂ 中不必有设置，因为你是 ｒｏｏｔ 用户而且在命令行提供了所有需要的信息。文件
系统的类型将被自动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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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ｏｕｎｔ –ｔ ａｕｔｏ ／ｄｅｖ／ｃｄｒｏｍ ／ｍｎｔ／ｃｄｒｏｍ
（以 ｒｏｏｔ 用户运行）装载 ＣＤ。你可能需要创建或修改／ｄｅｖ／ｃｄｒｏｍ 文件，它取决于你的 ＣＤＲＯＭ 在哪
儿。／ｍｎｔ／ｃｄｒｏｍ 目录必须存在，而且是空，并不能是你的当前目录。
ｍｏｕｎｔ ／ｍｎｔ／ｆｌｏｐｐｙ
（以普通用户或 ｒｏｏｔ 用户运行）以用户的身份装载软驱。在／ｅｔｃ／ｆｓｔａｂ 中必须设置。
／ｍｎｔ／ｆｌｏｐｐｙ 目录不能是你的当前目录
ｍｏｕｎｔ ／ｍｎｔ／ｃｄｒｏｍ
（以普通用户或 ｒｏｏｔ 用户运行）以用户的身份装载 ＣＤ。在／ｅｔｃ／ｆｓｔａｂ 中必须设置。／ｍｎｔ／ｃｄｒｏｍ
目录不能是你的当前目录
ｕｍｏｕｎｔ ／ｍｎｔ／ｆｌｏｐｐｙ
卸载软驱。目录／ｍｎｔ／ｆｌｏｐｐｙ 不能是你（或其他任何人）的当前工作目录。取决于你的设置，你可
能不能卸载一个别人装载的驱动器。
Ｍｏｕｎｔ ／ｍｎｔ／ｈｄａ１ ／ｍｎｔ／ｄｏｓ＿ｄｒｉｖｅ１
从本机硬盘装载一个 ＤＯＳ（ＭＳ

Ｗｉｎｄｏｗｓ）分区。

５．１７ 网络管理工具
ｎｅｔｃｏｎｆ
（以 ｒｏｏｔ 用户运行）一个非常好的菜单驱动的网络设置工具。
ｐｉｎｇ ｍａｃｈｉｎｅ＿ｎａｍｅ
检验你是否能和其他机器相连（给出机器名或 ＩＰ），当结束的时候按＜Ｃｔｒｌ＞Ｃ（如果不按
＜Ｃｔｒｌ＞Ｃ，命令将一直执行）象所有的 Ｌｉｎｕｘ 命令一样，ｐｉｎｇ 有许多选项，包括“ｐｉｎｇ ｏｆ
ｄｅａｔｈ”攻击，看起来你可以 ｐｉｎｇ 许多服务器，导致它们死机――试一下选项 －ｆ 和 －ｓ。
ｒｏｕｔｅ –ｎ
显示内核路由表。
ｈｏｓｔ ｈｏｓｔ＿ｔｏ＿ｆｉｎｄ
ｎｓｌｏｏｕｐ ｈｏｓｔ＿ｔｏ＿ｆｉｎｄ
ｄｉｇ ｉｐ＿ｔｏ＿ｆｉｎｄ
（三个命令，用任意一个）在缺省域名服务器（ＤＮＳ）上查询一个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名字（或 ＩＰ 地址）
ｈｏｓｔ＿ｔｏ＿ｆｉｎｄ。用这个方法你可以检查你的 ＤＮＳ 是否工作。如果你只知道一个主机的 ＩＰ 地址，你
还可以查出它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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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ｒａｃｅｒｏｕｔｅ ｈｏｓｔ＿ｔｏ＿ｔｒａｃｅ
查看你的信息到达 ｈｏｓｔ＿ｔｏ＿ｔｒａｃｅ 的线路。（可以是主机名字或 ＩＰ 地址）
ｍｔｒ ｈｏｓｔ＿ｔｏ＿ｔｒａｃｅ
（以 ｒｏｏｔ 用户运行）一个强大而好用的工具，结合了旧的 ｐｉｎｇ 和 ｔｒａｃｅｒｏｕｔｅ 的功能（ＲＨ
７．０）。
ｎｍｂｌｏｏｋｕｐ –Ａ ｉｐ＿ａｄｄｒｅｓｓ
查看一个联网的 ＭＳ
令是等价的。

Ｗｉｎｄｏｗｓ 主机（用 ＮｅｔＢＩＯＳ 名字）的状态。这个命令与 Ｗｉｎｄｏｗｓ 的 ｎｂｔｓｔａｔ 命

ｉｐｆｗａｄｍ –Ｆ –ｐ ｍ
（ＲＨ ５．２ 命令，ＲＨ６．０ 见下一个命令）为保护本机设置防火墙 ＩＰ 转发策略。（不是很安全，但是
简单）。目的：你的家庭网络的所有机器在外界看起来是一台十分繁忙的机器，而且如你被允许从
所有的计算机上同时浏览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ｅｃｈｏ １ ＞ ／ｐｒｏｃ／ｓｙｓ／ｎｅｔ／ｉｐｖ４／ｉｐ＿＿ｆｏｒｗａｒｄ
ｉｐｆｗａｄｍ－ｗｒａｐｐｅｒ –Ｆ –ｐ ｄｅｎｙ
ｉｐｆｗａｄｍ－ｗｒａｐｐｅｒ –Ｆ –ａ –ｍ –Ｓ ｘｘｘ．ｘｘｘ．ｘｘｘ．０／２４ –Ｄ ０．０．０．０／０
（三个命令，ＲＨ ６．０）。与前一个命令相同， 用你的家庭网络分配给你的机器的“Ｃ”类地址替换
那些 ｘ。更多的详细信息见这里。
ｉｐｃｈａｉｎｓ –Ｐ ｆｏｒｗａｒｄ ＤＥＮＹ
ｉｐｃｈａｉｎｓ –Ａ ｆｏｒｗａｒｄ –ｓ ｘｘｘ．ｘｘｘ．ｘｘｘ．０／２４ –ｄ ０．０．０．０／０ –ｊ ＭＡＳＱ
（两个命令，ＲＨ ７．０）与前面的命令一个，但是在 ＲＨ ７．０ 下工作。
ｉｐｃｈａｉｎｓ –Ｌ
列出所有的防火墙规则。用来检查你的防火墙设置是否工作。
ｉｐｔａｂｌｅｓ –Ｌ
Ｌｉｎｕｘ 内核 ２．４．ｘ 使用新的防火墙”ｉｐｔａｂｌｅｓ”（ＩＰ 列表）。上面的例子列出防火墙规则。
ｆｉｒｅｗａｌｌ－ｃｏｎｆｉｇ
（以 ｒｏｏｔ 用户运行，在 Ｘ 终端上）建立你的自定义防火墙的 ＧＵＩ 工具。
ｉｆｃｏｎｆｉｇ
（以 ｒｏｏｔ 用户运行）显示当前激活的网络接口（ｅｔｈｅｒｎｅｔ，ｐｐｐ，等等）。你的第一块网卡显示为
ｅｔｈ０，第二块网卡为 ｅｔｈ１，等。通过调制解调器的第一个端口为 ｐｐｐ０，第二个端口为 ｐｐｐ１，等
等。“ｌｏ”是“ｌｏｏｐｂａｃｋ ｏｎｌｙ”接口，它总是处于激活状态。使用选项（详见 ｉｆｃｏｎｆｉｇ －－
ｈｅｌｐ）来设置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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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ｆｕｐ 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ｎａｍｅ
（以普通用户运行／ｓｂｉｎ／ｉｆｕｐ）启动一个网络接口，例如：
ｉｆｕｐ ｅｔｈ０
ｉｆｕｐ ｐｐｐ０
ｉｆｕｐ ｐｐｐ１
只有当在 ｐｐｐ 设置中授予权限（使用 ｎｅｔｃｏｎｆｉｇ）时，用户才能启动或关闭 ｐｐｐ 接口。要启动一个
ｐｐｐ 接口（拨号连接），我一般使用 ＫＤＥ“Ｋ”菜单中的 ｋｐｐｐ（或在 Ｘ 终端上输入 ｋｐｐｐ）。
／ｅｔｃ／ｒｃ．ｄ／ｉｎｉｔ．ｄ／ｎｅｔｗｏｒｋ ｒｅｓｔａｒｔ
使用正常初始化脚本重新启动网络（与系统引导过程中的一样）。这对于你只是手工修改了网络设
置是很有用的。Ｉｎｉｔ．ｄ 中列出的其他的服务也可以相似方法停止、启动或重启动（用 ｓｔｏｐ，ｓｔａｒｔ
或 ｒｅｓｔａｒｔ 选项调用脚本）。
ｉｆｄｏｗｎ 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ｎａｍｅ
（以普通用户运行／ｓｂｉｎ／ｉｆｄｏｗｎ）。关闭网络接口，如：ｉｆｄｏｗｎ ｐｐｐ０。也可参见前面的命令。
显示关于你的网络状态的信息。
（以用户运行，如果你希望在 Ｘ 终端上使用基于的界面）。结合了 ｔｒａｃｅｒｏｕｔｅ 和 ｐｉｎｇ 的功能的网
络诊断工具。在 ＲＨ ７．０ 版本中。
ｎｍａｐ ｉｐ＿ｎｕｍｂｅｒ
显示 ｉｐ＿ｎｕｍｂｅｒ 机器上的端口映射。对于建立你的网络设置的安全真的十分有用，因为你可以看到
开放的端口。ｎｍａｐ 包括在 ＲＨ７．０“Ｌｉｎｕｘ ＰｏｗｅｒＴｏｏｌｓ”ＣＤ 上，是一个非常方便的 ＧＵＩ 前端，
“ｎｍａｐｆｅ”。ｎａｍｐ 还能做操作系统的“指纹”。一般情况下，人们（和他们的 ＩＳＰｓ）不喜欢他们
的计算机端口被扫描（他们视它为可能是攻击前的搜索）。所以他们一发觉就会抱怨，如果你在你
自己的计算机上练习怎样使用 ｎｍａｐ，你的 ＩＳＰ（一般都找他们抱怨）可能很快就会找你的。我是怎
么知道的？
ｅｔｈｅｒｅａｌ
（在 Ｘ 终端上，以 ｒｏｏｔ 用户运行）网络分析工具――查看通过你的计算机的网络流量。包括在
ＲＨ７．０“Ｌｉｎｕｘ ＰｏｗｅｒＴｏｏｌｓ”ＣＤ 上，在某些场合使用 ｅｔｈｅｒｅａｌ 可能是违反规定的，在工作场合非
授权使用可能会导致被解雇。
ｔｃｐｄｕｍｐ –ｉ ｐｐｐ０ –ａ －ｘ
（以 ｒｏｏｔ 用户运行）以 ＡＳＣＩＩ 码和十六进制显示所有通过第一个电话拨号接口的网络流量。可能
会显示很多。是一个相当原始的工具，但它很实用，可以用来建造你所需要的自定义的监听和日志
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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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１８ 与音乐有关的命令
ｃｄｐｌａｙ ｐｌａｙ １
播放音频 ＣＤ 的第一首曲目。使用 ｃｄｐｌａｙ 播放整个 ＣＤ。当你听够了的时候，使用 ｃｄｐｌａｙ ｓｔｏｐ。
ｅｊｅｃｔ
得到一个免费的咖啡杯托盘。：）））。（弹出 ＣＤＲＯＭ 托架）。这个命令对是缺省的，但也能用来从指
定的安装点或设备来弹出可移除的介质。如：我可以从一个并口（外置）的 ｚｉｐｄｒｉｖｅ 弹出
ｚｉｐｄｉｓｋ（以 ｒｏｏｔ 用户运行），使用：ｅｊｅｃｔ ／ｄｅｖ／ｓｄａ４
ｐｌａｙ ｍｙ＿ｆｉｌｅ．ｗａｖ
播放一个 ｗａｖ 音频文件。
ｒｅｃ ｍｙ＿ｆｉｌｅ．ｗａｖ
从麦克风录制一个 ｗａｖ 音频文件。
ｍｐｇ１２３ ｍｙｆｉｌｅ．ｍｐ３
播放一个 ｍｐ３ 文件。
ｍｐｇ１２３ –ｗ ｍｙ＿ｆｉｌｅ．ｗａｖ ｍｙ＿ｆｉｌｅ．ｍｐ３
从一个 ｍｐ３ 音频文件生成一个 ｗａｖｅ 音频文件。如果你想把一些 ｍｐ３ 文件写到一个正常的音频 ＣＤ
上，这个命令非常有用――你首先要把 ｍｐ３ 文件转为 ＊．ｗａｖ 格式。不要惊讶转换速非常之慢――
解压 ｍｐ３ 文件是需要高强度的 ＣＰＵ 运算的。
ｘｍｍｓ ＆
（在 Ｘ 终端上）非常好的 ＧＵＩ

ｍｐ３ 播放器。

ｆｒｅｅａｍｐ ＆
（在 Ｘ 终端上）另一个非常好的 ＧＵＩ

ｍｐ３ 播放器。

ｌａｍｅ ｉｎｐｕｔ＿ｆｉｌｅ ｏｕｔｐｕｔ＿ｆｉｌｅ
ＭＰ３ 编码器。你可能需要自己下载和安装这个程序（Ｌｉｎｕｘ 标准发行版本不提供这个程序，是因为
有关 ＭＰ３ 压缩技术的专利的无妨争议）。
ｋｎａｐｓｔｅｒ
（在 Ｘ 终端上）启动程序下载 ＭＰ３ 文件，这些文件是其他 ｎａｐｓｔｅｒ 用户共享出以供下载的。你可以
将你的 ＭＰ３ 文件共享出来。当使用它时，感觉相当 ｃｏｏｌ。Ｇｎｕｔｅｌｌａ 和 ＦｒｅｅＮｅｔ 将很快取代它们－
＞那种感觉更 ｃｏｏｌ。

１７０

Ｌｉｎｕｘ 新手管理员指南

（幻影快递 Ｌｉｎｕｘ 小组： ＳｈａｄｏｗｆａｘＬｉｎｕｘ＠ｈｏｔｍａｉｌ．ｃｏｍ）

ｃｄｐａｒａｎｏｉａ –Ｂ “１－“
（ＣＤ 抓轨工具）读出一个音频 ＣＤ 的内容，将其转存成当前目录的 ｗａｖｅ 音频文件，每个文件一首
曲目。“１－”选项代表“从第一首曲目到最后一首”。－Ｂ 选项强制将每首曲目放到一个单独的文
件。
ｇｒｉｐ＆
（在 Ｘ 终端上）一个 ＧＵＩ 界面的抓轨工具（见前面一个命令）。
ｐｌａｙｍｉｄｉ ｍｙ＿ｆｉｌｅ．ｍｉｄ
播放一个 ＭＩＤＩ 文件。ｐｌａｙｍｉｄｉ –ｒ ｍｙ＿ｆｉｌｅ．ｍｉｄ 将在屏幕上显示文本模式的效果。
ｓｏｘ ａｕｄｉｏ＿ｆｉｌｅ ａｎｏｔｈｅｒ＿ｆｏｒｍａｔ＿ａｕｄｉｏ＿ｆｉｌｅ
＝Ｓｏｕｎｄ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ｍａｎ ｓｏｘ ｓｏｘ
ｋｓｃｄ
（在 Ｘ 终端上）ＣＤ 播放器。
ｋｍｉｄｉ
（在 Ｘ 终端上）ＭＩＤＩ 播放器。
ｋｍｉｄ
（在 Ｘ 终端上）ＭＩＤＩ／卡拉 ＯＫ 播放器。
ｋｍｉｘ
（在 Ｘ 终端上）声音混响器。
ｓｔｕｄｉｏ＆
（在 Ｘ 终端上）音效工作室――编辑声音文件，增加效果，等等。你可以从 ＲＨ ７．ｘ 的 ＰｏｗｅｒＴｏｏｌｓ
ＣＤ 上得到。
ｅｘｔａｃｅ＆
（在 Ｘ 终端上）声音可视化工具。
ｆｅｓｔｉｖａｌ –ｔｔｓ ｍｙ＿ｆｉｌｅ．ｔｘｔ
读文件 ｍｙ＿ｆｉｌｅ．ｔｘｔ 的内容（ＡＳＣＩＩ 码文本）。“ｆｅｓｔｉｖａｌ”是一个语音合成器，发行在 ＲｅｄＨａｔ
７．０ “Ｌｉｎｕｘ ＰｏｗｅｒＴｏｏｌｓ” ＣＤ 中。要从命令行读出一些东西，你需要启动“ｆｅｓｔｉｖａｌ”，然后在
“ｆｅｓｔｉｖａｌ＞”提示符处，输入适当的命令（“ｓｃｈｅｍｅ”语言解释器），如在这个例子中（黑体代
表提示符）：
ｆｅｓｔｉｖａｌ
ｆｅｓｔｉｖａｌ＞（ＳａｙＴｅｘｔ “ｇｏｏｄ ｄｏｇ， ｒｅａｌｌｙ ｇｏｏｄ ｄｏ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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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ｅｓｔｉｖａｌ＞（ｑｕｉｔ）

５．１９ 与图形相关的命令
ｋｇｈｏｓｔｖｉｅｗ ｍｙ＿ｆｉｌｅ．ｐｓ
（在 Ｘ 终端上）在屏幕上显示一个 ｐｏｓｔｓｃｒｉｐｔ（或 ｐｄｆ）文件。我也能用看起来比较旧的
ｇｈｏｓｔｖｉｅｗ 或 ｇｖ 来达到同样的效果。我也能够从视窗中打印 ｐｏｓｔｓｃｒｉｐｔ 文件。
ｘｐｄｆ ｍｙ＿ｆｉｌｅ．ｐｄｆ
（在 Ｘ 终端上）查看一个 ｐｄｆ 文件。要查看 ｐｄｆ 文件，我更愿意使用 Ａｄｏｂｅ Ａｃｒｏｂａｔ Ｒｅａｄｅｒ 的
Ｌｉｎｕｘ 版本（会快一些）。
ａｃｒｏｒｅａｄ ｍｙ＿ｆｉｌｅ．ｐｄｆ
你可以从 ｈｔｔｐ：／／ｗｗｗ．ａｄｏｂｅ．ｃｏｍ／ｐｒｏｄｕｃｔｓ／ａｃｒｏｂａｔ／ｒｅａｄｓｔｅｐ２．ｈｔｍｌ 下载它。
ｅｎｓｃｒｉｐｔ ｍｙ＿ｆｉｌｅ．ｔｘｔ –Ｕ ２
将一个文本文件转换为 ｐｏｓｔｓｃｒｉｐｔ 格式并在缺省打印机上打印出来。我还能将输出发送到一个
ｐｏｓｔｓｃｒｉｐｔ 文件。
ｅｎｓｃｒｉｐｔ ｍｙ＿ｆｉｌｅ．ｔｘｔ –Ｕ ２ –ｏ ｍｙ＿ｆｉｌｅ．ｐｓ
选项－Ｕ ２ 使 ｅｎｓｃｒｉｐｔ 在一张纸当打印 ２ 页逻辑页面，这样可以节省纸张，并带来方便，压缩打
印输出。你还可以选择每页纸 ４ 页逻辑页，一页纸上打印得越多，就越难认。 Ｅｎｓｃｒｉｐｔ 真的很灵
活，详见 ｍａｎ ｅｎｓｃｒｉｐｔ，在许多格式选项中进行选择。
ｐｓ２ｐｄｆ ｍｙ＿ｆｉｌｅ．ｐｓ ｍｙ＿ｆｉｌｅ．ｐｄｆ
从一个 ｐｏｓｔｓｃｒｉｐｔ 文件生成一个 ｐｄｆ（Ａｄｏｂｅ ｐｏｒｔａｂｌｅ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 ｆｏｒｍａｔ）文件。
ｍｐａｇｅ –２ ｍｙ＿ｆｉｌｅ．ｐｓ ＞ ｎｅｗ＿ｆｉｌｅ．ｐｓ
打印 ｐｏｓｔｓｃｒｉｐｔ 文件 ｍｙ＿ｆｉｌｅ．ｐｓ，在一个物理页上输出两个逻辑页。将输出结果保存在文件
ｎｅｗ＿ｆｉｌｅ．ｐｓ 中。
ｐｓ２ｐｓ ｆｉｌｅ．ｐｓ ｎｅｗ＿ｆｉｌｅ．ｐｓ
ｐｓｎｕｐ –ｎｕｐ ２ –ｐｌｅｔｔｅｒ ｎｅｗ＿ｆｉｌｅ．ｐｓ ｎｅｗ＿ｆｉｌｅ２．ｐｓ
生成一个物理页上包含两个逻辑页的文件的另一种方法。首先，我用“ｐｏｓｔｓｃｒｉｐｔ ｄｉｓｔｉｌｌｅｒ”将
一个 ｐｏｓｔｓｃｒｉｐｔ 文件简化（代价是文件变得大一点）。然后，我用 ｐｓｎｕｐ 工具产生 ｎｅｗ＿ｆｉｌｅ２．ｐｓ
文件，它每一个物理页包含两个逻辑页。我也可以将四或八个逻辑页放到一个物理页上。
ｇｉｍｐ
（在 Ｘ 终端上）一个看起来不怎么样但功能非常强大的图像处理器。要学习一段时间才能使用，但
它对艺术家来说真是太好了，几乎没有什么不能处理的。用你的鼠标右键调出本地菜单，学习怎样
使用图层。将你的文件保存为本地的 ｇｉｍｐ 文件格式＊．ｘｃｆ（保存图层，供以后编辑），只有将其平
面化（ｆｌａｔｔｅｎ）并保存为 ｐｎｇ 格式（或其他什么格式），你才可以使用。“学会如何做出正确的
选择是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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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ｐｈｏｔｏ
（在 Ｘ 终端上）强大的照片编辑器和相机图像检测程序。
ｋｐａｉｎｔ
（在 Ｘ 终端上）简单的位图画图程序（“画笔”类型）。
ｘｆｉｇ
（在 Ｘ 终端上）一个简单的画图程序。对于制作基本的草图或流程图非常有用。
ｄｉａ
（在 Ｘ 终端上）一个用预制组件画流程图的工具。
ｄｉｓｐｌａｙ ｍｙ＿ｐｉｃｔｕｒｅ
（在 Ｘ 终端上）显示一幅图片，只能浏览。你还可以输入 ｄｉｓｐｌａｙ ＆，然后从菜单中选择文件睐查
看图像，旋转，改变颜色，采用特定效果，等等。 Ｄｉｓｐｌａｙ 是 ＩｍａｇｅＭａｇｉｃｋ 软件包的一部分，在
一起的还有下面描述的几个实用工具。
ｉｄｅｎｔｉｆｙ –ｖｅｒｂｏｓｅ ｍｙ＿ｐｉｃｔｕｒｅ
给出关于图像文件 ｍｙ＿ｐｉｃｔｕｒｅ 的描述：格式、类型、分类、大小（以像素为单位）、颜色数量、
大小（以字节为单位）、等等。
ｃｏｎｖｅｒｔ –ｇｅｏｍｅｔｒｙ ６０ｘ８０ ｍｙｐｉｃｔｕｒｅ．ｇｉｆ ｏｕｔ＿ｓｍａｌｌ＿ｐｉｃｔｕｒｅ．ｇｉｆ
将一个图片转换为 ６０ｘ８０ 像素尺寸。下面有一个关于如何在不同图形文件格式进行转换的例子。
ａｎｉｍａｔｅ –ｄｅｌａｙ ６ｘ５ ｐｉｃ１ ｐｉｃ２ ｐｉｃ３
连续显示两个或多个图片。在示例中，图片文件名为 ｐｉｃ１，ｐｉｃ２，ｐｉｃ３，图片的间隔时间为 ０．０６
秒，整个展示过程在 ５ 秒中之内反复进行。
ｃｏｍｂｉｎ ｐｉｃ１ ｐｉｃ２ 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ｐｉｃ．ｍｉｆｆ
将两个或多个图像加到另一个图像中。例如你可以将一个图标加到每个图像中。
ｍｏｎｔａｇｅ –ｇｅｏｍｅｔｒｙ ８００ｘ６００＋０＋０ ｍｙ＿ｐｉｃｔｕｒｅ ｍｏｎｔａｇｅ．ｎｉｆｆ
从 ｍｙ＿ｐｉｃｔｕｒｅ 文件生成一个平铺的图像上，尺寸为 ８００ｘ６００，边框为 ０ｘ０。输出结果送到
ｍｏｎｔａｇｅ．ｍｉｆｆ。
ｚｇｖ ｍｙ＿ｐｉｃｔｕｒｅ
在一个 ｖｇａ 屏幕上显示一个图片以供浏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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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ｉｆｔｏｐｎｍ ｍｙ＿ｆｉｌｅ．ｇｉｆｆ ＞ ｍｙ＿ｆｉｌｅ．ｐｎｍ
ｐｎｍｔｏｐｎｇ ｍｙ＿ｆｉｌｅ．ｐｎｍ ＞ ｍｙ＿ｆｉｌｅ．ｐｎｇ
将一个有版权的图形文件转换为一个原始的、方便的 ｐｎｍ 文件。然后将 ｐｎｍ 文件转换为 ｐｎｇ 文件，
ｐｎｇ 文件是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图片的更新更好的标准（技术上更好，再加上没有被 ｇｉｆｆ 专利拥有者控告的
危险）。
ｘｗｄ –ｏｕｔ ｍｙ＿ｃｕｐｔｕｒｅ＿ｓｃｒｅｅｎ＿ｆｉｌｅ．ｘｗｄ
（在 Ｘ 终端上）捕捉 Ｘ－ｗｉｎｄｏｗｓ 屏幕上的内容，并保存到 Ｘ－ｗｉｎｄｏｗｓ“转存”图像文件
（＊．ｘｗｄ）。以后你可以使用转换工具将 ｘｗｄ 文件转换为你喜欢的格式。在 ＫＤＥ 环境下，你可以使
用键盘快捷键＜Ａｌｔ＞＜ＰｒｉｎｔＳｃｒｅｅｎ＞或＜Ｃｔｒｌ＞＜Ａｌｔ＞＜ＰｒｉｎｔＳｃｒｅｅｎ＞来复制当前窗口工将整个桌面送到
剪贴板。
ｃｏｎｖｅｒｔ ｍｙ＿ｃａｐｔｕｒｅ＿ｓｃｒｅｅｎ＿ｆｉｌｅ．ｘｗｄ ｍｙ＿ｃａｐｔｕｒｅ＿ｓｃｒｅｅｎ．ｊｐｇ
将 Ｘ－ｗｉｎｄｏｗｓ 屏幕转存文件＊．ｘｗｄ 转换为＊．ｊｐｇ 格式文件。这个转换工具能够对很多文件格式进行
转换。
ｉｍｐｏｒｔ –ｄｉｓｐｌａｙ １９２．５．１００．１０：０ –ｗｉｎｄｏｗ ｒｏｏｔ ｍｙ＿ｆｉｌｅ．ｊｐｅｇ
从 １９２．５．１００．１０ 服务器上显示端口 ０ 上运行的 Ｘ－ｗｉｎｄｏｗｓ 上捕捉 ｒｏｏｔ 屏幕的内容。输出文件是
ｍｙ＿ｆｉｌｅ．ｊｐｅｇ（可以根据所给出的文件扩展名改变文件格式）。为了能够捕捉屏幕的内容，你必须
有对屏幕写的权限（在 Ｘ－终端上运行命令 ｘｈｏｓｔ ＋ 可以将这一权限赋予任何用户）。选项见 ｍ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ｋｓｎａｐｓｈｏｔ
（在 Ｘ 终端上）基于 ＧＵＩ 的捕捉屏幕内容的工具。
ｘｉｎｅ Ｆｒａｎｋｅｎｓｔｅｉｎ．ａｖｉ ＆
（在 Ｘ 终端上）。从文件“ｆｒａｎｋｅｎｓｔｅｉｎ．ａｖｉ”看电影。看起来你电视。

