鸟哥的 Linux 私房菜
基础文件

什么是 Linux
什么是 Linux ？什么是操作系统？
要了解 Linux 之前，就不能不知道什么是操作系统 ( Operation System, OS )，所以，首先我们来简单的
说一说什么是操作系统吧！先来想一想，当我们使用计算机时，屏幕上面显示的咚咚是由哪里来的？
嗯！是由显示卡与屏幕显像的；那么你现在可以藉由网络看到这篇文章，则是藉由 Internet 、网络卡、
网络线以及所有相关的电子器材与网络器材所完成的一项任务！如果你要看 VCD 呢？那么就需要光驱、
光盘、声卡的发声等等的支持。这么说来的话，所以在『工作』的东西都是『硬件』的工作呀！对了！
就是这些计算机硬件在工作的。那么硬件怎么工作呢？那就是藉由『操作系统』来达成的啰！这个操
作系统就是在沟通你这个使用者跟硬件之间的讯息传递啦！也就是说，没有操作系统，那么你的计算
机硬件就只是一堆废铁，什么工作都不能做的！
那么操作系统里面含有什么东西呢？简单的来说，操作系统主要分为两个东西，一个是『核心』、一
个是『一堆核心提供的工具』 我们以使用者常使用的 Windows 计算机来做一个简单的说明好了。大
家应该都使用过 Windows 计算机里面的档案总管吧？那么当你开启档案总管的时候，他是否会显示你
硬盘当中的数据？这个显示硬盘里面的数据，就是『核心』帮你做的，但是，你要核心去显 示硬盘哪
一个目录下的数据，则是由『档案总管』这个『工具』帮你达成的！这样可以理解吗？再来，如果您
曾经使用过 Windows 2000 或 Windows XP 的话，那就更好了！你就应该听过有所谓的『FAT32 与
NTFS 档案格式』吧？在 Windows 98 这个早期的 Windows 版本中，他并无法读取或者是找到
Windows XP 的 NTFS 档案格式的硬盘，为什么呢？因为他的『核心』本来就不认识 NTFS 啊！所以，
即使你有档案总管，但是由于核心根本不认识 NTFS ，所以，档案总管也是没有能力帮你达到你想要
做的事情！这样应该就更清楚了吧？没错！你的整个硬件是由核心来管理的，而如果核心不认识你的
硬件，那么你将无法使用该硬设备，例如上面提到的 NTFS 档案格式的硬盘！核心就是『 Kernel
』，他是一个操作系统的最底层的东西，由他来掌管整个硬件资源的工作状态，而 Linux 有 Linux 自
己的核心， Windows 也有他自己的核心。所以说，当有新的硬件加入到你的系统中的时候，那么若你
的『 Kernel 』并没有支持他的时候，呵呵，这个新的硬件就肯定无法工作的，因为控制他的 Kernel
并不认识他呀！这样了解了吗？！先有个概略性的了解，后面我们提到『核心编译』的时候会在更详
细的谈到他！
一般来说，Kernel 管理的事项有：
•
•
•
•

•

System call interface ：一些服务与 kernel 沟通之后，将硬件的资源进一步的利用；
Process control ：系统过程控制中心，所以核心编的越小越好；
Memory management ：控制整个系统的内存管理；
File system management ：档案系统的管理，例如 I/O 等等的工作啦！还有不同档案
格式的支持啦等等，如果你的核心不认识某个档案系统，那么您将无法使用该档案格
式的档案啰！例如上面提到的 Windows 98 不认识 NTFS 档案格式的硬盘；
Device drivers ：就如同上面提到的，硬件的管理是 Kernel 的主要工作之一，当然啰，
装置的驱动程序就是核心需要做的事情啦！好在目前都有所谓的『可加载模块』功能，
可以将驱动程序编辑成模块，就不需要重新的编译核心啦！这个也会在后续的核心编
译当中提到的！

所以啦！所有硬件的资源都是他来管理的！至于我们要达成一些工作时，除了藉由核心本身提供的功
能 ( 例如上面提到的档案总管 ) 之外，还可以藉由其它的应用软件来达成喔！举个例子来说，你要看
VCD 影片是吧！那么除了 Windows 提供的媒体播放程序之外，你也可以自行安装 VCD 播放程序来播
放 VCD 啰！这个播放程序就是应用软件啰，而这个应用软件可以帮你去控制核心来工作 ( 就是放映
影片啰 ) ，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说，核心是控制整个硬件支持的咚咚，也是一个操作系统的最底层，
然而要让整个操作系统更完备的话，那还需要含有相当丰富的核心提供的工具，以及核心相关的应用
软件来支持！
OK！提到这里那么您知道 Linux 是什么了吗？呵呵！对啦！其实 Linux 就是一个操作系统，这个操作
系统里头含有最主要的 kernel 以及 kernel 提供的工具啦！他提供了一个完整的操作系统当中最底层的
硬件控制与资源管理的完整架构，这个架构是沿袭 Unix 良好的传统来的，所以相当的稳定而功能强大！
此外，由于这个优良的架构可以在目前的个人计算机 ( X86 系统 ) 上面跑，所以很多的软件开发者将
他们的工作心血移转到这个架构上面，那就是很多的应用软件啦！虽然 Linux 仅是其核心与核心提供

的工具，不过，由于核心、核心工具与这些软件开发者提供的软件的整合，使得 Linux 成为一个更完
整的、功能强大的操作系统啰！我们可以将 Linux 的系统与使用者的相关性看成底下的图示：

图一、使用者、使用者接口与核心工具、核心、与硬件之相关性
约略了解 Linux 是何物之后，接下来，我们要谈一谈，『为什么说 Linux 是很稳定的操作系统呢？他
是如何来的？』

从 Unix 到 Linux 这一段历史
为什么大家常常会说， Linux 是很稳定的一套操作系统呢？这是因为， Linux 他有个老前辈，那就是
Unix 家族啰！有这个前辈的提携，让 Linux 这个小老弟很快的就成为一套稳定而优良的操作系统啦！所以，
底下我们来谈一谈 Unix 到 Linux 的这一段历史吧！
早在 Linux 出现之前的二十年 ( 大约在 1970 年代 )， 就有一个相当稳定而成熟的操作系统存在了！那就
是 Linux 的老大哥『 Unix 』是也！怎么这么说呢？！他们这两个家伙有什么关系呀？这里就给他说一说
啰！众所皆知的， Linux 的核心是由 Linus Torvalds 在 1991 年的时候给他开发出来的，并且丢到网络上
提供大家下载，后来大家觉得这个小东西 ( Linux Kernel ) 相当的小而精巧，所以慢慢的就有相当多的朋友
投入这个小东西的研究领域里面去了！但是为什么这的小东西这么棒呢？！然而又为什么大家都可以免费
的下载这个东西呢？！嗯！等鸟哥慢慢的唬 xx....喔不！听我慢慢的道来！
•

一个没有完成的梦想： Bell, MIT 与 GE 的『 Multics 』系统
早期的计算机并不像现在的个人计算机一般，他可不是一般人碰的到的玩意儿，除非是军事或者是高科技
用途才有可能接触到这类的 Computer ！而如前面所言，有计算机硬件还需要操作系统的配合才能够发挥
计算机的效能，不过，在那个年代，由于计算机算是『奢侈品』，喔～应该说是『贵重物品』，所以，可
能一间学校就只有一部大型主机当然，那个年代所谓的大型主机仍然无法提供适度的运算能力的。不过，
既然只有一部大型主机，然而有许许多多的教师、学生要想 要来使用，怎么办呢？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在
1960 年代初期，麻省理工学院 ( MIT ) 发展了所谓的『兼容分时系统 ( Compatible Time-Sharing System,
CTSS )』，就字面上的意义来看，他主要让大型主机可以提供多个终端机联机进入主机使用主机的资源，
( 附带一提，当时的终端机 ( Terminal ) 本身并没有软件或者可供使用的资源，这些终端机要能使用，一定
必需要联机登入主机之后，才能够使用主机的资源来工作！) 当时可以让约 30 位使用者联机使用主机。而
为了让这个分时系统更加的强大，所以，在 1965 年前后由贝尔研究室 ( Bell )、 麻省理工学院 ( MIT ) 及
奇异电器公司 ( GE ) 开始来共同开发一个名为 Multics 的大型计划，目标是想让大型主机可以联机 300 位
以上的使用者。不过，在奋斗了四年之后，该计划仍然宣告不治...喔！是失败啦！(注： Multics 有复杂、
多数的意思。)

•

一个小型档案系统的产生：1969 年 Ken Thompson 的小型 file server system
在复杂的 Multics 系统的计划失败后，贝尔研究室当然就退出该计划。就在这个计划解散之后，曾经参与
Muitics 的贝尔研究室的成员 Ken Thompson 由于自己工作上的需求，需要一套档案存取的小型操作系统，
便在 1969 年的时候以 DEC 公司 ( Digital Equipment Corporation ) 的计算机 PDP-7 为硬件基准，设计了一

个适合自己工作环境的小型档案系统，其中也含有他自行开发的一些小工具。那个系统就是最早期的 Unix
的源头！当初 Ken 设计这个档案系统时，主要是为了自己的存取方便所设计的简单 OS ，因此将原有的
Multics 系统大幅度的简化，不过，在当时还并没有 Unix 这个名词的出现！
•

Unix 的正式诞生：1973 年 Ritchie 等人以 C 语言写出第一个正式 Unix 核心
由于 Thompson 写的那个操作系统实在太好用了，所以在 Bell 研究室内部广为流传，并且数度经过改版。
到了 1973 年， Bell 研究室的 Dennis Ritchie 等人为了让这个系统的执行效能更佳化，所以使用编译效能
更好的 C 语言将原有的 1969 年的那个系统之核心大幅度的改写过，并且确定该操作系统名称为 Unix，
呵呵！那就是最早的 Unix 操作系统啰！不过，由于这个操作系统是由这一群工程师所开发完成的，而且
使用者也大多是这方面的工程师，因此造成了后来 Unix 系统接口较难被一般使用者接受的情况 @_@ (注：
相对于 Multics ，Unix 具有单一的意思！)

•

重要的 Unix 分支： 1977 年 BSD 的诞生
在 Unix 早期的发展中，有一件相当重要的事情，那就是 BSD 的诞生！由于 C 语言是一种高级语言，他
可以被应用在不同的硬件架构上面，而 Unix 本身就是 C 语言写成的！在 Unix 发表之后， 柏克莱大学
( Berkeley ) 的教授对于这个操作系统相当的有兴趣，在经过取得 Unix 的原始码，并且几经修改之后，终
于在 1977 年发表了第一代的 Berkeley Software Distribution ( BSD ) 。这个 BSD 是 Unix 的一个分支，他
的发展对于 Unix 有相当大的影响，例如后来的 Sun 公司就是使用 BSD 发展的核心进行自己商业的 Unix
版本的发展的！

•

百家齐鸣的 Unix 版本：
由于 C 语言是一个相当高阶的程序语言，他与硬件没有很直接的相关性，例如你的 Windows 也可以执行
C 程序语言！而由于 Unix 是由 C 语言写成的，因此，也就是说，你只要经过稍微的原始码修改程序，就
可以在不同的硬件架构上面执行这个操作系统！后来，由于 Unix 的方便性，因此很多的商业公司及学术
机构就加入这个操作系统的研发啰。不过，也由于 Unix 的便利性与改写容易，因此就造成了很多的不同
版本的 Unix 啰，例如 ATT 的 System V 、 加州大学的 BSD 版、 IBM 的 AIX 等等。
由于『操作系统的核心 ( Kernel ) 必须要跟硬件配合，以提供及控制硬件的资源进行良好的工作！』，而在
早期每一家生产计算机硬件的公司还没有所谓的『协议』的概念，所以每一个计算机公司出产的硬件自然
就不相同啰！因此他们必须要为自己的计算机硬件开发合适的 Unix 系统，所以，他们自行开发的 Unix 当
然只能配合本身的硬件配备啰！例如在学术机构相当有名的 Sun 、 Cray 与 HP 就是这一种情况，他们开
发出来的 Unix 并没有办法在其它的硬件架构下工作的！ ( 我们都称呼这种系统与配备为『超级计算机』 )
！由于没有厂商针对个人计算机设计 Unix 系统，因此，在早期并没有支持个人计算机的 Unix 操作系统
的出现 ( 当然，这是由于早期的个人计算机并没有现在这样风行就是了！ ) ，每一家公司自己出的 Unix
虽然在架构上面大同小异，但是却真的仅能支持自身的硬件，所以啰，早先的 Unix 只能与服务器 ( Server
) 或者是大型工作站 ( Workstation ) 划上等号！
此外，由于版本太多了，而大家都是同样来自于 Unix 这个老祖宗，当然也都称自己是 Unix ，好了，如此
一来，许多商业公司自然就会有类似的软件发表，喝！那么自然就有些许的商业纠纷啰！真是伤脑筋～

•

1984 年的 GNU 与 Free Software Foundation：
Unix 在商业上面的问题让许多对于 Unix 喜好者感到相当的忧心，其中一个就是有名的 Richard M.
Stallman 先生。他认为， Unix 是一个相当好的操作系统，在这个系统上面，如果大家能够将自己所学的贡
献出来，那么这个系统将会更加的优异！Stallman 先生认为最大的快乐就是让自己发展的良好的软件让大
家来使用了！而且，由于每个人的工作环境 ( 指软硬件平台 ) 可能都不太相同，所以，他也强调应该要有
Open Source 的概念，让大家都能够分享这一份的心得！他认为，有了 Open Source 之后，你的程序将有很
多的人可以帮忙检验，将使得 Unix 社群更佳的茁壮。为了自己的理想， Stallman 在 1984 年实际创立了
GNU 与 自由软件基金会 ( Free Software Foundation, FSF )，并创作了许多『自由软件』供大众来使用，此
外，对于其作品以自由 ( free ) 的 GNU General Public License ( GPL ) 的授权模式提供大众使用。这个 FSF
的核心观念是『版权制度是促进社会进步的手段，版权本身不是自然权力。 』对于 FSF 有兴趣或者对于
GNU 想要更深入的了解时，请参考朝阳大学的洪朝贵教授的网站，里面有更为深入的解说！而且，
Stallman 的 GNU General Public License 一直强调 Free 这个字眼！他是这样说的：『"Free software" is a
matter of liberty, not price. To understand the concept, you should think of "free speech", not "free beer". "Free
software" refers to the users freedom to run, copy, distribute, study, change, and improve the software』大意是说，
自由软件并不是指『免费』的，而是指具有『自由度, freedom』的软件，什么是自由度呢？也就是你在取
得这个软件之后，可以进行修改、进一步发表与复制在不同的计算机平台上面。这无疑是个好消息！因为
如此一来，你所拿到的软件可能原先只能在 Unix 上面跑，但是经过原始码的修改之后，你将可以拿他在
Linux 或者是 Windows 上面来跑！Stallman 先生更直接对自由度下了这样的说明：
•
•

你可以根据任何你想要的提议 ( purpose ) 来跑这个 Free 的程序；
你可以在理解了这支 Free 的程序的运作之后，将他修改成你所想要的样式与功能；

•
•

你可以将你自己修改过的 Free 的程序再次的发表，以帮助你的朋友们；
你可以将这支 Free 的程序进行改良，并将改良过的程序公开发表，以造福社群！

简单的来说， GPL 授权具有几个特点：
•
•
•

任何软件挂上 GPL 授权之后，即为自由的软件，任何人均可取得，同时，亦可取得其原始码
( Source Code )；
取得 GPL 授权之软件后，任何人均可进行修改原始码，以符合自己的喜好；
除此之外，经过修改的 Source Code 应回报给网络社会，提供大家来参考！

但请特别留意，并非挂上 GPL 之后的软件就不可贩卖，这个是不同的两回事呦！举个例子来说，在 Red
Hat 的官方网站上面提供 Red Hat 释出的 Linux 安装光盘提供大众下载，但是 Red Hat 本身依然有在卖
Linux 的套件，而且还卖的『很不便宜！』为何可以如此呢？呵呵！因为 Red Hat 他们卖的数据当中，含
有相当大量经过整了的文件数据，这些数据虽然在网络上面可以下载，然而花了这么多的时间来整理这些
数据，当然应该要给予相当程度的报酬啰！您说是吧！所以，请留意喔！并非 GPL 不可用来营利！
这个 GNU 对于后来的 Linux 有相当深远的影响，由于 Stallman 先生发展了 GNU 这个计划中，主力在推
出各种方便而优异的工具软件，例如广为大家所知的 Emacs 文书编辑器、GCC, BASH..然而没有作业平台
怎么使用这些软件呢？然而，由于他倡导的自由软件，让后来的心血能很快的接触原始码来发展软件，这
就是后来的 Linux 的故事....这是后来的故事，等一下来说～
•

1988 年的图形接口 X-Free86 project：
有鉴于图形使用者接口 ( Graphical User Interface, GUI ) 的需求日益加重，在 1984 年由 MIT 与其它协力
厂商首次发表了 X Window System ，并且更在 1988 年成立了非营利性质的 XFree86 这个组织。所谓的
XFree86 其实是 X window system 与 Free 及 x86 系统架构的整合名称呢！而这个 XFree86 的 GUI 接口更
在 Linux 的核心 1.0 版于 1994 年释出时，整合于 Linux 操作系统当中！

•

1991 年 芬兰大学生 Linus Torvalds 的一则简讯：
在后来的几年内，由于计算机硬件工业的强力运作，以 intel 主导的 x86 系统架构的个人计算机大行其道，
所以个人计算机算是相当流行的一个机器了！但在此时，人们使用的大多还是旧旧而且需要吃很多系统资
源的 DOS 系列或其它的操作系统。 此时，有个芬兰的郝尔辛基大学 (Helsinki )Linus Torvalds 学生做了
件不寻常的事情！ Linus 手边有个 Minix 系统 ( 这也是 Unix 的分支 ) ，他对这个操作系统相当的有兴趣！
此外，由于当时他正好买了一部 386 的计算机，所以他就想说，咦！这个 Unix 这么棒！这么稳定，那我
可不可以将他移植到个人计算机 ( X86 架构 ) 来使用呢？！好在由于 Stallman 提倡的 Open Source 风气，
他得以接触到一些 source code ，而就经由这样的一个想法，呵呵！他就很有心的读取 Unix 的核心，并且
去除较为繁复的核心程序，将他改写成可以适用于一般个人计算机的 x86 系统上面，到了 1991 年，他终
于将 0.02 版的 hobby 放到网络上面供大家下载，并且由于 hobby 受到大家的肯定，相当多的朋友一起投
入这个工作中！终于到了 1994 年将第一个完整的核心 Version 1.0 释出！并且造成目前的大流行.....由于
Linux kernel 的发展是由『虚拟团队』所达成的，大家都是透过网络取得 Linux 的核心原始码，经由自己精
心改造后再回传给 Linux 社群，进而一步一步的发展完成完整的 Linux 系统，至于 Torvalds 先生是这个集
团中的发起者。由于这个群策群力的缘故， Torvalds 先生将 Linux 定为同样造福大家的 GNU 授权模式！

•

企鹅的来源：
1994 年发表 Linux 正式核心 1.0 的时候，大家要 Linus Torvalds 想一只吉祥物，怪怪的 Torvalds 突然想到
小时候去动物园被一只企鹅追着满地打滚～还被咬了一口！既然想不到其它的吉祥物了，干脆就以这支企
鹅来当吉祥物算了！所以，呵呵！目前我们常常看到这一只企鹅就是这么来的咯！

什么是 distribution
好了，经由上面的说明，我们知道 Linux 是个『操作系统』，而且他是 GNU 的授权模式，并且有个
老大哥是 Unix 。不过，毕竟由 Torvalds 先生负责维护的 Linux 提供的仅是『核心』与『核心工具』
的集合，对于需要更完整功能的操作系统来说，毕竟还不够完备，例如如果你要桌面程序，还得要加
入 X-Window 系统对吧！？如果你要架设 WWW 还得加入服务器软件对吧？所以，虽然 Linux 的核
心已经提供了相当多的支持与工具程序，但毕竟还不足以构成一个很完整的操作系统。
好在，由于 Linux 的稳定性良好，并且可以在便宜的 x86 架构下的计算机平台运作，所以吸引了很多
的套件商与自由软件的开发团队在这个 Linux 的核心上面开发相关的软件，例如有名的 sendmail, wuftp, apache 等等。此外，亦有一些商业公司发现这个商机，因此，这些商业公司或者是非营利性的工
作团队，便将 Linux 核心、核心工具与相关的软件集合起来，并加入自己公司或团队的创意的系统管
理模块与工具，而释出一套可以完整安装的操作系统，这个完整的 Linux 操作系统，我们就称呼他为

distribution，或者是中文所谓的『安装套件』啰！当然啰，由于是基于 GNU 的架构下，因此各家公司
所发行的光盘套件是可以在网络上面自由下载的。不过，如果想要有较佳的服务，那么购买该公司发
行的光盘也是不错的！
不过，由于发展的 Linux 公司实在太多了，例如有名的 Red Hat, OpenLinux, Mandrake, Debian, SuSE
等等，所以很多人都很担心，如此一来每个 distribution 是否都不相同呢？这就不需要担心了，由于各
个 distribution 都是架构在 Linux Kernel 下来发展属于自己公司风格的 distribution，因此大家都遵守
Linux Standard Base ( LSB ) 的规范，也就是说，各个 distribution 其实都是差不多的！反正用到的都是
Linux Kernel 啊！只是各个 distribution 里面所使用的各套件可能并不完全相同而已。所以啰，大家可
以按照自己的喜好来选择 Linux 的 distribution 光盘啰！底下列出几个主要的 Linux 发行者网址：
•
•
•
•
•
•
•
•

Red Hat: http://www.redhat.com
Mandrake: http://www.linux-mandrake.com/en/
Slackware: http://www.slackware.com/
SuSE:
http://www.suse.com/index_us.html
OpenLinux: http://www.caldera.com/
Debian:
http://www.debian.org/
Linpus:
http://www.linpus.com.tw/
UniteLinux:http://www.sco.com/unitedlinux/

当然发行套件者不仅于此，您可以查阅其它的 Linux 新闻来发现喔！而其中中文化较为有名的就属
CLE 这个套件发行者了！另外，台湾还有另一家 Linux 开发商，称为 Linpus (百资)，有兴趣的话也可
以到底下的网页上看看！
•
•

CLE：http://cle.linux.org.tw/
百资：http://www.linpus.com.tw/

好了，那么哪一个安装套件比较好呢？！就如同 VBird 前面提到的，每一个发行者所使用的 Linux 核
心其实是一样的，都是由 www.kernel.org 开发出来的核心呀！所以其架构，甚至包括其档案放置的目
录，都是大同小异的，基本上除了某些内容套件不太一样之外 ( 例如有人使用 wu-ftpd 有人使用
proftpd 等等 ) ，其它的档案架构与指令系统其实几乎都是相同的，因此我们不去探讨哪一个套件比较
棒！而是要来介绍如何学习与使用一个套件！至于下载的地点，网友提供了一个相当棒的多种 Linux
distributions 的下载网站：
www.linuxiso.org
同时底下的网站还有各个著名的 Linux distribution 的比较！包括使用的热门情况、市场占有率、以及
套件的相依程度等等：
http://www.distrowatch.com/

Linux 的功能与优缺点
•

Linux 的起源：
前面提到了，Linus Torvalds 先生一直以来就喜欢那个小小的操作系统核心，而核心是管理一个系统的最底
层的东西，所有的硬件资源都是由 kernel 来管控的！但是，就如同前面说的，早期的 Unix 并不支持 x86
的个人计算机架构，一直到了 1991 年在 BBS 里面 Linus 先生贴了个小布告之后，才有了重大的转变：
Hello everybody out there using minixI'm doing a (free) operation system (just a hobby,
won't be big and professional like gnu) for 386(486) AT clones.

这封 BBS 的邮件即是由当时还是芬兰的大学生 Linus Torvalds 所发表的，他说他修改了一个简单的操作系
统核心，核心名称为 hobby，这个 hobby 的核心 ( Kernel ) 即为第一个 Linux 的核心系统！此外，由于他
是基于 GNU 的协议而开发这个操作系统，所以他是 Free 的，任何人都可以下载使用！( 注：hobby 是个
人兴趣，just a hobby, won't be big and professional like gnu，其意思是：仅为个人兴趣，不会玩得跟 gnu 那
么大啦~~~)
Linus 所开发的这个 hobby 是基于 Unix 的系统所发展出来的，他将 Unix 里面的很多数据又加以简化，并
且使之可以适用于 intel 主导的 x86 的系统下（当初的个人计算机系统为 386 与 486 架构），因此当初他

所发表的这个最新的系统核心就被称为 linus's unix ，简称为 Linux ！当然，由于这个核心很像是当时的
Unix 系统，因此也称为 Unix-like 系统啰！( 注：其实 Unix-Like 可以说是目前服务器类型的操作系统的统
称啦！因为，不论是 FreeBSD, BSD, Sun Unix, SCO Unix, HP Unix, Red Hat Linux, Mandrake Linux 等等，都
是由同一个祖先『Unix』来的，因此，这些咚咚都被统称为 Unix-Like 的操作系统啰！ )
那么这个系统有什么特异功能呢？简单的说：
•

免费：由于他是基于 GPL ( General Public License ) 的架构之下，因此他是 Free 的，也就是任何人
都可以免费的使用或者是修改其中的原始码的意思！这就是所谓的『开放性架构』，这对科学界来
说是相当重要的！因为很多的工程师由于特殊的需求，常常需要修改系统的原始码，使该系统可以
符合自己的需求！而这个开放性的架构将可以满足各不同需求的工程师！因此当然就有可能越来越
流行啰！

•

配备需求低廉：而他可以支持个人计算机的 X86 架构，系统资源不必像早先的 Unix 系统那般，仅
适合于单一公司 ( 例如 Sun ) 设备！单就这一点来看，就可以造成很大的流行啰！

•

功能强大而稳定：而且由于功能并不会输给一些大型的 Unix 工作站，因此，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公
司或者是团体、个人投入这一个操作系统的开发与整合工作！

•

独立作业：另外，由于很多的软件套件逐渐被这套操作系统拿来使用，而很多套件软件也都在
Linux 这个操作系统上面进行发展与测试，因此， Linux 近来已经可以独力完成几乎所有的工作站
或服务器的服务了，例如 Web, Mail, Proxy, FTP.....。

所以，目前他已经是相当成熟的一套操作系统啰！而且不耗资源又免费，呵呵，可以说造成微软相当大的
压力呀！此外，由于他的系统硬件要求很低，加上目前很多的人由于『Intel 的阴谋』（呵呵！开玩笑的，
因为 Tom 的硬件评论网站常常这样说 Intel 的不是！呵！很好笑！）而造成手边有相当多的淘汰掉的硬件
配备， Linux 在这些被淘汰的硬件中就可以执行的相当的顺畅与稳定！因此也造成相当多朋友的关注啰！
这也是造成 Linux 成为最近几年来最受瞩目的操作系统之一，如前所述，他会受到瞩目的原因主要是因为
他是『free』的，就是免费的操作系统啦！然后他是开放性的系统，也就 是你可以随时的取得程序的原始
码，这对于程序开发工程师是很重要的！而且，虽然他是免费的，不过功能却很强大！另外， Linux 对于
硬件的需求是很低的，这一点更造成他流行的主因，因为硬件的汰换率太快了，所以很多人手边都有一些
很少在用的零件，这些零件组一组就可以用来跑 Linux 了，反正做一个工作站又不用使用到屏幕 ( 只要主
机就可以啰 ) ，因此 Linux 就越来越流行啰！(插个嘴，也就是因为 Linux 具有 1.硬件需求低、 2.架构开
放、 3.系统稳定性及保密性工能够强、 4.完全免费，所以造成一些所谓『反微软联盟』的程序设计高手不
断的开发新软件！以与 Microsoft 进行抗衡！)
•

Linux 的优点：
那干嘛要使用 Linux 做为我们的主机系统呢？这是因为 Linux 有底下这些优点：
•

稳定的系统：Linux 本来就是建立在 Unix 上面发展出来的操作系统，因此，Linux 具有与 Unix 系
统相似的的程序接口跟操作方式，当然也继承了 Unix 稳定并且有效率的特点。常听到安装 Linux
的主机连续运做一年以上而不曾当机、不必关机是稀松平常的事；

•

免费或少许费用：由于 Linux 是基于 GPL 的基础下的产物，因此任何人皆可以自由取得 Linux ，
至于一些『安装套件』的发行者，他们发行的安装光盘也仅需要些许费用即可获得！不同于 Unix
需要负担庞大的版权费用，当然也不同于微软需要一而再、再而三的更新你的系统，并且缴纳大量
费用啰！

•

安全性、漏洞的修补：如果你常玩网络的话，那么你最常听到的应该是『没有绝对安全的主机』！
没错！不过 Linux 由于支持者日众，有相当多的热心团体、个人参与其中的开发，因此可以随时获
得最新的安全信息，并给予随时的更新，亦即是具有相对的较安全！

•

多任务、多使用者：与 Windows 系统不同的， Linux 主机上可以同时允许多人上线来工作，并且
资源的分配较为公平，比起 Windows 的单人假多任务系统要稳定的多啰！ 这个多人多任务可是
Unix-Like 上面相当好的一个功能，怎么说呢？你可以在一部 Linux 主机上面规划出不同等级的使用
者，而且每个使用者登入系统时的工作环境都可以不相同，此外，还可以允许不同的使用者在同一
个时间登入主机，以同时使用主机的资源。

•

使用者与群组的规划：在 Linux 的机器中，档案的属性可以分为『可读、可写、可执行』等参数来
定义一个档案的适用性，此外，这些属性还可以分为三个种类，分别是『档案拥有者、档案所属群
组、其它非拥有者与群组者』。这对于项目计划或者其它计划开发者具有相当良好的系统保密性。

•

相对比较不耗资源的系统：Linux 只要一部 p-100 以上等级的计算机就可以安装并且使用愉快啰！
还不需要到 P-III 等级的计算机呢！不过，如果你要架设的是属于大型的主机（服务上百人以上的主

机系统），那么就需要比较好一点的机器了。不过，目前市面上任何一款个人计算机均可以达到这
一个要求啰！
•

Linux 的缺点：
反正 Linux 好处说不完啦！不过虽然 Linux 具有这样多的好处，但是他先天上有一个足以致命的地方，使
他的普及率受到很大的限制，就是 Linux 需要使用 『指令列』 的终端机模式进行系统的管理！虽然近年
来有很多的图形接口开发使用在 Linux 上面，但毕竟要熟悉 Linux 还是以指令列来使用是比较好的，因此
要接受 Linux 的玩家必须比较要能熟悉对计算机下指令的行为，而不是用鼠标点一点 icon 就行了！不过如
果只是要架一些简单的小站呢？是不是大家都可以做的到？没错！其实只要对 Linux 做一些小小的设定就
可以架站了！
•

没有特定的支持厂商：因为所有的套件都是免费的，自然也就没有专人会到府服务啦！不过，这点
倒是不需要担心，因为拜网络风行之赐，你要问的问题几乎在网络上都可以找到答案喔！看你有没
有用心去找就是了！

•

图形接口作的还不够好：其实是因为 VBird 不玩 X-window 啦，所以也不知道目前发展到怎样的一
个地步了！基本上 VBird 常说的一句话就是：『Windows 上面有的咚咚 Linux 上面也一定可以找的
到！，但 Linux 有的服务 Windows 可不见得有喔！』只不过，您可得自己找到自己想要的接口啰！

一些名词（GNU, GPL ？？）
•

Linux Standard Base ( LSB )
由于 Linux 是一个没有『规格品』样式的新鲜玩意儿，如果大家都自己玩自己的，那么可想而知的是，未
来想要在 Linux 这个操作系统上面发展软件与硬件的厂商一定会无所适从的！为了让软件开发商、与硬件
发展者有一个依循的方向，因此而有 Linux Standard Base 这个玩意儿的诞生！所以，各个 distribution 也都
要遵循 LSB 上面的规范，软硬件发展者也都会依循 LSB ，所以啰，我们才会常常说，各大 distribution 虽
然在提供的工具与创意上面有所不同，但是基本上，他们的 Linux 架构都是很类似的！因此，你只要玩一
套 Linux distribution 也就够了！其它的 distribution 应该就难不倒你啰！

•

Unix-Like
其实 Unix-Like 可以说是目前服务器类型的操作系统的统称啦！因为，不论是 FreeBSD, BSD, Sun Unix,
SCO Unix, HP Unix, Red Hat Linux, Mandrake Linux 等等，都是由同一个祖先『Unix』来的，因此，这些咚
咚都被统称为 Unix-Like 的操作系统啰！目前，很多的软件在开发的时候，基本上，都已经可以是用在各
个 Unix-Like 的平台上的！了不起，更改一些原始码就可以适用你所在的平台啰！

•

服务器、工作站、终端机...
由于网络的盛行，我们或许常常会听到一些名词ㄋㄟ～所以，底下先来介绍几个简单的网络名词吧！ ^_^，
来认识一下什么是 服务器 ( Server )、工作站 ( Workstation ) 与终端机 ( Ternianl )？简单的来说，你可以
这样认为：
•

服务器 ( Server )：提供 Internet 一种以上的网络服务的主机，例如 yahoo 提供的是 WWW 的服务，
那么 yahoo 就可以称之为 服务器 了！那么，你自己架设一台 mail server 呢？呵呵！那也是一个小
型的服务器啰！所以，你必须要清楚的知道，服务器是有规模大小之分的！目前一部 Linux 上面就
可以架设多个服务器软件啰！例如 WWW 服务器的 Apache 软件、 FTP 服务器的 Wu-ftp 软件等等
的；

•

工作站 ( Workstation ) ：基本上，工作站可以视为仅提供一群特定人士，作为数值分析、科学用途
的机器。例如我们研究室有一部 Sun 的机器，他仅提供我们研究室内部几部计算机的联机，当我们
有需要使用到 Fortran 这个程序语言时，就联机进入 Sun 这部机器，并在上面进行我们所需要的计
算工作！这个就是工作站啦。而工作站与服务器的差别，大概就在于有没有提供 internet 上面的服
务而已，例如，如果我将 Sun 上面的 mail server 开启之后，那么这部机器就可以称之为 服务器 了！
同时也是我们的工作站喔！当然，更广义的定义是，只要是没有对 Internet 上面提供网络服务的，
那就是工作站了！这当然也就包含所谓的终端机！

•

终端机 ( Terminal ) ：简单的说，就是 end-user ( 就是你啦 ) 前面的那部计算机！呵呵，例如我都是
使用我的工作机 ( Windows ) 连上我们的主机来工作，那么这一部 Windows 的计算机，就可以称为
terminal 机器啰！不过，更狭义的来说，『终端机』本身应该是不具备任何可以作业的软件的，在终
端机上面一定要连上 Server 之后，才能进行各项作业！那才是最狭义的终端机啰！例如我们前面说
过的早期的大型主机联机模式！

大致上的分别可以用上面的观点来看！

•

•

几个常见的授权模式与定义
说说几个常见的授权模式吧：
•

GNU General Public License ：这个可以由刚刚的说明了解，他主要定义在『自由软件』上面，任何
挂上 GPL 授权的软件，需要公布其原始码 ( Open Source )，GPL 有几个主要的大方向：
1. 任何个人或公司均可释出自由软件 ( free software )；
2. 任何释出自由软件的个人或公司，均可由自己的服务来收取适当的费用；
3. 该软件的原始码 ( Source Code ) 需要随软件附上，并且是可公开发表的；
4. 任何人均可透过任何正常管道取得此一自由软件，且均可取得此一授权模式。

•

Freeware ：不同于 Free software ， Freeware 为『免费软件』而非『自由软件！』虽然他是免费的软
件，但是不见得要公布其原始码，端看释出者的意见啰！这个东西与 Open Source 毕竟是不太相同
的东西喔！此外，目前很多标榜 免费软件 的程序很多都有小问题！例如假借免费软件的名义，实
施使用者数据窃取的目的！所以『来路不明的软件请勿安装！』

•

Shareware ：共享软件这个名词就有趣了！与自由软件有点类似的是， Shareware 在使用初期，他也
是免费的，但是，到了所谓的『试用期限』之后，您就必须要选择『付费后继续使用』或者『将他
移除』的宿命～通常，这些共享软件都会自行撰写失效程序，让你在试用期限之后就无法使用该软
件。

•

Berkeley Software Distribution (BSD) ：使用 BSD source code 最常接触到的就是 BSD 授权模式了！
这个授权模式其实与 GPL 很类似，而其精神也与 Open Source 相呼应呢！

•

Open Source ：Open source 表示软件释出时，一定伴随着原始码的释出喔！通常他有几个好处：
1. 程序设计师通常会等到程序成熟之后才会释出 ( 免得被笑, ^_^ )，所以通常程序在雏形的时候，
就已经具有相当的优良体质；
2. Open Source 的精神，相信当程序原设计人将程序原始码释出之后，其它的程序设计师接受这
份原始码之后，由于需要将程序改成自己所需的样式，所以会经由本身的所学来加以改良，
并从中加以改良与除虫，所以程序的 debug 功能会比传统的 close source 来的快！
3. 由于程序是伴随原始码的，因此，系统将会不易存在鲜为人知的木马程序或一些安全漏洞，
相对而言，会比较更加的安全！

•

Close Source ：程序的核心是封闭的，优点是有专人维护，您不需要去更动他；缺点则是灵活度大打
折扣，使用者无法变更该程序成为自己想要的样式，此外，若有木马程序或者安全漏洞，将会花上
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来除错！

GNU General Public License ( GPL )
上面我们提到了 Linux 是基于 GPL 的情况下而允许大众可以做最大限度的使用！那么 GPL 是什么呢？基
本上他是基于 GNU 的架构下的！简单的说， GNU 就是『自由软件』的意思，『自由软件』是放置于网
络上供人免费下载使用的软件，基本上他会提供原始程序代码与编译完成的执行档（有的仅提供原始码，
要编译得 自己来才行），并鼓励使用者修改程序使符合使用者本身的服务需求，当然啰，如果你将这些自
由软件修改之后，以商业的手法来贩卖，也不会触犯到什么法律上的责任啦，只是如此一来则违反了自由
软件的创作美意了！在目前的台湾教育界中，有一群老师也是在积极的从事这一种『自由软件』的集体创
作呢！如此一来将有助于台湾中小学教师的计算机程度，并提供良好的学习环境呢！当真是很不错呦！以
下将 GNU/GPL 的中文译本附上，大家可以稍微看一看啰！
版权所有 (C) 1989，1991 Free Software Foundation, Inc. 59 Temple Place, Suite 330, Boston, MA 021111307USA
允许每个人复制和发布这一许可证原始文件的副本，但绝对不允许对它进行任何修改。
声明
This is an unofficial translation of the GNU General Public License into Chinese. It was not published
by the Free Software Foundation, and does not legally state the distribution terms for software that uses
the GNU GPL-- only the original English text of the GNU GPL does that. However, we hope that this
translation will help Chinese speakers understand the GNU GPL better.
这是一份 GNU 通用公共许可证非正式的中文翻译。它不是自由软件基金会所发布，并且不能适
用于使用 GNU GPL 的软件 ── 只有 GNU GPL 英文原文的版本才行。然而，我们希望这份
翻译能帮助中文的使用者更了解 GNU GPL。
序言
大多数软件许可证的用意在于剥夺您共享和修改软件的自由。相反的，GNU 通用公共许可证力

图保证您共享和修改自由软件的自由 ── 保证自由软件对所有使用者都是自由的。GNU GPL
适用于大多数自由软件基金会的软件，以及任何因信任而采用 GNU GPL 的作者所开发的软件。
(有些自由软件基金会软件受 GNU 函式库通用许可证的保护)。您也可以将它用到您的程序中。

当我们谈到自由软件 ( free software ) 时，我们指的是自由而不是价格。我们把 GNU 通用公共
许可证设计成您的 保障，让您保有发布自由软件的自由 ( 您可以自由决定是否要对此项服务
收取费用 )；确保您能收到程序原始码或者在您需要时能得到它；确保您能修改软件或将它的一
部分用于新的自由软件；而且还确保您知道您拥有这些权利。
为了保护您的权利，我们需要作出规定：禁止任何人剥夺您的权利，或者要求您放弃这些权利。
如果您修改了自由软件或者发布了软件的副本，这些规定就转化为您的责任。
例如，如果您发布这样一个程序的副本，不管是免费的还是收费的，您必须将您具有的一切权
利给予您的接受者；您必须确认他们能收到或得到原始程序代码；并且将这些条款给他们看，
使他们知道他们有这样的权利。
我们采取两项措施来保护您的权利：
1.用版权来保护软件。
2.提供您许可证，赋予您复制，发布和修改这些软件的法律许可。
同样，为了保护每个作者和我们自己，我们需要清楚地让每个人明白，自由软件没有担保 ( no
warranty )。如果由于某人修改了软件，并继续加以传播，我们需要它的接受者明白：他们所得
到的并不是原来的自由软件。由其它人引入的任何问题，不应损害原作者的声誉。
最后，由于任何自由软件不断受到软件专利的威胁，故我们希望避免这样的风险。如果自由软
件的再发布者以个人名义获得专利许可证，也就等同将软件变为私有。为防止这一点，我们必
须明确声明：任何专利必须以允许每个人自由使用为前提，否则就不准许有专利。
下面是有关复制、发布和修改的确切的条款和条件。
GNU 通用公共许可证 有关复制，发布和修改的条款和条件
凡是版权所有者在其程序和作品中声明其程序和作品可以在 GNU GPL 条款的约束下发布，这
样的程序或作品都受到本许可证约束。下面提到的 "程序" 指的是任何这样的程序或作品。而
"程序的衍生作品" 指的是这样的程序或者版权法认定下的衍生作品，也就是说包含此程序或程
序的一部分的套件，可以是原封不动的，或经过修改的，和/或翻译成其它语言的 ( 程序 )。( 在
下文中，"修改" 一词的涵义一律包含翻译作品。) 每个许可证接受人 ( license ) 用 "您" 来称呼。

本许可证条款不适用于复制，发布和修改以外的行为。这些行为超出这些条款的范围。执行本
程序的行为不受条款的限制。而程序的输出只有在其内容构成本程序的衍生作品 ( 并非只是因
为该输出由本程序所产生 ) 时，这一条款才适用。至于程序的输出内容是否构成本程序的衍生
作品，则取决于程序具体的用途。
1. 只要您在每一程序副本上明显和恰当地宣告版权声明和不承担担保的声明，并原封不动
保持此许可证的声明和没有担保的声明，并将此许可证连同程序一起给其它每位程序接
受者，您就可以用任何媒体复制和发布您收到的程序的原始码。
您可以为转让副本的实际行动收取一定费用。您也可以自由决定是否以提供担保来换取
一定的费用。
2. 您可以修改程序的一个或几个副本或程序的任何部分，以此形成基于这些程序的衍生作
品。只要您同时满足下面的所有条件，您就可以按前面第一款的要求复制和发布这一经
过修改的程序或作品。

•
•

•

您必须在修改过的档案中附有明显的说明：您修改了此一档案及任何修改的日期。
您必须让您发布或出版的作品，包括本程序的全部或一部分，或内含本程序的全部
或部分所衍生的作品，允许第三方在此许可证条款下使用，并且不得因为此项授权
行为而收费。
如果修改的程序在执行时以交谈方式读取命令，您必须使它在开始进入一般的交谈
使用方式时打印或显示声明：包括适当的版权声明和没有担保的声明 ( 或者您提
供担保的声明 )；使用者可以按此许可证条款重新发布程序的声明；并告诉使用者
如何看到这一许可证的副本。 ( 例外的情况：如果原始程序以交谈方式工作，但
它通常并不打印这样的声明，那么您基于此程序的作品也就不用打印声明 )。

这些要求适用于整个修改过的作品。如果能够确定作品的一部分并非本程序的衍生产品，
且可以合理地单 独考虑并将它与原作品分开的话，则当您将它作为独立的作品发布时，
它不受此许可证和其条款的约束。但是当您将这部分与基于本程序的作品一同发布时，
则整个 套件将受到本许可证条款约束，因为本许可证对于其它许可证持有人的授权扩大
到整个产品，也就是套件的每个部分，不管它是谁写的。
因此，本条款的意图不在于剥夺您对完全由您自身完成作品的权利，而是履行权利来控
制基于本程序的集体作品或衍生作品的发布。
此外，将与本程序无关的作品和本程序 ( 或本程序的衍生作品 ) 一起放在贮存媒体或发
布媒体的同一卷上，并不导致将其它作品置于此许可证的约束范围之 内。
3. 您可以以目标码或可执行形式复制或发布程序 ( 或符合第 2 款，本程序的衍生作品 )，
只要您遵守前面的第 1、2 款，并同时满足下列三条中的任一条。
•
•

•

在通常用作软件交换的媒体上，和目标码一起附有机器可读的完整的本程序原始码。
这些原始码的发布应符合上面第 1，2 款的要求。或者
在通常用作软件交换的媒体上，和目标码一起，附上书面报价，提供替第三方复制
原始码的服务。该书面报价有效期不得少于 3 年，费用不得超过完成原程序发布
的实际成本，原始码的发布应符合上面的第 1，2 款的要求。或者
和目标码一起，附有您收到的发布原码的报价信息。 ( 这一条款只适用于非商业
性发布，而且您只收到程序的目标码或可执行码，和按 b 款要求提供的报价 )

作品的原始码指的是对作品进行修改最优先择取的形式。对可执行的作品而言，完整的
原始码套件包括：所有模块的所有原始程序，加上有关的接口的定义，加上控制可执行
作品的安装和编译的 script。至于那些通常伴随着执行本程序所需的操作系统组件 ( 如编
译器、核心等 ) 而发布的软件 ( 不论是原始码或可执行码 )，则不在本许可证要求以程
序原始码形式伴随发布之列，除非它是本程序的一部分。
如果可执行码或目标码是以指定复制地点的方式来发布，那么在同一地点提供等价的原
始码复制服务也可以算作原始码的发布，然而第三方并不需因此而负有必与目标码一起
复制原始码的义务。
4. 除了本许可证明白声明的方式之外, 您不能复制，修改，转发许可证和发布程序。任何试
图用其它方式复制，修改，转发许可证和发布程序是无效的，而且将自动结束许可证赋
予您的权利。然而，对那 些从您那里按许可证条款得到副本和权利的人们，只要他们继
续全面履行条款，许可证赋予他们的权利仍然有效。
5. 您没有在许可证上签字，因而您没有必要一定接受此一许可证。然而，没有任何其它东
西赋予您修改和发布程序及其衍生作品的权利。如果您不接受许可证，这些行为是法律
禁止的。因此，如果您修改或发布程序 ( 或本程序的衍生作品 ) ，您就表明您接受这一
许可证以及它的所有有关复制、发布和修改程序或基于程序的作品的条款和条件。
6. 每当您重新发布程序 ( 或任何程序的衍生作品 ) 时，接受者自动从原始许可证颁发者那
里接到受这些条款和条件支配的复制、发布或修改本程序的许可。您不可以增加任何条
款来进一步限制本许可证赋予他们的权利。您也没有强求第三方履行许可证条款的义务。

7. 如果由于法院判决或违反专利的指控或任何其它原因 ( 不限于专利问题 ) 的结果，使得
强加于您的条件 ( 不管是法院判决，协议或其它 ) 和许可证的条件有冲突时，他们也不
能令您背离许可证的条款。在您不能同时满足本许可证规定的义务及其它相关的义务来
发布程序时，则结果您只能够根本不发布 程序。例如，如果某一专利许可证不允许所有
直接或间接从您那里接受副本的人们，在不付专利费的情况下重新发布程序，唯一能同
时满足两方面要求的办法是停止 发布程序。
如果本条款的任何部分在特定的环境下无效或无法实施，就使用条款的其余部分，并将
这部分条款作为整体用于其它环境。
本条款的目的不在于引诱您侵犯专利或其它财产权的要求，或争论这种要求的有效性。
本条款的主要目的在于保护自由软件发布系统的完整性。它是通过公共许可证的应用来
实现的。许多人已依赖同是出自此系统的应用程序，经由此系统发布大量自由软件而做
出慷慨的供献。作者 / 捐献者有权决定他/她是否通过任何其它系统发布软件，许可证接
受者不能强迫作者 / 捐献者做某种特定的选择。
我们相信许可证其它部分已涵盖本节所述状况，本节目的只在更明确说明许可证其余部
分可能产生的结果。
8. 如果由于专利或者由于有版权的接口问题使程序在某些国家的发布和使用受到限制，则
以本许可证发布程序的原始作者可以增加发布地区的限制条款，将这些国家明确排除在
外，并在这些国家以外的地区发布程序。在这种情况下，这些限制条款如同写入本许可
证一样，成为许可证的条款。
9. 自由软件基金会可能随时出版通用公共许可证的修改版或新版。新版和当前的版本在精
神上保持一致，但在细节上可能有出入，以处理新的问题与状况。
每一版本都有不同的版本号。如果程序指定可适用的许可证版本号以及 "任何更新的版
本" ，您有权选择遵循指定的版本或自由软件基金会以后出版的新版本。如果程序未指定
许可证版本，您可选择自由软件基金会已经出版的任何版本。
10.如果您愿意将程序的一部分结合到其它自由程序中，而它们的发布条件不同，请写信给
作者，要求准予使用。如果 是自由软件基金会加以版权保护的软件，请写信给自由软件
基金会，我们有时会作为例外的情况处理。我们的决定受两个主要目标的指导，这两个
主要目标是：我们 的自由软件的衍生作品继续保持自由状态，以及从整体上促进软件的
共享和重复利用。
11.没有担保
由于程序准予免费使用，在适用法准许的范围内，对程序没有担保。除非另有书面说明，
版权所有者和/或其它提供程序的人们 "一样" 不提供任何类型的担保，不论是明确的，还
是隐含的，包括但不限于可销售和适合特定用途的隐含保证。全部的风险，如程序的质
量和性能问题都由您来承担。如果程序出现缺陷，您应当承担所有必要的服务、修复和
改正的费用。
12.除非适用法或书面协议的要求，在任何情况下，任何版权所有者或任何按许可证条款修
改和发布程序的人们都不对您的损失负有任何责任。包括由于使用或不能使用程序引起
的任何一般的、特殊的、偶然发生的或重大的损失 ( 包括但不限于数据的损失，或者数
据变得不精确，或者您或第三方的持续的损失，或者程序不能和其它程序协调运行等 ) 。
即使版权所有者和其它人已被告知这种损失的可能性也不例外。
条款结束
( 译注：以下不是法律条文，只是要教一般的程序设计师如何使用 GNU GPL )
如何将这些条款用到您的新程序

如果您开发了新程序，而且您需要它得到公众最大限度的利用，要做到这一点的最好办法是将它施
以 GNU GPL，使得每个人都能循此条款来修改和重新发布你写的软件。
为了做到这一点，请将程序附上下列声明。最安全的方式是将它放在每个原始码档案的开头，以便
最有效地传递没有担保的信息。每个文件至少应有 "版权所有" 行以及在什么地方能看到声明全文的
说明。
用一行空间描述程序的名称和它的用途版权所有 (C) 19XX 作者姓名
本程序是自由软件，您可以遵照自由软件基金会 ( Free Software Foundation ) 出版的 GNU 通用公共
许可证条款 ( GNU General Public License ) 第二版来修改和重新发布这一程序，或者自由选择使用任
何更新的版本。
发布这一程序的目的是希望它有用，但没有任何担保。甚至没有适合特定目的而隐含的担保。更详
细的情况请参阅 GNU 通用公共许可证。
您应该已经和程序一起收到一份 GNU 通用公共许可证的副本。如果还没有，写信给：
Free Software Foundation, Inc., 59 Temple Place - Suite 330, Boston, MA 02111-1307, USA.
此外还应加上如何和您保持联系的信息。
如果程序以交谈方式进行工作，当它开始进入交互方式工作时，应输出类似下面的简短声明：
Gnomovision 第 69 版，版权所有 (C) 19XX，作者姓名， Gnomovision 绝对没有担保。要知道详细
情况，请输入 "show w"。 这是自由软件，欢迎您遵守一定的条件重新发布它，要知道详细情况，
请输入 "show c"。
假设的命令 "show w" 和 "show c" 应显示通用公共许可证的相应条款。当然，您使用的命令名称可
以不同于 "show w" 和 "show c" 。根据您的程序的具体情况，也可以用选单或鼠标来显示这些条款。

如果需要，您应该取得您的上司 ( 如果您是程序员 ) 或您的学校签署放弃程序版权的声明。下面只
是一个例子，您应该改变相应的名称：
Yoyodyne 公司以此方式放弃 James Hacker 所写的 Gnomovision 程序的全部版权利益。
Ty coon 签名，1989.4.1 Ty coon 副总裁
这一许可证不允许您将程序并入私有程序。如果您的程序是一个子函式库。您可能会认为让它和私
有的应用程序连接会更有用。如果您想这么做，请使用 GNU 函式库通用公共许可证代替本许可证。

本章习题练习
•

1.请问『 核心, kernel 』是什么？而『操作系统』又是什么？

•

2.有个朋友问我说『 Linux 是什么？』我该如何回答比较好？

•

3.怎么有这么多版本的 Linux 呢？有 Mandrake, Red Hat, CLE, OpenLinux… 一大堆，这些版本有什么异同？

•

4.我要如何取得 Linux distribution 的可安装光盘？

•

5.简单的说明一下什么是 GNU 的 GPL ？

•

6.何谓多人 ( Multi-user ) 多任务 ( Multitask )？

•

7.简单说明 GNU General Public License ( GPL ) 与 Open Source 的精神：

如何学习 Linux
Linux 的应用：
要谈到 Linux 如何学习之前，我们得就 Linux 目前的一般应用来说明一下，才好理解您需要什么样的
学习方式！
•

桌上型计算机：
所谓的桌上型计算机就是一般使用者在屏幕前面工作时候的常见的操作系统了！我们称之为
『Desktop』系统，就是简称的桌上型计算机了！说到桌上型计算机就不能不提一下 X-Window
System 。
• 由前一章提到的 Unix 与 Linux 的历史中，我们知道在 1986 年美美的窗口画面就已经在
Unix 上面出现过了，那个时候窗口画面被简称为 X 系统，而后来到了 1994 年的时候正
式被整合在 Linux 里头！至于微软的 Windows 则是在 1995 年才出现！
• 所谓的 X Window System 就是以 XFree86 这个计划释出的 X11 这个窗口软件为管理显
示核心的一套窗口接口的软件，我们常常简称他为图形使用者接口( Graphical User
Interface )。这个 XFree86 只是 Linux 核心上面的一套软件而已，他主要的工作就是管理
图形接口输出的时候，几乎所有显示相关的硬件的控制，例如显示卡、屏幕、键盘、鼠
标、等等，都是 XFree86 管理的！或者，我们可以称 XFree86 为 X-Window System 的服
务器，简称为 X Server 。
• 至于我们所看到的美美的窗口画面，则是使用 X Server 提供的显示相关硬件的功能，来
达到图形显示的『窗口管理员( Window Mananger, WM )』所发挥的能力啦！这也就是说，
WM 是挂在 X Server 上面来运作的一套显示窗口接口的软件，例如我们常见的 KDE,
GNOME 等等都是 WM。
那么这个桌上型计算机平时都在干些什么？简单的说，桌上型计算机的日常工作是：
• 上网浏览；
• 文书处理；
• 网络接口之公文处理系统；
• 办公室软件( Office Software )处理数据；
• 收发电子邮件；
大致上就是这些工作啰！在这些工作中， Linux 有美丽的图形接口 X Window System 提供良好
的使用者接口 ( GUI ) ，此外，目前发展中的 WM 也都具有中文化的功能！至于 Office 软件则
有类似 Open Office 的软件支持，所以，基本上在桌上型计算机型态的使用中， Linux 已经足以
应付大部分的上班族群的工作了。

•

工作站计算机：
工作站计算机与桌上型计算机不太一样的地方，在于工作站通常得要应付比较重要的公事应用，
例如工程界流体力学的数值模式运算、娱乐事业的特效功能处理、软件开发者的工作平台等等。
Linux 上面有强大的运算能力，以及支持度相当广泛的 GCC 编译软件，因此在工作站当中也是
相当良好的一个操作系统选择。例如我们研究室目前就要将 Sun Unix 上面执行的大型模式移转
到 Linux 上面，据美国环保署内部人员的测试，发现 Linux 不但比较便宜 ( X86 系统嘛！ )而
且速度还比较快呢！

•

网络服务器：
承袭了 Unix 的良好传统， Linux 上面的网络功能特别的强大！此外，由于 GNU 计划，让
Linux 上面的服务器软件几乎都是免费的！因此，做为一部网络服务器，例如 WWW, Mail
Server, File Server, FTP Server 等等， Linux 绝对是上上之选！

•

嵌入式系统：
近年来电子相关产业相当的蓬勃发展，其中，小型微电脑的发展甚为重要！例如家电产品、
PDA、以及其它微型的计算机配备。这些计算机配备通常是直接嵌入于产品当中的，例如 PDA
本身就是一个小型的计算机操作系统啦！这些系统我们就称为嵌入式系统。而要让这些嵌入式
系统能够动作，自然就需要制作一套简单的操作系统啰，这个时候，可修改核心让功能变简单
的 Linux 则是很好的选择。因此，近年来有相当多的嵌入式系统选择 Linux 做为发展的平台呢！

上面这些就是目前常见的几个 Linux 的应用方向。那么根据上面的应用，你觉得应该要怎样学习
Linux 呢？

从『头』学起
其实，不论学什么系统，『从头学起』是很重要的！还记得你刚刚接触微软的 Windows 都在干什么？
还不就是由档案总管学起，然后慢慢的完到控制台、玩到桌面管理，然后还去学办公室软件，我想，
你总该不会直接就套过这一段学习的历程吧！？那么 Linux 的学习其实也差不多，就是要从头慢慢的
学起啦！不能够还不会走路之前就想要学飞了吧！ ^_^！
常常有些朋友会写信来问鸟哥一些问题，不过，信件中大多数的问题都是很基础的！例如：『为什么
我的使用者个人网页显示我没有权限 进入？』、『为什么我下达一个指令的时候，系统告诉我找不到
该指令？』、『我要如何限制使用者的权限』等等的问题，这些问题其实都不是很难的，只要了解了
Linux 的基础之后，应该就可以很轻易的解决掉这方面的问题呢！所以请耐心的，慢慢的，将后面的所
有章节内容都看完。自然你就知道如何解决了！
此外，网络基础与安全也很重要，例如 IP 的基础，网络的 Gateway 设定基础与网络的相关概念！很
多的朋友一开始问的问题就是『为什么我的 mail server 无法收到信件？』这种问题相当的困扰，因为
发生的原因太多了，而朋友们常常一接触 Linux 就是希望『架站！』根本没有想到要先了解一下
Linux 的基础！这是相当伤脑筋的！尤其近来计算机怪客 ( Cracker ) 相当多， ( 真奇怪，闲闲没事干
的朋友还真是不少.... ) ，一个不小心您的主机就被当成怪客跳板了！甚至发生被警告的事件也层出不穷！
这些都是没能好好的注意一下网络基础的原因呀！
所以， 鸟哥希望大家能够更了解 Linux ，好让他可以为你做更多的事情喔！而且这些基础知识是学习
更深入的技巧的必备条件呀！因此建议：
1. 先理解一下基础的硬件知识，不用一定要全懂(没那么多时间)，但是至少要『听过、有概念』即
可；
2. 先了解一下 Linux 的基础知识，这些包含了『使用者、群组的概念』、『权限的观念』，『程
序的定义』等等；
3. 必需至少学会一种以上的文书编辑器，例如最好学会通用版本的 vi 啰！
4. 实际操作 Linux 时，必定要学习的 Shell ，最好 Shell scripts 也能够了解；
5. 如果上面你都通过了，那么网络的基础就是下一阶段要接触的咚咚，这部份包含了『IP 概念』
『路由概念』『TCP/IP』等等；
6. 如果连网络基础都通过了，那么网站的架设对你来说，简直就是『太简单啦！』
在一些基础知识上，这里推荐一下 Study-Area 里面的基础文章，相当的实用！
•
•

计算机基础
网络基础

选择一本好的工具书
『工具书』对于学习者而言是相当重要的！不过，一本错误观念的工具书却会让新手整个误入歧途....，
以下有几个网站有特别介绍了几本书籍，如果有兴趣的话，欢迎参考看看！实在是很建议买一本『基
础一点』的工具书来学习 Linux ，等到有一定的基础之后，才来买架设网站以及『安全防护』方面的
书籍，尤其是『安全防护』的书籍， VBird 认为，网络安全一定会越来越受到重视的！当然，有兴趣
的话，小弟的『鸟哥的 Linux 私房菜 -- 基础学习篇』也可以参考看看啰！ ^_^
•
•

实作经验

请推荐有关网络的书
小红帽技术论坛

要增加自己的体力，就是只有运动；要增加自己的知识，就只有读书；当然，要增加自己对于 Linux
的认识，大概就只有实作经验了！所以，赶快找一部计算机，赶快安装一个 Linux 套件，然后快点进
入 Linux 的世界里面晃一晃！相信对于你自己的 Linux 能力必然大有斩获！除了自己的实作经验之外，
也可以参考网络上一些善心人士整理的实作经验分享喔！例如最有名的 Study-Area ( http://www.studyarea.org )等网站。
此外，人脑不像计算机的硬盘一样，除非硬盘坏掉了或者是数据被你抹掉了，否则储存的数据将永远
而且立刻的记忆在硬盘中！在人类记忆的曲线中，你必须要『不断的重复练习』才会将一件事情记得
比较熟！同样的，学习 Linux 也一样，如果你无法经常摸索的话，那么，抱歉的是，学了后面的，前
面的忘光光！学了等于没学，这也是为什么鸟哥当初要写『鸟哥的私房菜』这个网站的主要原因，因
为，我的忘性似乎比一般人还要好～～呵呵！所以，除了要实作之外，还得要常摸！才会熟悉 Linux
而且不会怕他呢！
好了，底下列出几个学习网站来提供大家做为参考实作的依据：（注：由于不同的网站当初撰写的时
候所用的 Linux 套件或版本与目前的主流并不相同，因此参考他人的实作经验时，必须要特别留意对
方的版本，否则反而可能造成你的困扰喔！）
•
•
•
•
•
•
•
•

Study-Area
鸟哥的私房菜馆
狼主的网络实验室
卧龙大师的网络技术文件
大南国小（林克敏主任文件集）
张毓麟先生的小文章
台湾 Linux 社群
吴仁智的文件集

X-Window 还是 command line
由前面的介绍我们可以知道，虽然目前 X-Window 的接口越做越漂亮，而且也已经渐渐的可以来控管整个
系统了！但是必须要注意的是， X-Window 毕竟还只是一个 Linux 上面的软件，并不是一套『操作系统』，
所以实际上使用他来设定系统的时候，还是有相当多的困扰的，因为毕竟他无法完全的管理好我们的
Linux 啊！虽然就以 Desktop 的型态来说，X-Window 是让 Linux 立刻深入人心的方法。不过， X-Window
在使用的时候还是有相当多的问题的，最大的问题来自于『系统资源的有效应用』，以 VBird 的使用情况
来说，我的系统资源并没有很好，但是 X-Window 本身相当的消耗系统资源，如果一开 X-Window ，那么
你的内存几乎都被 X-Window 吃光了！您要如何来用剩下的系统资源来进行高效率的其它工作呢？！这也
是为什么很多的书籍与网站都会希望使用者架设网站的时候，不要启动 图形使用者接口 的原因啰！
以下再来说说 X-Window 学习与 command line 学习的角度。
•

X-Window
如果您对于 Linux 的要求是『桌上型计算机』，并且你又不架设网站的话，那么学习 X-Window 对您而言，
绝对是需要的！至于指令列模式对你就不是这么必要了！但是，如果 Linux 对你而言是『服务器与工作站』
的话，那么 X-Window 可能就不是这么重要，但是指令列模式可就大大的重要啦！
因为，如果以 X-Window 作为学习 Linux 的方式，那么未来一定会有死角， 这是因为 X-Window 了不起
也只是 Linux 的『一套软件』而不是『Linux 核心』 此外，目前发展出来的 X-Window 对于系统的管理上
还是有无法掌握的地方， 举个例子来说，如果 Linux 本身捉不到网络卡的时候， 请问如何以 X-Window
来捉这个硬件呢？！还有， 如果需要以 tarball 的方式来安装软件并加以设定的时候， 请以 X-Window 来
架设他！这可能吗？当然可能，但是这是在考验『X-Window 开发商』的技术能力， 对于了解 Linux 架构
与核心并没有多大的帮助的！所以说，如果只是想要『会使用 Linux 』的角度来看， 那么确实使用 XWindow 也就足够了，反正搞不定的话，花钱请专家来搞定即可；但是如果想要更深入 Linux 的话，那么
指令列模式才是不二的学习方式！

•

服务器端
如果 Linux 对你而言是『生财』的工具，呵呵！那可不是只要学习 X-Window 能够解决的了！举个例子来
说好了，假如你的客户人在台北，而你人在远方的台南， 他的 Linux 服务器出了问题，要你马上解决他，
请问：要您亲自上台北去修理？还是他搬机器下来让你修理？！或者是直接请他开个账号给你进去设定即
可？！ 想当然尔，就会选择开账号给你进入设定即可啰！因为这是最简单而且迅速的方法！然而这个方法

使用的方式却不是 X-Window 作的到的！因为 X-Window 太耗资源，实在不容易让您这样子联机（很麻烦
的啦！） 所以啰！文字界面是相当重要的！尤其如果想要深入 Linux 的核心时，那么以文字界面来了解
Linux 就更需要了！所以说，不要怕麻烦，还是多摸一些文字界面的东西吧！！ 帮助会比较大哩！
所以基本上， VBird 还是希望大家可以多多的以 文字接口( command line )的方式来学习 Linux 啦！

网络数据查询
其实，在网络上面已经有相当多的 FAQ 整理出来了！所以，当你发生任何问题的时候，除了自己检查，
或者到上述的实作网站上面查询一下是否有设定错误的问题之外，最重要的当然就是到各大 FAQ 的网
站上查询啰！以下列出一些有用的 FAQ 网站给您参考一下：
CLDP 中文文件计划
Unix 的一般常见问题
asklinux