５．２０ 几个小游戏
你的系统上很可能安装了许多小游戏。这个只是从我的标准 Ｌｉｎｕｘ 发行版 ＣＤ 上的一个例子。
ｋｐａｔ
（在 Ｘ 终端上）单人纸牌游戏。ｓｏｌ（快）和 ｐｙｓｏｌ（慢但是？）是另外的两个选择。我喜欢：ｓｏｌ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ｆｒｅｅｃｅｌｌ＆
ｘｂｏｉｎｇ
（在 Ｘ 终端上）非常好的弹球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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ｘｂｏａｒｄ
（在 Ｘ 终端上）国际象棋。对于我来说很好玩。
ｋｏｑｕｅｓｔ ＆
（在 Ｘ 终端上）和你的儿子进行一场权力的角逐。非常好的板上游戏。
ｋｍｉｎｅｓ
（在 Ｘ 终端上）扫雷。
ｃｉｖｓｅｒｖｅｒ
ｃｉｖｃｌｉｅｎｔ
（在 Ｘ 终端上）（在 Ｘ 终端上）为 ＦｒｅｅＣｉｖｉｚａｔｉｏｎ 游戏启动一个服务器（第一个命令）。然后，
当服务器运行正常后，启动一个客户端（第二个命令）。有些人也启动其他的客户端程序和你玩。
ＦｒｅｅＣｉｖ 在 ＲＨ７．０ ＣＤ 上。
ｆｇｆｓ
“Ｆｌｉｇｈｔ Ｇｅａｒ”飞行模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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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６ 部分： Ｌｉｎｕｘ 基本的应用程序
Ｌｉｎｕｘ 新手管理员指南（中文版）
ＬＩＮＵＸ ＮＥＷＢＩＥ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ＯＲ ＧＵＩＤＥ （Ｓｉｍｐｌｉｆｉｅｄ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Ｖｅｒｓｉｏｎ）
中文版本 １．０ 由幻影快递 Ｌｉｎｕｘ 小组（ＳＬＴ－Ｓｈａｄｏｗｆａｘ Ｌｉｎｕｘ Ｔｅａｍ） 翻译整理
Ｌｉｎｕｘ Ｎｅｗｂｉｅ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ｏｒ 英文原版版权所有：Ｐｅｔｅｒ ａｎｄ Ｓｔａｎ Ｋｌｉｍａｓ．
ｈｔｔｐ：／／ｓｕｎｓｉｔｅ．ｄｋ／ｌｉｎｕｘ－ｎｅｗｂｉｅ
中文版本版权所有：幻影快递 Ｌｉｎｕｘ 小组 ＳｈａｄｏｗｆａｘＬｉｎｕｘ＠ｈｏｔｍａｉｌ．ｃｏｍ

本章内容：
６．１
字处理程序
６．１．１
ＳｔａｒｔＯｆｆｉｃｅ／Ｏｐｅｎ Ｏｆｆｉｃｅ 软件
６．１．２
ａｂｉｗｏｒｄ 字处理程序
６．１．３
ｋｗｏｒｄ
６．１．４
ｋｌｙｘ， ｌｙｘ 和 ｌａｔｅｘ
６．１．５
ＷｏｒｄＮｅｔ（字典／词典／同义词／反义词查询）
６．２
电子表格
６．２．１
ｏｏｃａｌｃ
６．２．２
ｇｎｕｍｅｒｉｃ
６．２．３
ｋｓｐｒｅａｄ
６．３
数据库
６．４
ＣＡＤ
６．５
网络浏览器：Ｍｏｚｉｌｌａ， Ｋｏｎｑｕｅｒｏｒ ａｎｄ Ｌｙｎｘ
６．６
刻录 ＣＤ－Ｒ：ｃｄｒｅｃｏｒｄ 和 ｃｄｐａｒａｎｏｉａ
６．７
使用 ｇｎｕｐｌｏｔ 自动画图

简介：
本章只是覆盖那些我们经常使用或者喜欢使用的应用程序。Ｌｉｎｕｘ 有成千上万个应用程序，如果你
不是很满意我们介绍的，到这里可以找到更多：
ｈｔｔｐ：／／ｗｗｗ．ｌｉｎｕｘａｐｐｓ．ｃｏｍ／
ｈｔｔｐ：／／ｓｔｏｍｍｅｌ．ｔａｍｕ．ｅｄｕ／￣ｂａｕｍ／ｌｉｎｕｘｌｉｓｔ／ｌｉｎｕｘｌｉｓｔ／ｌｉｎｕｘｌｉｓｔ．ｈｔｍｌ
ｈｔｔｐ：／／ｗｗｗ．ｂｏｕｔｅｌｌ．ｃｏｍ／ｌｓｍ／
ｈｔｔｐ：／／ｗｗｗ．ｌｉｎｕｘｌｉｎｋｓ．ｃｏｍ／Ｓｏｆｔｗａｒ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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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处理程序

６．１．１ ＳｔａｒｔＯｆｆｉｃｅ／Ｏｐｅｎ Ｏｆｆｉｃｅ 软件
ＯｐｅｎＯｆｆｉｃｅ 是一个完整的 Ｏｆｆｉｃｅ 组件：字处理程序，电子表格程序，演示程序，画图程序，图形
模块，数学公式编辑器等等。它包含了专门给 Ｌｉｎｕｘ 使用的最好最丰富的字处理程序和电子表格程
序，特别推荐大家使用。ＯｐｅｎＯｆｆｉｃｅ 一般包含在最新发行的 Ｌｉｎｕｘ 安装光盘上（２００２ 年 １１ 月份以
后）。如果你需要最新版本，可以直接到这里免费下载：
ｈｔｔｐ：／／ｗｗｗｗ．ｏｐｅｎｏｆｆｉｃｅ．ｏｒｇ／
文件很大，大概 ７０ＭＢ 左右，如果你使用 ５６Ｋ Ｍｏｄｅｍ 下载可能不太现实。当前版本（非开发者使用
版本）是 ＯｐｅｎＯｆｆｉｃｅ １．０．１（２００２ 年 １０ 月）。ＯｐｅｎＯｆｆｉｃｅ 是跨平台的：可以在 Ｌｉｎｕｘ，ＭＳ Ｗｉｎｄｏｗｓ，
Ｓｏｌａｒｉｓ 和 Ｍａｃ ＯＳ Ｘ 上运行，在不同平台之间带有文件级的兼容性。
ＯｐｅｎＯｆｆｉｃｅ 简史
ＳｔａｒＯｆｆｉｃｅ 曾经是一个商业应用程序（“Ｓｔａｒ”分部，德国）。后来该程序被 Ｓｕｎ Ｍｉｃｒｏｓｙｓｔｅｍ
公司购买，源代码也在通用公共许可证（ＧＰＬ）范围内贡献给开放源代码社区（２０００ 年 ８ 月）。然
后，它被很多和 Ｓｕｎ 公司有关联或者 Ｓｕｎ 雇佣的程序员迅速开发。开放源代码的版本叫做
“ＯｐｅｎＯｆｆｉｃｅ．ｏｒｇ”。Ｓｕｎ 公司有些时候会根据比较稳定的版本发行自己的叫做“ＳｔａｒＯｆｆｉｃｅ”。
所以，ＳｔａｒＯｆｆｉｃｅ 和 ＯｐｅｎＯｆｆｉｃｅ 基本上可以说是指相同的产品，在 ＳｔａｒＯｆｆｉｃｅ 里有时会带上一
些小的附加功能。出于一些注册商标的考虑，ＯｐｅｎＯｆｆｉｃｅ 正式的官方名称叫 ＯｐｅｎＯｆｆｉｃｅ．ｏｒｇ。
描述
ＯｐｅｎＯｆｆｉｃｅ 组件看起来非常象微软 Ｗｉｎｄｏｗｓ 下的 Ｏｆｆｉｃｅ 组件。这个组件包括很多丰富功能，程序
也比较大（可能要求一定的磁盘空间，内存和 ＣＰＵ 的速度），很多内置的特性（可能需要一些特别
的鼠标点击才能使用一些特性）。如果你的计算机内存小于 ６４Ｍ，ＯｐｅｎＯｆｆｉｃｅ 可能会有很多麻烦，
不值得安装，内存更大一些会好得多。ＯｐｅｎＯｆｆｉｃｅ 非常稳定，尽管有些时候会显示一些奇怪的字
符在我的屏幕上。它和微软的 Ｏｆｆｉｃｅ 有文件级的兼容性：可以读写微软的 Ｗｏｒｄ， Ｅｘｃｅｌ 和
ＰｏｗｅｒＰｏｉｎｔ 文件格式。原则上，ＯｐｅｎＯｆｆｉｃｅ 使用最基本的 ＸＭＬ 开放文件格式：文本和图形压缩在
同一个文件里。当我解压文件的时候（ｕｎｚｉｐ ｍｙ＿ｆｉｌｅ．ｓｘｖ），我可以完全解压原来的图形－这是
微软的 Ｏｆｆｉｃｅ 可能无法做到的（有些时候会对文件管理带来严重后果）。
ＯｐｅｎＯｆｆｉｃｅ 看起来不像 Ｌｉｎｕｘ 其他 Ｏｆｆｉｃｅ 程序那么“性感”。但是，它是真正可以实际应用的程
序，它的完美性还在快速提高。简而言之，我们非常推荐使用 ＯｐｅｎＯｆｆｉｃｅ／ＳｔａｒＯｆｆｉｃｅ 来符号你日
常的办公需要。就功能上的比较，它几乎覆盖了你在微软的 Ｗｏｒｄ 和 Ｅｘｃｅｌ 上可以实现的功能，还
附加了一些在微软的 Ｏｆｆｉｃｅ 一直缺少的功能。
总体来说，ＯｐｅｎＯｆｆｉｃｅ 是一个开放和根据标准文件格式设计的完美程序（只有那些没有远见或者
死脑筋的决策人员才会坚持将他们的重要数据放在只能用一个特定公司发行的软件才能阅读的文件
里）。这个文件格式可以在关键场合下使用，因为它可以使用第三方的软件软件根据来解读。
安装
ＯｐｅｎＯｆｆｉｃｅ 的安装可能稍微有点麻烦，过程大概如下：
－

确认你有足够的硬盘空间。使用 ｄｆ 命令检查可用的硬盘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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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ｆ –ｈ
这将显示一个可用硬盘空间的报告。你最少需要 ３５０ＭＢ 的硬盘空间（安装完成后，大概有
１００Ｍ 的空间可以重新释放）
－

解压下载的安装文件。我使用 ｒｏｏｔ 用户在／ｕｓｒ／ｌｏｃａｌ 的目录下执行“本地服务器”安
装，但是你也可以选择你的主目录／ｈｏｍｅ／ｙｏｕｒ＿ｌｏｇｉｎ＿ｎａｍｅ 做个人安装：
ｃｄ ／ｕｓｒ／ｌｏｃａｌ
ｔａｒ –ｘｖｆ ＳｔａｒＯｆｆｉｃｅ５．２．ｔｇｚ
使用你下载文件的实际文件名替代 ＳｔａｒＯｆｆｉｃｅ５．２．ｔｇｚ（ＳｔａｒＯｆｆｉｃｅ５．２．ｔｇｚ 是我下载时使
用的文件名）

－

作为 ｒｏｏｔ 用户，在本地服务器，带／ｎｅｔ 选择项，运行安装程序：
ｃｄ ／ｕｓｒ／ｌｏｃａｌ／ＯｐｅｎＯｆｆｉｃｅ６４１
．／ｓｅｔｕｐ ／ｎｅｔ
［如果不带 “／ｎｅｔ”或者“－ｎｅｔ”参数，ＯｐｅｎＯｆｆｉｃｅ 将运行个人安装（装在你自己的主目
录下！），这样就只有一个用户可以运行它，而且你的主目录会被挤得满满的］

－

网络安装完成后，每个用户必须执行自己得安装，将一些个人得文件放到自己得主目录
下。可以通过以下实现（按普通用户，不带／ｎｅｔ 参数）：
ｃｄ ／ｕｓｒ／ｌｏｃａｌ／ＯｐｅｎＯｆｆｉｃｅ６４１
．／ｓｅｔｕｐ

在命令行（Ｘ 终端）上运行任何 ＯｐｅｎＯｆｆｉｃｅ 的程序，我可以使用：
ｏｏｆｆｉｃｅ＆
ｏｏｗｒｉｔｅｒ＆
ｏｏｃａｌｃ＆
ｏｏｄｒａｗ＆
ｏｏｉｍｐｒｅｓｓ＆
ｏｏｓｅｔｕｐ＆
ｏｏｐａｄｍｉｎ＆
ｏｏｍａｔｈ＆

（字处理）
（同上）
（电子表格）
（矢量画图程序）
（演示程序，类似于微软的 ＰｏｗｅｒＰｏｉｎｔ）
（安装程序）
（打印机管理程序）
（数学格式编辑器，一般不单独运行）

小技巧
ＯｐｅｎＯｆｆｉｃｅ 附带一个扩展，内容敏感的帮助程序（按＜Ｆ１＞）。这里我们收集了一些在使用字处理程
序时的快速参考（从 ２００２ 年 １１ 月后有效）：
－

考虑使用“Ｓｔｙｌｅｓ”（风格）来格式化文件。除非你写一个非常简单的文件，避免“物理
格式化”。按＜Ｆ１１＞可以得到完整的 Ｓｔｙｌｅ 列表。注意看菜单条（左手侧）的下拉框，有一
个可以在文件里使用的段落风格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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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格”可以分成以下几个部分：
字符风格
段落风格
帧的风格
页面风格
罗列风格

（对一个字符或者一组字符有效）
（段落的范围从一个＜ＥＮＴＥＲ＞到另外一个＜ＥＮＴＥＲ＞）
（一个帧一般代表一个文本框，一个图形或者一张图片）
（数字罗列或者标号罗列）

这里，最重要的是段落风格。我用它来格式章节的标题，表格的标题等等。要在段落里使
用指定风格，可以把光标移到要修改的段落，然后双击在“Ｓｔｙｌｅｌｉｓｔ”（风格列表）的
Ｓｔｙｌｅ 名称。要修改一个风格（或者创建一个新的风格），可以使用菜单“Ｆｏｒｍａｔ”－
“Ｓｔｙｌｅ”－ “Ｃａｔａｌｏｇ”。
－

如果要给章节的题目编号，可以在“Ｔｏｏｌｓ”－“Ｏｕｔｌｉｎｅ Ｎｕｍｂｅｒｉｎｇ”下设置编号系统。

－

要插入一个标题（表格，图形，等等），我可以把光标移动到表格（或者图形）上，然后
使用菜单“Ｉｎｓｅｒｔ”－“Ｃａｐｔｉｏｎ”，我也可以通过对话框里的“Ｏｐｔｉｏｎｓ”按钮来修改标题
的编号级别。当然，我也可以等到当我点击标题出现对话框的时候再修改。

－

要修改所有的域（目录编号，标题，目录表等等），我按住＜ＣＴＲＬ＞接着按＜Ｆ９＞。这将选择
整个文件然后更新整个文件。另外一个办法是，使用菜单“Ｔｏｏｌｓ”－“Ｕｐｄａｔｅ”－“Ｕｐｄａｔｅ
Ａｌｌ”

－

显示文件的整体轮廓，按＜Ｆ５＞

－

修改缺省的文件模板，创建一个“ｄｅｆａｕｌｔ”的文件再把它保存为“Ｄｅｆａｕｌｔ”（“Ｆｉｌｅ”－
“Ｔｅｍｐｌａｔｅｓ”－“Ｓａｖｅ”）

－

在你输入的同时检查拼写，可以通过“Ｔｏｏｌｓ”－ “ＳｐｅｌｌＣｈｅｃｋ” – “ＡｕｔｏＳｐｅｌｌＣｈｅｃｋ”
激活拼写检查功能。要检查一个词的拼写，把光标移动到那里，按＜Ｆ７＞

－

对于输入自动完成功能，当选择项出现的时候选择所要的选项，按＜ＥＮＴＥＲ＞

－

表格单元可以被分割（如果你从微软的 Ｗｏｒｄ 转过来，你可以再次使用表格单元分割）

－

按＜Ｆ２＞弹出一个“公式条”。在表格里，你可以用它来计算在其他表格单元里的值。状态
栏显示的是表格单元的参照值。在表格之外，你可以使用“公式条”来实现一些实时的计
算。

－

你可以通过在段落开始的地方输入“ｆｎ”然后按＜Ｆ３＞来插入一段预先做好格式和编号的
“引用”文本

－

信件合并功能在以下的链接可以找到：
ｈｔｔｐ：／／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ｏｐｅｎｏｆｆｉｃｅ．ｏｒｇ／ＨＯＷ＿ＴＯ／ｗｏｒｄ＿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ｗｒｉｔｅｒ２＿ＥＮ．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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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ＴＲＬ＞Ｘ
＜ＣＴＲＬ＞Ｃ
＜ＣＴＲＬ＞Ｖ
＜ＣＴＲＬ＞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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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一些有用的快捷键功能（大部分在 ＯｐｅｎＯｆｆｉｃｅ 下有效，不仅仅是字处理程序）
剪切
复制
粘贴
选择所有

＜ＣＴＲＬ＞Ｆ 查找
＜ＣＴＲＬ＞Ｚ 恢复 Ｕｎｄｏ
＜ＣＴＲＬ＞＜ＳＨＩＦＴ＞Ｐ 超级脚本
＜ＣＴＲＬ＞＜ＳＨＩＦＴ＞Ｂ 子脚本

＜Ｆ１＞
＜Ｆ２＞
＜Ｆ３＞
＜Ｆ４＞

帮助
公式计算
自动文本输入
数据源查看／关闭

＜ＳＨＩＦＴ＞＜Ｆ４＞ 在电子表格程序
中切换绝对／相对参考值
＜Ｆ５＞ 导引开／关
＜Ｆ７＞ 拼写检查
＜Ｆ９＞ 更新域（或者重新计算电
子表格）
＜Ｆ１１＞ 风格列表开／关
＜Ｆ１２＞ 标号开／关

＜ＣＴＲＬ＞＜ＳＰＡＣＥ＞ 不间断的空格
＜ＣＴＲＬ＞＜ＳＨＩＦＴ＞ 不间断的横杠－
＜ＣＴＲＬ＞＜ＥＮＴＥＲ＞ 强制换页
＜ＳＨＩＦＴ＞＜ＥＮＴＥＲ＞ 不改变段落的
换行
＜ＣＴＲＬ＞＜ＳＨＩＦＴ＞＜ＥＮＴＥＲ＞ 强制换
列 （对于多列的文本有效）
＜ＩＮＳＥＲＴ＞ 插入模式／覆盖模式
转换
＜ＨＯＭＥ＞ 到光标所在行的开始
＜ＥＮＤ＞ 到关闭所在行的末尾
＜ＣＴＲＬ＞＜ＨＯＭＥ＞ 到文档的开始
＜ＣＴＲＬ＞＜ＥＮＤ＞ 到文档的末尾

使用鼠标做选择：
＜鼠标左键＞：
＜ＳＨＩＦＴ＞＜鼠标左键＞：

选择文本，表格单元等
扩展当前的选择

使用鼠标做拖曳：
＜鼠标左键＞：
＜ＣＴＲＬ＞＜鼠标左键＞：

拖曳和移动选择的文本
复制选择的文本到对应的位置

６．１．２ ａｂｉｗｏｒｄ 字处理程序
在 Ｘ 终端里输入 ａｂｉｗｏｒｄ 或者 Ａｂｉｗｏｒｄ 可以启动该程序，你可以在以下链接下载最新版本：
ｈｔｔｐ：／／ｗｗｗ．ａｂｉｓｏｕｒｃｅ．ｃｏｍ
它是一个很小又非常不错的字处理程序。基本上满足一些基本的字处理需要。尽管功能可能还不够
丰富，但是对我非常有用，举个例子，它和 ＳｔａｒＯｆｆｉｃｅ 一样支持即时拼写检查功能，但是不需要
安装 ＳｔａｒＯｆｆｉｃｅ 那么多的程序。现在这个程序还在积极开放中，在 Ｌｉｎｕｘ 下和微软的 Ｗｉｎｄｏｗｓ 下
都有效。

６．１．３ ｋｗｏｒｄ
ｋｗｏｒｄ 还在开发中，我们不建议在重要场合使用，因为程序有时会崩溃。然而，它应该是三个（在
通用开放许可证下的）主要 Ｏｆｆｉｃｅ 组件里看起来最酷的一个。它是以帧为基础的，象
“ｆｒａｍｅｍａｋｅｒ”（说说而已，我没有用过 ｆｒａｍｅｍａｋｅｒ）一样非常容易使用，功能强大非常适合于桌
面出版（当然比 ａｂｉｗｏｒｄ 功能更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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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其他语言运行 ｋｗｏｒｄ，我可以这样做（在 Ｘ 终端，运行 ｋｗｏｒｄ 的荷兰语言版本）：
ｅｘｅｃ ｓｈ –ｃ “ＫＤＥ＿ＬＡＮＧ＝ｎｌ ｋｗｏｒｄ”＆
以下是一些有用的“标准”快捷键。这些快捷键适用于任何 ＫＤＥ 环境下的应用程序：
＜ＡＬＴ＞
＜ＡＬＴ＞＜一个字符＞

＜ＣＴＲＬ＞Ｘ
＜ＣＴＲＬ＞Ｃ
＜ＣＴＲＬ＞Ｖ
＜ＣＴＲＬ＞Ａ

访问顶级菜单
快速访问顶级菜单对应的项目。字符对应于顶级菜单中带下划线
的字符。举例（英语菜单）：
＜ＡＬＴ＞Ｆ —
Ｆｉｌｅ“文件”菜单
＜ＡＬＴ＞Ｅ －－
Ｅｄｉｔ “编辑”菜单
＜ＡＬＴ＞Ｖ －－
Ｖｉｅｗ“查看”菜单
＜ＡＬＴ＞Ｉ －－
Ｉｎｓｅｒｔ “插入”菜单
＜ＡＬＴ＞０ －－
Ｆｏｒｍａｔ “格式”菜单
剪切
复制
粘贴
选择所有

６．１．４ ｋｌｙｘ， ｌｙｘ 和 ｌａｔｅｘ
（在 Ｘ－Ｗｉｎｄｏｗｓ 终端输入 ｌｙｘ）。ｌｙｘ 是 ｌａｔｅｘ 的前端程序（ＷＹＳＩＷＹＧ， 所见即所得，在 Ｘ－Ｗｉｎｄｏｗｓ
底下运行）。［还有一个程序叫 ｋｌｙｘ，是 ｌｙｘ 对应 ＫＤＥ 桌面的变种，不过现在已经不再更新了。］
ｌａｔｅｘ 很多年以来一直是资料准备和排版输入的重要程序，在学术界应用非常广泛，因为它可以非
常方便的处理数学公式，管理非常大的文件，等等。
好消息是，即使你不知道什么是 ｌａｔｅｘ， 你仍然可以方便地使用 ｌｙｘ。尽管 ｌｙｘ 的哲学观点有点不
同于我们常见的字处理程序，ｌｙｘ 仍然是一个非常好的字处理程序，这可能需要一下调整你现在的
观念。Ｌａｔｅｘ（ｌｙｘ）的哲学观点是先输入你的文本，接着定义所要的“风格”，然后把格式化的工作
留给排版程序。这意味着你不需要手工调整间距（词与词之间的间隔，段落间的空行，章节等
等）。当你的输入工作完成后，你“编译”你的文本然后产生一个设备独立文件（Ｄｅｖｉｃｅ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Ｆｉｌｅ， “＊．ｄｖｉ”）。ｄｖｉ 文件可以使用 ｄｖｉ 阅读器来阅读和打印。输出的结果一般
来说非常出色，但是“文件生成”的过程对比于常用的字处理程序的确有点麻烦。
Ｌａｔｅｘ 的强项是打印输出的质量非常出色。它可以用来处理冗长而复杂的资料（技术文档，数学，
等等），几乎所有的外国字符都有效（包括一些非常罕见的标志），而且在很多不同的平台上兼
容，文件格式也应用广泛。弱点是，使用起来相对复杂。
Ｌｙｘ 是免费的，包含在你的 Ｍａｎｄｒａｋｅ 或者 ＲｅｄＨａｔ 的安装光盘上供你免费尝试。你也可以到这里下
载：
ｈｔｔｐ：／／ｉｄｉｒｅｃｔ．ｌｉｎｕｘｂｅｒｇ．ｃｏｍ／ｋｄｅｈｔｍｌ／ｏｆｆ＿ｗｏｒｄ．ｈｔｍｌ
几乎所有的 Ｌｉｎｕｘ 程序你都可以从 Ｌｉｎｕｘｂｅｒｇ．ｃｏｍ 网站上或者其他的 Ｌｉｎｕｘ 软件仓库下载。
如果除了容易使用的 ｌｙｘ，你还想试一试更直接，专业的 ｌａｔｅｘ，这里是一些简单的入门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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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你经常使用的纯文本编辑器创建一个 ｌａｔｅｘ 文档，做拼写检查，等等。然后，把文本文
件存为扩展名为“＊．ｔｅｘ”的文件。可以参考我后面提供的例子。

•

激活 Ｌａｔｅｘ，把这个文本文件“编译”成一个“＊．ｄｖｉ”的文件。
Ｌａｔｅｘ ｍｙ＿ｌａｔｅｘ＿ｆｉｌｅ．ｔｅｘ

•

通过运行 ｄｖｉ 把上一条命令产生的文件打印输出到 ｐｏｓｔｓｃｒｉｐｔ 的应用程序里，常用的办法
是把输出送到 ｌｐｒ 打印机上
ｄｖｉｐｓ ｍｙ＿ｆｉｌｅ．ｄｖｉ

•

你也可以使用以下命令把输出存为 ｐｏｓｔｓｃｒｉｐｔ 文件格式
ｄｖｉｐｓ －ｏ ｏｕｔｐｕｔ＿ｆｉｌｅ．ｐｓ ｍｙ＿ｆｉｌｅ．ｄｖｉ
可选项－ｏ 用于引导输出文件

•

你也可以使用以下命令创建一个 ｐｄｆ 文件
ｄｖｉｐｄｆ ｍｙ＿ｆｉｌｅ．ｄｖｉ ｏｕｔｐｕｔ＿ｆｉｌｅ．ｐｄｆ
或者
ｐｓ２ｐｄｆ ｍｙ＿ｆｉｌｅ．ｐｓ ｍｙ＿ｆｉｌｅ．ｐｄｆ

•

你可以阅读以下任何文件（ｄｖｉ， ｐｓ， ｐｄｆ），举例（在 Ｘ 终端上）
ｋｄｖｉ ｍｙ＿ｆｉｌｅ．ｄｖｉ＆
或者
ｋｇｈｏｓｔｖｉｅｗ ｍｙ＿ｆｉｌｅ．ｐｄｆ＆

下页是一个完整的 Ｌａｔｅｘ 文件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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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y line starting with "%" is a comment.
% "\" (backslash) is a special Latex character which introduces a Latex
% command.
\documentclass[10pt]{article}
\begin{document}
% Three commands are present in every Latex document. Two of them are
% above and one at the very end of this sample document.
This is a simple document to try \LaTeX. Use your favorite plain text
editor to type in your text. See how the command \LaTeX produces the
\LaTeX logo. Here is the end of the first paragraph.
Here starts the second paragraph (use one or more empty lines in your
input file to introduce a new paragraph).
The document class of this sample is ``article'' and it is defined at the
very beginning of the document. Other popular classes are ``report'',
``book'' and ``letter''.
Please note that the double quote is hardly ever used, utilize
two ` to begin a quote and two ' to close it. This nicely formats the
opening and closing quotes.
Here are different typefaces:
{\rm This is also roman typeface. It is the default typeface.}
{\bf This is bold typeface. }
{\em This is emphasize (italic) typeface.}
{\sl This is slanted typeface, which is different from the italic.}
{\tt This is typewriter typeface.}
{\sf This is sans serif typeface.}
{\sc This is small caps style.}
You can itemize things:
\begin{itemize}
\item one
\item two
\item three
\end{itemize}
You can also enumerate things:
\begin{enumerate}
\item one
\item two
\item three
\end{enumerate}
Try some foreign letters and symbols:
\aa \AA \o \O \l \L \ss \ae \AE \oe \OE \pounds \copyright \dag \ddag \S
\P. There are also three dashes of different length: - -- ---.
Try some accents over the letter ``a'': \'{a} \`{a} \"{a} \^{a} \~{a}
\={a} \.{a} \b{a} \c{a} \d{a} \H{a} \t{a} \u{a} \v{a}. Other letters can
be accented in a similar way.
The pair of ``\$'' marks a math context. Many special characters are
available only in the ``math'' context. For example, try the Greek
alphabet:
Small: $ \alpha \beta \gamma \delta \epsilon \varepsilon \zeta \eta
\theta \vartheta \iota \kappa \lambda \mu \nu \xi o \pi \varpi
\rho \varrho \sigma \varsigma \tau \upsilon \phi \varphi
\chi \psi \omega $
Capital: $ A B \Gamma \Delta E Z H \Theta I K \Lambda M \Xi \Pi P
\Sigma T \Upsilon \Phi X \Psi \Omega $
Try some equations: $ x^{y+1} + \sqrt{p \times q}=z_{try_subscripts} $
\begin{center}
$ \frac{x \times y}{x/2+1}=\frac{1}{3} $
\end{center}
\LaTeX math commands are very similar to those in the old ``Word Perfect''
equation editor.
Use the verbatim mode to print the 10 special symbols which normally have
special meaning in \LaTeX: \verb|%${}_#&^~\|. The special symbols must be
contained between any two identical characters which in the example above
is |. Most of these special symbols can also be printed by preceding the
character with a backslash: \% \$ \{ \} \_ \# \& \^.
% This command ends the document (this is the third one that *must* be
% present in every document).
\end{docu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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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１．５ ＷｏｒｄＮｅｔ（字典／词典／同义词／反义词查询）
我一般使用 ＷｏｒｄＮｅｔ 作为作为字典／词典（在文本终端输入 ｗｎ）。在 ＲｅｄＨａｔ ７．０ 的安装光盘里没
有，所以我必须去下载和自己安装（大概 １０ＭＢ 左右），很不错的软件。看看以下连接：
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ｏｇｓｃｉ．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ｅｄｕ／￣ｗｎ／
在 ＲｅｄＨａｔ８．０ 里，ＷｏｒｄＮｅｔ 是预先安装好的，可以用一个前端的图形用户界面程序启动它：
ｋｔｈｅａｓｕｒｕｓ＆

６．２

电子表格

６．２．１ ｏｏｃａｌｃ
我现在一般使用一个很不错的电子表格程序叫 ｃａｌｃ，它是 ＯｐｅｎＯｆｆｉｃｅ．ｏｒｇ 的一个部分。你也可以
在你熟悉的桌面模式下通过点击以下的菜单来运行它：
“Ｋ”－ “Ｏｆｆｉｃｅ” – “ＯｐｅｎＯｆｆｉｃｅ．ｏｒｇ” － “ＯｐｅｎＯｆｆｉｃｅ．ｏｒｇ Ｃａｌｃ”
或者在 Ｘ 终端上输入命令：
ｏｏｃａｌｃ＆
我是一个经常使用电子表格的用户，所以我经常留心一些比较成熟的电子表格程序。以我的观点，
Ｌｉｎｕｘ 目前还缺乏一个比较好的电子表格程序，但是 ｏｏｃａｌｃ 已经可以做大部分工作了。
在 ｏｏｃａｌｃ 里，用户甚至可以定义他们自己的函数。举例，我可以在编辑器里（“Ｔｏｏｌｓ”－
“Ｍａｃｒｏｓ”－“Ｅｄｉｔ”）写以下函数：
ＲＥＭ ＊＊＊＊＊ ＢＡＳＩＣ ＊＊＊＊＊
ＲＥＭ Ｔｈｉｓ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ｓ ａｎ ａｒｅａ ｏｆ ａ ｄｏｎｕｔ ｗｉｔｈ ｒａｄｉｉ ｒ１ ａｎｄ ｒ２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ｍｙ＿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ｒ１，ｒ２）
ＲＥＭ ｒｅｔｕｒｎ ｔｈｅ ｖａｌｕｅ ｕ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ｃａｌｌｅｄ ｌｉｋｅ ｔｈ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ｍｙ＿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ｂｓ（ｐｉ（）＊ｒ１＾２ － ｐｉ（）＊ｒ２＾２）
Ｅｎｄ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然后，我就可以在电子表格文件里使用这个函数了，比如： ＝ｍｙ＿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２，３）
到现在为止（２００２ 年 １１ 月），ｏｏｃａｌｃ 可以支持多达 ２５６ 个列（Ａ－ＩＶ），３２０００ 行（１－３２０００），２５６
个表格（表格 １ 到表格 ２５６，表格可以被重新命名）。所能支持的行和列的数量还在增加之中。它
还有几百个内置的函数（覆盖和兼容你在微软的 ＥＸＣＥＬ 可以找到的所有函数）。
用户界面有时候看起来不那么美观（比较微软的 ＥＸＣＥＬ）。举例，把一系列数据加到图表里需要选
择一定范围里的数据，然后使用鼠标把它们拖到图表里。还有，图表组件（对应 ＸＹ 两维数据）支
持两个 Ｙ 轴，两个 Ｘ 轴，多种线的类型，数据的位图，错误条显示等等。如果你下决心学习它，功
能真的很强大――我的感觉：你的鼠标点击要很注意按照要求来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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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２．２ ｇｎｕｍｅｒｉｃ
在 Ｘ 终端下很不错的电子表格程序，是 ＧＮＯＭＥ 的一部分，包含在标准的 ＲｅｄＨａｔ 的安装盘里
（ＲｅｄＨａｔ６．０ 或者更高的版本）。尽管还有不少地方需要完善，这个程序还是非常值得一用的。
Ｇｎｕｍｅｒｉｃ 还在积极的开发中，很有潜力在将来成为最出色的电子表格程序――它已经有很多内置
的函数，但是，最头痛的事情是，打印功能有些时候很不稳定。

６．２．３ ｋｓｐｒｅａｄ
ｋｓｐｒｅａｄ 是另外一个强烈推荐的电子表格程序。从 ＫＤＥ２．０ 之后一直是 ＫＤＥ（Ｋｏｆｆｉｃｅ）的一部分。不
过还不推荐在重要场合使用。Ｇｎｕｍｅｒｉｃ 和 ｋｓｐｒｅａｄ 的文件格式都是标准的 ＸＭＬ 文件（已经是标
准，属于下一代的增强的 ＨＴＭＬ），使用这个文件格式肯定是绝佳的新闻――如果你以前经常遇到
微软 ＥＸＣＥＬ 的文件格式不兼容问题。和 ＨＴＭＬ 一样，ＸＭＬ 对人类是易读的。因为电子表格文件是压
缩的，如果我要在终端上阅读该文件，我可以这样做：
ｚｌｅｓｓ ｍｙ＿ｇｎｕｍｅｒｉｃ＿ｆｉｌｅ．ｇｎｕｍｅｒｉｃ
以下是一个电子表格的文件尺寸比较（只包含一个公式，复制 １０，０００ 次），可以看出对人类易读
的文件格式并非一定得付出其他代价，而微软的 ＥＸＣＥＬ 文件格式里显然充满了太多没用的垃圾：
文件格式
Ｇｎｕｍｅｒｉｃ １．０９
Ｏｏｃａｌｃ １．０１
Ｋｓｐｒｅａｄ
ＭＳ ＥＸＣＥＬ
ＱｕａｔｔｒｏＰｒｏ ９ ｆｏｒ ＭＳ Ｗｉｎｄｏｗｓ

６．３

文件尺寸（ＢＹＴＥＳ）
２７，１３６
５７，７５６
９０，５６０
５４９，８８８
１５５，６４８

数据库

如果你是一个喜欢数据库的人，你会发觉 Ｌｉｎｕｘ 在这方面覆盖得很全面。
ｐｏｓｔｇｒｅＳＱＬ
一个功能强大的数据库，在 Ｍａｎｄｒａｋｅ 和 ＲｅｄＨａｔ 的安装光盘上有（免费，在 ＢＳＤ 许可证下无限制使
用）
ｍｙＳＱＬ
参见 ｈｔｔｐ：／／ｗｗｗ．ｍｙｓｑｌ．ｃｏｍ。通用公开许可证下的数据库，比 ｐｏｓｔｇｒｅＳＱＬ 简单和容易使用，功能
非常全面。受到很多数据库开发人员的青睐。和 ｐｏｓｔｇｒｅＳＱＬ 相似，ｍｙＳＱＬ 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个
人数据库，所以，可能要花点力气去学习。
除了以上，还有一些商用数据库免费提供给个人使用，比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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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ｙｂａｓｅ ｆｏｒ Ｌｉｎｕｘ：
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ｙｂａｓｅ．ｃｏｍ：８０／ｓｑｌｓｅｒｖｅｒ／ｌｉｎｕｘ／ａｓｅｌｉｎｕｘ＿ｉｎｓｔａｌｌ．ｈｔｍｌ
Ｉｎｔｅｒｂａｓｅ：
ｈｔｔｐ：／／ｗｗｗ．ｉｎｔｅｒｂａｓｅ．ｃｏｍ／ｄｏｗｎｌｏａｄｓ／ｐｒｏｄｕｃｔｓ．ｈｔｍｌ
Ｏｒａｃｌｅ ｆｏｒ Ｌｉｎｕｘ：
ｈｔｔｐ：／／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ｓ．ｏｒａｃｌｅ．ｃｏｍ／ｌｉｎｕｘ／ｉｎｄｅｘ＿ｌｉｎ．ｈｔｍ
关于Ｏｒａｃｌｅ ｆｏｒ Ｌｉｎｕｘ的信息帮助，参考：
ｈｔｔｐ：／／ｊｏｒｄａｎ．ｆｏｒｔｗａｙｎｅ．ｃｏｍ／ｏｒａｃｌｅ／ｉｎｄｅｘ．ｈｔｍｌ

６．４

ＣＡＤ

ＱＣＡＤ （ＧＰＬ）：
ｈｔｔｐ：／／ｗｗｗ．ｑｃａｄ．ｏｒｇ
（比较简单，但是对于小的画图或者学习很有用）
ＯＣＴＲＥＥ
ｈｔｔｐ：／／ｗｗｗ．ｏｃｔｒｅｅ．ｄｅ／ｈｔｍｌ／ｆｒａｍｅｓ／ｅｎｇ／ｆ＿ｏｃｔｒｅｅ．ｈｔｍ
（对于非商业用途，免费）
ＶａｒｉＣＡＤ
ｈｔｔｐ：／／ｗｗｗ．ｖａｒｉｃａｄ．ｃｏｍ／
（专有商用软件，１５天试用期版本可以免费下载，非常好的机械设计软件）
ＶＡＲＫＯＮ （ＬＧＰＬ）：
ｈｔｔｐ：／／ｗｗｗ．ｖａｒｋｏｎ．ｃｏｍ／
Ｍｉｃｒｏｓｔａｔｉｏｎ
ｈｔｔｐ：／／ｗｗｗ．ｍｉｃｒｏｓｔａｔｉｏｎ．ｃｏｍ／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ｐｒｏｄｕｃｔｓ／ｌｉｎｕｘ．ｈｔｍ
（专有商用软件， Ｍｉｃｒｏｓｔａｔｉｏｎ的专业版本，非常出色，比ＡｕｔｏＣＡＤ软件还要好）
还有一个软件叫做“ＬｉｎｕｘＣＡＤ”，不过，看起来实在不怎么样（不推荐使用）。

６．５

网络浏览器：Ｍｏｚｉｌｌａ， Ｋｏｎｑｕｅｒｏｒ ａｎｄ Ｌｙｎｘ

所有最新发行的 Ｌｉｎｕｘ 版本（２００２ 年 １１ 月以后）都包含主要的网络浏览器“Ｍｏｚｉｌｌａ”，在 Ｘ 终
端上输入命令：
ｍｏｚｉｌｌａ＆
这是一个绝对顶级的浏览器，你已经不会再要求更多了（除了速度可能要提高一些以外）。它是著
名的 ＮｅｔＳｃａｐｅ 浏览器的新生代。
其他的网络浏览器还有：基于 ＫＤＥ 的 ｋｃｏｎｑｕｅｒｏｒ 和 ｇａｌｅｏｎ。我一般使用 ｇａｌｅ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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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的 ＩＳＰ 的速度实在太慢，你可能会倾向于使用基于文本的网络浏览器：
ｌｙｎｘ
不要期望它看起来能和其他花里胡哨的图形界面下的网络浏览器一样――它是基于文本模式的。它
的好处是，稳定而且速度极快。最适合的场合：当你要快速浏览一个 ＨＴＭＬ 文件的时候。
在一些老版本的 Ｌｉｎｕｘ 上，你可能还装有一个 ４．ｘｘ 版本的 ＮｅｔＳｃａｐｅ 浏览器（“一个真实可靠的浏
览器”）。可以在 Ｘ 终端上使用以下命令运行它：
ｎｅｔｓｃａｐｅ＆
如果要编辑 ｈｔｍｌ 文件（包含这本指南），我一般使用 Ｍｏｚｉｌｌａ（所见即所得，浏览或者代码浏
览），或者 ｎｅｔｓｃａｐｅ，或者 ＷｅｂＭａｋｅｒ。

６．６

刻录 ＣＤ－Ｒ：ｃｄｒｅｃｏｒｄ 和 ｃｄｐａｒａｎｏｉａ
特别声明：
复制任何版权保护的介质是非法行为。不要在任何非法场合下使用以下指令。

介绍
刻录光盘以前的确很麻烦，但是最近我只要使用以下命令（ｒｏｏｔ 用户，在 Ｘ 终端上）：
ｘｃｄｒｏａｓｔ＆
如果你可以运行这个程序，那么我也可以。你就不需要读更多了。
也许 ｘｃｄｒｏａｓｔ 在你的系统上不能正常工作，那么以下这些我以前经常使用的步骤可能对你有用。
要特别注意的是，ｘｃｄｒｏａｓｔ 只是以下描述的这些命令的图形用户界面前端工具，如果这些命令在
你的系统上不能正常工作，那么 ｘｃｄｒｏａｓｔ 也不能正常工作。我的所有抱怨是，我那个号称
“１２ｘ８ｘ３２ｘ”ＣＤＲＷ，没有商标的便宜货可以以最高 １２ｘ 的速度写 ＣＤＲ 盘片，但是对于 ＣＤＲＷ 只能以
２ｘ 的速度读写（而不是号称的 ８ｘ），而刻录音乐 ＣＤ 的时候居然只能达到 １ｘ 的速度，不管我怎么配
置都白费力气。
设置
•

所有的设置必须要使用 ｒｏｏｔ 帐号。最新发行的版本（比如 ＲｅｄＨａｔ８．０）可能根本不需要设
置。

•

检查一下你的 ｂｏｏｔ 文件，看看是否你的 ｉｄｅ－ｓｃｓｉ 驱动器的这个参数已经传递给内核程序
“ｈｄｂ＝ｉｄｅ－ｓｃｓｉ”。需要的话，在以下文件里：
／ｅｔｃ／ｌｉｌｏ．ｃｏｎｆ

或者

／ｂｏｏｔ／ｇｒｕｂ／ｇｒｕｂ．ｃｏｎｆ （取决于你使用哪一个启动程序）

加入可选项“ｈｄｂ－ｉｄｅ－ｓｃｓｉ”，这样，文件中对应的行看起来如下：
ａｐｐｅｎｄ＝＂ｈｄｂ＝ｉｄｅ－ｓｃｓ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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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ｅｔｃ／ｌｉｌｏ．ｃｏｎｆ，在ｌｉｎｕｘｄ的ｉｍａｇｅ那一个部分）
ｋｅｒｎｅｌ ／ｂｏｏｔ／ｖｍｌｉｎｕｚ－２．４．７－１０ ｒｏ ｒｏｏｔ＝／ｄｅｖ／ｈｄａ６ ｈｄｂ＝ｉｄｅ－ｓｃｓｉ
（对应于／ｂｏｏｔ／ｇｒｕｂ／ｇｒｕｂ．ｃｏｎｆ）
如果你的ＣＤ刻录机不在“ｈｄｂ”（第一个ＩＤＥ接口的第二个驱动器），你可能需要自己做一
些调整。它让你的ＩＤＥ－ＡＴＡＰＩ ＣＤ刻录机在Ｌｉｎｕｘ系统里看起来象是一个ｓｃｓｉ设备（它其实不
是真的ｓｃｓｉ设备，而是ＩＤＥ设备，只不过假装成ｓｃｓｉ设备）。当／ｅｔｃ／ｌｉｌｏ．ｃｏｎｆ修改完成
后，运行一遍ｌｉｌｏ。对于ｇｒｕｂ，不需要重新运行。
•

追加ｌｏｏｐ设备如果这个设备文件不在你的／ｄｅｖ目录下，这不是硬性规定，但是如果你要刻
录数据ＣＤ，这个功能很不错。ｌｏｏｐ设备可以直接挂载一个ＣＤ映像文件（看起来好像已经是
文件系统的一部分）来检查ＣＤ的内容。当我完成ＲｅｄＨａｔ的安装后，ｌｏｏｐ设备并不在我的系
统上。所以我使用以下办法来自己追加它：
ｃｄ ／ｄｅｖ／
．／ＭＡＫＥＤＥＶ ｌｏｏｐ

•

确认需要的程序模块都已经被加载到系统内核里
ｌｓｍｏｄ
如果有必要，把以下这两行内容加入到文件 ／ｅｔｃ／ｒｃ．ｄ／ｒｃ．ｌｏｃａｌ，这样所以要求的内核模
块在计算机启动的时候都会被自动加载。
／ｓｂｉｎ／ｉｎｓｍｏｄ ｉｄｅ－ｓｃｓｉ
／ｓｂｉｎ／ｉｎｓｍｏｄ ｌｏｏｐ
这两个内核模块对于ＩＤＥ驱动器模拟ＳＣＳＩ设备，以及ｌｏｏｐ设备的支持是必须的。

•

检查，创建和修改设备文件 ／ｄｅｖ／ｃｄｒｏｍ，确保它指向正确的设备，大概如下：
ｌｓ －ｌ ／ｄｅｖ／ｃｄｒｏｍ
ｌｎ －ｓ ／ｄｅｖ／ｓｃｄ０ ／ｄｅｖ／ｃｄｒｏｍ

（如果有必要）

为什么要这样做的原因是，／ｄｅｖ／ｃｄｒｏｍ可能指到其他的ＩＤＥ设备上去了（比如，很有可能是
／ｄｅｖ／ｈｄｂ），既然你的ＣＤ刻录机已经在ｓｃｓｉ设备的模拟模式下，这个修改是必须的。
你可能想把／ｄｅｖ／ｃｄｗｒｉｔｅｒ也指到／ｄｅｖ／ｃｄｒｏｍ上，如下所示。但是如果只有一个ＣＤ驱动器就
没有必要。
ｌｎ －ｓ ／ｄｅｖ／ｃｄｗｒｉｔｅｒ ／ｄｅｖ／ｃｄｒｏｍ
•

为了使／ｅｔｃ／ｌｉｌｏ．ｃｏｎｆ的修改开始有效，重新启动计算机。检查一下ＣＤ刻录机是否能够正
常读取数据。

•

检查ｃｄｒｅｃｏｒｄ程序是否已经被安装，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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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ｄｒｅｃｏｒｄ –ｓｃａｎｂｕｓ
如果没有安装，可以从你经常使用的Ｌｉｎｕｘ下载网站（比如ｈｔｔｐ：／／ｗｗｗ．ｌｉｎｕｘｂｅｒｇ．ｃｏｍ／）
下载ｃｄｒｅｃｏｒｄ程序。接着安装源代码，编译，安装程序，然后创建一个连接指到可执行程
序上，这样启动程序的时候就简便多了。如果你可以找到一个＊．ｒｐｍ格式的文件，安装起来
就更简单了。
ｃｄ ／ｕｓｒ／ｌｏｃａｌ
ｔａｒ －ｘｖｚｆ ／ｔｈｅ＿ｐａｔｈ＿ｔｏ＿ｗｈｉｃｈ＿ｙｏｕ＿ｄｏｗｎｌｏａｄｅｄ／ｃｄｒｅｃｏｒｄ－１．６．１．ｔａｒ．ｇｚ
ｌｓ
ｃｄ ｃｄｒｅｃｏｒｄ－１．６．１
ｍａｋｅ
ｍａｋｅ ｉｎｓｔａｌｌ
ｌｓ ／ｏｐｔ／ｓｃｈｉｌｙ／ｂｉｎ／
ｌｎ －ｓ ／ｏｐｔ／ｓｃｈｉｌｙ／ｂｉｎ／＊ ／ｕｓｒ／ｌｏｃａｌ／
ｃｄｒｅｃｏｒｄ是一个用于刻录ＣＤ最实际好用的命令行工具。目前是有不少图形用户界面的ＣＤ刻
录程序，但是如果最底层的ｃｄｒｅｃｏｒｄ不能正常工作，这些工具都没有实际用处。我的建议
是，在适当时候使用命令行――这会让你更好理解它是如何工作的，而且更加稳定和灵
活。如果你需要制造ＣＤ的封面，安装和使用基于通信用户界面的前端程序当然更好一些，
也使原来学习Ｗｉｎｄｏｗｓ的用户更方便上手。
•

看看你的ＣＤ刻录机是否已经被系统识别，如果是，应该在输入以下命令后显示出来：
ｃｄｒｅｃｏｒｄ –ｓｃａｎｂｕｓ

制作数据ＣＤ
先创建一个ＣＤ映像文件包含你要刻录的数据：
ｍｋｉｓｏｆｓ －ｒ －ｏ ｃｄ＿ｉｍａｇｅ ｉｎｐｕｔ＿ｄａｔａ＿ｄｉｒｅｃｔｏｒｙ
以上命令将产生一个ＩＳＯ－９６６０格式的（ＩＳＯ标准的９６６０类型文件系统）文件，该文件包含所
有在ｉｎｐｕｔ＿ｄａｔａ＿ｄｉｒｅｃｔｏｒｙ目录下的所有文件，这时，这个文件只是在硬盘上的一个普通
文件。这个文件就是我制作ＣＤ要用到的一个映像文件。可选项－ｏ指示接下来的一个参数是
输出文件的文件名。参赛－ｆ激活ＩＳＯ协议的“Ｒｏｃｋ Ｒｉｄｇｅ”扩展，这样，文件的属性能够被
存储下来，而且所有的文件设置成可读（所有用户可读，不仅仅是文件的拥有者）。文件
名被缩减成８．３ ＤＯＳ文件名（８个字符文件名，３个字符扩展名）格式（尽管Ｌｉｎｕｘ支持的
ＩＳＯ－９６６０“Ｒｏｃｋ Ｒｉｄｇｅ”扩展，它也可以保留所有的文件的权限和全文件名），这是让这
个文件系统可以跨平台（ＤＯＳ， Ｗｉｎｄｏｗｓ， Ｌｉｎｕｘ， Ｕｎｉｘ等等）使用的办法，对用户来说也更
方便一些。
输入数据目录ｉｎｐｕｔ＿ｄａｔａ＿ｄｉｒｅｃｔｏｒｙ下的文件可以从系统中的不同目录产生一个标志链
接，然后再合并起来（因为不需要复制数据，可以节约硬盘空间）。如果你决定这样做，
你必须使用参赛 –ｆ 告诉命令ｍｋｉｓｏｆｓ允许使用标志链接，
ｍｋｉｓｏｆｓ －ｒ －ｆ －ｏ ｃｄ＿ｉｍａｇｅ ｉｎｐｕｔ＿ｄａｔａ＿ｄｉｒｅｃｔｏｒｙ＿ｃｏｎｔａｉｎｉｎｇ＿ｓｙｍｌｉｎｋｓ
你可能想要通过把ＣＤ映像文件挂载到ｌｏｏｐ设备上来检查ＣＤ的内容，使用以下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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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ｏｕｎｔ －ｔ ｉｓｏ９６６０ ／ｄｅｖ／ｌｏｏｐ０ ｃｄ＿ｉｍａｇｅ ／ｍｎｔ／ｃｄｒｏｍ
［ 现在文件的内容应该出现再目录／ｍｎｔ／ｃｄｒｏｍ下面 ］
ｃｄ ／ｍｎｔ／ｃｄｒｏｍ
［ 通过ｌｏｏｐ设备检查文件的内容 ］
•

如果以上一切正常，你可以开始刻录你的数据ＣＤ了
ｃｄｒｅｃｏｒｄ –ｖ ｓｐｅｅｄ＝８ ｄｅｖ＝０，０，０ –ｄａｔａ ｃｄ＿ｉｍａｇｅ
“ｄｅｖ＝”的第一个数字表示ｓｃｓｉ的总线号（第一条总线０，第二条总线１， 依此类推），第
二个数字表示在该ｓｃｓｉ总线上的设备号（从０到７），第三个数字表示ｓｃｓｉ设备的ｌｕｎ号码
（一般是０）。你必须知道确切的号码，前面两个数字可以通过运行“ｃｄｒｅｃｏｒｄ －ｓｃａｎｂｕｓ”
来获得，第三个数字总是“０”。确认你使用了正确的数字，否则你可能写到错误的设备上
毁坏你的数据。
在刻录ＣＤ－Ｒ的时候，尽量避免运行一些ＣＰＵ资源消耗很大的任务（比如在硬盘上删除或者创
建一个很大的文件），否则可能会中途出错。象我那老版本的ＲｅｄＨａｔ６．２，在我刻录ＣＤ的时
候，不允许我运行任何任务。
类似的做法，我也可以把因特网上下载下来的ＣＤ ＩＳＯ映像文件刻录到ＣＤ上。比如：
（Ｄｅｂｉａｎ的ＦＡＱ里）刻录一个映像文件“ｂｉｎａｒｙ－ｉ３８６－１．ｉｓｏ”的推荐做法是：
ｎｉｃｅ －－１８ ｃｄｒｅｃｏｒｄ －ｅｊｅｃｔ －ｖ ｓｐｅｅｄ＝２ ｄｅｖ＝０，６，０ －ｄａｔａ －ｐａｄ ｂｉｎａｒｙ－ｉ３８６－１．ｉｓｏ
这个命令指定以优先级别１８（很高的任务级别）的运行ＣＤ刻录程序，可以减少发生错误的
可能性。

制作音乐ＣＤ
•

在刻录ＣＤ之前，必须确认音轨文件是以下文件格式之一：＊．ｃｄｒ（我猜可能就是＊．ｃｄｄａ．ｒａｗ
的格式）， ＊．ｗａｖ（音频文件）和＊．ａｕ。

•

ｓｏｘ应用程序可以在不同的声音文件进行互相转换（ｓｏｘ可以识别很多不同的声音文件格
式）。举例，我可以把“＊．ｗａｖ”文件转换成“ ＊．ｃｄｒ”文件：
ｓｏｘ ｍｙ＿ｆｉｌｅ．ｗａｖ ｍｙ＿ｆｉｌｅ．ｃｄｒ
你不需要手工做文件格式转换 – ｃｄｒｅｃｏｒｄ直接支持 ＊．ｗａｖ 和 ＊．ａｕ 格式（它会自动把
＊．ｗａｖ 文件和 ＊．ａｕ 文件转换成 ＊．ｃｄｒ 文件）。这个非常方便，因为音频文件一般来说比
较大。

•

音乐ＣＤ不包含任何文件系统，按“原始数据”格式存储。这意味着你不能挂载一个音乐
ＣＤ。还有，每个音轨都是单独存储的，看起来更像是ＣＤ上的不同分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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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要把音乐ＣＤ上的内容写到硬盘上的对应文件里（典型的文件格式比如＊．ｒａｗ或者
＊．ｗａｖ），你需要一个“ＣＤ刮写工具”。一个常见的程序是“ｃｄｐａｒａｎｏｉａ”。
如果ｃｄｐａｒａｎｏｉａ没有安装，你可以自己下载安装：
ｃｄ ／ｕｓｒ／ｌｏｃａｌ
ｔａｒ －ｘｖｚｆ ／ｔｈｅ＿ｐａｔｈ＿ｔｏ＿ｗｈｉｃｈ＿ｙｏｕ＿ｄｏｗｎｌｏａｄｅｄ／ｃｄｐａｒａｎｏｉａ－ＩＩＩ－ａｌｐｈａ９．６．ｓｒｃ．ｔｇｚ
ｌｓ
ｃｄ ｃｄｐａｒａｎｏｉａ－ＩＩＩ－ａｌｐｈａ９．６
．／ｃｏｎｆｉｇｕｒｅ
ｍａｋｅ
ｍａｋｅ ｉｎｓｔａｌｌ
从音乐ＣＤ上“刮写”第一个音轨，我可以使用：
ｃｄｐａｒａｎｏｉａ １
该命令将在当前目录下生成一个叫做“ｃｄｄａ．ｗａｖ”的音频文件。
如果要“刮写”第一和第二个音轨存为“原始数据”格式，使用命令：
ｃｄｐａｒａｎｏｉａ －Ｂ －ｐ ＂１－２＂
可选项 －Ｂ 指示使用批处理模式（ｂａｔｃｈ ｍｏｄｅ），这样每个音轨都会存放在不同的文件里
（这可能是你真正想要的，否则所有音轨都被放到同一个输出文件里）。可选项 －ｐ 指示输
出使用“原始数据”格式。对应的文件名是：ｔｒａｃｋ１．ｃｄｄａ．ｒａｗ， ｔｒａｃｋ２．ｃｄｄａ．ｒａｗ。
以下命令按４ｘ的速度“刮写”所有的音轨，每个音轨存为不同的＊．ｗａｖ文件：
ｃｄｐａｒａｎｏｉａ －Ｓ ４ －Ｂ ＂１－＂
注意你有足够的硬盘空间。如果你设置双系统启动，你也可以使用ＤＯＳ上的分区。