•
•
•

还有相当的的网络资源可以查询！如果你有发现更新的信息时，记得来信通知 VBird 喔！

真的没办法、发问吧
•

天助自助者：
一般而言， Linux 在下达指令的过程当中，或者是 log file 里头就可以自己查得错误信息了，举个例子来
说，当您下达：
ls -l /vbird
时，由于系统并没有 /vbird 这个目录，所以会在屏幕前面显示：
ls: /vbird: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这个错误讯息够明确了吧！系统很完整的告诉您『查无该数据』！呵呵！所以啰，请注意，发生错误的时
候，请先自行以屏幕前面的信息来进行 debug ( 除错 )的动作，然后，如果是网络服务的问题时，请到
/var/log 这个目录里头去查阅一下 log file ，这样可以几乎解决大部分的问题了！

•

讨论区的提问：
万一真的经过了自己的查询，却找不到相关的信息，那么就发问吧！不过，在发问之前建议您最好先看一
下『提问的智慧』这一篇讨论！然后，你可以到底下几个讨论区发问看看：
•
•
•
•
•
•

Study-Area 讨论区
鸟哥的私房菜馆讨论区
狼主的网络实验室讨论区
小红帽技术论坛
LinuxFab
竹猫星球

不过，基本上每一个讨论区的内容是大同小异的，发问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到某些礼节！最好是先以搜寻的
方式搜寻一下该讨论区是否有您需要的文章之后，在发问！这样可以获得事半功倍的功能喔！此外，
Netman 兄提供的一些学习的基本方针，提供给大家参考：
•

•
•

•
•
•
•

在 Windows 里面﹐程序有问题时﹐如果可能的话先将所有其它程序保存并结束﹐然后尝试按救命三
键(Ctrl+Alt+Delete)﹐ 将有问题的程序(不要选错了程序哦)“结束工作”﹐看看能不能恢复系统。不要
动不动就直接关机或 reset。
有系统地设计档案目录﹐不要随便到处保存档案以至以后不知道放哪里了﹐或找到档案也不知道为
何物。
养成一个做记录的习惯。尤其是发现问题的时候﹐把错误信息和引发状况以及解决方法记录清楚﹐
同时最后归类几定期整理。别以为您还年轻﹐等你再弄多几年计算机了﹐您将会非常庆幸您有此一
习惯。
如果看在网络上看到任何好文章﹐可以为自己留一份 copy﹐ 同时定好题目﹐归类存档。
作为一个使用者﹐人要迁就机器﹔做为一个开发者﹐要机器迁就人。
学写 script 的确没设定 server 那么好玩﹐不过以我自己的感觉是﹕关键是会得“偷”﹐偷了会得改﹐
改了会得变﹐变则通矣。
在 Windows 里面﹐设定不好设备﹐您可以骂它﹔在 Linux 里面﹐如果设定好设备了﹐您得要感激它﹗

其它的一些建议
除了上面的学习建议之外，还有其它的建议吗？确实是有的！其实，无论作什么事情，对人类而言，
两个重要的因素是造成我们学习的原动力：
•
•

成就感
兴趣

很多人问过我，鸟哥是怎么学习 Linux 的？由鸟哥之前的 自我介绍 与对于 Linux 的接触历程， 你大
概会知道，原来我本人对于计算机就蛮有兴趣的，加上工作的需要，而鸟哥又从中得到了相当多的成
就感，所以啰，就一发不可收拾的爱上 Linux 啰！因此，鸟哥个人认为，学习 Linux 如果玩不出兴趣，
他对你也不是什么重要的生财工具，那么就不要再玩下去了！因为很累人ㄋㄟ～而如果你真的想要玩
这么一套优良的操作系统，除了前面提到的一 些建议之外，说真的，得要培养出兴趣与成就感才行！
那么如何培养出兴趣与成就感呢？可能有几个方向可以提供给你参考：
•
•

•

•

建立兴趣：Linux 上面可以玩的东西真的太多了，你可以选择一个有趣的课题来深入的玩一玩！
不论是 Shell 还是图形接口等等的，只要能够玩出兴趣，那么再怎么苦你都会不觉得喔！
成就感：成就感是怎么来的？说实在话，就是『被认同』来的！怎么被认同呢？写心得分享啊！
当你写了心得分享，并且公告在 BBS 上面，自然有朋友会到你的网页去瞧一瞧，当大家觉得你
的网页内容很棒的时候，哈哈！你肯定会加油继续的分享下去而无法自拔的！那就是我啦...... ^_
^！而且，就鸟哥的经验来说，你『学会一样东西』与『要教人家会一样东西』思考的纹路是不
太一样的！学会一样东西可能学一学会了就算了！但是要『教会』别人，那可就不是闹着玩的！
得要思考相当多的理论性与实务性方面的咚咚，这个时候，你所能学到的东西就更深入了！鸟
哥常常说，我这个网站对我在 Linux 的了解上面真的的帮助很大！
协助回答问题：另一个创造成就感与满足感的方法就是『助人为快乐之本！』当你在 BBS 上面
告诉一些新手，回答他们的问题，你可以获得的可能只是一句『谢谢！感恩吶！』但是那句话
真的会让人很有快乐的气氛！很多的老手都是因为有这样的满足 感，才会不断的协助新来的朋
友的呢！此外，回答别人问题的时候，就如同上面的说明一般，你会更深入的去了解每个项目，
哈哈！又多学会了好多东西呢！
参与讨论：参与大家的技术讨论一直是一件提升自己能力的快速道路！因为有这些技术讨论，
你提出了意见，不论讨论的结果你的意见是对是错，对你而言，都是一次次的知识成长！这很
重要喔！ ^_^

此外，除了这些鸟哥的经验之外，还有在 BBS 上面有一封对于 Linux 新手相当有帮助的文件数据，大
家可以多看一看。

本章习题练习
•

1.在 X-Window System 的架构里面，主要有几个组件？各有何重点？

•

2.什么是 GUI ( Graphical User Interface )？

如何规划 Linux 主机
认识计算机硬件配备
『什么？学 Linux 还得要玩硬件？！』呵呵！没错！Linux 与微软 Windows 在硬件之认知上有相当大
不同的差异！其实由前面『 Linux 是什么 』那个章节中您或许已经知道了， Linux 其实主要就是那个
『核心』啰，而『核心』的功能就是在管理硬件啰，所以，操作系统与硬件本来就具有很高的相关性
的！此外，由于每个人的主机用途都不一样，例如有的人把 Linux 主机当作频宽分享的工具，有的人
将 Linux 主机当作桌上型计算机在使用，这些不一样的用途所需要的硬件要求都不相同！我们举个另
外的简单的例子来说明，家里有小孩，或者自己仍然算是小孩的朋友大概都知道，『要用来打 Game
的 "游戏机计算机" 所需要的配备一定比办公室用的 "工作机计算机" 配备更高档』，为什么呢？因为
『计算机游戏』所需要的显示、CPU 需要适合比较大量运算的配备，所以等级上面不能太差啊(例如
Athlon 或者是 P4 系列 ) ！至于办公室软件，通常我们不太可能会使用到太复杂的软件，所以，等级
不需要太好 ( 例如 K6-2 500 ) ，就可以运作的很顺畅啦！所以啰，底下我们得先来约略了解一下计算
机主机里面的各个配备，以及他们对于系统性能的影响啰！
一般来说，计算机主机里头最重要的就是主机板了！因为你所有的硬件配备都是给他装在主机板上面的！
并且，所有的输出、输入装置也都是透过主机板来进行沟通的呢！而当你将主机的外壳拆掉之后，你会发
现主机板有点像底下这个样子：

上图中，中间上面的部分就是中央处理器 ( CPU ) 的插槽了，至于 CPU 右边那三个直直的则是内存
( RAM ) 的插槽；而在中间偏下有几个 PCI 的咚咚，那就是一些适配卡的插槽了。包括 SCSI 适配卡、网
络卡，还有一些声卡等等，都是接在 PCI 卡上面的！至于在 PCI 上面还有一个 AGP 插槽是干嘛的？那个
就是目前主流显示卡 ( AGP 界面 ) 的插槽了！此外，在内存的右边还有几支黑黑的咚咚，那就是使用『排
线』连接主机板与硬盘的接口插槽，我们称他为『IDE 接口』，这个部分相当的重要，等一下我们会再提
到的！底下我们来谈一谈关于几个主要的组件，然后再介绍整体的运作吧！
•

中央处理器 ( CPU ) ：CPU 是一部计算机内的心脏啦！因为不论你做什么事情都需要 CPU 来加
以运作的！(虽然有时工作量大、有时工作量小！)，在 586 以前的计算机( 包含 386, 486, 与
586 ) ，CPU 的规格蛮固定的！只要是 586 ，那么全部的 586 CPU 都是同一规格的，你可以使
用任何一家的 586 CPU 来安装到你的系统中。不过，近年来 CPU 的规格变化的很大，光是一
个 Intel 就有 4 种以上的规格，再加上他的最大对手 AMD 也有至少两种以上的 CPU 规格，哇！
光是 CPU 规格就有够热闹呢！目前( 2003/02 )最热门的 CPU 规格应该是 Intel 的 P-III ( Socket
370 )、 P4 以及 AMD 的 K7 ( Socket A )，各个 CPU 都有其卖点，我们不谈哪一个好用，而是
得来了解一下 CPU 的速度问题。
•

CPU 有所谓的『倍频』与『外频』，外频是所有系统的接口设备运作时候的速度，至于
倍频则是 CPU 本身运算时候加上去的一个运算速度！两者相乘才是 CPU 的频率。不过，
由于接口设备并没有这么快的速度，所以，一些接口设备需要将外频除上一个数字，才
可以进行沟通。例如一般 PCI 接口的正常速度是 33 ，所以，如果你的 CPU 外频是 133
时，么接口设备的速度就要再除以 4 才能跟系统沟通！一般来说，越快的频率代表越快
的 CPU 运算速度。以 Intel 的 PIII 频率 933 MHz 为例，
•
•

CPU 外频与倍频： 133(外频) X 7(倍频) MHz
RAM 频率：通常与 CPU 之外频相同，为 133 MHz

•
•

PCI 接口( 包含网络卡、声卡等等的接口喔 ) 133/4=33 MHz
AGP 界面 ： 133 / 2 = 66 MHz (这是 AGP 正常的频率喔！)

如果你将 CPU 超频呢？会怎样？呵呵！如果是超外频的话，例如到 166 MHz 时，你的
AGP 将达 (166/2=83) 而 PCI 也将达 (166/4=41.5) ，高出正常值甚多，通常，越快的外频
由于所有的设备运作频率都会提升，所以，可以让效能提高不少，但也可能会造成系统
不稳定！在 Linux 系统中，『不建议超频』，因为，即使 CPU 可以耐的住这么高的频率，
但是系统的运作是全面性的，只要有一个设备当机，那么你的系统就跟着当掉啦！而因
为超频之后，系统频率高出正常值太多，所以当然容易造成不稳定呢！
•

另一个需要注意的是，『CPU 是有分等级的』，而目前很多的程序都有对『CPU 做最佳
化』的行动，所以就会有所谓的 i386, i586, i686 为附档名的档案产生啦！基本上，在 P
MMX 以及 K6-III 都称为 586 的 CPU ，而 Intel 的赛扬以上等级与 AMD 的 K7 以上等
级，就被称为 686 的机器了！万一改天你发现一些程序是注名给 686 的 CPU 使用时，
就不要将他安装在 586 以下等级的计算机中，否则可是会无法执行该软件的！不过，在
686 倒是可以安装 386 的软件喔！也就是说，这些东西具有向下兼容的能力啦！

•

内存 ( RAM )：内存对于系统来说，真是一个重要的家伙，怎么说 呢？刚刚提到，计算机真正
运作的核心是 CPU ，但是真正『喂给』 CPU 运算数据的，那就是内存 (RAM) 啦！所以你的
操作系统的核心啦、软硬件的驱动程序啦、所有你要读取的档案啦等等的，都需要先读入内存
之后，才喂给 CPU 来进行数据的运作！您瞧！ RAM 可重要的很吧！此外，一些比较优良的操
作系统，也会将常用的档案或程序等数据，给他常驻在内存内而不直接移除，如此一来，下次
取用这个数据时，就不需要 在去周边读取一次，呵呵！对于系统速度来说，真是不无小补喔！
所以啰，您就会晓得，如果你常常开启大容量的档案，以及执行一些很占资源的软件，那么你
就必 须要『很大量的内存』来帮助你存放这些数据，瞧！很重要的一个项目吧！内存目前的规
格也不少，主要有三种，分别是 SDRAM, DDR, RAMBUS 等，新一代的内存通常使用 DDR 这
种规格的内存，不过还得配合主机板与 CPU 来选择 RAM 的规格才行！对于一个系统来说，通
常越大的内存代表越快速的系统，这是因为系统不用常常释放一些内存内部的数据。

•

显示卡 ( VGA card )：目前三 D 的画面在计算机游戏接口与工作接口很大量的被使用，而由于
如果这些三 D 画面没有先经过处理而直接进入 CPU 来做处理的话，将会影响到整体运作的速
度，因为 CPU 的工作实在太多了！这个时候就有所谓的 GPU 出现了！那是什么咚咚呢？为了
避免由于大量的 3-D 画面造成 CPU 的困扰，所以显示卡开发商就在显上卡上面安插一个可以
处理这些很耗 CPU 运算时间的硬件来处理这些画面数据，如此一来，不但图形画面处理的速度
增快了， CPU 的资源也会多出来以执行其它的工作喔！显示卡也有两种主要规格，一种是以传
统 PCI 接口来进行传输的接口，一种则是以较快的 AGP 接口来传输数据！由刚刚我们提到的
CPU 运作频率中，我们可以知道 PCI 的接口标准速度是 33MHz ，但是 AGP 标准是 66 MHz
，你说，那个快？所以，目前新的主机板上面，通常都会安插一个 AGP 插槽的，这也是目前的
主流规格喔！至于 PCI 接口的显示卡，目前已经很少见了！

•

硬盘与存取装置：目前最常见的主流存取接口应该是 IDE 界面吧！所以，所有的开发商都是依
据 IDE 这个接口来开发他们的硬件装置的！通常一块主机板上面有两个 IDE 接口(参考上图)，
而每个 IDE 接口接的排在线又有两个插槽，所以，正常来说，应该至少会有四个可以使用的
IDE 装置！这些装置包含了硬盘、光盘、刻录机等等的周边储存装置。由于一个 IDE 插槽可以
接两个 IDE 接口的装置，那么系统怎么知道那个是那个？此时就需要 IDE 装置的跳针
(Jumper) 来设定了！你可以在一个 IDE 接口接的两个装置上面，以排线接一个 Master 以及一个
Slave 的装置！而 Master 与 Slave 可以在任何一个 IDE 装置上面找到的！也就是说，如果你有
两颗硬盘，那么你可以将任何一颗调成 Master ，但是另外一颗则必须为 Slave 才行！否则 IDE
接口会无法分办，而造成系统的当机喔！至于硬盘的一些相关数据我们在后面的章节再来提！

•

PCI 适配卡：PCI 适配卡是安插在 PCI 接口上面的功能卡，主要有网络卡、声卡以及 SCSI 适
配卡等等。
•

网络卡：网络卡很重要吧！因为他是让你可以连接上 Internet 的重要功臣！网络卡的传输
速度目前都已经可以支持 10/100Mbps 的主流速度了！但是网卡的好坏却差很多！同样是
10/100Mbps ，但是 Intel 与 3Com 的卡硬是要比一般的杂牌卡多出 1000 元新台币以上，
原因无他，因为网络卡的稳定性、消耗 CPU 资源的特性与其它特殊功能等，Intel 与

3Com 要比其它的厂牌优良的多！至于网络线连接的接口上面，目前则几乎已经都是 RJ45 的接口插孔了，这种接口有点像是电话线插孔，不过要稍微大一点。
•

•

SCSI 适配卡：这个东西可以用来连接 SCSI 的接口的装置！以硬盘为例，目前的硬盘分
为 IDE 接口(刚刚说过了)以及这个 SCSI 界面！由于 SCSI 接口的装置比较稳定，而且装
置的运转速度较快，因而速度也会快的多，目前 SCSI 适配卡是一般大型服务器主机的硬
盘传输接口，不过，用在个人计算机上面的话， IDE 界面就够了！因为， SCSI 接口的
硬盘很贵呢！

主机板：注意到上面图示的那个『主机板芯片组』了没？我们刚刚说主机板是所有设备连接的
『媒体接口』，而负责这个媒体接口最重要的『沟通』工作的，就是这个主机板芯片组啦！由
于主机板上面的芯片组将负责与 CPU、RAM 及其它相关的输出、输入装置，所以，芯片组设
计的好坏也相差甚多喔！另外，由于芯片组在设计的时候，即是针对某种规格的 CPU 与内存来
设计的，因此：
•

芯片组的功能：芯片组就是在沟通 CPU、 RAM 、输出与输入装置的重要角色！还记得
刚刚我们在 CPU 时候提到的频率问题吧？在这里我们再次的强调， CPU 的外频就是芯
片组与其它周边沟通的速度啰，假如使用刚刚的 P-III 933 MHz 做为例子的话，那么你的
芯片组运作频率应该是以 133 为基准，所以 CPU 与芯片组沟通是 133 ，芯片组与 RAM
亦是 133 的速度，与 PCI 接口则通常是 33 (133/4)，而与 AGP 则是 66 (133/2)啰！所以，
一个芯片组就需要负责这么多不同的频率操作喔！呵呵！所以啰，芯片组的好坏对于系
统的影响也是相当大的！另外，目前很多的技术可以提升各个与芯片组之间沟通的频率
速度，例如 DDR 内存，可以将频率再提升一倍，所以，如果刚刚是 133 ，那么使用
DDR 内存时，就可以提升成为 266 啰！至于 P4 则芯片组与 CPU 之间则可以提升四倍
的频率速度，遗憾的是，芯片组能支持的规格，只有一种，并无法支持所有的规格，也
就是说，你的 Intel 芯片组的主机板，只能支持 Intel 的 CPU 与芯片组能沟通的内存规格；

•

CPU、内存与芯片组(就是主机板啦)在选购的时候需要一起考虑，因为芯片组(主机板)能
够支持的 CPU 只有一种规格，而芯片组对内存的支持通常也仅支持一种规格，所以，当
你选择 Intel 的主机板芯片组时，那就不能使用 AMD 的 CPU 啰！这在购买的时候要特
别小心您主机板上芯片组所能支持的规格喔！使用者最容易搞错的就是这里了！大家总
是认为 DDR 最好，所以拼命也要买 DDR，但是，如果你主机板芯片组本来就不支持
DDR 内存的话，那你买来的 DDR 是找不到地方插的！所以，如果您想要升级你的系统
时，请特别留意你的主机板芯片组是否有支持喔！

•

I/O 地址与 IRQ 岔断：既然主机板是负责各个计算机系统组件之间的沟通的，但是计算
机的东西又太多了，又有输出输入、又有不同的储存装置，主机板芯片组怎么知道如何
负责沟通吶？这个时候就需要用到所谓的 I/O 与 IRQ 啰！I/O 有点类似门牌地址啦，每
个装置都有他自己的地址，一般来说，不能有两个装置使用同一个 I/O 地址，否则系统就
会不晓得该如何运作，例如，如果你家门牌与隔壁家的相同，那么邮差怎么送信到你家
啊？不过，万一还是造成不同的装置使用了同一个 I/O 而造成 I/O 冲突时，就需要手动
的设定一下各个装置的 I/O 啰！而除了 I/O 地址之外，还有个 IRQ 岔断这个咚咚，如果
I/O 想成是门牌号码的话，那么 IRQ 就可以想成是各个门牌连接到邮件中心 ( CPU ) 的专
门路径啰！IRQ 可以用来沟通 CPU 与各个装置啦！目前 IRQ 只有 15 个，如果你的周边
接口太多时，可能就会不够用，这个时候你可以选择将一些没有用到的周边接口关掉，
以空出一些 IRQ 来给真正需要使用的接口喔！当然，也有所谓的 sharing IRQ 的技术就
是了！

•

BIOS ：BIOS 是 Basic Input/Output System 的缩写，刚刚上面我们提到了很多的输出与输
入以及 I/O, IRQ 等等的咚咚，你要如何设定呢？可以透过操作系统，也可以透过主机板
提供的 BIOS 功能来设定喔！当你开机的时候，屏幕上不是会出现一些版本的讯息吗？
那就是 BIOS 的设定啰！你可以在开机的时候按下 DEL 按键，以设定开机顺序、 I/O ，
以及 IRQ 等等！

•

其它输出输入接口：目前主机板上面通常会内建一些基本的接口，这些接口通常是在主
机机壳的后面，例如：

•

•
•
•
•

•

PS2 界面：这是目前最常见的键盘与鼠标的接口，在插孔的地方是圆形的，这种接
口速度上面会比较好一些，但是最麻烦的地方在，如果你的键盘与鼠标松脱了，通
常只能以重新开机来再次驱动键盘或鼠标啰；
九针串行端口：这个是以前用来接鼠标的接口，常常被称为 com1 ；
25 针并列埠：这通常用来连接打印机的接口，通常称为 LPT1, LPT2...；
声音输出、输入与麦克风：这个是一些圆形的插孔，而必须你的主机板上面有内建
音效芯片时，才会有这三个东西；
USB 界面：目前相当流行的一个接口，支持随插即用，目前已经推出到 USB 2.0
了，这个规格改变了速度上的问题，目前 USB 2.0 的速度已经足够了，相当的快
速！不像之前 1.xx 版时， copy 一些数据到 USB 硬盘时，会吐血....

关于速度：对于速度来说的话，由刚刚我们看到的芯片组所负责沟通的工作来看，您就应该晓
得啦！速度的快慢与『整体系统的最慢的那个设备有关！』，如果你是使用最快速的 P4 ，使用
最快的 DDR 内存，但是配上一个慢慢的两倍速的过时显示卡，那么整体的速度效能将会卡在那
个显示卡上面喔！很重要的呢！所以，在购买整套系统时，请特别留意需要全部的接口都考虑
进去喔！

这些咚咚就是系统所必备的一些组件了！当然啦，还有光驱、鼠标、键盘我们没有介绍，因为那个东西比
较简单啦！只是要注意的是，他与主机板提供的连接接口是否相同呢？如果不同的话，自然就无法连接啰！
例如你拿 PS2 的接头要去接九针串行端口的插槽，试问，可以连接吗？？所以，买接口设备的时候，要考
虑到整体性喔！底下我们再来介绍一下

选择硬件配备
认识了主要的计算机系统硬件之后，接下来就得知道，那么你的硬件需要怎样的等级才能符合你的操
作系统需求呢？刚刚我们也提到了，不同的主机服务需要的主机等级是不相同的！基本上，如果你的
Linux 是做为终端机之用 ( 也就是当作你的工作机，并不对 Internet 提供其它服务 )，并且也不玩 XWindow 的话，那么由于 Linux 所需要的硬件资源是很低的，只要你有 Pentun-133 以上等级的机器就
可以跑得很顺畅啰！所以，若你手上有升级后要汰换的设备，千万别急着丢掉，可以尝试着组装一下，
然后来玩玩 Linux 呀！ 但是，万一您的 Linux 机器是预计用来作为您公司内部的 mail server 或者是
您学校的 Web server, proxy server 时，或者是要玩 X-Window 的话，那么你就必须要选择高档一点的
计算机配备了，尤其是 RAM 的大小、显示卡的内存容量与 硬盘 的空间容量！
另外，由于 Linux 是近来才崛起的梁山泊好汉，而且参与开发 Linux 核心者是一些『公益团体』呵呵！所
以他可以支持的硬件相对的是比 Windows 少上很多的！如果你手上的设备是很旧 ( 老古董的两倍数光驱...
) ，或者很新 ( 最新的一些高效能 CPU，还有高档显示卡 Geforce 4 Ti 等等的设备 ) 的咚咚，是非常有可
能无法进行 Linux 的安装的！因此，你需要了解一下你的硬件。要了解你的硬件是否被 Linux 支持，除了
在每一版的 kernel 的文件资料中查询之外，你可以到下面这个网站上去看看，相信会有所帮助的！
•
•

台湾 Linux/FreeBSD 硬件支持数据库
Red Hat Linux 的硬件支持

底下我们稍微谈一下 Linux 至少所需要的硬件配备是如何吧！假设一台 Linux 主机，他主要的功能是
用来作为 NAT 主机，所谓的 NAT 主机也就是类似『IP 分享器』 的功能，而且用这台 NAT 主机的
PC 数并不多，那你只需要 Pentun-166, 32MB RAM, 及一块不太特殊的显示卡及网络卡也就够了！当然，
硬件的需求与你服务的对象多寡是有相当的相关性的！在这个一般家庭的 NAT 主机的环境下，你所需
要的硬件大致的需求如下：
•

CPU ( 微处理器 )：Pentun-166 以上等级就可以了。不过建议使用 K6-2 300 以上等级的 CPU，
当然了，CPU 的等级与你旧有的主机板兼容程度是有相关性的；

•

RAM ( 内存 )：至少 32MB 以上。其实除了 CPU 之外，在 Linux 系统中最重要的应该是内存的
大小了，因为如果你的服务开得太多，而你的内存不够大，势必要使用类似 Windows 的『虚拟
内存』的东西 ( 在 Linux 当中称为 Swap ) ，这个 Swap 是使用硬盘的空间来仿真内存的存取型
态，所以，你可以知道，在内存中跑的数据却以速度较慢的硬盘来跑，呵呵！这东西可操硬盘
的紧！所以虽然内存最低的需求是 32MB 就可以了，不过强烈建议最好是有 64MB 以上比较好，
尤其是如果你还要玩 X-Window 的话！ ( 注：目前新出版的 Linux distribution 当中，由于提供

的服务越来越多，且 X-Window 接口越做越好，所以对于内存的要求，实际上也越来越高！事
实上，最好要求您的 Linux 具有 128 MB 以上的内存，不过，如果您跟 VBird 一样不碰 XWindow 的话，那么使用 64 MB 就已经吓吓叫了！ )
•

Hard disk ( 硬盘 )：最好有 2GB 以上。当然是越大越好，最好至少为 3GB 的硬盘！（注：同样
的，目前的 Linux 提供的数据太多了！所以某些出版商提供的 Linux 在选择完整安装之后，硬
盘竟然占用了 4.5 GB 左右的空间，相当的可怕！不过，如果您已经学会了 Linux 的话，那么事
实上，透过选择的套件内容，将不需要用到这么多硬盘空间，尤其不玩 X-Window 的话，硬盘
空间几乎可以减少一半以上。）

•

VGA ( 显示卡 )：如果是旧设备的话，最好是 S3 早期的显示卡。 Linux 对于最新的显示卡支持
的并不是很足够，而且通常 VBird 是建议人家使用淘汰的零件当主机使用，并且如果你又不玩
X-Window 的话，一块 1MB 内存的 S3-775 显示卡就够了！重要的是， Linux 对于 S3 旧的
VGA 卡 ( 如 Virge 系列 ) 支持的程度相当的成熟，所以我推荐他！然而，如果您想要将 XWindow 建置在您的 Linux 机器上面，那么最好是『一定要有 8 MB 以上的显示卡内存』，否则
光是等待的时间，会磨尽您原本具有的耐心指数….

•

Network Card ( 网络卡 ) ：一块极其普通的 10/100 MB 的网卡就可以了，建议用具有 RTL8139
或者是 NE2000 兼容的芯片的网卡，因为 Linux 本身就有支持，不用再额外加挂驱动程序！强烈
的建议使用 Realtek RTL8139 芯片的 PCI 接口网络卡，便宜又蛮好用的！不过，还是得提醒一
下，如果您的 Linux 是用来架设大流量的网站时，那么好一点的网络卡将是不能节省的花费！
如果能够使用 Intel 或是 3Com 的网络卡，那将是不错的选择呀！

•

光盘、软盘、键盘与鼠标：不要太旧的就可以了。基本上除了键盘之外，其它的装置都是非必
备的，以 VBird 为例，在安装 Linux 的时候先拿别部计算机的光驱、软盘机与鼠标来安装，等
到安装完毕之后，关机，将所有的装置拔掉，只要剩下硬盘与电源供应器就可以啦！等到所有
的设定都完成之后，连屏幕都可以搬走了！剩下的 Linux 会自动搞定！因为通常服务器这东西
最需要的就是稳定，而稳定的最理想状态就是平时没事不要去动他是最好的！

不过，请千万注意了，上面提到的是『规模很小的主机系统』可以这样玩！如果是『企业内部的
Linux 主机』，呵呵，可能就要做修正啰！例如某些学校内部架设的 Proxy 系统，由于服务的机器数非
常的大，所以建议至少需要：
•
•
•
•
•

CPU 等级至少需要 P-III 500 以上；
RAM 最重要，最好至少 512 MB 以上，越大越好；
网络卡最好可以选择较佳一些的，例如 Intel 或 3COM 的！
硬盘至少需要数十 GB 以上的，分割成多槽， Proxy 执行效率较好；
其它的就随意啦！

所以啰！不同规模的服务器，他的硬件要求等级也就会不相同！除此之外，不同的 Linux distribution
对于硬件的要求也不一样！举例来说，在 Open Linux 的 server 3.1.1 就『严格要求』您的系统必须是
i686 ( 也就是 PII 等级以上的 CPU ) ，所以，您必须要针对您即将安装的 Linux 所需要的硬件需求进
行了解呢。稍微提一下各个不同的 Linux 功能主机所需要的硬件等级好了！

配备\主
机类型

一般小型主机
不含 X Window

桌上型 Linux 系
统
含 X-Window

中大型 Linux Server

中大型 Linux Server
含 X-Window

用途

就是您用来学习
Linux ，并且打
家庭用 NAT 主机，或
中小型企业或者是学校单位 中小型企业或者是学校单位
算在该计算机上
用来作为全校的 mail, ftp.... 用来做为全校的主机，同时，
者是小型企业用来架设
面玩跟 X还支持图形化接口操控！
非图形接口的小型主机。
等的主机。
Window 有关的
软件。

CPU

大于 Pentun 133 即可

好一点的，最好 最好是 P-III 以上等级，因 最好是 P-III 以上等级，因
是 K6-III 400 以 为大型主机会用到很多的 为大型主机会用到很多的
上等级，例如 CPU 资源！
CPU 资源！

P-III 或者是 P4
，或是 k7 ，因
为这部 Linux 计
算机会被你用来
工作，所以要好
一些。
一定要大于 128
以上，最好可以
大于 32 即可，不过，
256 MB 以上， 最好大于 256 MB 以上，
RAM 最好还是有 64MB 比较
因为你会在上面 512 MB 是标准配备。
妥当！
工作吶！越大越
好！

最好大于 256 MB 以上，
512 MB 是标准配备。

越快速的越好！通常由于我 越快速的越好！通常由于我
普通的 10/100 们不搞 Cluster (丛集式计算 们不搞 Cluster (丛集式计算
普通的 10/100 Mbps 的
Mbps 的 RJ-45 机 )所以还不需要
机 )所以还不需要
RJ-45 接头的网络卡即
NIC ( 网
接头的网络卡即 1000Mbps 的网络卡！不过，1000Mbps 的网络卡！不过，
可！通常就是大卖场里
络卡 )
可！通常就是大 一张稳定又功能性强的网络 一张稳定又功能性强的网络
面最便宜的那一项就对
卖场里面最便宜 卡是需要的， Intel 或者是 卡是需要的， Intel 或者是
啦！
的那一项就对啦！
3Com 的 10/100 Mbps 是需 3Com 的 10/100 Mbps 是需
要的！
要的！

只要能用就好了！因为
你不用 X-Window ，所
显示卡
以，老期的 PCI 接口的
(VGA)
S3 厂牌及其内存 1MB
就可以啦！

硬盘

一定至少有 8
MB 以上内存的
至少有 16MB 以上的显示
RAM ，当然，
卡内存，目前市面上的显示
越大越好！例如 与一般小型主机一样，由于 卡应该都可以符合这个功能！
目前主流已经渐 不用 X-Window ，所以显 除非你的 Linux 还必须用来
渐朝 64MB 发 示卡并不是这么重要！
发展图形软件，否则，目前
主流显示卡接口就够了！
展，那就是很棒
( AGP 界面 )
的配备啦！
( AGP 界面 )

硬盘空间足够将你所需
要的服务安装完毕即可！
越大越好，最好还可以做成 越大越好，最好还可以做成
越大越好！因为
例如，如果单纯的
磁盘阵列，数据会更安全一 磁盘阵列，数据会更安全一
你还得玩那个很
NAT 主机，那只要 640
些，可以的话，还可以转成 些，可以的话，还可以转成
耗系统资源的
MB 以上的硬盘即可！
SCSI 接口的硬盘喔！比较 SCSI 接口的硬盘喔！比较
X-Window ，加
但是如果你还需要其它
快且稳定！通常 10GB 的 快且稳定！通常 10GB 的空
上如果你还想要
的服务功能，例如 FTP,
空间跑不掉！因为一些空间 间跑不掉！因为一些空间还
玩一些多媒体的
Mail 等等，那就需要大
还得用来存放您工作单位或 得用来存放您工作单位或者
话，一个转速快，
一点。通常，一般家庭
者是学校单的其它教室或老 是学校单的其它教室或老师
且高容量的硬盘
或者是小型企业的
师的教学数据吶！所以空间 的教学数据吶！所以空间要
是需要的！
Linux 主机， 2~4 GB
要预留的比较多喔！
预留的比较多喔！
的小硬盘也够了！

反正要注意的就是未来你的 Linux 主机规划的『用途』来决定你的 Linux 主机硬件配备喔！相当的重
要呢！

硬件与硬件在 Linux 中的装置代号
了解了硬件之后，接着下来得了解一下个硬件在 Linux 当中所扮演的角色啰！在 Linux 系统当中，每
个装置都被当成一个档案来对待！举例来说，硬盘的文件名称即为 /dev/hd[a-d]，其中，括号内的字母
为 a-d 的任何一个，亦即由 /dev/hda, /dev/hdb, /dev/hdc, 及 /dev/hdd 这四个档案的意思（注：这种型式
的表示法在后面的章节当中会使用得很频繁，请特别留意）。那么光驱与软盘呢？分别是 /dev/cdrom,
/dev/fd0 啰！好了，其它的接口设备呢？底下列出几个常见的装置与其在 Linux 当中的代号啰：

装置

装置在 Linux 内的代号

IDE 硬盘机

/dev/hd[a-d]

SCSI 硬盘机

/dev/sd[a-p]

CDROM

/dev/cdrom

软盘机

/dev/fd[0-1]

打印机

/dev/lp[0-2]

鼠标

/dev/mouse

磁带机

/dev/ht0 (IDE)或
/dev/st0 (SCSI 界面)

网络卡

/dev/ethn ( n 由 0 开始 )

需要特别留意的是 IDE 硬盘机，每个磁盘驱动器的磁盘分割 ( partition ) 不同时，其磁盘代号还会改变
呢！关于 IDE 硬盘机的分割与配置将在安装 Linux 时再提及。此外，您会发现怎么档案开头都是 /dev
呢？呵呵！那个咚咚就是我们放置装置档案的目录啦！而需要特别注意的是磁带机的代号，在某些不
同的 distribution 当中可能会发现不一样的代号，需要稍微留意。总之，你得先背一下 IDE 硬盘的代号
就是了！其它的，用的到再来背吧！

选择 distribution
就如同前面几节中说明的， distribution 是由于各个不同的开发商所发展的不同套件所致！不过，其架
构则差异不大！因此，这里不评论哪一个 distribution 比较好！请选择您自己喜欢的套件即可！目前台
湾地区使用较多的两个套件分别是 Mandrake 及 Red Hat 这两个，因为使用者较多，所以支持度与网络
文章自然也比较多，对于新手而言，这两套 Linux distributions 是蛮好的入门版本喔！并且，在各大
FTP 站中都有提供下载！以下列出 VBird 最常去的 FTP 站，您可以进入其中并选择您所想要的
distribution 啰！
•
•

云科大的 FTP ：
中山大学的 FTP ：

当然还不止此，您可以到各大专院校的 BBS 站的精华区去搜寻一番！网友就提供了一个相当棒的多种
Linux Distributions 的下载网站：
•

http://www.linuxiso.org

要注意的是，您所下载的档案为 image 档（所谓的映象档，可能是 .iso 的附档名），你必须要将该档
案烧录成为可开机的光盘片之后才能真正的使用他！（提供一下个人的经验： 您可以使用 IE 或
Netscape 之类的浏览器下载上述的 image 档，不过，很抱歉的是，由于档案太大了（一个映象档需要
600～700 MB 之间），使用 http 协议来捉档案的话，很容易造成断线、或者是不明原因的问题，产生
捉取的档案有问题，这个时候您还得再重新捉一次呢！因此这里特别建议使用具有续传功能的 ftp 软件
下载上述的档案，例如 cute ftp 等等！）
各家 distribution 所需要的光盘档案大小不一，以 Open Linux 3.1.1 与 Red Hat 8.0 为例，前者仅需要一
块 CD 即可，后者却需要 3 块 CD 才行！此外，这些 distribution 的 CD 基本上均提供含有原始程序
代码的 Source RPM (SRPM) 及可直接安装的 binary RPM，下载之前请先了解各 distribution 的 CD 内
容，以免占用您与他人的网络频宽！

主机的服务规划
前面已经提过，由于主机的服务目的不同，所需要的硬件等级与配备自然也就不一样！底下提一提每种服
务可能会需要的硬件配备规划，当然，还是得提醒，每个朋友的需求都不一样，所以设计您的主机之前，
请先针对自己的需求进行考虑。而，如果您不知道自己的考 量为何，那么就先拿一部普通的计算机来玩一
玩吧！记得！不要将重要数据放在练习用的 Linux 主机上面！

•

打造 Windows 与 Linux 共存的环境：
因为一般硬件对于 Windows 的支持度比较足够，而若你也希望这架机器在不使用 Linux 的情况下还能以
Windows 系统作业，这时你就需要使用多重开机选单了！ Linux 本身就有至少两个很不错的多重开机程序，
分别称为 LILO 与 Grub ，如果你需要两个以上的操作系统在你这台主机上的话，例如 Windows98 与
Linux 共存，那你必须先安装 Windows98 再灌 Linux 系统就可以了！当然啰，如果你先安装了 Linux 再
安装 Windows 系统呢？还能不能成功的制作多重开机？当然可以啦！不过，你需要学会知道什么是『多重
开机』的概念，这部分我们会在后面再继续谈，不要着急喔！基本上，多重开机涉及硬盘规划的问题，如
果你的硬盘有 6GB ，那你可以先以 DOS 的 Fdisk 或其它的分割程序如 SPFdisk 进行硬盘的划分。仅割出
Windows 要的扇区就好。例如你要分 1GB 给 windows ，那以 Fdisk 分割一个 1GB 的主分割就好了！其
它的等 Linux 灌的时候再弄就可以啦！这部分会在后面再提到！
再来提到您的 Linux 主机系统，我这里要跟大家报告的是，如果您是使用较为老旧的计算机来做为主机的
处理，并且他上面可能预计会安装 mail, WWW 等服务器软件，因此需要全天、全年开机的，所以安装
Windows 与 Linux 共存的环境是可以，但是请将 Windows 的硬盘规划的小一点！好让您的 Linux 主机可
以有更多的空间提供更完善的服务。好了！现在来说说你需要的主机服务有哪些呢？一般而言，对于非企
业或者是小型企业或者是学校单位，通常你需要的服务有底下这几个：

•

NAT ( Network Address Transfer )：
如果您是一般小型企业，或者是一般的中小学学校，那么贵单位对外的联机应该通常是：『申请一个固定
制的 IP ，然后透过 IP 分享器 ( IP sharing ) 来达到全校的计算机皆可连上 Internet 的联机机制』吧！咦！
要连上 Internet 不是需要实体 IP 吗( Public IP )，那每部计算机不是都需要一个 IP 吗？那么您只有申请一
个 Public IP ，其它计算机的 IP 要怎么设定呢？早在当初规划这个 IPv4 协议时( 就是目前的 IP 设定啰！
)，就考虑到可能的 IP 不足啦！此时，就有专门给内部网域设定用的 Private IP 了( 或者称为私有 IP 或保
留 IP ) ，需要注意的是，这些 Private IP 都不能直接与 Internet 上面的 Public IP 互相沟通！那怎么我学
校内部的计算机还是可以透过 IP 分享器连出去呢？这就是所谓的 NAT( Network Address Transfer )功能
啦！当内部计算机要连接上 Internet 时，需要通过 NAT 的技术，将你内部计算机的数据封包中，关于 IP
的设定都设定成 NAT 主机的实体 IP ，然后才传送出去 Internet ，如此一来，你的内部计算机虽然是使用
私有 IP ，但是在联机上 Internet 时，就可以透过 NAT 主机的 NAT 技术，将 IP 来源给改了改！哈哈！
如此一来，就可以向 Internet 要求资料啰！这部分我们在网络基础篇会再提及的！通常使用旧计算机来做
为主机时，最大的效用就是用来作为 NAT 了！若你的主机仅单纯提供 NAT 服务，那么在这个服务当中，
比较重要的就属网络卡而已！其它的 CPU、RAM、硬盘 等硬件的影响相对就小了相当多！

•

SAMBA：
在 Windows 里面可以很轻易的就以『网络上的芳邻』来分享彼此的档案数据，那么 Linux 要如何与
Windows 分享呢？呵呵！使用 SAMBA 就可以啦！这也是最普遍的 file server （档案服务器）。由于分享
的数据量可能较大，那么对于系统的网络卡与硬盘的大小及速度就比较重要，如果您针对不同的使用者提
供档案服务器功能，那么 /home 可以考虑独立出来，并且加大容量。

•

Mail：
Linux 一安装完毕就已经提供了 Sendmail 或 Postfix 的邮件服务！由于我们如果向外面的公司申请免费的
E-Mail 信箱，了不起容量大致上到 20 MB ，但是，要知道有时候我们一不小心就会让邮件容量超过了 20
MB，这样一来，呵呵，您的免费信箱就爆了！真抱歉....但是，如果你自己架设一个 mail server 呢？哈哈！
哪么你的信箱就可以到达几 GB 这么大！很过瘾吧！在 mail server 上面，重要的也是硬盘容量与网络卡速
度，在此情境中，也可以将 /var 独立出来，并加大容量。

•

Web：
WWW 几乎是每个主机上面都会安装的一个套件了！当然，要推销你自己的话，那么 WWW 服务器是绝
对不会被你忘掉的！在 Web server 上面，CPU 的等级有时候不能太低，而最重要的则是 RAM 了！要增加
WWW 系统的稳定度，提升 RAM 是一个不错的考虑。

•

DHCP：
NAT 搞定之后，要晓得的是，你的 Client （客户端）每一部都需要经过设定才能上网 ( 刚刚提到的私有
IP 的概念！ ) ！阿！好麻烦！那么使用 DHCP 就可以改善这个问题啰！呵呵！ Client 端都不必设定任何
咚咚，马上将可以上网了！快乐吧！这个咚咚的硬件要求可以不必很高啰。

•

Proxy：
这也是常常会安装的一个服务器软件，尤其像中小学校的频宽较不足的环境下， Proxy 将可有效的解决频
宽不足的问题！当然，你也可以在家里内部安装一个 Proxy 喔！但是，这个服务器的硬件要求可以说是相
对而言最高的，他不但需要较强有力的 CPU 来运作，对于硬盘的速度与容量要求也很高！自然，既然提
供了网络服务，网络卡则是重要的一环！

•

FTP：
FTP 的功能是真的很好啦！但是对于 拨接制 ADSL 使用者来说，架设 FTP 实在是一件不智的事情！因为
对你的频宽影响太大了！ VBird 相当不建议架设 FTP 的啦！尤其安全性上面也很伤脑筋！ 对于 FTP 则
是您的硬盘容量与网络卡好坏相关性较高。
大致上我们会安装的服务器软件就是这一些啰！假设您需要 NAT 的服务，那么通常会建议安装『两块
网络卡』在您的主机上面，因为可以顺便解决您内部计算机的安全问题！假如您需要 mail 与 Web 服
务器，那么就建议申请 DNS 或者是直接申请免费的动态 DNS 系统的 domain name 啰！如果您需要
Proxy 的服务，那么在当初设计硬盘规划的时候，就要小心硬盘的切割了，因为不同的切割方式会使得
您的 Proxy 效能有差异！如果你对于上面的几个服务还不是很熟悉，没有关系，未来网络架站篇会再
详细的介绍给大家的啦！

主机硬盘的主要规划
系统对于硬盘的需求跟刚刚提到的主机开放的服务有关，那么除了这点之外，还有没有其它的注意事
项呢？当然有，那就是数据的分类与安全性的考虑。常常会发现网络上有些朋友在问『我的 Linux 主
机因为跳电的关系，造成不正常的关机，结果导致无法开机，这该如何是好？』呵呵，幸运一点的可
以使用 fsck 来解决硬盘的问题，麻烦一点的可能还需要重新安装 Linux 呢！伤脑筋吧！另外，由于
Linux 是多人多任务的环境，因此很可能上面已经有很多人的数据在其中了，如果需要重新安装的话，
光是搬移与备份数据就会疯掉了！所以硬盘的分割考虑是相当重要的！同时，硬盘的规划对于 Linux
新鲜人而言，那将是造成您『头疼』的主要凶手之一！因为硬盘的分割技巧需要对于 Linux 档案结构
有相当程度的认知之后才能够做比较完善的规划的！所以在未来的几个章节当中，鸟哥将会着重在这
方面的探讨，这可是相当重要的入门知识呢！因为如此，所以特别建议 Linux 新鲜人先只切两个扇区
就好，分别是根目录 / 与 Swap ！无论如何，底下还是说明一下基本硬盘分割的模式吧！
•

最简单的切割方法：Linux 安装的过程中，至少要有两个 partition 才行，一个是『 / 』，另一个
则是虚拟内存『 Swap 』，如果你的硬盘很小（例如小于 1GB 的小硬盘），那么使用这个分割
的方法会比较好！但是，保证是比较不保险的切割方式啦；

•

稍微麻烦一点的方式：在预设的情况下，由于 Linux 的操作系统都是摆在 /usr/ 当中，所以啰，
你可以将这个部分切割的大一点，另外，由于使用者的信息都是在 /home 底下，因此这个也可
以大一些，而 /var 底下是记录所有预设服务器的登录档，且 mail 与 WWW 预设的路径也在
/var 底下，因此这个空间可以加大一些喔！所以，需要的目录就有：
• /
• /usr
• /home
• /var
• Swap

以 VBird 为例，通常我会希望我的邮件主机大一些，因此我的 /var 通常会给个数 GB 的大小，如此一
来就可以不担心会有邮件空间不足的情况了！另外，由于我开放 SAMBA 服务，因此提供每个研究室
内人员的数据备份空间，所以啰， /home 所开放的空间也很大！至于 /usr/ 的空间，大概只要给 2?3
GB 即可！凡此种种均与您当初预计的主机服务有关！因此，请特别注意您的服务项目！然后才来进行
硬盘的规划！
无论如何，一开始玩 Linux 时，还是建议先将所有的套件都安装在同一个分割区内，也就是那个根目
录 / ，等到学习了后面的相关信息，尤其是 Linux 档案与目录的使用架构之后，再重新将 Linux 安装
与规划，那么一定可以得到您所需要的环境的！

VBird 的两个范例
这里说一下我曾经规划过的两个范例，要先声明的，我的范例不见得是最好的，因为每个人的考虑不
同，我只是提供相对可能较佳的方案喔！
案例一：

•
•

•

提供服务：提供家里的五部计算机 ADSL 联机分享、同时架设 NAT Server、Mail Server、
WWW Server、SAMBA 等服务。此外，为多重开机系统。
架设硬件：
• CPU 使用 P-166；
• 内存大小为 64MB 的 RAM；
• 网络卡为 螃蟹卡；
• 硬盘机容量为 3.2 GB；
• 显示卡选择 S3 Virge VGA。
• 安装完毕之后拔掉 CD-ROM、鼠标、键盘、屏幕等等配备！只剩下网络线及电源线跟主
机连接！
硬盘切割：
• 提供 500 MB 给 Windows 98；
• 1GB 给 /var (特别针对邮件设定)；
• 100 MB 给 Swap；
• 剩下的空间都给 /

案例二：
•
•

•

提供服务：提供整个单位的 Proxy 服务器服务，同时提供单位内相关人员的数值模式仿真（这
个模式很耗系统资源！）。
架设硬件：
• 使用双 CPU 架构（因为需要大量的运算）；
• 使用 GeForce 2 MX 显示卡（因为数值模式仿真完毕之后，需要将图标显示在屏幕上除
错）；
• 使用 30 GB 硬盘两颗（数值模式所需的储存、 Proxy 所需要的空间）；
• 使用 3COM 网络卡（ Proxy 呦！）；
• 使用 512 MB RAM。
硬盘切割：
• 6 GB 给 Proxy （/proxy1, /proxy2, /proxy3 各占 2 GB）；
• 1GB 给 Swap （数值模式需要）；
• 5 GB 给 /；
• 剩下的都给 /disk1 及 /disk2

在上面的案例中，案例一是属于小规模的主机系统，因此只要使用预计被淘汰的配备即可进行主机的
架设！唯一可能需要购买的大概是网络卡吧！呵呵！；而在案例二中，由于我需要大量的数值运算，
并且由于提供了很多计算机的 Proxy 服务，因此就需要较大的硬盘空间、与较佳的网络卡来搭配了！
这些工作请先记得，因为下一章节在实际安装 Linux 之前，您得先进行主机的规划呀！

本章习题练习
•

1.请简略说明一部计算机主机里面，大概有哪些基本的硬件？

•
•

2.一部计算机主机是否只要 CPU 够快，整体速度就会提高？
件必须要舍弃！
3.什么是 CPU 的外频与倍频？

•

4.什么是 I/O 地址与 IRQ 岔断？

•

5.Linux 对于硬件的要求需要的考虑为何？是否一定要很高的配备才能安装 Linux ？

•

6.一部好的主机在安装之前，最好先进行规划，哪些是必定需要注意的 Linux 主机规划事项？
。
7.请写下目前您使用的个人计算机中，各项配备的主要等级与厂商或芯片组名称：
主机板：
CPU：

•

内存大小：
硬盘容量：
显示卡：
网络卡：
•

8.请写下下列配备中，在 Linux 的装置代号：

以 spfdisk 分割硬盘的一个范例
什么是硬盘分割？
在开始进行 Linux 之前，应该有很多的工作要做的！最重要的就如同前面『Linux 主机规划』当中说的，
要如何规划硬盘呢？！到底要如何分割硬盘才好！是要将 swap （虚拟内存）规划的大一点比较好？或
者是只要一个根目录就可以了呢？另外，如果我的硬盘上面已经有 Windows 系统，我又不想要将
Windows 杀掉，想使用多重开机来安装我的多个操作系统，那要怎么做呢？！况且，由于 DOS 的
fdisk 不认识 Linux 的档案格式，那么我要如何将 Linux 完全的从我的硬盘中移除呢？！呵呵！这里就
来说一下该如何是好吧！
由于不同的操作系统所使用的档案架构并不相同，有些甚至是不兼容的，例如 Windows 所使用的是
FAT 表，而 Linux 所使用的是 ext2 这个档案格式，这两种格式完全不相同，在 Linux 底下还可以藉
由编辑核心来支持 Windows 的 FAT 档案格式，但是 Windows 则完全无法读取 Linux 的档案格式了！
此外， Windows 使用的磁盘分割工具 fdisk ，很抱歉的，并不认识 Linux 的 ext2 这个档案格式，所
以如果您有一棵已经安装有 Linux 系统的硬盘，呵呵，使用 Windows 的 fdisk 是完全无法分割这块硬
盘的！
那么到底什么是硬盘分割呢？真的要将硬盘用刀子割一割吗？！不是这样的，实际上，硬盘是以
blocks, clusters, partitions 这些东西来作为储存的单位，而最底层的硬盘单位就是 blocks 了，通常一个
blocks 大约是 512 bytes 左右。那么 partition 是什么？简单的来说，你知道你的 Windows 有所谓的
C:, D: 是吧！其实他们是同一颗硬盘，只是利用『磁盘分割表』(partition table)来将实体的硬盘规划出
不同的区块。举个例子说，假设你的硬盘总共有 1024 个 clusters （利用 blocks 结合而成的硬盘计算
单位），那么你在这块硬盘的文件头地方（就是磁盘分割表，可以想成要读取一块硬盘时最先读取的
地方）如果写入你的 partitions 共有两块，一块是 primary 一块是 extended ，而且 extended 也只规划
成一个 logical ，那么你的硬盘就是只有两个槽啦（对于系统来说，真正能使用的有 Primary 与
Logical 的扇区， Extended 并无法直接使用的！需要再加以规划成为 Logical 才行！ ) ，而且在
partition table 也会记录 primary 是由『第 n1 个 cluster 到第 n2 个 cluster 』，所以啰，这样子一来，
当系统要去读取 primary （就是 c 槽）的时后，就只会在！n1~n2 之间的实体硬盘当中活动啰！
基本上， Windows 98 系统中的 Fdisk 这支程序仅支持一个 primary 与一个 extended ，其中，
extended 可以再细分成多个 logical 的硬盘槽。NT 很抱歉，小弟不熟，所以就不提了！那么 Linux 呢？
嗯！基本上最多可以有 4 个 primary 的硬盘，而可以支持到 3 个 primary 与一个 extended ，其中，
extended 若再细分成 logical 的话，则全部 primary + extended + logical 应该可以支持到 64 个之多。
底下我们将以 spfdisk 这个全中文接口的 fdisk 磁盘分割工具来介绍如何分割硬盘！

硬盘分割 ==> SPFdisk
SPFdisk 是一套由国人开发完成的全中文接口的硬盘分割工具，他要比微软出的 Fdisk 功能强多了，他
的好处除了==>全中文接口让你一定可以看的懂之外，简单的类图形接口可以让你轻易的进行硬盘分割，
除此之外，这套软件的『DOS 工具』内的『格式化工具』格式化硬盘的速度真是 DOS 比不上的，我
格式化一个 30GB 的硬盘不用十秒就可以格式化完全！<==另外，其它的优点我在此也不多说了，若有
需要你可以自行自一些搜寻网站下载最新的程序，或从这里下载我有的程序，不过可能旧一点。
另外，由于 DOS 的 Fdisk 并不认识 Linux 的分割表，所以用 DOS 的 Fdisk 是无法将 Linux 的分割表
去除的。因此，你要删除 Linux 的分割表，只有两个比较快的方法，一个是以 Linux 直接再分割，一
个则是使用 SPfdisk 分割啦！
由于这个页面的档案很大，有时候会有没办法显示的情况发生，这时请在画面上『按鼠标右键』，再
选择『显示图片』这个选项，即可显示画面啦！
硬盘分割主要可分为下面几个步骤：
1. 将旧有的分割表删除；
2. 建立新的主分割及扩充分割（若有需要的话）；
3. 贮存分割表；

4. 以 DOS 工具格式化以分割的硬盘。

1. 删除原有分割：
假设你的主机中没有任何系统存在，则请以 Windows98 制作开机片后，将 spfdisk 拷贝至
开机片。以此磁盘开机之后，执行：

A:>spfdisk
会出现如下欢迎画面。

按任意键后出现下面画面：

以方向键移动光标至『硬盘分割工具』按 Enter 键后会出现画面如下：

这是向你询问是否需要使用 FAT32 的档案系统，由于 Windows 98 支持的长文件名及相关
的档案型态是以 FAT32 为准，所以当然按 『Y』！按了 Y 之后会出现硬盘的信息，如下
所示：

因为我是在我原有的机器上执行这个程序，所以会有两颗硬盘，如果你的系统只有一颗硬盘
的话，则只会显示你有的硬盘数据，在上图中，1.19GB 的硬盘其总磁柱仅有 621 单位，比
可开机扇区范围（0 ~ 1023）小得多，所以可以随意分割。将光标以方向键移动至 1.19GB
这颗硬盘后，按 Enter ：

因为这颗硬盘之前被我灌过 Linux ，所以会显示 Linux 的扇区划分情况。上面的意义为：
•

启动：由于系统开机时会去先去找分割表，由分割表所设定的『可开机扇区』进行开
机程序，因此若这个扇区为开机扇区，则『启动』项目会有一个心型的符号存在！

•
•
•

起始磁柱与结束磁柱：这一个被分割的扇区的开始与结束扇区。
MBytes：这个扇区的硬盘容量。
系统 ID 与系统种类：这一个分割表的类型。因为这是 Linux 的分割类型，所以其
ID 显示为 83，若是 FAT32 的话，则为 0b。

将光标以方向键移动至这个扇区后，按 Enter ：

在这个画面中，将光标以方向键移动至『删除分割』这个项目，并按下 Enter ：

出现此画面后，确定要删除这个分割就按『[Y]是』这个项目。

删除分割之后你的硬盘中就没有分割表的存在了，所以这个硬盘的系统种类则变成了<未规
划>。

2. 建立主要分割扇区：
在上面的画面中，按下 Enter 键，会出现下面画面。

由于这一颗硬盘的分割表被删除了，所以『系统 ID』与『删除分割』被取消了。这时按下
『建立分割』会出现如下画面：

然后选择『建立主分割』，那何谓主分割与扩充分割呢？所谓的主分割在 windows 系统下
即是 『C 槽』 啦！但是扩充分割并非『逻辑分割』，这里要注意一下，所谓的『逻辑分割』
是包含在扩充分割中的，例如当你的扩充分割共有 10GB 但是你想将之分为两槽，则可以使
用逻辑分割将扩充分割分为两槽，这两槽即称为『逻辑分割』。所以这里要注意啦，建立扩
充分割的时候就要选择『配置整个区域』啦！好！下一步按下『建立主分割』：

这里会问你是否要将整个硬盘分割为仅有一个磁盘区？由于我们要将硬盘分为两槽，所以这
里当然选择『[N]否』啦！

由于你选择了『不要配置整个区域为一块扇区』，所以这时程序要你输入你所需要的扇区。
通常在第一步是输入『启始磁柱』，这时只要按 Enter 就可以啦，然后会要你输入『结束磁
柱』，结束磁柱的输入方法有两种模式，一种是输入磁柱区，一种是输入你所需要的 MB
数，通常我是输入 MB 数啦，例如如上所示，我所需要的空间大小是 600MB ，所以输入
『+600』即可，而如果你的硬盘很大，你要输入 4GB 时，则需要输入 『+4000』，以此类
推！输入『+600』并按 Enter 之后出现如下画面。

这时出现了你刚刚划分的硬盘信息啦，由于我们是划分为 DOS 分割区，所以系统种类是
FAT-32 ，而 ID 则为 0b 。至于另外尚未划分的就会显示为 <未规划> 啦！如果你还需要再
继续划分的话，这时将光标移动至 <未规划> 的那一个扇区按 Enter 后选择『扩充分割』即
可继续划分。如果划分完毕之后，当然就是贮存分割表啰。这里注意一下，因为刚刚的动作
均尚未完成贮存的工作，所以要反悔还来得及！

3. 贮存分割表：
接下来要做贮存的动作了，按下『Esc』键（键盘左上角那个键）后会出现如下画面：

按『[Y]是』，将刚分割好的分割表贮存至硬盘中！然后出现如下画面：

这里的动作是连续的：
1. 程序会先跟你确认你的硬盘有没有错误，这里还可以反悔。
2. 然后程序会问你是否需要使用破坏贮存，一般来说是需要使用『破坏贮存』的，因为
需要将你的硬盘划分完全啦！所以要按 [Y]；
3. 为了可以让你以后回复分割情况，所以你可以选择 『建立 UNDO』档，所谓的
UNDO 文件即是记录你之前硬盘分割表信息的档案啦。

这样一来你的硬盘就划分完毕而且贮存啦！这时要做的就是重新开机并格式化硬盘。格式化
硬盘可以使用 DOS 的 Format ，当然也可以使用 spfdisk 的内建功能喔！

4. 格式化硬盘
再进入刚刚你划分完毕的那个硬盘区，按下 Enter 之后会出现一串选单，然后最下方的选单
为 『DOS 工具』，选择这一项并按 Enter 后，会出现另一个选单：

在这个次选单中的第二项即是快速格式化，这个格式化的动作非常的快喔！比 DOS 的格式
化快多了！不过，这里也必须指出一个问题，那就是若你的硬盘有坏轨的话，那最好还是使
用 DOS 的 format 比较完整一点。

简易且较小安装 Red Hat 7.2
主机的硬件配备与预计开放的服务
就如同前面所说的，安装你的 Linux 之前，最好先来了解一下您的 Linux 用途！当然啰！如果目前您
所需要的 Linux 仅只是在于学习 Linux 的指令的话，那么底下的咚咚你都可以把他看看就好！不过，
还是强烈的建议您慢慢的一步一步的安装你的 Linux 系统，这样对于您的 Linux 系统会有比较完整的
概念说！此外，由于 Linux 系统最好在安装完成之后，立即重新编译过他的核心，以使 Linux 系统
『较为稳定』，所以，在你可以连上 Internet 的时候，千万记得一起下载新的 核心 喔！由于 Red Hat
7.2 的核心版本为 2.4.7 ，因此，你必须要下载较新的 2.4.17 以后的版本喔（到 2002/02/16 为止）。
我的主机配备：
好了，既然 VBird 写的这个部分主要的目的是在于『使用淘汰的计算机来进行 Linux 服务器的安装』，
那么我的硬件配备当然不会太好啰！以下就是我的配备啦：
•
•
•

•
•
•

CPU 为 P-166，主机板为华硕的老主机板；
使用 64 MB 的 RAM （是 72 pin 的喔！）；
硬盘为 3.2 GB 的硬盘，安插在 primary 排线的 master 上面；
这里要特别说明一下，通常在 586 之后的主机板上面都有两条接排线的界面（排线就是硬盘与
主机板相接的那一个东西啦！），而我们称这种界面为 IDE 界面（目前的主流硬盘界面），并
且主机板上面的这两个界面就分别称为 Primary （主要的） 与 Secondary （次要的） IDE 啰。
而如果你有仔细观察的话，那么每一条排线上面还有两个插孔，也就是说一条排线可以接两个
IDE 界面的装置（硬盘或光驱），而你有两条排线，因此一个主机板在预设的情况中，应该都可
以接四个 IDE 界面的装置。好了，那么每条排线上面该如何判别哪一个是主硬盘（ Master
），哪一个是副硬盘（ Slave ）呢？基本上这个需要调整硬盘上面的 jump 才可以知道！这个时
候，请察看一下您的硬盘机吧！上面应该都会有图示说明才对！
这一部份请特别留意喔！因为不同的硬盘接法将会导致不一样的状况，更严重的，将会导致无
法开机的窘境，所以建议您注意一下这里！
网络卡预计使用两块螃蟹卡，不过，如果您不希望有无法分辨网络卡的状况发生，那么建议使
用两块不一样芯片的网络卡比较好！
显示卡使用的是 S3 Virge 的 PCI 显示卡，不过由于我以后的过程中将不会使用 X-Windows ，
所以这部份似乎不会有问题！
安装过程中需要的装置：键盘、屏幕、光驱、软盘机等等，这些装置在安装完成 Linux 之后，
即可马上拔掉！

硬盘 partition 的问题：
硬盘的 partition 是相当重要的一环呦！这里有一些重要的信息要先跟大家报告！就是说：
•

•
•

在 Linux 底下，每一个装置都以一个档案来代表，例如 IDE1 的 master 为 /dev/hda ，而由于
primary + extended 最多有四个 partition ，所以第一个由 extended 分割出来的 logical 扇区为
/dev/hda5 ！
需要特别留意的另几个装置是网络卡、软盘、光盘，其代号分别为： /dev/eth0, /dev/fd0,
/dev/cdrom！
如果你有一个硬盘接在 IDE2 的 master 上面，并且有 5 个可以使用的扇区，同时你分割了 2 个
primary partition 时，那么你的磁盘应该就会有底下几个代号：
• /dev/hdc1 (primary)
• /dev/hdc2 (primary)
• /dev/hdc3 (extended, 这个为不可使用的磁盘代号)
• /dev/hdc5 (1st logical)
• /dev/hdc6 (2nd logical)
• /dev/hdc7 (3th logical)

预计开放的服务：
虽然是老旧的配备，不过相对于我服务的机器数：五部个人计算机，也相当足够了！呵呵！那么我需
要的服务有哪些呢？

•
•
•
•
•
•

NAT ： 用来分享频宽；
Mail ： 用来收发信件；
WWW ： 用来给大家架设个人网页；
Proxy ： 用来提供五部区域计算机内的用途，并加以分流；
DHCP ： 主要在提供内部计算机不需要安装一些有的没的！
FTP ： 最好是不要安装的啦！

我的网络：
我的网络主要是以 拨接制 ADSL 为主，那么如何规划呢？
•
•
•

在 Linux 系统中，预计以 rp-pppoe 这个软件来拨接 ADSL 并且予以分享；
我的内部网络之 网段 为 192.168.1.0/255.255.255.0 这一个，没有再切割的子网络；
我的 Linux 主机名称为 vbird.adsldns.org ，是跟 www.adsldns.org 申请的动态 DNS 系统；

选择的套件：
我选择的安装套件为 Red Hat 7.2 版，他的特征为：
•
•
•
•

这一版的预设核心为 2.4.7-10 ！
预设的防火墙机制为 Kernel 2.4.x 的 iptables ；
预计使用 LILO 作为 Boot Loader 喔！
另外，由于在设定其它的服务之前，想要先以较新的 Kernel ( 核心 ) 来编译过，因此需要先下
载核心！

大致上就是这样啰！

硬盘规划
自订安装『Custom』：
初次接触 Linux ：只要切割『 / 』及『 Swap 』即可！
好了，通常初次安装 Linux 系统的朋友们，我们都会建议他直接以一个最大的扇区『 / 』
来安装，这样有个好处，就是不怕分割错误造成无法安装的困境！例如 /usr/ 是 Linux 安装
程序中摆放的目录，万一你分割了一块扇区给 /usr ，但是却给的不够大，那么就伤脑筋了！
因为会造成无法将数据完全写入的问题，就有可能会无法安装啦！因此上，如果你是初次安
装的话，那么可以仅分割成两个扇区『 / 与 Swap 』即可！
建议分割的方法：预留一个备份的扇区！
就如同前面几个心得分享文章中提到的，由于 Linux 预设的目录是固定的，所以：
•
•
•
•

通常我们会将 /var 及 /home 这两个目录稍微加大一些，如果硬盘够大的话，加个几
GB 也不为过！
另外， /usr 至少给他 3~5 GB 吧，如果硬盘真的大的话！
而 / 也可以给个几 GB 的空间。
最后，由于我们的 Linux 可能是在『试用』阶段，所以很有可能会重复的一再安装，
因此上，我都会预留一个扇区来备份我的核心啦与实验过程中觉得不错的 scripts
（就有点像 DOS 的批次档），当然，我的 /home 底下的咚咚也可以有备份的地方，
而安装套件的源文件也可以摆在这里！有个最大的好处是，当我的 Linux 重新安装的
时候，我的一些套件马上就可以直接在硬盘当中找到！呵呵！重新安装比较便利啦！

选择 Server 的硬盘切割方式：
对于首次接触 Linux 的朋友们，通常不建议使用 Red Hat 预设的 Server 安装方式，因为会
让你无法得知 Linux 在搞什么鬼，而且也不见得可以符合你的需求！不过，这里仍然说一下
选择 Server 的时候，他是如何切割硬盘的呢？

注意：选择 Server 的时候，请『确定』您的硬盘数据是不要的！因为 Linux 会自动的把你
的硬盘里面旧有的数据全部杀掉！此外，硬盘至少需要 2 GB 以上才可以选择这一个模式！
•
•
•
•

64 MB 的 Swap ；
256 MB 的 / ；
256 MB 的 /var ；
其它的空间平分给 /usr 与 /home ！

知道了吗？由于 Server 会有上面的限制，所以通常我都不太喜欢让 Linux 自己切啦！选择
Custom 比较好说！
硬盘的代号意义？
在 Windows 或者是 DOS 年代，硬盘以 FAT 表来切分时，他们的代表扇区为 C: D: E: ...但
是在 Linux 中则不然喔！一个『目录』可以代表一个『装置』！基本上，每一个硬盘在安插
的 IDE 界面中，都有不同的代号：
硬盘安插的 IDE 接口

Linux 上面的磁盘名称

第一个 IDE 的 Master 上之硬盘

hda

第一个 IDE 的 Slave 硬盘

hdb

第二个 IDE 的 Master 硬盘

hdc

第二个 IDE 的 Slave 硬盘

hdd

另外，需要特别留意的是，每一个硬盘（例如 hda ）最多可以有 4 个 primary 扇区！分别
是 hda1, hda2, hda3, hda4！而如果是逻辑扇区的话，那么就需要由 hda5 开始增加啰！

多重操作系统的安装流程
•

硬盘重新规划的多重开机系统：

如果你想要在你的 Linux 机器上同时安装 Windows ？可行吗？当然可行啰！况且目前很多的朋友手边只
有一部计算机，但是又想要同时学习一下 Linux ，呵呵！那么安装多重操作系统实在是必须要的！好了！
那要如何安装呢？以我前一阵子帮一个朋友规划的 Win98, Win2000, Linux 为例，我先将硬盘以 spfdisk 切
割成两个 FAT partition，分别是 2GB 与 3GB ，预计安装 Win98 与 Win2000 （分别是 C: 与 D: ），然
后再以 CD 开机后，分割最后的磁盘成为 / 与 Swap 两个！好了！如何安装：
1. 先以 Spfdisk 分割硬盘：由于 Windows 的 Fdisk 实在太慢了，我蛮喜欢使用 spfdisk 这个全中文的
磁盘分割接口的！简单又方便！将硬盘切割成 C: 2GB, D: 3GB 即可！详细的 Spfdisk 执行范例可以
看一下底下这一篇： spfdisk 范例
2. 先安装 Win98 ：这个简单吧！用 98 开机片开机之后，直接安装，并且选择安装在 C 槽即可！
3. 再安装 Win2000：进入 Win98 之后，将 Win2000 的光盘片放进光驱中，屏幕会自动的跑出一个窗
口，问你要不要升级，选择『是』，然后会进行一些小动作！在安装程序问到『升级安装或全新安
装』的时候，请千万选择『全新安装』这个项目，并且不要升级硬盘扇区！然后在出现一个『问你
安装目录所在』的问题时，进入选项里面，选择『要我自己挑选硬盘分割区』那个项目！然后接下
来一直按下『确定』或『是』即可！之后，计算机会重新开机，开机完成之后会进入 Win2000 的安
装画面，然后在出现『安装扇区』的时候，请选择 D 槽，并且选择『不要更改扇区档案系统』即可！
接下来就会完成一些程序啦！
4. 最后才安装 Red Hat 7.2：是的，最后才安装 Linux ！安装的过程底下会说明喔！
5. 以 Lilo 设定多重开机：是的，我还是比较习惯使用 Lilo 来作为多重开机的设定啦！
好了！这样你就可以具有多重开机的主机系统啰！很高兴吧！呵呵！先别高兴的太早！很多的朋友安装
Windows XP 及 Windows ME 版本与 Linux 共存，安装的结果是『残念』的！不过个人没有试过 XP 与
ME ，所以无法提供任何的解答！这点请千万注意了！在我的经验中，使用 98 与 2000 来与 Linux 共存是
没有问题的（在我的旧机器与新的双 CPU 主机当中都试过！ OK ！）
•

在既存的 Windows 系统中加装 Linux 系统：

另外再提供一个之前也曾经安装过的一个经验！恩！你可能会觉得奇怪，这个方法跟上一个方法有什么不
同！？呵呵呵呵！最大的不同在于：
•

我既存的 Windows 系统中的数据不想丢掉，并且我也没有新的硬盘来暂存我的系统或者是备份数据！
假设原本我的 20 GB 硬盘中分割成 10GB, 10GB 两槽，但是我还想要安装 Linux ，且是在『旧系统
仍然可以存活』的情况下！那该如何是好？！

这真的是很有趣的问题！早先在 Windows 系统中， VBird 就犯了一个错！C 槽给的太大了！基本上，系
统文件不需要太大啦！通常我都喜欢 C 槽只给大约 4 GB 左右的空间（甚至更小），这是因为 C 槽是很
需要备份的！如果太大的话，备份很麻烦！所以系统重置就会很花时间（因为所有的东西都要重新安装！
我哩咧....！）！因此，我都习惯将 C 槽只给一点点的空间，然后再安装完并设定完所有的系统之后，马上
以 Ghost 来备份我的系统！而所有的备份数据文件都摆放在 D 槽！此外，我的 OutLook Express 的书信目
录也都不是摆在 C 槽！呵呵所以我不会很害怕 C 槽挂掉，因为，直接以 Ghost 还原即可啰！系统还原还
不需要 30 分钟呢！
这里就发生一个问题啦，假如原本的系统是 10GB, 10GB 的两槽，不过全部的有用到的资料量只有
10GB 不到！也就是还有空间来安装 Linux ，但是由于硬盘切割的不好，所以伤脑筋！此外，我的原系
统希望留下来，而且也希望可以安装 Linux ，要怎办？！我曾经这样做过：
•

由于 FAT 的扇区使用，其实只是在磁头区域（所谓的硬盘第零轨）规划而已，所以，我就将我
的数据先以『磁盘重组』的方式将数据都归在一起；

•

然后以 Spfdisk 将该硬盘的 FAT 表进行分割，注意喔！只是分割 FAT 表，并没有 format 喔！
不过这里的技术性很高，需要特别注意！因为你是将 FAT 表重新划分，所以你的数据必须要在
同一个扇区内！好了，我就将原本的 10GB 10GB 切割成 4GB、10GB 与 6GB 三槽！而且在
spfdisk 的帮助之下，顺利的在没有任何数据遗失的状况下，将我的硬盘由原先的两槽分割成三
槽啰！那么一来，我就可以在我原本的 D 槽里面安装 Linux 啦！方法有点像底下的图示：

很神奇吧！数据还是在原来的地方，不过扇区的定位点改变了，还多出一个扇区！不过，这里要提醒
大家，虽然 VBird 曾经以这个方法成功而且完全没有惊险的将硬盘数据在不毁损的情况下，顺利的将
硬盘切割完毕！但是那是小弟已经了解到 FAT 与扇区的相关性（其实 FAT 只是在『规范』你的硬盘
读取头读取的『头』跟『尾』而已，并不是真的将硬盘『切割』啰！），而且我也有『壮士断腕』的
觉悟！呵呵！因此不是很建议您这样做！尤其是当你的数据还很重要的时候！切记切记！

Linux 安装流程（较小安装、完全安装）
接着下来要开始来安装 Linux 啰！说了这么多有的没的 ㄟ .... 不好意思， VBird 太喜欢胡扯了....
事先检查：
基本上你必须先检查一下你的武装配备喔：
•

下载并烧录 Red Hat 7.2 的可开机光盘：不要问我如何烧录～～
enigma-i386-disc1.iso
enigma-i386-disc2.iso
强烈的建议您不要使用 HTTP 来捉这两个档案，就是不要使用 IE 或者是 Netscape 之类的浏览
器来捉这两个档案，因为档案太大了，在传输的过程中会有捉错的情况，所以就会很麻烦....建
议使用续传软件，或者是直接以 FTP 软件到中山大学的 FTP 站捉，不但具有续传功能不怕断
线，捉到的档案也会比较正常（已经有很多朋友在 BBS 上面留言，发现捉的档案无法烧录
啰！）。此外，也建议直接下载新的核心，以方便后来的核心编译工作！目前新的核心已经出

到了 linux-2.4.17 （截至 2002/02/16 为止），通常 VBird 都是在中山大学下载的，你可以到底
下来看看呦！
中山大学关于核心
•

进入 BIOS 设定开机顺序：
基本上如果是不太旧的主机板都会支持光盘开机的，使用 CD-ROM 开机的好处是比较快，而且
也不用再去做 Linux 安装开机片，确认的方法如下：
• 按电源键开机；
• 在进入系统之前会出现 Del 字样（每个厂牌不太相同），此时按下键盘上的 Delete 键；
• 进入 BIOS 之后以方向键选择 『BIOS Features Setup』这一项，或者是 『Advanced
BIOS Features』，不管如何，反正只要看到 『BIOS Features』字样的那一项就对了！；
• 将方向键移动至 『Boot Sequence』 或者是 『First Boot Device』； 这一项，按键盘上
的『Page Up』 或 『Page Down』 按键，选择 『CD-ROM』 为第一开机顺位即可。这
里注意一下，如果你的机器并不支持 CD-ROM 开机的话，你一定找不到 CD-ROM 这一
项，这时请制作开机片吧，并将此项调整为『A』 为第一顺位；
• 按键盘上 『ESC』 键退出；
• 将方向键移动至 『Save and Exit』 这一项按 『Enter』 及 『Y』 确认后重新开机即可！

•

制作 Linux 开机片：
a. 随便找一台 Windows 计算机，开启 MS-DOS 窗口；
b. 将可开机 Linux 光盘放入光驱中，在 MS-DOS 窗口键入：
C:\WINDOWS> cd
E:\dosutils
上面的 E 为你的光驱代号；
c. 在 DOS 提示字符下键入：
E:\dosutils> rawrite
-f
e:\images\boot.img
-d
a:
上面的 e 为你的光驱代号，这时在软盘机放入一片空白的软盘片后，按『Enter』 即可。

开始安装：
这样就准备妥当了！正式进入安装吧！特别说明，由于 VBird 不太喜欢使用 X-Windows 系统，所以
通常我都使用文字接口安装的，因此底下将以 文字 接口作为介绍，而且，由于许多画面不是很重要，
因此 VBird 并没有将画面秀出来喔！
1. 开机==>放入 Red Hat 7.2 的光驱后，以 CD-ROM 开机或者以刚刚做好的 Linux 软盘开机；
2. 选择安装模式==>进入欢迎画面，之后在『 boot: 』的地方输入：『 text 』以文字接口安装！
这个时候 Red Hat 会加载一些模块，所以会花费一些时间。
3. 选择语系==>然后在选择语系的地方输入『 English 』；因为文字接口好像没有支持中文的样
子！？
4. 键盘模式==>同样的，键盘先选择『 us 』即可；
5. 鼠标模式==>由于我没有鼠标，所以直接按『 tab 』键到『 OK 』按下 Enter 即可；
6. 欢迎画面==>按 Enter 即可；
7. 选择系统模式==>如前所述，这里共分为 Workstation, Server 与 Custom 等等，由于 Workstation
与 Server 会将你旧有的硬盘 Partition 给杀掉，因此我们就直接以『 Custom System 』来安装吧！
8. 要不要 Linux 自动帮你规划硬盘==>开什么玩笑！当然要自己规划自己的硬盘啰！请选择『
Manually partition 』这一项；
9. 选择硬盘分割工具==>硬盘分割工具当然是选择比较简单的啦！那么我们就选择『 Disk Druid 』
这个有点像图形接口的咚咚吧！
10.硬盘分割==>进入 Disk Druid 接口之后，应该有点像底下的图，不过由于 VBird 不会捉图，所
以底下的画面是『错误的』喔！ Red Hat 7.2 版已经不是这个样子的图示了！因为他还有加入
ext3 呢！呵呵！不过基本的使用方式还是差不多啦！底下来说一说吧：

基本上你会看到类似上面的话面，总共会显示你的目前硬盘的扇区，如上面说的，『 Primary
IDE 的硬盘中的 Mater 为 hda 』！这点请特别留意啰！好了，如果你要将旧有的 FAT 扇区安装
Linux 的话，那么你就必须将该扇区『 Delete 』掉才行，不论如何，请看一下你的剩余硬盘数
据空间（注：常常有很多的朋友来信问到，咦！我的 E 槽明明还有 5GB 的空间，为什么不能
安装 Linux 呢？！就是这个问题啦！因为 Linux 的扇区与 Windows 的 FAT 并不相同呀！所
以你必须将原有的 FAT 扇区砍掉后，才能规划出新的 Linux 扇区呀！所以要看一下硬盘的
Free 喔！）我这里建议的分割方式有几种（请注意，第三个安装的选项是关于 Proxy 的设定方
面，如果你要安装 Proxy 套件的话，才建议多加这些扇区！因为据说这样分割的硬盘会让
Proxy 的效能比较好！）：
较小安装（或初次安装）

含有 Proxy

建议安装
•
•
•

•
•

Swap 约 100 MB
；
其它的都给 /

•
•
•
•

Swap 约 100 MB；
/var 给 3～5 GB；
/usr 给 3～5 GB；
/ 给 1 GB 以上；
/home 可以给大一些；
/backup 用来做为备份的
扇区

•
•
•
•

与 建议安装 相
同
/proxy1 给 500
MB；
/proxy2 给 500
MB；
/proxy3 给 500
MB；
/proxy4 给 500
MB

另外，进入每一个扇区之后，你必须要决定：
『 Mount point 』就是扇区啦；
『 Filesystem type 』除了一定要有一个 Swap 之外，你可以选择 Ext3 这个新的扇区喔！似乎有
稍微快一点呢；
『 hda, hdb 』这个是硬盘啦！这里请小心选择！
『 Fixed Size 』由于我们都需要给每一个扇区固定的大小，所以这里就选择 Fixed Size 这一个，
但是在最后一个扇区（通常是 /backup 这一个）时，我通常都会选择『 Fillall available space 』
将其它剩下的空间都给他！
『 Force to be a primary partition 』除非特别需求，例如你的这个扇区是开机区，但是却可能落
在 8 GB 以后的扇区内，那么才需要将这个勾选，否则这个选项不要管他！
『 Check for bad blocks 』除非你的硬盘是有坏轨的，否则『千万不要选』不然硬盘检查真的好
慢....好慢.....
VBird 的分割结果（3.6 GB 硬盘）：
/dev/hda1 2204 /

/dev/hda2 996 /var
/dev/hda3 502 /backup
/dev/hda5 100 /proxy1
/dev/hda6 100 /proxy2
/dev/hda7 100 /proxy3
/dev/hda8 100 /proxy4
/dev/hda9
64 Swap
11.选择安装的开机管理系统==>Red Hat 7.2 提供两个开机管理系统，由于 VBird 比较习惯使用
Lilo ，所以这里我是选择『 Lilo Boot Loader 』的！如果你要试一试其它的多重开机控制软件，
不反对啦！但是，这里 VBird 仍是以 Lilo 来作为说明的！
12.选择开机管理系统安装的扇区==>如果没有特殊的需要，就直接选择『 MBR Master Boot Record
』吧！
13.加载额外的模块==>这个选项专门提供给系统中特殊装置使用的！由于我们的装置都很普通，所
以这里就按『 OK 』跳过去吧！
14.开机系统的名称==>你可以选择其它的名称，当然也可以不用理他，以预设的名称输入之，例如，
如果你已经存在有 Windows 系统，那么很可能 Lilo 秀出来的却是 DOS 字样，你可以修改啦！
这个可以在未来 Lilo 的部分说明，所以先不要管啦！
15.网络卡设定==>『先再次强调，VBird 这一次的安装是预计要安装两块螃蟹卡的，由于具有相同
的芯片组，所以我在安装的时候仅先安装一块而已！并且，这一块网络卡预设是做为内部虚拟
网络之用的！另外一块会在后面才安装上去！』。如果你不是使用很奇怪的卡，那么这个步骤
应该会出现网络卡的设定的！（我在这个步骤中预设是当作内部网络之用！所以先给他一个虚
拟 IP 喔！）
首先将 DHCP 前面的 [*] 取消（按空格键）；
然后按上下键来设定你的网络条件成为：
IP：192.168.1.2
Netmask：255.255.255.0
Gateway：192.168.1.2
Primary DNS：139.175.10.20
Secondary DNS：163.28.112.1
16.主机名称的设定==>给自己一个名字吧！例如我的主机为 vbird.adsldns.org 啰！这里写错也不要
紧，后面会提到修改 host name 的方法！
17.防火墙的设定==>由于我们会在后续的步骤中更改一些防火墙机制，所以这里不用设定啰！选择
『 No Firewall 』那一个项目；
18.选择语系==>通常我只选择两个语系，分别是『 English 』与『 Taiwan, R. O. C. 』这两个！
19.选择预设语系==>由于我不使用 X-Windows ，而终端机界面（纯文字界面的情况下）并没有办
法提供中文的显示，选择中文作为预设的语系反而会在纯文字界面下出现乱码！！所以我都是
选择『 English 』作为我的预设语系啰！
20.选择时区==>在台湾，当然选择『 Asia/Taipei 』啰！
21.设定密码==>这里要特别告诫大家，密码最好『多于八个字符』，并且含有『非英文或数字的特
殊符号』为较佳的选择！当然啰，你也不能忘记呀！选择 Password 会有两次，提供你输入正确
的密码！
22.设定使用者 ID ==>我这里通常都先不设定的！所以就跳过去吧！先不设定啰！
23.选择加密的条件==>也使用默认值就可以了！所以按下『 tab 』键移动至『 OK 』后，按下
Enter 吧！
24.套件选择==>呵呵！终于来到重头戏了！底下提供三个选择，你可以参考看看！通常，如果你的
硬盘很大的话，那么将光标移动到最底下，选择『 Every thing 』来个完全安装即可！但是为了
安全性，不建议选择 Every Thing 啦！VBird 建议以『建议二』的方式来安装，不过，如果你的
硬盘很小的话，那么就选择『建议一』来安装吧！无论如何， VBird 的系统中是以『 建议二 』
安装的！
建议一
•
•
•
•
•

Network Support
Dialup Support
Messaging and Web Tools
Router/Firewall
Network/Managed

建议二
•
•
•
•
•

Network Support
Dialup Support
Messaging and Web Tools
Router/Firewall
Network/Managed

建议三
•

选择 『 Every
Thing 』

Workstation
Utilities

•

•
•
•

Workstation
Utilities
Software Development
Kernel Development

全部套件共占 366 MB

全部套件共占 657 MB

全部套件共占 2902 MB

适合只想要作为 NAT 之用的机
器

可以后续再加入套件！

新手的安装啦！

大概就这样吧！若想要跟 VBird 一样的系统，那就直接以『建议二』安装啰！
25.开始正式安装啰==>这个时候系统会跟你说：『安装的过程中，会将信息都记录在
/var/install.tmp 档案中』不理他，直接给他『 OK 』下去！然后系统就会正式的作底下的工作啰：
1. 先 Formating ，这个动作蛮快的，但是如果你前面选择了『 check bad blocks 』那么可
能就会花很长一段时间！
2. 再来是 Copying files ，然后是：
3. Package Installation ！通常是蛮快的，由于我们安装的套件并不多！不过，如果你是选
择 Every Thing 的话，那么可能要花比较长的时间喔！过程中需要抽换光盘片喔！
26.制作开机片==>Boot Disk 最好作一下吧！有备而无患呀！
27.完成安装==>屏幕显示出 Complete 的时候，哈哈！恭喜你啦！这样就 OK 啰！
注意事项：
•

•
•

你可能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你的安装过程会跟我的不一样？！呵呵！由于 VBird 的安装是比
较简易的，包括我也没有安装 X-Windows 呀！所以当然也就没有 X-Windows 的测试的画面啰！
因此，如果你再安装的过程中选择了跟我不一样的套件，不用担心，安装过程会有些许的不相
同的！
在安装完成之后，请千万记得『取出光盘片』，不然又会在进入一次安装画面喔！
同时建议，安装完成之后，请进入您的 BIOS 当中，将开机的顺序改回来『 C、A 』或『 C
only 』反正就是让硬盘开机啦！

好了！这样应该就已经安装完毕了！请继续往下看看吧！而且，相当的建议您，在正式的进行架站之
前，请依序看一下底下的网页，最好不要跳着看，不然的话，嘿嘿嘿嘿！出现什么问题可不要怪我！
因为，照着顺序看会对你的 Linux 认识比较有帮助啦！

建立软盘开机片
建立软盘开机片一直是个好主意！他可以在你求助无门的时候给你莫大的帮助喔！所以，建立一个新
的软盘开机片是一个好主意啦！如何建立呢？其实真的是很简单，不过，需要你的系统核心的版本就
是了！依序进行底下的步骤（先将软盘片塞进软盘机中喔！）
[root @tsai / ]# uname -r
2.4.7-10
<==先取得核心的版本
[root @tsai / ]# mkbootdisk --device /dev/fd0 2.4.7-10
Insert a disk in /dev/fd0. Any information on the disk will be lost.
Press <Enter> to continue or ^C to abort: 按下 enter 吧！

注意一下上表的第三行， mkbootdisk 是制作开机软盘的指令，而 /dev/fd0 是软盘的代号，至于 2.4.710 则是我们系统的核心。要注意的是，如果你的核心曾经更新过，那么你的核心将不会是预设的
2.4.7-10 喔！需要跟着改变才行！这样就制作 OK 啰！然后将你的可开机软盘贴上卷标，给他保存起来
吧！

本章习题练习
•

Linux 的目录配置以『树状目录』来配置，至于磁盘分割区 ( partition ) 则需要与树状目录相配合！请问，

在预设的情况下，在安装的时候系统会要求你一定要分割出来的两个 Partition 为何？

•

什么是 IDE 界面，一般而言，普通 PC 允许几个 IDE 界面与装置？
！
IDE2 的 master 之第一个 logical 磁盘中，其装置代号（文件名称）为何？

•

在硬盘分割 (Partition)时，最多有几个 primary + extended ？

•

•

若在分割的时候，在 IDE1 的 slave 硬盘中，分割『六个有用』的扇区（具有 filesystem 的），此外，有两
个 primary 的扇区！请问六个扇区的代号？
3！
一般而言，在 RAM 为 64MB 或 128 MB 的系统中， swap 要开多大？

•

什么是 GMT 时间？台北时间差几个钟头？

•

Tap, SCSI 硬盘, RAID, printer 的装置代号？

•

如果我的磁盘分割时，设定了四个 Primary 扇区，但是磁盘还有空间，请问我还能不能使用这些空间？

•

我的 Mandrake 9.0 在安装的时候，进行 X-Window 的测试时都不会成功，要怎么办呢？

•

通常在安装 Linux 的时候，最重要的就是磁盘分割了！请问：磁盘分割通常要分成几个步骤？

•

2. 进行格式化 format ；
磁盘分割之后会有所谓的 Primary, Extended 与 Logical 的磁盘分割槽，请问何者为可使用的 Partition ？

•

安装 Mandrake 9.0 与多重开机技巧
Linux 安装的第一步『规划』
由第二章的内容我们大致上可以了解：『Linux 主机的配备要求与 Linux 主机所提供的服务有关』，
所以啰，要安装 Linux 的第一步就是先进行 Linux 主机的未来蓝图规划啦！那么该如何规划？由第二
章的内容，我们不难了解，要规划好一个 Linux 主机的话，需要：
1.
2.
3.
4.

决定 Linux 主机的角色定位；
根据步骤一，选择适当的硬件配备；
根据步骤一，决定实体硬盘的分割状态；
根据主机上面的操作系统，选择适当的开机加载程序 ( boot loader ) ，以便安装在主要开机扇区
中 ( Master Boot Recorder, MBR )；
5. 根据步骤一，选择所需要的 Linux 程序套件；
好了，既然已经知道大概需要规划的原理之后，底下我们就实地的来操练一遍吧！好让您不会很快的
忘掉去！
假设：我是我们宿舍的代表，由于同住的校外宿舍同学需要上网缴交作业，但是该宿舍只有一条电话线，
因此希望以 ADSL 来做为网络联机的方式。也就是说，我们宿舍里面要安装一部 Linux 主机来做为频宽分
享的机器，同时，这部 Linux 主机预计也要做为我们宿舍里面 20 个人的邮件主机，与网页空间服务器，
请问我该如何规划我的 Linux 主机呢？
1. Linux 主机的角色定位：
由上面的说明，可以知道 Linux 主机的服务主要有 NAT ( Network Address Transfer ) 这个频宽分享
的机制、邮件服务与 Web 空间提供等等，此外，为了以后方便系统升级与安装其它套件，因此需要
安装一些工具软件，例如 gcc 这个编译器与 kernel-header 或 kernel-source 等等套件。
2. 硬件的配备选择：
由于服务的对象并不多，加上主机的服务当中，需要 CPU 运算的地方较少，不过呢，由于我需要提
供每个人的磁盘使用空间，并且还要提供使用者的邮件空间，所以硬盘方面可能需要大一点容量才
行。所以我的硬件配备可以是：
•
•
•
•
•
•

主机板与 CPU ：CPU 只要比 P-166 好即可，而主机板需要与 CPU 形式配合。此外，选择淘
汰的计算机配备来安装就很好了；
内存：使用 64 MB 以上的 RAM ，如果未来网页空间的流量太大时，可能需要提升内存到
256 MB 以上，所以需要预留内存插槽；
硬盘：硬盘至少需要 3.2 GB 以上的 IDE 硬盘；
网络卡：网络卡预计使用螃蟹卡；
显示卡：由于这部机器本身是做为主机之用，所以不需要 X-Window ，因此显示卡使用的是
S3 Virge 的 PCI 显示卡；
安装过程中需要的装置：键盘、屏幕、光驱、软盘机等等，这些装置在安装完成 Linux 之后，
即可马上拔掉！

3. 关于硬盘分割的分配：
由于我们的 Linux 主机要用做网页空间与邮件主机，所以如果为了安全起见，最好将放置网页的目
录与放置邮件的目录安置在不同的扇区中，因此总共规划为四个扇区，分别为：
•
•
•
•

/
/var/spool/mail
/home
swap

特别注意到，硬盘分割的分配与你的主机规划相关性最高了，在下一节当中，我们会更仔细的介绍
硬盘分割的基本原理与步骤！而至于各个目录与扇区的相对应关系，我们将在磁盘档案系统进行说
明，请莫着急呦 ^_^ ！

4. 选择 MBR 当中的开机管理程序：
在 Linux 里面预设使用两种开机管理程序，分别是 LILO 与 GRUB 这两个好东西，其中， LILO
算是比较早期的开机管理程序，不过， VBird 个人倒是还蛮喜欢 LILO 的，毕竟他虽然比较死板，
但是还蛮好用的，磁盘代号设定上面与 Linux 上的磁盘代号相同，所以没有什么太大的困扰。而较
新的 GRUB 其实是很棒的一套开机管理程序，我个人认为，他最大的功能也最具魅力的地方是具有
『动态搜寻核心档案』的功能，他可以让您在开机的时候，可以自行编辑您的 开机设定系统档案，
呵呵！所以即使您不小心设定错了 grub ，没关系！开机的时候自行编辑一下就好啦！这方面的技巧，
我们会在开机流程与 Loader 的时候再来详细的介绍，还是慢慢的从头学习起来呦！
5. 选择所需套件：
由于将光盘上面的全部套件都安装，是有点浪费硬盘空间，当然如果您是要练习 Linux 的话，那么
还是完整的都给他安装下去的好。由于我们需要 Web 与邮件，所以需要特别加选这两个套件来安装，
此外，由于预设的安装项目并不包含 gcc, kernel-headers 等对于自行编译程序者而言相当重要的套件，
所以我们也要额外加选这些项目！
到了这一步之后，嘿嘿！规划就已经差不多了，所以，这个时候，基本上已经可以开始来安装 Linux 啦！
但是，还是有个困扰耶，那就是，在第三步骤的时候，我要怎么在安装的时候分割我的硬盘呀！？第二章
里面有提过硬盘的排线与硬盘在 Linux 里面的磁盘代号有关，那么该如何分割？另外，有什么自订的方式
可以来帮我分割硬盘吗？呵呵！底下我们就来提一提如何

硬盘分割之配置
硬盘分割与配置的好坏，会影响到未来您的主机的使用情况，此外，好一点的分割方式，会让您的数
据保有一定的安全性！怎么说呢？这么想好了，如果你的 Windows 硬盘里面，仅有 C 槽的话，那么
当 Windows 需要重新安装的时候，你又想要重新格式化 ( format ) 时，而 C 槽里面很不巧的，已经放
了很多重要的档案数据，这个时候怎么办？光是搬这些重要数据到其它空间就受不了！所以，比较聪
明的玩家，都喜欢分割成两槽以上，将系统档案与数据文件分开，可以达到比较好的管理效果！
所以啰，正常使用情况下的 Linux 主机，通常会依照目录与主机的特性，来分割硬盘，以达到比较好
的管理成效。不过，由于 Linux 的硬盘分割比较具有弹性，同时， Linux 硬盘分割程序 fdisk 功能很
强悍，此外，要分割的好，必须要了解一下基础的硬盘架构，所以，底下我们先来介绍一下硬盘的基
本架构，然后再来介绍如何分割吧！
•

硬盘连接排线与硬盘代号：
通常在 586 之后生产的主机板上面都有两条接排线的界面 ( 排线就是用来连接硬盘与主机板的
那一个东西啦！ )，而我们称这种界面为 IDE 界面，这也是目前的主流硬盘界面，为了区隔硬
盘读取的先后顺序，所以主机板上面的这两个界面就分别被称为 Primary ( 主要的 ) 与
Secondary ( 次要的 ) IDE 接口啰，或者被称为 IDE1 ( Primary ) 与 IDE2 ( Secondary )。而如果你
有仔细观察的话，那么每一条排线上面还有两个插孔，也就是说一条排线可以接两个 IDE 界面
的装置 ( 硬盘或光驱 )，而你有两条排线，因此一个主机板在预设的情况中，应该都可以接四个
IDE 界面的装置。好了，那么每条排线上面该如何判别哪一个是主硬盘 ( Master )，哪一个是副
硬盘 ( Slave ) 呢？这个时候就需要调整硬盘上面的跳针 ( jump ) 才可以知道！请察看一下您的
硬盘机吧！上面应该都会有图示说明才对。
好了，所以如果我有一个光驱了，那么我最多就只能再安装三部 IDE 接口的硬盘在我的主机上
面。OK！那么由于我的硬盘与 Linux 的磁盘代号有关，那么我怎么知道这个硬盘的代号呢？没
问题啦，由 IDE 1 ( Primary IDE ) 的 Master 硬盘先计算，最后是 IDE 2 的 slave 硬盘，所以各
个磁盘的代号是：
IDE\Jumper

Master

Slave

IDE1(Primary)

/dev/hda

/dev/hdb

IDE2(Secondary)

/dev/hdc

/dev/hdd

假如我只有一颗硬盘，而且这一颗硬盘接在 IDE 2 的 Master 上面，那么他在 Linux 里面的代号
就是 /dev/hdc 啰！OK！好像没问题了呦！呵呵！才不是呢，问题很大呦！因为，如果我这个磁

盘被分割成两槽，那么每一槽在 Linux 里面的代号又是如何？注意！基本上，在 Linux 底下我
们不是用 槽 为单位，而是以 partition ( 磁盘分割区块 ) 来说明！所以啰，如何知道每个
partition 的代号呢？
•

认识硬盘：
基本上，硬盘是由最小的组成单位 扇区 ( sector ) 所组成的，而数个扇区组成一个磁柱
( cylinder ) ，最后构成整个硬盘的容量大小。关于硬盘的管理我们在后续章节再来介绍，这里我
们比较想要知道的是，如何分割硬盘，所以先简单的将硬盘变成如下的图标：

在上面的图示中，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知道，在硬盘里面有分为两个区域，一个是放置这个硬盘
的信息区，我们称为 Master Boot Recorder, MBR ( 主要开机扇区 )，一个则是实际档案数据放
置的地方。MBR 可以说是整个硬盘最重要的地方了，因为在 MBR 里面记录了两个重要的东西，
分别是：开机管理程序，与磁盘分割表 ( partition table )。因此，只要 MBR 物理实体坏掉了，
那么这颗硬盘就差不多要报废了！因为，如果系统找不到 partition table ，就无法使用这块硬盘，
所以数据即使没有丢掉，但是没有 MBR ，呵呵，还是不能使用的啦！
首先来看一看什么是 partition table 呢？简单的说，我们说的『硬盘分割』就是在修改这个
partition table 而已！他基本上定义了『第 n 个磁盘区块是由第 x 磁柱到第 y 个磁柱』，所以，
每次当系统要去读取 n 磁盘区块时，就只会去读取第 x 到 y 个扇区之间的数据！呵呵！这样知
道了吗？很简单吧！下次记得人家在谈磁盘分割的时候，不要以为系统真的会在硬盘上面用力、
努力的划标签！实际上，他最大的功能就是修改 MBR 里面的 partition table 啦！不过，由于这
个 MBR 区块的容量有限，所以，当初设计的时候，就只有设计成 4 个分割纪录，这些分割记
录就被称为 Primary ( 主分割 ) 及 Extended ( 延伸分割 ) ，也就是说，一颗硬盘最多可以有 4
个 Primary + Extended 的扇区，其中， Extended 只能有一个，因此，你如果要分割成四块磁盘
分割的话，那么最多就是可以：
P＋ P＋ P＋ P
P＋ P＋ P＋ E
的情况来分割了。其中需要特别留意的是，如果上面的情况中， 3P +E 只有三个『可用』的磁
盘，如果要四个都『可用』，就得分割成 4P 了！( 因为 Extended 不能直接被使用，还需要分割
成 Logical 才行，底下我们会继续说明的！ )。那么为什么要有 Extended 呢？这是因为如果我
们要将硬盘分割成 5 的磁块的话，那么怎么办？这个时候就需要 Extended 的帮忙了，本身
Extended 是不能在任何系统上面被使用的，还需要再额外的将 Extended 分割成 Logical ( 逻辑 )
分割才能被使用，所以啰，藉由这个 Extended 的帮忙，我们就可以分割超过 5 个可以利用的
partition 啰！不过，在实际的分割时，还是容易出现问题的，底下我们来思考看看：
•

思考一：如果我要将我的大硬盘『暂时』分割成四个 partition ，同时，还有其它的空间
可以让我在未来的时候进行规划，那么该如何分割？
说明：
由刚刚的说明，我们可以知道， Primary + Extended 最多只能有四个 partition，而
如果要超过 5 个 partition 的话，那么就需要 Extended 的帮忙。因此，在这个例子
中，我们『千万不能分割成四个 Primary 』为什么呢？假如您是一个 20 GB 的硬
盘，而 4 个 primary 共用去了 15 GB ，您心想还有 5 GB 可以利用对吧？错！剩
下的 5 GB 『完全不能使用』，这是因为已经没有多余的 partition table 纪录区可
以记录了，因此也就无法进行额外的分割，当然啰，空间也就被浪费掉了！因此，
请千万注意，如果您要分割超过 4 槽以上时，请记得一定要有 Extended 分割区，
而且必须将所有剩下的空间都分配给 Extended ，然后再以 logical 的分割区来规划
Extended 的空间。

•

思考二：我可不可以仅分割 1 个 Primary 与 1 个 Extended 呢？
说明：
当然可以！基本上， Logical 可以有 64 个，因此，你可以仅分割一个主分割，并
且将所有其它的分割都给 Extended ，利用 Logical 分割来进行其它的 partition 规
划即可！

•

思考三：假如我的硬盘安装在 IDE 1 的 Master ，并且我想要分割成 6 个可以使用的硬盘
扇区，那么每个磁盘在 Linux 底下的代号为何？
说明：
由于硬盘在 Primary ＋ Extended 最多可以有四个，因此，在 Linux 底下，已经将
partition table 1 ~ 4 先留下来了，如果只用了 2 个 P + E 的话，那么将会空出两个
partition number 呦！再详细的说明一下，假设我将四个 P + E 都用完了，那么硬盘
的实际分割会如同下图所示：

实际可以使用的是 /dev/hda1, /dev/hda2, /dev/hda3, /dev/hda5, /dev/hda6, /dev/hda7 这
六个 partition！至于 /dev/hda4 这个 Extended 扇区本身仅是用来规划出让 Logical
可以利用的磁盘空间而已！
那么万一我只想要分割 1 个 Primary 与 1 个 Extended 呢？这个时候你的磁盘分割
会变成如下所示：

注意到了吗？因为 1~4 号已经被预留下来了，所以第一个 Logical 的代号由 5 号
开始计算起来，而后面在被规划的，就以累加的方式增加磁盘代号啰！而其中
/dev/hda3, /dev/hda4 则是空的，被保留下来的代号。
•

Linux 底下的硬盘分割模式选择注意事项：
实际上，在 Linux 安装的时候，已经提供了相当多的预设模式让您选择分割的方式了，不过，
无论如何，分割的行为都不是很能符合自己主机的样子！因为毕竟每个人的『想法』都不太一
样！因此，强烈建议使用『自订安装, Custom 』这个安装模式！在某些 Linux distribution 中，
会将这个模式写的很厉害，叫做是『 Expert, 专家模式 』，这个就厉害了，请相信您自己，了
解上面就自称为 专家 了吧！没有问题！
•

自订安装『Custom』：
•

A：初次接触 Linux ：只要切割『 / 』及『 Swap 』即可！
好了，通常初次安装 Linux 系统的朋友们，我们都会建议他直接以一个最大的扇
区『 / 』来安装，这样有个好处，就是不怕分割错误造成无法安装的困境！例如
/usr/ 是 Linux 的可执行程序及相关的文件摆放的目录，所以他的容量需求蛮大的，
万一你分割了一块扇区给 /usr ，但是却给的不够大，那么就伤脑筋了！因为会造
成无法将数据完全写入的问题，就有可能会无法安装啦！因此上，如果你是初次安
装的话，那么可以仅分割成两个扇区『 / 与 Swap 』即可！

•

B：建议分割的方法：预留一个备份的扇区！

就如同前面几个心得分享文章中提到的，由于 Linux 预设的目录是固定的，所以，
通常我们会将 /var 及 /home 这两个目录稍微加大一些，如果硬盘够大的话，加个
几 GB 也不为过！另外， /usr 至少给他 3~5 GB 吧，如果硬盘真的大的话！而 /
也可以给个几 GB 的空间。最后，由于我们的 Linux 可能是在『试用』阶段，所
以很有可能会重复的一再安装，因此上， VBird 都会预留一个扇区来备份我的核
心啦与实作过程中觉得不错的 scripts ( 就有点像 DOS 的批次档 ) ，当然，我的
/home 底下的咚咚也可以有备份的地方，而安装套件的源文件也可以摆在这里！有
个最大的好处是，当我的 Linux 重新安装的时候，我的一些套件马上就可以直接
在硬盘当中找到！呵呵！重新安装比较便利啦！
•

选择 Linux 安装程序提供的的硬盘分割方式：
对于首次接触 Linux 的朋友们，通常不建议使用各个 distribution 所提供预设的 Server 安
装方式，因为会让你无法得知 Linux 在搞什么鬼，而且也不见得可以符合你的需求！注
意：选择 Server 的时候，请『确定』您的硬盘数据是不要的！因为 Linux 会自动的把你
的硬盘里面旧有的数据全部杀掉！此外，硬盘至少需要 2 GB 以上才可以选择这一个模式！

硬盘方面的规划大致上就是如此啦！要规划硬盘的时候，请特别的小心呦！

Linux 安装前准备
Linux 安装之前要准备什么呢？就是刚刚前面已经讲过的几个咚咚啦！归纳一下：
1. Linux 主机规划单：就是刚刚我们规划好的那个单据啰！
2. Linux distribution ：利用一些映象站台下载各版本的 Linux ，或者直接以本书提供的三块 CD 装
的 Mandrake 进行安装啰！
3. 主机硬件信息收集：根据主机规划单的内容，去收集一下你的硬件信息吧！其中特别重要的是，
先检查一下是否可以使用光盘开机呢？如果 BIOS 不能支持光盘开机的话，那么就需要先行安
装可开机软盘。
4. 网络硬件联机：这部份本书先不谈，否则内容就太多了，阿！再写下去鸟哥会疯掉……所以请
大家先上网查阅一下网络的硬件联机吧！
5. 网络信息：包括你的 IP, netmask, gateway, dns IP 、是否为拨接等等，都需要先知道呦！
然后，其实各个套件的安装步骤都差不多，大概都是：
•
•
•
•
•
•
•
•

A. 选择安装模式：主要分为图形接口安装与文字接口安装；如果是图形接口安装的话，还可以
选择语系，这个时候我们就有中文可以使用啦！
B. 搜寻硬件信息：然后安装程序会去搜寻一下系统的硬设备，以利后续的处理，有的安装程序
会在这个地方让您加入一些参数，以驱动不明的装置设备；
C. 设定键盘、鼠标模式：这个可是很重要的项目呀！
D. 硬盘分割设定：就是刚刚提到的几个注意事项；
E. 套件选择：这是很重要的部分呢！请特别留意！
F. 网络与安全性设定：连上 Internet 的模式与驱动网络卡的方式等设定；
G. 超级管理员与一般身份使用者账号设定：最重要的是设定 root ( 超级管理员 ) 的密码啰！
H. 设定 X-Window 与开机片：如果有安装 X-Window 相关的软件，那么 X-Window 就需要设
定并且测试一下，另外，制作开机片永远是最正确的选择！

大概就是这样子吧！好了，底下我们就真的要来安装啰！

一个 Linux 安装实例
好咯，我要开始安装我的 Linux 啦！那么先说明一下我的基本规划：
•

Linux 主机定位：
关于这部 Linux 主机，主要是用来做为练习与比较各不同版本 Linux 之间的差异用的，所以定
位在练习上面，预计并不提供任何的网络服务；

•

硬件要求：
因为定位在练习上面，所以以手边有的机器来做为练习就是了，且由于是手边的工作机，所以
必须要安装多重开机系统。
•
•
•
•
•
•

•

CPU 使用 P-III 933 的 CPU ，这个是我的工作机啦，实际上不需要这么高档的货色；
内存使用 128 MB ，是 PC 133 的规格；
硬盘使用手边有的一颗 30 GB 硬盘，预计未来要在上面安装 3 ~ 4 个 Linux 系统，所以
在这次的安装中，预计规划 /, /home, swap 三个磁盘区块而已；
网络卡使用最常见的螃蟹卡；
显示卡则是前一阵子的主流，但是目前已经落伍了的 Geforce 2 MX ；
其它软盘机、光驱、鼠标、键盘等等的配备，则是一般的个人计算机之配备

磁盘分割：
如同刚刚提到的，由于是定位在练习上面，所以仅分割出 /, /home, swap 三个磁盘区块，各别占
约：
•
•
•
•

/
/dev/hda1 ：4 GB
/home /dev/hda3 ：1 GB
Swap
/dev/hda2 ：200 MB
其它则为尚未规划空间

•

由于需要多重开机，所以选择开机管理程序为 grub 这个程序，并且安装在 MBR 里头；

•

套件选择：由于是定位在练习上面，并且不提供任何的网络服务，所以一些零碎的套件将不安
装，并且 X-Window 仅安装个人较为喜好的 KDE 套件；

好啦！真的要来安装了！请依照下面的步骤来进行吧！
1. 选择开机次序并开机：
我们可以在 BIOS 里面设定开机的次序，看看能不能以 光驱 开机！现今的主机板大多已经支
持这项功能了，而我们的 Mandrake 9.0 光盘片本身就是可以开机的，所以设定成光盘开机最好
啰！设定方式为：
•
•
•
•

•
•

按电源键开机；
在进入系统之前会出现 Del 字样（每个厂牌不太相同），此时按下键盘上的 Delete 键；
进入 BIOS 之后以方向键选择 『BIOS Features Setup』这一项，或者是 『Advanced
BIOS Features』，不管如何，反正只要看到 『BIOS Features』字样的那一项就对了！；
将方向键移动至 『Boot Sequence』 或者是 『First Boot Device』； 这一项，按键盘上
的『Page Up』 或 『Page Down』 按键，选择『CD-ROM』 为第一开机顺位即可。这
里注意一下，如果你的机器并不支持 CD-ROM 开机的话，你一定找不到 CD-ROM 这一
项，这时请制作开机片吧，并将此项调整为『A』为第一顺位；
按键盘上 『ESC』 键退出；
将方向键移动至 『Save and Exit』 这一项按 『Enter』 及 『Y』 确认后重新开机即可！

如果是必须以软盘开机的话，那么需要的动作就变成了：
•

•

随便找一台 Windows 计算机，启动档案总管，进入光驱的档案数据夹，假如您的光驱在
E 槽，那么请进入 E:\dosutils 这个目录，请注意，每个人的光驱所在磁盘代号都不一样，
请依您的计算机来操作；
在该目录当中，点选 rawrite 这个应用程序，然后在出现的 MS-DOS 画面之中依序输入
下列：( 注：那个磁盘代号是光驱，请依您的计算机实际配置来决定！ )
Enter disk image source file name: e:\images\cdrom.img
Enter target diskette drive: a:

Please insert a formatted diskette into drive A: and press -ENTER- :

请注意，请将软盘放入您的软盘机当中呦！
无论如何，在进行完上面的步骤之后，请将第一片 Mandrake 可开机光盘放入光驱中，如果使用
软盘的朋友，请将可开机软盘放入软盘机，否则拿出软盘，按下电源，给他开机去！
2. 选择安装模式：
一般 Linux 支持两种安装模式，分别是图形接口与文字接口。正常的话，在开机之后，会到底
下的这个画面，在这里可以直接按下 Enter 来进入图形安装接口，或者在 boot: 后面输入 text
来以文字接口安装。由于 Mandrake 的安装程序做的蛮好的，所以通常可以顺利的进入图形安装
程序当中。如果必须以文字接口来安装的话，那么也没有关系，因为全部的步骤都跟图形接口
下一模一样，所以您可以对照着这个网页的步骤来试看看。

3. 选择安装程序的语系：
在 boot: 之后，会跑一些安装程序所需要的数据，然后就是进入这个语系选择的画面。由于我们
比较看的懂中文呀！所以，在进入图形接口之后，请移动鼠标并且选择上面的项目，选择完毕
之后，请按下 OK 按钮即可；

4. 是否接受授权码规定：
授权码一定要选择接受才可以继续呦！所以就接受吧！同时请注意到，在这个安装程序的画面
中，主要分为三个区域：
•

执行流程步骤区：这个区域是在左边的流程列，您会发现到上面的画面中，那个『选择
语系』左边的按钮列颜色不一样！对啦，那表示『已经或正在安装的步骤』 咯！而在下
方的颜色则是表示尚待进行中的流程。好了，那么假设您已经进行到了第五个流程，亦
即是『选择键盘形式』那个流程时，却想要回到前一个流程，亦即 是『设定鼠标』时，
可以将鼠标移动到『设定鼠标』左边的按钮，按下他，嘿！就回到设定鼠标的画面啦！

•

此步骤的提示内容：在上头画面的右下方，就是此一步骤的提示协助文字区( Help )，您
可以到该画面的右边滚动条处移动，以了解完整的信息；

•

该步骤的选择项目：就是占了画面最大面积的那个框框当中啦！里面是关于该步骤安装
时，需要您来设定的选择项目，请仔细的进行选择吧！

此外，在某些流程步骤当中，会另外有跳出式窗口来提供您选择或设定，这就是基本的安装程
序画面啰。

5. 选择预设或自订安装：
目前的 distribution 通常还蛮好心的，会询问您是否要『安装』还是在『既有的 Linux 上面升
级』，另外，也可以不升级核心，仅升级可以升级的套件！由于我们是第一次安装，且想要以
自己最想要的方式来安装，所以当然就如同上面一般，选择『自订』及按下『安装』即可！

6. 硬盘侦测：
由于您的系统上面可能会有 SCSI 接口的硬盘，果真有的话，由于 Linux 会再以额外的程序去
侦测并驱动 SCSI 接口的硬盘，所以这里才需要选择『是的』，如果您跟 VBird 一样是个苦命
的人，那么这里直接给他『否』吧！当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检视硬件信息』看看你的硬
件配备是否被正常的驱动了呢？

7. 设定鼠标：
选择属于您正确的鼠标类型，这里设定错的话，有些 distribution 可是不许您进入 X-Window 的
呦！鼠标比较有关系的是他的连接到主机的类型啦！如果是圆头的，那就称为是『PS2 接口』的

鼠标，如果是有九个孔的，就称为『串行端口』鼠标，如果是扁头的，那就是『USB』鼠标啦！
我们这里选择标准就好了！

8. 设定键盘：
通常我们直接选择美式键盘即可！

9. 安全性设定：
共分为四种等级，分别为『标准』、『高』、『较高』、『严密』等四个，通常我们选择『标
准』就可以了！对于安全性而言，这样的设定可能并不足够，需要再进一步的设定，关于安全
性的设定文章，请参考相关书籍。不过，我们这里的定义是练习用主机，所以选择『标准』即

可。

10.设定档案系统及硬盘分割：
接着下来是最重要的硬盘分割方式！如上图所示，我们会看到硬盘的整体信息，由于我们的硬
盘尚未规划，所以在 hda 的部分为白色的模样！此外，在底下有几个重要的按钮，分别的功能
是：
•
•
•
•
•
•
•

全部清除：将原有的硬盘分割全部删除成未分割的样子；
自动分配：以系统磁盘分割方式进行磁盘分割；
更多：更多的详细资料；
精灵：叫出提示精灵；
复原：恢复成尚未进行分割前的样子；
切换到一般模式：换成较为简易的设定画面；
完成：完成磁盘分割，并将 partition table 写入 MBR 内。

•

A. 建立根目录分割：

在按一下 hda 那个空白的区域之后，在选择动作栏内会出现『新建』字样，按下『新建』
会出现底下的图样：

在这个跳出式的窗口之中，我们要选择的是开始的扇区与大小，刚刚我们的设定是需要
根目录约 4 GB 左右，这里『开始的扇区』使用默认值即可，鼠标移到『大小』右边的那

个滚动条上面，请注意，由于每个磁盘的大小不同，所以一个磁柱的大小也都不一样，
因此，你的屏幕前面看到的内容可能与我的不一样，请特别留意！

设定完了磁盘的大小之后，再来是要选择磁盘的档案格式，Linux 预设的档案格式是
Ext2 ，但是更新的 Ext3 档案格式中，提供了更多的日志式记录功能，所以目前也可以使
用 Ext3 这一个档案格式呦！同时，我们选择了『 / 』根目录做为挂载点以及『Primary』
做为设定值，所以，最后得到的结果为：

再按下『确定』之后，就会显示出目前这个扇区的属性啦！如下图所示：

在上面的图标中，将鼠标移动到空白的区域之内，按一下鼠标左键，就又会出现『新建』
的字样，此时，再继续新建的工作！好啦，我们来新建一下 Swap 这个虚拟内存吧！
•

B. 建立虚拟内存 Swap ：
与新建的功能相当，不过，需要选择的则是『档案系统格式』内容，需要选择为『 Linux
swap 』的格式，则底下『挂载点』会自动被取消掉！

这个 Swap 有什么功能呢？简单的说，他可以被看做为『虚拟内存』啰，那么虚拟内存是
什么？您可以这样想象，当你的物理内存只有 64 MB 的时候，但是你的系统负荷突然之
间太大了，例如突然之间有数十个人连上你的 Web 服务器时，那么你的物理内存将不足
以负荷这些计算的数据！怎么办？这个时候我们可以使用硬盘来仿真内存的数据存取，
这个就是所谓的『虚拟内存』啰！不过，虚拟内存的速度会比较慢呦！
当有数据被存放在物理内存里面，但是这些数据又不是常被 CPU 所取用时，那么这些不
常被使用的程序将会被丢到虚拟内存当中，而将速度较快的物理内存空间释放出来给真
正需要的程序使用！这就是 虚拟内存 的功效啦！通常 Swap 建议的值大约是『RAM 的
两倍大』，但是这个因地制宜啦！像我的 Proxy 主机本身的内存就达到 1GB 了，那么是
否还需要虚拟内存呢？见仁见智啰！
•

C. 新增其它挂载扇区：

好啦！再来以同样的方法建立其它的磁盘分割，同样的方式建立起 /home 这一个磁盘分
割吧！请注意，上面三个我都使用 Primary 进行分割的呦！最后的数据就成为：

•

D. 使用预设分割行为分割：

安装程序也提供了三种主要的预设分割方式来给使用者，当我按下『全部清除』并且再
按下『自动分配』之后，会出现上面的窗口，其中，他们的分割方式分别为：
with /usr：
/ : 1GB
Swap : 2 * RAM
/usr : 3.9 GB
/home :其它剩余的空间都直接给 /home
• simple：
/ : 5.3 GB
Swap : 2 * RAM
/home :其它剩余的空间
• server：
/ : 256 MB
Swap : 3 * RAM
/usr : 3.9 GB
/tmp : 500 MB
/var 与 /home 平均分配其它的硬盘空间。
同样的，我们这里不建议使用安装程序提供的方式来分割啦！
•

•

E. 写入磁盘分割表：

最后，就给他输入『完成』，并且在出现的窗口中，将硬盘分割表写入，这样就完成了
我们的硬盘分割啰！哇！好累呦！
•

F. 选择刚刚分割完成的磁盘分割表：

使用刚刚完成的那个分割表，所以选择第二项即可按下确定！

•

G. 设定挂载点：

再次的设定挂载点，对应好刚刚的分割表！嘿嘿！这样就完成了最麻烦的工作之一了！
•

H. 硬盘分割的建议：
这里必须要给 Linux 新鲜人一些硬盘分割上面的建议：
• 甲、 初次使用 Linux ：
Swap 约 100 MB
其它的都给 / ；
• 乙、 进阶使用者：
Swap 约 100 MB；
/var 给 3?5 GB；
/usr 给 3?5 GB；
/ 给 1 GB 以上；
/home 可以给大一些；
/backup 用来做为备份的扇区

11.硬盘格式化：
接着下来，硬盘分割完毕之后，就是格式化硬盘啦！没错，所以这里选择一下你要格式化的磁
盘，当然，如果该磁盘早就存在，那么不格式化也没有关系！ ^_^…..

12.选取程序套件：
接着下来自然就是选择套件啰！而要选择套件之前， Mandrake 会先检查是否有这些安装套件的
原始码存在，所以会先显示是否有上面这些光盘片存在？如果您使用的是书上附的光盘片，那
么就会出现上面的内容咯！请勾选他吧！

•

A. 选择所需要的套件：

接下来我们要来选择的就是所需要安装的套件啦！刚刚已经提过了，我们需要的是 KDE
与相关的 X-Window 套件，另外，也需要几乎所有的练习用的资料，所以可以选择如上
面所示的套件项目，可以在上图的左下角发现选择的套件容量为 1727 MB ！
上表中，最需要注意的是『Console 工具』、『程序开发平台』及『文件档案』这几个东
西，如果我们未来在进行一些程序编译的时候，或者是自己在网络上面下载软件来安装
的时候，常常会使用到这三个项目内的数据，如果没有选择的话，会死翘翘！
底下提供五个建议来给大家做为套件选择上面的考虑：
•

预设给桌上型计算机用的：这是默认值共需 969 MB 的空间，缺点是没有
compiler ，以后不能以原始码安装软件。
办公室软件平台

Internet 平台
KDE 环境
Gnome 环境

•

•

全部都安装：全部安装需要大约 2193 MB 的空间，特别建议新手以这个方式来安
装您的第一套 Linux ，以降低学习的困难呢！

•

小硬盘的选择：没有 X-Window, 并且未来也不能自行安装软件，不过就是可以节
省硬盘空间，占了大约 430 MB 的容量。
客户端网络环境
组态设定
Console 工具
文件档案

•

只有文字接口的服务器用主机：特别适合用来进行架站的选择套件方式，没有 XWindow 呦，而且仅占容量为 958 MB，是鸟哥最喜欢的安装方式了！
Internet 平台
客户端网络环境
组态设定
Console 工具
程序开发平台(特别重要，一定要选择)
文件档案
防火墙、路由器

•

加上 X-Window 的服务器用主机：这个比上一个多了 X-window 就是了，共享了
1727 MB，也是我们上面的图示的内容！建议第二次玩 Linux 的朋友，并且还是想
要使用 X-Window 的朋友安装！

B. 危险套件的警告标语：

当你选择了一些套件，但是这些套件在 Linux 上面可能不是这么安全，所以 Mandrake 特
别提出告示警语，呵呵！没关系，我们早就知道会有这些咚咚，所以不用理他吧！
•

C. 开始正式安装啰：

努力的给他安装中……喝杯茶，看个电视去? 不过，在安装的过程中，会要求您换片，依
序换上第二片 CD ，以及第三片名为 Internal CD 的，安装完毕之后，就可以进入到下一
个画面了！

13.设定 root 密码：
这个也是相当重要的呦！那就是系统管理员的密码啦！由于我们预设使用 Linux 本身的密码机
制，所以选择 本机密码 数据，至于其它的密码格式，则请参考个别的网络书籍吧！
对于密码的设定，如果您的机器可能会上网，那么不论是否为 Server ，最好将 root 的密码设定
的严格一点，例如至少 8 个字符以上，而且含有特殊符号，例如： I&my_dog 之类的怪怪密码！
不但不容易被猜测，自己还蛮容易记忆的为主！

14.预设使用者登入系统：
如果您的系统预计是要给许多人来使用的，那么这个『开机预设使用者身份登入』的功能最好
是取消，对您而言会比较有保障！

15.新增使用者：
您可以在这个动作里面设定你的一般身份使用者的账号与密码，也可以在未来进行账号与密码
的设定，这里我们先设定一个名为 test 的使用者，并且帮他设定一下密码，设定完成之后，先
按下『接受使用者』，再按下『完成』，就可以进入到下一步骤啰！至于其它的使用者设定，
我们将在后面的章节再介绍。

16.设定网络：
很多朋友对于设定网络的问题都很困扰耶！这真是伤脑筋了！不过没有关系，我们底下以一般
性的用法来设定你的网络卡，如果你不知道如何设定你的网络卡，那么就直接以底下的例子来

设定吧！

•

A. 选择自动侦测网络卡与联机模式：

选择自动侦测网络卡之后，如果能够见到上面的图示您应该要觉得『哇！好高兴！』因
为看到这个画面表示你的网络卡已经被 Linux 捉到了！这还不够高兴呀！应该要很爽的
哩！好了，接着下来设定其它的东西吧！按下确定；
•

B. 网络适配卡信息选择：

注意一下上面显示的是否为你的网络配备，没有问题的话，那么就给他按下『否』之后，
选择确定吧！
•

C. 设定网络卡地址 IP：

网络卡地址(IP)选择最简单的私有 IP 来设定即可！如果不知道如何设定，那么就设定上
面的样子就好了！
•

D. 设定主机名称与 DNS 相关：

在实际的网络世界中，每一部主机都有他『独一无二的名字』，那就是这里设定的主机
名称啦！不过，因为我们没有对外公布我们的主机名称，所以这里随便你设定没有关系
啦！相关的主机名称讯息，请参考 DNS ( Domain name server ) 的相关文章。至于 DNS
服务器与通讯闸，那个 DNS 服务器可以直接填中华电信的， 168.95.1.1 大家都能使用，
没有问题，再来的那个通讯闸就不见得每个人都一样了！如果你还是不知道你的网络状
况，那么还是先跟我一样的填法吧未来可以自行修改呢！
•

E. 使用代理服务器：

如果不知道你的代理服务器是什么，就不要设定吧！没有关系的啦！
17.设定总结：
好啦！看看有没有设定错误啦！没有的话就给他『确定』下去吧！

18.设定系统服务：
在预设的状态之下，系统就会启动一些服务来自我调整使用环境，这些包含了登录档案的纪录、
例行命令的执行与内存管理等等，这个部分我们会在后面的章节继续说明，所以也可以直接给
他『确定』下去吧！

19.设定开机管理程序：
我们以较新的 Grub 开机管理程序来管理我们的 Linux 主机吧！同时，将他安装在开机扇区的
MBR 里面，作业延迟表示『选单会停留 10 秒钟』来让我们决定是否要以该核心进入 Linux 系
统！

20.建立软盘开机片：
无论任何时刻，建立可以开机的救援磁盘都是一件正确的选择！因为您无法肯定什么时候会来
个全台大停电，您总不希望努力了这么久的安装好了的系统被破坏吧！ ^_^””

21.设定 X-Window ：
如果您有安装关于 X-Window 这个窗口接口的软件，例如 KDE, Gnome 等等的咚咚时，那么就
会出现这个设定 X 环境的选项啰！『设定窗口接口是个很麻烦的程序，而且一定会不成功』，
这是因为 Mandrake 的安装程序在设定 X-Window System 的部分有点小问题！所以，『请不要
测试 X-Window 』！然而，无论如何，如果设定不成功，仍然可以在装完成之后再进行重新设

定，所以这一步即使设定错误了，也别难过，我们在『系统管理员篇』的时候，会再详细的介
绍 X-Window 的设定方法！
同时也请特别留意， X-Window 在 Linux 里面『仅是一套软件』，而且他还是相当有趣的一套
软件，怎么说呢？ X-Window 又分为两部份，第一部份称为 X Server ，这个 X Server 负责
Linux 主机硬件的管理，例如显示卡、鼠标、键盘、屏幕分辨率等等，都是他在管，而这个 X
Server 即是鼎鼎大名的『 XFree86 』是也，而负责整个桌面的显示的管理者，就称为 Window
Manager ( 窗口管理员 ) 软件啰，目前最让大家熟知的就是 KDE 与 GNOME 这两套窗口管理系
统啦！那么也就是说，只要您的 XFree86 死掉的话，那么 KDE 也好， GNOME 也好，就肯定
也是死掉的，而我们通常说的在『设定 X-Window 』通常就是设定那个 XFree86 啰，包括屏幕
的分辨率、更新频率等等的！

•

A. 设定分辨率：
分辨率的设定就如同上面所示，一般使用者计算机的分辨率设定大都是『 800x600 更新
频率 60-80 』，但是鸟哥特别喜欢字小小的，桌面大大的，所以我会选择 1024 x 768 那
个分辨率呢！

•

B. 选择显示卡芯片组：

刚刚提过，我的显示卡为 Geforce 2 mx ，所以选择这一个就对啦！『看！』之前不是跟
您说过最好先了解一下自己的硬件吗？嘿嘿！就是这些地方用的到啦！

•

C. 选择 X Server 版本：

目前 XFree86 分为两个版本，较新的是 4.x.x 版，旧版的为 3.3.x 版，由于 4.x.x 支持度
比较高，当然选择 4.2.1 那个版本啰！
•

D. 调整色彩度：

调整一下您的未来的桌面吧！这里我选择我最喜欢的大小，您亦可选择您喜欢的色彩呦！

•

E. 测试设定值：

记住喔！由于 Mandrake 的安装程序问题，这个测试的功能『一定会失败！』，所以请不
要测试喔！但是，如果不小心测试下去了，屏幕变成黑压压的一片时，怎么办？！别担
心，这个时候给他按下：
[Ctrl] + [Alt] + [F1]
就会回到刚刚的画面了！无论如何，如果测试成功的话，那么就会进入到下一个画面。
•

F. 选择是否以 X-Window 做为预设的开机登入系统：

就像之前就一直在说的，不需要直接进入 X-Window 啦！反正在文字接口之下，仍然可
以轻松的就进入 X-Window 的说！所以这里我是选择『否』呦！
•

G. 再次确认 X Server 设定值：

如果没有问题的话，就给他『是的』下去吧！
•

H. 制作救援磁盘：

我也不是很清楚为什么这里还要再制作一次救援磁盘？无论如何，小心驶得万年船，所
以还是再拿另外一块磁盘来制作一次吧！这样 X-Window 就设定完成啰！
22.套件修补中心：
这可不是坐月子中心吶！因为发展出来的各个 Linux 套件都很有可能被一些网络闲人所破解，
而利用一些漏洞来影响或破坏别人家的主机，因此，必须要常常进行各种套件修补的动作！不
过，由于我们的网络还没有搞 定，所以….这个步骤也就没有办法做啦！选择『否』吧！等到安
装完毕，并且连上 Internet 之后，再来修补漏洞！

23.安装完成！恭喜发财！
不经一番寒彻骨，焉得梅花扑鼻香，呵呵！您已经经过了『一番寒彻骨』了，恭喜您即将进入
『扑鼻香』的境界！恭喜您，安装成功，请按下『确定』，然后取出光盘片，OK！等待登入吧！

24.安装后的注意事项：
• 你可能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你的安装过程会跟我的不一样？！呵呵！因为每个人选择
的套件都不尽相同，因此，如果你在安装的过程中选择了跟我不一样的套件，不用担心，
安装过程会有些许的不相同是正常的！

•
•
•

在安装完成之后，请千万记得『取出光盘片』，不然又会在进入一次安装画面喔！
同时建议，安装完成之后，请进入您的 BIOS 当中，将开机的顺序改回来『 C、A 』或
『 C only 』反正就是让硬盘开机啦！这样比较安全一些！
如果真的没有办法在开机的时候加载 Linux 的核心，以进行安装时，不要太担心，直接
将 Mandrake 9.0 第一片可开机片放入 Windows 的系统当中，会出现下面图示：