•

如果要写音频文件到ＣＤ－Ｒ（Ｗ）上，我可以使用：
ｃｄｒｅｃｏｒｄ －ｖ ｓｐｅｅｄ＝８ ｄｅｖ＝０，０，０ －ｐａｄ －ｄａｏ －ａｕｄｉｏ ｔｒａｃｋ＊

•

有些音乐ＣＤ在各个音轨之间没有间隔。要复制这种类型的ＣＤ，最好使用工具“ｃｄｒｄａｏ”。
ｃｄｒｄａｏ ｒｅａｄ－ｃｄ －－ｄｅｖｉｃｅ ０，０，０ －－ｂｕｆｆｅｒｓ ６４ －－ｄｒｉｖｅｒ ｇｅｎｅｒｉｃ－ｍｍｃ－ｒａｗ －－ｒｅａｄ－ｒａｗ
ｔｏｃ－ｆｉｌｅ．ｔｏｃ

•

把以上刚生成的文件刻录到ＣＤ上，可以使用：
ｃｄｒｄａｏ ｗｒｉｔｅ －－ｄｅｖｉｃｅ ０，０，０ －－ｂｕｆｆｅｒｓ ６４ －－ｄｒｉｖｅｒ ｇｅｎｅｒｉｃ－ｍｍｃ －－ｓｐｅｅｄ １２ ｔｏｃ－
ｆｉｌｅ．ｔｏ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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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要注意的是ＣＤＲＷ（支持多次读写）盘片。有些家用音响不能播放ＣＤＲＷ的盘片。比如我家里
的ＪＶＣ播放机就不能播放用ＣＤＲＷ刻录的音乐。ＣＤＲＷ比较适合于存放数据而不适合存放音乐
（除非我只想在我的计算机上播放这些盘片）。

创建混合模式的ＣＤ
创建混合模式的ＣＤ（通常指的是同时包括据数据和音乐的ＣＤ，比较常见的是游戏ＣＤ）不是什
么很难的事情，举例如下：
ｍｏｕｎｔ －ｔ ｉｓｏ９６６０ ／ｄｅｖ／ｃｄｒｏｍ ／ｍｎｔ／ｃｄｒｏｍ
（挂载混合模式ＣＤ的数据部分）
ｍｋｉｓｏｆｓ －ｒ －ｏ ｃｄ＿ｉｍａｇｅ ／ｍｎｔ／ｃｄｒｏｍ
（把ＣＤ上数据做成是ＩＳＯ系统文件）
ｕｍｏｕｎｔ ／ｍｎｔ／ｃｄｒｏｍ
（卸载ＣＤ）
ｃｄｐａｒａｎｏｉａ －Ｂ ＂２－＂
（从音乐ＣＤ上“刮写”除了第一道音轨之外的所有音轨，因为第一个音轨要用来存放数据）
ｃｄｒｅｃｏｒｄ －ｖ ｓｐｅｅｄ＝２ ｄｅｖ＝０，０，０ －ｄａｔａ ｃｄ＿ｉｍａｇｅ －ａｕｄｉｏ ｔｒａｃｋ＊
（把数据和音乐一个接一个的写到光盘上）

ＣＤ复制
绝大部分的ＣＤ都可以使用以上方法把数据或者音乐复制到硬盘上。但是有些ＣＤ却不行。
举个例子，以下这些ＣＤ必须用特殊的办法来处理：可自启动的ＣＤ（比如Ｌｉｎｕｘ的安装光
盘），要求标签的ＣＤ，有数据错误的ＣＤ盘片等。对于数据ＣＤ，我一般使用以下命令做一个
备份：
ｄｄ ｉｆ＝／ｄｅｖ／ｃｄｒｏｍ ｏｆ＝ｃｄ＿ｉｍａｇｅ
ｃｄｒｅｃｏｒｄ －ｖ ｓｐｅｅｄ＝２ ｄｅｖ＝１，０，０ －ｄａｔａ ｃｄ＿ｉｍａｇｅ
第一条命令： ｄｄ复制所有输入文件（在这个例子里是／ｄｅｖ／ｃｄｒｏｍ）到硬盘上的一个输出文
件上（在这个例子里， 文件存放在当前的目录下，文件名是ｃｄ＿ｉｍａｇｅ）。
第二条命令： ｃｄｒｅｃｏｒｄ复制文件上面产生的文件“ｃｄ＿ｉｍａｇｅ”到一张空白的ＣＤ上。
对于有数据错误的ＣＤ，你可以尝试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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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ｄ ｃｏｎｖ＝ｎｏｅｒｒｏｒ，ｎｏｔｒｕｎｃ ｉｆ＝／ｄｅｖ／ｃｄｒｏｍ ｏｆ＝ｃｄ＿ｉｍａｇｅ
ｃｄｒｅｃｏｒｄ －ｖ ｓｐｅｅｄ＝２ ｄｅｖ＝１，０，０ －ｄａｔａ ｃｄ＿ｉｍａｇｅ
可选项“ｃｏｎｖ＝ｎｏｅｒｒｏｒ，ｎｏｔｒｕｎｃ”指定潜在的读盘错误将被忽略，出错的文件不要截断。
对于音乐ＣＤ，我使用以下命令：
ｃｄｐａｒａｎｏｉａ －Ｂ ＂１－＂
（把音乐ＣＤ所有音轨刮写到当前目录下，对应的音频文件的名称是ｔｒａｃｋ０１．ｃｄｄａ．ｗａｖ，
ｔｒａｃｋ０２．ｃｄｄａ．ｗａｖ…）
ｃｄｒｅｃｏｒｄ －ｖ ｓｐｅｅｄ＝２ ｄｅｖ＝１，０，０ －ａｕｄｉｏ ｔｒａｃｋ＊
（把所有的音频文件刻录到ＣＤ上，每个音轨之间的时间间隔是２秒）
如果要以最准确的方法复制ＣＤ， ｃｄｒｅｃｏｒｄ手册的建议如下：
ｃｄｄａ２ｗａｖ －ｖ２５５ －Ｄ２，０ －Ｂ –Ｏｗａｖ
ｃｄｒｅｃｏｒｄ －ｖ ｄｅｖ＝２，０ －ｄａｏ －ｕｓｅｉｎｆｏ ＊．ｗａｖ
如果要复制一张混合模式的ＣＤ，使用：
ｄｄ ｉｆ＝／ｄｅｖ／ｃｄｒｏｍ ｏｆ＝ｃｄ＿ｉｍａｇｅ
（当数据部分结束，音轨部分开始的时候，ｄｄ命令会有一个错误信息，这个错误是意料之
中，不会造成什么没有问题）
ｃｄｐａｒａｎｏｉａ －Ｂ ＂２－＂
（“刮写”音乐ＣＤ上除了第一道音轨以外的所有音轨，因为第一道上面存放的数据内容）
ｃｄｒｅｃｏｒｄ －ｖ ｓｐｅｅｄ＝２ ｄｅｖ＝１，０，０ －ｄａｔａ ｃｄ＿ｉｍａｇｅ －ａｕｄｉｏ ｔｒａｃｋ＊
（再把所有的数据和音频文件一个接一个的写道ＣＤ上）

可多次复写的ＣＤ（ＣＤＲＷ，Ｒｅ－ｗｒｉｔａｂｌｅ ＣＤｓ）
ＣＤＲＷ的处理和普通的ＣＤＲ（ｗｒｉｔｅ－ｏｎｃｅ ＣＤ，只能写一次）没有什么很大的区别。但是在你
使用之前，必须把它变成“清洗”成空白的盘片：
ｃｄｒｅｃｏｒｄ －ｖ ｓｐｅｅｄ＝２ ｄｅｖ＝１，０，０ ｂｌａｎｋ＝ｆａｓｔ
关于如何“清洗”ＣＤＲＷ盘片，使用命令：
ｃｄｒｅｃｏｒｄ ｂｌａｎｋ＝ｈｅｌｐ
举个例子，以下“清洗盘片”的命令在我的计算机上大概要运行半小时，但是如果没有什
么敏感数据在上面，也不是非要这样做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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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ｄｒｅｃｏｒｄ ｄｅｖ＝０，０，０ ｂｌａｎｋ＝ｄｉｓｋ
还有，要记得一些老的音响设备不能播放ＣＤ－Ｒ刻录的音乐。

简化一些冗长的命令
要简化在使用ｃｄｒｅｃｏｒｄ（或者ｃｄｒｄａｏ）冗长的命令，我可以使用把以下一行内容加入道文
件 ／ｅｔｃ／ｂａｓｈｒｃ里：
ａｌｉａｓ ｃｄｒｅｃｏｒｄ＝＂ｃｄｒｅｃｏｒｄ －ｖ ｓｐｅｅｄ＝２ ｄｅｖ＝１，０，０＂
重新登录后使得／ｅｔｃ／ｂａｓｈｒｃ开始有效。然后，我就可以使用以下短得多的命令 （不需要老
是指定ＣＤ刻录机的速度和设备的名字）：
ｃｄｒｅｃｏｒｄ －ａｕｄｉｏ ｔｒａｃｋ＊

６．７

使用 ｇｎｕｐｌｏｔ 自动画图

ｇｎｕｐｌｏｔ 是一个可以根据数据或者数学公式自动产生图表的非常号的工具。对于交互的图形生成，
我比较喜欢电子表格。如果你根据“模板”从大量的数据里生成可视化图形，在这个过程中需要不
断进行调整，对于不那么流行的 ｇｎｕｐｌｏｔ 可能会有点不那么顺手。ｇｎｕｐｌｏｔ 有很多灵活的特性，但
是需要时间去学习。设计一个复杂的图形模板有些时候要花掉我两小时的时间（但是可以接受，因
为模板可以在以后重复使用）。最好的办法是启动 ｇｎｕｐｌｏｔ， 然后在“ｇｎｕｐｌｏｔ＞”的提示符下，输
入“ｈｅｌｐ”。ｇｎｕｐｌｏｔ 在 Ｌｉｎｕｘ 和 Ｗｉｎｄｏｗｓ 下都有效。
我的数据存放在文本文件（ＡＳＣＩＩ， ＊．ｄａｔ）里。我的“图形模板”存放在ｇｎｕｐｌｏｔ“命令”文件里
（＊．ｇｎｕ）。输出将会输出道图形文件里（＊．ｐｎｇ），该图形文件可以被打印或者输出道其他的字处
理软件里。
以下是一个从命令文件“ｍａｋｅ＿ｇｒａｐｈｓ．ｇｎｕ”产生图形输出的例子，运行命令：
ｇｎｕｐｌｏｔ ｍａｋｅ＿ｇｒａｐｈｓ．ｇｎｕ
显示输出结果，我可以输入（在 Ｘ 终端）：
ｄｉｓｐｌａｙ ｍｙ＿ｇｒａｐｈ．ｐｎｇ
用于生成两维图形的文件 ＂ｍａｋｅ＿ｇｒａｐｈｓ．ｇｎｕ＂例子 如下页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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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开头的都是注释行
＃ 给图形打上日期和时间戳
ｓｅｔ ｔｉｍｅｓｔａｍｐ ＂％Ｙ－％ｍ－％ｄＴ％Ｔ％ｚ＂
＃ 以下设置图形的解析度（缺省值１００）
ｓｅｔ ｓａｍｐｌｅｓ ６００
＃ 把输出存为一个 ＊．ｐｎｇ的文件，并设置为彩色
ｓｅｔ ｏｕｔｐｕｔ ＂ｍｙ＿ｐｌｏｔ．ｐｎｇ＂
ｓｅｔ ｔｅｒｍｉｎａｌ ｐｎｇ ｃｏｌｏｒ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ｉｎｇ ｔｅｒｍｉｎａｌｓ： ｐｎｇ， ｘ１１， ｐｏｓｔｓｃｒｉｐｔ， ｐｏｓｔｓｃｒｉｐｔ ｅｐｓ， ｈｐｇｌ
ｓｅｔ
ｓｅｔ
ｓｅｔ
ｓｅｔ
ｓｅｔ
ｓｅｔ
ｓｅｔ
ｓｅｔ
ｓｅｔ
ｓｅｔ
ｓｅｔ
ｓｅｔ
ｓｅｔ
ｓｅｔ
ｓｅｔ

ｔｉｔｌｅ ＂Ｍｙ Ｇｒａｐｈ＂
＃
ｘｌａｂｅｌ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ｍ］＂
＃
ｘ２ｌａｂｅｌ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ｆｅｅｔ］＂ ＃
ｙｌａｂｅｌ ＂ｓｉｎ ｍｅｔｅｒｓ＂
＃
ｙ２ｌａｂｅｌ ＂ｌｏｇ ｆｅｅｔ＂
＃
ｘｔｉｃｓ
＃
ｘ２ｔｉｃｓ； ｓｅｔ ｙｔｉｃｓ； ｓｅｔ ｙ２ｔｉｃｓ
ｍｙｔｉｃｓ
＃
ｘｒａｎｇｅ ［０：１５］
＃
ｘ２ｒａｎｇｅ ［０：１５．０／０．３０５］
＃
ｙｒａｎｇｅ ［＊：＊］
＃
ｙ２ｒａｎｇｅ ［＊：＊］
＃
ｎｏｌｏｇｓｃａｌｅ
＃
ｎｏｇｒｉｄ
＃
ｋｅｙ ｏｕｔｓｉｄｅ
＃

设置图形的标题
设置ｘ轴的第一个标题（底部）
设置ｘ轴的第二个标题（顶部）
设置ｙ轴的第一个标题（左侧）
设置ｙ轴的第二个标题（右侧）
控制坐标轴上的刻度
＃ 同一行上的命令可以使用“；”来分隔
设置坐标轴上的最小值，这里我把它加到ｙ轴上
在ｘ轴上的数值范围
把“米”制量度转化成“英尺”
＂＊＂ 设置数值范围为自动
设置ｙ轴的第二个数值范围（右侧）
控制画图的类型，缺省是线性
或者 ＂ｓｅｔ ｇｒｉｄ＂， 设置不画格子，缺省是ｎｏｇｒｉｄ
或者 ＂ｓｅｔ ｎｏｋｅｙ＂，设置标注的位置

＃ 以下的行使用４个不同的系列生成图形：
ｐｌｏｔ ｓｉｎ（ｘ） ａｘｅｓ ｘ１ｙ１， ｌｏｇ（ｘ） ａｘｅｓ ｘ２ｙ２， ＂ｄａｔａ．ｄａｔ＂ ｕｓｉｎｇ １：２， ＼
＂ｄａｔａ．ｄａｔ＂ ｕｓｉｎｇ １：３
＃ 比较长的行可以使用“＼”来分隔
＃ 第三个系列使用数据文件里的第一和第二列数据
＃ 第四个图形从数据文件里采用第三列的数据和第一列的数据做对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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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７ 部分： Ｌｉｎｕｘ 一些高级应用
Ｌｉｎｕｘ 新手管理员指南（中文版）
ＬＩＮＵＸ ＮＥＷＢＩＥ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ＯＲ ＧＵＩＤＥ （Ｓｉｍｐｌｉｆｉｅｄ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Ｖｅｒｓｉｏｎ）
中文版本 １．０ 由幻影快递 Ｌｉｎｕｘ 小组（ＳＬＴ－Ｓｈａｄｏｗｆａｘ Ｌｉｎｕｘ Ｔｅａｍ） 翻译整理
Ｌｉｎｕｘ Ｎｅｗｂｉｅ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ｏｒ 英文原版版权所有：Ｐｅｔｅｒ ａｎｄ Ｓｔａｎ Ｋｌｉｍａｓ．
ｈｔｔｐ：／／ｓｕｎｓｉｔｅ．ｄｋ／Ｌｉｎｕｘ－ｎｅｗｂｉｅ
中文版本版权所有：幻影快递 Ｌｉｎｕｘ 小组 ＳｈａｄｏｗｆａｘＬｉｎｕｘ＠ｈｏｔｍａｉｌ．ｃｏｍ

本章内容：
７．１ ＬＩＮＵＸ 高级文本处理工具：
ｂａｎｎｅｒ， ｓｃｒｉｐｔ， ｅｍａｃｓ， ｖｉ， ｎａｎｏ， ｄｉｆｆ， ｐａｔｃｈ， ｇｒｅｐ， ｒｅｇｕｌａｒ＿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ｓ， ｓｅｄ，
（ｇ）ａｗｋ， ｃｖｓ， ｓｏｒｔ 和 ａｓｃｉｉ， ｇｐｇ（ｐｇｐ）， …
７．２ ＬＩＮＵＸ 下的简单编程：
ｐｅｒｌ， ｐｙｔｈｏｎ， ｔｃｌ／ｔｋ／ｗｉｓｈ， ｃ／ｃ＋＋， ｋｄｅｖｅｌｏｐ， ｇｌａｄｅ， ｒｕｂｙ， ｇ７７， …
７．３ 数学工具：
ｄｃ， ｂｃ 和“普通”计算器， ｓｃｉｌａｂ， 命令行上的随机字符产生
７．４ 其它：
ｗｉｎｅ， ＲＡＩＤ ｄｉｓｋ ｔｏｏｌｓ，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ｔｒａｆｆｉｃ ｓｈａｐｉｎｇ

简介：
本章包含的命令对于新手来说都不是最重要的，但是如果你花时间去学它们的话， 你会获得许多
乐趣和创意。除此之外，它们也很富有教育意义，因为 ＬＩＮＵＸ 是一个很好的学习平台。ＬＩＮＵＸ 上有
很多的免费程序，在你的系统上有一些可能会找不到，这取决于你所安装系统的版本。你总可以用
ｇｏｏｇｌｅ 查到他们的网站然后把他们下载下来。

７．１

ＬＩＮＵＸ 高级文本处理工具

／ｕｓｒ／ｇａｍｅｓ／ｂａｎｎｅｒ –ｗ７９ “Ｈａｐｐｙ Ｂｉｒｔｈｄａｙ， Ｍａｒｉｅ” ＞ ｍａｒｉｅ．ｔｘｔ
生成一个宽度为 ７９ 个字符的 ＡＳＣＩＩ 码“ｂａｎｎｅｒ”。结果输出到一个名为“ｍａｒｉｅ．ｔｘｔ”的文件中。
这是一个有趣的老式的工具。另一个用于 ＡＳＣＩＩ 码文本显示效果的工具是 ｆｉｇｌｅｔ。例如：ｆｉｇｌｅｔ
“Ｆｕｎｎｙ！” 在我的终端上将显示如下：（我经常使用固定大小的字体来显示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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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ｓｃｒｉｐｔ
记录文本终端上当前会话的显示信息到一个名为“ｔｙｐｅｓｃｒｉｐｔ”（缺省文件名）的文本文件。按
ｅｘｉｔ 或＜Ｃｔｒｌ＞ｄ 终止记录。
ｅｍａｃｓ＆
（在 Ｘ 终端）ｅｍａｃｓ 文本编辑器。高级的复杂的文本编辑器。好象只适用于大师：“ｅｍａｃｓ 不仅只
是一个编辑器，它还是生活的一种方式”。Ｅｍａｃｓ 绝对可以说是功能非常丰富亦或者是功能过于膨
涨的，这完全取决于个人的观点。通常你的系统上安装了 ３ 个版本的 ｅｍａｃｓ。（１）纯文本：在一
个文本终端（非 Ｘ 终端）敲 ｅｍａｃｓ 命令（我会尽量避免这种情况以防惹火上身）；（２）图形方
式：在 Ｘ 终端上敲 ｅｍａｃｓ 命令（相当有用，即使是新手，只要你花时间去学）；（３）Ｘ－ｗｉｎｄｏｗｓ
模式：在 Ｘ 终端敲“ｘｅｍａｃｓ”。
ｖｉ
著名的或者是臭名昭著的文本编缉器（绝对不推荐新手使用）。退出 ｖｉ（不保存修改）要敲 ５ 个
字符：＜ＥＳＣ＞：ｑ！＜Ｅｎｔｅｒ＞ 我用“ｋａｔｅ＆”（在 Ｘ 系统下）或者“ｐｉｃｏ”（命令行）或者“ｎａｎｏ”
（命令行）文本编缉器，从来不用 ｖｉ（除非我不得不 ｕｎｍｏｕｎｔ ／ｕｓｒ 子系统来修改／编辑一些配置
文件，那么 ｖｉ 是唯一可用的编缉器）。另一方面，现在的 ＬＩＮＵＸ 发行版本都使用 ｖｉｍ（＝“ｖｉ
ｉｍｐｒｏｖｅｄ”）来替代 ｖｉ。Ｖｉｍ 在某些方面要优于原来的 ｖｉ。Ｖｉ 也有图形界面的版本（在 Ｘ 终端上
敲 ｇｖｉｍ）。下面是我看到的对于批评 ｖｉ 界面不“直观”的一个回答：“只有奶嘴是直观的，剩下
的都必须去学习”（许多 ＭＳ ＷＩＮＤＯＷＳ 上的应用都属于“直观”的界面）
专家们很喜欢 ｖｉ，但 ｖｉ 确实很难，除非你经常用它。这里有一个老手对 ｖｉ 的看法
（ｈｔｔｐ：／／Ｌｉｎｕｘｔｏｄａｙ．ｃｏｍ／ｓｔｏｒｉｅｓ／１６６２０．ｈｔｍｌ）：
“我一开始接触 ｖｉ 是 １９８８ 年，我很讨厌它。那时我是学校的一名新生。。。ｖｉ 看上去太古朴，
复杂并且不能被容忍。。。现在已是十二年后了，我喜欢 ｖｉ，事实上它现在几乎是我唯一使用的
编辑器。为何有这种改变呢？我实际上也一直在学用 ｖｉ，现在我已觉得 ｖｉ 确实是一个强大，功能
齐全和适用范围很广的编辑器”
如果你想玩一下的话，你也许可以试一下更古老的行编辑工具 ｅｄ（只需在命令行上打 ｅｄ 即可）．
类似这样的工具，尽管不“方便“做交互使用，但是对要在一个程序里对文件进行操作还是很有用
的。
下面简短地介绍一下 ｖｉｍ（＝“ｖｉｓｕａｌ ｅｄｉｔｏｒ ｉｍｐｒｏｖｅｄ”），它是 ｖｉ 的 Ｌｉｎｕｘ 现代版，象一般
新手 ｖｉ 只是用来救急，因为有时 ｖｉ 只是我们唯一可用的编辑器。关于 ｖｉ，很重要的一点是 ｖｉ 是
一个“多态“的编辑器。例如，它有一些操作模式，用户在使用时必须要互相切换。下面是一个速
查手册，４ 条最重要的命令用粗体表示。
模式切换的命令：
键

进入模式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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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令模式

（从编辑模式返回命令模式）

ｉ
“插入” 编辑模式
（在当前光标前开始插入）
在命令模式下不要按其它键。命令模式下还有更多的命令和模式！
复制，剪切和粘贴（在命令模式下）：
ｖ
开始标记文本。然后，移动光标
ｙ
复制被标记的文本
ｘ
剪切被标记的文本
ｐ
粘贴被剪切或复制的文本
保存和退出（从命令模式）：
：ｗ
写入（＝存入）
：ｗ ｆｉｌｅｎａｍｅ 写入文件名为“ｆｉｌｅｎａｍｅ”的指定文件
：ｘ
存入并退出
：ｑ
退出（如果你不对你修改过的文本存盘，你将不会由此退出。）
：ｑ！ 退出不论是否对文本进行了修改。（在你退出时你不会得到要你存盘的提
示。）
ｎａｎｏ
这是一个全新的 ＧＮＵ 用来代替 ｐｉｃｏ 的版本，看上去和工作时几乎和 ｐｉｃｏ 一样，但它较小而且更
好。它也是属于人们所期待的 Ｌｉｎｕｘ 特许软件（例如，它选用公共许可证，ＧＰＬ）。它没有包括在
ＲＨ７．０ 或 ＭＤＫ７．０ 里，希望它能很快被加入进来。
ｋｈｅｘｅｄｉｔ
（在 Ｘ 终端里）一个简单的 １６ 进制码文件编辑器。还有令外一个 １６ 进制码文件编辑器叫 ｈｅｘｅｄｉｔ
（它是基于文本的，界面不是很友好）。１６ 进制码文件编辑器是用于编辑二进制码文件（非 ＡＳＣＩＩ
或简单文本）的工具。
ｄｉｆｆ ｆｉｌｅ１ ｆｉｌｅ２ ＞ｐａｔｃｈｆｉｌｅ
比较两个文件并列出不同，结果存入名为“ｐａｔｃｈｆｉｌｅ”的文件。
ｓｄｉｆｆ ｆｉｌｅ１ ｆｉｌｅ２
并排比较两个文本文件的不同，并把结果输出到“标准输出”，通常都是屏幕。
ｐａｔｃｈ ｆｉｌｅ－ｔｏ－ｐａｔｃｈ

ｐａｔｃｈｆｉｌｅ

把叫做 ｐａｔｃｈｆｉｌｅ 的补丁文件（由 ｄｉｆｆ 命令产生，含有两个文件不同点的文件）加载到文件名
ｆｉｌｅ＿ｔｏ＿ｐａｔｃｈ 中。如果补丁文件由上面的 ｄｉｆｆ 命令格式生成，我会用：
ｐａｔｃｈ ｆｉｌｅ１ ｐａｔｃｈｆｉｌｅ

ｆｉｌｅ１ ， 来把 ｆｉｌｅ１ 变成 ｆｉｌｅ２．

ｇｒｅｐ 过虑器
在文本文件里搜索需要匹配的模版，这个命令的基本用法是绝对值得去掌握的。
一个简单的例子。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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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ａｔ ＊ ｜ ｇｒｅｐ ｍｙ＿ｗｏｒｄ ｜ｍｏｒｅ
将在当前目录下所有文件（文件名以园点开头的除外）里搜索，将文件里含有“ｍｙ＿ｗｏｒｄ”字符串
的行一行行地显示在屏幕上。
下面是一个完成同样功能，但更加简练的命令：
ｇｒｅｐ ｍｙ＿ｗｏｒｄ ＊ ｜ ｍｏｒｅ
模版是由“正则表达式”表式，正则表达式是一种强有力和标准的表示方法。
还有一种是“递归”的 ｇｒｅｐ，叫做 ｒｇｒｅｐ． 它会搜索所有当前目录和当前目录下的所有子目录里的
文件，检查是否有文本和模版 ｍｙ＿ｗｏｒｄ 匹配，并打印出和模版匹配的文本所在相应行。
ｒｇｒｅｐ –ｒ ｍｙ＿ｗｏｒｄ ． ｜ ｍｏｒｅ
正则表达式（ｒｅｇｅｘｐｒ）
正则表达式用于在搜索和替换等操作中进行模式匹配。它们总是和一些实用工具（例如：ｇｒｅｐ，
ｓｅｄ 等）以及程序语言（例如：ｐｅｒｌ）一起使用。Ｓｈｅｌｌ 命令 ｄｉｒ，就使用了一点正则表达式（下
面会提到具体的主要区别）。以下简短的归纳了几乎所有标准正则表达式的特点：
在正则表达式里，大部份的字符都是只和自己本身匹配。因此，如果要搜
索”ｐｅｔｅｒ”这个字符串，我就会只用一个搜索字符串”ｐｅｔｅｒ”． 除此之外还有
一部份字符被称为“特殊字符”（“原字符”）。它们都有特别的含义。
正则表达式的特殊字符有：“＼”（反斜杠），“．”（园点），“＊“（星号），”［“（方括
号），“＾“（尖嘴箭头，只是用于字符串的开始），“￥“（美元符，只是用于字符串的结尾）。
一个这样的字符通常就注定了一个模版字符串是一个特殊的字符串。
反斜杠，”＼” 是一个起“避开”作用的字符。例如，需要匹配一个特殊的字符，我们就把那个特
殊字符放在反斜杠之后，以“避开”这个特殊字符的原有功能。因此，“＼＼“将作为搜索所有含有
“＼“的字符串的正则表达式， “＼．“将搜索所有含有园点的，“＼＊“将搜索所有含有星号的，
“＼［“将搜索所有含有方括号的，“＼＾“将搜索所有含有尖嘴箭头的，即使它在一行字串的开头。
“＼￥“将搜索所有含有美元符号的，即使它在一行字串的结尾。
反斜杠后跟一个正规字符也可能表示一个特殊含意。因此，符号＼＜和＼＞分别匹配一个文本字符串的
开头前的空字符串和结尾后的空字符串。符号＼ｂ 匹配一个文本字符串的两边的空串， ＼Ｂ 就匹配一
个文本字符串里的空串。
园点，“．“，匹配任何单个的字符［ｄｉｒ 命令里，在这种情况下，用“？“来代替”．“］因此，
“ｍ．ａ“匹配”ｍｐａ“和“ｍｅａ“，但不匹配”ｍａ“或”ｍｐｐａ“。
任何字符串都可以被“．＊“匹配（园点和星号）。［ｄｉｒ 命令用“＊“；来代替］。总的来说，任何
一个后面跟有“＊“的模版会和以这个模版开头后面跟有零个和多个字符的字符串匹配。因此，
“ｍ＊“会和零个和多个”ｍ“匹配。如果要匹配一个或多个 ｍ，我就会用“ｍ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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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符“＊“是一个对字符进行重复操作的操作符。其它的进行重复操作的操作符不是象它那样经常
使用。下面是所有可以进行重复操作的操作符：
＊
＼＋
＼？
＼｛ｎ｝
＼｛ｎ，｝
＼｛ｎ，ｍ｝