再直接按下 Install Mandrake Linux! 即可安装啰！ ^_^y
好了！这样应该就已经安装完毕了！请继续往下看看吧！而且，相当的建议您，在正式的进行
架站之前，请依序看一下底下的网页，最好不要跳着看，不然的话，嘿嘿嘿嘿！出现什么问题
可不要怪我！因为，照着顺序看会对你的 Linux 认识比较有帮助啦！

多重开机安装流程与技巧
很多的朋友，包括我自己，由于工作的需要，常常需要两部不同的操作系统来处理日常生活与工作的
杂事！那么我是否需要两部计算机呢？并不需要，只要一部计算机使用多重开机的方式来进行安装，
嘿嘿！这样就 OK 啊！理论上是如此，不过实际上还需要一些小技巧呢！
•

硬盘重新规划的多重开机系统：
如果你想要在你的 Linux 机器上同时安装 Windows ？可行吗？当然可行啰！况且目前很多的朋
友手边只有一部计算机，但是又想要同时学习一下 Linux ，呵呵！那么安装多重操作系统实在
是必须要的！好了！那要如何安装呢？以我前一阵子帮一个朋友规划的 Win98, Win2000, Linux
为例，我先将硬盘以 spfdisk 切割成两个 FAT partition，分别是 2GB 与 3GB ，预计安装
Win98 与 Win2000 （分别是 C: 与 D: ），然后再以 CD 开机后，分割最后的磁盘成为 / 与
Swap 两个！好了！如何安装：
1. 先以 Spfdisk 分割硬盘：由于 Windows 的 Fdisk 实在太慢了，我蛮喜欢使用 spfdisk 这
个全中文的磁盘分割接口的！简单又方便！将硬盘切割成 C: 2GB, D: 3GB 即可！详细的
Spfdisk 执行范例可以到网络上搜寻一下教学文章吧！
2. 先安装 Win98 ：这个简单吧！用 98 开机片开机之后，直接安装，并且选择安装在 C 槽
即可！
3. 再安装 Win2000：进入 Win98 之后，将 Win2000 的光盘片放进光驱中，屏幕会自动的
跑出一个窗口，问你要不要升级，选择『是』，然后会进行一些小动作！在安装程序问
到『升级安装或全新安装』的时候，请 千万选择『全新安装』这个项目，并且不要升级
硬盘扇区！然后在出现一个『问你安装目录所在』的问题时，进入选项里面，选择『要
我自己挑选硬盘分割区』那个 项目！然后接下来一直按下『确定』或『是』即可！之后，
计算机会重新开机，开机完成之后会进入 Win2000 的安装画面，然后在出现『安装扇区』
的时候，请选择 D 槽，并且选择『不要更改扇区档案系统』即可！接下来就会完成一些

程序啦！
4. 最后才安装 Linux distribution ：是的，最后才安装 Linux ！安装的过程就如同上面提的，
只不过在硬盘分割的地方会比较不一样就是了！！
5. 以 Lilo 或 grub 设定多重开机：是的，您必须选用 lilo 或 grub 来将您的开机程序设定一
下，这个动作我们会在后头再谈，或者您可以在了解 vi 之后，直接翻到第十九章去瞧一
瞧去！
•

在既存的 Windows 系统中加装 Linux 系统：
另外再提供一个之前也曾经安装过的一个经验！恩！你可能会觉得奇怪，这个方法跟上一个方
法有什么不同！？呵呵呵呵！最大的不同在于：

我既存的 Windows 系统中的数据不想丢掉，并且我也没有新的硬盘来暂存我的系统或者是备份
数据！假设原本我的 20 GB 硬盘中分割成 10GB, 10GB 两槽，但是我还想要安装 Linux ，且是
在『旧系统仍然可以存活』的情况下！那该如何是好？！
这真的是很有趣的问题！早先在 Windows 系统中， VBird 就犯了一个错！C 槽给的太大了！基
本上，系统文件不需要太大啦！通常我都喜欢 C 槽只给大约 4 GB 左右的空间（甚至更小），
这是因为 C 槽是很需要备份的！如果太大的话，备份很麻烦！所以系统重置就会很花时间（因
为所有的东西都要重新安装！我哩咧....！）！因此，我都习惯将 C 槽只给一点点的空间，然后
再安装完并设定完所有的系统之后，马上以 Ghost 来备份我的系统！而所有的备份数据文件都
摆放在 D 槽！此外，我的 OutLook Express 的书信目录也都不是摆在 C 槽！呵呵所以我不会很
害怕 C 槽挂掉，因为，直接以 Ghost 还原即可啰！系统还原还不需要 30 分钟呢！
这里就发生一个问题啦，假如原本的系统是 10GB, 10GB 的两槽，不过全部的有用到的资料量
只有 10GB 不到！也就是还有空间来安装 Linux ，但是由于硬盘切割的不好，所以伤脑筋！此
外，我的原系统希望留下来，而且也希望可以安装 Linux ，要怎办？！我曾经这样做过：
1. 由于 FAT 的扇区使用，其实只是在磁头区域（所谓的硬盘第零轨）规划而已，所以，我
就将我的数据先以『磁盘重组』的方式将数据都归结在一起；
1. 然后以 Spfdisk 将该硬盘的 FAT 表进行分割，注意喔！只是分割 FAT 表，并没有
format 喔！不过这里的技术性很高，需要特别注意！因为你是将 FAT 表重新划分，所以
你的数据必须要在同一个扇区内！好了，我就将原本的 10GB 10GB 切割成 4GB、10GB
与 6GB 三槽！而且在 spfdisk 的帮助之下，顺利的在没有任何数据遗失的状况下，将我
的硬盘由原先的两槽分割成三槽啰！那么一来，我就可以在我原本的 D 槽里面安装
Linux 啦！方法有点像底下的图示：

很神奇吧！数据还是在原来的地方，不过扇区的定位点改变了，还多出一个扇区！不过，这里
要提醒大家，虽然 VBird 曾经以这个方法成功的将硬盘数据在不毁损的情况下，顺利的将硬盘
切割完毕，不过，这个方法本身还是具有相当程度的风险，呵呵！因此不是很建议您这样做！
尤其是当你的数据还很重要的时候！切记切记！

课后练习
•

1.Linux 的目录配置以『树状目录』来配置，至于磁盘分割区 ( partition ) 则需要与树状目录相配合！请问，
在预设的情况下，在安装的时候系统会要求你一定要分割出来的两个 Partition 为何？

•

2.什么是 IDE 界面，一般而言，普通 PC 允许几个 IDE 界面与装置？

•

3.IDE2 的 master 之第一个 logical 磁盘中，其装置代号（文件名称）为何？

•

4.在硬盘分割 (Partition)时，最多有几个 primary + extended ？

•

5.若在分割的时候，在 IDE1 的 slave 硬盘中，分割『六个有用』的扇区（具有 filesystem 的），此外，有
两个 primary 的扇区！请问六个扇区的代号？

•

6.一般而言，在 RAM 为 64MB 或 128 MB 的系统中， swap 要开多大？

•

7.什么是 GMT 时间？台北时间差几个钟头？

•

8.Tap, SCSI 硬盘, RAID, printer 的装置代号？

•

9.如果我的磁盘分割时，设定了四个 Primary 扇区，但是磁盘还有空间，请问我还能不能使用这些空间？

•

10.我的 Mandrake 9.0 在安装的时候，进行 X-Window 的测试时都不会成功，要怎么办呢？

•

通常在安装 Linux 的时候，最重要的就是磁盘分割了！请问：磁盘分割通常要分成几个步骤？

•

磁盘分割之后会有所谓的 Primary, Extended 与 Logical 的磁盘分割槽，请问何者为可使用的 Partition ？

开机、关机、在线求助与指令下达方式
第一次登入系统与离开系统
登入系统有这么难吗？呵呵！并不难，不过，虽然说是这样说，然而很多人第一次登入 Linux 的感觉
都是『接下来我要干啥？』如果是以图形接口登入的话，或许还有很多好玩的事物，但是，要是以文
字接口登入的话，面对着一片黑压压的屏幕，还真不晓得要干嘛呢！嗯！为了让大家更了解如何正确
的使用 Linux ，正确的登入与离开系统还是需要说明的！
•

登入系统：
啊开机就开机呀！怎么还有所谓的登入与离开呀！？呵呵！开什么玩笑，在 Linux 里面，正确的开关机可
是很重要的！因为，不正常的关机可能会导致整个系统的扇区错乱，造成数据的毁损呢！这也是为什么通
常我们的 Linux 主机都会加挂一个不断电系统啰！
在顺利的安装完成之后，就是要快乐的进入 Linux 的世界啦，这个时候，按下电源，如果你是以文字型的
Grub 登入的话，那么你的屏幕可能会出现下列的字样 ( 注：不同的 Linux distribution 的登入画面都不相同
的啦！这无所谓，只是开机的画面而已！ ) ：

这个就是 Grub 开机管理程序啦！由上面我们可以发现，总共目前有三个开机的选项，分别是 linux,
failsafe 与 floppy 三个！当然啦，我们要使用的是 linux ，则移动光标指到 linux 上面去，按下 Enter 即可！
另外，仔细看到右下方有个秒数对不对，呵呵！只要您在预设的秒数之内没有按下任何按键，那么 grub 会
自动的以系统预设的开机档案来开机啰！还有还有， grub 还有很多的功能，关于这个，我们留待后面的
『系统管理员篇』再来详细的介绍这个玩意儿～此外，如果是以另一个多重开机软件 ( loader ) ，也就是
LILO 来设定你的 MBR 时，那么预设是不会出现选单的！只会有出现『 boot： 』的画面而已，如果按下
『 Enter 』就会以预设的开机档来开机，如果按下『Tab』按键，就会出现其它可能的开机档啦！这部份我
们同样在管理员篇再介绍！
选择了 Linux 之后，会开始跑一些硬件搜寻的数据，然后是一些服务的开启动做，就像下图一般：

呵呵！这就是在正确的开机啦！OK！如果顺利的开机成功，那么就会进入到底下的画面来啦！
Mandrake Linux release 9.0 (dolphin) for i586
Kernel 2.4.19-16mdk on an i686 / tty1
test login: root
Password:
[root@test root]#

上面的画面显示的内容是：
•
•
•

•
•

第一行显示的是您的 Linux distribution 与版本，还有安装的软件等级( i586 )，
第二行显示的是您的 Linux 核心版本，以及您的硬件等级 ( i686 )，那么什么是 tty1 呢？这个等一
下告诉你！
第三行显是您的主机名称 (Hostname) ，至于 login 后面则是需要你输入登入者的账号，由于我们刚
刚安装完毕，直接以 root 来登入即可！注意，那个 root 就是『系统管理员』，也就是『超级使用
者, Super User』，在 Linux 主机之内，这个账号代表的是『无穷的权力！』，任何事都可以进行的，
因此，使用这个账号要『粉小心！』
第四行则在第三行输入后才会出现，要你输入密码啰！请注意，在输入密码的时候，屏幕上面『不
会显示任何的字样！』，所以不要以为你的键盘坏掉去！
第五行则是正确登入之后才显示的讯息，最左边的 root 显示的是『目前使用者的账号』，而 @ 之
后接的 test 则是『主机名称』，至于最右边的 root 则指的是『目前所在的目录』，那么那个 # 则
是我们常常讲的『提示字符』啦！

好了这样就是登入主机了！很快乐吧！耶～
注：关于登入的身份：为了安全的考虑上，通常我们都希望普通时候不要以 root 的身份登入 Linux
系统中。这里有必要说明一下 root 身份与一般身份的异同。其实在 Linux 上面实际上记录使用者身
份的是 UID 与 GID ，分别是使用者的号码与群组的号码。举例来说，系统管理员 ( root ) 的号码即
是 0 ，所以你只要进入 /etc/passwd 这个档案中，即可看到 root 有两个号码都是 0 ，基本上，你只
要建立一个账号，并且将他的 UID 设定为 0 的话，那么他就具有 root 的身份了！而一般使用者的
号码通常在 500 以后，至于 1~499 之间，比较多会留给系统来使用！至于为什么？这仅是一个习惯
而已！好了！我们都知道 root 具有无穷大的权力，例如他可以杀掉任何一个档案或者是目录！因此，
若您以 root 的身份登入 Linux 系统，还不小心杀掉了任何一个档案，是可能会造成非常大的问题。
除此之外，使用 root 的身份登入系统最大的问题其实是『不安全』。容易被有心人士监听你对主机
下达的命令，使得密码或者是数据的外流！因此，称职的网管人员通常具有两个账号，平时以自己
一般的账号使用 Linux 主机，除非系统的主要功能需要修改设定时，才以 root 的身份来登入的！所
以我也建议您建立一个普通的账号来供自己使用喔！尤其是远程登入时（如 telnet 与 SSH 服务器），

最好不要以 root 来登入喔！
•

离开系统：
离开系统就很简单啦！直接下达：
[root@test root]# exit

就能够离开系统，但是请注意：『离开系统并不是关机！』基本上， Linux 本身已经有相当多的工作在进
行，您的登入也仅是其中的一个『工作』而已，所以当您离开时，那么该工作就停止了，不过其它的工作
但此时 Linux 其它的工作是还是进行的！在后面我们再来提如何正确的关机，这里先建立起这个概念即可！

图形模式与文字模式的切换方式
咦！万一我在安装的时候选择的是图形模式呢？怎么办？我要如何跑到文字接口下面工作吶！？呵呵！没
有关系， Linux 预设提供了六个文字接口终端机来让您登入呢！您可以直接按下：『 Ctrl 』+ 『 Alt』
加上 『F1』 ~ 『F6』 功能键 来变换不同的文字接口登入点，这也是刚刚我们上面提到的那个 tty1 的咚
咚啦！当您以『 Ctrl 』+ 『 Alt』 + 『F1』登入主机时，他所在的位置就是 tty1 这个终端机，而 F2 就是
tty2 这个终端机啰！那怎么回到美美的桌面去？很简单呀！按下『 Ctrl 』+ 『 Alt』 + 『F7』就回到桌面
啰！ ( 注：某些 Linux distribution 会使用到 F8 这个终端接口做为他的桌面终端机，例如 OpenLinux
Server 3.1.1 ，所以这部份还不是很统一！无论如何，尝试按按 F7 or F8 就可以知道啰！ )
•
•

Ctrl + Alt + [F1] ~ [F6] ：文字接口登入 tty1 ~ tty6 终端机；
Ctrl + Alt + [F7] ：图形接口桌面。

这也就是说，如果您是以文字接口登入的话，那么您可以有 tty1 ~ tty6 这六个文字接口的终端机玩，但是
图形接口 则没有任何东西。至于以图形接口登入的话，就可以使用图形接口跟文字接口啰！当然，如果您
在文字接口却想要进入图形接口时，可以直接下达：
[root@test root]# startx

就可以启动图形接口啦！当然，前提是您的 XFree86 需要设定 OK 才行。那么如果您要修订一下预设的开
机进入的界面呢？例如由文字接口变到图形接口，哈哈！修改一下 /etc/inittab 这个档案，但是我们还没有
提到 vi 文书编辑器呀！所以这部份得到系统管理员篇幅的时候再说明！别担心，再仔细的看下去吧！

指令下达方式与基础指令练习
好了，既然我们是要以文字接口来介绍 Linux ，那么自然就需要先谈一谈指令下达的方式啰！一般而
言，指令下达的方式为：
[root@test root]# command [-options] parameter1 parameter2 ...
指令
选项
参数(1)
参数(2)
说明：
0. 上面的指令与参数之下达中，字母的大小写代表意义不同：
1. command 为指令的名称，例如变换路径的指令为 cd 等等；
2. 中刮号[]并不存在于实际的指令中，而加入参数设定时，通常为 - 号，
有时候完整参数名称会输入 -- 符号；
3. parameter1 parameter2.. 为依附在 option 后面的参数，
或者是 command 的参数；
4. command, -options, parameter1.. 这几个咚咚中间以空格来区分，
不论空几格 shell 都视为一格；
5. 指令太长的时候，可以使用 \ 符号来跳脱 [Enter] 符号，
使指令连续到下一行。

实例：

以 ls 列出 /root 这个目录中的隐藏文件与相关的属性参数；
[root@test /root]# ls -al /root
[root@test /root]# ls
-al

/root

上面这两个指令的下达方式是一模一样的执行结果喔！为什么？请参考上面的说明吧！关于更详细的
文字模式使用方式，我们会在『Shell 与 Shell Scripts』篇幅中再来强调喔！此外，请特别留意，在
Linux 的环境中，『大小写字母是不一样的东西！』也就是说，在 Linux 底下， VBird 与 vbird 这两
个档案是『完全不一样的』档案呢！所以，您在下达指令的时候千万要注意到您的指令是大写还是小
写。例如当您输入底下这个指令的时候，看看有什么现象：
[root@test /root]# date
[root@test /root]# Date
[root@test /root]# DATE

很好玩吧！不一样的大小写显示的结果会有错误讯息发生呢！因此，请千万记得这个状态呦！好啰，
底下我们来练习一下一些简单的指令，好让您可以了解指令下达方式的模式：
•
•
•

•

显示日期的指令： date
显示日历的指令： cal
简单好用的计算器： bc

显示日期的指令： date
如果在文字接口上面，想要知道目前的时间，那么就直接在指令列模式输入 date 即可显示：
[root@test root]# date
Wed Oct 16 15:19:59 CST 2002

上面是显示：星期三, 十月十六日, 15:19 分， 59 秒，在 2002 年的 CST 时区！请赶快动手做做
看呦！好了，那么如果我想要以 2002/10/16 显示目前的时间呢？那么就使用 date 的相关功能吧！

[root@test root]# date +%Y/%m/%d
2002/10/16
[root@test root]# date +%H:%M
15:32

那个『 +%Y%m%d 』就是 date 的一些参数功能啦！很好玩吧！

•

显示日历的指令： cal
那如果我想要列出目前这个月份的月历呢？呵呵！直接给他下达 cal 即可！
[root@test root]# cal
October 2002
Su Mo Tu We Th Fr Sa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基本上， cal (calendar) 这个指令可以做的事情还很多，你可以显示整年的月历情况：

[root@test root]# cal 2002
2002

Su Mo
1
6 7
13 14
20 21
27 28

January
Tu We Th Fr Sa
2 3 4 5
8 9 10 11 12
15 16 17 18 19
22 23 24 25 26
29 30 31

April
Su Mo Tu We Th Fr Sa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July
Su Mo Tu We Th Fr Sa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Su Mo
1
6 7
13 14
20 21
27 28

Tu
2
8
15
22
29

October
We Th Fr Sa
3 4 5
9 10 11 12
16 17 18 19
23 24 25 26
30 31

Su
3
10
17
24

Su
5
12
19
26

Su
4
11
18
25

February
Mo Tu We Th Fr Sa
1 2
4 5 6 7 8 9
11 12 13 14 15 16
18 19 20 21 22 23
25 26 27 28
31
May
Mo Tu We Th Fr Sa
1 2 3 4
6 7 8 9 10 11
13 14 15 16 17 18
20 21 22 23 24 25
27 28 29 30 31
30
August
Mo Tu We Th Fr Sa
1 2 3
5 6 7 8 9 10
12 13 14 15 16 17
19 20 21 22 23 24
26 27 28 29 30 31

November
Su Mo Tu We Th Fr
1 2
3 4 5 6 7 8
10 11 12 13 14 15
17 18 19 20 21 22
24 25 26 27 28 29

Sa

Su Mo Tu
3
10
17
24

4
11
18
25

5
12
19
26

March
We Th
1
6 7
13 14
20 21
27 28

Fr
2
8
15
22
29

Sa
9
16
23
30

June
Su Mo Tu We Th Fr Sa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September
Su Mo Tu We Th Fr Sa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Su
1 2
9
8
16
15
23
22
30
29

December
Mo Tu We Th Fr Sa
3 4 5 6 7
9 10 11 12 13 14
16 17 18 19 20 21
23 24 25 26 27 28
30 31

也就是说，基本上， cal 接的语法为：
[root@test root]# cal [month] [year]

所以，我想要知道 2003 年 2 月的月历，可以直接下达：
[root@test root]#
February 2003
Su Mo Tu We Th Fr
1
2 3 4 5 6 7
9 10 11 12 13 14
16 17 18 19 20 21
23 24 25 26 27 28

cal 2 2003
Sa
8
15
22

所以，未来您可以很轻易的就以 cal 来取得日历上面的日期啰！简直就是万年历啦！ ^_^

•

简单好用的计算器： bc
如果我想要使用简单的计算器呢？很容易呀！就使用 bc 即可！在输入 bc 之后，显示出版本信
息之后，就进入到等待指示的阶段，如下所示：
[root@test root]# bc

bc 1.06
Copyright 1991-1994, 1997, 1998, 2000 Free Software Foundation, Inc.
This is free software with ABSOLUTELY NO WARRANTY.
For details type `warranty'.
==> 光标在这里等待您的输入

好了，来基本的操作一下，在此之前，必须要先告知几个使用的运算子：
+
*
/
^
%

加法
减法
乘法
除法
指数
余数

[root@test root]# bc
bc 1.06
Copyright 1991-1994, 1997, 1998, 2000 Free Software Foundation, Inc.
This is free software with ABSOLUTELY NO WARRANTY.
For details type `warranty'.
1+2+3+4
10
7-8+3
2
10*52
520
10%3
1
10^2
100
10/100
0
quit==> 离开 bc 这个计算器

在上表当中，黄色的字表示输入的东西，而在每个黑体的字底下就是输出的结果。咦！每个计
算都还算正确，怎么 10/100 会变成 0 呢？这是因为 bc 预设仅输出整数，如果要输出小数点下
位数，那么就必须要执行 scale=number ，那个 number 就是小数点位数，例如：
[root@test root]# bc
bc 1.06
Copyright 1991-1994, 1997, 1998, 2000 Free Software Foundation, Inc.
This is free software with ABSOLUTELY NO WARRANTY.
For details type `warranty'.
scale=3
1/3
.333
340/2349
.144
quit

好了！就是这样子啦！简单的很吧！以后你可以轻轻松松的进行加减乘除啦！

•

一些按键的说明：
在 Linux 底下有几个常用的按键，这里要给他说明一下，以方便你未来在文字接口操作的情况
下，可以直接按下这些按键来帮你处理事务喔！
•

Ctrl + c ： 在 Linux 底下，如果您输入了错误的指令或参数，有的时候这个指令或程序

会在系统底下『跑不停』这个时候怎么办？别担心，如果您想让当前的程序『停掉』的
话，可以输入： 『Ctrl』＋『c』，这个就是中断目前程序的按键啦！
•

q ： 有很多程序在跑的时候(例如 man 这个指令或 more 这个指令)，如果您想跳出来，
就按下 q 即可！这个按钮也是很多指令常定义的退出钮。

•

[Tab] ：会不会觉得打字很疲劳啊！没关系，在 Linux 的预设文字接口 ( 我们称为
BASH Shell ) 当中，有个很棒的功能，叫做是『命令与档案补全』的功能！那就是键盘左
边的[Tab]这个按键啦！他有什么好处呢？例如刚刚我们要执行 cal 这个指令对吧，这个
时候，你只要输入 ca[tab][tab] ，也就是输入 ca 之后，再按两次 [tab] 按键，您会发现什
么事呢？啊！所以以 ca 为开头的指令都被显示出来啦！很棒吧！另外，如果你输入『
ls -al .bash[tab][tab]』会发生什么事呢？哈哈！在该目录下面所有以 .bash 的文件名
称都会被显示出来！所以啰，你就会知道，[tab] 按键是『很棒的功能！』在文字接口底
下，要多按 [tab] 按键，可以避免打错字或下错指令喔！

总之，在 Linux 底下，文字接口的功能是很强悍的！要多多的学习他，而要学习他的基础要诀
就是......多使用、多熟悉啦！

•

错误讯息的查看
万一我下达了错误的指令怎么办？不要紧呀！您可以藉由屏幕上面显示的错误讯息来了解你的
问题点，那就很容易知道如何改善这个错误讯息啰！举个例子来说，假如我输入了 DATE 这个
错误的讯息了：
[root@test root]# DATE
bash: DATE: command not found

上面那个 bash: 表示的是我们的 Shell 的名称，那么什么是 Shell 呢？还记不记得我们在 什么
是 Linux 的时候提到的『使用者、使用者接口、核心、硬件』的架构呢？呵呵！那个 shell 就是
使用者接口啰！在 Linux 底下预设的使用者接口就是 bash shell 啰！
好了，那么上面的例子说明了， bash 有错误，什么错误呢？ bash 告诉你：
DATE: command not found ==>指令找不到啦！
所以说，系统上面可能并没有 DATE 这个指令啰！就是这么简单！那如果是底下的样子呢？
[root@test root]# cal 13 2003
cal: illegal month value: use 1-12

呵呵！这下子换到 cal 警告你啦， illegal month value: use 1-12，看不懂英文？没关系，又不是
考试，赶快拿本英文字典在旁边对照着看呀！意思是说『不合法的月份值，应该使用 1-12 之间
的数字！』所以各位看倌您看看，跟着屏幕的错误讯息瞧，很容易知道问题的错误是什么吧！
因此，以后如果出现了问题，屏幕上的讯息真的是很重要的呢！不要忽略了他呦！
先介绍这几个指令让您玩一玩先，更详细的指令操作方法我们会在第三篇的时候再进行介绍！好了，
万一我在操作 date 这个指令的时候，手边又没有这本书，我要怎么知道要如何加参数，好让输出的结
果符合我想要的输出格式呢？嘿嘿！到下一节 VBird 告诉你怎么办吧！

在线求助：man, info
哇！ linux 还有在线求助系统啊！呵呵！这是『一定要的啦！』因为 Linux 是由所谓的『虚拟团队』
开发出来的，所以虽然他的功能很多，但是指令也是有点杂乱的！如果没有在线说明文件的话，那么
肯定会让大家无所适从的！因此，不论 任何人写出了一个很好用的指令后，他也会同是附上这个指令

的说明文件喔！你可以很轻松的就查询到这个指令的使用方法呢！很不赖吧！底下说一下几个在
Linux 上面很常用的求助指令喔！
•
•
•

•

最广泛使用的在线查询： man
用在 Linux 上面的在线查询： info
Linux 系统中的说明文件汇集目录： /usr/share/doc

man
嗄？不知道怎么使用 date 这个指令？嘿嘿嘿！不要担心，我们 Linux 上面的在线求助系统已经
都帮您想好要怎么办了，所以你只要使用简单的方法去寻找一下说明的内容，马上就清清楚楚
的知道该指令的用法了！怎么看呢？就是找男人 ( man ) 呀！？喔！不是啦！ man 是 manual
(操作说明) 的简写啦！只要下达：『 man date 』马上就会有清楚的说明出现在你面前：
[root@test root]# man date
DATE(1)

FSF

DATE(1)

NAME
date - print or set the system date and time
SYNOPSIS
date [OPTION]... [+FORMAT]
date [-u|--utc|--universal] [MMDDhhmm[[CC]YY][.ss]]
DESCRIPTION
Display the current time in the given FORMAT, or set the system date.
-d, --date=STRING
display time described by STRING, not `now'
-f, --file=DATEFILE
like --date once for each line of DATEFILE

……………………………………（中间省略）
ENVIRONMENT
TZ
Specifies the timezone, unless overridden by command line parameters.
neither is specified, the setting from /etc/localtime is used.

If

AUTHOR
Written by David MacKenzie.
REPORTING BUGS
Report bugs to <bug-sh-utils@gnu.org>.
COPYRIGHT
Copyright ?2000 Free Software Foundation, Inc.
This is free software; see the source for copying conditions.
There is
ranty; not even for MERCHANTABILITY or FITNESS FOR A PARTICULAR PURPOSE.
SEE ALSO
The full documentation for date is maintained as a Texinfo manual.
date programs are properly installed at your site, the command
info date
should give you access to the complete manual.
GNU sh-utils 2.0.11

October 2000

DATE(1)

NO

war?

If the info and

(END)

看！马上就知道一大堆的用法了！出现的这个屏幕画面，我们称呼他为 man page ，您可以在里
头查询他的用法与相关的参数说明，如果要向下翻页的话，可以按下键盘的 空格键 ，也可以
使用 [Page Up] 与 [Page Down] 来翻页呢！同时，如果您知道某些关键词的话，那么可以在任何
时候输入『 /word 』，来主动搜寻关键词！例如在上面的搜寻当中，我输入了 /date 会变成怎样？

此外，看到了最后面的几个信息了吗？包括了这个程序的『环境』、『作者』及相关信息等等，
最重要的是那个『See Also』的内容啰，该内容告诉我们，还有其它相关的程序可以查询！呵呵！
查了一个，可以知道更多个！棒！那么离开 man page 就直接输入 『q』 这个字母即可离开！
整理一下，在 man page 当中可以按的键有：
•
•
•
•
•
•

空格键： 往下翻一页；
page up： 往上翻一页；
page down： 往下翻一页；
home： 回到最前面；
end： 去到最终页；
/word： 搜寻 word 这个档案。

那么这些 man page 放在哪里呢？不同的 distribution 通常可能有点差异性，不过，通常是放在
/usr/share/man 里头，然而，我们可以透过修改他的 man page 搜寻路径来改善这个目录的问题！
修改 /etc/man.config ( 有的版本为 man.conf ) 即可啰！至于更多的关于 man 的讯息您可以使用
『 man man 』来查询呦！关于更详细的设定，我们会在 Shell 的章节当中继续的说明喔！

•

info
除了 man 之外，在 Linux 里面亦提供另外一种查询的方式，称为 info ，使用的方法跟 man 差
不多，
[root@test root]# info command

使用 info 后面接您要查询的指令名称即可！这个 info 的功能比 man 还要更强大呢！在这个
info page 里面，你可以输入 p 及 n 往前及往后翻页，如果看到『 * text :』的项目时，将光标移
到该项目上面，按下『Enter』还可以进入次页面的说明画面中！很厉害喔！不过，这个 info 目
前只有 Linux 底下有，其它 Unix-Like 就没有啦！除非你有安装....无论如何，这个部分我们会
在『系统管理员篇』里面再加以介绍啦！

•

/usr/share/doc
刚刚上面说，一般而言，指令或者软件制作者，都会将自己的指令或者是软件的说明制作成
『在线说明文件』！但是，毕竟不是每个咚咚都需要做成在线说明文件的，还有相当多的说明
需要额外的文件！此时，这个所谓的 How-To ( 如何做的意思 ) 就很重要啦！还有，某些软件不
只告诉你『如何做』还会有一些相关的原理会说明，那么这些说明文件要摆在哪里呢？哈哈！
就是摆在这个目录 /usr/share/doc 啦！所以说，其实，您只要到这个目录底下，就会发现好多好
多的说明文件档啦！还不需要到网络上面找数据呢！厉害吧！ ^_^

记住喔！在文字接口下，有任何你不知道的玩意儿，但是你想要了解他，请赶快使用 man 或者是 info
来查询这个玩意儿！此外，如果你想要架设一些其它的服务时，请赶快到 /usr/share/doc 底下查一查有
没有该服务的说明档喔！另外，再次的强调，因为 Linux 毕竟是外国人发明的，所以中文文件确实是
比较少的！但是不要害怕，拿本英文字典在身边吧！随时查阅！不要害怕英文喔！

正确的关机方式
OK！大概知道开机的方法，也知道基本的指令操作，而且还已经知道在线查询了，好累呦！想去休息
呢！那么如何关机呢？我想，很多朋友在 DOS 的年代已经有在玩计算机了！在当时我们关掉 DOS 的
系统时，常常是直接关掉电源开关，而 Windows 在你不爽的时候，按着电源开关四秒也可以关机！但
是在 Linux 则相当的不建议这么做！ Why？在 Windows 系统中，由于是单人假多任务的情况，所以
即使你的计算机关机，对于别人应该不会有影响才对！不过呢，在 Linux 底下，由于每个程序（或者
说是服务）都是在在背景下执行的，因此，在你看不到的屏幕背后其实可能有相当多人同时在你的主
机上面工作，例如浏览网页啦、传送信件啦以 FTP 传送档案啦等等的，如果你直接按下电源开关来关
机时，则其它人的数据可能就此中断！那可就伤脑筋了！此外，最大的问题是，若不正常关机，则可
能造成档案系统的毁损（因为来不及将数据回写到档案中，所以有些服务的档案会有问题！）。正常
情况下，要关机时需要注意底下几件事：
•

•
•

观察系统的使用状态：如果要看目前有谁在在线，可以下达 who 这个指令，而如果要看网络的
联机状态，可以下达 netstat -a 这个指令，而要看背景执行的程序可以执行 ps -aux 这个指令。
使用这些指令可以让你稍微了解主机目前的使用状态！当然啰，就可以让你判断是否可以关机
了（这些指令在后面 Linux 常用指令中会提及喔！）
通知在线使用者关机的时刻：要关机前总得给在线的使用者一些时间来结束他们的工作，所以，
这个时候你可以使用 shutdown 的特别指令来达到此一功能。
正确的关机指令使用：例如 shutdown 与 reboot 两个指令！

所以底下我们就来谈一谈关于这个关机的正确指令用法啰！
•
•
•
•

•

将数据同步写入硬盘中的指令： sync
最正确的关机指令： shutdown
重新开机： reboot
关机啰： halt

sync
在 Linux 系统中，为了加快数据的读取速度，所以，预设的情况中，某些数据将不会直接被写
入硬盘，而是先暂存在内存当中，如此一来，如果一个数据被你重复的改写， 那么由于他尚未
被写入硬盘中，因此可以直接由内存当中读取出来，在速度上一定是快上相当多的！不过，如
此一来也造成些许的困扰，那就是，万一当你重新开 机，或者是关机，或者是不正常的段电的
情况下，由于数据尚未被写入硬盘当中，哇！所以就会造成数据的更新不正常啦！那要怎么办
呢？这个时候就需要 sync 这个指令来进行数据的写入动作啦！直接在文字接口下输入 sync ，
那么在内存中尚未被更新的数据，就会被写入硬盘中！所以，这个指令在系统关机或重新开机
之前，很重要喔！最好多执行几次！( 注：这个指令也只有 root 可以执行喔！ )
[root@test root]# sync

•

shutdown
好了，由于关机有种种的限制因子在，所以只有 root 有权力关机而已喔！嗯！那么就来关机试
试看吧！我们较常使用的是 shutdown 这个指令，而这个指令会通知系统内的各个行程
( processes )，并且将通知系统中的 run-level 内的一些服务来关闭之( run-level 会在后面告知喔 )。
shutdown 可以达成：
•
•
•
•

•

可以自由选择关机模式：是要关机、重新开机或进入单人操成模式均可；
可以设定关机时间: 可以设定成现在立刻关机, 也可以设定某一个特定的时间才关机。
可以自订关机讯息：在关机之前，可以将自己设定的讯息传送给在线 user 。
可以仅发出警告信：有时有可能你要进行一些测试，而不想让其它的使用者干扰，或者
是明白的告诉使用者某段时间要注意一下！这个时候可以使用 shutdown 来吓一吓使用者，
但却不是真的要关机啦！
可以选择是否要 fsck 检查档案系统 。

那么 shutdown 的语法是如何呢？聪明的读者大概已经开始找『男人』了！没错，随时随地的
man 一下，是很不错的举动！好了，简单的语法规则为：
[root@test root]# /sbin/shutdown [-t 秒] [-arkhncfF] [时间] [警告讯息]
实例：
[root@test root]# /sbin/shutdown -h 10 'This server will shutdown after 10 mins'
告诉大家，这部机器会在十分钟后关机！并且会显示在目前登入者的屏幕前方！
至于参数有哪些呢？以下介绍几个吧！
-t sec

： -t 后面加秒数，亦即『过几秒后关机』的意思

-k

： 不要真的关机，只是发送警告讯息出去！

-r

： 在将系统的服务停掉之后就重新开机

-h

： 将系统的服务停掉后，立即关机。

-n

： 不经过 init 程序，直接以 shutdown 的功能来关机

-f

： 关机并开机之后，强制略过 fsck 的磁盘检查

-F
-c

： 系统重新开机之后，强制进行 fsck 的磁盘检查
： 取消已经在进行的 shutdown 指令内容。

此外，需要注意的是，时间参数请务必加入，否则会自动跳到 run-level 1 （就是单人维护的登
入情况），这样就伤脑筋了！底下提供几个例子吧！
shutdown -h now

立刻关机，其中 now 相当于时间为 0 的状态

shutdown -h 20:25

系统在今天的 20:25 分会关机

shutdown -h +10

系统再过十分钟后自动关机

shutdown -r now
系统立刻重新开机
shutdown -r +30 'The system will reboot'
再过三十分钟系统会重新开机，并显示后面的讯息。
shutdown -k now 'This system will reboot'
仅发出警告信件的参数！系统并不会关机啦！吓唬人！

•

reboot; halt; poweroff
这三个指令差不多，用途上有些不同而已！那个 reboot 其实与 shutdown -r now 几乎相同！不过，
建议在关机之前还是将数据回填的指令下达一次再说：
[root@test root]# sync; sync; sync; reboot

就可以啦！通常我如果忘记 shutdown 的指令，或者是怕麻烦，都是使用上面说的这一个指令来
重新开机，并且在听到『逼』的一声时，立刻将 Linux 主机的总电源关闭！如此亦可达到关机
的目的呀！此外， halt 与 poweroff 也具有相同的功能喔！不要担心，使用 man 去查询一下下
吧！ ^_^

开机过程遇到的问题解决
扇区错乱：
在开机的过程中最容易遇到的问题就是硬盘可能有坏轨或扇区错乱（数据损毁）的情况，这种情况虽
然不容易发生在稳定的 Linux 系统下，不过由于不当的开关机还是可能会造成的，原因可能有：
•

最可能发生的原因是因为断电或不正常关机所导致的硬盘磁道错乱， VBird 就曾经发生过多次
因为跳电，家里的主机又没有安装不断电系统，结果就导致硬盘磁道错乱了！

•

硬盘使用率过高也是一个可能的原因，例如你开放了一个 FTP 服务，里面有些数据很有用，所
以一堆人抢着下载，如果你又不是使用较稳定的 SCSI 接口硬盘，仅使用 IDE 接口的硬盘，虽
然机率真的不高，但还是有可能造成磁道错乱的（这个问题其实在 Windows 系统下更容易发生
哩！）。

解决的方法其实很简单，也可能很困难，如果您的根目录『/』并没有损毁，那就很容易解决，如果根
目录已经损毁了，那就比较麻烦！
•

如果根目录没有损毁：假设你发生错误的磁盘区块是在 /dev/hda7 这一块，那么在开机的时候，
屏幕应该会告诉你： press root pass word or ctrl+D : 这时候请输入 root 的密码登入系统：
•
•

•

在光标处输入 root 密码登入系统，进行单人单机的维护工作；
输入 fsck /dev/hda7 （fsck 为指令， /dev/hda7 为错误的磁盘区块，请依你的情况下达参
数），这时屏幕会显示开始修理硬盘的讯息，如果有发现任何的错误时，屏幕会显示：
clear [Y/N]？的询问讯息，就直接输入 Y 吧！
修理完成之后，以 reboot 重新开机啰！

•

如果根目录损毁了：一般初学者喜欢将自己的硬盘只划分为一个大区块，亦即只有根目录，那
硬盘区块错乱一定是根目录的问题啰！这时你可以将硬盘拔掉，接到另一台 Linx 系统的计算机
上，并且不要挂载（mount）该硬盘，然后以 root 的身份执行 fsck /dev/hdb1 （/dev/hdb1 指的是
你的硬盘装置名称，你要依你的实际状况来设定），这样就 OK 啰！

•

如果硬盘整个坏掉：如果硬盘实在坏的离谱时，那就换一颗吧，如果不愿意换硬盘，那就重灌
Linux 吧，并且在重灌的时候，于 Format 项目中，选取『error check』项目，只是如此一来，
format 会很慢，并且，何时会再坏掉也不确定！最好还是换一颗吧！

预防的方法：
•
•

妥善保养硬盘：例如：主机通电之后不要搬动，避免移动或震动硬盘；尽量降低硬盘的温度，
可以加装风扇来冷却硬盘；或者可以换装 SCSI 硬盘。
划分不同的磁盘区块：如果诸位看官还记得的话，应该知道 Redhat 安装的方法可以分为四五种，
有 upgrad, Server, Workstation 等等的，这些咚咚不一样的地方就在于磁盘划分的不同啦！通常
我们会建议划分下列的磁盘区块：
/
/boot
/usr
/home
/var
这样划分有些好处，例如 /var 是系统预设的一些数据暂存或者是 cache 数据的储存目录，像 email 就含在这里面。如果还有使用 proxy 时，因为常常存取，所以有可能会造成磁盘损坏，而
当这部份的磁盘损坏时，由于其它的地方是没问题的，因此资料得以保存，而且在处理时也比
较容易！

忘记 root 密码：
常常有些朋友在设定好了 Linux 之后，结果 root 密码给他忘记去！要重新安装吗？！不需要的，你只

要以单人维护模式登入即可更改你的 root 密码喔！不过，目前的开机选单主要有 LILO 与 Grub 两种，
这两种模式并不相同，有必要来说明一下：
•

LILO：
您只要在出现 Lilo 选单的时候，输入：（请注意，如果是 Red Hat 7.0 以后的版本，会出现图
形接口的 lilo ，这个时候请按下 [Ctrl] + x 即可进入纯文字接口的 lilo 啰！）
boot: linux -s

以进入单人单机维护模式（即为 run-level 1 ），然后再输入 passwd 这个指令，就可以直接更改
root 的密码啰！同时，如果图形接口无法登入的时候，也可以使用此一方法来进入单人单机的维
护工作，然后再去修改 /etc/inittab 改变一下登入的预设模式，如此一来就可以在下次开机的时
候以文字模式登入啰！同时请注意！如果您在设定启动的名称的时候，已经改变了启动的名称，
例如我都喜欢在名称之后加上核心码，例如：Red-Hat-2.4.7，这个时候我就必须在 boot: 底下输
入：
boot: Red-Hat-2.4.7 -s
boot: Red-Hat-2.4.7 single

或者是：

另外，您可能会遇到 Lilo 的开机问题，这个时候建议您先参考一下底下这一篇讨论，未来还会
再次提到 lilo 的设定问题！
关于 Lilo ！
•

Grub：
grub 做为开机档案，要进入单人维护模式就比较麻烦一些！请回到 上面的图示 中查看一下，
关于 grub 的图标，看到该图标的底下有些说明对不对！？对啦！这个时候，请按下『 e 』进入
编辑画面，这个时候，你的画面会有点像底下的样子：
root
(hd0,0)
kernel /boot/vmlinuz-2.4.19 root=/dev/hda1

此时，请将光标移动到 kernel 那一行，再按一次『 e 』进入 kernel 该行的编辑画面中，然后在
出现的画面当中，最后方输入 single ：
kernel /boot/vmlinuz-2.4.19 root=/dev/hda1 single

再按下『 Enter 』确定之后，按下 b 就可以 boot 看看啦！
关于 LILO 与 grub 我们会在后面继续加以介绍，这里先有概念即可！不过，并非所有版本的 Linux 皆
可使用此一方法！例如 OpenLinux 就无法进入单人维护模式，因为他的单人维护模式『仍然需要输入
root 的密码！』哇！真是可怕吶！这个时候怎么办？呵呵！别担心，现在你还不会，看完了后面几个章
节之后，您就一定会啦！ ^_^

本章习题练习
1. 请问如果我以文字模式登入 Linux 主机时，我有几个终端机接口可以使用？如何切换各个不同的终端机接
口？
2. 在 Linux 系统中， VBird 与 vbird 是否为相同的档案？
3. 我想要知道 date 如何使用，应该如何查询？
4. 我想要在今天的 1:30 让系统自己关机，要怎么做？

5. man page 的设定档在哪里？
6. 我想要知道 2003 年 5 月 2 日是星期几？该怎么做？
7. 使用 man date 然后找出显示目前的日期与时间的参数，成为类似：2002/10/16-20:03
8. 若以 X-Window 为预设的登入方式，那请问如何进入 Virtual console 呢？

Linux 档案属性与目录配置
使用者与群组
初次接触 Linux 的朋友大概会觉得很怪异，怎么『Linux 有这么多使用者，还分什么群组，有什么
用？』。 这个『使用者与群组』的功能可是相当健全而好用的一个安全防护呢！怎么说呢？由于
Linux 是个多人多任务的系统 ( 已经提过若干次啰！ )，因此可能常常会有多人同时使用这部主机来进
行工作的情况发生，为了考虑每个人的隐私权，因此，这个『档案拥有者』的角色就显的相当的重要
了！例如当你 将你的 e-mail 情书转存成档案之后，放在您自己的家目录，您总不希望被其它人看见自
己的情书吧？这个时候，你就把该档案设定成『只有档案拥有者，就是 我，才能看与修改这个档案的
内容』，那么即使其它人知道你有这个相当『有趣』的档案，不过由于您有设定适当的权限，所以其
它人自然也就无法知道该档案的内 容啰！
那么群组呢？为何要设定档案还有所属的群组？其实，群组最简单的功能之一，就是当您在团队开发
资源的时候最有用啦！举个例子来说好了，假如在我的主机上面有两个团体，这第一个团体名称为
testgroup 而他的成员是 test1, test2, test3 三个，第二个团体名称为 treatgoup 他的团员为 treat1, treat2,
treat3，这两个团体之间是互相有竞争性质的，但是却又要缴交同一份报告，然而每组团员又需要同时
可以修改自己的团体内任何人所建立的档案，且不能让非自己团体以外的人看到自己的档案内容！这
个时候怎么办？呵呵！在 Linux 底下可就很简单啦！我可以经由简易的档案权限设定，就能限制非自
己团队( 亦即是群组啰 )的其它人不能够阅览内容啰！而且亦可以让自己的团队成员可以修改我所建立
的档案！同时，如果我自己还有私人隐密的文件，仍然可以设定成让自己的团队成员也看不到我的档
案数据，很方便吧！另外，如果 teacher 这个账号是 testgroup 与 treatgroup 这两个群组的老师，他想
要同时观察两者的进度，因此需要两边的群组都能够进去观看，这个时候，您可以设定 teacher 这个账
号，『同时支持 testgroup 与 treatgroup 这两个群组！』，也就是说，每个人都可以有多个群组的支持
呢！
这样说或许你还不容易理解这个使用者与群组的关系吧？没关系，我们可以使用目前『家庭』的观念
来进行解说喔！假设有一家人，家里只有三兄弟，分别 是王大毛、王二毛与王三毛三个人，而这个家
庭是登记在王大毛的名下的！所以，『王大毛家有三个人，分别是王大毛、王二毛与王三毛』，而且
这三个人都有自己 的房间，并且共同拥有一个客厅喔！
•

由于王家三个人各自拥有自己的房间，所以，王二毛虽然可以进入王三毛的房间，但是二毛不
能翻三毛的抽屉喔！那样会被三毛 K 的！因为抽屉里面可能有三毛自己私人的东西，例如情书
啦，日记啦等等的，这是『私人的空间』，所以当然不能让二毛拿啰！

•

由于共同拥有客厅，所以王家三兄弟可以在客厅打开电视机啦、翻阅报纸啦、坐在沙发上面发
呆啦等等的！反正，只要是在客厅的玩意儿，三兄弟都可以使用喔！因为大家都是一家人嘛！

这样说来应该有点晓得了喔！那个『王大毛家』就是所谓的『群组』啰，至于三兄弟就是分别为三个
『使用者』，而这三个使用者是在同一个群组里面的 喔！而三个使用者虽然在同一群组内，但是我们
可以设定『权限』，好让某些使用者个人的信息不被群组的所有人查询，以保有个人『私人的空间』
啦！而设定群组 共享，则可让大家共同分享喔！
好了，那么今天又有个人，叫做张小猪，他是张小猪家的人，与王家没有关系啦！这个时候，除非王
家认识张小猪，然后开门让张小猪进 来王家，否则张小猪永远没有办法进入王家，更不要说进到王三
毛的房间啦！不过，如果张小猪透过关系认识了三毛，并且跟王三毛成为好朋友，那么张小猪就可以
透过三毛进入王家啦！呵呵！没错！那个张小猪就是所谓的『其它人， Others 』啰！因此，我们就可
以知道啦，在 Linux 里面，任何一个档案都具有『User, Group 及 Others』三个权限！我们可以将上面
的说明以底下的图示来解释：

不过，这里有个特殊的人物要来介绍的，那就是『万能的天神』！这个天神具有无限的神力，所以他
可以到达任何他想要去的地方，呵呵！那个人在 Linux 系统中的身份代号是『 root 』啦！所以要小心
喔！那个 root 可是『万能的天神』喔！
无论如何，『使用者身份』，与该使用者所支持的『群组』概念，在 Linux 的世界里面是相当的重要
的，他可以帮助您让您的多任务 Linux 环境变的更容易管理！更详细的 『身份与群组』 设定，我们
将在账号管理再进行解说。底下我们将针对档案系统与档案权限来进行说明。

Linux 档案属性：
大致了解了 Linux 的使用者与群组之后，接着下来，我们要来谈一谈，那么这个档案的权限要如何针
对这些所谓的『使用者』与『群组』来设定该档案的权限呢？这个部分是相当的重要的，尤其对于初
学者来说，因为档案的权限与属性是学习 Linux 的一个相当重要的关卡，如果没有这部份的概念，那
么您将老是听不懂别人在讲什么呢！尤其是当您在您的屏幕前面出现了『Permission deny』的时候，不
要担心，『肯定是权限设定错误』啦！呵呵！好了，闲话不多聊，赶快来瞧一瞧先：
嗯！既然要让你了解 Linux 的档案属性，那么有个重要的也是常用的指令就必须要先跟你说啰！那一
个？！就是『 ls 』这一个 list 档案的指令啰！在你以 root 的身份登入 Linux 之后，下达『ls -al 』看
看，会看到底下的几个咚咚：
[root@tsai root]# ls -al
total 64
drwxr-x--4 root
root
drwxr-xr-x
23 root
root
-rw-r--r-1 root
root
-rw------1 root
root
-rw-r--r-1 root
root
-rw-r--r-1 root
root
-rw-r--r-1 root
root
-rw-r--r-1 root
root
drwx-----2 root
root
-rw------1 root
root
drwx-----2 root
root
-rw-r--r-1 root
root
-rw-r--r-1 root
root

4096
4096
1210
12447
24
234
217
210
4096
8
4096
196
1126

Feb
Feb
Feb
Feb
Jun
Jul
Feb
Jun
Feb
Feb
Feb
Jul
Aug

14
16
10
14
11
6
9
11
14
14
10
11
24

22:02
13:35
06:03
23:22
2000
2001
22:06
2000
21:54
22:05
00:44
2000
1995

.
..
anaconda-ks.cfg
.bash_history
.bash_logout
.bash_profile
.bashrc
.cshrc
.gnupg
.mysql_history
.ssh
.tcshrc
.Xresources

第一栏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档案属性][档案数][拥有者][所有者群组][大小][建档日期][档名]

ls 是『list』的意思，与在早期的 DOS 年代的 dir 类似功能。而参数『-al』则表示列出所有的档案（包
含隐藏档，就是档名前面第一个字符为 . 的那种档案）。如上所示，在你第一次以 root 身份登入
Linux 时，如果你输入指令后，应该有上列的几个东西，先解释一下上面七个字段个别的意思：

1. 第一栏代表这个档案的属性：这个地方最需要注意了！仔细看的话，你应该可以发现这一栏其
实共有十个属性：

•

第一个属性代表这个档案是『目录、档案或连结文件』：
• 当为[ d ]则是目录，例如上表的第 11 行；
• 为[ - ]则是档案，例如上表的第 5 行；
• 若是[ l ]则表示为连结档(link file)；
• 若是[ b ]则表示为装置文件里面的可供储存的接口设备；
• 若是[ c ]则表示为装置文件里面的串行端口设备，例如键盘、鼠标。

•

接下来的属性中，三个为一组，且均为『rwx』的三个参数的组合。其中，[ r ]代表可读、
[ w ]代表可写、[ x ]代表可执行：
• 第一组为『拥有人的权限』，以第五行为例，该档案的拥有人可以读写，但不可执
行；
• 第二组为『同群组的权限』；
• 第三组为『其它非本群组的权限』。

范例：若有一个档案的属性为『-rwxr-xr--』，简单的可由下面说明之：
[-][rwx][r-x][r--]
1 234 567 890
1 为：代表这个文件名为目录或档案（上面为档案）
234 为：拥有人的权限（上面为可读、可写、可执行）
567 为：同群组使用者权限（上面为可读可执行）
890 为：其它使用者权限（上面为仅可读）
上面的属性情况代表一个档案、这个档案的拥有人可读可写可执行、但同群组的人仅可读与执
行，非同群组的使用者仅可读的意思！
•

除此之外，需要特别留意的是 x 这个标号！若文件名为一个目录的时候，例如上表中的 .
ssh 这个目录：
drwx------

2 root

root

4096 Feb 10 00:44 .ssh

可以看到这是一个目录，而且只有 root 可以读写与执行。但是若为底下的样式时，请问
非 root 的其它人是否可以进入该目录呢？
drwxr--r--

2 root

root

4096 Feb 10 00:44 .ssh

咦！似乎好像是可以喔！因为有可读[ r ]存在嘛！『错！』答案是非 root 这个账号的其它
使用者均不可进入 .ssh 这个目录，为什么呢？因为 x 与 目录 的关系相当的重要，如果
您在该目录底下不能执行任何指令的话，那么自然也就无法执行 ls, cd 等指令，所以啰，
也就无法进入了，因此，请特别留意的是，如果您想要开放某个目录让一些人进来的话，
请记得将该目录的 x 属性给开放呦！
•

另外，你也必须要更加的小心的是，在 Windows 底下一个档案是否具有执行的能力是藉
由『附档名』来执行的，例如：.exe, .bat, .com 等等，但是在 Linux 底下，我们的档案是
否能执行，则是藉由是否具有 x 这个属性来决定的！所以，跟档名是没有绝对的关系的！
这点还请特别留意呢！

2. 第二栏表示为连结占用的节点 (i-node) ( 若为目录时，通常与该目录底下还有多少目录有关 )这
部分将在介绍连结 link 档案时 (下一节) 再深入的介绍；
3. 第三栏表示这个档案（或目录）的『拥有人』；
4. 第四栏表示拥有人的群组；
这里再次解释一下，在 Linux 中，你的 ID ( 如 root 或 test 等账号均是所谓的 ID ) 即是你的身
份，而且你还有附属在一个或多个群组之下，例如刚刚我们上面提到的，你有一个团体 ( 即群
组 ) 代号为 testgroup ，且这个群体里有三个人，其代号分别是 test1, test2, 与 test3，则这三个
人为同一群组即 testgroup！那么如果以上图的[-rwxrwx---]的档案属性来看，如果该档案属于
test1 所有，那么 test2, test3 亦有读、写、执行的权力，因为他们都属于同一个 group 呀！而如
果您不是属于 test1, test2, test3 的任何一个人，也不属于 testgroup 这个群组时，那么您将不具备
读、写、执行这个档案的权限了！
5. 第五栏为这个档案的大小；
6. 第六栏为这个档案的建档日期或者是最近的修改日期，分别为月份、日期及时间。请特别留意，
如果您是以繁体中文来进行安装您的 Linux 时，那么预设的语系可能会被改为中文。而由于中
文无法显示在文字型态的终端机上面，所以这一栏会成为怪怪的乱码，这个时候，请修改一下
/etc/sysconfig/i18n 这个档案，里面的『 LC_TIME 』修改为：『 LC_TIME=en 』再储存离开，
再登入一次，就可以得到英文字形显示的日期了！那么如何修改该档案呢？呵呵！以 root 身份
用 vi 修改！ ；
7. 第七栏为这个档案的档名，如果档名之前多一个『 . 』，则代表这个档案为『隐藏档』，例如
上表第 6 行的『.bashrc_history』档名即是隐藏档，由于我们有下一个参数为 ls -al，所以连隐藏
档都列出来，如果你只输入 ls 则档名有加『 . 』的档案就不会被显示出来！

对于更详细的 ls 用法，还记得怎么查询吗？对啦！使用 man ls 或 info ls 去看看他的基
础用法去！自我进修是很重要的，因为『师傅带进门，修行在个人！』，自古只有天才
学生，没有天才老师呦！加油吧！ ^_^

•

例题一：如果有下面的两个档案：
-rw-r--r-1 root
root
238 Jun 18 17:22 test.txt
-rwxr-xr-1 test1
testgroup
5238 Jun 19 10:25 ping_tsai
请说明两个档案的拥有者与其相关的权限为何？
答：
• 档案『 test.txt 』的拥有人为 root ，群组为 root 。至于权限方面则只有 root 这个账号
可以存取此档案，其它人则仅能读此档案；
• 另一个档案『 ping_tsai 』的拥有人为 test1 ，而群组为 testgroup。其中， test1 可以针
对此档案具有可读可写可执行的权力，而同群组的 test2, test3 两个人与 test1 同样是
testgroup 的群组账号，则仅可读可执行但不能写 (亦即不能修改)，至于非 testgoup 这一
个群组的人则仅可以读，不能写也不能执行！

•

例题二：如果我的目录为底下的样式：
drwxr-xr-1 test1
testgroup
5238 Jun 19 10:25 groups/
请问 testgroup 这个群组的成员与其它人( others )是否可以进入本目录？
答：
• 档案拥有者 test1 可以在本目录中进行任何工作；
• 而 testgroup 这个群组的账号，例如 test2, test3 亦可以进入本目录进行工作，但是不能在
本目录下进行写入的动作；
• 至于 other 的权限中虽然有 r ，但是由于没有 x 的权限，因此 others 的使用者，并不能
进入此目录！

Linux 档案属性的重要性：
与 Windows 系统不一样的是，在 Linux 系统（或者说 Unix-Like 系统）当中，每一个档案都多加了很
多的属性进来，尤其是群组的概念，这样有什么用途呢？基本上，最大的用途是在『安全性』上面的。
举个简单的例子，在你的 系统中，关于系统服务的档案通常只有 root 才能读写，或者是执行，例如
/etc/shadow 这一个账号管理的档案，由于该档案记录了你的系统中的所有账号的数据，因此是很重要
的一个信息文件，当然不能让任何人读取，只有 root 才能够来读取啰！所以该档案的属性就会成为 [ rw------- ]啰！
那么，如果你有一个开发团队，在你的团对中，你希望每个人都可以使用某一些目录下的档案，而非
你的团队的其它人则不予以开放呢？以上面的例子来说，testgroup 的团队共有三个人，分别是 test1,
test2, test3 ！那么我就可以将 test1 的档案属性订为 [ -rwxrwx--- ]来提供给 testgroup 的工作团队使用
啰！这可是相当重要的。
再举个例子来说，如果你的目录权限没有作好的话，可能造成其它人都可以在你的系统上面乱搞啰！
例如本来只有 root 才能做的开关机、ADSL 的拨接程序、新增或删除使用者等等的指令，若被你改成
任何人都可以执行的话，那么如果使用者不小心给你重新开机啦！重新拨接啦！等等的！那么你的系
统不就 会常常莫名其妙的挂掉啰！而且万一你的使用者的密码被其它不明人士取得的话，只要他登入
你的系统就可以轻而易举的执行一些 root 的工作！可怕吧！因此，在你修改你的 linux 档案与目录的
属性之前，一定要先搞清楚，什么是可变的，什么是不可变的！千万注意啰！

如何改变档案权限
好了，我们已经知道档案权限对于一个系统的安全重要性了，也知道档案的权限对于使用者与群组的
相关性了，好了，那么如何修改一的 档案的权限呢？又！有多少档案的权限我们可以修改呢？其实一
个档案的权限很多嘛！大致上我们先介绍几个简单的，例如：群组、拥有者、各种身份的权限等等。
chgrp ：改变档案所属群组
chown ：改变档案所属人
chmod ：改变档案的属性、 SUID 、等等的特性

•

改变所属群组, chgrp：
改变一个档案的群组也真是很简单的，直接以 chgrp 来改变即可，咦！这个指令就是 change
group 的缩写嘛！对啦！这样就很好记了吧！ ^_^。不过，请记得，要改变成为的群组名称必须
要在 /etc/group 里面存在的名字才行，否则就会显示错误！例如底下的例子中，我们要将 tmp
的群组改变一下，其中， users 这个群组本身已经存在 /etc/group 当中了，但是 testing 这个群
组名字就不存在 /etc/group 当中，所以就会有错误讯息发生啦！
语法：
chgrp 群组名称 档案或目录

范例：
[root@test root]# chgrp users tmp
[root@test root]# ls –l
drwx-----2 root
root
drwx-----2 root
users
[root@test root]# chgrp testing tmp
chgrp: invalid group name `testing'

•

4096 Oct 19 11:43 drakx/
4096 Oct 19 21:24 tmp/
<==发生错误讯息啰！

改变档案拥有者, chown：
好了，那么如何改变一个档案的拥有者呢？很简单呀！既然改变群组是 change group ，那么改
变拥有者就是 change owner 啰！BINGO，对啦！那就是 chown 这个指令的用途，要注意的是，
使用者必须是已经存在系统中的，也就是在 /etc/passwd 这个档案中有纪录的使用者名称才行改
变。 chown 的用途还满多的，他还可以顺便直接修改群组的名称呢！此外，如果要连目录下的
所有次目录或档案同时更改档案拥有者的话，直接加上 –R 的参数即可！我们来看看语法与范
例：
语法：
chown [ -R ] 账号名称 档案或目录
chown [ -R ] 账号名称:群组名称 档案或目录
范例：
[root@test
[root@test
total 28
drwx-----drwx-----[root@test
[root@test
drwx-----drwx------

root]# chown test tmp
root]# ls -l
2 root
root
2 test
users
root]# chown –R root:root
root]# ls –l
2 root
root
2 root
root

4096 Oct 19 11:43 drakx/
4096 Oct 19 21:24 tmp/
tmp
4096 Oct 19 11:43 drakx/
4096 Oct 19 21:24 tmp/

嗯！知道如何改变档案的群组与拥有者了，那么什么时候要使用 chown 或 chgrp 呢？！或许您
会觉得奇怪吧？！是的，确实有时候需要变更档案的拥有者的，最常见的例子就是在 copy 档案
给你之外的其它人时，我们使用最简单的 cp 来说明好了，
语法：
cp 来源档案 目的档案

假设您今天要将 .bashrc 这个档案拷贝成为 .bashrc_test ，且是要给 test 这个人，您可以这样做：

[root@test root]# cp .bashrc .bashrc_test
[root@test root]# ls –al .bashrc*
-rw-r--r-1 root
root
226 Feb 16 2002 .bashrc
-rw-r--r-1 root
root
226 Oct 21 14:24 .bashrc_test

哇！怎么办？ .bashrc_test 还是属于 root 所有，如此一来，即使你将档案拿给 test 这个使用者
了，那他仍然无法修改的( 看属性就知道了吧！ )，所以你就必须要将这个档案的拥有者与群组
修改一下啰！知道如何修改了吧！？呵呵！

•

改变九个属性 ( chmod )：

数字类型改变档案权限
其实， Linux 档案的属性不只九个呦！不过这里不打算写的太复杂！先说一些简单的，较难的
以后有空再说吧！先复习一下刚刚上面说的：
-rwxrwxrwx
这九个属性是三个三个一组的！其中，我们可以使用数字来代表各个属性，各属性的对照表如
下：
r:4
w:2
x:1
由于同一组的数字是相加的！例如当属性为 [ -rwxrwx--- ] 则是：
owner = rwx
group = rwx
others = ---

= 4+2+1 = 7
= 4+2+1 = 7
= 0+0+0 = 0

所以，这样的属性造成的数值就是 770 啰！而更改属性的指令为 chmod，他的语法为：
语法：
chmod [-R] xyz 档案或目录
xyz 为同三组 rwx 属性数值的相加

举例来说，如果要将 .bashrc 这个档案所有的属性都打开，那么就下达：
[root@test root]# ls –al .bashrc
-rw-r--r-1 root
root
[root@test root]# chmod 777 .bashrc
[root@test root]# ls –al .bashrc
-rwxrwxrwx
1 root
root

226 Feb 16

2002 .bashrc

226 Feb 16

2002 .bashrc

看到了吗？属性改变了喔！由于一个档案有三组属性，所以你可以发现上面 777 为三组，而由
于我们将所有的属性都打开，所以数字都相加，亦即『r+w+x = 4+2+1 = 7』。
那如果要将属性变成『 -rwxr-xr-- 』呢？那么就成为 [4+2+1][4+0+1][4+0+0]=754 啰！所以你需
要下达 chmod 754 filename。最
常发生的一个问题就是，常常我们以 vi 编辑一个 shell 的文字文件后，他的属性通常是 -rw-rwrw- 也就是 666 的属性，如果要将他变成可执行档，并且不要让其它人修改此一档案的话，那么
就需要 -rwxr-xr-x 这一个 755 的属性，所以 chmod 755 test.sh 就需要这样做啰！
另外，有些档案你不希望被其它人看到，例如 -rwxr-----，那么就下达 chmod 740 filename 吧！

符号类型改变档案型态
还有一个改变属性的方法呦！从之前的介绍中我们可以发现，基本上就九个属性分别是(1)user
(2)group (3)others 三群啦！那么我们就可以藉由 u, g, o 来代表三群的属性！此外， a 则代表 all
亦即全部的三群！那么读写的属性就可以写成了 r, w, x 啰！也就是可以使用底下的方式来看：

chmod

u
g
o
a

+(加入)
-(除去)
=(设定)

r
w
x

档案或目录

来实作一下吧！假如我们要『设定』一个档案的属性为『-rwxr-xr-x』时，基本上就是：

•
•

u：
具有可读、写、执行
g 与 o： 具有读与执行

所以就是：
[root@test root]# chmod u=rwx,og=rx .bashrc
[root@test root]# ls –al .bashrc
-rwxr-xr-x
1 root
root
226 Feb 16

2002 .bashrc

请注意， r=rwx,og=rx 这一段文字之间并没有空格符隔开呦！不要搞错啰！那么假如是『 -rwxrxr-- 』？可以使用『 chmod u=rwx,g=rx,o=r filename 』来设定。此外，如果我不知道原先的
档案属性，而我只想要增加 .bashrc 这个档案的每个人均可写入的权限，那么我就可以使用：
[root@test root]# ls –al .bashrc
-rwxr-xr-x
1 root
root
[root@test root]# chmod a+w .bashrc
[root@test root]# ls –al .bashrc
-rwxrwxrwx
1 root
root

226 Feb 16

2002 .bashrc

226 Feb 16

2002 .bashrc*

而如果是要将属性去掉而不更动其它的属性呢？！例如要拿掉所有人的 x 的属性，则
[root@test root]# chmod a-x .bashrc
[root@test root]# ls –al .bashrc
-rw-rw-rw1 root
root

226 Feb 16

2002 .bashrc

知道 +, -, = 的不同点了吗？对啦！ = 与 – 的状态下，只要是没有指定到的项目，则该属性
『不会被变动』，例如上面的例子中，由于仅以 – 拿掉 x 则其它两个保持当时的值不变！呵
呵！多多实作一下，你就会知道如何改变属性啰！

Linux 支持的档案格式与档案种类
Linux 的档案与 Windows 的档案能不能互相使用？为何可以？为何不行？这些咚咚都涉及到 Linux 的
档案类型与档案格式喔！底下我们就来谈一谈这些基本的观念吧！

•

档案格式：
什么是档案格式呢？就是你的操作系统用来存取的数据格式，例如我们知道 Windows 用来存取
硬盘的数据格式为 FAT (或 FAT16 ) ，而 Windows 2000 也有所谓的 NTFS 档案格式等等，至
于 Linux 的正统档案格式为 ext2 这一个。不过，目前 Linux 所能支持的档案格式非常的多，
不过，你必须要将你所想要支持的档案格式编译到你的核心当中才能被支持！因为如果核心不
认识该档案格式的话，那么自然就无法取用呀！因此，您可以发现， Windows 与 Linux 安装在
同一个硬盘的不同 partition 时， Windows 将不能取用 Linux 的硬盘数据， Why ? 就因为
Windows 的核心不认识 Linux 的档案系统呀！
目前 Mandrake 9.0 预设的档案格式为 ext3 (Third Extended File System )，是 ext2 档案格式的升
级版，不过也向下兼容 ext2, ext 等等。另外，如果你需要将你原有的 Windows 系统也挂载在
Linux 底下的话，那么 Linux 也支持 MS-DOS, VFAT, FAT, BSD 等等的档案格式，至于
Window NT 的 NTFS 档案格式则不见得每一个 Linux distribution 都有支持，例如 Red Hat 预设
的核心就不支持 NTFS，但是 Mandrake 9.0 的核心竟然预设有支持 ntfs 耶！真高兴！问我怎么
看出来的？呵呵！ Linux 能够支持的档案格式与核心是否有编译进去有关，所以你可以到你的
Linux 系统的

/lib/modules/`uname –r`/kernel/fs
底下看一看，如果有你想要的档案格式，那么这个核心就有支持啦！目前使用的最广泛的虽然
还是 ext2 ，不过，最近释出的 Linux distribution 大多已经预设采样 ext3 或 reiserfs 这种具有日
志式管理( Journaling )的档案格式了。那为什么要使用 ext3 这种档案格式呢？我们采用第一个
使用 ext3 做为 Linux distribution 的 Red Hat 公司中，首席核心开发者 Michael K. Johnson 的话：

『为什么你想要从 ext2 转换到 ext3 呢？有四个主要的理由：可利用性、数据完整性、速度
及易于转换』
『可利用性』，他指出，这意味着从系统中止到快速重新复原而不是持续的让 e2fsck 执行
长时间的修复。ext3 的日志式条件可以避免数据毁损的可能。他也指出：
『除了写入若干数据超过一次时，ext3 往往会较快于 ext2，因为 ext3 的日志使硬盘读取头
的移动能更有效的进行』
然而或许决定的因素还是在 Johnson 先生的第四个理由中。
『它是可以轻易的从 ext2 变更到 ext3 来获得一个强而有力的日志式档案系统而不需要重新
做格式化』。『那是正确的，为了体验一下 ext3 的好处是不需要去做一种长时间的，冗长
乏味的且易于产生错误的备份工作及重新格式化的动作』。

更详细的 ext3 说明在底下的连结中：ext3 or ReiserFS? Hans Reiser Says Red Hat's Move Is
Understandable ( http://www.linuxplanet.com/linuxplanet/reports/3726/1/ ) 所以啰，我们可以使用
ext3 来做为我们的 Linux 的档案格式啦！ ^_^ 。在这里，您只要记得，我们 Linux 正统的档案
格式是 ext2 ，而目前有逐渐被 Journaling 的档案格式取代的趋势就是了。

•

档案种类：
谈完了档案格式之后，再来谈谈所谓的档案种类吧！我们在刚刚的属性介绍中提到了最前面的
标志 ( d 或 - ) 可以代表目录或档案，那就是不同的档案种类啦！Linux 的档案种类主要有底下
这几种：
•

正规档案( regular file )：就是一般类型的档案，在由 ls –al 所显示出来的属性方面，第一
个属性为 [ - ]。另外，依照档案的内容，又大略可以分为两种档案种类：
• 纯文字文件(ascii) ：这是 Unix 系统中最多的一种啰，几乎只要我们可以用来做为
设定的档案都属于这一种；
• 二进制文件(binary) ：通常执行档除了 scripts （文字型批次文件）之外，就是这一
种档案格式；

•

目录 (directory)：就是目录啦！第一个属性为 [ d ]；

•

连结档 (link)：就是类似 Windows 底下的快捷方式啦！第一个属性为 [ l ]；

•

设备档 (device)：与系统周边相关的一些档案，通常都集中在 /dev 这个目录之下！通常
又分为两种：
• 区块 (block) 设备档 ：就是一些储存数据，以提供系统存取的接口设备，简单的
说就是硬盘啦！例如你的一号硬盘的代码是 /dev/hda1 等等的档案啦！第一个属性
为 [ b ]；
• 字符 (character) 设备档 ：亦即是一些串行端口的接口设备，例如键盘、鼠标等等！
第一个属性为 [ c ]。

那么使用刚刚的『 ls -al 』这个指令，你就可以简单的经由判断每一个档案的第一个属性来了解
这个档案是何种类型！很简单吧！

除了设备文件是我们系统中很重要的档案，最好不要随意修改之外（通常他也不会让你修改的
啦！），另一个比较有趣的档案就是连结档。如果你常常将应用程序捉到桌面来的话，你就应
该知道在 Windows 底下有所谓的『快捷方式』。同样的，你可以将 linux 下的连结档简单的视
为一个档案或目录的快捷方式。但是基本上这两个东西是不一样的！在 Windows 系统的快捷方
式中，你将无法修改主程序，但是在 Linux 中，连结档可以直接连结到主程序，因此你只要改
了这个连结文件，则主程序亦被改变了！这部份我们也会在后面的连结档介绍中，再次详细的
谈一谈。

•

Linux 档案附档名：
基本上，Linux 档案的附档名是没有意义的！因为由前面的说明我们可以知道，一个 Linux 档
案能不能被执行，与他的第一栏的十个属性有关，与文件名根本一点关系也没有。这个观念跟
Windows 的情况不相同喔！在 Windows 底下，能被执行的档案附档名通常是 .com .exe .bat 等
等，而在 Linux 底下，只要你的属性当中有 x 的话，例如 [ -rwx-r-xr-x ] 即代表这个档案可
以被执行喔！不过，由于我们仍然希望可以藉由附档名来了解该档案是什么东西？！所以，通
常我们还是会以适当的附档名来表示该档案是什么种类的。简单的分别，底下有数种常用的附
档名：
•
•
•

批次檔 ( scripts )：通常以 *.sh 来代表，（因为批次档为使用 shell 写成的，所以附档名
就编成 .sh 啰）；
打包或压缩档：通常附档名为 *.Z, *.tar, *.tar.gz, *.zip, *.tgz 等等，这是因为压缩软件分别
为 gunzip, tar 等等的，由于不同的压缩软件，而取其相关的附档名啰！
网页相关档案：通常使用 *.html 与 *.php 等等的档案，分别代表 HTML 语法与 PHP 语
法的网页档案啰！这种档案可以使用网页浏览器来开启！

另外，还有程序语言如 perl 的档案，其附档名也可能取成 .pl 这种档名！基本上， Linux 上面
的档名真的只是让你了解该档案可能的用途而已，真正的执行与否仍然需要属性的规范才行！
例如虽然有一个档案为可执行文件，如有名的代理服务器软件 squid ，不过，如果这个档案的属
性被修改成无法执行时，那么他就变成不能执行啰！这种问题最常发生在档案传送的过程中。
例如你在网络上下载一个可执行档，但是偏偏在你的 Linux 系统中就是无法执行！呵呵！那么
就是可能档案的属性被改变了！不要怀疑，从网络上传送到你的 Linux 系统中，档案的属性确
实是会被改变的喔！
再提个另外！在 Linux 底下，每一个档案或目录的文件名最长可以到达 256 的字符，是相当长
的档名喔！我们希望 Linux 的文件名称可以一看就知道该档案在干嘛的，所以档名通常是很长
很长！而用惯了 Windows 的人可能会受不了，因为文件名称通常真的都很长，对于用惯
Windows 而导致打字速度不快的朋友来说，嗯！真的是很困扰.....不过，只得劝您好好的加强打
字的训练啰！当然啦，如果您已经读完了本书第三篇关于 BASH 的用法，那么您将会发现『哇！
变量真是一个相当好用的东西吶！』嗯！看不懂，没关系，到第三篇谈到 bash 再说！

Linux 目录配置：
在 Linux 系统的预设状态下，你在根目录中输入『 ls -l 』应该可以看到如下的画面：
[vbird@tsai vbird ]$ cd /
[vbird@tsai /]$ ls -l
total 153
drwxr-xr-x
2 root
root
drwxr-xr-x
3 root
root
drwxr-xr-x
17 root
root
drwxr-xr-x
41 root
root
drwxr-xr-x
8 root
root
drwxr-xr-x
2 root
root
drwxr-xr-x
6 root
root
drwxr-xr-x
2 root
root
drwxr-xr-x
2 root
root

4096
4096
77824
4096
1024
4096
4096
16384
4096

Feb
Feb
Feb
Feb
Feb
Jun
Feb
Feb
Aug

10
10
11
16
9
22
10
10
30

02:06
00:05
14:45
15:18
22:44
2001
02:12
05:35
00:10

bin
boot
dev
etc
home
initrd
lib
lost+found
misc

drwxr-xr-x
drwxr-xr-x
dr-xr-xr-x
drwx-----drwxr-xr-x
drwxrwxrwt
drwxr-xr-x
drwxr-xr-x

3
2
102
4
2
2
16
20

root
root
root
root
root
root
root
root

root
root
root
root
root
root
root
root

4096
4096
0
4096
4096
4096
4096
4096

Feb
Aug
Feb
Feb
Feb
Feb
Feb
Feb

9
24
11
16
14
16
10
14

22:05
1999
22:45
15:25
21:28
15:40
01:28
21:41

mnt
opt
proc
root
sbin
tmp
usr
var

由属性的角度来看，上面的档名每个都是『目录名称』，较为特殊的是 root ，由于 root 这个目录是管
理员 root 的家目录，这个家目录可重要了！所以一定要设定成较为严密的 700 ( rwx------ )这个属性才
行吶！如果以较为完整的树状目录来视察的话，可以将整个 Linux 的树状目录会制程下图：

请注意，每个目录都是依附在 / 这个根目录底下的，所以我们在安装的时候一定要有一个 / 对应的
partition 才能安装的原因即在于此！这也就是我们俗称的『树状目录』啰！
每个目录的大致内容如下表所示：

/bin

这是放例如： ls, mv, rm, mkdir, rmdir, gzip, tar, telnet, 及 ftp 等等常用
的执行档的地方（这些执行档的执行方法会在后面提到），有时候这个目录的内容
与 /usr/bin 是一样的（有时候甚至会使用连结档哩），是给一般使用者使用的执
行程序放置的所在！

/boot

没错，这里就是放置你 Linux 核心与开机相关档案的地方，这个目录底下的
vmlinuz-xxx 就是 Linux 的 Kernel 啦！粉重要的东西！而如果你的开机管理程序
选择 grub 的话，那么这个目录内还有 /boot/grub 这个次目录呦！

/dev

摆放一些与装置有关的档案。基本上 Unix 或 Linux 系统均把装置当成是一个档案
来看待，例如 /dev/fd0 代表软盘，亦即 Windows 系统下的 A 槽，而 /dev/cdrom
则代表光盘，等等！而如上所述，在这个目录底下的档案型态通常分为两种喔，分
别是管理磁盘 Input/Output 的 Block 档案与周边的 Character 档案。

/etc

系统在开机过程中需要读取的档案均在这个目录中，例如 Lilo 的参数、人员的账
号与密码、系统的主要设定、http 架站的参数内容、你所要开启的服务项目等等都
在这个目录中，所以在这个目录下工作的时候，请记得一定要备份，否则档案被改
掉了可是很麻烦的！

/etc/rc.d

这个路径主要在记录一些开关机过程中的 scripts 档案， scripts 有点像是 DOS
下的批次档（.bat 檔名）

所以服务预设的启动 scripts 都是放在这里的，例如要启动与关闭 iptables 的话，可
/etc/rc.d/ini 以：
t.d
/etc/rc.d/init.d/iptables start
/etc/rc.d/init.d/iptables stop
这个路径在较新的 Linux distribution 当中才有，由于早期的版本用来开启服务
的档案是 inetd.conf ，但是在较新的版本中，开启服务的项目已经变成使用
/etc/xinetd.d
xinetd.conf 这个档案，因此，你若需要启动一些额外的服务的话，在 Mandrake
9.0 或者是 Red Hat 7.0 以后就要到 /etc/xinetd.d 这个目录下了。
/etc/X11

这是与 X windows 有关的设定文件所在的目录，尤其里面的 XF86Config-4 更是重
要呢！

/home

基本上，这是系统预设的使用者的家目录( home directory )，在你新增一般使用
者账号的时候，预设的使用者家目录都在这里设定好啰！

/lib

在 Linux 执行或编译一些程序的时候，均会使用到一些函式库（library），就在
这个目录下

/lost+fount

系统不正常产生错误时，会将一些遗失的片段放置于此目录下，通常这个目录会自
动出现在装置目录下。例如你加装一棵硬盘于 /disk 中，那在这个目录下就会自动
产生一个这样的目录 /disk/lost+found

/mnt

这是软盘与光盘预设挂载点的地方；通常软盘挂在 /mnt/floppy 下，而光盘挂在
/mnt/cdrom 下，不过也不一定啦！只要你高兴，随便找一个地方来挂载也可以呀！

/proc

系统核心与执行程序的一些信息。例如你的网络状态的问题啦！这个目录将在启动
Linux 的时候自动的被挂上，而且该目录底下不会占去硬盘空间！因为里面都是
『内存』内的数据啦

/root

系统管理员的家目录

/sbin

放置一些系统管理常用的程序，例如： fdisk, mke2fs, fsck, mkswap, mount 等
等。与 /bin 不太一样的地方，这个目录下的程序通常是给 root 等系统管理员使
用的程序喔！

/tmp

这是让一般使用者暂时存放档案的地方，例如你在安装 Linux 下的软件时，可能软
件预设的工作目录就是 /tmp ，所以你要定期的清理一下，当然，重要数据最好不
要放在这里！

/usr

这是最重要的一个目录了，里面含有相当多的系统信息，内有许多目录，用来存放
程序与指令等等。这个目录有点像是 Windows 底下的『Program Files』那个目录
说～

/usr/bin

放置可执行程序，如前所说，这个目录的档案与 /bin 几乎是相同的。

/usr/include

一些套件的 header 檔。基本上，当我们在以 tarball 方式（ *.tar.gz 的方式安装
软件）安装某些数据时，会使用到的一些函式库都在这个目录底下喔！

/usr/lib

内含许多程序与子程序所需的函式库。

/usr/local

在你安装完了 Linux 之后，基本上所有的配备你都有了，但是软件总是可以升级的，
例如你要升级你的 proxy 服务，则通常软件预设的安装地方就是在 /usr/local 中
（ local 是『当地』的意思），同时，安装完毕之后所得到的执行文件，为了与系
统原先的执行文件有分别，因此升级后的执行档通常摆在 /usr/local/bin 这个地
方。
给个建议啦，通常 VBird 都会将后来才安装上去的软件放置在这里，因为便于管理
呦！

/usr/sbin

放置管理者使用程序，与 /sbin 类似的功能

/usr/share/do 放置一些系统说明文件的地方，例如你安装了 lilo 了，那么在该目录底下找一找，
c
就可以查到 lilo 的说明文件了！很是便利！

放置一些程序的说明文件的地方，那是什么？呵呵！就是你使用 man 的时候，会去
/usr/share/ma
查询的路径呀！例如你使用 man ls 这个指令时，就会查出
n
/usr/share/man/man1/ls.1.bz2 这个说明档的内容啰！
/usr/src

这是放置核心原始码的预设目录，未来我们要编译核心的时候，就必须到这个目录
底下呦！

/usr/X11R6

X Window System 存放相关档案的目录

/var

这个目录可就重要了！所有服务的登录文件或错误讯息档案（log files）都在
/var/log 里面，此外，一些数据库如 MySQL 的数据库则在 /var/lib 里头，此外，
使用者未读邮件邮件的预设放置地点为 /var/spool/mail ！呵呵！你说重不重要
呀！？

•

•

需要注意的目录
在 Linux 系统中，有几个目录是特别需要注意的，以下提供几个需要注意的目录，以及预设相
关的用途：
•

/etc：这个目录相当重要，如前所述，你的开机与系统数据文件均在这个目录之下，因此
当这个目录被破坏，那你的系统大概也就差不多该死掉了！而在往后的文件中，你会发
现我们常常使用这个目录下的 /etc/rc.d/init.d 这个子目录，因为这个 init.d 子目录是开启
一些 Linux 系统服务的 scripts （可以想成是 批次檔 ）的地方。而在 /etc/rc.d/rc.local
这个档案是开机的执行档，有点像是旧 Windows 系统下的 autoexec.bat 及 config.sys 檔。
所以，如果你有需要在开机加载的服务或执行档案，可以写在这个档案的最后一行，则
开机时就会自动帮你加载执行档了！

•

/bin, /sbin, /usr/bin, /usr/sbin：这是系统预设的执行文件的放置目录，例如 root 常常使用
的 userconf, netconf, perl, gcc, c++ 等等的数据都放在这几个目录中，所以如果你在提示字
符下找不到某个执行档时，可以在这四个目录中查一查！其中， /bin, /usr/bin 是给系统使
用者使用的指令，而 /sbin, /usr/sbin 则是给系统管理员使用的指令！

•

/usr/local：这是系统预设的让你安装你后来升级的套件的目录。例如，当你发现有更新的
Web 套件（如 Apache ）可以安装，而你又不想以 rpm 的方式升级你的套件，则你可以
将 apache 这个套件安装在 /usr/local 底下。安装在这里有个好处，因为目前大家的系统
都是差不多的，所以如果你的系统要让别人接管的话，也比较容易上手呀！也比较容易
找的到数据喔！因此，如果你有需要的话，通常我都会将 /usr/local/bin 这个路径加到我
的 path 中。

•

/home：这个是系统将有账号的人口的家目录设置的地方。

•

/var：这个路径就重要了！不论是登入、各类服务的问题发生时的记录、以及常态性的服
务记录等等的记录目录，所以当你的系统有问题时，就需要来这个目录记录的档案数据
中察看问题的所在啰！而 mail 的预设放置也是在这里，所以他是很重要的喔！

•

/usr/share/man, /usr/local/man：这两个目录为放置各类套件说明档的地方，例如你如果
执行 man man，则系统会自动去找这两个目录下的所有说明文件，如果有相同的数据就
会叫出来给你幽！

一般主机可能会分配的磁盘情况
好了，知道了 Linux 的档案权限，目前也知道了各个档案内可能摆放的数据是什么了，那么再
来说说你的目录与磁盘分割之间的相关性。通常一般的大型主机都不会将所有的数据放置在一
个磁盘中（就是只有一个『 / 』根目录），这有几个目的：
•

安全性考虑：你的系统通常是在 /usr/ 中，而个人数据则可能放置在 /home 当中，至于一
些开机数据则放置在 /etc 当中。如果将所有的数据放在一起，当你的系统不小心被黑客
破坏，或者不小心自己砍了一个小东西，则所有的咚咚也都跟着不见了.....这对于我们市

井小民 或许无所谓，再安装一次就好了，但是对于一些大型企业可不行这样！因此需要
将数据分别放置于不同的磁盘中，会比较保险些。
•

便利性：如果你需要升级你的系统的话，是否需要重新 format 安装呢？有些数据例如
/home 里面的数据为个人用户的数据，似乎与系统无关！所以如果你将这些数据分别放置
于不同的磁盘，则你要升级或者进行一些系统更动时，将比较有弹性。

你或许可以将你的系统做成这样的 partition 分布：
/
/boot
/usr
/home
/var
这是比较常见的磁盘分布情况，其中，
•
•
•
•

/ 根目录可以分配约 256 MB 以内；
/boot 大概在 50 MB 就可以了，因为开机档案并不大；
/var 就至少需要 1GB 以上，因为你的 mail 、 proxy 预设的储存区都在这个目录中，除
非你要将一些设定改变！
/home 与 /usr 通常是最大的，因为你所安装的数据都是在 /usr/ 当中，而用户数据则放置
在 /home 当中，因此通常书上都会建议你将所剩下的磁盘空间平均分配给这两个目录说！

无论如何，每部主机的环境与功能用途都不相同，自然其磁盘的分配就会不太一样，因此，上
面的设定您就看看就好，等您将整个网页内容全 K 完了，那么大概就知道怎样设定您的主机最
恰当啦！接着下来，我们来谈一谈简单的档案与目录的管理了！

本章习题练习 ( 要看答案请将鼠标移动到『答：』底下的空白处，按下左键圈选空白处即可察看
)
1. 早期的 Unix 系统文件名最多允许 14 个字符，而新的 Unix 与 Linux 系统中，文件名最多可以容许几个字
符？
2. 当一个档案属性为 –rwxrwxrwx 则表示这个档案的意义为？
3. 我需要将一个档案的属性改为 –rwxr-xr-- 请问该如何下达指令？
4. 若我需要更改一个档案的拥有者与群组，该用什么指令？
5. Linux 传统的档案系统为何？此外，常用的 Journaling 档案格式有哪些？
6. 请问底下的目录与主要放置什么数据
/etc/：
/etc/rc.d/init.d：
/boot：
/usr/bin, /bin：
/usr/sbin, /sbin：
/dev：
/var/log：
方
7. 若一个档案的档名开头为『 . 』，例如 .bashrc 这个档案，代表什么？另外，如何显示出这个文件名与他
的相关属性？

Linux 档案与目录管理
目录与路径：
由前一章节『Linux 的档案权限与目录配置』中约略了解到 Linux 的『树状目录』概念之后，接下来就得要实际的来搞定一些基
本的路径问题了！这些问题当中，最重要的莫过于『绝对路径』与『相对路径』的意义啦！赶紧来了解一下！

•

绝对路径与相对路径：
在开始目录的切换之前，你必须要先了解一下所谓的『路径, PATH』，有趣的是：什么是『相对路径』与『绝对路径』？
如果你还记得前一章的内容的话，那么应该还记得 Linux 里面的目录是呈现『树状目录』的情况，有就是有分支的啦！
好了，假设你需要在任意一个目录下变换到根目录的 etc 底下，那么你就应该要使用『 cd /etc 』这个情况，这也就是
所谓的『绝对路径』，他是从根目录连续写上来的一个情况，所以不论你在哪一个路径现执行这一个指令，都会将你移动
到该路径下。那如果我是使用『 cd etc 』呢？那表示你要切换到『目前这个目录下的 etc 目录中』，情况可是不一样的
呦！通常第一次接触 Linux 的使用者常会搞错这一个路径的观念！
绝对路径：路径的写法『一定由根目录 / 写起』，例如： /usr/share/doc 这个目录。
相对路径：路径的写法『不是由 / 写起』，例如由 /usr/share/doc 要到 /usr/share/man 底下时，可以写成： 『cd
../man』这就是相对路径的写法啦！

•
•

那么相对路径与绝对路径有什么了不起呀！？喝！那可真的是了不起了！假设您写了一个套件，这个套件共需要三个目录，
分别是 etc, bin, man 这三个目录，然而由于不同的人喜欢安装在不同的目录之下，假设甲安装的目录是
/usr/local/packages/etc, /usr/local/packages/bin 及 /usr/local/packages/man ，不过乙却喜欢安装在
/home/packages/etc, /home/packages/bin, /home/packages/man 这三个目录中，请问如果需要用到绝对路径的话，那
么是否很麻烦呢？是的！如此一来每个目录下的东西就很难对应的起来！这个时候相对路径的写法就显的特别的重要了！

此外，如果您跟我一样，喜欢将路径的名字写的很长，好让自己知道那个目录是在干什么的，例如：
/data4/staiwan19961109/models-3/smoke 这个目录，而另一个目录在 /data4/staiwan19961109/models-3/cctm ，那么
我从第一个要到第二个目录去的话，怎么写比较方便？当然是『 cd ../cctm 』比较方便啰！对吧！
好了，既然要谈到目录这个东西，自然就需要了解一下有哪些常用的目录『符号』代表的意义啦！
.

代表此层目录

..

代表上层目录

~
代表自己的家目录
~user 代表到 user 这个人的家目录

底下我们要来谈一谈目录与路径的几个常用的指令：
•
•
•
•

cd
变换目录
pwd
显示目前的目录
mkdir 建立一个新目录
rmdir 删除一个里面是空的空目录

•

cd 与 pwd
这两个指令主要是在『变换目前目录』与『显示目前所在目录』的工作，底下说一说他们的用途与语法吧！

•

cd
语法：
[root @test /root ]# cd [相对路径或绝对路径]
参数说明：
路径有『相对路径』与『绝对路径』的分别，请千万小心啰！
范例：
[root @test /root]# cd ..

<==回到上一层目录

[root @test /root]# cd ../home

<==相对路径的写法

[root @test /root]# cd /var/www/html

<==绝对路径的写法

[root @test /etc]# cd

<==回到使用者的家目录

[root @test /etc]# cd ~
[root @test /etc]# cd ~test

<==回到使用者的家目录！
<==回到 test 这个使用者的家目录

说明：
cd 是 change directory 的缩写，这是用来变换工作路径的指令。注意，路径与 cd 指令之间存在一个空格！一登入 Linux
系统后，root 会在 root 的家目录，亦即 /root 下，至于使用者会在预设的 /home/username 底下，例如鸟哥的 ID 为 vbird
，则以 vbird 的身份登入后，会到 /home/vbird 这个路径下。OK！那回到上一层可以用『 cd .. 』而到相对路径可到『 cd
../bird』，至于绝对路径则是 cd /usr/sbin ！注意喔，在前面的提示字符会改变路径名称！此外，家目录还有一个代码，那
就是『 ~ 』符号！例如上面的例子可以发现，使用『 cd ~ 』可以回到个人的家目录里头去呢！ 此外，如果你的 Linux
主机当中有个 testing 的账号，你要到他的家目录去，可以下达『 cd ~testing』立刻去到 testing 的家目录啰！

•

pwd
语法：
[root @test /root ]# pwd
范例：
[root @test root]# cd /home/test
[root @test test]# pwd
/home/test
<==显示目前你所在的目录呦！

说明：
pwd 是 print working directory 的缩写，也就是显示目前所在目录的指令，例如在上个表格最后的目录是 /home/test 这个目
录，但是提示字符仅显示 test ，如果你想要知道目前所在的目录，可以输入 pwd 即可：
此外，由于很多的套件所使用的目录名称都相同，例如 /usr/local/etc 还有 /etc ，但是通常 Linux 仅列出最后面那一个目
录而已，这个时候你就可以使用 pwd 来知道你的所在目录啰！免得搞错目录，结果……

•

mkdir 与 rmdir 管理目录：
那么要如何建立删除目录呢？很简单呀！就用 mkdir 与 rmdir ，看出来了吗？没错啦！就是 make/remove directory 的缩
写说！看要怎么用吧！

•

mkdir
语法：
[root @test /root ]# mkdir [-mp] [目录名称]
参数说明：
-m ：设定档案的权限喔！直接设定，不需要看 umask 这个内容的脸色！
-p ：帮助你直接将上面的目录递归建立起来！
范例：
[root @test /root]# cd tmp
[root @test /tmp]# mkdir test<==建立名称为 test 的目录
[root @test /tmp]# mkdir -p test1/test2/test3/test4 <==直接建立 test2...等上层目录
[root @test /tmp]# mkdir -m 711 testqq <==建立权限为
[root @test /tmp]# ll test*
drwxrwxr-x
2 test
test
4096 Feb 6 20:47
drwxrwxr-x
3 test
test
4096 Feb 6 20:48
drwx--x--x
2 test
test
4096 Feb 6 20:48

711 的目录！
test/
test1/
testqq/

说明：
如果想要建立新的目录的话，那么就使用 mkdir 吧！ 不过，请注意呦！在预设的情况下，你所需要的目录得一层一层的
建立才行！例如：假如你要建立一个目录为 /home/bird/testing/test1，那么首先必须要有 /home 然后 /home/bird ，再来
/home/bird/testing 都必须要存在，才可以建立 test1 这个目录！假如没有 /home/bird/testing 时，就没有办法建立 test1 的目
录啰！不过，现在有个更简单有效的方法啦！那就是加上 -p 这个参数喔！你可以直接下达：『 mkdir -p
/home/bird/testing』则系统会自动的帮你将 /home, /home/bird, /home/bird/testing 依序的建立起目录！并且，如果该目录
本来就已经存在时，系统也不会显示错误讯息喔！挺快乐的吧！ ^_^

•

rmdir
语法：
[root @test /root ]# rmdir [-p] [目录名称]
参数说明：
-p ：将上层的目录也删除吧！
范例：
[root @test /root]# rmdir test<==删除名称为 test 的目录
[root @test tmp]# ll
drwxrwxr-x
3 test
test
4096 Feb 6 20:48 test1/
[root @test tmp]# rmdir test1
rmdir: `test1': Directory not empty
[root @test tmp]# rmdir -p test1/test2/test3/test4
[root @test tmp]$ ll

说明：
如果想要建立删除旧有的目录时，就使用 rmdir 吧！例如将刚刚建立的 test 杀掉，使用 rmdir test 即可！请注意呦！目录
需要一层一层的删除才行！而且被删除的目录里面必定不能还有其它的目录或档案！那如果要将所有目录下的东西都杀掉
呢？！这个时候就必须使用 rm -rf test 啰！不过，还是使用 rmdir 比较不危险！不过，你也可以尝试以 -p 的参数加入，
来删除上层的目录喔！

•

环境变量 PATH
在提过了绝对路径、相对路径与指令的下达方式之后，您应该会稍微注意到一件事情，那就是：『为什么我可以在 /root

底下执行 /bin/ls 这个档案呢？』对呀！为什么我可以直接执行 ls 就一定可以显示出一些讯息而不会说找不到该档案呢？
这是因为环境变量 PATH 的帮助所致呀！当我们在执行一个指令的时候，系统会依照 PATH 的设定去每个 PATH 定义
的路径下搜寻档案，先搜寻到的指令档案先被执行之！现在，请下达 echo $PATH ， echo 有『显示、印出』的意思，而
PATH 前面加的 $ 表示后面接的是变量，所以即会显示出目前的 PATH 了！
[root@test root]# echo $PATH
/sbin:/usr/sbin:/bin:/usr/bin:/usr/X11R6/bin:/usr/local/bin:/usr/local/sbin

注意到了吗？对啦！ /bin 在 PATH 的设定之中，所以自然就可以找的到 ls 啦！
•

如果你将 ls 移动到 /root 底下的话，然后你自己本身也在 /root 底下，但是当你执行 ls 的时候，他就是不理你？
怎么办？这是因为 PATH 没有 /root 这个目录，而你又将 ls 移动到 /root 底下了，自然系统就找不到可执行文件了，
因此就会告诉你， command not found ！那么该怎么克服这种问题呢？有两个方法，其一：直接将 /root 的路径加
入 PATH 当中！如何增加？可以使用：
PATH=”$PATH”:/root
这种方式来增加即可！另一种方式则是使用完整档名，亦即直接使用相对或绝对路径来执行，例如：
/root/ls
./ls
因为在同一个目录中，而我们又知道在同一个目录中的目录符号为『 . 』，因此，就以上面的 ./ls 来执行也可以！
这种执行方式以后您应该会很常见到才对！

•

如果我有两个 ls 档案在不同的目录中，例如 /usr/local/bin/ls 底下与 /bin/ls 那么当我下达 ls 的时候，那个 ls 会被
执行？那还用说，就找出 PATH 里面那个目录先被查询，则那个目录下的档案就会被先执行了！

•

咦！既然如此的话，那么为何不要在 PATH 里面加入 . 这个目录，如此一来的话，不就可以直接在所在目录执行
档案了吗？因为 . 代表所在目录嘛！是这样没错！但是有没有想过，如果某天，某个怪怪的使用者在 /tmp 里面写
了一个 ls 的档案，偏偏他是有害的档案，那么当你在 /tmp 底下执行 ls 时，怎么办？！没错，可能会『中标』，
所以啰，为了安全起见，不建议将『 . 』加入 PATH 的搜寻当中！

档案与目录管理：
谈了谈目录与路径之后，再来讨论一下关于档案的一些基本管理吧！档案与目录的管理上，不外乎『显示属性』、『拷贝』、
『删除档案』及『移动档案或目录』等等，由于档案与目录的管理在 Linux 当中是很重要的！尤其是每个人自己家目录的数据
也都需要注意管理！由于我们在执行程序的时后，系统预设有一个搜寻的路径顺序，如果有两个以上相同档名的执行档分别在
不同的路径时，呵呵，就需要特别留意啰！这里我们来谈一谈有关档案与目录的一些基础管理部分吧！
ls
cp
rm
mv

显示文件名称、属性等
拷贝档案或目录
删除档案或目录
移动档案或目录

•

ls
语法：

[root @test /root ]# ls [-ailS]
参数说明：
-a

:全部的档案都列出（连同隐藏档）

-i

:印出 inode 的值

-l

:长的列出，连同档案大小的数据等等

-S

:以档案大小排序

--color=never

:不要显示颜色

--color=always

:均显示颜色

--color=auto

:由系统自行判断！

范例：
[root @test /root]# ls -al
total 48
drwxr-x--4 root
root
drwxr-xr-x
21 root
root
-rw------1 root
root
-rw-r--r-1 root
root
-rw-r--r-1 root
root
-rw-r--r-1 root
root
-rw-r--r-1 root
root
drwx-----2 root
root

4096
4096
524
24
266
249
210
4096

Mar
Mar
Mar
Jun
Jun
Mar
Jun
Mar

10
10
10
11
11
6
11
9

00:37
20:16
00:40
2000
2000
20:50
2000
11:06

.
..
.bash_history
.bash_logout
.bash_profile
.bashrc
.cshrc
.gnupg

-rw------1 root
root
drwx-----2 root
root
-rw-r--r-1 root
root
-rw-r--r-1 root
root
[root @test /]# ls
bin
dev
etc
lib
misc
boot disk1 home lost+found mnt
[root @test /]# ls --color=never
bin
dev
etc
lib
misc
boot disk1 home lost+found mnt
[root @test /]# ls -al|more

524
4096
196
1126

Jan 16 14:37 .mysql_history
Mar 9 11:06 .ssh
Jul 11 2000 .tcshrc
Aug 24 1995 .Xresources

opt
proc

root
sbin

tftpboot
tmp

usr
var

opt
proc

root
sbin

tftpboot
tmp

usr
var

说明：
还记得我们在解释档案的一些属性与目录的结构的那一章吗？！对啦！我们使用的第一支指令就是 ls 啦！通常我们
都需要知道这个文件名称『目录』还是『档案』？所以，我都喜欢使用『 ll』这个指令，其实那就是 ls -l 的意思
啦！不论如何，你都可以尝试着执行这之指令来视察你的档案！
请注意呦！不要忘记你的资料的主要咚咚！尤其是前面几个主要的属性呦！另外，你有没有发现如果在远程以 telnet
或者是 putty 的联机程序登入主机的时后，由于 Linux 预设使用有颜色的方式显示方式，但是像上表一样，蓝色的字
样根本就是很难看到！这个时候通常我都是使用『ls --color=never 』来丢掉颜色！那如果想让 ls 预设没有颜色的
话，可以在 /root/.bashrc 或者是你的家目录的 .bashrc 这个档案中加入下面这一行：
alias ls='ls --color=never'
这样就可以把颜色去到了！至于 alias 是在干嘛的？我们到了 bash 这个 shell 的时候再来谈吧！

•

cp
语法：

[root @test /root ]# cp [-drsu] [来源档] [目的档]
参数说明：
-d

：在进行 copy 的时候，如果是 copy 到 link 档案，若不加任何参数，则预设情况中会将 link 到的源文件
copy 到目的地，若加 -d 时，则 link 档案可原封不动的将 link 这个快捷方式其拷贝到目的地！

-r

：可以进行目录的 copy 呦！

-s

：做成连结档，而不 copy 之意！与 ln 指令相同功能！

-u, --update：如果来源档比较新，或者是没有目的档，那么才会进行 copy 的动作！可用于备份的动作中！
范例：
[root @test /root]# cp

.bashrc bashrc

<==将 .bashrc 拷贝成 bashrc 这个档案！

[root @test /root]# cp -r /bin /tmp/bin
<==这个功能就好玩啦！这是用来 copy 整个目录的参数！
[root @test /root]# cp -s .bashrc bashrc
<==将 .bashrc 建立一个连结档，档名为 bashrc
[root @test /root]# cp -u /home/.bashrc .bashrc <==先检查 /home/.bashrc 是否与 .bashrc 不同，如果不同的话就开始 copy
一份！如果相同则不做任何动作！

说明：
这个指令会常用到的呦！因为我们得常常需要 copy 资料呀！所以需要了解一下喔！如果你有些很大档案的需要备份，
偏偏这个档案的更新率很低，那么每次备份都需要在 copy 一份吗？看来是不需要了！你可以使用『cp -u 来源档 目
的档』来备份呦！如此一来，当档案被改变过后，才会进行 copy 的动作！

•

rm
语法：

[root @test /root ]# rm [-fir] [檔名]
参数说明：
-i

:提供使用者确认（这是默认值）

-r

:循环，就是一直杀掉，直到没有东西为止的意思

-f

:force ，就是强力杀掉啦！

范例：
[root @test /root]# cp .bashrc bashrc<==建立一个新档案， bashrc
[root @test /root]# rm bashrc
rm: remove `bashrc'?
[root @test /root]# mkdir testing
[root @test /root]# cp .bashrc testing
[root @test /root]# rmdir testing

<==会显示如下的提示：

rmdir: `testing': Directory not empty
[root @test /root]# rm -rf testing

<==由于 testing 里面有 .bashrc ，所以砍不掉！
<==持续删除该目录下的所有档案与目录

说明：
这是移除的指令，相当于 dos 下的 del 指令！这里要注意的是，通常在 Linux 系统下，为了怕档案被误杀，所以都已
经有 -i 这个参数， -i 是指每个档案被杀掉之前都会让使用者确认一次，以预防误杀档案！而如果要连目录下的东西
都一起杀掉的话，例如子目录里面还有子目录时，那就要使用 -rf 这个参数了！不过，使用『 rm -rf 』这个指令之
前，请千万注意了，因为，该目录或档案『肯定』会被 root 杀掉！因为系统不会再次询问你是否要砍掉呦！ 所以那
是个超级严重的指令下达呦！得特别注意！不过，如果你确定该目录不要了，那么使用 rm -rf 来循环杀掉是不错的方

式！

•

mv
语法：

[root @test /root ]# mv [-u] [来源档] [目的档]
参数说明：
-u

:同样的，为 update 的简写，当来源档比目的档还新的时后才会动作！

范例：
[root @test /root]# cp .bashrc bashrc
[root @test /root]# mv bashrc bashrc.old
[root @test /root]# mv bashrc bashrc2 /tmp<==将 bashrc 与 bashrc2 移动到 /tmp
这个目录下！请注意，最后一个才是最终的目标，其它的都是 SOURCE

说明：
这是搬移的意思！当你要移动档案或目录的时后，呵呵！这个指令就很重要啦！同样的，你也可以使用 -u ( update )
才测试新旧档案，看看是否需要搬移啰！另外一个用途就是『变更档名！』，我们可以很轻易的使用 mv 来变更一的
档案的档名呢！

•

basename
语法：

[root @test /root ]# basename [目录]
参数说明：
范例：
[root @test /root]# basename /usr/local/etc
etc
这个指令会将后面的[目录]仅撷取出最后面的那个目录或档案，
以上面的例子来看， /usr/local/etc 不论 etc 是目录或档案，
他都会被撷取出来，因为他是最后一个出现的咚咚！

说明：
这个指令颇有点意思～他可以将一个目录或档案的最后一个咚咚秀出来！所以，未来如果你有要使用变量，并且取出
最后一个数据(不论是档案还是目录)，那么使用这个玩意儿就对啦！ ^_^

•

dirname
语法：

[root @test /root ]# dirname [目录]
参数说明：
范例：
[root @test /root]# dirname /usr/local/etc
/usr/local
恰恰与 basename 相反，他仅是秀出来前面的『目录』部分喔！

说明：
这个指令恰恰与 basename 相反的啦！呵呵！很好玩吧！这部份也最常用在我们第三部分要讲的 Shell 的学习中喔！
用最多的地方应该是 scripts 啦！用这两个宝贝蛋来撷取部分数据的内容！有用的很！

观看档案内容：cat, tac, more, less, head, tail, nl,
刚刚我们提到的都只是在于显示档案的外观，或者是移动与复制一个档案或目录而已，那么如果我们要视察一个档案的内容时，
该如何是好呢？！这里有相当多有趣的指令可以来分享一下：最常使用的显示档案内容的指令可以说是 cat 与 more 及 less 了！
此外，如果我们要查看一个很大型的档案（好几百 MB 时），但是我们只需要后端的几行字而已，那么该如何是好？呵呵！用
tail 呀，此外， tac 这个指令也可以达到！好了，说说各个指令的用途吧！
cat
tac
more
less
head
tail
nl
od

由第一行开始显示档案内容
从最后一行开始显示，可以看出 tac 是 cat 的倒着写！
一页一页的显示档案内容
与 more 类似，但是比 more 更好的是，他可以往前翻页！
只看头几行
只看尾巴几行
显示的时候，顺道输出 行号！
以二进制的方式读取档案内容！

底下我们来谈一谈每个指令的基本用法吧！

•

cat

语法：
[root @test /root ]# cat [-nAE]
参数说明：
-n:

显示时，连行号印出屏幕上。

-A:

将 DOS 下的 <tab> 与断行字符都列出来！

-E:

将 DOS 编辑的文件中，仅列出 断行字符出来！

范例：
[root @test /root]# cat ~/.bashrc
# .bashrc

<==显示 .bashrc 这个档案

# User specific aliases and functions
PATH="/bin:/sbin:/usr/sbin:/usr/bin:/usr/local/sbin:/usr/local/bin:$PATH"
alias rm='rm -i'
alias cp='cp -i'
alias mv='mv -i'
alias ll='ls -l --color=never'
[root
1
2
3
4
6
7
8
9

@test /root]# cat ~/.bashrc -n
# .bashrc

<==显示 .bashrc 并且加上行号！

# User specific aliases and functions
PATH="/bin:/sbin:/usr/sbin:/usr/bin:/usr/local/sbin:/usr/local/bin:$PATH"
alias rm='rm -i'
alias cp='cp -i'
alias mv='mv -i'
alias ll='ls -l --color=never'

[root @test /root]# cat -A regexp.txt
This is a cat, however, I need a dog.^M$
I want to "Happy" and <Happy> and /Happy/ here.^M$
OK! ^Ieverythins is OK^M$
Now, I will eat my food^M$
are you ^Ifinished your work^M$
what do you 123 goto where^M$
显示出 DOS 档案的几个特殊符号，以上面档案为例，
可发现 ^M 为断行符号，而每行的 $ 为行尾符号，
至于 ^I 则是 <tab> 按键啦！

说明：
嘿嘿！ Linux 里面有『猫』？！喔！不是的， cat 是 Concatenate （连续）的简写，主要的功能是将一个档案的内容
连续的印出在屏幕上面！例如上面的例子中，我们将重要的参数档 .bashrc 印出来！如果加上 -n 的话，则每一行前面
还会加上行号呦！cat 比较少用！毕竟当你的档案内容的行数超过 40 行以上，嘿嘿！根本来不及看！所以，配合
more 或者是 |more 来执行比较好！此外，如果是一般的 DOS 档案时，就需要特别留意一些奇奇怪怪的符号了，例如
断行与<tab>等，要显示出来，就得加入 -A 之类的参数了！。

•

tac
语法：

[root @test /root ]# tac [檔名]
参数说明：
范例：
[root @test /root]# tac ~/.bashrc <==发现了没？反向印出呦！
fi
. /etc/bashrc
if [ -f /etc/bashrc ]; then
# Source global definitions
alias h='history'
alias lm='ls -al|more'
alias ll='ls -l'
# alias ll='ls -l --color=never'
alias mv='mv -i'
alias cp='cp -i'
alias rm='rm -i'
export PATH
PATH="/bin:/sbin:/usr/sbin:/usr/bin:/usr/local/sbin:/usr/local/bin:$PATH"
# User specific aliases and functions
# .bashrc

说明：
tac 这个好玩了！怎么说呢？详细的看一下， cat 与 tac ，有没有发现呀！对啦！ tac 刚好是将 cat 反写过来，所以他

的功能就跟 cat 相反啦， cat 是由『第一行到最后一行连续显示在屏幕上』，而 tac 则是『由最后一行到第一行反向
在屏幕上显示出来』，很好玩吧！

•

more
语法：

[root @test /root ]# more [檔名]
参数说明：
范例：
[root @test /root]# more ~/.bashrc <==一页一页的显示档案内容
[root @test /]# ls -al | more <==一页一页的将 ls 的内容显示出来

说明：
more 真是个很有用的指令！我好喜欢呦！当你的档案太大的时后，那么使用 cat 将没有办法看清楚！这个时候你可以
使用 more 来做动作！more 也可以用来做为管线的同时执行之用！例如你在执行 find 这个寻找的指令时，可以同时
使用 |more ，则搜寻结果可以一页一页的列出呦！关于管线( pipe )的用法我们在 bash shell 的地方再来谈！

•

less
语法：

[root @test /root ]# less [檔名]
参数说明：
范例：
[root @test /root]# less ~/.bashrc

说明：
less 的用法比起 more 又更加的有弹性，怎么说呢？在 more 的时候，我们并没有办法向前面翻，只能往后面看，但
若使用了 less 时，呵呵！就可以使用 [pageup] [pagedown] 等按键的功能来往前往后翻看文件，您瞧，是不是更容易
使用来观看一个档案的内容了呢！？
more 与 less 的用途与用法真的是很广啦！首先，你可以在 more 与 less 的画面中进行『搜寻』的工作！如何进行呢？
我们以 less 来说明好了，如果你想要知道 /etc/man.config 这个档案里面有没有一个叫做 GER 的大写字眼，那么可以：

[root @test /root ]# less /etc/man.config
按键说明：
/word：在 /etc/man.config 这个档案中搜寻 word 这个字符串的所在
q
：离开 less 的画面

然后在输入 / 之后，光标会移动到最左下角等待输入，这个时候您只要输入你的字符串之后，就会自动的帮你找出来
该关键词啰！

•

head
语法：

[root @test /root ]# head [-n number] [檔名]
参数说明：
-n ：显示 number 行
范例：
[root @test /root]# head ~/.bashrc <==预设情况下，显示头十行
[root @test /root]# head -n 20 ~/.bashrc<==显示头二十行！

说明：
head 的英文意思就是『头』啦，那么这个东西的用法自然就是显示出一个档案的前几行啰！没错！就是这样！若没有
加上 -n 这个参数时，预设只显示十行，若只要一行呢？那就加入『 head -n 1 filename 』即可！

•

tail
语法：

[root @test /root ]# tail [-n number] [檔名]
参数说明：
-n ：显示 number 行
范例：
[root @test /root]# tail ~/.bashrc
[root @test /root]# tail -n 5 ~/.bashrc <==只显示最后面五行！

说明：
那么有 head 自然就有 tail ( 尾巴 ) 啰！没错！这个 tail 的用法跟 head 的用法差不多类似，只是显示的是后面几行就
是了！预设也是显示十行，若要显示非十行，就加 -n number 的参数！

例题一：假如我想要显示 ~/.bashrc 的第 11 到第 20 行呢？
答：
这个应该不算难，想一想，在第 11 到第 20 行，那么我取
前 20 行，再取后十行，所以结果就是：『 head –n 20
~/.bashrc | tail –n 10 』，这样就可以得到第 11 到第
20 行之间的内容了！但是里面涉及到管线命令，需要在第
三篇的时候才讲的到！

•

nl
语法：

[root @test /root ]# nl [檔名]
参数说明：
范例：
[root @test /root]# nl ~/.bashrc

说明：
那么 nl 又是什么？这也没什么，这个指令的用法跟 cat -n 的用法类似，也就是『可以印出行号』的指令来查看档案
啦！也是挺好用的！

•

od
语法：

[root @test /root ]# od [檔名]
参数说明：
范例：
[root @test /root]# od ~/.bashrc
0000000 020043 061056 071541 071150
0000020 020162 070163 061545 063151
0000040 071545 060440 062156 063040
0000060 050012 052101 036510 027442
0000100 035156 072457 071163 071457
0000120 061057 067151 027472 071565
0000140 061163 067151 027472 071565
0000160 064542 035156 050044 052101
0000200 020164 040520 044124 005012
0000220 023475 066562 026440 023551
0000240 036560 061447 020160 064455
0000260 073155 023475 073155 026440
0000300 071541 066040 036554 066047
0000320 066157 071157 067075 073145
0000340 020163 066154 023475 071554
0000360 071541 066040 036555 066047
0000400 062562 005047 066141 060551
0000420 067564 074562 005047 021412
0000440 066147 061157 066141 062040
0000460 071556 064412 020146 020133
0000500 060542 064163 061562 056440
0000520 020056 062457 061564 061057
0000540 000012
0000541

005143
061551
067165
064542
064542
027562
027562
021110
066141
060412
005047
023551
020163
071145
026440
020163
020163
051440
063145
063055
020073
071541

021412
060440
072143
035156
035156
067554
067554
062412
060551
064554
066141
021412
066055
005047
023554
060455
036550
072557
067151
027440
064164
071150

052440
064554
067551
071457
072457
060543
060543
070170
020163
071541
060551
060440
026440
066141
060412
076154
064047
061562
072151
072145
067145
005143

062563
071541
071556
064542
071163
027554
027554
071157
066562
061440
020163
064554
061455
060551
064554
067555
071551
020145
067551
027543
004412
064546

说明：
好了，那么如果有一个非 ASCII 的数据文件呢？例如那个 binary 的档案！使用 vi 根本就是看不着～这个时候看来只
有使用将整个数据以数值方法读出来啦！那就是 od 这个指令来读出来呦！这个东西可以用来输出该数据为十进制、
16 进位等等的数据格式！不过这个东西对于工程师可能比较有用啦！因为印出来的东西都是数字或内存当中的数据～～

连结档的介绍：
在开始介绍介绍连结档 ( Link ) 之前，我们得先来了解一下什么是 inode 这个东西？说实在的，这个东西真的很重要，不了解他
的时候，很容易搞错很多的咚咚！

•

什么是 inodes ？
要提到 inode 之前，我们得先来了解一下硬盘的整体构造才行！硬盘里面有多个硬盘盘组合在一起，而一个硬盘盘可以如
下图所示，硬盘盘为圆形的，其中，每一个硬盘盘上面都有个可以读写的磁头( Head )，而当这个磁头固定住，让硬盘盘
转一圈，那么那一个圆形的就是磁道( Track )啦，而在硬盘内的几个硬盘盘同半径的那一圈的磁道总和称为磁柱
( Cylinder )，而由圆心向外画出直线，可以得到如下图所示，那么那一颗一颗的咚咚，就是硬盘的最小储存物理量，我们

称为扇区( setctor )，一个扇区的物理量大约是 512 bytes ( 约 0.5K )。
磁头 ( Head ) ：可擦写的金属磁盘；
磁道 ( Track ) ：读写头转一圈 ( 同心圆的一圈 ) 的量；
扇区 ( Sector ) ：最小的物理储存量。

好了，知道了大体的硬盘构造之后，再来谈一谈怎么硬盘分割( partition )呢？我们在进行硬盘分割的时候，最小都是以磁
柱为单位进行分割的，那么分割完成之后自然就是格式化( format )啰，在 Linux 里面我们在进行格式化的时候必须要考虑
到 Block 与 inode 的信息，这个 block 还好理解，他是我们磁盘可以记录的最小单位，是由数个 sector 所组成的，所以
他的大小通常为 n*512 bytes ，例如 4K 。那么 inode 是什么？ Block 是记录『档案内容数据』的地区，而 inode 则是记
录『该档案的属性、及该档案放置在哪一个 Block 之内』的信息！所以，每个档案都会占用到至少一个 inode 。而当我
们 Linux 系统要找到这个档案时，他会先去搜寻 inode table 找到这个档案的属性及数据放置的地区，然后再到数据去找
到数据存放的 Block 进而将数据取出利用。这个 inode 数目在一开始就会被设定好，他的设定方式通常是利用 ( 硬盘大
小 / 一个容量 )，这个容量至少应该比 Block 要大一些较佳，例如刚刚的 Block 订为 4K ，那么 inode 可以订为 8K 左
右。所以，一颗 1GB 的硬盘，如果以 8K 来规划他的 inode 数时，他的 inode 就会有 131072 个 inode 啦！而一个 inode
的大小为 128 bytes 这么大！这么一来的话，我们就可以清楚的知道了，那就是一个 partition 格式化为一个 filesystem 之
后，基本上，他一定会有 inode table 与 data area 两个区块，一个用来记录档案的信息与该档案放置的 block 区块，一个
用来记录档案的内容！
由于我们 Linux 在读取数据的时候，是先查询 inode table 以得到数据是放在那个 Block 里面，然后再去该 Block 里面读
取真正的数据内容！然后，那个 block 是我们在格式化硬盘的时候规定出来的一个值，这个 block 是由 2 的 n 次方个
sector 所集结而成的！所以，他是 0.5K 的倍数喔！假设我们 block 规划为 4KBytes 好了，那么由于一个 inode 与一个
block 最多均只纪录一个档案，所以，哈哈！如果你的一个档案有 0.1 K bytes 这么大时，你要晓得的是，由于你的 block
为 4K bytes ，因此，你就会有 3.9 Kbytes 的空间『浪费掉』喔！所以，当你在格式化硬盘的时候，请千万注意到你的系
统未来的使用方向喔！
•
•

•

当 block 越小 ( 最小为 0.5K ) 、inodes 越多，可利用空间越多，但是大档案写入效率较差：适合档案数量多但是
档案容量小的系统，例如 BBS 或者新闻群组 news 这方面的服务之系统；
当 block 越大 ( 最大可到 16 * 0.5K 以上 ) 、 inodes 数越少，大档案写入效率较佳，但浪费的空间较多：适合档
案容量大的系统。

ln
OK！知道了什么是 inode 与他的功能之后，接着下来就要来介绍 link 这个玩意儿了！说到 link 其实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说穿了，就真的有点像是 Windows 的『快捷方式』一样，不过， link 的功能要好的多呦！ Link 又分为 hard link 与
symbolic link 两种方式，分别来谈一谈：
•

Hard Links：
刚刚说过，当系统要读取某一个档案的时候，就会先去读 inode table ，然后再根据 inode 的信息到 block area 去将
数据取出来利用！而 hard link 就是直接再建立一个 inode 连结到档案放置的 block 区块。也就是说，进行 hard
link 的时候，实际上，你的档案内容不会改变，只是你在查询的时候，利用原来的 inode 与后来的 inode 均可被指
定到该档案放置的地点，因此两个档案的内容会是一样的！所以读取任何一个 inode 的结果都是存取在同一个档案
的内容就是了。不过，这样一来就有个问题啦，因为 inode 是会连结到 block 区域去的，而『目录』本身仅消耗
inode 而已，那么一来的话， hard link 不就不能 link 目录啦？对的！没错！ Hard link 有两个最大的限制：
1. 不能跨 filesystem ，因为不同的 filesystem 有不同的 inode table 嘛！
2. 不能 link 目录！

•

Symbolic Links：

相对于 hard link ， Symbolic link 可就好理解多了，基本上，他就是在建立一个独立的档案，而这个档案会让数据
读取指向他 link 的那个档案内容！由于只是利用档案来做为指向的动作，所以，当来源档被删除之后，symbolic
link 的档案会『开不了』，会一直说『无法开启某档案！』
所以，看样子，似乎 hard link 比较安全，因为即使某一个 inode 被杀掉了，只要有任何一个 inode 存在，那么该档案就
不会不见！不过，不幸的是，由于 Hard Link 的限制太多了，包括无法做『目录』的 link ，所以在用途上面是比较受限
的！反而是 Symbolic Link 的使用方向较广喔！好了，说的天花乱坠，看您也差不多快要昏倒了！没关系，实作一下就知
道怎么回事了！
特别留意，底下的案例中，我们是将系统的设定文件 copy 到 /root/test 底下进行测试用的，请不要在 /etc/ 底下做，未来
我们的工作目录都会在 /root/test 底下进行，这有个好处，是可以让您清楚的知道，这是用来 test 用的啦！
语法：
[root @test /root ]# ln [-s] [来源档] [目的档]
参数说明：
-s

:提供连结档的连结！如果直接以 ln 不加任何参数的话，那么就属于 hard link 啰！

范例：
[root @test /root]# mkdir test
[root @test /root]# cd test
[root @test /test]# cp /usr/bin/passwd .
0. 原本的信息：
[root @test /test]# ll
-rw-r--r-- 1 root
root

13476 Jun 26 11:31 passwd

[root @test /test]# du -k <==查看该目录下的占用硬盘空间
20
1. Hard Link 信息：
[root @test /test]# ln passwd passwd-hard
[root @test /test]# ll
total 32
-rw-r--r-- 2 root
root
13476 Jun 26 11:31 passwd
-rw-r--r-- 2 root
root
13476 Jun 26 11:31 passwd-hard
注意看，上面那个数字变成 2 啰！这就是占用掉 inodes 啰！
[root @test /test]# du -k
20

<==注意看，容量并没有变大！因为是 link 档案呀！

2. Symbolic Link 信息：
[root @test /test]# ln -s passwd passwd-soft; ll
-rw-r--r-2 root
root
13476 Jun 26 11:31 passwd
-rw-r--r-2 root
root
13476 Jun 26 11:31 passwd-hard
lrwxrwxrwx
1 root
root
6 Jun 26 11:37 passwd-sofe -> passwd
注意啰！该 Symbolic Link 的档案是有容量的呦！
注意啰， passwd-soft 会指到另外一个档案去，而且，最前面属性显示 l ，
此外，他是一个独立的档案！先杀掉 passwd 后，我们分别 more 一下内容：
3. 用 more 来试试看是怎样？！
[root @test test]# rm passwd
rm: remove regular file `passwd'? y
[root @test test]# more passwd-hard
………(正常显示)
[root @test test]# more passwd-soft
passwd-soft: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说明：
要注意啰！如果不加任何参数的话，那么就是 Hard Link 啰！如同上面的情况，增加了 hard link 之后，可以发现
link 那一栏属性增加了！而如果这个时候砍掉 passwd 会发生什么事情呢？呵呵！ passwd-hard 的内容还是会跟原来
passwd 相同，但是 passwd-soft 就会找不到该档案啦！就是这样！了解了吗？！还有，跟 cp 也不一样呦！因为虽然
Hard Link 的档案看起来是有容量的，但是基本上还是指向原来的档案，所以啰，整体容量是没有增大的啦！
而如果使用 -s 的参数时，就做成差不多是 Windows 底下的『快捷方式』的意思（Symbolic Link，较常用！）不过，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 Linux 的 link 与 Windows 的快捷方式是不一样的东西！举个例子说，当你在 Windows 建立一
个快捷方式时，你可以在这个快捷方式内修改任何数据，而你的原始数据并不会跟着变！不过，当你修改 Linux 下的
link 档案时，则更动的其实是『原始档』，呵呵，所以不论你的这个原始档被连结到哪里去，只要你修改了连结档，
呵呵！原始档就跟着变啰！以上面为例，由于你使用 -s 的参数建立一个名为 passwd-soft 的档案，则你修改 passwdsoft 时，其内容与 passwd 完全相同，并且，当你按下储存之后，被改变的将是 passwd 这个档案！
此外，如果你做了底下这样的连结：
ln –s /bin /root/bin

那么如果你进入 /root/bin 这个目录下，『请注意呦！该目录其实是 /bin 这个目录，因为你做了连结档了！』所以，
如果你进入 /root/bin 这个刚刚建立的连结目录，并且将其中的数据杀掉时，嗯！ /bin 里面的数据就通通不见了！这
点请千万注意！并不是 /root 底下的资料都是 root 的！还需要注意一下该属性才行！
基本上， Symbolic link 的用途比较广，所以您要特别留意 symbolic link 的用法呢！未来一定还会常常用到的啦！

档案与目录权限：
由 Linux 档案属性 的内容我们可以知道一个档案有若干个属性，包括 ( r, w, x ) 等基本属性，及是否为目录 (d) 与档案 (-) 或者
是连结档 (l) 等等的属性！那么要修改属性的方法在前面也约略提过了，这里再加强补充一下！此外，由于 Linux 还可以设定其
它的系统安全属性，使用 chattr 来设定，而以 lsattr 来查看，最重要的属性就是可以设定其不可修改的特性！让连档案的拥有者
都不能进行修改！这个属性可是相当重要的，尤其是在安全机制上面（ security ）！
chown 改变档案的拥有人
chgrp 改变档案的所属群组
chmod 改变档案的可写、可读、可执行等属性
umask 改变预设的建立档案或目录时的属性
chattr 改变档案的特殊属性
lsattr 显示档案的特殊属性！

•

chown
语法：
[root @test /root ]# chown [-R] user:group [目录名称]
参数说明：
-R

:循环的将该目录下的所有档案都改成 user 与 group 的名称！

范例：
[root
[root
[root
[root

@test
@test
@test
@test

/root]#
/root]#
/root]#
/root]#

mkdir /home/test/testing <==在 /home/test 这个家目录中建立一个名为 testint 的子目录
cp * /home/test/testing
chown test /home/test/testing
chown -R test:test /home/test/testing<==将该目录下的所有目录或档案均变为 test 拥有

说明：
前一个章节才刚讲完，应该不会就这样忘记了吧？！由于 chown 的使用范围较广，所以这里再次的给他复习一下 chown
就好， chgrp 请回前一章内容观看呦！
记得档案有『拥有人』及『拥有群组』吧，这个 chown 就是在改变拥有者的指令。刚接触 Linux 的朋友最容易犯的一个
错误在哪里呢？就是以 root 的身份 copy 一个档案（或路径）给一般使用者（假设为 test ）时，忘记将该档案的所有人
改成 test 了！由于复制者是 root 所以该档案也会是 root 所有！那么 test 当然也就不能修改该档案了！
在上面的例子中，『 chown test /home/test/testing 』这个指令只会将该目录变成 test 的，但是 group 仍然是 root 的
呦！所以你可以使用『 chown test:test /home/test/testing 』，连使用者群组都给他改变一下啰！不过需要注意的是，这两
个指令都只改变了『目录』 的所有权而已！那么在这个目录下的东西也要改变的话，该如何？！呵呵，就使用 -R 这个
参数即可！

•

chmod
语法：
[root @test /root ]# chmod [-R] [parameter] [目录名称]
参数说明：
-R

:循环的一直将该目录的档案均改变之！

范例：
[root @test /root]# chmod 777 .bashrc

说明：
还记得在『档案属性与系统』那一章吧！一个档案或目录至少有九个属性，三个三个一组，共分为三组！而可以使用数字
来当作变换属性的参考依据！各属性如下：
r:4
w:2
x:1
举个例子来说，当一个属性为『-rwxr-xr--』时，那是几分呢？！我们可以将他看成如下『-[rwx][r-x][r--]』三组，所
以分数就变成了『[4+2+1][4+0+1][4+0+0]』共有『754』分啦！这样会算吗？！OK！测试一下，底下的分数为几分：
-r-xr-xr-x
-rwxrw---如果你可以算出『555』与『760』，呵呵！那么你就应该会算啰！所以，如果你要将 .bashrc 设定成所有人都可以读取的

话，就下达『 chmod 777 .bashrc 』吧！其中需要特别注意的是，通常我们都会允许个人网页的设定！那么由于个人网
页预设是记录在/home/userID/public_html 底下，偏偏 /home/userID 的属性为『drwx------』根本就不允许任何人进入！
所以，你最少要将你的目录设定成 『drwx--x--x』 才可以！当然也可以设定成『drwxr-xr-x』！不过不建议设定成
『777』呦！

•

umask
OK！那么现在我们知道如何建立或者是改变一个目录或档案的属性了，不过，您知道当你建立一个新的档案或目录时，
他的预设属性会是什么吗？呵呵！那就与 umask 有关了！那么 umask 是在搞什么呢？基本上， umask 就是指定『目前
使用者在建立档案或目录时候的属性默认值』，那么如何得知或设定 umask 呢？他的指定条件以底下的方式来指定：
语法：
[root @test root]# umask
0022
[root@vbird test]# umask 002
[root@vbird test]# umask
0002

<==后面接 3 个数字！

说明：
查看 umask 数值为直接输入 umask 即可，而设定呢？没错！就是 umask 之后接三个数字！那么如何来指定呢？主要还
是跟 Linux 的档案属性（那九个属性， r, w, x ）有关的，而且是以分数的那一个关系为例的，而有底下的规则为辅：
•
•

若使用者建立为『档案』则预设『没有可执行 ( x ) 项目』，亦即只有 rw 这两个项目，也就是最大为 666 分
--rw-rw-rw若使用者建立为『目录』，则由于 x 与是否可以进入此目录有关，因此预设为所有权限均开放，亦即为 777 分
drwxrwxrwx

那么 umask 指定的是『该默认值需要减掉的权限！』因为 r、w、x 分别是 4、2、1 分，所以啰！也就是说，当要拿掉能
写的权限，就是输入 2 分，而如果要拿掉能读的权限，也就是 4 分，那么要拿掉读与写的权限，也就是 6 分，而要拿掉
执行与写入的权限，也就是 3 分，这样了解吗？请问您， 5 分是什么？呵呵！就是读与执行的权限啦！如果以上面的例
子来说明的话，因为 umask 为 002 ，所以 user, group 并没有被拿掉属性，不过 others 的属性被拿掉了 2 ( 也就是 w 这
个属性 )，那么由于当使用者：
•
•

建立档案时：(-rw-rw-rw-) – (--------w-) ==> -rw-rw-r-建立目录时：(drwxrwxrwx) – (--------w-) ==> drwxrwxr-x

不相信吗？你只要使用 touch test 然后看看这个 test 的档案属性，就可以知道了！那么如何看你这个使用者目前的 umask
呢？直接下达 umask 即可！实作看看先：
[root@vbird
0002
[root@vbird
[root@vbird
[root@vbird
-rw-rw-r-drwxrwxr-x

test]# umask
test]# touch
test]# mkdir
test]# ls -l
1 root
2 root

test1
test2
root
root

0 Oct 22 00:00 test1
4096 Oct 22 00:00 test2/

发现了什么？呵呵！ Test1 的属性为 666-002 = 664 ！正确吗？是的！正确！
而 test2 这个目录呢？就是 777-002 = 775 ！也正确！
[root@vbird test]# umask 003
[root@vbird test]# touch test3
[root@vbird test]# mkdir test4
[root@vbird test]# ll
-rw-rw-r-1 root
root
0 Oct 22 00:03 test3
drwxrwxr-2 root
root
4096 Oct 22 00:03 test4/
嘿！属性又跟刚刚的不一样啰！仔细推敲一下为什么呦！test3 666-003 =663，这是
怎么一回事？！ 663 应该是 -rw-rw--wx 才对啊！怎么会是上面的属性！呵呵！这
里就要特别的给他强调了！『尽量不要以数字相加减啦！』容易造成类似上面的问题！
你应该要这样想(-rw-rw-rw-) - (--------wx)=-rw-rw-r--这样就对啦！了解了吗？
不要用十进制的数字喔！够能力的话，用二进制来算，不晓得的话，用 rwx 来算喔！
^_^

由上面的例子您应该很轻易的就可以发现 umask 的用途！而这个 umask 可以在 /etc/bashrc 里面进行修改喔！预设的情况
之下， root 的 umask 为 022 而一般使用者则为 002 ，因为可写的权限蛮严重的，因此预设都会拿掉这个权限！此外，
因为 root 比较重要！所以为了安全的需求，其同群组的写入属性就被拿掉了！这东西对于安全性也有一定程度的贡献呦！

•

chattr
语法：

[root @test /root ]# chattr [+-=][ASacdistu] [档案或目录名称]
参数说明：
+-=

：分别为 [+ 增加] [- 减少] [= 设定] 属性的意思

A

：当设定了 A 这个属性时，这个档案(或目录)的存取时间 atime (access) 将不可被修改，
可避免例如手提式计算机容易有磁盘 I/O 错误的情况发生！

S

：这个功能有点类似 sync 的功能！就是会将数据同步写入磁盘当中！可以有效的避免数据流失！

a

：当设定 a 之后，这个档案将只能增加数据，而不能删除，只有 root 才能设定这个属性。

c

：这个属性设定之后，将会自动的将此档案『压缩』，在读取的时候将会自动解压缩出来！
但是在储存的时候，将会先进行压缩之后再储存（看来对于大档案似乎蛮有用的！）

d

：当 dump (备份)程序被执行的时候，设定 d 属性将可使该档案(或目录)具有 dump 功效！

i

：这个 i 可就很厉害了！他可以让一个档案『不能被删除、改名、设定连结也无法写入或新增数据！』
对于系统安全性有相当大的帮助！

j

：当使用 ext3 这个档案系统格式时，设定 j 属性将会使档案在写入时先记录在 journal 中！
但是当 filesystem 设定参数为 data=journalled 时，由于已经设定了日志了，所以这个属性无效！

s
u

：当档案设定了 s 参数时，他将会被完全的移除出这个硬盘空间。
：与 s 相反的，当使用 u 来设定档案时，则数据内容其实还存在磁盘中，可以使用来 undeletion.