被操作的项会匹配 ０ 或多次。
被操作的项会匹配 １ 或多次。
被操作的项会匹配最多一次。
被操作的项会匹配正好 ｎ 次。
被操作的项会匹配 ｎ 次或 ｎ 次以上。
被操作的项会匹配最少 ｎ 次，最多 ｍ 次。

尖箭嘴，”＾”， 表示一行的开始字符，因此，”＾ａ”就是匹配以字符 ａ 开头的行。
美元符，”￥”，表示一行结尾的字符，因此，”ａ￥”就是匹配以字符 ａ 结尾的行。
下面的命令在一个文件名为“ｍｙｆｉｌｅ”的文件里搜索以“ｓ”
果打印到标准输出（屏幕）上。

开头并以”ｎ”结尾的行，然后把结

ｃａｔ ｍｙｆｉｌｅ ｜ ｇｒｅｐ ‘＾ｓ．＊ｎ￥’
对于那些能使字符串变为匹配正则表达式的特殊字符，如果你想在字串里表示，就需要在它的前面
加上一个反斜杠就行了。
方括号，”［“表示一组字符。因此，［ａｂＤ］的意思就是 ａ 或 ｂ 或 Ｄ． ［ａ－ｚＡ－Ｃ］的意思就是 ａ 到 ｚ 和
Ａ 到 Ｃ 中的任何一个字符。
请注意一些在方括号表示的字符集里的特殊字符。在这个字符集里，这些特殊字符是”［“， “］”，
“－“，和”＾”， 还有一些组合也是特殊的，象”［：”， “［＝”
和”［．”。反斜
杠不是特殊字符。
下面是一些有用的字符集的类别（根据 ＰＯＳＩＸ 标准的定义）：
［：ｕｐｐｅｒ：］ ＝ 大写字母
［：ｌｏｗｅｒ：］ ＝ 小写字母
［：ａｌｐｈａ：］ ＝ 字母，包大小写
［：ｄｉｇｉｔ：］ ＝ ０ 到 ９
［：ａｌｎｕｍ：］ ＝ 字母加数字
［：ｓｐａｃｅ：］ ＝ 空白，象＜ＳＰＡＣＥ＞，＜Ｔａｂ＞和＜Ｎｅｗｌｉｎｅ＞都是
［：ｇｒａｐｈ：］ ＝ 除了空格以外的可打印的图形字符
［：ｐｒｉｎｔ：］ ＝ 可打印的字符，包扩空格
［：ｐｕｎｃｔ：］ ＝ 标点符号字符，就是图形字符减去字母和数字
［：ｃｎｔｒｌ：］ ＝ 控制字符，不能打印的字符
［：ｘｄｉｇｉｔ：］ ＝ １６ 进制数字
下面的命令搜索 ｄｉｒ 命令的输出，并把那些含有大写字母后紧跟一个数字的字符串的行打印出来：
ｄｉｒ –ｌ ｜ｇｒｅｐ ‘［［：ｕｐｐｅｒ：］［：ｄｉｇｉｔ：］］’
ｔｒ（＝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转化）。 一个用于在文本文件中进行所有同类字符串或者用于“挤压”空格的
过滤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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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子：
ｃａｔ ｍｙ＿ｆｉｌｅ ｜ ｔｒ １ ２ ＞ ｎｅｗ＿ｆｉｌｅ
这个命令读取文件 ｍｙ＿ｆｉｌｅ 的类容，并把它们传到用于转化的工具 ｔｒ，ｔｒ 这个工具会把文件里所有
字符“１”替换成字符“２”，结果会导引到文件名为 ｎｅｗ＿ｆｉｌｅ 的文件中。
ｓｅｄ
（＝ｓｔｒｅａｍ ｅｄｉｔｏｒ －－－－ 流编辑器） 我爱用 ｓｅｄ 来过滤文本文件。通常用来匹配的模版都是放在一
对斜杠／／和引号之间的。
比如，如果要打印出含有字串”１０２４”的行，我就可能会用：
ｃａｔ ｆｉｌｅｎａｍｅ ｜ ｓｅｄ –ｎ ‘／１０２４／ｐ’
这里，ｓｅｄ 过滤掉 ｃａｔ 命令的输出。选项”－ｎ”告诉 ｓｅｄ 把那些不符和匹配条件的行都挡在输出结
果的外面，对于那些符和条件的行，ｓｅｄ 对它们的作用是”ｐ”＝打印。
另外一个例子，这次是删除那些被选出来的行：
ｃａｔ ｆｉｌｅｎａｍｅ ｜ ｓｅｄ ‘／．＊ｏ￥／ｄ’ ＞ ｎｅｗｆｉｌｅ
在上面的例子里，所有以一个字符’ｏ’结尾的行将会被删除。我用了一个正则表答式来表示那些
以一个字符’ｏ’结尾的行。输出（比如，所有以字符’ｄ’结尾的行）就会被传到文件名为
ｎｅｗｆｉｌｅ 的文件中。
又是一个例子，这次是搜索和替换，我用了 ｓｅｄ 的’ｓ’这样一个作用，通常它是放在两个表达式
的前面：
ｃａｔ ｆｉｌｅｎａｍｅ ｜ｓｅｄ ‘ｓ／ｓｔｒｉｎｇ＿ｏｌｄ／ｓｔｒｉｎｇ＿ｎｅｗ／’ ＞ ｎｅｗｆｉｌｅ
更简练的写法是：
ｓｅｄ ‘ｓ／ｓｔｒｉｎｇ＿ｏｌｄ／ｓｔｒｉｎｇ＿ｎｅｗ／’ ｆｉｌｅｎａｍｅ ＞ ｎｅｗｆｉｌｅ
在一个 ｈｔｍｌ 文件里插入一段丛一个文本文件里得来的文本，我可能会用下面的 ｓｃｒｉｐｔ：
ｓｅｄ ‘／ｔｅｘｔ＿ｗｈｉｃｈ＿ｉｓ＿ａ＿ｐｌａｃｅｈｏｌｄｅｒ＿ｉｎ＿ｍｙ＿ｈｔｍｌ＿ｆｉｌｅ／ｒ ｔｅｘｔ＿ｆｉｌｅ＿ｔｏ＿ｉｎｓｅｒｔ．ｔｘｔ’
ｉｎｄｅｘ＿ｍａｓｔｅｒ＿ｆｉｌｅ．ｈｔｍｌ ＞ ｉｎｄｅｘ．ｈｔｍｌ１
ｇａｗｋ
（＝ＧＮＵ ａｗｋ． Ａｗｋ 这个命令是一个传统的 ＵＮＩＸ 工具。） 一个用于对文本文件进行处理的工具，在很
多方面和 ｓｅｄ 很相似，但是功能更强大。Ｐｅｒｌ 可以做所有 ｇａｗｋ 可以做的事，甚至更多，因此，我
基本上不太用 ｇａｗｋ． 简单的任务我会用 ｓｅｄ，对更复杂的我就会用 ｐｅｒｌ． 在有些情况下，ａｗｋ
ｓｃｒｉｐｔ 比相同功能的 ｐｅｒｌ 程序短小很多，容易懂和维护，并且更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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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ａｗｋ 特别适合用于处理那些文本格式的表格。一个表由记录组成（通常一行就是一个记录）。每
条记录含有由界定符分隔开的域。经常用到的界定符有空格（ｇａｗｋ 预定），逗号和冒号。所有的
ｇａｗｋ 命令的格式就是：
ｇａｗｋ’ｐａｔｔｅｒｎ ｛ａｃｔｉｏｎ｝’ ｍｙ＿ｆｉｌｅ．
在命令行里，你可以不要 ｐａｔｔｅｒｎ（模版）或者 ａｃｔｉｏｎ（作用）：预定的模版是“匹配任何东西”并
且预定的作用是“打印输出行”。ｇａｗｋ 还可用来做过滤器（用来处理另一个命令的输出，就象我
们下面的例子一样）。
把含有字符串“１０２４”的行打印出来，我会用：
ｃａｔ ｆｉｌｅｎａｍｅ ｜ｇａｗｋ ‘／１０２４／｛ｐｒｉｎｔ｝’
就象在 ｓｅｄ 里一样，用来匹配的模版是放在一对”／／”里的。
ｇａｗｋ 比 ｓｅｄ 强的地方就在于它能对域进行操作。￥１ 是“第一个域”，￥２ 是“第二个域”，等等。
￥０ 是“一整行”。下一个例子把含有字符串“１０２４”的行里的第 ３ 和第 ２ 个域的值读出来，并在
每个域的打印出来的值的第一行加上“姓名”和“登记号”这样两个域的标签。打印的最终结果放
入一个名为“ｎｅｗｆｉｌｅ”的文件中：
ｃａｔ ｆｉｌｅｎａｍｅ ｜ ｇａｗｋ ‘／１０２４／｛ｐｒｉｎｔ “Ｎａｍｅ： “￥３ “ＩＤ ： “ ￥２｝’ ＞ ｎｅｗｆｉｌｅ
第三个例子里，ｇａｗｋ 将把那些第三个域的值等于“ｐｅｔｅｒ”或者含有字符串”ｍａｒｉｅ”的行找到并
打印出来。
Ｃａｔ ｆｉｌｅｎａｍｅ ｜ｇａｗｋ ‘ ￥３ ＝＝ “ｐｅｔｅｒ” ｜｜ ￥３ － ／ｍａｒｉｅ／ ‘
为了进一步了解最后一个命令，我们把 ｇａｗｋ 里的逻辑运算符列出如下：
＝＝
！＝
＜
＞
＜＝
＞＝
－
！－
｜｜

等于
不等于
小于
大于
小于等于
大于等于
和正则表达式匹配
不和正则表达式匹配
逻辑或

＆＆
！

逻辑与
逻辑非

ｃｖｓ
并发版本控制系统。试着用：ｉｎｆｏ ｃｖｓ 拿到更多的信息。在好几个程序员同时在一个相同的程序
上工作时，ｃｖｓ 对“源码库”的版本维护是很有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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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ｅｒｖｉｓｉａ
（在 Ｘ 终端里）。一个 ＧＵＩ 前端界面的 ｃｖｓ 版本管理系统。
ｆｉｌｅ –ｚ ｆｉｌｅｎａｍｅ
确定文件名为 ｆｉｌｅｎａｍｅ 的文件的类型。选项－ｚ 还要告诉你文件是哪一种压缩文件，如果文件是一
个压缩文件的话（不仅仅只是告诉你它是个压缩文件而已）。
为了确定文件的内容的类型，ｆｉｌｅ 命令会在文件的内部去寻找一个特别的文件类型标志（“魔法
数”）－－－ 而不是象在 ＭＳ ｗｉｎｄｏｗｓ 一样靠文件名的后缀来确认文件的类型。“魔法数”存在一个
关于文件类型的数据库的文本文件／ｕｓｒ／ｓｈａｒｅ／ｍａｇｉｃ 之中。
ｔｏｕｃｈ

ｆｉｌｅｎａｍｅ

把文件名为 ｆｉｌｅｎａｍｅ 的文件的日期／时间戳改成当前的时间。如果文件不存在的话，就会产生一个
新的文件。你可以把时间戳改成任意你想要的时间，
ｔｏｕｃｈ –ｔ ２００２０１３１１７５９．３０（２００２ 年 １ 月 ３１ 日时间 １７：５９：３０）
在 ｅｘｔ２ 文件系统上每一个文件跟有三个时间值：
－－－最后一次访问文件的时间（ａｔｉｍｅ）
－－－最后一次修改文件的时间（ｍｔｉｍｅ）
－－－最后一次文件的 ｉ 节点被改变的时间（ｃｔｉｍｅ）
ｔｏｕｃｈ 将只对文件的前两个时间特性进行修改，最后一个通常总是当前时间。它们都可以用下面提
到的 ｓｔａｔ 命令读出来（开下一个说明）
ｓｔａｔ ｆｉｌｅｎａｍｅ
打印出一个文件的一般信息（所谓 ｉ 节点的内容）。
ｓｔｒｉｎｇｓ ｆｉｌｅｎａｍｅ ｜ ｍｏｒｅ
显示出一个名为 ｆｉｌｅｎａｍｅ 的二进制文件里含有的字符串。比如说，ｓｔｒｉｎｇｓ 作为检查一个未知的
二进制文件的第一步是很有用的。
ｏｄ
（＝ｏｃｔａｌ ｄｕｍｐ －－－ 八进制输出）。把文件内容以八进制数显示。当一个文件的输出中含有不能打印
的字符是很有用的。比如：如果一个文件名含有不能显示的字符是很痛苦的。另外，它对看二进制
文件也很有帮助。
例子：
ｄｉｒ ｜ ｏｄ –ｃ ｜ｍｏｒｅ
（我可能宁愿用：ｌｓ –ｂ 来看含有不能显示的字符的文件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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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ａｔ ｍｙ＿ｆｉｌｅ ｜ ｏｄ –ｃ ｜ｍｏｒｅ
ｏｄ ｍｙ＿ｆｉｌｅ ｜ ｍｏｒｅ
不同输出的比较：
显示一个二进制文件（／ｂｉｎ／ｓｈ）的首 １６ 个字符，用 ＡＳＣＩＩ 码或反斜杠
ｅｓｃａｐｅｓ（八进制）：
ｏｄ －Ｎ １６ －ｃ ／ｂｉｎ／ｓｈ
输出：
０００００００ １７７ Ｅ Ｌ Ｆ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同样的二进制用 ＡＳＣＩＩ 码显示：
ｏｄ －Ｎ １６ －ａ ／ｂｉｎ／ｓｈ
输出：
０００００００ ｄｅｌ Ｅ Ｌ Ｆ ｓｏｈ ｓｏｈ ｓｏｈ ｎｕｌ ｎｕｌ ｎｕｌ ｎｕｌ ｎｕｌ ｎｕｌ ｎｕｌ ｎｕｌ ｎｕｌ
同样的二进制用简练的十六进制显示：
ｏｄ －Ｎ １６ －ｔ ｘ１ ／ｂｉｎ／ｓｈ
输出：
０００００００ ７ｆ ４５ ４ｃ ４６ ０１ ０１ ０１ ００ ００ ００ ００ ００ ００ ００ ００ ００
同样的二进制用八进制输出：
ｏｄ －Ｎ １６ ／ｂｉｎ／ｓｈ
输出：
０００００００ ０４２５７７ ０４３１１４ ０００４０１ ００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０
ｗｃ
（＝ｗｏｒｄ ｃｏｕｎｔ， 文字记数器）打印出文件的行数，字数和字节数。
例子：
ｄｉｒ ｜ ｗｃ
ｃａｔ ｍｙ＿ｆｉｌｅ ｜ ｗｃ
ｗｃ ｍｙｆｉｌｅ
ｃｋｓｕｍ ｆｉｌｅｎａｍｅ
计算文件名为 ｆｉｌｅｎａｍｅ 的 ＣＲＣ（＝“循环冗余校验”）来保证文件的完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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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ｄ５ｓｕｍ ｆｉｌｅｎａｍｅ
计算文件名为 ｆｉｌｅｎａｍｅ 的文件的 ｍｄ５ 校验和（１２８ 位）来报证文件的完整性。
ｍｋｐａｓｓｗｄ –ｌ １０
产生一个长度为十个字符，并很难猜测的随机密码。
ｓｏｒｔ –ｆ ｆｉｌｅｎａｍｅ
把文件里的行按 ａｓｃｉｉ 码的顺序排序。选项－ｆ 用来告诉 ｓｏｒｔ 不用考虑字符的大小写。下面是
ａｓｃｉｉ 字符集（看 ｍａｎ ａｓｃｉｉ）：

如果你对控制符有疑虑，这里是一在控制台上的控制符的含意（来源：ｍａｎ ｃｏｎｓｏｌｅ＿ｃｏｄｅｓ）。下
面每行给出了控制符的助记符，ＡＳＣＩＩ 码的十进制表示，在控制台上显示的组和键和一个简短的描
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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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ＥＬ
（７， ＜Ｃｔｒｌ＞Ｇ） 响铃 （＝警报， ｂｅｅｐ 声）．
ＢＳ
（８， ＜Ｃｔｒｌ＞Ｈ） 返回一列 （但不会超过该行的开始）．
ＨＴ
（９， ＜Ｃｔｒｌ＞Ｉ） 水平 ｔａｂ 移动，去到下一个 ｔａｂ 开始的地方，如果在行内每有 ｔａｂ，
就去到行尾。
ＬＦ
（１０， ＜Ｃｔｒｌ＞Ｊ）， ＶＴ （１１， ＜Ｃｔｒｌ＞Ｋ） ａｎｄ ＦＦ （１２， ＜Ｃｔｒｌ＞Ｌ） 所有这三个都给出一个换行．
ＣＲ （１３， ＜Ｃｔｒｌ＞Ｍ） 给出一个回车。
ＳＯ （１４， ＜Ｃｔｒｌ＞Ｎ） 在有 ＬＦ／ＮＬ（新行模式）和回车设定下，击活 Ｇ１ 字符集。
ＳＩ （１５， ＜Ｃｔｒｌ＞Ｏ） 击活 Ｇ０ 字符集。
ＣＡＮ （２４， ＜Ｃｔｒｌ＞Ｘ） ａｎｄ ＳＵＢ （２６， ＜Ｃｔｒｌ＞Ｚ） 中断转义序列（ｅｓｃａｐｅ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
ＥＳＣ （２７， ＜Ｃｔｒｌ＞［） 开始转义序列。
ＤＥＬ （１２７） 是乎略或删除。
ＣＳＩ （１５５） 控制序列导入。
ｕｎｉｑ
（＝ｕｎｉｑｕｅ－－－－－唯一的）去掉已排序的文件中的重复行。例如：ｓｏｒｔ ｍｙｆｉｌｅ ｜ ｕｎｉｑ
ｆｏｌｄ –ｗ ３０ –ｓ ｍｙ＿ｆｉｌｅ．ｔｘｔ ＞ ｎｅｗ＿ｆｉｌｅ．ｔｘｔ
用空格将文本文件 ｍｙ＿ｆｉｌｅ．ｔｘｔ 中的每行截成 ３０ 个字符，并输出到 ｎｅｗ＿ｆｉｌｅ．ｔｘｔ．
ｆｍｔ –ｗ ７５ ｍｙ＿ｆｉｌｅ．ｔｘｔ ＞ ｎｅｗ＿ｆｉｌｅ．ｔｘｔ
格式化文件中的每行为 ７５ 个字符。把超过 ７５ 个字符的行截短，把少于 ７５ 个字符的行补齐，但不
会移去空行。
ｎｌ ｍｙｆｉｌｅ ＞ ｍｙｆｉｌｅ＿ｌｉｎｅｓ＿ｎｕｍｂｅｒｅｄ
给文件 ｍｙｆｉｌｅ 的每行标上行号。把结果输出给文件 ｍｙｆｉｌｅｓ＿ｌｉｎｅｓ＿ｎｕｍｂｅｒｅｄ。
ｉｎｄｅｎｔ –ｋｒ –ｉ８ –ｔｓ８ –ｓｏｂ –ｌ８０ –ｓｓ –ｂｓ –ｐｓｌ “￥＠” ＊．ｃ
通过插入或删除空格来改变“Ｃ”源码的外观。上面例子里格式的选项是和 Ｌｉｎｕｘ 内核的源码的风
格是一至的（ｓｃｒｉｐｔ ／ｕｓｒ／ｓｒｃ／ｌｉｎｕｘ／ｓｃｒｉｐｔｓ／Ｌｉｎｄｅｎｔ）． 看 ｍａｎ ｉｎｄｅｎｔ 来了解各个选项的意
义。存在的文件先被备份然后就被格式话好的文件给替代了。
ｒｅｖ ｆｉｌｅｎａｍｅ ＞ ｆｉｌｅｎａｍｅ１
打印文件 ｆｉｌｅｎａｍｅ， 每行字符以相反顺序显示。上面的例子里结果直接输入到文件 ｆｉｌｅｎａｍｅ１。
ｓｈｒｅｄ ｆｉｌｅｎａｍｅ
用垃圾字符重复并覆盖文件 ｆｉｌｅｎａｍｅ 的内容，使任何人都无法再去阅读文件的内容。
ｐａｓｔｅ ｆｉｌｅ１ ｆｉｌｅ２ ＞ ｆｉｌｅ３
按行把两个或多个文件合并，用＜Ｔａｂ＞作默认分界符（用选项”ｄ＝”来选择自己的分界符）。
如果文件 ｆｉｌｅ１ 的内容是：
１
２
３
并且文件 ｆｉｌｅ２ 的是：
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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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
ｃ
ｄ
那么结果 ｆｉｌｅ３ 里的内容就该是：
１
２
３

ａ
ｂ
ｃ
ｄ

ｊｏｉｎ ｆｉｌｅ１ ｆｉｌｅ２ ＞ ｆｉｌｅ３
把两个文本文件里有相同域的行连成一行。Ｊｏｉｎ 和数据库的“表连接”操作是类似的，但它只是
对两个文本文件进行操作。默认的分界符是空格。如果你想用其它的操作符，你可用 ｍａｎ ｊｏｉｎ 去
查看里面的选项。
如果 ｆｉｌｅ１ 里的内容是：
１
２
３
４

Ｂａｒｂａｒａ
Ｐｅｔｅｒ
Ｓｔａｎ
Ｍａｒｉｅ

并且 ｆｉｌｅ２ 的是：
２
Ｄｏｇ
４
Ｃａｒ
７
Ｃａｔ
那么结果 ｆｉｌｅ３ 就该是：
２
Ｐｅｔｅｒ Ｄｏｇ
４
Ｍａｒｉｅ
Ｃａｒ
ｄｅｓ –ｅ ｐｌａｉｎ＿ｆｉｌｅ ｅｎｃｒｙｐｔｅｄ＿ｆｉｌｅ
（＝”Ｄａｔａ Ｅｎｃｒｙｐｔｉｏｎ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数据加密标准）加密文件 ｐｌａｉｎ＿ｆｉｌｅ。你会被要求输入一个键
值用于加密算法使用。加密后的结果存放到文件”ｅｎｃｒｙｐｔｅｄ＿ｆｉｌｅ”。解密就用：
ｄｅｓ –ｄ ｅｎｃｒｙｐｔｅｄ＿ｆｉｌｅ ｄｅｃｒｙｐｔｅｄ＿ｆｉｌｅ．
ｇｐｇ
“Ｇｎｕ Ｐｒｉｖａｃｙ Ｇｕａｒｄ－－－－－ＧＮＵ 的私人警卫”—一个和 ＰＧＰ（“Ｐｒｅｔｔｙ Ｇｏｏｄ Ｐｒｉｖａｃｙ” ）功能一
样的免费软件。ｇｐｇ 比 ＰＧＰ 更安全并且没有使用有专利的算法。ｇｐｇ 主要用于给你的 ｅｍａｉｌ 加签名
并且检查其它信息的签名。你也可用它来给你的信息加密解密。ｈｔｔｐ：／／ｗｗｗ．ｇｎｕｐｇ．ｏｒｇ／上有所有
的详细信息，包括一个易读和详细的手册。
开始，我需要一对匙值：个人匙和公共匙。个人匙用于给我的信息签字。公共匙用于传给他人来确
认我的信息的签名在他们收到我的信息后来确认我的信息的签字。（某人还可用公共匙来给信息加
密这样这个信息就只能通过我的个人匙结密并阅读）。我用下面的命令来生成这一对匙值：
ｇｐｇ –ｇｅｎ－ｋｅ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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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匙会存放在目录￣／．ｇｎｕｐｇ 下（它会被我用一个密码值加密在我生成匙值的过程中）。在一个
纯文本文件中显示我的公共匙的值，我用：
ｇｐｇ –ａｒｍｏｒ –ｅｘｐｏｒｔ ｍｙ＿ｅｍａｉｌ＿ａｄｄｒｅｓｓ ＞ ｐｕｂｌｉｃ＿ｋｅｙ＿ｓｔａｎ．ｇｐｇ
它会生成一个含有如下类似内容的文件 ｐｕｂｌｉｃ＿ｋｅｙ＿ｓｔａｎ．ｇｐｇ
．．．．．ＢＥＧＩＮ ＰＧＰ ＰＵＢＬＩＣ ＫＥＹ ＢＬＯＣＫ．．．．．
Ｖｅｒｓｉｏｎ： ＧｎｕＰＧ ｖ１．０．１ （ＧＮＵ／Ｌｉｎｕｘ）
Ｃｏｍｍｅｎｔ： Ｆｏｒ ｉｎｆｏ ｓｅｅ ｈｔｔｐ：／／ｗｗｗ．ｇｎｕｐｇ．ｏｒｇ
ｍＱＧｉＢＤｍｎｚＥＹＲＢＡＣｏＮ４３８ｒｘＡＮａＭｆＣｙ５ｂｆｊ６ＫＷＭ０／ＴＲ６ｘ６ＨＺ０ｇｐｍｈＧｅｕｏｕＭ／ＳＯＲ２ＩＵ
／Ｇ３０ＮｄＣｕｚＨｅＦｓ９３ＢｈｔＹ０ＩｄｚｏＥＭｔＭｙＺＨｎｖｄｈＺＣ２ｂｘ／ｊｈｇａａＭｂＥａＳｓＸｗＲｈＶＢ０ｘＶＰＹｘ
ｒＨｂｓｇＳＵＬＨＹｚＲＦＦ３４ＭＳ３／Ｌｓｅ３ＱＷｆＷｘｚＡ７Ｉ０ｌｂＸＢ７ｎＬｗＺＫＺｑａＮＯＮＲＦＲＲ４２ｏｗＣｇ６０ｈＶ
ＴＤＰＥＢ２Ｎ０ｌｌＭｙｔ１２Ｒ４ＺＢｙＦＳｓＥＡＪ１ｔＥ７ｐｂ９ｂ６ＴＰ７ｃｗ２１ｖｋＩｊｃ＋ＢＩ２ｕＳｚｎ／Ｂ４ｖＮｌＣＷＫ
ＴＴｕＺＨＶｖ０ｗ０ｊＦｃｂｄ８ＤＢ０／１ｔｌＺＵＯｒＩｚＬＳｑＪｙＱＤＧｉＮｎ２５８＋７ＬｅｔＱ＋ＬＫＧ／１ＹＫｂｉＡｃｏｓｚ
４ＱｉｒＢｕＬＩｅＦ２Ｍ９ＧｕＸＹＣｗＺｙｐＥ３Ｄｗｖ＋４ＹｕｐｖｙｂＲ３１ＣｇＬＴＪ８ｐ４ｓＫｑＣ５ｎ０ｅＳｒ２ｏＳｒｔｄＨＺ
ｙｕＪｔＡ／９ｖ２ＨｃｅｂＯｎｃｆＣＮＯＫ＋ｃＶＲｍｃＴＢ１Ｆｒｌ／Ｇｈ／ｖＮＣｆｅＺｙＸａＪｘｌｑＤｆＣＵ２ｖＪＨｔＢｅｍｉＥ
ＡｔｃｆＺＨＢ／ｉＨｙ０ＤＭ６８ＬｆＲＪＳＡＩＦＡａ５ｕｍ９ｉＷＨｈ５／ｖＷＣＧＺＬｑｔｐｗＺ７ｋｙＭｗ＋２Ｄ６ＣＦｋＷＡＴｓｙ
ｗＱＡ１ｇ１ＶｃＧｋＮｃ１４Ｃｒｒｄ３６ｑｆ６０ｂＩ＋ｂ８ｐｎ２ｚＤｈｗＺｔＬｓＥＬｓＸｙＸｋＮｈｂＱｍＵ３ＲｈｂｉＢＫＩＥｔｓ
ａＷ１ｈｃｙＡ８Ｕ３ＲｈｂｋｔｓａＷ１ｈｃ０Ｂ３ＺＷＪｏＹＸＪ０Ｌｍ５ｌｄＤ６ＩＶｇＱＴＥＱＩＡＦｇＵＣＯａｆＭＲｇＱＬＣｇＱＤ
ＡｘＵＤＡｇＭＷＡｇＥＣＦ４ＡＡＣｇｋＱｔ＋ＺＢｏｏＨ８ｂＨｄ２ｋｗＣｇｈＡｔ９ａＫＩｋ０ｍＲＪｖ＋ｇ７ＹｃＲＰｏｔＶｔｒｗｋＡ
ｎ１ａ４ｘＥＶＥｙａＫｇＫｏＭａＪｎｏｐｆ６９Ｋ９＋ｖｏｕＱＥＮＢＤｍｎｚＨ４ＱＢＡＤｇＦｐＬＰ＋ｔＷＺＰｎＶＹｇ４７ｃｎ＋９ｂ
ＸＱＲｊｄＯｔＮｓＤＥ６ＢＹＨ８７２／ｓＲ１ｏＣｒｄＨ６ｋ＋ｇＸＦＯｉＺｘＲＺ３ＰＥｌＫ２／ｏｌｏ５９ｋｈ５ｘａ９ａＢｘＮｄＥＣ
ＦｕＸＪＮ０ＵｅｌｍｈＯＦｂＤｔｑＶｋｓＩｑＶＷｙＹｆＸｎＬｚ＋ｗｔｃＸｇ０Ｑ０Ｌ０ｑ８ｖＹ４ＩｕＴｚｗ２ＷｋＶ６ＥｋＭ＋／ｘ８
６ＵｈＡ２ＸＶａＭＪＫＢｄＲＫＦＳＶｉｌｂｗＡＤＢＱＰ＋ＪＣｚＬｊ５ＨＤｇｐＲｖｆ＋ＫＭ７２ｎｚＳｇ７ｓｐ８Ｔｋｉ７ｎＦ９ｗＮＡ
ＰＯＤＫ０ＳｅＱｇＩ３ｄｗＸＹｙＦ６ＡＶｅｎｌＥＴＥ／３ｘＲＷｏＹＱＮ１ｂｘＶＺｓＯｅｘ９ｖｚｑＰｒＱＣ３ｄＲ０ＮＢｌｊｄ７４ｒ
ｋｆＸｗＵＴｌ２ｆＮＱＸ４Ｎ９ｉｕＶＣｏ２ｇＣＧｂｉ５＋ｇｆＥｋ１ＧｈｓＷＤｓｑ０ｚ４０ｆ＋１８ｋ＋ＸＢｄＷｍＹ８ｓＣＮｉｏｌＴ
ｔｎｖｍ１ＱｅＩＲｇＱＹＥＱＩＡＢｇＵＣＯａｆＭｆｇＡＫＣＲＣ３５ｋＧｉｇｆｘｓｄ９ＳＧＡＪ９／ＦＷＳｋＥｆｇｂＥ／Ｙｃ４６ｄ８
Ｅｆ１ｇＹｇ３Ｉ１ＡＣｆｆ３ｏＬｅＡＭｅＧＧＯ７９ｇＷ６ＵＧｐ９ＲＪ６ｍＲａｏ＝
＝Ｘ１ｋ２
．．．．．ＥＮＤ ＰＧＰ ＰＵＢＬＩＣ ＫＥＹ ＢＬＯＣＫ．．．．．