范例：
[root @test /root]# chattr +i /etc/shadow<==呵呵！如此则无法更动这个档案啰！
[root @test /root]# chattr -i /etc/shadow <==解除该属性！

说明：
这这个指令是重要的，尤其是在系统的安全性上面！由于这些属性是隐藏的性质，所以需要以 lsattr 才能看到该属性呦！
其中，个人认为最重要的当属 +i 这个属性了，因为他可以让一个档案无法被更动，对于需要强烈的系统安全的人来说，
真是相当的重要的！里头还有相当多的属性是需要 root 才能设定的呢！此外，如果是 log file 这种的登录档，就更需要
+a 这个可以增加，但不会被杀掉的参数了！怎样？很棒吧！未来提到登录档的认知时，我们再来聊一聊如何设定他吧！

•

lsattr
语法：
[root @test /root ]# lsattr [-aR]
参数说明：
-a

：将隐藏文件的属性也秀出来；

-R

：连同子目录的数据也一并列出来！

范例：
[root @test /root]# chattr +i .bash_logout
[root @test /root]# lsattr -a
-------------- ./.
-------------- ./..
---i---------- ./.bash_logout
-------------- ./.bash_profile
-------------- ./.bashrc
-------------- ./.emacs
-------------- ./.screenrc

说明：
这两个指令在使用上必须要特别小心，例如：某天你心情好，突然将 /etc/shadow 这个重要的密码记录档案给他设定成为
具有 i 的属性，那么过了若干天之后，你突然要新增使用者，却一直无法新增！别怀疑，赶快去将 i 的属性拿掉吧！

搜寻档案或目录：
档案的搜寻可就厉害了！因为我们常常需要知道那个档案放在哪里，所以来谈一谈怎么搜寻吧！在 Linux 底下也有相当优异的
搜寻系统呦！通常 find 不很常用的！因为速度慢之外，也很操硬盘！通常我们都是先使用 whereis 或者是 locate 来检查，如果
真的找不到了，才以 find 来搜寻呦！为什么呢？因为 whereis 与 locate 是利用数据库来搜寻数据，所以相当的快速，而且并没
有实际的搜寻硬盘，比较省时间啦！
which
whereis
locate
find

查看可执行档案的位置
查看档案的位置
配合数据库查看档案位置
实际搜寻硬盘去查询文件名称

which
语法：

•

[root @test /root ]# which

[文件名称]

参数说明：
范例：
[root @test /root]# which passwd
/usr/bin/passwd

说明：

which 的基本功能是『藉由 PATH 这个环境变量的内容，去该路径内寻找可执行文件』，所以基本的功能在于『寻找
执行档』啰！

•

whereis
语法：

[root @test /root ]# whereis [-bmsu] [目录名称]
参数说明：
-b

:只找 binary 的档案

-m

:只找在说明文件 manual 路径下的档案

-s

:只找 source 来源档案

-u

:没有说明档的档案！

范例：
[root @test /root]# whereis passwd
passwd: /usr/bin/passwd /etc/passwd /usr/share/man/man1/passwd.1.bz2
将 passwd 相关字眼的档案或目录都列出来！
[root @test /root]# whereis -b passwd
passwd: /usr/bin/passwd /etc/passwd
仅列出 binary 档案！
[root @test /root]# whereis -m passwd
passwd: /usr/share/man/man1/passwd.1.bz2
仅搜寻 man page 所在的目录！

说明：
如果使用 find 太麻烦，而且时间花用的很大！（因为如果你的硬盘比较老旧的话，嘿嘿！有的等的！）这个时候
whereis 就相当的好用了！另外， whereis 可以加入参数来找寻相关的资料，例如如果你是要找可执行档（ binary ）
那么加上 -b 就可以啦！例如上面的范例针对 passwd 这支程序来说明！如果不加任何参数的话，那么就将所有的数
据列出来啰！那么 whereis 到底是使用什么咚咚呢？为何搜寻的速度会比 find 快这么多？！其实那也没有什么！这是
因为 Linux 系统会将系统内的所有档案都记录在一个数据库档案里面，而当使用 whereis 或者是底下要说的 locate 时，
都会以此数据库档案的内容为准，因此，有的时后你还会发现使用这两个执行档时，会找到已经被杀掉的档案！这就
是因为他是一个『数据库』档案呀！另外，基本上 Linux 每天会针对 Linux 主机进行 updatedb （就是那一个数据库
档案啰！）的动作，你可以在 /etc/cron.weekly/slocate.cron 这个档案找到相关的机制呦！当然，也可以直接使用
/usr/bin/updatedb 来更新数据库档案呢！

•

locate
语法：

[root @test /root ]# locate [目录名称]
参数说明：
范例：
[root @test /root]# locate root
……一大堆跟 root 有关字眼的档案都出来了 @_@
[root @test /root]# updatedb

<==立刻更新数据库

说明：
locate 的使用方式就更简单了！直接键入你要找的档名即可！但是，这个东西还是有使用上的限制呦！为什么呢？您
会发现使用 locate 来寻找数据的时候特别的快，这是因为 locate 寻找的数据是由『已建立的数据库 /var/lib/slocate』
里面的数据所搜寻到的，所以不用直接在去硬盘当中存取数据，呵呵！当然是很快速啰！那么有什么限制呢？就是因
为他是经 由数据库来搜寻的，而数据库的建立预设是在每个礼拜执行一次，所以当您新建立起来的档案，却还在数
据库更新之前搜寻该档案，那么 locate 会告诉您『找不到！』呵呵！因为必须要更新数据库呀！
那么我到底要建立哪些数据库呢？是否全部都要建立？似乎不需要，这个时候，你可以自己选择需要建立档案数据库
的目录呢！在 /etc/updatedb.conf 这个内即可设定了！
[root @test root]# more /etc/updatedb.conf
## Linux-Mandrake configuration.
# 由何处开始查询数据，当然是由根目录啦！所以填入 / 即可
FROM="/"
# 哪些目录不想要建立档案搜寻数据，呵呵！就是那些不要的数据嘛！
# 忘记的话，记得回上一章去看看内容，就知道为何如此设定了！
PRUNEPATHS="/proc,/tmp,/var/tmp,/usr/tmp,/net,/afs,/mnt"
# 安全等级
#

0 代表关闭安全检验，速度上面较快速，但较不安全；

#

1 启动安全简易，这是系统的默认值；

SECURITY="1"
# 查询的时候是否要由屏幕输出？当然不要，否则多麻烦?
VERBOSE="NO"
# 数据库所在处！这是默认值，不要随意移动，否则会找不到！
DATABASE="/var/lib/slocate/slocate.db"
# 哪些档案系统我们也不搜寻建立？就是光盘啦、非 Linux 的档案格式啦，
# 我们都不要进行搜寻信息的建立啦！
PRUNEFS="nfs,smbfs,ncpfs,proc,devpts,supermount,vfat,iso9660,udf,usbdevfs,devfs"

•

find
语法：

[root @test /root ]# find [路径] [参数]
参数说明：
1. 时间：
-atime n

:在 n*24 小时内被 access 即存取过的档案列出来！

-ctime n

:在 n*24 小时内被 changed 即改变、新增的档案或目录印出

-mtime n

:在 n*24 小时内被 modified 即修改过的档案印出

-newer file :比 file 还要新的档案就列出来！
2. 使用名称：
-gid n

:寻找 群组 ID 为 n 的档案

-group name :寻找群组名称为 name 的档案
-uid n

:寻找拥有者 ID 为 n 的档案

-user name

:寻找使用者名称为 name 的档案

-name file

:寻找档名为 file 的文件名称（可以使用万用字符）

-type type

:寻找档案属性为 type 的档案，type 包含了 b, c, d, p, l, s，

这些与前一章的属性相同！例如 l 为 Link 而 d 为路径之意！
范例：
[root @test /root]# find / -name testing

<==寻找档名为 testing

[root @test /root]# find / -name 'test*'

<==寻找档名包含 test 的！

[root @test /root]# find . -ctime 1

<==寻找目前目录下一天内新增的目录或档案

[root @test /root]# find /home/test -newer .bashrc

<==寻找 /home/test 目录下比 .bashrc 还要新的档案

[root @test /root]# find /home -user test
[root @test /root]# find /dev -type b

<==寻找 /home 底下拥有者为 test 的档案
<==寻找 /dev 这个目录下，档案属性为 b 的档案

说明：
如果你要寻找一个档案的话，那么使用 find 会是一个不错的主意！他可以根据不同的参数来给予档案的搜寻功能！
例如你要寻找一个档名为 httpd.conf 的档案，你知道他应该是在 /etc 底下，那么就可以使用『 find /etc -name
httpd.conf 』噜！那如果你记得有一个档案档名包含了 httpd ，但是不知道全名怎办？！呵呵，就用万用字符 ＊ 吧，
如上以：『 find /etc -name '*httpd*' 』就可将档名含有 httpd 的档案都列出来啰！不过，由于 find 在寻找数据的时
后相当的耗硬盘！所以没事情不要使用 find 啦！有更棒的指令可以取代呦！那就是 whereis 与 locate 啰！！

SetUID, SetGID, Sticky bit 与 file 指令
•

SUID 与 SGID：
其实，说到这里之前，应该先说明一下 UID (user ID)与 GID (Groupt ID)的！基本上， Linux 认得的账号只是一堆数字而已！而由于
我们每个档案中同时含有『使用者』与『使用者群组』的属性，因此，就有所谓的 UID 与 GID 啰！ UID 代表我们的使用者『代号』
而 GID 则是群组的『代号』。你可以使用『 more /etc/passwd 』这个指令来看一下你的系统当中的所有账号，然后你会注意到每行
的第三、四个字段（以 : 分隔）为数字，那个就是 UID 与 GID 了，您更会注意到的是， root 的 UID 与 GID 都是 0 ！因此，当
你建立了一个账号，而你将该账号的 UID 与 GID 都改为零，呵呵！那个账号的使用者就具有 root 的身份啰！
那么什么是 SUID 与 SGID 呢？！在说明之前我们先来以一般身份使用者 ( 还记得安装的时候曾经增加一个 test 账号的一般身份使
用者吗？对啦！用他！然后呢？直接在键盘上按下 [Alt] + [Ctrl] + [F2] 到第二个终端机呀！) test 的身份登入，再来看一个档案的内
容：
[test@test test]$ ls -l /usr/bin/passwd
-r-s--x--x
1 root
root
13476 Aug

7

2001 /usr/bin/passwd

看到了 /usr/bin/passwd 档案的前面属性了吗？怎么会有 s 的属性在原本的 x 呀！？那个就是所谓的 SUID 了！如果是『 -r-xr-s--x
』时，那么 s 就成为所谓的 SGID 了！
『当一个档案具有 SUID 的时候，同时 other 的群组具有可执行的权限，那么当 others 群组执行该程序的时候， other 将拥
有该档案的 owner 的权限！』。

[test@test test]$ ls -l /usr/bin/passwd /etc/shadow
-r-s--x--x
1 root
root
13476 Aug 7 2001 /usr/bin/passwd
-rw------1 root
root
2423 Jun 25 14:29 /etc/shadow

我们以账号的密码文件来说明好了！注意上面的范例啰！可以看到的是， /etc/shadow 的权限是『只有 root 才能存取』呦！那么你
会不会觉得很奇怪？明明我的一般使用者可以自己修改密码呀！对不对？那么修改密码一定跟 /etc/shadow 这个档案有关，那么怎么
回事呀！？使用者是如何修改 /etc/shadow 这个档案的呢？嗯！没错！就是使用 SUID 的功能啦！上面的例子说明了，
/usr/bin/passwd 这个档案具有 SUID 的属性，那么当使用者使用 /usr/bin/passwd 这个执行档时，在执行 pass word 修改的期间就具有
/usr/bin/passwd 这个档案的拥有者 root 的所属权限啰！所以，所以当一般使用者执行 passwd 的时候，将具有 root 的权限，所以他
们也可以更改 /etc/shadow 的内容啰！那么由此也可以知道，由于这个 Set UID ( SUID ) 的主要功能是在『某个档案执行的期间具有
档案拥有者的权限』，因此， s 就是替代上面提到的 x 这个可执行的位置啰！那万一该档案并没有 x 的属性呢？哈哈！问的好！那
么该档案的属性就会将小写的 s 变成大写的 S 啦！ ( 这里即使暂时不了解也没有关系，等到过一阵子再回来看一看，你就会了解啦！
)
不过，由此也知道 SUID 与 SGID 的问题所在，没错！就是太不安全了！如果你有一个档案具有 root 的权限，那么当开启了 SUID
的时候，嘿嘿！够你瞧的了！！因此上，在变更一个档案成为具有 SUID 或 SGID 的情况时，必须要特别小心呢！知道乎！？
•

Sticky bit：
OK！接着下来，我们要来看一下，既然有 SUID 与 SGID ，那么为什么没有在最末位出现 s 取代 x 呢？呵呵！这当然没有必要啦！
因为那是属于 others 的权限，你的档案如果是任何人皆可执行的话，那么本来他们就具有权限啦！干嘛还要设定 s 的属性！？不过，
这里却真的有另一个属性出现了，那就是 Sticky bit 的属性 ( t ) ！这个属性的最大用处在于『具有 sticky bit 属性的该”目录”下的
档案，其档案或目录只有档案拥有者及 root 才有权力删除！』这样是否可以了解了呢？嘿嘿！没错！在我们系统里面本来就预设有
一个啦！那就是 /tmp 这个目录！
[test@test test]$ ls -l /
drwxrwxrwt
2 root
root

4096 Jul 18 13:08 tmp

如何，发现了吧！虽然该目录具有所有人皆可擦写的权限，但是确有一个 t 出现了，那就是所谓的 sticky bit 啰！在该目录里面虽然
你可以建立与修改任何档案，但是却仅能删除自己建立的档案呢！除非你是 root ！你可以这样试试看啰：
1. 以 root 登入系统，并且进入 /tmp 当中；
2. touch test，并且更改 test 权限成为 777 ；
3. 以一般使用者登入，并进入 /tmp；
4. 尝试删除 test 这个档案！
如何！？发现了吧！！
•

SUID, SGID, Sticky bit 的设定方法：
前面介绍过 SUID 与 SGID 的功能，那么如何开启档案使成为具有 SUID 与 SGID 的权限呢？！这就需要刚刚的数字更改权限的方
法了！现在你应该已经知道数字型态个更改权限方式为『三个数字』的组合，那么如果在这三个数字之前再加上一个数字的话，那
最前的面数字就代表这几个属性了！ ( 注：通常我们使用 chmod xyz filename 的方式来设定 filename 的属性时，则是假设没有
SUID, SGID 及 Sticky bit 啦！ )
•
•
•

4 为 SUID
2 为 SGID
1 为 Sticky bit

假设要将一个档案属性改为『-rwsr-xr-x』时，由于 s 在使用者权限中，所以是 SUID ，因此，在原先的 755 之前还要加上 4 ，也
就是：『 chmod 4755 filename 』来设定！此外，还有大 S 与大 T 的产生喔！参考底下的范例啦！
[root@test tmp]# touch test
[root@test tmp]# ll
total 0
-rw-r--r-1 root
root
0
[root@test tmp]# chmod 4755 test
[root@vbird tmp]# ll
total 0
-rwsr-xr-x
1 root
root
0
[root@test tmp]# chmod 6755 test
[root@test tmp]# ll
total 0
-rwsr-sr-x
1 root
root
0
[root@test tmp]# chmod 1755 test
[root@test tmp]# ll
total 0
-rwxr-xr-t
1 root
root
0
上面的三个例子应该都很好说明啊！就是直接将

Feb

6 23:08 test

Feb

6 23:08 test*

Feb

6 23:08 test*

Feb 6 23:08 test*
x 以 s 或者是 t 来取代就是了！

也就是分别为 SUID, SGID 及 sticky bit 的设定方法啦！

[root@test tmp]# chmod 7666 test
[root@test tmp]# ll
total 0
-rwSrwSrwT
1 root
root
0 Feb 6 23:08 test
这个例子就要特别小心啦！怎么会出现大写的 S 与 T 呢？不都是小写的吗？因为 s
与 t 都是取代 x 这个参数的，但是你有没有发现阿，我们是下达 7666 喔！也就是
说， user, group 以及 others 都没有 x 这个可执行的标志 ( 因为 666 嘛！ )，
所以，这个 S, T 代表的就是『空的』啦！怎么说？ SUID 是表示『该档案在执行的
时候，具有档案拥有者的权限』，但是档案拥有者都无法执行了，哪里来的权限给其
它人使用？当然就是空的啦！ ^_^

•

file
语法：
[root @test /root ]# file [檔名]
参数说明：
范例：
[root @test /root]# file ~/.bashrc
/root/.bashrc: ASCII text

<==表示这个档案是 ASCII 纯文字文件

[root @test /root]# file /usr/bin/passwd
/usr/bin/passwd: setuid ELF 32-bit LSB executable, Intel 80386, version 1,
dynamically linked (uses shared libs), stripped
嘿！还可以看到是否具有 SUID 的权限呢！

说明：
file 这个指令也蛮好用的，可以用来查看这个档案的类型，例如 ASCII 格式档，或者是 binary 的档案等等，还可以用来观看档案是
否被加入 SUID 等等的信息！并且，也同时提供了是否有使用动态函式库的信息！相当的好用！

本章习题练习 ( 要看答案请将鼠标移动到『答：』底下的空白处，按下左键圈选空白处即可察看 )
1. 什么是绝对路径与相对路径
2. 如何更改一个目录的名称？例如由 /home/test 变为 /home/test2
3. PATH 这个环境变量的意义？
4. umask 有什么用处与优点？
5. 当一个使用者的 umask 分别为 033 与 044 他所建立的档案与目录的权限为何？
6. 什么是 SUID ？
7. 当我要查询 /usr/bin/passwd 这个档案的一些属性时，可以使用什么指令来查询？
8. 尝试用 find 找出目前 linux 系统中，所有具有 SUID 的档案有哪些？

Linux 磁盘与硬件管理
最近更新日期：2004/03/16
我们在前面的档案权限介绍的章节当中，提到很多的权限与属性的观念，那么接下来要了解的是，这些属性是记录在硬盘的那个地方？
这里就要特别了解到 Linux 档案系统( filesystem )是如何记录档案，与档案是如何被读取的啰！而要了解整个档案系统的观念，就不能
不知道硬盘的组成组件！所以，在这个章节当中，我们由最基础的硬盘组成组件介绍起，并介绍 inode 与连结文件等基本知识，以及如
何利用开机即可挂载的方式来使我们的各个 partition 可以在开机时就已经进行好挂载的动作喔！

认识硬盘：
既然这个章节主要在探讨 Linux 的磁盘档案系统，所以我们当然就需要先来了解一下硬盘是个什么东西啦！
首先，我们就来看一看硬盘的物理组成，了解了物理组成之后，再来说明一下怎么样进行 硬盘的分割
(partition) 吧！

物理组成：
就硬盘的物理组件来说，硬盘其实是 由许许多多的圆形硬盘盘所组成的，依据硬盘盘能够容纳的数据量，
而有所谓的单碟(一 块硬盘里面只有一个硬盘盘)或者是多碟(一块硬盘里面含有多个硬盘盘)的硬盘。在这
里我们以单一个硬盘盘来说明，硬盘盘可由底下的图形来示意：

图一、硬盘盘示意图

图二、磁柱示意图
首先，硬盘里面一定会有所谓的磁头 ( Head )在进行该硬盘盘上面的读写动作；而当磁头固定不动，硬盘
盘转一圈所画出 来的圆就是所谓的磁道( Track )；而如同我们前面刚刚提到的，一块硬盘里面可能具有多

个硬盘盘，所有 硬盘盘上面相同半径的那一个磁道就组成了所谓的磁柱( Cylinder )。例如上图二所示 意，
在两个硬盘盘上面的同一个磁道就是一个磁柱啦！这个磁柱也是磁盘分割( partition )时的最小单位了；另
外，由圆心向外划直线，则可将磁道再细分 为一个一个的扇区( Sector )，这个扇区就是硬盘盘上面的最小
储存物理量了！通常一个 sector 的大小约为 512 Bytes 。以上就是整个硬盘的基本组件。

磁盘分割 ( Partition )：
在了解了硬盘的物理组件之后，再接着下来介绍的就是硬盘的分割( Partition )啰！为什么要进行硬盘分割
啊？！因为我们必须要告诉操作系统：『我这 块硬盘可以存取的区域是由 A 磁柱到 B 磁柱』，如此一来，
操作系统才能够控制硬盘磁头去 A-B 范围内的磁柱存取数据；如果没有告诉操作系统这个信息，那么操作
系统就无法利用我们的硬盘来进行数据的存取了，因为操作系统将无法知道他要去哪里读取数据 啊！这
就是磁盘分割( Partition )的重点了：也就是记录每一个分割区( Partition )的起始与结束磁柱！好了，那么这
个分割区的起始与结束磁柱的 数据放在哪里呢？！那就是我们在 Linux 安装与多重开机技巧 那个章节提
到的 主要开机扇区( Master Boot Recorder, MBR )啰！事实上， MBR 就是在一块硬盘的第零轨上面，这
也是计算机开机之后要去利用该硬盘时，必须要读取的第一个区 域！在这个区域内记录的就是硬盘里面的
所有分割信息，以及开机的时候可以进行该机管理程序的写入的处所啊！所以，当一个硬盘的 MBR 坏掉
时，由于分割的数据不见了，呵呵，那么这个硬盘也就几乎可以说是寿终正寝了，因为操作系统不知道该
去哪个磁柱上读取数据啊～～
那么 MBR 有什么限制呢？他最大的限制来自于他的大小不够大到储存所有分割与开机管理程序的信息，
因此，他仅提供最多四个 partition 的记忆，这就是所谓的 Primary (P)与 Extended (E) 的 partition 最多
只能有四个的原因了。所以说，如果你预计分割超过 4 个 partition 的话，那么势必需要使用 3P + 1E ，并
且将所有的剩余空间都拨给 Extended 才行( 记得呦！ Extended 最多只能有一个 )，否则只要 3P + E 之后
还有剩下的空间，那么那些容量将成为废物而浪费了，所以结论就是『如果您要分割硬 碟时，并且已经预
计规划使用掉 MBR 所提供的 4 个 partition ( 3P + E 或 4P )那么磁盘的全部容量需要使用光，否则剩下
的容量也不能再被使用』。不过，如果您仅是分割出 1P + 1E 的话，那么剩下的空间就还能再分割两个
partition ！

档案系统( Filesystem )：
在告知系统我的 partition 所在的起始与结束磁柱之后，再来则是需要将 partition 格式化为『我的操作系统
认识的档案系统( Filesystem )』啰！因为每个操作系统认识的 filesystem 并不相同！例如 Windows 操作系
统在预设状态下就无法认识 Linux 的档案系统 ( 这里指 Linux 的标准档案系统 ext2 )。所以当然要针对我
们的操作系统来格式化 partition 啰！
我们可以说，每一个 partition 就是一个 Filesystem ，那么一个 partition 是否可以具有两个 Filesystem 呢？！
理论上应该是不行的！因为每个档案系统都有其独特的支持方式，例如 Linux 的 ext3 就无法被 Windows
系统所读取！而你将一个 partition 格式化的时候，总不能格式化为 ext3 也同时格式化为 fat32 吧？！那是
不可能的啊！
不论是哪一种 filesystem ，数据总是需要储存的吧！既然硬盘是用来储存数据的，想当然尔，数据就必须
写入硬盘啦！刚刚我们提到硬盘的最小储存单位是 sector ，不过数据所储存的最小单位并不是 sector 喔，
因为用 sector 来储存太没有效率了。怎么说呢？因为一个 sector 只有 512 Bytes ，而磁头是一个一个
sector 的读取，也就是说，如果我的档案有 10 MBytes ，那么为了读这个档案，我的磁头必须要进行读取
(I/O) 20480 次！
为了克服这个效率上的困扰，所以就有逻辑区块( Block )的产生了！逻辑区块是在 partition 进行
filesystem 的格式化时，所指定的『最小储存单位』，这个最小储存单位当然是架构在 sector 的大小上面(
因为 sector 为硬盘的最小物理储存单位啊！ )，所以啦， Block 的大小为 sector 的 2 的次方倍数。此时，
磁头一次可以读取一个 block ，如果假设我们在格式化的时候，指定 Block 为 4 KBytes ( 亦即由连续的八
个 sector 所构成一个 block )，那么同样一个 10 MBytes 的档案，磁头要读取的次数则大幅降为 2560 次，
这个时候可就大大的增加档案的读取效能啦！

不过，Block 单位的规划并不是越大越好喔！怎么说呢？因为一个 Block 最多仅能容纳一个档案！这有什
么问题呢？举例来说好了，假如您的 Block 规划为 4 KBytes ，而您有一个档案大小为 0.1 KBytes ，这个
小档案将占用掉一个 Block 的空间，也就是说，该 Block 虽然可以容纳 4 Kbytes 的容量，然而由于档案只
占用了 0.1 Kbytes ，所以，实际上剩下的 3.9 KBytes 是不能再被使用了，所以，在考虑 Block 的规划时，
需要同时考虑到：
•
•

档案读取的效能
档案大小可能造成的硬盘空间浪费

因此，在规划您的磁盘时，需要留意到您主机的用途来进行规划较佳！例如 BBS 主机由于文章较短，也就
是说档案较小，那么 Block 小一点的好；而如果您的主机主要用在储存大容量的档案，那么考虑到效能，
当然 Block 理论上，规划的大一点会比较妥当啦！
Superblock：如同前面说的，当我们在进行磁盘分割( partition )时，每个磁盘分割槽( partition )就是一个档
案系统( filesystem )，而每个档案系统开始的位置的那个 block 就称为 superblock ，superblock 的作用是储
存像是档案系统 的大小、空的和填满的区块，以及他各自的总数和其它诸如此类的信息等等，这也就是说，
当您要使用这一个磁盘分割槽( 或者说是档案系统 )来进行数据存取的时候，第一个要经过的就是
superblock 这个区块了，所以啰， superblock 坏了，您的这个磁盘槽大概也就回天乏术了！

Linux 的档案系统( inode )：
看完了上面的说明，您应该对于硬盘有一定程度的认识了！好了，那么接下来就是要谈一谈 Linux 的档案
系统( Filesystem )啰！我们这里以 Linux 最标准的 ext2 这个档案系统来作为说明。还记得我们在 Linux 档
案属性与目录配置 那个章节提到的，在 Linux 系统当中，每个档案不止有档案的内容数据，还包括档案的
种种属性，例如：所属群组、所属使用者、能否执行、档案建立时间、档案特殊属性等等。由于 Linux 操
作系统是一个多人多任务的环境，为了要保护每个使用者所拥有数据的隐密性，所以档案属性的增加是在
所难免的！在标准的 ext2 档案系统当中，我们将每个档案的内容分为两个部分来储存，一个是档案的属性，
另一个则是档案的内容。
为了应付这两个不同的咚咚，所以 ext2 规划出 inode 与 Block 来分别储存档案的属性( 放在 inode 当中 )
与档案的内容( 放置在 Block area 当中 )。当我们要将一个 partition 格式化( format )为 ext2 时，就必须要
指定 inode 与 Block 的大小才行，也就是说，当 partition 被格式化为 ext2 的档案系统时，他一定会有
inode table 与 block area 这两个区域。
Block 已经在前面说过了，他是数据储存的最小单位。那么 inode 是什么？！简单的说， Block 是记录
『档案内容数据』的区域，至于 inode 则是记录『该档案的相关属性，以及档案内容放置在哪一个 Block
之内』的信息。 简单的说， inode 除了记录档案的属性外，同时还必须要具有指向( pointer )的功能，亦即
指向档案内容放置的区块之中，好让操作系统可以正确的去取得档案的内容啊！底下几个是 inode 记录的
信息(当然不止这些)：
•
•
•
•
•
•
•

该档案的拥有者与群组(owner/group)；
该档案的存取模式；
该档案的类型；
该档案的建立日期(ctime)、最近一次的读取时间(atime)、最近修改的时间 (mtime)；
该档案的容量；
定义档案特性的旗标(flag)，如 SetUID...；
该档案真正内容的指向 (pointer)；

至于一个 inode 的大小为 128 bytes 这么大！好了，那么我的 Linux 系统到底是如何读取一个档案的内容
呢？底下我们分别针对目录与档案来说明：
目录：
当我们在 Linux 下的 ext2 档案系统建立一个目录时， ext2 会分配一个 inode 与至少一块 Block 给该目录。
其中，inode 记录该目录的相关属性，并指向分配到的那块 Block ；而 Block 则是记录在这个目录下的相

关连的档案(或目录)的关连性！
档案：
当我们在 Linux 下的 ext2 建立一个一般档案时， ext2 会分配至少一个 inode 与相对于该档案大小的
Block 数量给该档案。例如：假设我的一个 Block 为 4 Kbytes ，而我要建立一个 100 KBytes 的档案，那么
linux 将分配一个 inode 与 25 个 Block 来储存该档案！
由上面的说明当中，我们可以知道要读取一个树状目录下的档案时，操作系统会先读取该档案所在目录的
inode ，并取得该目录的关连区域(在 Block 区域里面)，然后根据该关连资料读取该档案所在的 inode ，并
再进一步经由档案的 inode 来取得档案的最后内容！举个例子来说，假设我们要读取 /etc/crontab 这个档案，
整个读取的流程是如何呢？可由底下的图三来作为说明：

图三、读取 /etc/crontab 的简易流程示意。
一块 partition 在 ext2 底下会被格式化为 inode table 与 block area 两个区域，所以在图三里面，我们将
partition 以长条的方式来示意，会比较容易理解的啦！而读取 /etc/crontab 的流程为：
1. 操作系统根据根目录( / )的相关资料可取得 /etc 这个目录所在的 inode ，并前往读取 /etc 这个目录
的所有相关属性；
2. 根据 /etc 的 inode 的资料，可以取得 /etc 这个目录底下所有档案的关连数据是放置在哪一个 Block
当中，并前往该 block 读取档案的关连性内容；
3. 由上个步骤的 Block 当中，可以知道 crontab 这个档案的 inode 所在地，并前往该 inode ；
4. 由上个步骤的 inode 当中，可以取得 crontab 这个档案的所有属性，并且可前往由 inode 所指向的
Block 区域，顺利的取得 crontab 的档案内容。
整个读取的流程大致上就是这样，不过这里有几点小事情要提醒一下：
•
•

•

•

•
•

•

在目录底下的档案数如果太多而导致一个 Block 无法容纳的下所有的关连性数据时，Linux 会给
予该目录多一个 Block 来继续记录关连数据；
一个档案所占用的 Block 都会记录在该档案所在的 inode 内，所以硬盘的磁头可以直接去读取
各个 Block ，除非该档案所储存的各个 Block 真的很离散(事实上不太可能发生)，否则在 Linux
的 ext2 当中，是不需要进行磁盘重组的！
inode 数量与 Block 的大小在格式化的时候就已经被设定好了，通常一个 Block 的大小为 4
Kbytes，至于 inode 的数量则依据不同的设定而异，基本的设定为 ( 硬盘大小 / 一个 inode 所控
制的容量 ) 。举例来说，我有一个 1 GBytes 的硬盘，我希望该硬盘中 inode 的数量只要 block
的一半就好了，那么就可以设定一个 inode 控制的容量为 8 Kbytes ，则 inode 数量共有： ( G *
1024M/G * 1024K/M )/( 8 K ) = 131072 个 inode 啰！而 inode table 则占去了 131072 * 128 byte =
16777216 bytes = 16384 Kbytes。也就是说，这一个 1GB 的硬盘还有没任何数据时，就少了 16
MBytes 的容量啦！(用在 inode table 上面)。
因为一个 inode 只能记录一个档案的属性，所以 inode 数量比 block 多是没有意义的！举上面的
例子来说，我的 Block 规划为 4 Kbytes ，所以 1GB 大概就有 262144 个 4Kbytes 的 block ，如
果一个 block 对应一个 inode 的话，那么当我的 inode 数量大于 262144 时，多的 inode 将没有
任何用处，徒然浪费硬盘的空间而已！另外一层想法，如果我的档案容量都很大，那么一个档
案占用一个 inode 以及数个 block ，当然 inode 数量就可以规划的少很多啦！
格式化 Linux 的 ext2 档案系统，可以使用 mke2fs 这个程序来执行！
当 block 大小越小，而 inode 数量越多，则可利用的空间越多，但是大档案写入的效率较差；
这种情况适合档案数量多，但是档案容量小的系统，例如 BBS 或者是新闻群组( News )这方面
服务的系统；
当 Block 大小越大，而 inode 数量越少时，大档案写入的效率较佳，但是可能浪费的硬盘空间

较多；这种状况则比较适合档案容量较大的系统！

Linux 档案系统的运作：
好了，知道了 Linux 标准的 ext2 档案系统的状况后，再来了解一下那么 Linux 系统在运作时，他是如
何进行数据的存取呢？！我们知道，整个计算机主机当中，输出输入 (I/O) 最快速的应该是 CPU 的快
取了，然后则是主存储器，至于硬盘的存取则比前两个慢上许多。为了让 Linux 加快整个系统的存取
效率，因此在 Linux 上面通常采取异步处理( asynchronously )的方式。什么是异步呢？举例来说：『当
系统读取了某一个档案， 则该档案所在的 区块数据会被加载到内存当中，所以该磁盘区块就会被放
置在主存储器的缓冲快取区中，若这些区块的数据被改变时，刚开始数据仅有主存储器的区块数据会
被改 变，而且在缓冲区当中的区块数据会被标记为” Dirty “，这个时候磁盘实体区块尚未被修正！
所以亦即表示，这些” Dirty “区块的数据必需回写到磁盘当中，以维持磁盘实体区块上的数据与主存
储器中的区块数据的一致性。』
为什么要这么做呢？这是因为主存储器的运作速度比起硬盘来实在是快太多了，万一系统当中有一个
档案相当的大，而又持续性的存取，那么由于较慢的硬盘存取速 度，将使得整个 Linux 速度被拖垮，
所以才会使用异步方式的数据处理啊！不过，也由于硬盘与主存储器的数据可能没有同步化，因此，
如果 Linux 不正常关机( 例如跳电或者是当机 )时，则由于数据尚未回写入磁盘当中，会导致系统在再
次开机时，会花相当多的时间进行磁盘检验，同时也有可能造成磁盘的损毁啊！

查看硬盘或目录的容量
了解了硬盘之后，接下来当然要知道我的 Linux 系统里面还剩下多少磁盘空间啰！嗯，那么在文字接
口底下有什么方法可以查看目前的磁盘最大容许容量、已经使用掉的容量、目前所在目录的已使用容
量？还有还 有， 怎么知道目前目录底下使用掉的硬盘容量呢？以及如何查询目前的 inodes 数目？呵
呵！底下我们就来谈一谈主要的两个指令：
df 查看已挂载磁盘的总容量、使用容量与 inode 等等
du 查看档案使用掉的容量有多少？

df
语法：

•

[root @tsai /root ]# df -[ikm]
参数说明：
-i:

使用 i-nodes 显示结果

-k:

使用 KBytes 显示结果

-m:

使用 MBytes 显示结果

范例：
[root @test /root ]# df -k
Filesystem
1k-blocks
/dev/hda1
2118832
/dev/hda3
497861
none
31220
/dev/hda5
101089
/dev/hda6
101089
/dev/hda2
1004052
/dev/fd0
1423

<==以 KB 显示磁盘空间
Used Available Use%
904600
1106600 45%
37525
434632
8%
0
31220
0%
4127
91743
5%
4127
91743
5%
38360
914688
5%
1405
19 99%

Mounted on
/
/disk1
/dev/shm
/proxy1
/proxy2
/var
/mnt/floppy

说明：
这是用来显示目前磁盘空间的指令！需要注意的是，由于我们的档案或者是外挂的磁盘都是

加在『 / 』底下，所以当根目录没有空间的时后，嘿嘿！你的 Linux 系统大概就是挂了吧～
（说个笑话！当初 我们系上有个研究生在管理 Sun 的工作站，是别研究室的，他的硬盘明
明有好几 GB ，但是就是没有办法将几 MB 的数据 copy 进去，他就去跟老板讲说机器坏了！
嘿！明明才来维护过几天而已为何会坏了！结果老板将维护商叫来骂了 2 小时左右吧！后
来，维护商发现原来硬盘的『总空间』还有很多，只是某个扇区填满了，偏偏该研究生就是
要将数据 copy 去那个扇区！呵呵！后来那个研究生就被命令『再也不许碰 Sun 主机』
了～～）当然啰！你可以将你的数据放置在加挂的硬盘中， 那么如何知道目前哪一个磁盘
还有多少空间呢？！
这里要请大家再复习一下，我们的硬盘扇区规划中， primary 扇区每一颗硬盘只允许 4 个，
其它的就放置在 Extended 扇区中了！而，硬盘的代号与 IDE 的插槽是有关系的！如果忘记
了，那就回去安装 Linux 那一章复习一下吧！好了！假设我只有一棵硬盘，且放在 IDE 的
mater ，那么我的硬盘就是 /dev/hda 啰！而在这颗硬盘中的分割扇区就可以由 /dev/hda1 开
始向上加！
OK，那么使用 df -k 之后，出现的上面的数据中，可以知道我的硬盘更分为 /dev/hda1,
/dev/hda2, /dev/hda3, /dev/hda5 与 /dev/hda6 ，咦！ /dev/hda4 跑去哪里了！呵呵！其实
/dev/hda4 通常就是 Extended 扇区啦！而后面的 /dev/hda5, /dev/hda6 等扇区就是由
/dev/hda4 所切出来的！所以 /dev/hda5 + /dev/hda6 = /dev/hda4 ！当然，如果还有没有显示出
来的，例如 Swap ，则 /dev/hda4 还有可能更大呦！
那么来解释一下上面的数据吧！
Filesystem：说的是扇区啦！另外，如果你有加挂软盘的 话，那么就 会出现如上表
中最后一行啰！
1k-blocks：说明底下的数字单位是 1KB 呦！如果你使用 df -m 则这一栏会出现 1Mblocks 啰！
Used ：顾名思义，就是使用掉的硬盘空间啦！
Available ：也就是剩下的磁盘空间大小；
Use% ： 就是磁盘的使用率啦！如果使用率高达 90% 以上时，最好需要注意一下了，
免得容量不足造成系统问题（例如最容易被灌爆的 /var/spool/mail 这个放置邮件的磁
盘！）。
Mounted on ：就是磁盘挂载的目录所在啦！例如 /dev/hda5 是挂载在 /proxy1 底下，
而 /var 是 /dev/hda2 这个扇区啰！

•
•
•
•
•

•

另外，需要注意的是，有的时后某些系统会出现 /proc 这个扇区，但是里面的东西都是 0 ，
不要紧张！ /proc 的东西都是 Linux 系统所需要加载的系统数据，而且是挂载在『内存 当
中』的，所以当然没有占任何的硬盘空间啰！

du
语法：

•

[root @test /root ]# du [-abckms] [目录名称]
参数说明：
[目录名称] 可以省略，如果省略的话，表示要统计目前所在目录的档案容量
-a

:全部的档案与目录都列出来！默认值是指列出目录的值！

-b

:列出的值以 bytes 输出

-c

:最后加总 total ！

-k

:列出的值以 KB 输出

-m
-s

:列出的值以 MB 输出
:只列出最后加总的值！

范例：
[root @test /root]# du -m
<==列出 /root 底下的目录与档案所占的容量以 MB 输出
[root @test /root]# du -s /home <==将 /home 底下的目录与档案的容量加总后输出，这里只会输出总容量！

说明：
在 Windows 底下可以使用档案总管来管理你的磁盘，在 Linux 底下也可以轻易的以 du 来
知道目前磁盘的档案容量耶！在预设的情况下，容量的输出是以 KB 来设计的，如果你想要

知道目录占了多少 MB ，那么就使用 -m 这个参数即可啰！而，如果你只想要知道该目录
占了多少容量的话，呵呵，使 用 -s 就可以啦！

连结档的介绍：
什么是连结档呢？其实连结档有点类似 Windows 底下的『快捷方式』！也就是很多的连结档案( link
file )其实都指向同一个来源档案( source file )！不过，在所有的档案类型当中，连结档算是比较难理解
的一部份了！因为连结档还分成 Hard link 与 symbolic link 两种，这两种连结档在架构上是完全不一样
的咚咚，底下就来好好的谈一谈先！

Hard Link：
在前一节当中，我们提到档案的读取方式为：(1)先由一层一层的目录取得档案相关的关连数据，
(2)再到对应的 inode 取得档案的属性，以及档案内容数据所在的 Block ，(3)最后到 Block area
取得档案的资料。那么 hard link 怎么制作档案的连结呢？！很简单， Hard Link 只是在某个目
录下新增一个该档案的关连数据而已！
举个例子来说，我的 /home/vbird/crontab 为一个 hard link 的档案，他连结到 /etc/crontab 这个档
案，也就是说，其实 /home/vbird/crontab 与 /etc/crontab 是同一个档案，只是有两个目录( /etc 与
/home/vbird )记录了 crontab 这个档案的关连数据罢了！也就是说，我由 /etc 的 Block 所记录的
关连数据可知道 crontab 的 inode 放置在 A 处，而由 /home/vbird 这个目录下的关连数据，
contab 同样也指到 A 处的 inode ！所以啰， crontab 这个档案的 inode 与 block 都没有改变，
有的只是有两个目录记录了关连数据。
一般来说，使用 hard link 设定连结文件时，磁盘的空间与 inode 的数目都不会改变！由上面的
说明来看，我们可以知道， hard link 只是在某个目录下的 block 多写入一个关连数据，所以当
然不会用掉 inode 与磁盘空间啰！(注：其实可能会改变的，那就是当目录的 Block 被用完时，
就可能会新加一个 block 来记录，而导致磁盘空间的变化！不过，一般 hard link 所用掉的关连
数据量很小，所以通常不会改变 inode 与磁盘空间的大小喔！ )
由于 hard link 是在同一个 partition 上面进行数据关连的建立，所以 hard link 是有限制的：
1. 不能跨 Filesystem；
2. 不能 link 目录。

Symbolic Link：
相对于 hard link ， Symbolic link 可就好理解多了，基本上，他就是在建立一个独立的档案，
而这个档案会让数据的读取指向他 link 的那个档案内容！由于只是利用档案来做为指向的
动作，所以，当来源档被删除之后，symbolic link 的档案会『开不了』，会一直说『无法开
启某档案！』。这里还是得特别留意，这个 Symbolic Link 与 Windows 的快捷方式可以给
他划上等号，由 Symbolic link 所建立的档案为一个独立的新的档案，所以会占用掉 inode
与 block 喔！
由上面的说明来看，似乎 hard link 比较安全，因为即使某一个目录下的关连数据被杀掉了，也没有关
系，只要有任何一个目录下存在着关连数据，那么该档案就不会不见！举上面的例子来说，我的
/etc/crontab 与 /home/vbird/crontab 指向同一个档案，如果我删除了 /etc/crontab 这个档案，该删除的动
作其实只是将 /etc 目录下关于 crontab 的关连数据拿掉而已， crontab 所在的 inode 与 block 其实都没
有被变动喔！不过，不幸的是，由于 Hard Link 的限制太多了，包括无法做『目录』的 link ，所以在

用途上面是比较受限的！反而是 Symbolic Link 的使用方面较广喔！好了，说的天花乱坠，看您也差不
多快要昏倒了！没关系，实作一下就知道怎么回事了！要制作连结档就必须要使用 ln 这个指令呢！

•

ln
特别留意，底下的案例中，我们是将系统的设定文件 copy 到 /root/test 底下进行测试用的，请
不要在 /etc/ 底下做，未来我们的工作目录都会在 /root/test 底下进行，这有个好处，是可以让您
清楚的知道，这是用来 test 用的啦！
语法：
[root @test /root ]# ln [-s] [来源档] [目的档]
参数说明：
-s

:提供 symbolic line 的连结！
如果直接以 ln 不加任何参数的话，那么就属于 hard link 啰！

范例：
[root @test /root]# mkdir test
[root @test /root]# cd test
[root @test test]# cp /usr/bin/passwd .
0. 原本的信息：
[root @test /test]# ll
-rw-r--r-- 1 root
root

13476 Jun 26 11:31 passwd

[root @test /test]# du -k <==查看该目录下的占用硬盘空间
20
1. Hard Link 信息：
[root @test /test]# ln passwd passwd-hard
[root @test /test]# ll
total 32
-rw-r--r-- 2 root
root
13476 Jun 26 11:31 passwd
-rw-r--r-- 2 root
root
13476 Jun 26 11:31 passwd-hard
注意看，上面那 个数字变成 2 啰！这里说的是关连资料有两处！
[root @test /test]# du -k
20

<==注意看，容量并没有变大！因为是 link 档案呀！

2. Symbolic Link 信息：
[root @test /test]# ln -s passwd passwd-soft; ll
-rw-r--r-2 root
root
13476 Jun 26 11:31 passwd
-rw-r--r-2 root
root
13476 Jun 26 11:31 passwd-hard
lrwxrwxrwx
1 root
root
6 Jun 26 11:37 passwd-sofe -> passwd
注意啰！该 Symbolic Link 的档案是有容量的呦！
注意啰， passwd-soft 会指到另外一个档案去，而且，最前面属性显示 l ，
此外，他是一个 独立的档案！先杀掉 passwd 后，我们分别 more 一下内容：
3. 用 more 来试试看是怎样？！
[root @test test]# rm passwd
rm: remove regular file `passwd'? y
[root @test test]# more passwd-hard
………(正常显 示)
[root @test test]# more passwd-soft
passwd-soft: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说明：
要注意啰！使用 ln 如果不加任何参数的话，那么就是 Hard Link 啰！如同上面的情况，增
加了 hard link 之后，可以发现 link 那一栏属性增加了！而如果这个时候砍掉 passwd 会发
生什么事情呢？呵呵！ passwd-hard 的内容还是会跟原来 passwd 相同，但是 passwd-soft 就
会找不到该档案啦！就是这样！了解了吗？！还有，跟 cp 也不一样呦！因为虽然 Hard

Link 的档案看起来是有容量的，但是基本上还是指向原来的档案，所以啰，整体容量是没有
增大的啦！
而如果 ln 使用 -s 的参数时，就做成差不多是 Windows 底下的『快捷方式』的意思
( Symbolic Link，较常用！ )不过，需要特别注意的是， Linux 的 link 与 Windows 的快捷
方式是不一样的东西！举个例子说，当你在 Windows 建立一个快捷方式时，你可以在这个
快捷方式内修改任何数据，而你的原始数据并不会跟着变！不过，当你修改 Linux 下的
link 档案时，则更动的其实是『原始档』，呵呵，所以不论你的这个原始档被连结到哪里去，
只要你修改了连结档，呵呵！原始档就跟着变啰！以上面为例，由于你使用 -s 的参数建立
一个名为 passwd-soft 的档案，则你修改 passwd-soft 时，其内容与 passwd 完全相同，并且，
当你按下储存之后，被改变的将是 passwd 这个档案！
此外，如果你做了底下这样的连结：
ln –s /bin /root/bin
那么如果你进入 /root/bin 这个目录下，『请注意呦！该目录其实是 /bin 这个目录，因为你
做了连结档了！』所以，如果你进入 /root/bin 这个刚刚建立的连结目录，并且将其中的数
据杀掉时，嗯！ /bin 里面的数据就通通不见了！这点请千万注意！并不是 /root 底下的资料
都是 root 的！还需要注意一下该属性才行！
基本上， Symbolic link 的用途比较广，所以您要特别留意 symbolic link 的用法呢！未来一
定还会常常用到的啦！

切割与格式化硬盘：
对于一个系统管理者 ( root ) 而言，硬盘的的管理是相当重要的一环，尤其近来硬盘已经渐渐的被当成
是消耗品了.....好了，如果我们要 partition 一棵新的硬盘，要使用什么程序来工作？而如果已经
partition 好了，又要如何来格式化呢？刚刚我们提到了 inodes 这个东西，那么使用格式化 ( format ) 的
软件可以怎样的来格式化好我们所需要的 inodes 的大小呢？这里我们就来谈一谈啰！
fdisk 硬盘切割 partition 的工具
mke2fs 就是 Linux 底下重要的 format 格式化的工具
e2label 修改硬盘的 label （表头名称） 的工具！
mknod 新增硬件对应文件的工具！

•

fdisk
语法：
[root @test /root ]# fdisk [-l] [装置名称]
参数说明：
-l ：直接列出该硬盘装置的 partition table
范例：
[root @test root]# fdisk /dev/hdb<==分割我的 hdb 磁盘，记得后面不接数字
Command (m for help): m <==印出说明内容
Command action
a
toggle a bootable flag
b
edit bsd disklabel
c
toggle the dos compatibility flag
d
delete a partition
l
list known partition types
m
print this menu
n
add a new partition

o
p
q
s
t
u
v
w
x

create a new empty DOS partition table
print the partition table
quit without saving changes
create a new empty Sun disklabel
change a partition's system id
change display/entry units
verify the partition table
write table to disk and exit
extra functionality (experts only)

Command (m for help): p <==印出目前的磁盘分割状态
Disk /dev/hdb: 128 heads, 63 sectors, 523 cylinders
Units = cylinders of 8064 * 512 bytes
Device Boot
/dev/hdb1
*

Start
1

End
250

Blocks
1007968+

Id System
83 Linux

Command (m for help):q <==不储存离开 fdisk
[root @test root]# fdisk -l /dev/hdb<==直接秀出这颗硬盘当中的 partition
Disk /dev/hdb: 128 heads, 63 sectors, 523 cylinders
Units = cylinders of 8064 * 512 bytes
Device Boot
/dev/hdb1
*

Start
1

End
250

Blocks
1007968+

Id System
83 Linux

说明：
还记得我们刚刚在认识硬盘里面提到的部分内容 吗？其实 fdisk 最主要的工作就是在修改『
partition table 』而已，并没有实际的将硬盘切切割割的啦！他会定义出某一个 partition 是由 n1
磁柱到 n2 磁柱之间这样的信息！因此，如果硬盘切割错误时，只要在 format 之前将 partition
tables 复原，那么就可以将硬盘原来的数据救回来啰！所以，一个好的管理员，有时候也会将自
己的 partition table 记录下来，以备不时之需呀！这个 fdisk 只有 root 才能执行，此外，请注意，
使用的『装置名称』请不要加上数字，因为 partition 是针对『整个硬盘装置』而不是某个
partition 呢！所以执行 fdisk /dev/hdb1 就会发生错误啦！要使用 fdisk /dev/hdb 才对！底下说一
说进入 fdisk 之后的几个重要参数吧！
注：您可以使用 fdisk 在您的硬盘上面胡搞瞎搞的进行实际操作，都不打紧，但是请『千万记住，
不要按下 w 即可！』离开的时候按下 q 就万事无妨啰！
•

硬盘信息：通 常我们需要知道这颗硬盘的信息时，直接按下『 p 』就可以了解了，例如
上面的例子中，我的一棵硬盘切割呈上面的模样，而我的 System 除了一个 swap 之外，
其它的都是属于 ext2 的呦！

•

删除扇区： 如果我要删除一个以存在的扇区时，就需要：
1. fdisk /dev/hdb ：先进入 fdisk 画面；
2. p ：先看一 下扇区的 信息，假设要杀掉 /dev/hdb1；
3. d ：这个时 候会要你 选择一个 partition ，就选 1 啰！
4. w ：储存到磁盘数据表中，并离开 fdisk ；当然啰，如果你反悔了该怎么办！？呵
呵，直接按下 q 就可以取消刚刚的删除动作了！
[root@test root]# fdisk /dev/hdb
Command (m for help): p
Disk /dev/hdb: 128 heads, 63 sectors, 523 cylinders
Units = cylinders of 8064 * 512 bytes
Device Boot

Start

End

Blocks

Id

System

/dev/hdb1

*

1

250

1007968+

83

Linux

Command (m for help): d
Partition number (1-4): 1
Command (m for help): p
Disk /dev/hdb: 128 heads, 63 sectors, 523 cylinders
Units = cylinders of 8064 * 512 bytes
Device Boot
Start
End
Blocks
Id System
看！原 先的 partition 不见了，如果确定储存就按下 w ，否则按下 q 赶紧离开！

•

新增扇区：那 么如何增加一个扇区呢？前提之下是你的硬盘必须还有硬盘空间才行！
1. fdisk /dev/hdb ：先进入 fdisk 画面中；
2. n：新增一个磁 区，这个 时候系统会问你，如果您已经具有 extended 扇区时，那
么系统会问您，您要新增的是 Primary 还是 Logical ，而如果您还没有 extended ，
那么系统仅会问你要新增 Primary 还是 Extended，除此之外，如果您已经用完了
四个 P + E 的话，那么就仅有 Logical 可以选择啦！请再回到刚刚说明硬盘的地方
再次的复习一下吧！如果是选择 primary 的话，请按 p ，否则请按 e 或 l 。
3. p ：由于选 择为 primary 所以就会按下 p 啰！
4. 1-4 ：primary 只允许四个，（仍然比 Windows 只允许一个好的多了！），所以这
里请按尚未被使用的那一个扇区啰！
5. w ：同样的储存离开啰！
[root @test root]# fdisk /dev/hdb
Command (m for help): p <==印出信息
Disk /dev/hdb: 128 heads, 63 sectors, 523 cylinders
Units = cylinders of 8064 * 512 bytes
Device Boot
/dev/hdb1
*

Start
1

End
250

Blocks
1007968+

Id System
83 Linux

Command (m for help): n < ==选择新增
Command action
e
extended
p
primary partition (1-4)
e <==输入 e 来新增 extended 啰！
Partition number (1-4): 2
First cylinder (251-523, default 251):
<== 这里按 Enter 即可！用默认值！
Using default value 251
Last cylinder or +size or +sizeM or +sizeK (251-523, default 523): +100M
Command (m for help): p <==再印出信息
Disk /dev/hdb: 128 heads, 63 sectors, 523 cylinders
Units = cylinders of 8064 * 512 bytes
Device Boot
/dev/hdb1
*
/dev/hdb2

Start
1

End
250

Blocks
1007968+

251

276

104832

Command (m for help): n < ==再次新增
Command action
l
logical (5 or over)
p
primary partition (1-4)

Id System
83 Linux
5

Extended

<==这行即是新增的！

l<==这次选择 logical 的 l 哩！
First cylinder (251-276, default 251):
<== 这里按 Enter 即可！用默认值！
Using default value 251
Last cylinder or +size or +sizeM or +sizeK (251-276, default 276): +100M
Command (m for help): p
Disk /dev/hdb: 128 heads, 63 sectors, 523 cylinders
Units = cylinders of 8064 * 512 bytes
Device Boot
/dev/hdb1
*
/dev/hdb2
/dev/hdb5

Start
1
251
251

End
250
276
276

Blocks
1007968+
104832
104800+

Id System
83 Linux
5 Extended
83 Linux
<==这行即是新增的！

透过上面的例子，您可以清楚的看到，呵呵！第一个 logical 是在 5 号呦！OK！
在 fdisk 完成之后，请记得使用 mke2fs 格式化啰！另外，请注意，如果过程中进
行错误时，那么赶紧按下 q 离开即可！

•

•

操作环境的说明： 以 root 的身份进行硬盘的 partition 时，最好是在单人维护模式底下
比较安全一些，此外，在进行 fdisk 的时候，如果该硬盘某个 partition 还在使用当中，那
么很有可能系统核心会无法重新加载硬盘的 partition table ，解决的方法就是将该使用中
的 partition 给他卸载，然后再重新进入 fdisk 一遍，重新写入 partition table ，那么就可
以成功啰！

•

注意事项： 另外，请注意一下，虽然一颗硬盘最大的逻辑扇区可以到达 64 颗( 总数，包
含 1~4 的 primary partition )，但 是并非所有的 Linux distribution 都会将所有的逻辑扇
区对应的磁盘代号都写入系统当中，以 Red Hat 为例，他仅列出 1~16 个代码，其它的您
就得自己动手做啦！至于 Mandrake 的话，他则是使用自己侦测的，当您以 fdisk 设定好
了 partition table 之后，磁盘对应的磁盘代号就会自动的在您的 /dev/ 里头设定完成啰！
不过，有的时候您还是得自己设定一下磁盘代码啦！如何设定呢？就使用 mknod 这个指
令吧！

mke2fs
语法：
[root
[root
[root
[root

@test
@test
@test
@test

/root
/root
/root
/root

]#
]#
]#
]#

mke2fs
mke2fs
mke2fs
mke2fs

[-b block-size] [-i inode-size]
[-c]
[-L]
[-j]

参数说明：
-b

:在设定每个数据区块占用的大小，目前支持的大小有 1024, 2048, 4096 三种！

-i

:设定 inode 值！

-c

:检查错误磁盘，会比较慢呦！

-L

:规划设定这个扇区的 label （表头名称）

-j

:建立 ext3 这个 journaling 的档案格式

范例：
[root @test /root]# mke2fs /dev/hda5
以 mke2fs 预设的条件( ext2 )格式化 /dev/hda5 这个装置
[root @test /root]# mke2fs -c /dev/hda5
在格式化的过程 中一起检查硬盘
[root @test /root]# mke2fs –j -b 8192 -i 8192 /dev/hda5
改变 block 由 4096 默认值改为 8192
[root @test /root]# mke2fs /dev/fd0
mke2fs 1.26 (3-Feb-2002)

<==格式化软盘呀！

Filesystem label=
OS type: Linux
Block size=1024 (log=0)
Fragment size=1024 (log=0)
216 inodes, 1680 blocks
84 blocks (5.00%) reserved for the super user
First data block=1
1 block group
8192 blocks per group, 8192 fragments per group
216 inodes per group
Writing inode tables: done
Writing superblocks and filesystem accounting information: done
This filesystem will be automatically checked every 35 mounts or
180 days, whichever comes first. Use tune2fs -c or -i to override.

说明：
这是用来将磁盘格式化成 Linux 系统文件的指令。基本上，只要写入对的装置档案就可以了。
例如我们要格式化软盘的话，或是新的硬盘 hda5 等等！这个指令通常是在新的硬盘上面切割完
之后，再加以格式化的！另外，如果要将旧的扇区格式化成 ext2 格式的话，就使用这个指令吧！
进行当中显示的讯息有点像上面的最后几行，系统会显示目前的格式化的默认值！而如果要设
定不同的 Block ( 就是前面提到的一个逻辑 sector 的大小 )，就可以使用 -b 这个参数！请注意
啰，预设的情况下， Block 是 4096！此外，您也可以自订 inode table 呢！而，当没有指定的时
候， mke2fs 使用 ext2 为格式化档案格式，若加入 –j 时，则格式化为 ext3 这个 Journaling
的 filesystem 呦！

•

e2label
语法：
[root @test /root ]# e2label [/dev/hd...] [label_name]
参数说明：
范例：
[root @test /root]# e2label /dev/hda1 /
上面的案例为将 /dev/hda1 这个磁盘槽的名字设定为 / 啦！

说明：
个东西也蛮有意思的！他主要是用来『更改磁盘的表头数据』，也就是类似『档案总管』里面
每一个磁盘 机代号后面的名称！没有什么特异功能啦！就是有趣的用途而已！此外，这个用途
也可以被用在 /etc/fstab 里头！也就是可以增加那个磁盘代号的设定啰！

•

mknod
语法：
[root @test root]# mknod [device] [bcp] [Major] [ Minor]
参数说明：
b

:设定节点成为周边储存设备档

c
p

:设定节点成为接口设备如鼠标等
:建立 FIFO

范例：
[root@test /]# cd /dev
[root@test dev]# ll hda*
lr-xr-xr-x
1 root
root
32 Oct 19 13:04 hda -> ide/host0/bus0/target0/lun0/disc
lr-xr-xr-x
1 root
root
33 Oct 19 13:04 hda1 -> ide/host0/bus0/target0/lun0/part1
lr-xr-xr-x
1 root
root
33 Oct 19 13:04 hda2 -> ide/host0/bus0/target0/lun0/part2
[root@test dev]# ll ide/host0/bus0/target0/lun0/
total 0
brw------1 root
root
3,
0 Jan 1 1970 disc
brw------1 root
root
3,
1 Jan 1 1970 part1
brw------1 root
root
3,
2 Jan 1 1970 part2

[root@test dev]# mknod hda3 b 3 3<==注意到啰！那个 3 3 就是上面的数值
[root@test dev]# ll hda*
lr-xr-xr-x
1 root
root
32 Oct 19 13:04 hda -> ide/host0/bus0/target0/lun0/disc
lr-xr-xr-x
1 root
root
33 Oct 19 13:04 hda1 -> ide/host0/bus0/target0/lun0/part1
lr-xr-xr-x
1 root
root
33 Oct 19 13:04 hda2 -> ide/host0/bus0/target0/lun0/part2
brw-r--r-1 root
root
3,
3 Oct 22 17:16 hda3

说明：
mknod 在平时是几乎不会使用到的，但是某些时候，确实有可能会出问题！这个指令的设定方
法中，必需要取得设备的 Major ( 主要 ) 与 Minor ( 次要 ) 的数值后，才能够设定完整！上面是
我的 Mandrake 9.0 在 P-166 MMX 上面的情况，由于之前仅分割成两槽，所以仅到达 /dev/hdb2
而已，如果要 hdb3 的话，那么除了 fdisk 完成之后， Mandrake 会自行多设定一个之外，否则
就要自己来啰！而由这个装置的内容说明上面，我们可以这样定义一下：
硬盘代号

Major

Minor

/dev/hda

3

0 ~ 63

/dev/hdb

3

64 ~ 127

/dev/hdc

22

0 ~ 63

/dev/hdd

22

64 ~ 127

检查硬盘与数据同步化写入：
现在也建立好了新的 partition 了，也 format 好了，那么有没有其它的关于硬盘的工作需要来进行呢？
有的，就是需要怎样来检查硬盘有没有坏轨呢？那个就是 fsck 这个工具的用途啦！此外，您会发现到，
在 / 这个目录底下 ( 其实只要有挂载硬盘的那个目录底下都有这个目录 ) 会有一个特殊的目录，就是
『 lost+found 』这个目录啦！对的！就是当你处理完 fsck 之后，如果程序有发现到任何的错误的档案，
就会将该档案的数据给他丢到这个目录当中，嘿嘿！所以当你发现你的 Linux 目录当中有这个档案时，
不要担心，那个是正常的啦！而且只有挂载 partition 的目录才会有这个预设的目录啰！
还有，由于在 Linux 系统当中，为了增加系统效能，通常系统预设就是一些数据会写在内存当中，并
不会直接将数据写入硬盘里面，这是因为内存的速度要比硬盘快上若干倍呀！但 是有个问题就发生了，
万一系统由于『跳电』或者是其它的莫名原因，造成系统的 shutdown 时，唉呀！怎么办？！系统就完
蛋啦！所以啰，我们需要在某些特定的时候让数据直接回存到硬盘之中呀！了乎！这里提供几个惯用
的指令，其中，那个 fsck 是相当重要的，请参考其用法啰！
fsck
检查硬盘有没有坏轨的工具
badblocks 跟 fsck 一样，但是 fsck 的功能比较强，所以这个指令可以不学！
sync 将
内存中的数据给他同步化写入硬盘中

•

fsck
语法：

[root @test /root ]# fsck [-Aar] [装置名称]
参数说明：
-A

:依据 /etc/fstab 的内容，将所有的装置都扫瞄一次（通常开机过程中就会执行此一指令）

-a

:自动修复检查到的有问题的扇区，所以你不用一直按 y 啰！

-r

:一定要让使用者决定是否需要修复，这与上一个 -a 刚好相反！

范例：
[root @test /root]# fsck -a /dev/hda5 <==检查 /dev/hda5 这个扇区有没有错误！

说明：
这是用来检查与修正硬盘错误的指令。注意：通常只有身为 root 且你的系统有问题的时候
才使用这个指令，否则在正常状况下使用此一指令，可能会造成对档案的危害！通常使用这
个指令的场合都是在 系统出现极大的问题，导致你在 Linux 开机的时候得进入单人单机模

式下进行维护的行为时，才必须使用此一指令！另外，如果你怀疑刚刚格式化成功的硬盘有
问题的时后，也可以使用 fsck 来检查一下硬盘呦！其实就有点像是 Windows 的 scandisk
啦！此外，由于 fsck 在扫瞄硬盘的时候，可能会造成部分 filesystem 的损坏，所以『要执
行 fsck 的时候，请将该 partition umount 一下！』，然后再去执行！
常常我们会发现，在比较老旧的机器上（例如我的 p-166），如果主机不正常的关机（例如
跳电啰！），那么硬盘很可能会出现错误的状况！这个时候 Linux 就无法正常的开机！这个
时候就需要输入 root 的密码，以登入单人维护模式（run level 1），然后下达 fsck -a
/dev/hdxxx 来检查你的硬盘！等到确认成功之后，就使用 reboot 来重新启动吧！

•

badblocks
语法：
[root @test /root ]# badblocks [-svw] [装置名称]
参数说明：
-s

:在屏幕上列出进度

-v

:可以在屏幕上看到进度

-w

:使用写入的方式来测试，建议不要使用此一参数，尤其是待检查的装置已有档案时！

例：
[root @test /root]# badblocks -sv /dev/hda1

说明：
这是用来检查硬盘或软盘扇区有没有坏轨的指令！跟 Windows 的 scandisk 相同功能啦！不过由
于 fsck 的功能比较强，所以目前大多已经不使用这个指令了！

•

sync
语法：

[root @test /root ]# sync
参数说明：
例：
[root @test /root]# sync; sync

说明：
在正常的状况中，由于为了增加系统的效率，因此，很多时候进行中的程序产生的程序之临
时文件都不会直接存至磁盘驱动器当中，而是记忆在内存当中！由于内存 的数据传递速度
比磁盘驱动器快了几十倍，所以如此一来将有助于整个系统的效率！！然而这也产生了一个
困扰，那就是当你的系统不正常关机的时候，可能会使得一些 已经经过改变，却还没有存
入磁盘中的数据遗失（因为还在内存当中！）所以这个时候 sync 的功能就相当的大了！因
为他可以直接将系统暂存在内存当中的数据回存写入磁盘当中，呵呵！很棒吧！但是需要注
意你的系统核心 (kernel) 必须要有支持 sync 才行（目前几乎一定都会支持的啦！）

关于软盘开机片：
嗯！搞定了上面的动作了没？！好了，如果搞定了的话，现在我们来制作一个可以开机 的软盘开机片
好了！怎么制作呢？呵呵！就是利用 mkbootdisk 啰！
mkbootdisk 制作软盘开机片
fdformat
这是用来『低阶格式化』软盘的工具

•

mkbootdisk
语法：

[root @test /root ]# mkbootdisk --device /dev/fd0 `uname -r`
参数说明：

--device

:后面接装置！通常接的就是软盘啦 /dev/fd0 ！

范例：
[root @test /root]# mkbootdisk --device /dev/fd0 `uname -r`

<==建立可开机软盘！！

说明：
这是制作开机磁盘的指令，其中，『 `uname -r` 』是目前 Linux 系统所使用的核心版本，
如果你有多个核心版本的话，你以可以直接输入核心版本。例如在我的系统中，旧的核心还
是有保留的，所以我都会至少有两个核心，在我 管理的某部主机中，核心为 2.4.7 及
2.4.18 ，那么如果我要直接以 2.4.18 来开机的话，就可以使用
mkbootdisk --device /dev/fd0 2.4.18
建立软盘开机片一直是个好主意！他可以在你求助无门的时候给你莫大的帮助喔！所以，建
立一个新的软盘开机片是一个好主意啦！

•

fdformat
语法：
[root @test /root ]# fdformat [装置名称]
参数说明：
例：
[root @test /root]# fdformat /dev/fd0H1440

说明：
这是用来『低阶格式化』软盘的指令。（注意：软盘的装置文件为 /dev/fd0 ）！在上面的装置
档案为 /dev/fd0H1440 ， 其中加在 /fd0 之后的 H1440 为表示 1.44MB 的软盘容量！在低阶格
式化之后，还要将软盘的档案格式化为 Linux 的 ext2 之型态，则需要使用 mke2fs 指令！

各式扇区的挂载：
要将上面我们所建立起来的硬盘或软盘正式的在 Linux 上面启用时，一定需要将他挂载上档案系统！
而所谓的『挂载点』则是该硬盘所在的目录，且在该目录下的所有目录都归在 该硬盘所有！假设一个
情况好了，我们的 / 为 /dev/hda1 而 /home 为 /dev/hda2 ，那么在 /home/test 底下的咚咚就也都归
/dev/hda2 这个 partition 所有啰！而需要特别留意的是，由于挂载档案系统需要挂载点，所以挂载的时
候得先建立起挂载的目录才行！除此之外，如果您要用来挂载的目录里面并不是空的， 那么挂载了档
案系统之后，那么原目录下的东西就会暂时的消失。举个例子来说，假设您的 /home 原本是属于根目
录 / 底下的 partition 所有，底下原本就有 /home/test 与 /home/vbird 两个目录。然后你想要加入新的硬
盘，并且直接挂载 /home 底下，那么当您挂载上新的 partition 时，则 /home 显示的是该 partition 的内
容，至于原 先的 test 与 vbird 这两个目录就会暂时的被隐藏掉了！注意喔！并不是被覆盖掉，而是
暂时的隐藏了起来，等到 partition 被 umount 之后，则该目录的内容就会再次的跑出来啦！

•

mount
语法：
[root
[root
[root
[root

@test
@test
@test
@test

/root
/root
/root
/root

]#
]#
]#
]#

mount [-ahlV]
mount -t type /dev/hdxx /mountpoint
mount -o [options]
umount /mountpoint

参数说明：
-a

:依照 /etc/fstab 的内容将所有相关的磁盘都挂上来！

-h

:只列出 mount 相关的参数，并不挂载任何装置

-l

:列出目前已经挂载的装置、档案系统名称与挂载点！

-V

:列出 mount 的版本信息

type :将后面 /dev/hdxx 这个装置以 type 的档案格式挂载到 /mountpoint 这个点，
常见的 type 有底下几个：
vfat, msdos

:这个是支持 Windows 系统的档案格式，尤其是 vfat 常用！

ext, ext2

:这个就是 Linux 的主要档案格式啦！

iso9660

:光驱的档案格式

nfs, ntfs, ufs

:Windows 2000 使用 NTFS 格式呀！

-o

:这个参数后面接的咚咚可多了！可用的资料可不少呢！
rw

：让 mount 的扇区为可擦写

suid

：允许该扇区可以设定档案为 SUID 的状态！

exec

：允许该扇区可以执行 binary 的档案！

auto

：允许该扇区可以使用 mount -a 的参数设定！

nouser

：禁止其它人(非 root 之使用者)使用挂载功能！这是默认值！

async

：允许扇区可以进行异步记录（内存与硬盘不同步！最常用！）

defaults：同时具有 rw, suid, dev, exec, auto, nouser, async 这些功能的设定值！
nosuid
ro

：不许该扇区具有 SUID 的档案属性！
：设定为只读属性！

remount ：让系统本来挂载的扇区重新被挂载！
范例：
[root @test /root]# mount -a
[root @test /root]# mount -t iso9660 /dev/cdrom /mnt/cdrom<==挂上光盘
[root @test /root]# mount -t vfat /dev/fd0 /mnt/floppy

<==挂上 windows 档案系统的软盘

[root @test /root]# mount -t ext2 /dev/fd0 /mnt/floppy

<==挂上 Linux

[root @test /root]# mount -t ext2 /dev/hdc6 /home
[root @test /root]# mount -o remount,rw /

<==挂上 Linux 档案格式硬盘
<==让根目录重新挂载为可读！

档案系统的软盘

说明：
这个指令只有 root 才能执行！如果你不想要单独的将某个磁盘挂上来，那么执行：
mount -a
就可以依照 /etc/fstab 的的参数内容将所有的磁盘给他重新挂上去！此外，需要注意 的是，由于
Linux 系统中，每一个路径都有可能是一个独立的扇区系统，所以需要将每个扇区系统都挂上各
自的挂载点！详细的内容请回去参考一下上一篇 Linux 档案系统 的说明。另外，由于各个扇区
的档案系统可能并不相同，所以您必须先要了解该扇区的档案系统，这样才可以进行 mount 的
工作！如何知道该磁盘的档案格式呢？可以使用 fdisk 来显示的功能即可！
请注意呦！由于 mount 之后的档案格式是没有办法直接被拿掉的！尤其在使用 fsck 检查你的硬
盘时，更是不能挂上硬盘的！而如何将硬盘至挂载点卸载呢？呵呵，就直接使用 umount 即可啰！

底下分别谈一谈各个装置的挂载情况：这里可能先要强调一个观念，在 Windows 底下，磁盘分
割是以 A, B, C, D, .... 等等的方式来划分的，然而在 Linux 或 Unix 系统之下，却是以目录来代
表，也就是说，一个目录很可能就是一个扇区了！ 举个例子来说，通常 Linux 预设的软盘挂载
的地点在 /mnt/floppy 这里！呵呵！那么如果你需要软盘的数据时，就将 /dev/fd0 这一个装置
（前面提过啰！这个是周边存取装置的一个设备档案类型）挂上 /mnt/floppy 就可以啦！然后你
进入到 /mnt/floppy 就可以读取软盘的数据啰！OK！在这里也必须要介绍一下 mount 这个指令
喔！
•

挂载软盘：
很多朋友常常会使用到软盘，尤其是在网络有问题的时候，那么如何使用 Linux 将软盘
挂上来呢？！首先，您给先了解你的磁盘档案的格式，例如 Linux 的档案格式（ ext2 ）
与 Windows 的档案格式（ vfat ）是不一样的！分别可以使用如下的方式挂上来：
[root @test /] # mount -t ext2 /dev/fd0 /mnt/floppy<==Linux 格式
[root @test /] # mount -t vfat /dev/fd0 /mnt/floppy<==Windows 格式
[root @test /] # umount /mnt/floppy<==将软盘机卸载

所以啰！即使是 Windows 格式的档案，在 Linux 底下仍然是可以读取的到的呦！另外，
要注意的是，即使你使用软盘完毕之后，一定要将 /mnt/floppy 卸载之后才可以取出软盘
片喔！不然系统会一直告诉你发生错误啰！而在卸载 /mnt/floppy 的时候，你一定不能在

该目录底下，否则会发生错误讯息喔！而如果加载的格式不符合，系统也不会将该软盘
挂上来的呦！好了，那么怎么制作 ext2 的软盘呢？简单的很，就使用 mke2fs /dev/fd0
就行啦！
•

挂载光盘！
在某些 Linux distribution 底下，例如 Red Hat 7.2 在预设的状态下是将 CDROM 视为一个
模块，预设的核心并没有将他加载，所以，如果你需要在 Red Hat 7.2 里面挂载 CDROM
的话，有两个解决的方法：
一个是直接将 CDROM 的模块加载系统中，这个动作比较简单，而且你也可以将这个指
令直接写到 /etc/rc.d/rc.local 里面去即可！
[root
[root
[root
[root

@test
@test
@test
@test

/
/
/
/

]#
]#
]#
]#

modprobe cdrom
modprobe ide-cd
mount -t iso9660 /dev/cdrom /mnt/cdrom
umount /mnt/cdrom

前两行是模块的加载，而第三行是挂载 CDROM ，第四行则是卸载！此外，由于预设的
CDROM 挂载就是以 iso9660 的 type 来做的，所以你也可以直接写成 mount /dev/cdrom
/mnt/cdrom 就可以啰！
另外一个解决的方法是将 CDROM 的模块编译进核心当中！又有两种方式，一个是直接
下载新的核心来编译，另一个则是直接以 Red Hat 出的更新版的核心来直接升级就可以
啦！如果是使用 up2date 的话，那么升级核心是很简单的啦！
•

挂载 Windows 扇区：
如果万一你在安装系统的时候忘记将 Windows 的 VFAT 格式的扇区 mount 上你的
Linux 时，该怎么办？！这种现象最常发生在多系统共存的环境中！例如再原有的
Windows 98 或 Win2000 上面安装 Linux ，但是结果却忘记将该扇区挂载上来！嗯！这样
需要重新安装吗？！当然不需要了！又不是被入侵！那么该如何挂载上来呢？！就如同
前面说的，由于一个目录可能 代表了一个扇区，因此你必须要先建立一个扇区，然后再
将此扇区挂载上你的 Linux 目录，就可以啦！另外，由于需要将扇区挂在目录下，所以
你还得需要了解你的 Windows 扇区是在哪一个硬盘周边中喔！如何知道你的 Windows
扇区呢？就使用 fdisk 吧！假设你的 Windows 是在 Primary IDE 的硬盘，那么应该就是
/dev/hda 啰！则你可以这样做：
[root @test / ]# fdisk –l /dev/hda
Disk /dev/hda: 255 heads, 63 sectors, 524 cylinders
Units = cylinders of 16065 * 512 bytes
Device Boot
/dev/hda1
/dev/hda2
*
/dev/hda3
/dev/hda4
/dev/hda5
/dev/hda6
/dev/hda7
/dev/hda8
/dev/hda9

Start
1
269
396
460
460
473
486
499
512

End
268
395
459
524
472
485
498
511
524

Blocks
2152678+
1020127+
514080
522112+
104391
104391
104391
104391
104391

Id
83
83
83
5
83
83
82
83
83

System
Win95 FAT32
Linux
Linux
Extended
Linux
Linux
Linux swap
Linux
Linux

使用 fdisk 指令的话就可以知道你的 Win95 FAT32 的扇区在哪一个，在上表中，显示的
是 /dev/hda1 这一个扇区啰！那么假设我要将 Windows 的目录建置在 /mnt/win98 里面呢？
就这样做吧：
[root @tsai / ]# mkdir /mnt/win98

[root @tsai / ]# mount -t vfat /dev/hda1 /mnt/win98
[root @tsai / ]# mount -t vfat -o iocharset=cp950 /dev/hda5 /mnt/win98

如此一来就将 Windows 的系统挂到 Linux 里面啰！简单吧！请注意，上面那个第三行所
使用的参数可以让您的 Windows 98 的扇区当中的档案显示出正确的中文呦！
•

安装新硬盘：
再来个新问题！那么我如果想要安装一颗新硬盘呢？呵呵，也是很简单啦，就跟在
Windows 底下一样！需要先 fdisk 然后在 format ，之后就可以顺利的挂上 Linux 系统啰！
假设我安装的硬盘在 Primary 的第二个 IDE 上面，也就是 /dev/hdb 上，那么整个步骤应
该就会是：
[root @test / ]# fdisk /dev/hdb
....... （以下省略！直接以 fdisk 分割好硬盘啦！）
[root @test / ]# mke2fs /dev/hdb1
在 Linux 中的 format 是 mke2fs 这一个指令喔！
上面的指令 在将你的硬盘扇区格式化成 Linux 的 ext2 格式啦！
[root @test / ]# mkdir /disk2
建立一个目 录名称为 /disk2 ，预计用来挂载你的新硬盘
[root @test / ]# mount -t ext2 /dev/hdb1 /disk2
将硬盘挂上 Linux 系统啰！

•

umount
语法：
[root @test root]# umount [-f] [device|mount_point]
参数说明：
-f

：强制将该档案系统退出，最常使用在无法退出的 NFS 档案系统中了！

范例：
[root @test root]# umount /home

说明：
就是直接将 mount 上来的档案系统给他卸载即是！卸载之后，可以使用 df 看看是否还存在呢？！

设定开机时即挂载的方式：
刚刚上面说了许多，那么可不可以在开机的时候就将我要的扇区都挂好呢？！这样我就不需要每次进
入 Linux 系统都还要在挂载一次呀！当然可以啰！那就直接到 /etc/fstab 里面去修修就行啰！不过，在
开始说明前，这里要先跟大家说一说系统挂载的一些限制：
•
•
•
•
•

根目录 / 是必须挂载的﹐而且一定要先于其它 mount point 被挂载进来。
其它 mount point 必须为已建立的目录﹐可以任意指定﹐但一定要遵守必须的系统目录架构原则。
所有 mount point 在同一时间之内﹐只能挂载一次。
所有 partition 在同一时间之内﹐只能挂载一次。
如若进行卸载﹐您必须先将工作目录移到 mount point(及其子目录) 之外。

好了，那么我们进入 /etc/fstab 看一看吧：
[root @test / ]# more /etc/fstab
# History:

# ==================================================
# When
Who
What
# 2002/10/19
VBird
This file had been modified by me.
# ==================================================
# device
MountPoint
filesystem
parameters
dump
fsck
/dev/hda1
/
ext3
defaults
1
1
/dev/hda2
swap
swap
defaults
0
0
LABEL=/backup
/backup
ext3
defaults
1
1
none
/dev/pts
devpts
mode=0620
0
0
none
/proc
proc
defaults
0
0
/dev/hda3
/mnt/win98
vfat
defaults,iocharset=big5,codepage=950 0 0

我这个人比较龟毛一点，因为 Mandrake 9.0 的 /etc/fstab 档案排列方式蛮丑的，虽然每一栏之间只要以
空格符分开即可，但就是觉得丑，所以通常我就会自己排列整齐，并加上批注符号，就是 # 字号，来
帮我记忆这些信息！总共有六栏，分别来谈一谈吧！
1. 扇区或标头：就是扇区啦！不过，如果是在安装的时候有给 予一个 label (标头) 的话，那么使
用 label 也可以，例如上面的 LABEL=/backup 那一行。而如果是我们增加新的扇区的话，那么
这里就必须要使用『扇区』了！例如新安装一个硬盘在 /dev/hdd1 当中，那么这里就写
/dev/hdd1 啰！那么如果我还是想要使用 label 来挂载呢？！就使用 e2label 来建立 label name 啦！
e2label 的用法在前一章有说明，忘了的话，快去看看先！
2. 挂载的目录点：就是 mount 的挂载点啦！
3. 该扇区的档案格式：目前 Linux 大都使用 ext2, ext3, reiserfs 等等的，不过，如果你有使用
Windows 的档案格式的话，那么就可以使用 vfat 啰！目前支持的格式还有 iso9660( 光盘 ),
msdos, minix, nfs, swap 等等的档案格式；
4. 档案格式参数区：这个就重要了！有哪些磁盘参数可以参考呢？ 在前一章的 mount 指令里面介
绍了一些些，这里再更详细的提出说明如下：
参数

内容意义

async/sync
异步/同步

是否允许磁盘与内存中的数据以同步写入的动作？使用
async 这个异步写入的方式会比较快速一些。

auto/noauto
自动/非自动

在开机的时候是否自动挂载该扇区？既然设定在这个区
域内了，当然希望开机的时 候自动挂载啰！

rw/ro
可擦写/只读

让该扇区以可擦写或者是唯独的型态挂载上来，如果是
vfat 之类的扇区，您不想让 Linux 变更的话，那么使用
ro 也不错！能够提供有效的保护呢！

exec/noexec
可执行/不可执行

限制在此档案系统内是否可以进行『执行』的工作？如
果是纯粹用来储存数据的， 那么可以设定为 noexec 会
比较安全，相对的，会比较麻烦！

user/nouser
允许/不许

是否允许使用者使用 mount 指令来挂载呢？一般而言，
我们当然不希望 user 身份的人能使用 mount 啰，因为
太不安全了，因此这里应该要设定为 nouser 啰！

suid/nosuid
具有 suid/没有 suid

该档案系统是否允许 SUID 的存在？一般而言，如果不
是 Linux 系统的扇区，而是一般数据的 partition ，那
么设定为 nosuid 确实比较安全一些！毕竟有 SUID 是
蛮可怕的一件事

usrquota

启动使用者磁盘配额模式支持

grpquota

启动群组磁盘配额模式支持！

defaults

同时具有 rw, suid, dev, exec, auto, nouser, async 这些
功能，所以预设情况中，使用这个即可！

另外，如果有兴趣的话，还可以加上类似『iocharset=big5,codepage=950』 这种额外的功能
参数以启动中文编码的支持，更详细的数据可以 man mount 搜寻呢！
5. 是否可以被 dump 指令备份：这一列在说明，使用 dump 指令来备份时时，该扇区是否跟着一
起动作？如果没有数字的话则以 0 带入！由于我们希望有备份的功能，所以这里当然就开启( 1 )
啰！
6. 检验扇区：这个数字在用来以 fsck 检验扇区用的！在开机与关机的时候，通常 Linux 希望检验
一下扇区，所以这里需要设定一下。通常 root （就是根目录 / 啦）需要设定为 1 ，而其它的档
案系统（ filesystem ）就设定为 1 即可！当然啰！由于 proc 及 swap 与 windows 并不需要以
fsck 来检验，所以就可以设定为 0 啰！
所以，假如我要新增加一个 /dev/hdb1 并且挂载在 /disk2 这个目录下的话，那么我就在该档案的最底
加上一行：
/dev/hdb1

/disk2

ext2

defaults

1

1

或者我直接在这个档案上面规划好之后，再下达： mount -a 那么程序就会自动的将 /etc/fstab 里面的信
息读出，并且依据里面的情况来挂载扇区喔！如此一来，每次开机的时候都会自动的建立好对应的咚
咚啦！
有经验的朋友大概都还蛮清楚的，就是 /etc/fstab 写错了的时候(最常发生在 quota 设定的时候)会造成
无法开机的窘境，因此，通常我们都会把自己所想要的数据给他写在 /etc/fstab 之后，以 mount –a 驱
动看看，此外，如果错误已经造成了呢？那也不要太担心，由于错误造成了，所以根目录 / 预设会变
成只读属性，这个时候就得要进行 remount 的工作了，亦即下达：
mount

–n

–o

rw,remount

/

这样应该就可以将磁盘挂载成为可擦写了！
此外，您必须了解的是， /etc/fstab 写的是您的设定文件，但是目前的系统所挂载的信息则是记录在
/etc/mtab 这个档案中喔！这个档案会实时的进行更新，如果您重新手动挂载你的档案 系统，那么这个
mtab 就会跟着变动啰！

虚拟内存 Swap：
我们前面谈了很多各式各样的 filesystem ，不过，您晓得在安装的时候设定的那一个『虚 拟内存,
swap 』要如何增加吗？举个简单的例子吧，我们的 Sun 主机上面，由于跑的程序太庞大了，通常
swap 需要开启到 1GB 左右，但是呢，有的时候还是会不够的！在 Linux 当中，如果您需要使用到很
大量的虚拟内存，偏偏当初给的 swap 扇区不够大，那要怎么办呢？有什么方法可以来达成：
•
•

设定一个 swap partition ？
建立一个虚拟内存的档案？

怎么说呢？基本上，虚拟内存就是将硬盘规划出一个区间，让内存的数据可以经由硬盘来读取罢了，
那么如果有 swap file 也就够了对不对！是呀！所以这里我们使用两种方法来尝试建立一下 swap 的扩
增吧！

•

Swap partition ( 建立虚拟内存的扇区 )：
第一种正规的方法是『直接再加一棵硬盘，并且将其中某个扇区规划为 swap 的 filesystem 』，呵呵，说
的容易，做起来更容易！实际的动作为：
1. 以『 fdisk /dev/hd[a-d] 』先建立一个 partition ，还记得 fdisk 怎么做吗？回去复习一下吧！简单
的来说，就是先 (1)建立一个 partition，然后 (2)将该 partition 的 ID 改为 82 这一个 swap 的磁盘
档案格式代号就对 啦！这样这一步骤就 OK 啰！

2. 以『 mkswap /dev/hd[a-d][1-16] 』的方式来将您刚刚建置出来的 partition 『格式化为 swap 的档
案格式』，很简单吧！这样就格式化 OK 啰！
3. 再来则是将 swap 启动，启动的指令为『 swapon /dev/hd[a-d][1-16] 』，这样就能启动了！很简
单吧！这样 swap 就自动加入到内存容量里头去了！
那么如何将 swap 关掉呢？呵呵！很简单呀！就是直接给他 swapoff 就对了！

•

Swap file ( 建立虚拟内存档案 ) ：
那么万一我不想新增加一个扇区呢？可不可以使用 swap file 的方式来新增硬盘呀！当然可以啰！而且步骤
还蛮简单的呢！基本的流程就是：
1.
2.
3.
4.

以
以
以
以

dd 指令来建立 swapfile ；
mkswap 来将 swapfile 格式化为 swap 的档案格式；
swapon 来启动该档案，使成为 swap ；
swapoff 来关闭该档案！

嗯！多说无益！我们来实际的将您的主机系统上面新增 64MB 的虚拟内存吧！如果可能的话，请您在您的
系统上面实际的操作一次底下的步骤，我想，您应该马上会了解实际的操作流程的！（底下的步骤是可以
复原的！！别 担心，不过 mkswap 这个指令的下达要小心一点就是了！）
1. 使用 dd 这个指令来新增一个 64MB 的档案在 /tmp 底下：
[root@test /root]# dd if=/dev/zero of=/tmp/swap bs=4k count=16382
16382+0 records in
16382+0 records out
dd 这个指令是用来转换档案并且 copy 用的；
if 指的是要被转换的输入档案格式 /dev/zero 可以由 man zero 来查看内容；
of 指的是输出的档案，我们将之输出到 /tmp/swap 这个档案；
bs 指的是一个扇区占用几个 kb ；
count 指的是要使用多少个 bs ，所以最后的容量为 bs*count = 4k * 16382 ~ 64MB

如上所述，我们将建立一个档名为 /tmp/swap 的档案，且其内容共有 64MB 左右大小的档案；
2. 使用 mkswap 将 /tmp/swap 这个档案格式化为 swap 的档案格式：
[root@test /root]# mkswap /tmp/swap
Setting up swapspace version 1, size = 67096576 bytes
请注意，这个指 令在下达的时候请『特别小心』，因为下错字元控制，将可能使您的 filesystem 挂掉！

3. 使用 swapon 来将 /tmp/swap 启动啰！
[root@test /root]# free
total
used
free
shared
Mem:
62524
60200
2324
-/+ buffers/cache:
39992
22532
Swap:
127004
2620
124384
[root@test /root]# swapon /tmp/swap

buffers
0

cached
716
19492

不要怀疑！这样 就已经将虚拟内存增加 64 MB 啰！如果您需要每次都启动该档案，
那么将 swapon /tmp/swap 写入 /etc/rc.d/rc.local 当中即可！
用 free 这个指令查看一下您的系统啰！
[root@test /root]# free
total
used
free
shared
Mem:
62524
60240
2284
-/+ buffers/cache:
40024
22500
Swap:
192524
2620
189904

buffers
0

cached
724
19492

4. 使用 swapoff 关掉 swap file
[root@test /root]# swapoff /tmp/swap
就直接给他关掉 啰！

没错，就这么简单的将虚拟内存给他新增啰！赶快来去试试看去！

磁盘效能：
我们都知道目前的 IDE 硬盘主要的传输模式为 ATA 模式，最近 （2002 年） 已经出到了 ATA 133
了！不过，传统上， ATA 66 就已经很厉害了！新的 IDE 硬盘也没有办法完全利用 ATA 100 呢！但
是，你知道吗？有没有开启 ATA 这个传输信道的 DMA 模式，对于硬盘的存取效率差很大呦！好了！
我们来测试一下磁盘的效能吧！
•

hdparm
语法：

[root @test /root ]# hdparm [-cdmXTt] [装置名称]
参数说明：
-c

:提供 32 位的存取模式，支持的型态有：
-c0：关闭 32 位存取模式
-c1：开启 32 位存取模式
-c3：以较为特殊的 sync 模式开启 32 位存取模式（建议值）

-d

:是否启动硬盘的 DMA 模式， 0 为关闭， 1 为开启。

-m

:设定 multiple sector I/O 的模式，通常预设为 16 ，建议值亦为 16 。

-X

:设定 IDE/ATA 模式的项目，支持如下的设定：
-X34：开启 DMA mode 2
(ATA)
-X66：开启 ultra DMA mode 2 (ATA66)

-T

:测试暂存区 cache 的存取效能

-t

:测试硬盘的实际存取效能 （较正确！）

例：
[root @test /root]# hdparm -Tt /dev/hda

<==测试 hda 这颗硬盘的 cache 与实际效能

[root @test /root]# hdparm -d0 /dev/hda<==关闭 DMA 模式！
[root @test /root]# hdparm -d1 -c3 -X66 /dev/hda<==开启 DMA 模式在 DMA 66 ，并且开启 32 位存取模式

说明：
这个指令必须要 root 才能执行！此外，需要特别注意， -X 这个参数是很危险的参数设定，
除非您非常了解您的硬盘架构，否则不建议自行设定，因为 manual page 上面就有说明到这
一点～～不过，无论如何，目前大于 2GB 以上的硬盘至少都已经支持了 DMA 33 了！因此，
使用 -X66 应该都是可行的！较常建议的硬盘 DMA 开启功能项目如下：
hdparm -d1 -X66 -m16 -c3 /dev/hda
另外，基本上目前的 Linux 预设都是开启 DMA 的模式，因此这个指令的功能相对的重要
性就降低了！不过，有一点仍然相当的重要，就是 Linux 预设的 -c 是关闭的，亦即是 -c0
的状态，所以你可以增加上面的 -c3 来开启 32 位的存取模式呦！当然了，如果你的硬盘真
的是很老旧的，那么就不要开启的好！好了！那么如何开机就启动 DMA 模式呢？！你可以
将上面那一段指令写入 /etc/rc.d/rc.local 里面即可！

附录一：第二延伸档案系统 ext2
这里转贴一篇关于 ext2 这个 Linux 档案格式的主要特点：
第二延伸档案系统(ext2)介绍 （本文摘自小红帽技术论坛）
自从我们开始使用计算机后，大多数的使用者都曾经使用过档案，而我们总是对关于硬盘如何正确
地储存档案感到好奇，它看起来似乎非常抽象，所以今天让我们看一看 Linux 操作系统中较新的档案
系统版本『第二延伸系统( ext2 )』，并了解它各方面之用途。
这个档案系统是主要来自于 Andrew Tanenbaum 所写的 Minix 档案系统，它也是唯一可用在免费操作
系统的档案系统，称之为 Minix。它后来修正为 Linux 所惯用的档案系统并称为延伸档案系统，到现
在 Linux 的档案系统称为 ext2 (第二延伸档案系统)，它是延伸档案系统中较新的版本并支持存取控制
列(ACL)。

但是在着手研究 ext2 档案系统之前，让我们先了解档案系统中之专有名词的关联。
•

Block (区块)： 档案在磁盘中被储存在整数固定大小的区块中，那区块的大小通常是 2 的次方。
在预设中，ext2 档案系统的区块大小是 4K。研究颢示，4K 字节对于一磁盘 区块而言是最理想
的大小，假如一个档案的大小无法达成 4K 字节的倍数时，那最后的磁盘区块部分就会被浪费。
在最不好的例子中几乎在完整的区块中就有一位 元组被浪费掉。
对于这情况有一点技巧，假如我们选择了一个较大的区块，则对于小的档案而言会有一些磁
碟空间被浪费掉。另外一方面，假如我们使用一个非常小的区块，则磁盘区块数量会成指数的
增加，因此对于档案而言需有更多的搜寻时间。所以，选择区块大小必 须三思而后行。
当一个档案被加载到内存时，那磁盘区块会被放在主存储器中之缓冲快取区，假如它们已 经
变更了，区块在缓冲区中会被标记为’Dirty’，其意指的是这些区块必须先写到磁盘中来维持磁
盘上的区块及在主存储器中的区块之一致性．

•

Superblock：superblock 是在每个档案系统开始的位置，其储存信息像是档案系统的大小，空的
和填满的区块，它们各自的总数和其它诸如此类的数据。要从一个档案系统中存取任何档案皆
须经过档案系统中之 superblock。如果 superblock 损坏了，它可能无法从磁盘中去取得数据。
•

Inode: 对于档案系统而言一个 inode 是在 inode 表格中的一个项目。Inode 包含了所有
档案有关的信息例如名称、大小、连接的数量、数据建立之日期，修改 及存取的时
间。它也包含了磁盘区块的档案指向(pointer)。pointer 是用来记录档案被储存在何处。

Ext2fs 公用程序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一些标准 Linux 版本之 ext2fsprogs 公用程序
•

e2fsck
这个程序允许我们在 ext2 档案系统上去执行档案系统检查，它像是 Windows 中之 Scandisk 一
样，但却是一种更有效的系统检查方式。在此，我们可以加上一个文件名称来检查上面之损坏
区块。
警告:绝对不要在任何已挂载的档案系统上执行 e2fsck/fsck。假如我们想要去执行 fsck，我
们应该卸下档案系统后再去执行 fsck（亦即需要 umount 该扇区啰）。如果不这样做，可
能会让档案系统毁损。

•

tune2fs
这允许我们去调整档案系统的参数设定。在此，我们可以设定在两个档案系统检查间之最大
挂载总数、容量标记、错误行为、变更保留的信息和许多其它参数。

•

dumpe2fs
这个程序将 ext2 档案系统状态输出到标准的设备上。它对于分析问题以及存取一般关于 档案
系统用法的信息是有帮助的。

•

mke2fs
这个程序允许我们在先前尚未格式化的磁盘中，去建立一个 ext2 的档案系统。它提供了 许多
的选项包含区块的大小、段落的大小、每一个 inode 的字节到多种磁盘阵列的选项。mke2fs 通
常在第一次安装的期间执行，并建立完成新的 root 及其它的档案系统。（就相当于 DOS 底下
的 format 程序啦！）

•

badblocks
这个程序去搜寻磁盘并检查区块是否已经损坏，它通常会在新的档案系统安装程序前执行，
但请不要在挂载好的档案系统上执行。

在 Linux 档案系统中最新的版本被称为 ext3，并已有 Journaling 之支援。Journaling 档案系统对于所有
已完成的步骤，持有记录以及检查点，所以假使系统当机时，它可以从最后的检查点来还原档案系统。

附录二：为何选择 ext3 呢
在最新的 Red Hat 7.2 当中，已经舍弃了 ext2 而改用支持 Journaling 的 ext3 这一个档案格式了，那么
这两个咚咚有什么不一样的呢？！底下有一篇翻译过的文章，看看吧！
Red Hat Linux 7.2 为何决定采用 ext3 档案系统？
Red Hat 决定在 7.2 版中使用 ext3 的格式来作为预设的档案系统在，引起相当多熟悉 Linux 使用者的关
注，但 ext3 并不是唯一的，也不是众多日志式 (journaling)档案系统中最佳的。
传统的 Linux 档案系统 ext2，对于在相当小容量的硬盘上之小档案而言是相当的 理想。随着硬盘的容
量及档案大小大幅增加，整体性能会下滑。有些原因是来自读取未有效利用的磁盘空间，有些原因是
来自不正常关机或是电源中断档案系统的恢 复时间。档案系统经由 e2fsck 在一个 1GB 的硬盘做检查
是毫不费力的，但相同的测试在 40GB 的硬盘上可能会相当的秏费时间。所以就有日志式档案系统 的
诞生。
这些记录硬盘状态的档案称为日志。所以在不正确关机之后重新启动需要参考到日志档案 来重新回
复档案系统的状态，而非将整个硬盘做扫描。同时，日志式档案系统可以有更高的硬盘空间使用效率
及使数据在各种不同之档案大小中能够快速的读取及写 入。
Linux 并不是只有一个日志式的档案系统，它有四个，或是说成三又二分之一个：

•

Reiser 档案系统： 依照 Hans Reiser 的名字而取。Reiser 是众所皆知的一种新式快速记录硬盘内
容的档案系统，它曾经被广泛的使用超过一年，且这个档案系统被推荐安装在 SuSE7.1 版及
7.2 版上。

•

JFS 档案系统：经 由 IBM 所开发的，其设计的理念在于提供一高速的处理能力。IBM 从 2000
年 2 月间开始经过一系列的测试版本，它的 1.0 版本已在六月底公开发表。

•

XFS 档案系统：XFS 是 SGI 公司在 Linux 上所开发的日志式档案系统，它也提供了所有以完整
发展为特色的日志式档案系统。

•

ext3 档案系统：ext3 是之前所提及的二分之一日志式档案系统。为何只有一半呢?原因是 ext3 是
一种迭在传统 ext2 档案系统上面并保有磁盘活动纪录的日志式档案系统。所以当 不正确关机
时，档案的恢复速度会比 ext2 档案系统来的快。但是，因为它是被结合在 ext2 中，它会遭受到
一些老旧系统的限制并因此不能利用所有日志式文件 案系统的完整功能。这样并非是完全不
好，因为 ext3 分割区并没有不同于 ext2 档案系统，因此如 ext3 损毁要回到 ext2 档案系统却是
非常的简单。

Red Hat 是第一个采用 ext3 的公司，它尝试性的将 Linux 档案系统推向日志式档案系统。当公司计划
在 7.2 版的第二个测试版本采用 ext3 时，公司中首 席核心开发者 Michael K. Johnson 便迅速的提供一
个原理的阐述：
“为什么你想要从 ext2 转换到 ext3 呢？有四个主要的理由： 可利用性、数据完整性、速
度及易于转换”。可利用性，他指出，这意味着从系统中止到快速重新复原而不是持续的
让 e2fsck 执行长时间的修复。ext3 的 日志式条件可以避免数据毁损的可能。他也指出”除
了写入若干资料超过一次时，ext3 往往会较快于 ext2，因为 ext3 的日志使硬盘读取头的移
动能更有 效的进行“。然而或许决定的因素还是在 Johnson 先生的第四个理由中。
“它是可以轻易的从 ext2 变更到 ext3 来获得一个强而有力的 日志式档案系统而不需要重
新做格式化”他说道。”那是正确的，为了体验一下 ext3 的好处是不需要去做一种长时间
的，冗长乏味的且易于产生错误的备份工作 及重新格式化的动作”。

档案的压缩与打包
压缩的用途与技术：
您是否有过文件档案太大，导致无法以一片软盘将他复制完成的困扰？又，您是
否有过，发现一个软件里面有好多档案，这些档案要将他 复制与携带都很不方
便的问题？还有，您是否有过要备份某些重要数据，偏偏这些数据量太大了，耗
掉了你很多的硬盘与磁盘空间呢？这个时候，那个好用的『档案压缩』技术可就
派的上用场了！因为这些比较大型的档案透过所谓的档案压缩技术之后，可以将
他的磁盘使用量降低，可以达到减低档案容量的效果，此外，有的压缩程序还可
以进行容量限制，使一个大型档案可以分割成为数个小型档案，以方便软盘片携
带呢！
那么什么是『档案压缩』呢？我们来稍微谈一谈他的原理好了。目前我们使用的
计算机系统中都是使用所谓的 bytes 单位来计量的！不过，事实上，计算机最小
的计量单位应该是 bits 才对啊，此外，我们也知道 1 byte = 8 bits 。但是如果今
天我们只是记忆一个数字，亦即是 1 这个数字呢？他会如何记录？假设一个
byte 可以看成底下的模样：(注：由于 1 byte = 8 bits ，所以每个 byte 当中会有 8
个空格，而每个空格可以是 0, 1 ，这里仅是做为一个约略的介绍，读者不必刻意
记忆 )
□□□□□□□□
而由于我们记录数字是 1 ，考虑计算机所谓的二进制喔，如此一来， 1 会在最
右边占据 1 个 bit ，而其它的 7 个 bits 将会自动的被填上 0 啰！你看看，其实
在这样的例子中，那 7 个 bits 应该是『空的』才对！不过，为了要满足目前我
们的操作系统数据的存取，所以就会将该数据转为 byte 的型态来记录了！而一
些聪明的计算机工程师就利用一些复杂的计算方式，将这些没有使用到的空间
『丢』出来，以让档案占用的空间变小！这就是压缩的技术啦！ 简单的说，你
可以将他想成，其实档案里面有相当多的『空间』存在，并不是完全填满的，而
『压缩』的技术就是将这些『空间』填满，以让整个档案占用的容量下 降！不
过，这些『压缩过的档案』并无法直接被我们的操作系统所使用的，因此，若要
使用这些被压缩过的档案数据，则必须将他『还原』回来未压缩前的模样，那
就是所谓的『解压缩』啰！而至于压缩前与压缩后的档案所占用的磁盘空间大小，
就可以被称为是『压缩比』啰！更多的技术文件或许你可以参考一下 GNU 计划
当中关于压缩指令 gzip 的说明文件。当然，我 这里 也保留一份数据，做为未
来参考之用呢！
这个『压缩』与『解压缩』的动作有什么好处呢？最大的好处就是压缩过的档案
容量变小了，所以你的硬盘容量无形之中就可以容纳更多的数据，此外，在 一
些网络数据的传输中，也会由于数据量的降低，好让网络频宽可以用来作更多的
工作！而不是老是卡在一些大型的档案上面呢！目前很多的 WWW 网站也是利
用档案压缩的技术来进行数据的传送，好让网站的可利用率上升喔！( 注：这种
技术蛮有趣的！他让您网站上面『看的到的数据』在经过网络传输时，使用的是
『压缩过的数据』，等到这些压缩过的数据到达你的计算机主机时，再进行解压
缩，由于目前的计算机运算速度相当的快速，因此其实在网页浏览的时候，时间

都是花在『数据的传输』上面，而不是 CPU 的运算啦！，如此一来，由于压缩
过的数据量降低了，自然传送的速度就会增快不少！ )若您是一位软件工程师，
那么相信您也会喜欢将你自己的软件压缩之后提供大家下载来使用，毕竟没有人
喜欢自己的网站天天都是频宽满载的吧？！举个例子来说， Linux 2.4.19 完整的
核心大小约有 200 MB 左右，而由于核心主要多是 ASCII code 的存文字型态档
案，这种档案的『多余空间』最多了。而一个提供下载的压缩过的 2.4.19 核心大
约仅有 30MB 左右，差了几倍呢？您可以自己算一算喔！

Linux 压缩档案的附档名
如果您常常在网络上面捉 Linux 的数据下来玩的话，大概会晓得的是，这些供人
下载的档案通常都是『压缩』过的！为了什么？上面已经稍微提过啦！呵呵！压
缩过的档案具有节省频宽、节省磁盘空间等等的优点，并且还方便携带呢！ ^_^ ！
而，您应该也会知道，这些被压缩过的档案，通常其附档名都是『 *.tar,
*.tar.gz, *.tgz, *.gz, *.Z, *.bz2 』 等等的，为什么要订定这些压缩档案
附档名为这样的模样呢？这是因为在 Linux 上面压缩的指令相当的多，并且，这
些压缩指令可能无法针对每种压缩档案都可以解的开，毕竟目前的压缩技术五花
八门，每种压缩计算的方法都不是完全相同的， 所以啰，当你捉到某个压缩档
时，自然就需要知道压缩他的是那个指令啦，好用来对照着解压缩啊！ ^_^！也
就是说，虽然 Linux 档案的属性基本上是与文件名没有绝对关系的，能不能执行
与他的档案属性有关而已，与文件名的关系很小！但是，为了帮助我们小小的人
类脑袋瓜子，所以适当的 文件名称附档名还是必要的！因此，目前就有一些常
常见到的压缩档案的附档名啦！我们仅列出常见的几样在底下，给大家权做参考
之用：
•
•
•
•
•

*.Z
*.bz2
*.gz
*.tar
*.tar.gz

compress 程序压缩的档案；
bzip2 程序压缩的档案；
gzip 程序压缩的档案；
tar 程序打包的数据，并没有压缩过；
tar 程序打包的档案，其中并且经过 gzip 的压缩！

目前常见的压缩程序主要就是如同上面提到的附档名对应的那些指令啦！最早期
的要算是 compress 这个家伙了，而后，后来的 GNU 计划开发出新一代的压缩
指令 gzip ( GNU zip ) 用来取代 compress 这个老牌的压缩指令，再来还有 bzip2
这个压缩比更好的压缩指令呢！不过，这些指令通常仅能针对一个档案来压缩与
解压缩，如此一来，每次压缩与解压缩都要一大堆档案，岂不烦人？，此时，那
个所谓的『打包软件』就显的很重要啦！在 Unix-Like 当中，有个软件很好玩，
他就是 tar 这支程序！这个 tar 可以将很多档案『打包』成为一个档案！甚至是
目录也可以这么玩。不过，单纯的 tar 功能仅是『打包』而已，亦即是将很多档
案集结成为一个档案，事实上，他并没有提供压缩的功能，后来， GNU 计划中，
将整个 tar 与压缩的功能结合在一起，如此一来提供使用者更方便并且更强大的
压缩与打包功能！
底下我们就来谈一谈这些在 Linux 底下基本的压缩指令吧！

•

compress：
语法：
[root @test /root ]# compress [-d] filename
参数说明：
-d

：解压缩的参数！

范例：
先 copy /etc/man.config 到 root 底下，再将他压缩看看
[root @test /root]# cp /etc/man.config /root
[root @test /root]# compress man.config
[root @test /root]# compress -d man.config.Z
[root @test /root]# uncompress man.config.Z

这是用来压缩与解压缩附档名为 *.Z 的指令！所以看到 *.Z 的档案时，就
应该要知道他是经由 compress 这个程序压缩的呦！这是最简单的压缩指
令啰！不过，使用的时候需要特别留意的是，当你以 compress 压缩之后，
如果没有下达其它的参数，那么原本的档案就会被后来的 *.Z 所取代！以
上面的案例来说明：原本压缩的档案为 man.config ，那么当压缩完成之后，
将只会剩下 man.config.Z 这个经过压缩的档案啰！那么解压缩呢？呵呵，
则是将 man.config.Z 解压缩成 man.config ！使用上很简单啦！解压缩除了
可以使用 compress –d 这个参数之外，也可以直接使用 uncompress ！意思
相同啦！

•

gzip, zcat：
语法：
[root @test /root ]# gzip [-d#] filename <==压缩与解压缩
[root @test /root ]# zcat filename.gz

<==读取压缩档内容

参数说明：
-d

：解压缩的参数！

-#

：压缩等级， 1 最不好， 9 最好， 6 是默认值！

范例：
[root @test /root]# gzip man.config
会产生 man.config.gz 这个档案
[root @test /root]# zcat man.config.gz
会读取出 man.config 的内容
[root @test /root]# gzip -d man.config.gz
[root @test /root]# gunzip man.config.gz
解压缩，产生 man.config 这个档案
[root @test /root]# gzip -9 man.config
以最大压缩比压缩 testing 这个档案！

gzip 是用来压缩与解压缩附档名为 *.gz 的指令！所以看到 *.gz 的档案时，
就应该要知道他是经由 gzip 这个程序压缩的呦！另外， gzip 也提供 压缩
比的服务！ -1 是最差的压缩比，但是压缩速度最快，而 -9 虽然可以达

到较佳的压缩比（经过压缩之后，档案比较小一些！），但是却会损失一
些速度！预设是 -6 这个数值！ gzip 也是相当常使用的一个压缩指令呢！
至于 zcat 则是用来读取压缩文件数据内容的指令！假如我们刚刚压缩的档
案是一个文字文件，那么你还记得如何读取文字文件吗？！没错！就是使
用 cat ，那么读取压缩档呢？呵呵！就是使用 zcat 啰！由于 gzip 这个压
缩指令主要想要用来取代 compress 的，所以 compress 的压缩档案也可以
使用 gzip 来解开喔！同时， zcat 这个指令可以同时读取 compress 与
gzip 的压缩档呦！

•

bzip2, bzcat：
语法：
[root @test root]# bzip2 [-dz] filename <==压缩解压缩指令
[root @test root]# bzcat filename.bz2

<==读取压缩文件内容指令

参数说明：
-d

：解压缩的意思！

-z

：压缩的意思！

范例：
同样的，我们以刚刚拷贝过来的 /root/man.config 这个档案为例
[root @test root]# bzip2 –z man.config
[root @test root]# bzcat man.config.bz2
[root @test root]# bzip2 –d man.config.bz2
[root @test root]# bunzip2 man.config.bz2

刚刚的 compress 附档名自动建立为 .Z ，这里的 bzip2 则是自动的将附档
名建置为 .bz2 啰！所以当我们使用具有压缩功能的 bzip2 –z 时，那么刚
刚的 man.config 就会自动的变成了 man.config.bz2 这个档名啰！好了，那
么如果我想要读取这个档案的内容呢？是否一定要解开？当然不需要啰！
可以使用简便的 bzcat 这个指令来读取内容即可！例如上面的例子中，我
们可以使用 bzcat man.config.bz2 来读取数据而不需要解开！此外，当您要
解开一个压缩档时，这个档案的名称为 .bz, .bz2, .tbz, .tbz2 等等，那么就
可以尝试使用 bzip2 来解看看啦！当然啰，也可以使用 bunzip2 这个指令
来取代 bzip2 –d 啰

•

tar：
语法：
[root @test /root ]# tar [-zxcvfpP] filename
[root @test /root ]# tar -N 'yyyy/mm/dd' /path -zcvf target.tar.gz source
参数说明：
-z

：是否同时具有 gzip 的属性？

-x

：解开一个压缩档案的参数指令！

-t

：查看 tarfile 里面的档案！

-c

：建立一个压缩档案的参数指令

-v

：压缩的过程中显示档案！

-f

：使用档名，请留意，在 f 之后要立即接档名喔！不要再加参数！

例如使用『 tar -zcvfP tfile sfile』就是错误的写法，要写成
『 tar -zcvPf tfile sfile』才对喔！
-p

：使用原档案的原来属性（属性不会依据使用者而变）

-P

：可以使用绝对路径

-N

：比后面接的日期(yyyy/mm/dd)还要新的才会被打包进新建的档案中！

--exclude FILE：在压缩的过程中，不要将 FILE 打包！
范例：
[root @test /root]# tar -cvf

directory.tar

directory

只将目录整合打包成一个档案
[root @test /root]# tar -zcvf directory.tar.gz directory
除了将目录打包外，同时以 gzip 压缩
[root @test /root]# tar -zcvf filename.tar.gz

/home/test/*

将 /home/test/ 这个目录下的档案全部打包并压缩成为一个 filename.tar.gz 的档案
[root @test /root]# tar -xvf directory.tar
解 tar 的封包，请注意，由于没有 gzip (.tar 而非 .tar.gz) 的作用，所以只要使用 –xvf 即可！
不需要加上 z ，否则会显示有问题！
[root @test /root]# tar -zxvf directory.tar.gz
这个就是有加上 gzip 的压缩的结果！所以需要加上 –z 呦！
[root @test /root]# tar –ztvf directory.tar.gz
这个 t 可以用来查看 tar 里面的档案信息呢！而不需要将他解开！
[root @test /root]# tar -zcvPf home.tar.gz /home
则建立起来的压缩档内档案为绝对路径
请注意，使用这个 P 的参数时，不要将 P 加在 f 后面，因为
f 之后要立即接档名才行喔！
[root @test /root]# tar -N '2002/06/25' -zcvf home.tar.gz /home
上面是说 在 /home 这个目录中，比 2002/06/25 日还要新的档案才会被打包进入 home.tar.gz 这个
档案中！
[root @test /root]# tar -zcvf host.tar.gz / --exclude /mnt --exclude /proc
上面是说，将根目录的所有数据都打包进 host.tar.gz 这个档案中，但是 /mnt 及 /proc 则不打包！

[root @test /root]# tar -cvf - /home | tar -xvf 上面的意思是『将 /home 打包之后，直接解压缩在 /root 底下！』嘿嘿！不需要再建立一次中间档
案！不过，使用上面的语法最好使用『绝对路径』，比较不会有问题！这个方式适合不想要建立中间
档案时！
•

这是一个多用途的压缩指令！刚刚我们提到的 compress 与 gzip 是
可以适用在一个档案的压缩上面，但是如果是要压缩一个目录呢？！
这时该如何是好？！呵呵！ tar 就派上用场了！ tar 可以将整个目
录或者是规定的档案都整合成一个档案！例如上面的第三个范例，
他可以将 /home/test 底下的档案全部整合成一个档案！而第一个范

例中，则是将目录整合成一个档案！同时， tar 可以配合 gzip （这
个 gzip 的功能已经已经附加上 tar 里面去了），同时整合并压缩！
呵呵！很方便吧！『 tar 用来作备份是很重要的指令！ 』而由于
tar 整合过后的档案我们通常会取名为 *.tar ，而如果还含有 gzip 的
压缩属性，那么就取名为 *.tar.gz 啰！取这个文件名只是为了方便
我们记忆这个档案是什么属性罢了！并没有实际的意义在！
•

另外，需要注意的是，在使用的参数方面，有还有几个有用的参数
需要来了解一番，亦即是 -p 与 -P 这两个！如果你曾经在 crontab
里面下达过一些备份的指令时，那么常常会收到 root 的信件，就是
说，系统会告诉你『我将 / 的 tar 里头的内容拿掉了！』也就是说，
原本你备份的档案是 /home/test ，但是由于担心未来你在解开压缩
的时候，会产生一些困扰，因为在 tar 里面的档案如果是具有『绝
对路径』的话，那么你解开的档案将会『一定』在该路径下也就是
/home/test，而不是绝对路径（这里请用心的想一想！），这样子的
最大困扰是，万一有人拿走了你的这个档案，并且将该档案在他的
系统上面解开！万一他的系统上面正巧也有 /home/test 这个目录，
哈哈！他的档案就会『正巧』被覆盖了！所以啰，在预设的情况中，
如果是以『绝对路径』来建立打包档案，那么将会自动的将 / 拿掉！
这是为了刚刚说明的『安全』为前提所做的默认值。好了！但是你
就是要以绝对路径来建立打包的档案！那么就加入 -P 这个参数吧
（请注意！是大写字符）！这样就可以啦！那么 -p 是什么（小写
字符）？呵呵！那个 -p 是 permission 的意思，也就是『权限』啦！
使用 -p 之后，被打包的档案将不会依据使用者的身份来改变权限
喔！

•

这里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参数呦！那就是在备份的情况中很常使用
的 -N 的这个参数！你可以参考一下上面的例子就可以知道啦！在
这个例子当中，相当重要的就是那个日期啦！在备份的情况当中，
我们都希望只要备份较新的档案就好 了，为什么呢？因为旧的档案
我们已经有备份啰！干嘛还要再备份一次，浪费时间也浪费系统资
源！这个时候此一参数就显的相当的重要了啊！

•

在上面的例子中，最后一个例子很有趣『tar cvf - /home | tar
-xvf - 』！他是直接以管线命令『 pipe 』来进行压缩、解压缩的
过程！在上面的例子中，我们想要『将 /home 底下的数据直接
copy 到目前所在的路径，也就是 /root 底下来』，但是又觉得使用
cp -r 有点麻烦，那么就直接以这个打包的方式来打包，其中，指令
里面的 - 就是表示那个被打包的档案啦！由于我们不想要让中间档
案存在，所以就以这一个方式来进行复制的行为啦！

•

tar 的功能相当的多，而由于他是经由『打包』之后再处理的一个过
程，所以常常我们会听到 tarball 的档案，那就是经由 tar 打包再压
缩的档案啦！此外， tar 也可以用在备份的储存媒体上面，最常见
的就是磁带机了！假设我的磁带机代号为 /dev/st0 ，那么我要将我
的 /home 底下的数据都给他备份上去时，就是使用 tar /dev/st0

/home 就可以啦！很不错吧！
在 Linux 当中， gzip 已经被整合在 tar 里面了！但是 Sun 或者其
它较旧的 Unix 版本中， 当中的 tar 并没有整合 gzip ，所以如果你
需要解压缩的话，就需要这么做：
gzip -d testing.tar.gz
tar -xvf testing.tar
第一个步骤会将档案解压缩，第二个步骤才是将数据解出来！与其
它压缩程序不太一样的是， bzip2, gzip 与 compress 在没有加入特
殊参数的时候，原先的档案会被取代掉，但是使用 tar 则原来的与
后来的档案都会存在呦！

•

cpio：
语法：
[root @test /root ]# cpio -covB

> [file|device]<==备份

[root @test /root ]# cpio -icduv < [file|device]<==还原
参数说明：
-o ：将资料 copy 输出到档案或装置上
-i ：将数据自档案或装置 copy 出来系统当中
-t ：查看 cpio 建立的档案或装置的内容
-c ：一种较新的 portable format 方式储存
-v ：让储存的过程中文件名称可以在屏幕上显示
-B ：让预设的 Blocks 可以增加至 5120 bytes ，预设是 512 bytes ！
这样的好处是可以让大档案的储存速度加快(请参考 i-nodes 的观念)
-d ：自动建立目录！由于 cpio 的内容可能不是在同一个目录内，
如此的话在反备份的过程会有问题！ 这个时候加上 -d 的话，
就可以自动的将需要的目录建立起来了！
-u ：自动的将较新的档案覆盖较旧的档案！
范例：
[root @test /root]# find / -print | cpio -covB > /dev/st0
将搜寻到的档案存到磁带机
[root @test /root]# cpio -icduv < /dev/st0
将磁带机的数据还原回来！
[root @test /root]# cpio -icdvt < /dev/st0 > /tmp/content
将磁带机的内容(文件名而已)转存到 /tmp/content
[root @test /root]# find / -type -f | cpio -o > /tmp/root.cpio
[root @test /root]# cpio -i < /tmp/root.cpio
上面这个例子可以马上实作看看！先输出到 /tmp/root.cpio 这个档案，然后再给他
还原回来！

这个 cpio 还蛮神奇的呢！他最适用于备份的时候使用的一个指令了！为什

么呢？因为他并不像 cp 一样，可以直接的将档案给他 copy 过去，例如
cp * /tmp 就可以将所在目录的所有档案 copy 到 /tmp 底下，在 cpio 这个
指令的用法中，由于 cpio 无法直接读取档案，而是需要『每一个档案或目
录的路径连同文件名一起』才可以被记录下来！因此， cpio 最常跟 find
这个指令一起使用了！这个 cpio 好像不怎么好用呦！但是，嘿嘿！他可是
备份的时候的一项利器呢！因为他可以备份任何的档案，包括 /dev 底下的
任何装置档案！呵呵！所以他可是相当重要的呢！！您说是吧！ 而由于
cpio 必需要配合其它的程序，例如 find 来建立档名，所以， cpio 与管线
命令及命令重导向的相关性就相当的重要了！上面的例子刚好可以用来复
习一下上一章节里面提到的内容！加油啦！
•

备份：在备份的用法当中，他可以直接跟输出到档案或者是装置当
中，但是如前面说过的，你必须要配合 find 这个指令较好呦！那个
-o 表示将档案或目录输出到右边去的意思！还记得命令重导向吗？
对啦！就是那个东西啰！在上面的例子中，我们将备份的数据给他
copy 到磁带机里头去！那个磁带机的装置代号就是 /dev/st0 啰！

•

还原：那么如何给他反过来解开呢？呵呵！可以直接给他下达 cpio
-i 就是 input 就对啦！例如上头的例子啰！这个指令可以多看看呢

vi 文字处理软件
一个系统管理员至少应该要熟悉一种字处理软件，以方便未来的系统管理，包括系统设定与架站时候的参数
设定档修订等等工作之进行。在 Unix-Like 系统中，肯定看的到的文书编辑器就是 vi 啦，他算是最正规的文
字接口下的文书处理器了。为什么文书处理器很重要呢？还记得前两个章节中我们提到的 /etc/fstab 这个档案
吗？您如果想要修改他的话，要如何修改呢？当然是使用文书编辑器来编辑他啰，那么在 Linux 的指令列模
式当中使用什么文书编辑器呢呢？当然几乎就是 vi 啦！此外，后续的 shell scripts 章节与 Linux 架站设定的
档案等等，几乎都是使用他来进行设定耶！那 vi 重不重要呢？你猜猜?

vi 简易说明
由前面一路走来，我们一直建议使用文字模式来处理 Linux 的系统设定问题，因
为不但可以让您比较容易了解到 Linux 的运作状况，也比较容易了解整个设定的
基本精神，更能『保证』您的修改可以顺利的被运作 ( 这里要再次的强调，不同
的 Linux distribution 各有其不同的附加软件，例如 Red Hat 的 userconf,
Linuxconf, ntsysv 与 setup 等等，而 Caldera 则有 COAS 等等，因此，如果您只
会使用此种类型的软件来控制您的 Linux 系统时，当接管不同的 Linux
distribution 时，呵呵！那可就苦恼了！ ) 所以，在 Linux 的系统中使用文字编辑
器来编辑您的 Linux 参数设定档，嗯！可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呦！所以说嘛！系
统管理员至少应该要熟悉一种文书处理器的！
由 Linux 是什么 介绍中，我们知道 Linux 与 Unix 系统中的参数文件几乎都是
ASCII 码的『纯文字』文件！因此，利用简单的文字编辑软件就可以马上修改
Linux 的参数档啰！然而，与 Windows 不同的是，如果您用惯了 Microsoft Word
或 Corel Wordperfect 的话，那么除了 Xwindows 里面的编辑程序(如 xemacs )用
起来尚可应付外，于 Linux 的文字模式下，会觉得档案编辑程序都没有
Windows 程序那么方便。( 注：什么是 ASCII 的纯文本文件呢？说穿了，就是您
开启的档案可以将内容给您看到的档案，而不是呈现乱码的档案，那就是纯文字
文件了！当您以 Windows 的 word 存一个档案时，在 DOS 的情况下使用 type
，嗯！完全不知到内容是什么？因为会出现很多的乱码，那并非是纯文字文件，
而如果以 word 在存盘时，选择『纯文字类型』，嗯！那就可以使用 type 看到该
档案的内容了！总之，纯文字文件相当的容易修改就是了！ )
无论如何，要管理好 Linux 系统，纯文字的手工设定仍然是需要的！所以请您千
万不要嫌麻烦，努力的将下文参详一下吧！以下我们以最常见到的 vi 这套文书
软件来介绍 Linux 底下的文书编辑动作。 ( 注： vi 是 Unix 预设的文字处理软
件，当然，也是 Linux 预设的文字处理软件！ )
基本上 vi 共分为三种模式，分别是『一般模式』、『编辑模式』与『指令列命
令模式』三种！
•

一般模式：以 vi 处理一个档案的时后，一进入该档案就是一般模式了。
在这个模式中，你可以使用『上下左右』按键来移动光标，您可以使用
『删除字符』或『删除整行』来处理档案内容，也可以使用『复制、贴上』
来处理您的文件数据。

•

编辑模式：在一般模式中可以处理删除、复制、贴上等等的动作，但是却

无法编辑的！要等到您按下『i, I, o, O, a, A, r, R』等字母之后才会
进入编辑模式。注意了！通常在 Linux 中，按下上述的字母时，在画面的
左下方会出现『 INSERT 或 REPLACE 』的字样，才可以输入任何字来输
入到您的档案中！而如果要回到一般模式时，则必须要按下『Esc』这个
按键即可退出编辑模式。
•

指令列命令模式：在一般模式当中，输入『 : 或 / 』就可以将光标移动到
最底下那一行，在这个模式当中，可以提供您『搜寻资料』的动作，而读
取、存盘、大量取代字符、离开 vi 、显示行号 等等的动作则是在此模式
中达成的！

简单的说，我们可以将这三个模式想成底下的图标来表示之：

闲话不多说，我们底下以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进行说明吧！

简易执行范例
我们怎么使用 vi 建立一个档名为 test.txt 的资料呢？也是很简单的啦，
1. 使用 vi 进入一般模式；
[root @test root]# vi test.txt

直接输入『 vi 档名』即可进入 vi 了！如下图所示，左下角还会显示这个
档案目前的状态！如果是新建档案会显示 [New File]，如果是以存在的档
案，则会显示目前的文件名、行数与字符数，例如：『"/etc/man.config"
145L, 4614C』

2. 按下 i 进入编辑模式，开始编辑文字；
在一般模式之中，只要按下 I, o, a 等字符，就可以进入编辑模式了！在编
辑模式当中，您可以发现在左下角会出现 –INSERT- 的画面，那就是可
以输入任意字符的提示啰！这个时候，键盘上除了 [Esc] 这个按键之外，
其它的按键都可以视作为一般的输入按钮了，所以您可以进行任何的编辑
啰！（注：在 vi 里面， [tab] 这个按钮所得到的结果与空格符所得到的结
果是不一样的，特别强调一下！）

3. 按下 [ESC] 按钮回到一般模式；
好了，假设我已经按照上面的样式给他编辑完毕了，那么应该要如何退出
呢？是的！没错！就是给他按下 [Esc] 这个按钮即可！马上你就会发现画
面左下角的 – INSERT – 不见了！
4. 在一般模式中按下 :wq 储存后离开 vi ！
OK，我们要存档了，存盘并离开的指令很简单，输入『:wq』即可存档离
开！（注意了，按下 : 该光标就会移动到最底下一行去！）这时你在提示
字符后面输入『 ls -l 』即可看到我们刚刚建立的 test.txt 档案啦！整个图
示有点像底下这样：

如此一来，您的档案 test.txt 就已经建立起来啰！很简单吧！需要注意的是，
如果您的档案权限不对，例如为 -r--r--r-- 时，那么可能会无法写入，那么
可以使用『强制写入』的方式吗？可以！使用『:wq!』多加一个惊叹号即
可！不过，需要特别注意呦！那个是在『您的权限可以改变』的情况下才
能成立的！关于权限的概念，请参考一下 Linux 的档案权限概念 啰！

命令列内容说明
如前所述，所谓的命令列或命令模式，就是在最下面一行没有显示『-INSERT--』或者『--REPLACE--』字样的时候。通常在命令列中的指令有下面几
种：（注意，当按下 『:』 时，光标会自动移动到屏幕的最下面一行！）

一般模式：

移动光标

h 或 向左方向键

光标向左移动一个字符

j 或 向下方向键

光标向下移动一个字符

k 或 向上方向键

光标向上移动一个字符

l 或 向右方向键

光标向右移动一个字符

[Ctrl] + [f]

屏幕『向前』移动一页（常用）

[Ctrl] + [b]

屏幕『向后』移动一页（常用）

[Ctrl] + [d]

屏幕『向前』移动半页

[Ctrl] + [u]

屏幕『向后』移动半页

+

光标移动到非空格符的下一列

-

光标移动到非空格符的上一列

n<space>

按下数字后再按空格键，光标会向右移动这一行
的 n 个字符。例如 20<space> 则光标会向后面
移动 20 个字符距离。

0

这是数字『 0 』：移动到这一行的最前面字符
处（常用）

$

移动到这一行的最后面字符处（常用）

H

光标移动到这个屏幕的最上方那一行

M

光标移动到这个屏幕的中央那一行

L

光标移动到这个屏幕的最下方那一行

G

移动到这个档案的最后一行（常用）

nG

移动到这个档案的第 n 行。例如 20G 则会移动
到这个档案的 20 行(可配合 :set nu)

n<Enter>

一般模式：

光标向下移动 n 行（常用）

搜寻与取代
/word

向光标之后寻找一个字符串名称为 word 的字符
串。（常用）

?word

向光标之前寻找一个字符串名称为 word 的字符
串。

:n1,n2s/word1/word2/g

在第 n1 与 n2 行之间寻找 word1 这个字符串，
并将该字符串取代为 word2 ！（常用）

:1,$s/word1/word2/g

从第一行到最后一行寻找 word1 字符串，并将
该字符串取代为 word2 ！（常用）

:1,$s/word1/word2/gc

从第一行到最后一行寻找 word1 字符串，并将
该字符串取代为 word2 ！且在取代前显示提示
字符给使用者确认（conform）是否需要取代！
（常用）

一般模式：

删除、复制与贴上
x, X

x 为向后删除一个字符， X 为向前删除一个字
符（常用）

nx

向后删除 n 个字符

dd

删除游标所在的那一整列（常用）

ndd

删除光标所在的向下 n 列，例如 20dd 则是删
除 20 列（常用）

d1G

删除游标所在到第一行的所有数据

dG

删除游标所在到最后一行的所有数据

yy

复制游标所在的那一行（常用）

nyy

复制光标所在的向下 n 列，例如 20yy 则是复
制 20 列（常用）

y1G

复制游标所在列到第一列的所有数据

yG

复制游标所在列到最后一列的所有数据

p, P

p 为复制的数据在光标下一行贴上，P 则为贴在
游标上一行！（常用）

J

将光标所在列与下一列的数据结合成同一列

c

重复删除多个数据，例如向下删除 10 行，

[ 10cj ]
u

复原前一个动作。（常用）

进入编辑模式
i, I

插入：在目前的光标所在处插入输入之文字，已
存在的文字会向后退；（常用）

a, A

增加：由目前光标所在的下一个字开始输入，已
存在的文字会向后退：（常用）

o, O

插入新的一行：从光标所在的下一行枝行首开始
输入文字；（常用）

r, R

取代：r 会取代光标所在的那一个字符；R 会一
直取代光标所在的文字，直到按下 ESC 为止；
（常用）

Esc

退出编辑模式，回到一般模式中（常用）

指令列命令模式
:w

将编辑的数据写入硬盘档案中（常用）

:w!