现在我可以把我的公共匙 ｅｍａｉｌ 给那些我希望能安全的交流的人。
他们可以把他存放在他的 ｐｇｐ 系统上：
ｇｐｇ –ｉｍｐｏｒｔ ｐｕｂｌｉｃ＿ｋｅｙ＿ｓｔａｎ．ｇｐｇ
甚至可能更好，我可以把我的公共匙提交给一个公共匙服务器。我用下面的命令来寻找我就近的服
务器：
ｇｐｇ –ｋｅｙｓｅｒｖｅｒ ｗｗｗｋｅｙｓ．ｐｇｐ．ｎｅｔ –ｓｅｎｄ－ｋｅｙｓ
ｌｉｎｕｘ＿ｎａｇ＠ｃａｎａｄａ．ｃｏｍ
“ｗｗｗｋｅｙｓ．ｐｇｐ．ｎｅｔ”是我选的匙服务器，并且 ｌｉｎｕｘ＿ｎａｇ＠ｃａｎａｄａ．ｃｏｍ 是我的 ｅｍａｉｌ 地址，用于在
本地的匙圈对我的识别。我只需要提交给一个公共服务器即可（其它会与这个服务器自动同步）．
现在，我可以开始使用 ｇｐｇ。如果要手工地给一个文件 ｍｙ＿ｍｅｓｓａｇｅ 签字，我会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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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ｐｇ –ｃｌｅａｒｓｉｇｎ ｍｙ＿ｍｅｓｓａｇｅ
这个会产生一个文件 ｍｙ＿ｍｅｓｓａｇｅ．ａｓｃ，并含有如下内容：
．．．．．ＢＥＧＩＮ ＰＧＰ ＳＩＧＮＥＤ ＭＥＳＳＡＧＥ．．．．．
Ｈａｓｈ： ＳＨＡ１
Ｈｅｌｌｏ Ｗｏｒｌｄ！
．．．．．ＢＥＧＩＮ ＰＧＰ ＳＩＧＮＡＴＵＲＥ．．．．．
Ｖｅｒｓｉｏｎ： ＧｎｕＰＧ ｖ１．０．１ （ＧＮＵ／Ｌｉｎｕｘ）
Ｃｏｍｍｅｎｔ： Ｆｏｒ ｉｎｆｏ ｓｅｅ ｈｔｔｐ：／／ｗｗｗ．ｇｎｕｐｇ．ｏｒｇ
ｉＤ８ＤＢＱＥ５ｐ９＋３ｔ＋ＺＢｏｏＨ８ｂＨｃＲＡｐｎ／ＡＪ９ｋｘ９＋ｐＵ３ＧＪＢｕｖＪＮ９Ｂｏ３ｂＷ３ｋｕ／５ＰｗＣｇｑｕｈｔ
ｍｆｒＰｒｔ７ＰＱｔｄｍＧｏｘ７２ｊｋＹ０ｌｏ＝
＝ｒｔＫ０
．．．．．ＥＮＤ ＰＧＰ ＳＩＧＮＡＴＵＲＥ．．．．．
如果要确认一个签过名的文件，我会用：
ｇｐｇ –ｖｅｒｉｆｙ ｍｙ＿ｍｅｓｓａｇｅ．ａｓｃ
如果你的文件即使有很小的改变，签名检查不会被通过。
手工签名是笨拙的，但是，举例来说，ｋｍａｉｌ 就能自动为我做电子签名。
“ｄｏｃｂｏｏｋ”工具集
Ｄｏｃｂｏｏｋ 是近来文件保管的标准。Ｄｏｃｂｏｏｋｓ 工具集包含在 ＲＨ６．２ 的“ｊａｄｅ”软件包里，它还包有
如下转换工具：ｄｂ２ｐｓ，ｄｂ２ｐｄｆ，ｄｂ２ｄｖｉ，ｄｂ２ｈｔｍｌ，ｄｂ２ｒｔｆ，这些工具能把 ｄｏｃｂｏｏｋ 文件转成：
ｐｏｓｔｓｃｒｉｐｔ（＊．ｐｓ），Ａｄｏｂｅ ＰＤＦ（＊．ｐｄｆ）， ＤＶＩ（＊．ｄｖｉ）， ＨＴＭＬ（＊．ｈｔｍｌ）和 ＲＴＦ（＊．ｒｔｆ）格式。
“文件保管“就是文件的格式能自动转成其他的有用格式。比如说，有一个正在完成的文件，在将
来，它可能考虑被作成一个报告的形式，一个年报的形式，一个报纸里的文章的形式，一个网页，
还也可能是一本书的格式，我（作者）现在还不能确定它。用“固定的代码“（字体，字体大小，
分页符，行中置符，等等。）来设置文件的各式其实是浪费时间的－－－特别文件类型的各种各样的
风格是和出版者相关的。解决的方法是用那些“逻辑”上的排版元素象文件标题，章标题，小章标
题，强调风格，图片名，字幕和表，等等。这就是“ｄｏｃｂｏｏｋ”做的事情—它是一种风格的描述
（用 ｘｍｌ，ｈｔｍｌ 的一个优集，并且与 ｓｇｍｌ 有关）－－因而也被称作风格单。在文件出版的时侯，文件
的格式就会依照逻辑版面的定义实际显示出来。
当我们学习如何使用 ｄｏｃｂｏｏｋ 的时候，我们会对这一段里的内容进一步详细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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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ＩＮＵＸ 下的简单编程

ｐｅｒｌ
强大和广泛使用的脚本语言，在大师们当中很流行。Ｐｅｒｌ 看上去很神秘，但如果你用它来完成一
些简单的任务，它其实是相当直接的。对于简单的编程而言，Ｐｅｒｌ 就象一把瑞士军刀。Ｐｅｒｌ 的语
法和 Ｃ 语言很象。在 ＭＳ－Ｗｉｎｄｏｗｓ 下 Ｐｅｒｌ 也有一个一流的解释器，所以你写的代码是可以跨平台
的。Ｅｒｉｃ Ｒｅｙｍｏｎｄ（著名的 ｌｉｎｕｘ 大师）是这样描述 ｐｅｒｌ 的：“Ｐｅｒｌ，显然是现代脚本语言里面
的一个 ８００ 磅的大猩猩。它大部分被系统管理员用于替代 ｓｈｅｌｌ 脚本语言，一部分这要归功于它对
ＵＮＩＸ 库函数和系统调用的包容，另外这也要归功于非常活跃的 Ｐｅｒｌ 社区开发的大量的 Ｐｅｒｌ 模
块。在网上 ８５％的“活”的内容的后面估计都用了它来作为 ＣＧＩ 语言。Ｌａｒｒｙ Ｗａｌｌ，它的创建
者，被任为是开放代码源社区的重要领导者之一，并且总是被任为是黑客崇拜者的罗马神殿里仅次
于 Ｌｉｎｕｓ Ｔｏｒｖａｌｄｓ 和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Ｓｔａｌｌｍａｎ 排名第三的人物。”
我怎样写一个简单的 ｐｅｒｌ 脚本？
我可能会用 ｐｉｃｏ（或其它任何我想选用的文本编辑器）来输入一个简单的 ｐｅｒｌ 脚本：
ｐｉｃｏ ｔｒｙ＿ｐｅｒｌ
下面的脚本例子没有任何用处，只是用来说明 ｐｅｒｌ 的一些基本特征：
＃！／ｕｓｒ／ｂｉｎ／ｐｅｒｌ －ｗ
＃ ａ ｓｔｕｐｉｄ ｅｘａｍｐｌｅ ｐｅｒｌ ｐｒｏｇｒａｍ
＃ ｔｈｅ ｌｉｎｅｓ ｓｔａｒｔｉｎｇ ｗｉｔｈ ＃ ａｒｅ ｃｏｍｍｅｎｔｓ ｅｘｃｅｐｔ ｆｏｒ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ｌｉｎｅ
＃ ｎａｍｅｓ ｏｆ ｓｃａｌａｒ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ｓｔａｒｔ ｗｉｔｈ ￥
￥ａ＝２；
￥ｂ＝３；
＃ ｅａｃｈ ｉ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ｅｎｄｓ ｗｉｔｈ ａ ｓｅｍｉｃｏｌｏｎ， ｌｉｋｅ ｉｎ ＂ｃ＂
ｐｒｉｎｔ ￥ａ＊＊￥ｂ，＂＼ｎ＂；
￥ｈｅｌｌｏ＿ｗｏｒｌｄ＝＇Ｈｅｌｌｏ Ｗｏｒｌｄ＇；
ｐｒｉｎｔ ￥ｈｅｌｌｏ＿ｗｏｒｌｄ，＂＼ｎ＂；
ｓｙｓｔｅｍ ＂ｌｓ＂；
第一行告诉 ｓｈｅｌｌ 如何执行我的文本文件。选项“－ｗ”会让 ｐｅｒｌ 输出更多的警告信息等，这可能
会对你调试你的脚本程序有用。下面三行（以＃开头）是注释。再下面的几行大部分是用于自我解
释的：我给两个变量（￥ａ 和￥ｂ）赋值，把￥ａ 再￥ｂ 次方并把结果打印出来。字符“＼ｎ”打印一个新
行，就和 Ｃ 语言一样。然后我再定义一个新的变量，把字符串“Ｈｅｌｌｏ Ｗｏｒｌｄ”赋给它，再然后，
我把这个变量打印出来。最后，我运行一个本地操作系统的命令“ｌｓ”，它在 ｌｉｎｕｘ 里用于显示当
前目录的内容。这真是一个傻傻的脚本程序。
在存好这个文件后，我会把它变成可执行的：
ｃｈｍｏｄ ａ＋ｘ ｔｒｙ＿ｐｅｒｌ
我现在输入如下命令来运行这个脚本程序：
．／ｔｒｙ＿ｐｅｒ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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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是一个稍长一些作起来很简单，但又对我很有用的一个脚本程序。我有一个由某个数据获取系
统生成的大型文本文件。我需要每隔一行就删除一行，这样我就能将这个文本文件填满我的 ＭＳ
Ｅｘｃｅｌ 文件：
＃！／ｕｓｒ／ｂｉｎ／ｐｅｒｌ －ｗ
＃ Ｃｒｅａｔｅ ａ ｔｅｘｔ ｆｉｌｅ ｃｏｎｔａｉｎｉｎｇ ａ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ｉｎｅｓ ｆｒｏｍ ａｎ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 ｆｉｌｅ．
Ｔｈｉｓ ｉｓ ｎｅｅｄｅｄ
＃ ｓｏ ｔｈａｔ ｄａｔａ ｆｏｒ ｍａｎｕａｌ ｐｏｓｔ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ａｒｅ ｆｅｗｅｒ．
＃
＃ Ｐｒｏｍｐｔ ｔｈｅ ｕｓｅｒ ｆｏｒ ｔｈｅ ｆｉｌｅｎａｍ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ｉｎｅｓ ｔｏ ｐｒｅｓｅｒｖｅ ｉｎ
ｔｈｅ ｏｕｔｐｕｔ．
ｐｒｉｎｔ ＳＴＤＯＵＴ ＂Ｅｎｔｅｒ ｔｈｅ ｆｉｌｅｎａｍｅ： ＂；
ｃｈｏｍｐ（￥ｉｎｆｉｌｅ＝＜ＳＴＤＩＮ＞）；
ｏｐｅｎ（ＩＮＦＩＬＥ，＂＜￥ｉｎｆｉｌｅ＂）； ＃ ｏｐｅｎ ｔｈｅ ｆｉｌｅ ｆｏｒ ｒｅａｄｉｎｇ．
ｐｒｉｎｔ ＳＴＤＯＵＴ ＂Ｅｎｔｅｒ ｔｈ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ｉｎｉｔｉａｌ ｌｉｎｅｓ ｔｏ ｐｒｅｓｅｒｖｅ： ＂；
ｃｈｏｍｐ（￥ｉｓｋｉｐ＝＜ＳＴＤＩＮ＞）； ＃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ｌｉｎｅｓ ｍａｙ ｃｏｎｔａｉｎ ｃｏｌｕｍｎ ｈｅａｄｉｎｇｓ ｅｔｃ
ｐｒｉｎｔ ＳＴＤＯＵＴ ＂Ｅｎｔｅｒ ｔｈｅ ｓｋｉｐ： ＂；
ｃｈｏｍｐ（￥ｓｋｉｐ＝＜ＳＴＤＩＮ＞）；
＃
＃ Ｔｈｅ ｎａｍｅ ｏｆ ｔｈｅ ｏｕｔｐｕｔ ｆｉｌｅ ｉｓ ｃｒｅａｔｅｄ 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ｃａｌｌｙ ｏｎ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 ｉｎｐｕｔ ｆｉｌ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ｉｎｅｓ． Ｉｔ ｉｓ ａｌｗａｙｓ ｏｆ ｔｙｐｅ ＣＳＶ， ｓｏ ｐｒｅｓｅｒｖｅ
ｉｓ ｓｏ．
￥ｏｕｔｆｉｌｅ＝￥ｉｎｆｉｌｅ．＇．ｐｒｏ＇．￥ｉｓｋｉｐ．＇．＇．￥ｓｋｉｐ．＇．ｃｓｖ＇； ＃ｇｌｕｅ ｓｔｒｉｎｇｓ ｔｏｇｅｔｈｅｒ ｕ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ｄｏｔ ｏｐｅｒａｔｏｒ
ｏｐｅｎ（ＯＵＴＦＩＬＥ，＂＞￥ｏｕｔｆｉｌｅ＂）； ＃ ｏｐｅｎ ｆｉｌｅ ｆｏｒ ｗｒｉｔｉｎｇ．
＃
＃ ｗｒｉｔｅ ｔｈｅ ＂ｉｎｉｔｉａｌ＂ ｌｉｎｅｓ ｔｏ ｔｈｅ ｏｕｔｐｕｔ ｆｉｌｅ．
ｆｏｒ（￥ａ＝０；￥ａ＜￥ｉｓｋｉｐ；￥ａ＋＋） ｛
￥ｌｉｎｅ＝＜ＩＮＦＩＬＥ＞；
ｐｒｉｎｔ ＯＵＴＦＩＬＥ ￥ｌｉｎｅ；
｝
＃
＃ ｄｏ ｔｈｅ ｒｅｓｔ ｏｆ ｔｈｅ ｆｉｌｅ
￥ｃ＝０；￥ｗ＝０；￥ｓｋｉｐ＋＋；
ｗｈｉｌｅ（￥ｌｉｎｅ＝＜ＩＮＦＩＬＥ＞）｛
￥ｃ＋＋；
ｉｆ（！（￥ｃ％￥ｓｋｉｐ）） ｛ ＃ｕｓｅ ％ ｆｏｒ ｒｅｍａｉｎｄｅｒ ｏｆ ｉｎｔｅｇｅｒ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
ｐｒｉｎｔ ＯＵＴＦＩＬＥ ￥ｌｉｎｅ；
￥ｗ＋＋；
｝
｝
＃
ｃｌｏｓｅ（ＯＵＴＦＩＬＥ）；
ｐｒｉｎｔ ＳＴＤＯＵＴ ＂Ｒｅａｄ Ｌｉｎｅｓ： ＂， ￥ｃ＋￥ｉｓｋｉｐ，＂ Ｗｒｏｔｅ ｌｉｎｅｓ： ＂， ￥ｗ＋￥ｉｓｋｉｐ，＂＼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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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ｙｔｈｏｎ
现代的和非常优雅的面向对象的解释器。它是强大的并且比 ｐｅｒｌ 有更好的可读性。在网上可以找
到由创造者 Ｇ．ｖａｎ Ｒｏｓｓｕｍ 写的很好和很大的手册。（可以试着去 ｈｔｔｐ：／／ｗｗｗ．ｐｙｔｈｏｎ．ｏｒｇ／ｄｏｃ／浏
览或去 ｆｔｐ：／／ｆｔｐ．ｐｙｔｈｏｎ．ｏｒｇ 去下载）。
我如何写一个简单的 Ｐｙｔｈｏｎ 程序？
编辑一个含有你的 Ｐｙｔｈｏｎ 程序的文本文件。我会用 ｋｄｅ 的“ｋａｔｅ”编辑器来作（在 Ｘ－Ｗｉｎｄｏｗｓ
下）
ｋａｔｅ ｔｒｙ＿ｐａｔｈｏｎ．ｐｙ ＆
在里面输入简单的 ｐｙｔｈｏｎ 代码来看一下它的工作情况：
＃！／ｕｓｒ／ｂｉｎ／ｅｎｖ ｐｙｔｈｏｎ
ｐｒｉｎｔ ２＋２
第一行（以“＃！”开头）告诉 ｓｈｅｌｌ 如何执行这个文本文件――它必须在那里用于告诉 Ｌｉｎｕｘ 这个
特别的文本文件是一个 Ｐｙｔｈｏｎ 脚本。第二行是 Ｐｙｔｈｏｎ 的一个简单表达式。
在存好这个文件后，我让它变为可执行的：
ｃｈｍｏｄ ａ＋ｘ ｔｒｙ＿ｐｙｔｈｏｎ．ｐｙ
然后我就打下面命令来执行：
．／ｔｒｙ＿ｐｙｔｈｏｎ．ｐｙ
Ｐｙｔｈｏｎ 是很好和很现代的程序语言。如果你喜欢面向对象的程序设计，不妨一试。在因特网上有
它的很多库和扩展。比如说：
科学计算的 ｐｙｔｈｏｎ（ｈｔｔｐ：／／ｓｔａｒｓｈｉｐ．ｐｙｔｈｏｎ．ｎｅｔ／ｃｒｅｗ／ｈｉｎｓｅｎ／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ｈｔｍｌ）
数学计算的 ｐｙｔｈｏｎ（ｈｔｔｐ：／／ｓｏｕｒｃｅｆｏｒｇｅ．ｎｅｔ／ｐｒｏｊｅｃｔｓ／ｎｕｍｐｙ），在工程领域应用广泛。
下面是一个有一点长，但希望能自我解释的 ｐｙｔｈｏｎ 代码。一个短的说明：ｐｙｔｈｏｎ 的流程控制依靠
代码的缩排―――它使得程序更容易读，看上去更自然，但需要花一些时间去习惯它。
＃！／ｕｓｒ／ｂｉｎ／ｅｎｖ ｐｙｔｈｏｎ
＃ Ａｌｌ ｃｏｍｍｅｎｔｓ ｓｔａｒｔ ｗｉｔｈ ａ ｔｈ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 ＂＃＂
＃ Ｔｈｉｓ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ｃｏｎｖｅｒｔｓ ｈｕｍａｎ ｙｅａｒｓ ｔｏ ｄｏｇ ｙｅａｒｓ
＃ ｇｅｔ 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 ａｇｅ
ａｇｅ ＝ ｉｎｐｕｔ（＂Ｅｎｔｅｒ ｙｏｕｒ ａｇｅ （ｉｎ ｈｕｍａｎ ｙｅａｒｓ）： ＂）
ｐｒｉｎｔ ＃ ｐｒｉｎｔ ａ ｂｌａｎｋ ｌｉｎｅ
＃ ｃｈｅｃｋ ｉｆ ｔｈｅ ａｇｅ ｉｓ ｖａｌｉｄ ｕｓｉｎｇ ａ ｓｉｍｐｌｅ ｉｆ 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
ｉｆ ａｇｅ ＜ ０：
ｐｒｉｎｔ ＂Ａ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ａｇｅ ｉｓ ｎｏｔ ｐｏｓｓｉｂｌｅ．＂
ｅｌｉｆ ａｇｅ ＜ ３ ｏｒ ａｇｅ ＞ １１０：
ｐｒｉｎｔ ＂Ｆｒａｎｋｌｙ， Ｉ ｄｏｎ＇ｔ ｂｅｌｉｅｖｅ ｙｏ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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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ｌｓｅ：
ｐｒｉｎｔ ＂Ｔｈａｔ＇ｓ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ａｓ ａ＂， ａｇｅ／７， ＂ｙｅａｒ ｏｌｄ ｄｏｇ．＂

ｔｃｌ
（发“ｔｉｃｋｌｅ“这个音）很流行的脚本语言
一个简单的 ｔｃｌ 程序？
＃！／ｕｓｒ／ｂｉｎ／ｔｃｌｓｈ
ｐｕｔｓ ｓｔｄｏｕｔ ｛Ｈｅｌｌｏ Ｗｏｒｌｄ！｝

ｗｉｓｈ
（在 Ｘ 终端上输入）这是一个 Ｔｋ（ｔｃｌ 在 Ｘ 窗口上的扩展）的前台语言。常常用于生成一个程序的
前台。
我如何用 Ｔｋ 写一个图形界面的程序？
Ｔｋ 是简单但功能强大的 ｔｃｌ 程序设计语言的图形界面扩展。例如，我用 ｐｉｃｏ 生成一个含有简单 ｔｋ
程序的文本文件：
ｐｉｃｏ ｔｒｙ＿ｔｋ
然后在里面输入简单的 ｔｋ 代码，看看它是如何工作的：
＃！／ｕｓｒ／ｂｉｎ／ｗｉｓｈ
ｂｕｔｔｏｎ ．ｍｙ＿ｂｕｔｔｏｎ ．ｔｅｘｔ ＂Ｈｅｌｌｏ Ｗｏｒｌｄ＂ ．ｃｏｍｍａｎｄ ｅｘｉｔ
ｐａｃｋ ．ｍｙ＿ｂｕｔｔｏｎ
第一行（以“＃！”开头）告诉 ｓｈｅｌｌ 用哪个工具来执行这个文本文件。下面两行是简单的 ｔｋ 程序
的例子。首先，我生成了一个按钮叫作“ｍｙ＿ｂｕｔｔｏｎ”并且把它放在我的类层次的根部（在
“ｍｙ＿ｂｕｔｔｏｎ”前用园点表示）。对于按钮，我在上面显示文本“Ｈｅｌｌｏ Ｗｏｒｌｄ”并关联上一个退出
程序的命令（在按下按钮的时候）。最后一行来调整我的程序的窗口大小使它正好能放下我的按
钮。
在给文件存盘后，我把它变成可执行的：
ｃｈｍｏｄ ａ＋ｘ ｔｒｙ＿ｔｋ
然后我用下面方法执行（需要在 Ｘ 终端下，因为它需要 Ｘ 窗口的运行）：
．／ｔｒｙ＿ｔｋ
对于建立 ＧＵＩ 的前端，Ｔｋ 是很流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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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ｕｂｙ
一个纯的面向对象的脚本语言。相对来说，它还比较新，但它正快速的流行起来，并有可能成为将
来很受欢迎的语言。
为了写一个简单的 ｒｕｂｙ 程序，我会用我喜欢的文本编辑器来编辑并在第一行放上如
下一行：
＃！／ｕｓｒ／ｂｉｎ／ｒｕｂｙ
下面是一个简单的例子来帮助我理解一些 ｒｕｂｙ 的基本概念：
＃！／ｕｓｒ／ｂｉｎ／ｒｕｂｙ
＃Ｔｈｉｓ ｉｓ ａ ｃｏｍｍｅｎｔ
ａ ＝ Ａｒｒａｙ．ｎｅｗ
ｐｒｉｎｔ ＂Ｐｌｅａｓｅ ｅｎｔｅｒ ａ ｆｅｗ ｗｏｒｄｓ （ｔｙｐｅ ＥＸＩＴ ｔｏ ｓｔｏｐ）：＼ｎ＂
ｉ ＝ ０
ｗｈｉｌｅ ｅｎｔｅｒＷｏｒｄ ＝ ＳＴＤＩＮ．ｇｅｔｓ
ｅｎｔｅｒＷｏｒｄ．ｃｈｏｐ！
ｉｆ ｅｎｔｅｒＷｏｒｄ ＝＝ ＂ＥＸＩＴ＂
ｂｒｅａｋ
ｅｎｄ
ａ［ｉ］ ＝ ｅｎｔｅｒＷｏｒｄ
ｉ ＋＝ １
ｅｎｄ
＃ｓｏｒｔ ｔｈｅ ａｒｒａｙ
ｆｏｒ ｉ ｉｎ ０．．．ａ．ｌｅｎｇｔｈ．１ ｄｏ
ｆｏｒ ｊ ｉｎ ｉ＋１．．．ａ．ｌｅｎｇｔｈ ｄｏ
ｉｆ ａ［ｊ］ ＜ ａ［ｉ］
ｔｍｐ ＝ ａ［ｉ］
ａ［ｉ］ ＝ ａ［ｊ］
ａ［ｊ］ ＝ ｔｍｐ
ｅｎｄ
ｅｎｄ
ｅｎｄ
＃Ｏｕｔｐｕｔ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ｐｒｉｎｔ ＂Ｙｏｕ ｅｎｔｅｒｅｄ ＂ ＋ ａ．ｌｅｎｇｔｈ．ｔｏ＿ｓ ＋ ＂ ｅｎｔｒｉｅｓ．＼ｎ＼ｎ＂
ｆｏｒ ｉ ｉｎ ０．．．ａ．ｌｅｎｇｔｈ ｄｏ
ｐｒｉｎｔ ＂Ｅｎｔｒｙ ＂ ＋ （ｉ＋１）．ｔｏ＿ｓ ＋ ＂： ＂＋ ａ［ｉ］ ＋ ＂＼ｎ＂
ｅｎｄ
我把我的 ｒｕｂｙ 脚本程序存为文件“ｍｙｐｒｏｇｒａｍ”，我在命令行里输入下面来执行它：
．／ｍｙｐｒｏｇｒａｍ

ｇｃｃ ｆｉｌｅｎａｍｅ．ｃ
ＧＮＵ 的 Ｃ 编译器。如果你了解 Ｃ 的话，它是很直接明了的。网上有大量的手册。
我如何编译一个简单的 Ｃ 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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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一个你喜欢的文本编辑器并输入你的源码。例如，我可能会用 ｐｉｃｏ：
ｐｉｃｏ ｈｅｌｌｏ．ｃ
然后输入 Ｋｅｒｎｉｎｇｈａｍ 和 Ｒｉｃｈｉｅ（“ｃ”的发明者）的 Ｃ 程序的启萌例子：
＃ｉｎｃｌｕｄｅ ＜ｓｔｄｉｏ．ｈ＞
ｖｏｉｄ ｍａｉｎ（ｖｏｉｄ） ｛
ｐｒｉｎｔｆ（＂ｈｅｌｌｏ ｗｏｒｌｄ＼ｎ＂）；
｝
把文件存好然后开启 ＧＮＵ 的 Ｃ 编译器来编译文件“ｈｅｌｌｏ．ｃ”：
ｇｃｃ ｈｅｌｌｏ．ｃ
ｇｃｃ 编译器会产生一个可执行的二进制文件“ａ．ｏｕｔ”， 可用如下方式运行：
．／ａ．ｏｕｔ

ｇ＋＋ ｆｉｌｅｎａｍｅ．Ｃ
ＧＮＵ 的 Ｃ＋＋编译器。大写字母“Ｃ”总是用来表示 Ｃ＋＋源码。如果你需要一个“集成的系统开发
环境（ＩＤＥ）”，你可以试者用一下 ｋｄｅｖｅｌｏｐ．
我如何编译一个简单的 Ｃ＋＋程序？
就象在 ｃ 里面一样，我打开一个文本编辑器并且写入我的程序。例如，用 ｐｉｃｏ， 我写入如下程
序：
／／Ｔｈｉｓ ｉｓ ａ ｃｏｍｍｅｎｔ （ｔｏ ｔｈｅ ｅｎｄ ｏｆ ｌｉｎｅ， Ｃ＋＋ ｓｔｙｌｅ）
＃ｉｎｃｌｕｄｅ ＜ｓｔｄｉｏ．ｈ＞
＃ｉｎｃｌｕｄｅ ＜ｍａｔｈ．ｈ＞
＃ｉｎｃｌｕｄｅ ＜ｉｏｓｔｒｅａｍ．ｈ＞
＃ｉｎｃｌｕｄｅ ＜ｓｔｄｌｉｂ．ｈ＞
／／ｄｅｆｉｎｅ ａ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ｄｏｕｂｌｅ ｗｈｅｅｌｄｒｏｐ （ｄｏｕｂｌｅ ｄＧａｐ， ｄｏｕｂｌｅ ｄＤｉａｍｅｔｅｒ） ｛
ｄｏｕｂｌｅ ｄＤｒｏｐ， ｄＲａｄｉｕｓ， ｄＮｏｔＤｒｏｐ；
ｄＲａｄｉｕｓ ＝ ｄＤｉａｍｅｔｅｒ ＊ ０．５；
ｄＤｒｏｐ ＝ ｄＲａｄｉｕｓ ． ｓｑｒｔ（ （ｄＲａｄｉｕｓ＊ｄＲａｄｉｕｓ）．（０．２５＊ｄＧａｐ＊ｄＧａｐ） ）；
ｒｅｔｕｒｎ （ｄＤｒｏｐ）；
｝ ／／ｅｎｄ ｏｆ ｔｈ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ｍａｉｎ ｉｓ ｔｈｅ ｅｎｔｒｙ ｐｏｉｎｔ ｔｏ ｔｈｅ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ｖｏｉｄ ｍａｉｎ（ｖｏｉｄ） ｛
ｄｏｕｂｌｅ ｄＧａｐ， ｄＤｉａｍｅｔｅｒ， ｄＤｒｏｐ， ｄＲａｄｉｕｓ， ｄＮｏｔＤｒｏｐ；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ｆｏｒ （；；） ｛ ／／ｉｎｆｉｎｉｔｅ ｌｏｏｐ
ｃｏｕｔ ＜＜ ＂Ｐｌｅａｓｅ ｅｎｔｅｒ ｇａ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ｒａｃｋ ｓｅｇ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ｎ＂
＜＜ ＂ｄｉａｍｅｔｅｒ ｏｆ ｔｒａｉｎ ｗｈｅｅｌ ｉｎ ｉｎｃｈｅｓ （．１ ．１ ｔｏ ｅｘｉｔ）： ＂；
ｃｉｎ ＞＞ ｄＧａｐ ＞＞ ｄＤｉａｍｅｔｅｒ；
ｉｆ （（ｄＧａｐ ＝＝ ．１） ＆＆ （ｄＤｉａｍｅｔｅｒ ＝＝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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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ｒｅａｋ；
ｅｌｓｅ ｉｆ （ｄＧａｐ ＜ ｄＤｉａｍｅｔｅｒ） ｛ ／／ｄｏ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ｄＤｒｏｐ ＝ ｗｈｅｅｌｄｒｏｐ （ｄＧａｐ， ｄＤｉａｍｅｔｅｒ）；
ｐｒｉｎｔｆ （＂Ｔｈｅ ｗｈｅｅｌ ｗｉｌｌ ｄｒｏｐ ％ｆ ｉｎｃｈｅｓ．＼ｎ＼ｎ＂， ｄＤｒｏｐ）；
｝
ｅｌｓｅ ｛
ｐｒｉｎｔｆ （＂Ｅｒｒｏｒ， ｙｏｕｒ ｔｒａｉｎ ｉｓ ｇｏｉｎｇ ｔｏ ｃｒａｓｈ．＼ｎ Ｇａｐ ｂｉｇｇｅｒ ｔｈｅｎ
ｗｈｅｅｌ！＼ｎ＼ｎ＂）；
｝
｝
｝
我把文件存为“ｔｒａｉｎ．Ｃ”， 然后打开 ＧＮＵ 的 Ｃ＋＋编译器来编译“ｔｒａｉｎ．Ｃ”并把它生成名为
“ｔｒａｉｎｃａｌｃ”的执行文件：
ｇ＋＋ －ｏ ｔｒａｉｎｃａｌｃ ｔｒａｉｎ．Ｃ
我用下面方式来执行：
．／ｔｒａｉｎｃａｌｃ

ｋｄｅｖｅｌｏｐ
（在 Ｘ 终端里输入）Ｋ 的集成开发环境。很值得去下载（如果你的软件不包含它的话）

ｇｌａｄｅ
（在 Ｘ 终端里输入）用户界面的图形生成器。
“Ｇｌａｄｅ 是由 Ｄａｍｏｎ Ｃｈａｐｌｉｎ 开发的一个界面生成器。它允许 Ｇｎｏｍｅ／Ｇｔｋ 图形用户界面的图形和交
互的构造。从 Ｇｌａｄｅ， 生成的界面可以存为一个 ｘｍｌ 文件或是在 Ｃ 的 ｓｏｕｒｃｅ ｔｒｅｅ 里的 Ｃ 代码。
Ｇｌａｄｅ 还允许定义处理器函数的定义――用于附上界面上的各种各样的事件。例如，当一个菜单上
的某一项被按下时，就会去调用一个函数（名）。”（选自：
ｈｔｔｐ：／／ｌｉｎｕｘｔｏｄａｙ．ｃｏｍ／ｎｅｗｓ＿ｓｔｏｒｙ．ｐｈｐ３？ｌｔｓｎ＝２０００．０７．１６．０１３．０４．ＰＳ．ＧＮ）

Ｌｉｎｕｘ 下有哪些 Ｃ 函数可用于编程？
象我这样的新手，这样的函数太多了。我从研究目录／ｕｓｒ／ｉｎｃｌｕｄｅ 及其子目录下的头文件（＊．ｈ）
开始。为了查找一个含有给出函数（例如：ｃｏｓｈ）的原型的头文件，我会做下面类似的事：
ｃｄ ／ｕｓｒ／ｉｎｃｌｕｄｅ
ｇｒｅｐ –Ｈ “ｃｏｓｈ” ＊．ｈ
还有很多有趣的库都不是跟着标准软件配制来的，例如，ＧＮＵ 的关于科学计算的库（ＧＳＬ）：
ｈｔｔｐ：／／ｓｏｕｒｃｅｓ．ｒｅｄｈａｔ．ｃｏｍ／ｇｓｌ
或者去
ｈｔｔｐ：／／ｗｗｗ．ｐｈｙ．ｄｕｋｅ．ｅｄｕ／￣ｈｓｇ／ｓｃｉ－ｃｏｍｐｕｔｉｎｇ．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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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ｓ
ｎａｓｍ
ｎｄｉｓａｓｍ
（三条命令）。汇编，一个“原汇编”和一个反汇编。下面试着给你们这些新手看一下如何使用：－）
例如：ｎｄｉｓａｓｍ ／ｂｉｎ／ｓｈ ｜ｍｏｒｅ 在我的系统上（在这个例子里用／ｂｉｎ／ｓｈＳＨＥＬＬ）从二进制文件产生
了一个很长的“汇编助记符”的输出，但我是一点也看不明白的：－（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 ｎａｓｍ，
你可能会看文件：／ｕｓｒ／ｓｈａｒｅ／ｄｏｃ／ｎａｓｍ－ｄｏｃ－０．９８／ｈｔｍｌ／ｎａｓｍｄｏｃ０．ｈｔｍｌ
这是一个对Ｌｉｎｕｘ２．２．１７或更高版本的ｉｎｔｅｌ汇编的例子：
；； ｈｅｌｌｏ．ａｓｍ： Ｃｏｐｙｒｉｇｈｔ （Ｃ） ２００１ ｂｙ Ｂｒｉａｎ Ｒａｉｔｅｒ，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ＧＮＵ
；；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Ｐｕｂｌｉｃ Ｌｉｃｅｎｓｅ （ｖｅｒｓｉｏｎ ２ ｏｒ ｌａｔｅｒ）． Ｎｏ ｗａｒｒａｎｔｙ．
ＢＩＴＳ ３２
ｏｒｇ ０ｘ０５９３６０００
ｄｂ ０ｘ７Ｆ， ＂ＥＬＦ＂
ｄｄ １
ｄｄ ０
ｄｄ ￥￥
ｄｗ ２
ｄｗ ３
＿ｓｔａｒｔ： ｉｎｃ ｅａｘ ； １ ＝＝ ｅｘｉｔ ｓｙｓｃａｌｌ ｎｏ．
ｍｏｖ ｄｌ， １３ ； ｓｅｔ ｅｄｘ ｔｏ ｌｅｎｇｔｈ ｏｆ ｍｅｓｓａｇｅ
ｃｍｐ ａｌ， ＿ｓｔａｒｔ ． ￥￥
ｐｕｓｈａ ； ｓａｖｅ ｅａｘ ａｎｄ ｅｂｘ
ｘｃｈｇ ｅａｘ， ｅｂｘ ； ｓｅｔ ｅｂｘ ｔｏ １ （ｓｔｄｏｕｔ）
ａｄｄ ｅａｘ， ｄｗｏｒｄ ４ ； ４ ＝＝ ｗｒｉｔｅ ｓｙｓｃａｌｌ ｎｏ．
ｍｏｖ ｅｃｘ， ｍｓｇ ； ｐｏｉｎｔ ｅｃｘ ａｔ ｍｅｓｓａｇｅ
ｉｎｔ ０ｘ８０ ； ｅａｘ ＝ ｗｒｉｔｅ（ｅｂｘ， ｅｃｘ， ｅｄｘ）
ｐｏｐａ ； ｓｅｔ ｅａｘ ｔｏ １ ａｎｄ ｅｂｘ ｔｏ ０
ｉｎｔ ０ｘ８０ ； ｅｘｉｔ（ｂｌ）
ｄｗ ０ｘ２０
ｄｗ １
ｍｓｇ： ｄｂ ＇ｈｅｌｌｏ， ｗｏｒｌｄ＇， １０
在把它存为一个文本文件 ｈｅｌｌｏ．ａｓｍ 后，我可以用下面的命令编译并输出到“ｈｅｌｌｏ“然后让它成
为可执行的：
ｎａｓｍ –ｆ ｂｉｎ –ｏ ｈｅｌｌｏ ｈｅｌｌｏ．ａｓｍ ＆＆ ｃｈｍｏｄ ＋ｘ ｈｅｌｌｏ
下面我执行它：
．／ｈｅｌｌｏ
这个例子我是从 ｈｔｔｐ：／／ｗｗｗ．ｍｕｐｐｅｔｌａｂｓ．ｃｏｍ／￣ｂｒｅａｄｂｏｘ／ｓｏｆｔｗａｒｅ／ｔｉｎｙ／借来的。
为何某些人要用汇编？在汇编下编译后，我的系统上这个可执行文件的大小是 ５６ 字节。用“Ｃ“写
的同样功能的程序编译后可执行文件的大小是 １３．７Ｋ 个字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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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有一些简短的信息来帮助我理解上面的程序：
“；”
“ｍｓｇ：”
ｏｒｇ
ｄｂ，ｄｄ，ｄｗ
“￥”

加注释（只到行尾）。
—一个标号的例子（就象在 Ｆｏｒｔｒａｎ 里一样）
（＝“ｏｒｉｇｉｎ”（来源））――声明程序在内存里的开始地址（在被执行并调入内
存时）。
是汇编的“伪指令“用来在输出文件里查入初始值。
求出含有表达式的行的起始位置，因此你就可以用“ＪＭＰ ￥”来表示一个无限循
环。“￥￥“求出当前节的起始位置。

在 ８０ｘ８６（“Ｉｎｔｅｌ”）里的 ３２ 位通用寄存器有：ＥＡＸ，ＥＢＸ，ＥＣＸ，ＥＤＸ，ＥＳＩ，ＥＤＩ，ＥＢＰ 和 ＥＳＰ。（字母
“Ｅ”表示扩展。它在名字的前面是因为它能用作 １６ 位的寄存器但我们只需把名字叫作：
ＡＸ，ＢＸ，ＣＸ，ＣＸ，ＳＩ，ＤＩ，ＢＰ 和 ＳＰ。同理，它们也可视作 ８ 位寄存器：ＡＬ，ＡＨ，ＢＬ，ＢＨ，ＣＬ，ＣＨ，ＤＬ，ＤＨ． 这
里，“Ｌ”和“Ｈ”分别表示“高”和“低”的字节）。
一些 ８０ｘ８６ 通用处理器的指令记忆码的说明：
名字
ＮＯＰ
ＭＯＶ
ＸＣＨＧ
ＣＭＰ
ＰＵＳＨ
ＰＵＳＨＦ
ＰＵＳＨＡ
ＰＯＰ
ＰＯＰＦ
ＰＯＰＡ
ＩＮＣ
ＤＥＣ
ＡＤＤ
ＡＤＣ
ＳＵＢ
ＩＮＴ
ＣＡＬＬ
ＲＥＴ
ＪＭＰ
ＪＥ
ＪＮＥ
ＪＺ
ＪＮＺ
ＪＰ
ＪＮＰ
ＪＰＥ
ＪＰＯ
ＪＣＸＺ
ＪＥＣＸＺ

语法
ＮＯＰ
ｍｏｖ ｄｅｓｔｉｎａｔｉｏｎ， ｓｏｕｒｃｅ
ＸＣＨＧ ｏｐｅｒａｎｄ１，ｏｐｅｒａｎｄ２
ＣＭＰ ｏｐｅｒａｎｄ１，ｏｐｅｒａｎｄ２
ＰＵＳＨ ｓｏｕｒｃｅ
ＰＵＳＨＦ
ＰＵＳＨＡ
ＰＯＰ ｄｅｓｔｉｎａｔｉｏｎ
ＰＯＰＦ
ＰＯＰＡ
ＩＮＣ ｏｐｅｒａｎｄ
ＤＥＣ ｏｐｅｒａｎｄ
ＡＤＤ Ｄｅｓｔ，Ｓｏｕｒｃｅ
ＡＤＣ Ｄｅｓｔ，Ｓｏｕｒｃｅ
ＳＵＢ Ｄｅｓｔ，Ｓｏｕｒｃｅ
ＩＮＴ ｎｕｍｂｅｒ
ＣＡＬＬ ｓｕｂｒｏｕｔｉｎｅ
ＲＥＴ
ＪＭＰ ｄｅｓｔｉｎａｔｉｏｎ
ＪＥ ｄｅｓｔｉｎａｔｉｏｎ
ＪＮＥ ｄｅｓｔｉｎａｔｉｏｎ
ＪＺ ｄｅｓｔｉｎａｔｉｏｎ
ＪＮＺ ｄｅｓｔｉｎａｔｉｏｎ
ＪＰ ｄｅｓｔｉｎａｔｉｏｎ
ＪＮＰ ｄｅｓｔｉｎａｔｉｏｎ
ＪＰＥ ｄｅｓｔｉｎａｔｉｏｎ
ＪＰＯ ｄｅｓｉｔｉｎａｔｉｏｎ
ＪＣＸＺ ｄｅｓｔｉｎａｔｉｏｎ
ＪＥＣＸＺ ｄｅｓｔｉｎａｔｉｏｎ

注解
不做任何事
转移（考备，设置）数据
交换值
比较两个操作数
推上栈（把值放上栈并把栈的指针增加）．
推的标记
推入所有通用寄存器
从栈里弹出（从栈里取值，并把栈的指针减少）。弹出是栈的反操作。
弹出标记
弹出所有通用寄存器
加一
减一
加
加并存放
减
执行中断
调一个子例程
从当前或最内的子例程返回
跳到目的地址执行
如果相等就跳离
如果不相等就跳离
如果是零就跳离
如果非零就跳离
如果有奇偶校验就跳离
如果无奇偶校验就跳离
如果奇偶校验是偶就跳离
如果奇偶校验是奇就跳离
如果ＣＸ寄存器是零就跳离
如果 ＥＣＸ 寄存器是零就跳离

ｇｕｉｌｅ
“Ｓｃｈｅｍｅ”程序语言的一个实现。Ｓｃｈｅｍｅ 是 ＬＩＳＰ 语言（在过去 ４０ 年一只是人工智能的主哉语
言）的一个现代的方言。
一个小的 ｇｕｉｌｅ 解释器的例子：
ｇｕｉｌ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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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１）
（ｄｅｆｉｎｅ ａ ２）
（／ ａ ３）
（＝ ａ ７）
（ｄｉｓｐｌａｙ ＂ｈｅｌｌ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ｌｓ＂）
（ｅｘｉｔ）
第一个命令运行 ｇｕｉｌｅ 的解释器。后面的四个命令作加法，定义，除法和比较，用的是波兰表达式
（操作符在操作数之前）。看在这页里的逆波兰表达式。最后的命令是退出解释器。
ｇ７７
ＧＮＵ ＦＯＲＴＲＡＮ． 网上的手册在：ｈｔｔｐ：／／ｇｃｃ．ｇｎｕ．ｏｒｇ／ｏｎｌｉｎｅｄｏｃｓ／ｇ７７／． 如果你真的需要很了解
ＦＯＲＴＲＡＮ，你可能需要到下面网址：ｈｔｔｐ：／／ｓｔｕｄｂｏｌｔ．ｐｈｙｓａｓｔ．ｕｇａ．ｅｄｕ／ｔｅｍｐｌｏｎ／ｆｏｒｔｒａｎ．ｈｔｍｌ 去
找一个符合你的需要的 Ｌｉｎｕｘ 下的 ＦＯＲＴＲＡＮ 编译器。
一个 Ｆｏｒｔｒａｎ 代码的小例子，它打印出 １ 到 ２０ 的数的平方和立方。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ＴＲＹ＿ＦＯＲＴＲＡＮ
ＩＮＴＥＧＥＲ Ｘ
ＰＲＩＮＴ ２００， ＂Ｘ＂， ＂Ｘ＾２＂， ＂Ｘ＾３＂
ＤＯ Ｘ＝１， ２０
ＰＲＩＮＴ １００， Ｘ， Ｘ＊＊２， Ｘ＊＊３
ＥＮＤ ＤＯ
１００ ＦＯＲＭＡＴ （Ｉ２０， Ｉ２０， Ｉ２０）
２００ ＦＯＲＭＡＴ （Ａ２０， Ａ２０， Ａ２０）
ＥＮＤ
为了编译这个文件，我运行 ｆｏｒｔｒａｎ 的编译器并使用选项来认识“自由格式”的源码（我不喜欢固
定格式的源码）：
ｇ７７ –ｆｆｒｅｅ－ｆｏｒｍ ｔｒｙ＿ｆｏｒｔｒａｎ．ｆ
现在我运行它（编译执行文件的默认文件名是 ａ．ｏｕｔ）
．／ａ．ｏｕｔ

ｅｘｐｅｃｔ
“程序对话”的脚本语言。看 ｍａｎ ｅｘｐｅｃｔ

ｋｙｌｉｘ
这是由 Ｂｏｒｌａｎｄ（ａｋａ Ｉｎｐｒｉｓｅ）提供的全新（Ｆｅｂ ２００１）的商业软件。简短的说，它就是著名的面
向对象的 Ｐａｓｃａｌ（“Ｄｅｌｐｈｉ”）的 Ｌｉｎｕｘ 的移植。ｋｙｌｉｘ 不会在你的 ｌｉｎｕｘ 的 ｃｄ 上，你必须为它
付钱，但是如果你想在 Ｌｉｎｕｘ，ＭＳ Ｗｉｎｄｏｗｓ 和 Ｗｅｂ，大量的预置件等之间做最好的快速应用程序
开发的代码移植，ｋｙｌｉｘ 几乎是最好的。在我看来，Ｄｅｌｐｈｉ 明显比 ＭＳ Ｖｉｓｕａｌ Ｂａｓｉｃ 好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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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ａｖａｃ
ｊａｖａ
Ｊａｖａ 语言的编译器和解释器。在 Ｌｉｎｕｘ 下，ｊａｖａｃ 和 ｊａｖａ 实际上是用合适的选项调用 ｋａｆｆｅ 的脚
本（试一下 ｃａｔ ／ｕｓｒ／ｂｉｎ／ｊａｖａ）
一个 ｊａｖａ“单独”的小试验程序。我用我最爱的文本编辑器，例如 ｋａｔｅ（在 Ｘ 终端下）输入如下
ｊａｖａ 代码：
／＊ Ｃｏｍｍｅｎｔｓ ａｒｅ ｍａｒｋｅｄ ｌｉｋｅ ｉｎ Ｃ＋＋
＊ Ａ ｊａｖａ ｃｌａｓｓ ｔｏ ｄｉｓｐｌａｙ ＂Ｈｅｌｌｏ Ｗｏｒｌｄ＂
＊／
ｃｌａｓｓ ＨｅｌｌｏＷｏｒｌｄＡｐｐ ｛
ｐｕｂｌｉｃ ｓｔａｔｉｃ ｖｏｉｄ ｍａｉｎ（Ｓｔｒｉｎｇ［］ ａｒｇｓ） ｛
Ｓｙｓｔｅｍ．ｏｕｔ．ｐｒｉｎｔｌｎ（＂Ｈｅｌｌｏ Ｗｏｒｌｄ．＂）； ／／ Ｐｒｉｎｔ ＂Ｈｅｌｌｏ Ｗｏｒｌｄ．＂ ｆｏｌｌｏｗｅｄ ｂｙ ａ
ｎｅｗｌｉｎｅ
｝
｝
我把它存入一个名为 ｔｒｙ＿ｊａｖａ．ｊａｖａ 文件中，现在我开始编译它：
ｊａｖａｃ ｔｒｙ＿ｊａｖａ．ｊａｖａ
编译产生了一个叫作 ＨｅｌｌｏＷｏｒｌｄＡｐｐ．ｃｌａｓｓ 的“字节码”文件（编译一半的文件，执行时须用解释
器）。我输入下面命令运行：
ｊａｖａ ＨｅｌｌｏＷｏｒｌｄＡｐｐ
如果想看如何把一个简单的 ｊａｖａ ａｐｐｌｅｔ 嵌入在网页里的例子，你可以去下面网站看一下：
ｈｔｔｐ：／／ｊａｖａ．ｓｕｎ．ｃｏｍ／ｄｏｃｓ／ｂｏｏｋｓ／ｔｕｔｏｒｉａｌ／ｇｅｔＳｔａｒｔｅｄ／ｃｕｐｏｊａｖａ／ｕｎｉｘ．ｈｔｍｌ，上面的例子就是
从那里借过来的。
ｍａｋｅ
运行“ｍａｋｅ”这个工具是用来建立（编译，联接等）一个项目，这个项目在当前目录下的
Ｍａｋｅｆｉｌｅ 文件里有描述。
Ｍａｋｅ 用来让系统“更新”，当系统中的一个文件有改变，所有需要的对系统的更新操作都由 Ｍａｋｅ
完成。ｍａｋｅ 是“智能”的，它不会对那些不需要改变的文件去进行变化，通常这些文件的改变是
由文件的时间来确认的。一般来说，它用于建立软件包（编译，联接……），ｍａｋｅ 还可以做其它
的任务，例如，系统管理。Ｍａｋｅｆｉｌｅ 看上去象下面这样：
ｔａｒｇｅｔ ： ｐｒｅｒｅｑｕｉｓｉｔｅｓ
［Ｔａｂ］ｃｏｍｍａｎｄｓ
这里，目标通常都是一个文件（但也不绝对），ｐｒｅｒｅｑｕｉｓｉｔｅｓ 是 ｔａｒｇｅｔ 文件所需要的文件。如
果 ｔａｒｇｅｔ 不存在或者比任何一个 ｐｒｅｒｅｑｕｉｓｉｔｅｓ 旧的话，“ｃｏｍｍａｎｄｓ”就会执行。上面的第一行
被叫做“归则”，第二行叫做“动作”。请注意任何一个动作行必须以 ｔａｂ 字符开头。下面是一个
例子，Ｍａｋｅｆｉｌｅ 生成一个叫作“ｅｄｉｔ”的执行文件：
ｍｙ＿ｐｒｏｇｒａｍ ： ｍａｉｎ．ｏ ｃｏｍｍａｎｄ．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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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ｃ ．ｏ ｍｙ＿ｐｒｏｇｒａｍ ｍａｉｎ．ｏ ｃｏｍｍａｎｄ．ｏ
ｍａｉｎ．ｏ ： ｍａｉｎ．ｃ ｄｅｆｓ．ｈ
ｃｃ ．ｃ ｍａｉｎ．ｃ
ｃｏｍｍａｎｄ．ｏ ： ｃｏｍｍａｎｄ．ｃ ｄｅｆｓ．ｈ ｃｏｍｍａｎｄ．ｈ
ｃｃ ．ｃ ｃｏｍｍａｎｄ．ｃ
ｃｌｅａｎ ：
ｒｍ ｍｙ＿ｐｒｏｇｒａｍ ｍａｉｎ．ｏ ｃｏｍｍａｎｄ．ｏ
为了用这个 Ｍａｋｅｆｉｌｅ 来生成一个执行文件叫作“ｍｙ＿ｐｒｏｇｒａｍ”， 我打：ｍａｋｅ。它会在后台工作来
确认它所需要的文件，这样，首先，它会编译 “ｃｏｍｍａｎｄ．ｃ”成目标文件“ｃｏｍｍａｎｄ．ｏ”，然后再
编译“ｍａｉｎ．ｃ”成“ｍａｉｎ．ｏ”，最后它把“ｍａｉｎ．ｏ”和“ｃｏｍｍａｎｄ．ｏ”联上执行文件
“ｍｙ＿ｐｒｏｇｒａｍ”。另外还可用这个 ｍａｋｅｆｉｌｅ 去删除目录下的所有执行文件和目标文件。我们只要
打：ｍａｋｅ ｃｌｅａｎ 即可。由于目标“ｃｌｅａｎ”不需要依赖其它前提，它不会在通常调用里执行，而是
需要很清析的调用。目标“ｃｌｅａｎ”就是一个“假”目标的例子。

ｙｅｓ
生成一个含有“ｙｅｓ”并用不结束的字符串的输出（可按＜Ｃｔｒｌ＞＜ｃ＞终止或掉电）。
听上去象是一个很蠢的工具，但它可用于在命令行写一个很简单的程序。例如，下面这个用于确定
在 １００，０００ 个随机数里各个数字出现的频率的例子（所有的命令在一行上）：
ｙｅｓ ｜ ｓｅｄ ＇１０００００ｑ＇ ｜ ａｗｋ
＇ＢＥＧＩＮ｛ｓｒａｎｄ（）；ｕ＝６＊ｌｏｇ（１０）｝｛ｐｒｉｎｔｆ＂％ｅ＼ｎ＂，ｒａｎｄ（）＊ｅｘｐ（ｒａｎｄ（）＊ｕ）｝＇｜
ｃｕｔ －ｃ１ ｜ ｓｏｒｔ ｜ ｕｎｉｑ －ｃ
我不希望这个例子会把你吓着―――它确实说明了过时的 ＵＮＩＸ 的命令行操作同样可以玩得很复杂
（和功能很强），就象你所期待的一样。如果你想知道为什么数字出现的频率是各种各样的（直觉
上来说如果数字是随机的，它应该是一个常数）就到我借来这个例子的网站上去看一下吧：
ｈｔｔｐ：／／ｗｗｗ．ｎｅｗｓｃｉｅｎｔｉｓｔ．ｃｏｍ／ｎｓ／１９９９０７３１／ｌｅｔｔｅｒｓ４．ｈｔｍｌ

７．３

数学工具

ｄｃ
一个任意精度的命令行“逆波兰表达式（ＲＰＮ）”计算器。
ｄｃ 来自现代数字计算机的主要概念－堆栈。计算机中的堆栈和厨房里的一叠盘子没有什么不同：最
后进来的最先出去（即 ＬＩＦＯ，亦称后入先出）。它和先入先出（ＦＩＦＯ）的队列正好相反。
你只能对位于堆栈顶部的数值执行运算。两个最基本的运算是：压入（在堆栈顶端置入）和弹出
（从堆栈顶端取回）。一元运算从堆栈中弹出一个数值（“一元”指“要求一个操作数”），二元
运算从堆栈中弹出两个数值（“二元”指“要求二个操作数”），三元运算从堆栈中弹出两个数值
（“三元”指“要求三个操作数”）。每种情况下，运算结果总是被压回堆栈的顶部。
逆波兰表达式计算器（普通手持式）在技术人员和学者中很常见。它从不要求输入圆扩号。
历史 无扩号逻辑是由波兰数学家 Ｊａｎ Ｌｕｋａｓｉｅｗｉｃｚ （１８７８－１９５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发明的。起
初，运算符位于操作数之前。但为便于计算机使用，运算符被置于操作数之后，这也就是“逆波兰
表达式”中“逆”字的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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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练习对堆栈操作：
ｄｃ ［启动任意精度逆波兰表达式计算器］
１ ［将数值“１”压入堆栈］
２ ［向堆栈中压入另一个数值］
３ ［向堆栈中压入另一个数值］
４ ［向堆栈中压入另一个数值］
ｆ ［显示整个堆栈的内容；你应该看到 １ ２ ３ ４］
ｐ ［显示堆栈顶部的数值但不改变堆栈本身；你应该看到 ４］
＋ ［执行加法运算（二院运算），即将最上面的两个数值（４，３）弹出堆栈，然后在把运算结
果（７）放入堆栈］
ｐ ［显示堆栈顶部的数值；例如，刚才加法运算的结果（７）。］
ｐ ［再次显示堆栈顶部的数值以证明堆栈的内容没有被刚才的显示操作（ｐ）改变。］
＊ ［执行乘法运算（二元运算）；即弹出堆栈中的最后两个数值，然后将运算结果（１４）放入
堆栈］
ｐ ［显示刚才乘法运算的结果（１４）］
Ｐ ［弹出堆栈中的最后一个数值 （１４）］
ｐ ［显示堆栈顶部的数值］
２０００ ［向堆栈中压入一个较大整数］
ｋ ［为堆栈顶部的数值（例如：２０００）设置精度］
１ ［向堆栈中压入另一个数值］
ｆ ［显示整个堆栈的内容］
７０１ ［向堆栈中压入另一个数值］
／ ［堆栈中的最后两个数值执行出发运算，例如：２０００ 除以 ７０１］
ｐ ［显示最后除法运算的结果］
ｑ ［退出任意精度逆波兰表达式计算器］
请注意，逆波兰表达式从不需要扩号。可以阅读 ｄｃ 的联机帮助（ｍａｎ ｂｃ）了解更多功能。
ｂｃ
任意精度交互式计算器。输入“ｑｕｉｔ”退出 ｂｃ。在进行浮点除法运算前输入“ｓｃａｌｅ＝２０”（或其
他精度），否则将得到取整后的商值而不是一个浮点数。
ｋｃａｌｃ＆
ｘｃａｌｃ＆
（Ｘ 图形终端上）标准图形界面计算器。
ｅ ＇２＊３／４＋ｓｉｎ（ｐｉ／２）＇
这个“ｅ”表达式求值程序不包含在 ＲｅｄＨａｔ ７．ｘ 的光盘中。不过，在众多的命令行计算其中我最喜
欢这个。可以试着从这个地址下载：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ｏｆｔｎｅｔ．ｔｕｃ．ｇｒ／￣ａｐｄｉｍ／ｐｒｏｊｅｃｔｓ／ｅ／
ｅｘｐｒ １ ＋ １ ／ ３
执行整数运算。“ｅｘｐｒ”并不意味着一个计算器，大多数情况下在脚本程序中用做流程控制。上面
的例子回返回结果“１”，因为在整数除法中 １／３ 等于 ０ 是正确的。
ｏｃｔａｖ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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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ｃｔａｖｅ 是一种用于数字计算的高级交互语言，非常接近“ｍａｔｌａｂ”，包含在任何完整的 Ｌｉｎｕｘ 发
布中。
ｓｃｉｌａｂ＆
（Ｘ 图形终端上）一个强大完善的数字计算系统，在一定程度上与“ｍａｔｌａｂ”相似， 但有一个更
加紧凑的图形界面。如果不是有非常复杂的运算要求就不要去试它了。这个软件包含在 ＲａｄＨａｔ
７．０“ｐｏｗｅｒｔｏｏｌｓ”光盘中。主页：ｈｔｔｐ：／／ｗｗｗ－ｒｏｃｑ．ｉｎｒｉａ．ｆｒ／ｓｃｉｌａｂ／
下面的小例子示范了一些线性代数运算，我的输入用黑体表示：
－－＞ａ＝［１ １ １；２ ３ ４］
ａ ＝
！ １． １． １． ！
！ ２． ３． ４． ！
－－＞ｂ＝［１
ｂ ＝
！ １． １．
！ ２． ２．
！ ３． ３．

１； ２ ２；３ ３］
！
！
！

－－＞ｃ＝ａ＊ｂ
ｃ ＝
！ ６． ６． ！
！ ２０． ２０． ！
－－＞ｄ＝ｉｎｖ（ｃ）
ｄ ＝
１．０Ｅ＋１４ ＊
！ １１．２５８９９９ － ３．３７７６９９７ ！
！ － １１．２５８９９９ ３．３７７６９９７ ！
－－＞
ｈｅａｄ －ｃ ８ ／ｄｅｖ／ｒａｎｄｏｍ
ｃａｔ ／ｄｅｖ／ｒａｎｄｏｍ ｜ ｏｄ
ｃａｔ ／ｄｅｖ／ｕｒａｎｄｏｍ ｜ ｍｅｍｅｎｃｏｄｅ
（三个命令）例子显示了如何在 Ｌｉｎｕｘ 命令行通过读设备“ｒａｎｄｏｍ”或“ｕｒａｎｄｏｍ”生成随机字
符。第一个命令通过读设备“ｒａｎｄｏｍ”产生大约 ８ 个字符，这样能产生高质量（难于预测）的随机
数。这个过程会变得很慢，如果你的机器“随机信息”已经用尽的话（比如，当产生大量的随机字
符）。这是的解决办法是等待或者用键盘任意输入、移动鼠标、切换终端、让你的硬盘读写等来生
成等多随机噪音（“随机信息”）。第二个命令不断地产生随机字符，但以八进制显示。它只能用
Ｃｔｒｌ＋ｃ 来中断。第三个命令使用了设备“ｕｒａｎｄｏｍ”，但生成大量随机字符的时候比“ｒａｎｄｏｍ”
快。当系统的随机信息少时，“ｕｒａｎｄｏｍ”的输出的随机程度可能会下降，但除了一些有特殊要求
的应用程序外，仍能满足绝大多数的情况的要求。输出被过滤成可打印的 ＭＩＭＩＥ 格式（互联网上用
于邮件的 ７ 位编码标准）。Ｌｉｎｕｘ 下的详细的随机数生成原理和实现描述源代码可以在你的 ｌｉｎｕｘ
系统／ｕｓｒ／ｓｒｃ／ｌｉｎｕｘ／ｄｒｉｖｅｒｓ／ｃｈａｒ／ｒａｎｄｏｍ．ｃ 文件中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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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ａｃｔｏｒ １０５３３８５８４６６２２２２３９３４５
查找任意整数的所有质因数（素数）。一个整数的因数是能够整除这个整数的数。例如：６ 的因数
有：１，２，３ 和 ６。
Ｒ
一种针对复杂的统计计算的编程语言／计算环境。输入“ｑｕｉｔ（）”退出。
ｇｎｕｐｌｏｔ
图表创建工具。非常适合非交互式（批处理）任务，但对交互式使用并不简单。你可以在
ｈｔｔｐ：／／ｗｗｗ．ｄｕｋｅ．ｅｄｕ／￣ｈｐｇａｖｉｎ／ｇｎｕｐｌｏｔ．ｈｔｍｌ 找到很好 ｇｎｕｐｌｏｔ 说明。

７．４

杂项

我怎样才能够运行微软 Ｗｉｎｄｏｗｓ 程序（用“ｗｉｎｅ”）？
不要为了运行微软 Ｗｉｎｄｏｗｓ 程序而安装 Ｌｉｎｕｘ。如果需要 Ｗｉｎｄｏｗｓ 程序，你可能想把你的计算机配
置成双重启动。
当然，Ｌｉｎｕｘ 下的“ｗｉｎｅ”库可以让你运行某些微软 Ｗｉｎｄｏｗｓ 程序，尽管是以牺牲速度为代价。在
我的系统上（安装了 Ｗｉｎｅ），我能通过在 Ｘ Ｗｉｎｄｏｗｓ 的终端窗口中输入：
ｗｉｎｅ ／ｍｎｔ／ｄｏｓ＿ｈｄａ１／ｗｉｎｄｏｗｓ／ｓｏｌ．ｅｘｅ
运行微软的纸牌游戏。
其中，／ｍｎｔ／ｄｏｓ＿ｈｄａ１ 是可以并且已经挂接微软 Ｗｉｎｄｏｗｓ 所在硬盘分区的目录名。
如果你还没有安装 Ｗｉｎｅ， 那就将 Ｍａｎｄｒａｋｅ 光盘放入光驱并让系统识别到它，然后以系统管理员的
身份（ｒｏｏｔ）执行：
ｃｄ ／ｍｎｔ／ｃｄｒｏｍ／Ｍａｎｄｒａｋｅ／ＲＰＭＳ／
ｒｐｍ －ｉｈｖ ｗｉｎｅ－９９１２１２－１ｍｄｋ．ｉ５８６．ｒｐｍ
Ｍａｎｄｒａｋｅ 软件包能够与 ＲｅｄＨａｔ 兼容，所以你可以用它来安装 ＲｅｄＨａｔ 缺少的软件包。
如果我有两个或更多的硬盘，能够使用 ＲＡＩＤ 吗？
ＲＡＩＤ＝“冗余磁盘阵列（Ｒｅｄｕｎｄａｎｔ Ａｒｒａｙ ｏｆ Ｉｎｅｘｐｅｎｓｉｖｅ Ｄｉｓｋｓ）”。ＲＡＩＤ 能够用一块磁盘去镜
像另一块磁盘以达到在发生磁盘损坏的情况下保护数据、维持系统正常运转的目的。Ｌｉｎｕｘ 包含了
一套 ＲＡＩＤ 工具供你定制一个符合你要求的 ＲＡＩＤ 系统。它们包括：
ｍｋｒａｉｄ–初始化／升级 ＲＡＩＤ 磁盘阵列
ｒａｉｄ０ｒｕｎ– 启动老式（无超级块）ＲＡＩＤ０／线性阵列［译者注：原文如此。意即通常所说无镜像］
ｒａｉｄｓｔａｒｔ– 启动 ＲＡＩＤ 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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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ａｉｄｓｔｏｐ– 停止 ＲＡＩＤ 设备
ｒａｉｄｔａｂ– ＲＡＩＤ 设备配置文件
ＲＡＩＤ 把两个或更多磁盘合成一个单独的逻辑设备。不同级别的 ＲＡＩＤ 有：
ＲＡＩＤ ０ （条状）简单地把两个或多个磁盘合成一个单独的逻辑设备，没有任何冗余。经常和
ＲＡＩＤ１ 及 ＲＡＩＤ５ 一起使用。ＲＡＩＤ０ ＋ ＲＡＩＤ１ 被称作 ＲＡＩＤ１０，ＲＡＩＤ０ ＋ ＲＡＩＤ５ 被称作
ＲＡＩＤ５０。
ＲＡＩＤ １（镜像）结合两块磁盘，每一块磁盘存储相同的数据。
ＲＡＩＤ ４ 结合了三块过更多的磁盘，其中一块磁盘专门用作奇偶校验。任何一块磁盘损坏时，
整个逻辑设备保持完好，但性能下降。由于性能的缘故，这种配置并不常用。
ＲＡＩＤ ５ 结合了三块过更多的磁盘，并将奇偶校验分布在所有的磁盘上。原理和 ＲＡＩＤ４ 相似但
性能明显更好。
在 ｈｔｔｐ：／／ｗｗｗ．ｏｓｆａｑ．ｃｏｍ／ｖｏｌ１／ｌｉｎｕｘ＿ｓｏｆｔｒａｉｄ．ｈｔｍ 能够找到更多的有关信息。
ＲｅｄＨａｔ Ｌｉｎｕｘ ７．２ 在系统初始安装过程中具备了轻而易举地创建软件级 ＲＡＩＤ 的功能。这个过程的
描述可以在 ｈｔｔｐ：／／ｗｗｗ．ｒｅｄｈａｔ．ｃｏｍ／ｄｏｃｓ／ｍａｎｕａｌｓ／ｌｉｎｕｘ／ＲＨＬ－７．２－Ｍａｎｕａｌ／ｃｕｓｔｏｍ－
ｇｕｉｄｅ／ｓｏｆｔｗａｒｅ－ｒａｉｄ．ｈｔｍｌ 找到。简而言之，在安装过程中的“硬盘分区”部分：
（１）

（２）
（３）

（４）

创建“ｓｏｆｔｗａｒｅ ＲＡＩＤ”（软件级别的 ＲＡＩＤ）分区。 你不能为每一个“ＲＡＩＤ 类型”的
分区指定一个 ｍｏｕｎｔ ｐｏｉｎｔ。但你可以给出每个分区的大小，使它“能够扩展”或者使
它成为主分区。
按“Ｍａｋｅ ＲＡＩＤ”（创建 ＲＡＩＤ）按钮
在出现的对话框中输入：这个 ＲＡＩＤ 阵列的 ｍｏｕｎｔ ｐｏｉｎｔ、分区类型、ＲＩＡＤ 类型
（ＲＡＩＤ０、ＲＡＩＤ１ 和 ＲＡＩＤ５ 中之一）、ＲＡＩＤ 成员分区（你在第一步中创建的）及备用分
区数（ＲＡＩＤ１ 和 ＲＡＩＤ５ 需要）。（当软 ＲＡＩＤ 出现磁盘损坏时，备用分区将自动被使
用）在第一步中，你应该？？？？
按“ＯＫ”按钮，检查“Ｄｒｉｖｅ Ｓｕｍｍａｒｙ”（磁盘信息）是否你的 ＲＡＩＤ 阵列显示正确。

注：如果你在为／ｂｏｏｔ 创建 ＲＡＩＤ 分区，必须选择 ＲＡＩＤ １ 而且必须使用最初的两块硬盘之一（ＩＤＥ
优先，ＳＣＳＩ 次之）。如果你不是为／ｂｏｏｔ 创建 ＲＡＩＤ 分区，而是创建根 ＲＡＩＤ 分区，这个分区必须
是 ＲＡＩＤ １ 而且必须是最初的两块硬盘之一（ＩＤＥ 优先，ＳＣＳＩ 次之）。
使用 ｓｈａｐｅｃｆｇ 调整网络流量
在 ｈｔｔｐ：／／ｏｒｅｉｌｌｙ．ｌｉｎｕｘ．ｃｏｍ／ｐｕｂ／ａ／ｌｉｎｕｘ／２０００／０８／２４／ＬｉｎｕｘＡｄｍｉｎ．ｈｔｍｌ 能找到很有用的信息。
尽管看起来我永远不需要在家里调整网络流量，但 ｓｈａｐｅｃｆｇ 仍然是一个有趣的练习。
参看附页：如何升级系统内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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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可证、鸣谢及其它
ＬＮＡＧ 许可证
《Ｌｉｎｕｘ初级系统管理员手册》（ＬＮＡＧ）（简称“本手册”）遵照“开放内容许可证（ｔｈｅ Ｏｐｅｎ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Ｌｉｃｅｎｓｅ）”（ｈｔｔｐ：／／ｏｐｅｎｃｏｎｔｅｎｔ．ｏｒｇ／ｏｐｅｎｐｕｂ／）标准并附带以下条件：
本手册在不断更新中。因此，为了向读者提供最佳服务，除非已经被原作者以外的其他作者修改，
任何发布者应提供一个尽可能新的版本。例如：本手册的最新版本或者距离你通过网站服务、刻录
光盘或打印发布本手册时的时间一年之内的版本。本手册最新版本可以在
ｈｔｔｐ：／／ｓｕｎｓｉｔｅ．ｄｋ／ｌｉｎｕｘ－ｎｅｗｂｉｅ找到。
本许可证意味着任何可公开访问的镜像必须每年至少更新一次，如果存在新版本的话。如果你无意
更新，请不要创建本手册的镜像。
本手册中所有的代码示例遵循通用公共许可证（ＧＮＵ，ｈｔｔｐ：／／ｗｗｗ．ｇｎｕ．ｏｒｇ／ｃｏｐｙｌｅｆｔ／ｇｐｌ．ｈｔｍ）发
布。
可以通过电子邮件联系本手册的维护者Ｓｔａｎ和Ｐｅｔｅｒ Ｋｌｉｍａｓ（ｌｉｎｕｘ＿ｎａｇ＠ｃａｎａｄａ．ｃｏｍ）。
鸣谢
Ｌｉｎｕｘ初级管理员手册（ＬＮＡＧ）在丹麦奥尔堡（Ａａｌｂｏｒｇ）大学的ＳｕｎＳｉｔｅ服务器上免费发布
（ｈｔｔｐ：／／ｓｕｎｓｉｔｅ．ｄｋ／ｌｉｎｕｘ－ｎｅｗｂｉｅ）。感谢Ｅｓｂｅｎ Ｈａａｂｅｎｄａｌ Ｓｏｅｒｅｎｓｅｎ
＜ｂａｒｔ＠ｓｕｎｓｉｔｅ．ａｕｃ．ｄｋ＞。
感谢＂ｌｉｎｓｕｐ．ｃｏｍ＂ （ｈｔｔｐ：／／ｌｉｎｓｕｐ．ｃｏｍ／）提供免费空间，并及时更新澳大利亚的镜像
（ｈｔｔｐ：／／ｌｉｎｓｕｐ．ｃｏｍ／ｎｅｗｂｉｅ／）。感谢Ｋｅｎａｎ Ｂｅｋｔａｓ （ＶＰ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提供免费空间并及时更
新北美镜像（ｈｔｔｐ：／／ｄｂｓｔｒｅａｍｓ．ｃａ／ｍｉｒｒｏｒｓ／ｌｉｎｕｘ－ｎｅｗｂｉｅ／）。还要感谢Ａｎｄａｍｏｏｋａ将ＬＮＡＧ收藏与
众多优秀的免费书籍中。我们需要想办法如何更新它。
主要的帮助和建议来自（按字母顺序排序）：Ａｌａｎ Ｗ． Ｉｒｗｉｎ ＜ｉｒｗｉｎ＠ｂｅｌｕｇａ．ｐｈｙｓ．ｕｖｉｃ．ｃａ＞，
Ｂｅｎｊａｍｉｎ Ｓｍｉｔｈ＜ｂｅｎｓ＠ｓａｂｅｒ．ｎｅｔ＞，Ｂａｒｂａｒａ Ｋｌｉｍａｓ ＜ｂｋｌｉｍａｓ＠ｍａｇｍａ．ｃａ＞，Ｂｅｎ ＭｃＣｏｓｈ
＜ｂｅｎ＠ａｌｂａｇｒｏｕｐ．ｃｏｍ＞，Ｂｉｌｌ Ｓｔａｅｈｌｅ＜ｓｔａｅｈｌｅ＠ｎｅｔｖａｌｕｅ．ｎｅｔ＞，Ｂｉｌｌ Ｕｎｒｕｈ
＜ｕｎｒｕｈ＠ｐｈｙｓｉｃｓ．ｕｂｃ．ｃａ＞，Ｂｒｉａｎ Ｋｅｌｓａｙ ＜ｒｉｐｃｒｄ６＠ｋｃ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Ｄｉｎｇ－Ｈｏｕ Ｌｅｅ
＜ｄｌ１０５＠ｃｏｌｕｍｂｉａ．ｅｄｕ＞，Ｇａｒｙ ＜ｓｗｅａｒ＠ａａ．ｎｅｔ＞，Ｇｒｅｇ Ｍｉｚｅｌｌ ＜ＧＭｉｚｅｌｌ＠ｐｅｅｋ－ｔｒａｆｆｉｃ．ｃｏｍ＞，
Ｊａａｋｋｏ Ａｌａｒｔｏ ＜ｐｉｋｋｕｍｙｙ＠ｉｋｉｌｉｅｋｋｉ．ｏｒｇ＞，Ｊｅｆｆ Ｇｒｅｅｎｌｅｅ ＜ｇｒｅｅｎｊ＠ａｎａｌｏｇｙ．ｃｏｍ＞，ｊｅｆｆ ｃｏｖｅｙ
＜ｊｅｆｆ．ｃｏｖｅｙ＠ｐｏｂｏｘ．ｃｏｍ＞，Ｊｏ ＜ｒａｉｎｂｏｗ＠ｌｉｎｕｘｆｏｃｕｓ．ｏｒｇ＞，Ｊｕｈａｐｅｋｋａ Ｔｏｌｖａｎｅｎ
＜ｊｕｈｔｏｌｖ＠ｓｔ．ｊｙｕ．ｆｉ＞，Ｋｅｎ Ｆｏｓｋｅｙ ＜ｗａｒａｔａｈ＠ｚｉｐ．ｃｏｍ．ａｕ＞。 特别感谢波特兰Ｌｉｎｕｘ用户小组的校
阅！
感谢更多的向我们表达看法、帮助纠正谬误、提出更好建议或更好修辞的朋友。我们永远感激任何
反馈，迄今为止还没有收到读者愤怒的指责。我们感到抱歉不能回答令你烦恼的具体问题：（（， 不
能为单独的用户提供免费服务。同时抱歉我们不为微软 Ｗｉｎｄｏｗｓ 用户提供任何支持。
感谢数以千计的 ＧＮＵ／Ｌｉｎｕｘ 开发人员。还有必要提到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Ｓｔａｌｍａｎ 和 Ｌｉｎｕｓ Ｔｏｒｖａｌｄｓ 的名字
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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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
你可以看出本手册是由新手写给新手的，任何主题都不应该被视为权威解释——已经有足够多详尽
的文档了，大部分在你的 Ｌｉｎｕｘ 系统的／ｕｓｒ／ｄｏｃ 目录中，当然一般很难读懂。如果你发现了可能
混淆或误导 Ｌｉｎｕｘ 新用户的错误（本手册仍在不断更新，当前的版本可能有一些错误），请立即通
知我们。不要把你的身家性命依靠在这本手册上！
如果你也想做一些贡献（任何你感兴趣的 Ｌｉｎｕｘ 话题），我们会非常愿意接受，并乐于把你的名字
包括进来，等等。唯一的条件是你的建议应该易于我们这样的新手理解。
如果你创建自己的镜像，请确保定时更新。本手册（ＬＮＡＧ）仍在不断完善，发现的错误之处会被定
期更正。我们的许可证要求更新本手册（如果在 ｈｔｔｐ：／／ｓｕｎｓｉｔｅ．ｄｋ／ｌｉｎｕｘ－ｎｅｗｂｉｅ 有新的版
本），否则请删除你的过时的镜像。
希望本手册能对你有所帮助。
Ｂｅｓｔ Ｒｅｇａｒｄｓ，
Ｓｔａｎ ａｎｄ Ｐｅｔｅｒ Ｋｌｉｍａｓ
（ｌｉｎｕｘ＿ｎａｇ＠ｃａｎａｄａ．ｃｏ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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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译本后记
一封感谢信给华枫论坛（www.chinasmile.net）的朋友们

“骐骥一跃，不能十步，驽马十驾，功在不舍”
?? 引自 《荀子》－劝学篇
四个月前，在这里招募人员翻译一本 linux 的书，现在全书已经翻译完毕，并经过了第一次检查
和修订。全书 236 页，打印完拿在手里很薄，份量却有一点沉。没有大功告成的喜悦，却有如体
育课上坚持咬牙跑完全程后无尽疲惫中夹扎着些许宽慰。
因为人员是在这里募集的，这里再一下老 JOE 的这块地，向过去几个月里一起“战斗”的网友们深
切致谢：
特别感谢 Allen，在经历最困难的时候，即使学业繁忙，也一直和我坚守在最后的战壕里；在打
扫残局的无尽疲惫里，没有你的一再伸手“救援”，离最后完成仍然有待时日；
特别感谢 WangLing，敏捷迅速，译文准确流畅无可挑剔，总是在完成自己的部分后一再主动请
缨，是你给整个小组注入一种不知疲倦的前进的力量；
特别感谢 Sunny，工作，家庭两头忙，在受到“要实在太忙可以交给别人”的一再“诱惑”之下绝不
“投降”，终于慢工出细活--非常感谢你的坚持和信任；
特别感谢 flx, 第一个完成自己手头任务的人，是全队的“急先锋”和“一级劳动模范”；
特别感谢北美老牛 wendell,你的经验和建议使本书获益良多；
特别感谢 jeff, hummingbird, emerson 等网友的兢兢业业，尽职尽责，没有你们的不懈努
力，这项目进行不到一半恐怕就散架了；
特别感谢 cstring, lisa， Zhang Guo Bin，你们的热情参与，是这本书能够顺利完成的。
此外，还有其他热情提供各种建议和帮助的朋友，在此一并致谢。

“做一件事，最难的是开始，最重要的是坚持。如果坚持，就会达到目的。”
和这里的诸位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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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ＨＡＤＯＷＦＡＸＬＩＮＵＸ 小组电子邮件列表
幻影快递小组邮件：
ｓｈａｄｏｗｆａｘｌｉｎｕｘ＠ｈｏｔｍａｉｌ．ｃｏｍ
所有小组成员的邮件：
Ａｌｌｅｎ
Ｃｓｔｒｉｎｇ
Ｅｍｅｒｓｏｎ
ｆｌｘ
Ｇ Ｚｈａｏ
Ｈｕｍｍｉｎｇｂｉｒｄｓ
Ｊｅｆｆ Ｌｅｅ
Ｌｉｓａ
Ｓｕｎｎｙ Ｃｈｅｎ
ｔｒｔ
Ｗａｎｇ Ｌｉｎｇ
Ｗｅｎｄｅｌｌ
Ｙａｏ Ｍｉｎｇ Ｗｅｉ
Ｚｈａｎｇ Ｇｕｏ Ｂｉｎｇ

ｘｉｅｙｘ９７＠ｙａｈｏｏ．ｃｏｍ
ｈａｒｒｙｓｏｎｇｃａ＠ｙａｈｏｏ．ｃａ
ｅｍｅｒｓｏｎ７５０９＠ｈｏｔｍａｉｌ．ｃｏｍ
ｆｚｌｘ＠ｙａｈｏｏ．ｃｏｍ
ｇｚｈａｏ＿２００１＠ｈｏｔｍａｉｌ．ｃｏｍ
ｗａｎｇｚｈ＿３０＠ｈｏｔｍａｉｌ．ｃｏｍ
ｊｅｆｆｌｅｅ４１６＠ｓｙｍｐａｔｉｃｏ．ｃａ
ｅｒｉｎｓｔ＠ｙａｈｏｏ．ｃｏｍ
ｃｈｅｎｐａｇｅｒ＠ｙａｈｏｏ．ｃｏｍ
ｓｕｈｕａｉｈｅ＠ｈｏｔｍａｉｌ．ｃｏｍ
ｗａｎｇｌｉｎｇ８８＠ｈｏｔｍａｉｌ．ｃｏｍ
ｗｅｎｄｅｌｌ＿６７＠ｈｏｔｍａｉｌ．ｃｏｍ
ｙｍｉｎｇｗｅｉ＠ｈｏｔｍａｉｌ．ｃｏｍ
ｇｕｏｐｉｎｇ＿ｚｈａｎｇ＠ｈｏｔｍａｉｌ．ｃｏ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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