若档案属性为『只读』时，强制写入该档案

:q

离开 vi （常用）

:q!

若曾修改过档案，又不想储存，使用 ! 为强制
离开不储存档案。

:wq

储存后离开，若为 :wq! 则为强制储存后离开
（常用）

:e!

将档案还原到最原始的状态！

ZZ

若档案没有更动，则不储存离开，若档案已经经
过更动，则储存后离开！

:w [filename]

将编辑的数据储存成另一个档案（类似另存新档）

:r [filename]

在编辑的数据中，读入另一个档案的数据。亦即
将 『filename』 这个档案内容加到游标所在行
后面

:set nu

显示行号，设定之后，会在每一行的前缀显示该
行的行号

:set nonu
n1,n2 w [filename]
:! command

与 set nu 相反，为取消行号！
将 n1 到 n2 的内容储存成 filename 这个档案。
暂时离开 vi 到指令列模式下执行 command 的
显示结果！例如[ :! ls /home ]

OK！会这些指令就已经很厉害了，因为常用到的指令也只有不到一半！通常 vi
的指令除了上面 VBird 注明的常用的几个外，其它是不用背的，你可以做一张简
单的指令表在你的屏幕墙上，一有疑问可以马上的查询呦！

一个案例练习
来来来！测试一下您是否已经熟悉 vi 这个指令呢？请依照底下的需求进行您的
指令动作( 请注意，该档案为 Mandrake 9.0 所附上的档案内容，如果是其它的
distribution ，可能结果会不太一样！ )，然后看一下结果在屏幕前面显示什么？
1.
2.
3.
4.
5.
6.

请在 /root 这个目录下建立一个名为 vitest 的目录；
进入 vitest 这个目录当中；
将 /etc/man.config 拷贝到本目录底下；
使用 vi 开启本目录下的 man.config 这个档案；
在 vi 中设定一下行号；
移动到第 62 行，向右移动 40 个字符，请问您看到的双引号内是什么目
录？
7. 移动到第一行，并且向下搜寻一下『 teTeX 』这个字符串，请问他在第
几行？
8. 接着下来，我要将 50 到 100 行之间的 man 改为 MAN ，并且一个一个
挑选是否需要修改，如何下达指令？
9. 修改完之后，突然反悔了，要全部复原，有哪些方法？
10.我要复制 51 到 60 行这十行的内容，并且贴到最后一行之后；
11.删除 11 到 30 行之间的 20 行；
12.将这个档案另存成一个 man.test.config 的檔名；
13.去到第 29 行，并且删除 15 个字符；
14.请问目前的档案有多少行与多少字符？
15.储存后离开吧！
整个的步骤可以如下所示：
1.
2.
3.
4.
5.
6.
7.
8.
9.

mkdir /root/vitest
cd /root/vitest
cp /etc/man.config .
vi man.config
: set nu
先按下 62G ，再按下 40 + 向右键，会看到『/dir/bin/foo』
先按下 1G ，然后按下 /teTeX 搜寻，会看到他在第 51 行！
:50,100s/man/MAN/gc
(1)简单的方法可以一直按 u 回复到原始状态，(2)使用不储存离开 :q!
之后，再重新读取一次该档案
10.51G 然后在 10yy 之后按下 G 到最后一行，再给他 p 贴上十行！
11.11G 之后，再给他 20dd 即可删除 20 行了；
12.:w man.test.config
13.29G 之后，再给他 15x 即可删除 15 个字符；
14.135 行，共 3903 个字符
15.:wq!
如果您的结果都可以查的到，那么 vi 的使用上面应该没有太大的问题啦！剩下
的问题会是在…..打字练习….

本章与 LPI 的关系：
在 http://www.lpi.org 所提供的 topic 当中， LPI 101 的 Topic 103 之 1.103.8 提
到：『应试者应该能够学会使用 vi 文书编辑器，学习的目标包含了 vi 的插入、
编辑、删除、复制与搜寻等功能的练习！』至于使用到的指令与 vi 当中所会用
到的数据与指令为：
•
•
•
•
•
•
•

vi
/, ? (请看搜寻部分)
h, j, k, l (移动光标的部分，这个较常考！)
G, H, L (移动光标的部分)
i, c, d, dd, p, o, a (删除、编辑与贴上的部分)
ZZ, :w!, :q!, :e!
:!

本章习题练习 ( 要看答案请将鼠标移动到『答：』底下的空白处，按下左键圈
选空白处即可察看 )
1. 我要在某个档案的第 34 行向右移动 15 个字符，应该在一般模式下达什么指令？
2. 在 vi 里面， PageDown 按钮可以使用什么组合键来取代？
3. 如何去到 vi 该档案里面的页首或页尾？
4. 如何在一行中，移动到行头及行尾？
5. 进入编辑模式的按钮？
6. vi 里面， r 有什么功能？
符！
7. 如何将目前的页面另存新档？
8. 在 linux 底下最常使用的文书编辑器为 vi ，请问如何进入编辑模式？
, R 为取代字符！（左下角出现 –Replace-）
9. 如何由编辑模式跳回一般模式？
10. 若上下左右键无法使用时，请问如何在一般模式移动光标？
下、上、右]
11. 若 [pagedown] [ pageup] 在一般模式无法使用时，如何往前或往后翻一页？
12. 如何到本档案的最后一行、第一行；本行的第一个字符、最后一个字符？
13. 如何删除一行、n 行；如何删除一个字符？

14. 如何复制一行、n 行并加以贴上？
15. 如何搜寻 string 这个字符串？
16. 如何取代 word1 成为 word2，而若需要使用者确认机制，又该如何？
17. 如何读取一个档案 filename 进来目前这个档案？
18. 如何另存新档成为 newfilename？
19. 如何存档、离开、存档后离开、强制存档后离开？
20. 在 vi 底下作了很多的编辑动作之后，却想还原成原来的档案内容，应该怎么进行？
21.我在 vi 这个程序当中，不想离开 vi ，但是想执行 ls /home 这个指令，vi 有什
么额外的功能可以达到这个目的：
22.如何设定与取消行号？

认识 BASH Shell
什么是 Shell
这应该是个蛮有趣的话题：『什么是 Shell ？』相信只要摸过计算机，对于操作系统（不论是 Linux
、 Unix 或者是 Windows ）有点概念的朋友们大多听过这个名词，因为只要有『操作系统』那么就离
不开 Shell 这个东西。不过，在讨论 Shell 之前，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计算机的运作状况吧！举个例子来
说：当你要计算机传输出来『音乐』的时候，你的计算机需要什么东西呢？
1. 当然就是需要你的硬件有『声卡芯片』这个硬件配备，否则怎么会有声音；
2. 操作系统的核心可以支持这个芯片组，当然还需要提供芯片的驱动程序啰；
3. 需要使用者（就是你）输入发生声音的指令啰！
这就是基本的一个输出声音的需要的步骤！那么也就是说，你必须要『输入』一个指令之后，『硬件』
才会透过你下达的指令来工作！嘿嘿！那么硬件如何知道你下达的指令呢？那就是 kernel （核心）的
控制工作了！了解了吗？没错！也就是说，我们必须要透过『 Shell 』将我们输入的指令与 Kernel 沟
通，好让 Kernel 可以控制硬件来正确无误的工作！基本上，我们可以透过底下这两张图来说明一下：

基本上，替我们工作的是『硬件』，而控制硬件的是『核心』，再来，我们使用者乃是利用『Shell』
控制一些 kernel 提供的 『工具 Utility』来操控硬件替我们正确的工作。再进一步来说，由于 kernel
听不懂人类的语言，而人类也没有办法直接记得 kernel 的语言，所以两者的沟通就得藉由 shell 来支
援了！（其实早期的 DOS 的文字接口也是使用 shell 来沟通呀！那个 shell 的名称就叫做
command.com ，还记得吗？ ^_^）
以字面上的意思来说， kernel 是『核心』的意思，而 Shell 是『壳』的意思，呵呵！也就是说， shell
是最外头的咚咚！而 kernel 乃是最内层的的咚咚啦！核心是操作系统的最底层的东西！这个核心里头
包括了各种的支持硬件的工具！当然啰，如果你的硬件太新，而你的 kernel 并没有支持的话，那么很
抱歉，你的 Shell 能力再怎么强，也没有办法使硬件工作的！这样可以了解了吗？呵呵！没错！使计算
机主机工作的正是核心的任务，但是操作核心来替使用者工作的，却是 shell 喔！因此，有时候你的
shell 搞了老半天，硬件却不能工作的时候，请注意，您的『核心』是否正确呢？阿！扯远了！这是
kernel 章节才要说的东西??

•

我干嘛要学习 Shell 呢？
常常听到这个问题：『我干嘛要学习 shell 呢？不是已经有很多的工具可以提供我设定我的主机
了？我为何要花这么多时间去学指令呢？不是以 X-Window 按一按几个按钮就可以搞定了吗？
为什么要这么麻烦？』唉?还是得一再地强调，X-Window 还有 Web 接口的设定工具例如
webmin 是真的好用的家伙，他真的可以帮助我们很简易的设定好我们的主机，甚至是一些很进
阶的设定都可以帮我们搞定。但是 VBird 在序章里面也已经提到过相当多次了， X-Window 的
接口虽然亲善，功能虽然强大，而 web 接口的工具也可以提供我们很友善的服务，但是毕竟他
是整合的一个套件而已，并非是一个完整的套件，所以某些时候当你升级或者是使用其它套件
管理模块( 例如 tarball 而非 rpm 档案等等 )时，就会造成设定的困扰了，此外，远程联机时，
文字接口的传输速度一定比较快，而且，较不容易出现断线或者是信息外流的问题，因此，
shell 真的是得学习的一项工具。而且，他可以让您更深入 Linux ，更了解他，而不是只会按一
按鼠标而已！所谓『天助自助者！』多摸一点文字模式的东西，会让你与 Linux 更亲近呢！
有些朋友也很可爱，常会说：『我学这么多干什么？又不常用，也用不到！』嘿嘿！有没 有听
过『书到用时方恨少？』当你的主机一切安然无恙的时候，您当然会觉得好像学这么多的东西
一点帮助也没有呀！万一，某一天真的不幸给他中标了，您该如何 是好？是直接重新安装？还
是先追踪入侵来源后进行漏洞的修补？或者是干脆就关站好了？这当然涉及很多的考虑，但就
以 VBird 的观点来看，多学一点总是好的，尤其我们可以有备而无患嘛！甚至学的不精也没有
关系，了解概念也就 OK 啦！毕竟没有人要您一定要被这么多的内容啦！了解概念就很了不起
了！
此外，如果您真的有心想要将您的主机管理的好，那么良好的 shell 程序编写是一定需要的啦！
就 VBird 来说，我管理的主机虽然还不算多，只有区区不到十部，但是如果每部主机都要花上
几十分钟来查阅他的 log file 以及相关的信息，那么我可能会疯掉！基本上，也太没有效率了！
这个时候，如果能够藉由 shell 提供的命令重导向( 或称数据流重导向 )，以及管线命令，呵呵！
那么我分析 log file 只要花费不到十分钟就可以看完所有的主机之重要信息了！相当的好用呢！

由于学习 shell 的好处真的是多多啦！所以，如果您是个系统管理员，或者有心想要管理系统的
话，那么 shell 这个东西与 shell scripts 这个东西，真的真的有必要看一看！

BASH Shell
知道什么是 Shell 之后，那么我们来了解一下 Linux 使用的是哪一个 shell 呢？什么！哪一个？难道说
shell 不就是『一个 shell 吗？』哈哈！那可不！由于早年的 Unix 年代，发展者众，所以由于 shell 依
据发展者的不同就有许多的版本，例如常听到的 Bourne SHell (sh) 、在 Sun 里头预设的 C SHell、 商
业上常用的 K SHell、, 还有 TCSH 等等，每一种 Shell 都各有其特点。至于 Linux 使用的这一种版本
就称为『 Bourne Again SHell （简称 bash ） 』，这个 Shell 是 Bourne Shell 的增强版本，也是基准于
GNU 的架构下发展出来的呦！
在介绍 shell 的优点之前，先来说一说 shell 的简单历史吧：第一个流行的 shell 是由 Steven Bourne 发
展出来的，为了纪念他所以就称为 Bourne shell ，或直接简称为 sh ！而后来另一个广为流传的 shell
是由柏克莱大学的 Bill Joy 设计依附于 BSD 版的 Unix 系统中的 shell ，这个 shell 的语法有点类似 C
语言，所以才得名为 C shell ，简称为 csh ！由于在学术界 Sun 主机势力相当的庞大，而 Sun 主要是
BSD 的分支之一，所以 C shell 也是另一个很重要而且流传很广的 shell 之一（因为太多的程序设计师
使用的就是 C 语言啦！）！
好了，那么 BASH 是怎么一回事呢？这个 shell 是 GNU 计划中重要的工具软件之一，目前也是 GNU
操作系统中标准的 shell ，他主要兼容于 sh ，并且依据一些使用者需求，而加强的 shell 版本，可以
说目前几乎所有的 Linux distribution 都是使用 bash 作为管理核心的主要 shell ！因此，不论您使用的
是那个 distribution ，你都难逃需要学习 bash 的宿命啦！那么这个 shell 有什么好处，干嘛 Linux 要使
用他作为预设的 shell 呢？ BASH 主要的优点有底下几个：
•

命令编修能力（类似 DOS 的 doskey 功能）：
使用 bash 里头，个人认为相当棒的一个功能就是『他能记忆使用过的指令！』这功能真的相当
的棒！因为我只要在指令列按『上下键』就可以找到前一个输入的指令！而在 Mandrake 9.0 预

设的指令记忆功能可以到达 1000 个！也就是说，你曾经下达过的指令都被记录下来了，记录的
档案在你的家目录内的 .bash_history ！不过，需要留意的是， ~/.bash_history 记录的是前一次
登入以前所执行过的指令，而至于这一次登入所执行的指令都被暂存在暂内存中，当您成功的
注销系统后，该指令记忆才会记录到 .bash_history 当中！这有什么功能呢？最大的好处就是可
以『查询曾经做过的举动！』，如此可以知道你的执行步骤，那么就可以追踪您曾下达的指令，
以作为除错的工具！但如此一来也有个烦恼，就是如果被黑客入侵了，那么他只要翻你曾经执
行过的指令，刚好你的指令又跟系统有关（例如直接输入 MySQL 的密码在指令列上面）那么
很容易就被破解你的 Linux 主机！所以，最好是将记录的指令数目减小一点较好！
•

档案比对补全功能（比对数据正确性）：
这个功能也相当的棒！主要分为指令补全与文件名称补全：
• 指令补全：如果在执行命令的时候不想按下太多的按键，例如指令 pcprofiledump 够长吧！
好了，那么如果你输入了 pcprofile 之后，再按下 [Tab] 按键的话，那么 bash 马上会自动
的将后面的 dump 接上来！那如果有重复的指令呢？那么按下两次 [Tab] 将会把所有重
复的指令给他列出来啰！那么就有个特殊的案例啦，就是『直接在提示字符后面连按两
次 <tab> 键，则系统会将所有可以使用的指令都列出来！』那么如果我想要知道目前系
统里面，所以 b 开头的指令呢？呵呵！就是按下 b 之后，连按两次 <tab> 就可以知道啦！
•

文件名称补全：此外，如果你用 vi 来读取某个档案时，例如 /etc/man.config 这个档案好
了，那么您可以输入 vi /etc/man. 之后，直接按下 <tab> 按键，那么该文件名称就会被自
动的补齐啰！呵呵！很方便，而且对于文件名称或者指令名称的正确性上面，帮助还蛮
大的吧！是的！真的是很方便的功能，所以，有事没事，在 bash shell 底下，多按几次
<tab> 是一个不错的习惯啦！

•

命令别名(alias)设定功能：
假如我需要知道这个目录底下的所有档案（包含隐藏档）及所有的档案属性，那么我就必须要
下达 ls -al 这样的指令列，唉！真麻烦，有没有更快的取代方式？呵呵！就使用命令别名呀！例
如我最喜欢直接以 lm 这个自订的命令来取代上面的命令，也就是说， lm 会等于 ls -al 这样的
一个功能，嘿！那么要如何作呢？就使用 alias 即可！你可以在指令列输入 alias 就可以知道目
前的命令别名有哪些了！也可以直接下达命令来设定别名呦：
alias lm='ls -al'

•

工作控制(jobs)、前景背景控制：
这部分我们在之后的资源管理章节中会再提及！使用前、背景的控制可以让工作进行的更为顺
利！至于工作控制(jobs)的用途则更广，可以让我们随时将工作丢到背景中执行！而不怕不小心
使用了 [Ctrl] + C 来停掉该程序！真是好样的！此外，也可以在单一登入的环境中，达到多任务
的目的呢！

•

Shell scripts 的强大功能：
在 DOS 年代还记得将一堆指令写在一起的所谓的『批次档』吧？在 Linux 底下的 shell scripts
则发挥的更为强大的功能，可以将您日常生活当中常需要下达的连续指令写成一个档案，该档
案并且可以透过对谈交互式的方式来进行主机的侦测工作！也可以藉由 shell 提供的环境变量及
相关指令来进行设计，哇！整个设计下来几乎就是一个小型的程序语言了！该 scripts 的功能真
的是超乎我的想象之外！以前在 DOS 底下需要程序语言才能写的东西，在 Linux 底下使用简单
的 shell scripts 就可以帮你达成了！真的利害！！这部分我们在后续章节再来谈！

在了解了 BASH 的优点之后，再来我们要来讨论的是：那如何在 Shell 提供的环境中下达指令呢？其
实很简单的，下达指令的方式为：
[root@test /root]# command [-options] parameter1 parameter2 ...
指令
选项
参数(1)
参数(2)
1. command 为指令的名称，例如变换路径的指令为 cd 等等；
2. 中刮号[]并不存在于实际的指令中，而加入参数设定时，通常为 - 号，有时候完整名称会输入 -- 符号；
3. parameter1 parameter2.. 为依附在 option 后面的参数，或者是 command 的参数；
4. command, -options, parameter1.. 这几个咚咚中间以空格来区分，不论空几格 shell 都视为一格；
5. 指令太长的时候，可以使用 \ 符号来跳脱 [Enter] 符号，使指令连续到下一行。

实例：
[root@test /root]# ls -al /root
<==以 ls 列出 /root 这个目录中的隐藏文件与相关的属性参数；
[root@test /root]# ./configure --prefix=/usr/local --with-tcp_wrappers \
> --with-pam
<==这两行实际上是同一行的指令，但是加上 \ 跳脱符号后，指令可以连续到下一行！
[root@test /root]# ls
-al
/root <==这个指令与第一个相同，空格符不论几个，仅视为一个来处理。

很简单吧！OK！那么再来一个问题：『Shell 是什么时候开始接管 Linux 主机的！？』我们在后面会
再提到『开机流程』的介绍，这里先跳过去，假设你的机器已经开机成功了，那么主机便进入等待使
用者 login 的状态。当使用者输入了账号与密码，并且顺利的 pass 之后，经过了 shell 的环境变量档
案读取功能，最后，使用者进入自己的『家目录』之后，例如 root 的家目录在 /root 底下，一般使用
者的家目录则在 /etc/passwd 这个档案里面规定，那么主机就已经丢了一个程序称为 bash 的给你操作
啰！

变量与变量的设定：echo, env, set, 变量设定规则, export, unset,
再继续研究 BASH 之前，我们要就变量这个东西来讨论一番，因为在主机里面有太多的数据需要进行
存取了，而这些数据都是一些服务所必须的，例如 mail 的存取路径在 /var/spool/mail 、家目录预设在
/home/useraccount 等等，当然我们可以改变这些个变量，但是如果该变量是直接深植于套件当中，那么
当你修改了某些参数之后，嘿嘿！你的套件就必须要『由原始码直接更新再编译』才行！这样似乎很
麻烦，所以啰，就会有变量这个好东西出来了！

举个简单的例子来说， sendmail 的 smtp 存放 mail 路径是经由 /etc/profile 里头的
MAIL="/var/spool/mail/$USER"
来设定的，而当我修改了上面这一个咚咚，然后重新开机之后，嘿嘿嘿嘿！我的邮件
就可以存放到不同的路径去了！而且不会有问题！可以顺利的『在 Linux 主机上面』
收发。然而问题发生在 pop3 这个服务上面，由于 pop3 的预设路径是在 source code
里头，而且就正是 /var/spool/mail 这个路径，也就是说，不论我怎么修正我的『变
量』， pop3 都不为所动！唉～真惨，所以就无法直接以 pop3 来收信了（例如
OutLook 就不能工作了）！会发生密码不接受的问题呢！
此外，例如我们在执行程序的时候，系统怎么知道你的 ls 这个指令放在哪里？原来是有 PATH 这个变
量，系统会透过这个变量里面所设定的路径去依序寻找该指令系统，如果找不到的话，那么才在屏幕
上显示『 command not found 』字样！这些还都只是系统预设的变量的目的，如果是个人的设定方面：
例如你要写一个大型的 script （批次文件）时，有些数据因为可能由于使用者习惯的不同而有差异，
比如说路径好了，由于该路径在 script 被使用在相当多的地方，如果下次换了一部主机，都要修改
script 里面的所有路径，那么我一定会疯掉！这个时候如果使用变量，而将该变量的定义写在最前面，
后面相关的路径名称都以变量来取代，嘿嘿！那么你只要修改一行就等于修改整篇 script 了！方便的
很！所以，良好的程序设计师都会善用变量的定义！（这个部分我们在底下还会再提到！）
如果说的学理一点，那么由于在 Linux System 下面，所有的执行续都是需要一个执行码，而就如同上
面提到的，你『真正以 shell 来跟 Linux 沟通，是在正确的登入 Linux 之后！』这个时候你就有一个
bash 的执行程序，也才可以真正的经由 bash 来跟系统沟通啰！而在进入 shell 之前，也正如同上面提
到的，由于系统需要一些变量来提供他数据的存取（或者是一些环境的设定参数值，例如是否要显示
彩色等等的），所以就有一些所谓的『环境变量』需要来读入系统中了！这些环境变量例如
PATH、HOME、MAIL、SHELL 等等，都是很重要的，为了区别与自订变量的不同，环境变量通常以
大写字符来表示呢！
说了那么久，那么到底『什么是变量』呢？简单的说，『变量就是以一组文字或符号等，来取代一些
设定或者是一串保留的数据！』，例如：『VBird』就是『鸟哥』，所以当你读取 VBird 的时候，系统
自然就会知道！哈！那就是鸟哥！最简单的例子可以取 PATH 来说明！如果你对于『相对路径与绝对
路径』还有点印象的话，那么应该晓得『要下达正确的指令，应该需要指定路径与文件名』才行！例
如你的 ls 指令应该需要以『/bin/ls』来下达指令才对，那么为何你在任意的路径下都可以执行 ls 呢？
而不需要指定路径呢？这是因为系统已经预设了一些『搜寻路径(PATH)』了，所以当你需要执行一些

指令的时候，系统就会依照该 PATH 的设定来进行指令的搜寻！而这个 PATH 就是所谓的变量了！那
么如何『显示变量』呢？这就需要使用到 echo 这个指令啦！

•

echo
显示变量内容
语法：
[test @test test]# echo $variable
参数说明：
范例：
[test @test test]# echo $PATH
/bin:/sbin:/usr/sbin:/usr/bin:/usr/local/sbin:/usr/local/bin:/usr/loc
al/bin:/bin:/usr/bin:/usr/X11R6/bin

就如同上面的范例，当我们要显示目前的 PATH 这个变量时，使用了 echo ，而为了要分辨是
否为变量，那么 Linux 系统预设变量名称前面会加上一个『 $ 』符号，所以就必须要写成 echo
$PATH 啰！
例题：请在屏幕上面显示出您的环境变量 PATH, HOME 与 MAIL：
答：
[root@test root]# echo $PATH
/sbin:/usr/sbin:/bin:/usr/bin:/usr/X11R6/bin:/usr/local/bin:/usr/local/sbin
[root@test root]# echo $HOME
/root
[root@test root]# echo $MAIL
/var/spool/mail/root

有多少的环境变量呀？使用 env 与 set 来看看：
嗯！既然环境变量是挺重要的，那么到底有多少的环境变量在 Linux 系统中呢？呵呵！你可以
简单的使用 env 就可以知道啰！『基本上，在 Linux 预设的情况中，使用{大写的字母}来设定
的变量一般为系统内定需要的变量』，底下列出 Linux 系统中 预设的变量内容：

•

env
显示目前系统中主要的预设变量内容
语法：
[test @test test]# env
ENV=/root/.bashrc

<==使用者自订环境变量的设定档案

HISTSIZE=1000

<==目前的指令记忆数量

HOME=/home/test

<==登入者的家目录

HOSTNAME=test.adsldns.org
HOSTTYPE=i386
INPUTRC=/etc/inputrc

<==这部主机的主机名称
<==这部主机的硬件等级大致状态(i386, i686..)
<==一些 shell 加载的数据文件设定处

LANGUAGE=C
<==预设语系的资料
LANG=zh_TW.Big5
与 LANGUAGE 类似，这个则是各个 linux distribution 常用的预设语系变量，由于我的 Mandrake
使用中文安装，所以预设语系是中文，亦即 zh_TW.Big5 ，如果我要修改这个变量，可以到
/etc/sysconfig/i18n 去修改！底下的 LC_xxx 均是与预设的表示语系有关的变量，其中比较有趣的
是 LC_TIME ，如果在文字接口下，最好将 LC_TIME 改成美规日期的显示方式，才不会有乱码！
LC_COLLATE=zh_TW.Big5
LC_CTYPE=zh_TW.Big5
LC_MESSAGES=zh_TW.Big5
LC_MONETARY=zh_TW.Big5
LC_NUMERIC=zh_TW.Big5
LC_TIME=en

LESSOPEN=|/usr/bin/lesspipe.sh %s <==用来设定 less 使用的一支 script 档案
LOGNAME=test

<==登入者的账号

MACHTYPE=i586-mandrake-linux-gnu
主机的硬件配备等级 i586 为 P MMX 等级，至于 K7 及 PIII 之后的，就是 i686 等级啰！
MAIL=/var/spool/mail/test
<==登入者的邮件预设放置地点
OSTYPE=linux-gnu
<==操作系统的形式(linux-gnu)
PATH=/usr/local/bin:/usr/local/sbin:/usr/bin:/usr/sbin:/bin:/sbin:/home/test/bin
PWD=/home/test
<==目前登入者所在的目录(当下的目录)
SHELL=/bin/bash
USER=test

<==登入者使用的 shell 类型
<==目前这个登入者的使用者名称

env environment 的简写，所以说，这个指令主要在将目前系统中的主要变量读出来！但是，不
是说我们还可以自订变量吗？因此，除了 env 这个读取环境变量的指令之外，还有一个可以将
目前系统中所有的变量数据都读出来的指令，称为 set ！set 除了会将上面的数据都给他读出来
之外，还会有额外的这些信息也一起读入（通常都与使用者的设定有关！）

•

set
显示目前系统中全部的变量内容
语法：
[test @test test]# set
BASH=/bin/bash

<==BASH 的主程序放置路径

BASH_VERSINFO=([0]="2" [1]="05" [2]="8" [3]="1" [4]="release" [5]="i386-redhat-linux-gnu") <==BASH 版本信息
BASH_VERSION=$'2.05.8(1)-release'

<==BASH 的版本

COLORS=/etc/DIR_COLORS

<==使用颜色

COLUMNS=100

<==目前这个终端机使用的字段有几个字符距离

HISTFILE=/home/vbird/.bash_history
HISTFILESIZE=1000

<==目前用来存过往指令的档案，为一个隐藏档
<==存起来的档案中，指令的最大数(只纪录 1000 个指令)

IFS=$' \t\n'

<==预设的分隔符

langfile=/home/vbird/.i18n

<==语系选择的档案

LINES=40
MAILCHECK=60

<==目前光标所在的位置为第几行
<==每隔多久检查一次有无新信件(秒数)

PPID=24572

<==目前 bash 这个父程序的 ID ！

PROMPT_COMMAND=$'echo -ne "\\033]0;${USER}@${HOSTNAME%%.*}:${PWD/$HOME/~}\\007"'
SHELLOPTS=braceexpand:hashall:histexpand:monitor:history:interactive-comments:emacs
SUPPORTED=zh_TW.Big5:zh_TW:zh:en_US:en

<==提示字符显示的内容

<==支援的语系

TERM=xterm
<==终端机形式
UID=500
<==登入者的使用者 ID (UID)
$
<==目前 shell 的 PID
?
最后一个命令的回传值，若之前的命令被正确的执行会传回 0 ，否则会传为 1 或其它错误代码。

set 的输入就是直接输入 set 即可！他除了会显示出目前的『环境变量』之外，也会显示出您的
『自订变量』呢！那么有哪些与使用者较有相关性的自订变量呢？我们上面仅列出部分常见的
变量值啰！
使用 set 除了会将系统的默认值秀出来之外，连带的所有的你自己设定的变量也会被秀出来！同
时需要注意的是，若当时有相当多人同时在在线的话，那么你的变量只能给自己使用（除非改
的是系统的预设参数档，如 /etc/profile ），而不会干扰到别人的！就如同前面所说的，由于你
登入 Linux 之后会取得一个 PID ，而你的设定将只对这个 PID 与子程序有关！此外，这次登入
所进行的变量设定，如果没有更动到设定档，那么这次设定的变量在下次登入时将被取消掉
（因为程序 PID 不见啰！）！所以啰，如果你想要你的变量每次都能在你登入的时候自动就设
定好了，那么就必须将你的设定写入登入时加载的设定档！
上面的变量中，比较有趣的是 $ 与 ? 这两个咚咚，尤其是 ? 这个变量，如果您上一个命令执行
的过程中没有错误，那么这个变量就会被设定为 0 ，如果您的上个命令有错误讯息，那么这个

变量会变成 1 或其它的错误代码！现在马上动手试看看您的上个指令执行成果为何？
echo $?

•

变量设定规则：
好了，我们知道了一些系统的预设变量了，但是如果是我自己想要设定一些我自己的变量，该
如何设定呢？有什么规则需要遵守？呵呵！在说明之前，可能要来让大家了解一下为什么自己
会想来设定变量？
我的案例一：最简单的例子就是『路径名称』 啰！以鸟哥为例，我的工作在 Unix 系统之下进行一
些数值模式的仿真工作，偏偏由于数据量太大，为了怕日后忘记这个目录的内容与主要的意义，所
以我的档名都取的很长，偏偏在执行模式的过程 中，常常会切换目录！我哩ㄌㄟ，光是打那几行路
径名称就快要疯掉了！所以我就设定那几行目录名称成为一个四个字符的变量，如此一来我只要输
入『 cd $VARI 』这个指令，嘿嘿！马上就移动到该路径下了！很方便吧！当然变量的意义还不止
于此，不过这是最简单的实例说明啰！
我的案例二：另外一个常常需要变量的咚咚是在 scripts 里面，例如我写的一个侦测登录文件的小程
序 logfile.sh 这个咚咚，由于里头常常需要用到『储存路径』，偏偏可能每个人的存取路径都不太一
样，而如果要修改存取路径的话，嘿嘿！好几十行要同时修改呢！还可能会改 错！那么我只要定义
一个变量，然后后续的所有数据都使用这个变量的内容！嘿嘿！那么只要大家修改了这个变量的内
容（只要一行），后续的动作就不需要修正 了！这个动作常在程序或者是 script 当中看到的！
所以啰，有很多的时候为了方便或者是使用于 scripts 的意义，我们必须要设定变量！然而在 bash
底下的变量设定是有一定规则的，必须要来遵守才行：
1.
2.
3.
4.

变量与变量内容以等号『=』来连结；
等号两边不能直接接空格符；
变量名称只能是英文字母与数字，但是数字不能是开头字符；
若有空格符可以使用双引号『 " 』或单引号『 ' 』来将变量内容结合起来，但须要特别留意，
双引号内的特殊字符可以保有变量特性，但是单引号内的特殊字符则仅为一般字符；
5. 必要时需要以跳脱字符『 \ 』来将特殊符号（如 Enter, $, \, 空格符, '等）变成一般符号；
6. 在一串指令中，还需要藉由其它的指令提供的信息，可以使用 quote 『 ` command` 』；
7. 若该变量为扩增变量内容时，则需以双引号及 $变量名称 如：『 "$PATH":/home』继续累加
内容；
8. 若该变量需要在其它子程序执行，则需要以 export 来使变量可以动作，如『export PATH』；
9. 通常大写字符为系统预设变量，自行设定变量可以使用小写字符，方便判断（纯粹依照使用
者兴趣与嗜好）；
10.取消变量的方法为：『unset 变量名称』。
底下我们举几个例子来说明一下：
一般变量设定：
[tets @test test]# 12name=VBrid
[test @test test]# name = VBird
[test @test test]# name=VBird

<==错误的！因为变量开头不能是数字！

[test @test test]# name=VBird name
[test @test test]# name="VBird name"

<==错误的！因为等号两边不能直接接空白！
<==正确的！echo $name 显示 VBird

[test @test test]# name="VBird's name"

<==错误的！需要加上双引号！不然会显示错误！
<==正确的！echo $name 显示 VBird name
<==正确的！

变量累加设定：
[test @test test]# name=$nameisme
[test @test test]# name="$name"isme

<==错误的！需要以双引号将原变量圈起来
<==正确的！echo $name 显示 VBird's nameisme

[test @test test]# PATH="$PATH":/home/test

<==正确的！echo $PATH 将多了后面一句话！

[test @test test]# PATH="$PATH:/home/test"

<==正确的！这个形式对于 PATH 来说也是正确的格式！

变量延伸到下一个子程序：
[test @test test]# name="VBird's name"

<==设定 name 这个变量

[test @tset test]# echo $name
[test @test test]# VBird's name

<==显示 name 变量的指令

[test @test test]# /bin/bash

<==另开一个 bash 的子程序

[test @tset test]# echo $name

<==显示 name 这个变量

[test @tset test]#

<==会显示空字符串因为 name 这个变量不能使用在子程序

[test @test test]# exit

<==退出子程序 bash shell ！

[test @test test]# export name

<==正确的！如此则 $name 可以用于下一个子程序中！

指令中的指令：
[test @test test]# cd /lib/modules/`uname –r`/kernel
上式中，会先执行 `uname –r` 这个内含指令，然后输出的结果附加在 /lib/module… 里面，所以执行这个指令，可
以完成几个附指令程序！
取消变量设定：
[test @test test]# unset name

根据上面的案例你可以试试看！就可以了解变量的设定啰！这个是很重要的呦！请勤加练习！！其
中，较为重要的一些特殊符号的使用啰！例如单引号、双引号、跳脱字符、钱字号、quote 符号等等，
底下的例题想一想吧！
例题：在变量的设定中，单引号与双引号有什么不同呢？
答：
单引号与双引号的最大不同在于双引号仍然可以保有变量的内容，但单引号内仅能是一般
字符，而不会有特殊符号。我们以底下的例子做说明：假设您定义了一个变量，
name=VBird ，现在想以 name 这个变量定义出 myname 显示 VBird its me 这个内容，要
如何订定呢？
[root
[root
VBird
[root
[root
VBird
[root
[root
$name

@test root]# name=VBird
@test root]# echo $name
@test root]#
@test root]#
its me
@test root]#
@test root]#
its me

myname="$name its me"
echo $myname
myname='$name its me'
echo $myname

发现了吗？没错！使用了单引号的时候，那么 $name 将失去原有的变量内容，仅为一般字
符的显示型态而已！这里必需要特别小心在意！

例题：在指令下达的过程中， quote ( ` ) 这个符号代表的意义为何？
答：
在一串指令中，在 ` 之内的指令将会被先执行，而其执行出来的结果将做为外部的输入信
息！例如 uname –r 会显示出目前的核心版本，而我们的核心版本在 /lib/modules 里面，
因此，你可以先执行 uname –r 找出核心版本，然后再以『 cd 目录』到该目录下，当然
也可以执行
cd /lib/modules/`uname –r`
直接到该目录下去！

底下我们来谈一谈 export 的用途吧！

•

export
当你取得一个 bash 之后，亦即得到了一个程序了，但是若你再次的执行一次 bash ，那么你将
进入『子程序』，这个程序的概念我们在资源管理章节中再详谈，这里您先有个概念即可。那
么由于您已经进入了该子程序，所以在父程序中的变量设定将不再继续的存在。如您想要让该
变量内容继续的在子程序中使用，那么就请执行：
export 变数
！这个东西用在『引用他人的档案或者其它程序』时，相当的重要的！尤其像我常常两三个档
案互相引用来引用去的，如果忘记设定 export 的话，那么不同的档案中的相同变量值，将需要
一再地重复设定才行！所以，我只要在头一个档案使用 export 的话，那么后续的档案引用时，
将会把该变量内容读进来！好用的很?而，如果仅下达 export 而没有接变量时，那么此时将会把
所有的『环境变量』秀出来喔！也就是说， export 可以将一般自订的变量变成环境变量！
[root @test root]# export
declare -x BASH_ENV="/root/.bashrc"
declare -x CVSROOT="/usr/local/cvs/src/master"
declare -x HISTSIZE="50"
declare -x HOME="/root"
declare -x HOSTNAME="test.adsldns.org"
declare -x HOSTTYPE="i386"
declare -x INPUTRC="/etc/inputrc"
declare -x LANG="en_US"
declare -x LESSOPEN="|/usr/bin/lesspipe.sh %s"
declare -x LOGNAME="root"
declare -x LS_COLORS="no=00:fi=00:di=01;34:ln=01;36:pi=40;33:so=01;35:
bd=40;33;01:cd=40;33;01:or=01;05;37;41:mi=01;05;37;41:ex=01;32:*.cmd=
01;32:*.exe=01;32:*.com=01;32:*.btm=01;32:*.bat=01;32:*.sh=01;32:*.csh
=01;32:*.tar=01;31:*.tgz=01;31:*.arj=01;31:*.taz=01;31:*.lzh=01;31:*.z
ip=01;31:*.z=01;31:*.Z=01;31:*.gz=01;31:*.bz2=01;31:*.bz=01;31:*.tz=01;
31:*.rpm=01;31:*.cpio=01;31:*.jpg=01;35:*.gif=01;35:*.bmp=01;35:*.xbm=
01;35:*.xpm=01;35:*.png=01;35:*.tif=01;35:"
declare -x MACHTYPE="i386-redhat-linux-gnu"
declare -x MAIL="/var/spool/mail/root"
declare -x MANPATH=":/usr/local/netcdf/man"
declare -x OSTYPE="linux-gnu"
declare -x PATH="/usr/local/pgi/linux86/bin:/bin:/sbin:/usr/sbin:/usr/bin:
/usr/local/sbin:/usr/local/bin:/usr/local/bin:/bin:/usr/bin:/usr/X11R6/bin
:/usr/local/netcdf/bin"
declare -x PGI="/usr/local/pgi"
declare -x PWD="/root"
declare -x SHELL="/bin/bash"
declare -x SHLVL="1"
declare -x SSH_TTY="/dev/pts/0"
declare -x TERM="xterm"
declare -x USER="root"

•

unset
就是直接将该变量的内容拿掉：
unset 变数

•

变量的有效范围：
由前面的 export 以及相关的说明，你可以很清楚的知道一件事情，那就是，『变量的设定只在
目前这个 shell 环境当中存在，在下个或者是在子程序中 ( 子 shell ) 将不会存在！』要让变量
在下个程序也可以继续的使用，大概就是使用 export 这个咚咚啦！此外，其实除了 shell 的父、

子程序外，在脚本( scripts )的编写当中，由于有的软件会使用到 2 个以上的 scripts 做为一个完
整的套件！也就是说，假如你有两支程序，一支为 scripts1.sh 以及 scripts2.sh ，而 scripts2.sh
会去引用 scripts1.sh 的变数，这个时候，嘿嘿！你在 scripts1.sh 当中设定的变量请『千万记得
以 export 设定』，否则你的变量将无法在两个 scripts 之间互相被引用喔！当这个 scripts 执行
完毕之后，刚刚在 scripts 当中设定的变量也就『失效了！』。

•

其它的注意事项：
乍看之下变量似乎没有什么值得我们来留意的地方，其实不然，变量可以让我们的系统管理变
的更加的简单，举个例子来说，刚刚我们提到 HISTSIZE 可以控制历史指令的多寡，那么太多
的话，可能会有安全的顾虑之虞，那么是否需要改小一点呢？当然需要～此外，关于路径的设
定方面，当您使用一般身份使用者登入系统，再以 su 转换成 root 身份时，基本上，一堆环境
变量仍是以当初的一般身份者为主的，因此，您常常会发现 root 使用的指令会『找不到！』那
就是环境变量的错误设定啦！这个时候，如果您能够将该一般身份使用者的路径设定成为 root
能用的指令的样子，嗯！那么转换身份的时候，将可以免除相当多的困扰呢！提供给你做为参
考了！

•

read：
上面我们谈到的『变量』都是由『指令列』直接设定好的！那么可不可以随时来提供使用只以
键盘随时输入变量内容？也就是说，变量内容是由使用者由键盘输入的哩！呵呵！可以使用
read 来达成喔！这个东西在『 script 』里面比较重要啦！所以我们在 shell script 里面会再次的
提到喔！
语法：
[test @test test]# read name
testing <==这个时候屏幕会等待使用者由键盘输入喔！
[test @test test]# echo $name
testing <==刚刚输入的数据变成了变量的内容啦！

•

array：
谈完了一些基本的变量之后，再接下来我们可以聊一聊关于『数组, Array』这东西了！学过数学
应该知道有所谓的数组吧！他可以使用一个『函数』来包含一些内容！例如 A(1)=1, A(2)=4,
A(3)=8 等等的样子，那个 A(n) 就是函数， n 就是 index(索引)，而在等号的右边就是这个函数
对应索引所得到的『内容』啦！在 Bash 里头提供了『一维数组』给大家来使用，他的设定格式
是：
语法：
[test @test test]# a[索引]=内容
[test @test test]# echo ${a[索引]}
例：
[test @test test]# a[1]=4
[test @test test]# a[2]=8
[test @test test]# echo ${a[1]} ${a[2]}
4 8

注意一下喔！在设定数组的时候，他主要是以 『字母及中刮号, abc[]』的样式来设定的！其
它的规则则与 变量设定规则 相同！不过，在读取数组的时候就需要比较注意了！读取的时候，
是以 ${数组函数} 的方式来读取的！这部份特别容易搞错！请大家特别留意呢！当然啦，数组
不止可以进行数字的型态，也可以是字符串的类型喔！都可以的啦！

•

$RANDOM：
有听过『随机取随机数』这个玩意儿吧！？呵呵！那么在 BASH 里面的随机数是那个变数来的？
随机数在英文的写法为 RANDOM 啦，所以啰， BASH 当中针对随机数的变量名称就是
$RANDOM 啰！来给他秀一下吧！
语法：

[test @test test]# echo $RANDOM
xxxx <==每次都会出现不同的数字喔！

随机数对于程序设计师比较重要，对于我们一般使用者，重要性就没有这么大啦！只是提出来
让大家知道一下就是了！

•

eval：
语法：
[test @test test]# eval variable
例题：
[test @test test]# days=365
[test @test test]# year=days
[test @test test]# echo \$$year
$days <==第一个 $ 被 \ 改变成为一般字符，而 \$ 后面接的 $year 就成为 days 啦！
[test @test test]# eval echo \$$year
365
加上 eval 之后， \$$year 变成的 $days 的『变量内容』会显现出来喔！

这个指令也是颇有趣的！他主要是用来做为变量的『迭代』用的！以上面的例子来看，起先， \
$$year 会变成为 $days ，而这个 $days 其实是一般字符喔！并不是变数！不过，加上了 eval 之
后，这个字符串就会被变成变量内容咯！所以说， eval 是用来做为『二次迭代』的功能的！

命令别名与历史命令
•

命令别名：
命令别名是一个很有趣的东西，特别是你的惯用指令特别长的时候！还有，增设预设的属性在一些惯用的
指令上面，可以预防一些不小心误杀档案的情况发生的时候！举个例子来说，如果你要查询隐藏档，并且
需要长的列出与一页一页翻看，那么需要下达『 ls -al | more 』这个指令，我是觉得很烦啦！要输入好几个
单字！那可不可以使用 lm 来简化呢？！当然可以，你可以在命令列下面下达：
[test @tset test]# alias lm='ls -al | more'

要注意的是：『alias 的定义规则与变量定义规则几乎相同』，所以你只要在 alias 后面加上你的{『别名』
='指令 参数'}，以后你只要输入 lm 就相当于输入了 ls -al|more 这一串指令！很方便吧！另外，我们知道
root 可以移除( rm )任何数据！所以当你以 root 的身份在进行工作时，需要特别小心，但是总有失手的时候，
那么 rm 提供了一个参数来让我们确认是否要移除该档案，那就是 -i 这个参数！所以，你可以这样做：
[test @tset test]# alias rm='rm -i'

嘿嘿！那么以后使用 rm 的时候，就不用太担心会有错误删除的情况了！这也是命令别名的优点啰！那么
如何知道目前有哪些的命令别名呢？就使用 alias 呀！
[test
alias
alias
alias
alias
alias

@tset test]# alias
l.='ls -d .[a-zA-Z]* --color=tty'
ll='ls -l'
lm='ls -al'
ls='ls --color=tty'
which='alias | /usr/bin/which --tty-only --read-alias --show-dot --show-tilde'

至于如果要取消命令别名的话，那么就使用 unalias 吧！
那么命令别名与变量有什么不同呢？基本上，他们的意义就不太一样了！ alias 这种命令别名，你可以将他
想成是建立一个新的指令名称，至于变量则仅是将一个数值或者字符串存在某个代表意义当中！举个例子
好了，我们知道以前的 DOS 年代，列出目录与档案就是 dir ，而清除屏幕就是 cls ，那么如果我想要在
linux 里面也使用相同的指令呢？那就以 alias 来进行指令的别名设定：

alias cls=’clear’
alias dir=’ls –l’
只要加入这两行，以后你输入 cls 及 dir 就可以执行了！很方便吧！

•

历史指令记录数据：
前面我们提过 bash 有提供指令历史的服务！那么如何查询我们曾经下达过的指令呢？就使用 history 啰！
当然，如果觉得 histsory 太麻烦，可以使用命令别名来设定呢！不要跟我说还不会设定呦！
alias h=’history’
如此则输入 h 等于输入 history 啰！好了，我们来谈一谈 history 的用法吧！

•

history, !command
显示历史指令记录内容, 下达历史纪录中的指令
语法：
[test @test test]# history
[test @test test]# [!number]

[!command] [!!]

参数说明：
number

：第几个指令的意思；

command

：指令的开头几个字母

!

：上一个指令的意思！

范例：
[test
66
67
68
69

@test test]# history
man rm
alias
man history
history

[test @test test]# !66
[test @test test]# !!
[test @test test]# !al

<==底下列出的就是(1)历史指令的编号；(2)指令的内容

<==执行第 66 个历史指令
<==执行上一个指令（在本例中，就是 !66 那一个指令！）
<==执行最近一次以 al 为开头的指令内容，就是第 67 个指令啰！

说明：
history 这个指令配合 ! 这个用法就多了！如果我想要执行上一个指令，除了使用上下键之外，我可
以直接以 !! 来下达上个指令的内容，此外，我也可以直接选择下达第 n 个指令， !n 来执行，也可
以使用指令标头，例如 !vi 来执行最近指令开头是 vi 的指令列！相当的方便而好用！基本上 history
的用途很大的！但是需要小心安全的问题！尤其是 root 的历史纪录档案，这是 Cracker 的最爱！因
为不小心的 root 会将很多的重要数据在执行的过程中会被纪录在 ~/.bash_history 当中，如果这个
档案被解析的话，后果不堪吶！无论如何，使用 history 配合『 ! 』曾经使用过的指令下达是很有效
率的一个指令方法！

bash shell 的设定档案：
终于来到 bash 的设定档案啰！这部份我们预计分成『系统设定值』与『一般各人喜好设定值』来说明，除
非您是 root ，并且对于大家的喜好有共同的认知，否则只要设定您的『个人设定值』（在每个人的家目录
内）也就可以啰！要注意的是，在指令列输入的变量也好、命令别名也罢，都是针对该次登入的设定而已，
所以只要您一注销，那么上次的设定值就会不见去！因此，我们需要有几个档案来帮助我们，每次登入的
时候，就已经帮我们搞定了环境的设定啰！

•

系统设定值：
所谓的系统设定值，也就是说每个使用者进入到 bash shell 之后，会先读取的设定档案！预设的设定档案
有下列几个：
•

/etc/profile：这个档案设定了几个重要的变量，例如：
『PATH、USER、MAIL、HOSTNAME、HISTSIZE、umask』等等，也同时规划出 /etc/inputrc 这个针对

键盘热建设定的档案的数据内容。你可以在这里设定总体的 PATH 等等的信息！同时，这个 file
也规划出 /etc/profile.d 及 /etc/inputrc 这两个档案，其中， inputrc 是用在 history （历
史指令）的作用上的！总之，你可以了解到刚刚我们学会的变量设定方式，在这个档案中也可以设
定呢！但是设定上需要特别小心，因为所有的使用者皆会使用到这个档案的信息。注：通常我都喜
欢将 /usr/local/bin 这个路径加成最前面，这是因为通常自己安装的套件自己最喜欢，所以当然
是最先收寻啰！ ^_^！此外，请注意一下，可以将 HISTSIZE 的大小改变一下，改成 50 就可以啦！
比较安全！( 注：这个档案不论在那个 Linux distribution 当中均存在 /etc/profile 当中，所
以，请特别留意此一档案即可！ )。
•

/etc/bashrc：这个档案在规划 umask 的功能，也同时规划出提示字符的内容（就是里头那个 PS1
啦！）。特别留意的是，这个档案在不同的 Linux distribution 里面，摆放的位置可能不太一样
呢！所以需要查询一下才行呦！

•

/etc/man.config：这个档案或许跟 bash shell 较没相关性，但是对于系统管理员来说，却也是很
重要的一个档案！这的档案的内容『规范了使用 man 的时候， man page 的路径到哪里去寻找！』
所以说的简单一点，这个档案规定了下达 man 的时候，该去哪里查看数据的路径设定！那么什么时
候要来修改这个档案呢？如果你是以 tarball 的方式来安装你的数据，那么你的 man page（指令
说明档案）可能会放置在 /usr/local/softpackage/man 里头，那个 softpackage 是你的套件名称，
这个时候你就得以手动的方式将该路径加到 /etc/man.config 里头，否则使用 man 的时候就会找
不到相关的说明档啰

这就是系统在设定的时候常常会使用的档案！需要特别留意的是，通常设定完了这几个档案之后，都需要
先 logout 在 login 之后才会将设定整个启动起来！

•

个人设定值
那么个人的喜好设定在哪里？嘿嘿嘿嘿！那就是在个人家目录的几个隐藏文件当中啰！分别会使用到底下
的几个档案啦！ ( 注意！底下的档案都是隐藏档，需要使用 ls -al 方能显示出来 ) ，另外，注意一下啰！
底下那个『 ~ 』代表的是『家目录』的意思：
•

~/.bash_profile：里面定义了个人化的路径（PATH）与环境变量的文件名称！你可以在这里修改你
的个人路径呦！当然啰！也可以在 ~/.bashrc 这个个人设定的变量里头修改！有的时候会有
~/.profile 或 ~/.bash_login 等档案来取代这个档案！

•

~/.bashrc：这个档案对于个人喜好的 bash 设定来说，是最重要的啦！因为我都是在这里设定我的
个人化变量！例如命令别名的设定！路径的重新定义等等，都是在这里完成的！

•

~/.bash_history：这个档案的用途在于将你曾经使用过的命令记录下来，而当你再次的以上下键搜
寻或者直接以 history 搜寻的时候，就可以找到曾经使用过的指令啰！需要注意的是
1. 在这一次的执行过程中的指令，将在你离开 shell 之后才会被纪录到这个档案中，否则将只
会先被写到暂存内存中(Cache)；
2. 可以藉由 history 这个指令来将里头的纪录搜寻出来；
3. 这个档案的指令记录笔数，与 HISTFILE 有关，你可以自行在 ~/.bashrc 里头设定，或者直
接由 root 在 /etc/profile 里面统一设定大小！

•

~/.bash_logout：这个档案则是在『你注销 shell 的时候， BASH 会为你所做的事情！』通常预设
是只有 clear 清除屏幕这件事情而已，不过，你也可以将一些备份或者是其它你认为重要的工作写
在这个档案中（例如清空暂存盘），那么当你离开 Linux 的时候，就可以解决一些烦人的事情啰！

大致上的个人设定就是如同上面说的！不过，我个人觉得比较重要的是 ~/.bashrc 这一个档案！我喜欢将自
己的相关设定写在里头！这样可以很轻易的将个人的设定写好！尤其是命令别名与变量的设定等等！我个
人喜好的 ~/.bashrc 设定如下：
[test @test test]# more .bashrc
# User specific aliases and functions
PATH="/usr/local/bin:/usr/local/sbin:/bin:/sbin:/usr/sbin:/usr/bin:$PATH"

Export PATH
Alias
Alias
Alias
Alias
Alias
Alias

rm='rm -i'
cp='cp -i'
mv='mv -i'
ll='ls -l'
lm='ls -al|more'
h='history'

# Source global definitions
if [ -f /etc/bashrc ]; then
. /etc/bashrc
fi

•

source：
前面提过了，如果我需要将目前的设定档的内容读入一次，需要重新 logout 再 login 才能够读入，那么有
没有办法不注销而直接读入变量设定文件呢？当然可以，就使用 source 即可！
[test @test test]# source 变量设定文件

这个使用的情况在什么时候呢？最常发生在一个人的工作环境分为多重的时候了！举个例子来说，在我的
大型主机中，我常常需要负责两到三个不同的案子， 每个案子所需要处理的环境变量订定并不相同，那么
我就将这两三个案子分别编写属于该案子的环境变量设定档案，当我需要该环境时，就直接 source 变量文
件，如此一来，环境变量的设定就变的更简便而灵活了！

万用字符与特殊符号
由于在 bash 当中常会使用到一些万用字符，与搭配特殊符号来将指令做更好的利用（例如最常提到的正规
表示法 Regulare Express ）！底下我们列出一些常用的万用字符与特殊符号：
符号

内容

*

万用字符，代表一个或多个字符（或数字）

?

万用字符，代表一个字母

#

批注，这个最常被使用在 script 当中，视为说明！

\

跳脱符号，将『特殊字符或万用字符』还原成一般字符

|

分隔两个管线命令的界定；

;

连续性命令的界定（注意！与管线命令并不相同）

~

使用者的家目录

$

亦即是变量之前需要加的变量取代值

&

将指令变成背景下工作

!

逻辑运算意义上的『非』 not 的意思！

/

路径分隔的符号

>, >>

输出导向，分别是『取代』与『累加』

'

单引号，不具有变量置换的功能

"

具有变量置换的功能！

``

两个『 ` 』中间为可以先执行的指令！

( )

在中间为子 shell 的起始与结束

[ ]

在中间为字符的组合

{ }

在中间为命令区块的组合！

组合按键

执行结果

Ctrl + C

终止目前的命令

Ctrl + D

输入结束（EOF），例如邮件结束的时候；

Ctrl + M

就是 Enter 啦！

Ctrl + S

暂停屏幕的输出

Ctrl + Q

恢复屏幕的输出

Ctrl + U

在提示字符下，将整列命令删除

Ctrl + Z

『暂停』目前的命令

上面的万用字符当中，最常用的就属 *, ?, [] 及 ` 了！我们提几个简单的例子：
[test @test test]# ls test*

<==那个 * 代表后面不论接几个字符都予以接受(没有字符也接受！)

[test @test test]# ls test?

<==那个 ? 代表后面『一定』要接『一个』字符

[test @test test]# ls test???

<==那个 ??? 代表『一定要接三个』字符！

[test @test test]# cp test[1-5] /tmp <==将 test1, test2, test3, test4, test5 若存在的话，就拷贝到 /tmp 下
[test @test test]# cd /lib/modules/`uname -r`/kernel/drivers <==被 ` ` 括起来的内容『会先执行』！

上面几个例子相当的有趣！尤其是最后面两个！需要注意的是， [] 里面『代表只有一个字符』但是范围可
以由 1-5 ，这样来说的话，那么我们如果允许『只要档名里面含有至少一个大写字符』时，就可以将档案
copy 出来的话，可以这样做：
cp *[A-Z]* /tmp
很有趣吧？！ ^_^
此外，那个 `` 里面的『指令』会先被执行，也就是说：
•
•

系统先执行 uname -r 找出输出的结果；
将结果累加在目录上面，来执行 cd 的功能！

很棒吧！！这些基本的功能需要特别来了解一下才行呦！

•

连续指令的下达方式：
这里需要再提几个重要的信息，我们刚刚上面提过说，两个指令先后写在一起，可以这样写：
command1; command2
利用分号『 ; 』来分隔，这个分号的意思，代表不论 command1 执行结果为何，command2 都会
被执行！那么如果我是两个相关的指令，第一个 command1 如果执行结果有错误，第二个就不
被执行，可以这样做吗？当然可以，就使用下面两个连结的咚咚：
command1 && command2
command1 || command2
还记得我们之前的变量内容中，那个 ? 代表什么吗？没错，就是代表前一个执行的指令内容有
没有错误，如果有错误就回传为 1 ，没有错误就回传为 0 ，你可以经由 echo $? 来查询得知！
那么 && 就是代表，当 command1 执行结果传回值为 0 的时候，也就是没有错误讯息时，则
command2 才会开始执行，而 || 恰恰相反，当 command1 有错误讯息时， command2 才会执行！
举个例子来说，我的系统中并没有 /vbird 这个目录，所以执行 ls /vbird 应该会有错误讯息才对，
所以，底下三个指令串会显示什么呢？
[root @test root]# ls /vbird ; ls /
[root @test root]# ls /vbird && ls /
[root @test root]# ls /vbird || ls /

试看看呦！

绝对路径与相对路径
其实，在使用 bash 还有另一个困扰，就是当你的 PATH 没有设定完整的时候，下达指令都是要以『一长
列的指令连带根目录都要列出来』，呵呵那就是绝对路径的设定法啦！基本上，这个『绝对路径』与『相
对路径』的观念是很重要的！否则你将常常会找不到档案说！所谓的『绝对路径』就是以根目录开始写入
到档案的一种命令写定方法，举例来说，我目前在 /home/test 这个 test 使用者的家目录中，我想要看看里
面的 .bashrc 这个档案的数据，使用的是 more 这个指令，而这个指令在 /bin/more 当中，则正确的下达指
令的方法为：
[test @tset test]# /bin/more .bashrc<==我在的目录为 /home/test ！这是绝对路径写法！

我在的目录为 /home/test ！这是绝对路径写法！ 而如果你还记得我们在 档案系统指令 那一篇文章中提到
的观念的话，那么应该记得使用 ls -al 时会出现两个一定存在的目录，分别是『.』与『..』，分别代表是
『这个路径』，与『上一层路径』！
[test @tset test]# ls -al
total 728
drwx------

3 vbird

vbird

4096 May 19 14:53 .

<==这一层路径的属性说明

drwxr-xr-x
以下略！

3 root

root

4096 May

<==上一层路径的属性说明

5 16:50 ..

所以说，要执行上一层目录中的命令，可以下达『../command 』那个 command 指的是存在的可执行档！
那么我因为在 /home/test 里面，距离 /bin 有两层上层目录，所以我要使用 /bin/more 这个执行文件，并且
使用相对路径的方法，就必须使用：
[test @tset test]# ../../bin/more .bashrc

<==一层一层回到根目录，在进入 /bin 的写法！相对路径

这种相对路径的方法相当广泛的被运用于 script 当中，这是因为如前面提到的，每个人的安装预设的目录
都不相同，则使用相对路径的话，很容易就可以找到套件之间相依软件或者是设定档案的相关性！
关于路径搜寻的问题！为何不执行目前所在目录下的档案？
咦！刚刚不是提到『.』与『..』吗？那么那个『 . 』是干嘛用的？！
眼尖的朋友应该已经发现了，就是『我在执行档案的时候，基本上，
并不会主动搜寻目前目录下的档案』举个例子来说，我安装的 squid
这个执行档在 /usr/local/squid/bin/squid 这个档案，然而我在
/usr/local/squid/bin 下达 squid 的时候，系统会告诉你『查不到这个
档案！』真是见鬼了！明明有这个档案的呀！这是因为系统预设的
PATH （路径）并没有执行目前目录下的设定，也就是『.』这个路
径！你可以使用『 echo $PATH 』看看，就可以知道为什么了！那
么为何不要设定这个路径呢？这是因为『安全』的考虑。由于系统
预设是允许任何人在 /tmp 底下写入任何档案的，那么万一有居心不
良的使用者或者是 Cracker 入侵你的计算机，并在你的 /tmp 里头埋
了一个小木马，并取名为 ls ，好了，改天你以 root 身份登入后，
到 /tmp 底下，并执行 ls ，你看会有什么结果？！这个 /tmp/ls 由其
它身份的人来执行或许没有问题，但是由 root 来执行却可能会导致
Cracker 所乐意见到的结果！那晓得为何了吧？！
当然啰！您还是可以选择在 ~/.bashrc 当中设定你的 . 在你的 PATH
当中，不过并不这么建议就是了！
好了，由于系统预设并不主动搜寻目前目录下的执行文件，那么你应该如何执行『目前目录下的执行文件』
呢？很简单呀！就是以相对路径的观念，由于『 .. 』是上层，而『 . 』是这一层，所以要执行这一层目录
的命令就使用『 ./command 』即可！例如你的 /usr/local/squid/bin 底下执行 squid 则可以写成：

[test @tset bin]# ./squid

<==以相对路径的观念来看！在本目录下达的指令写法！

请特别留意这方面的问题！『新手特别容易犯这个错误呢！』

命令重导向
基本上，这个子题是 bash 相当重要的观念，这里可得花点心思才行呦！
•

什么是『重导向, redirect ？』：简单的说，就是将你目前的所得资料转到其它地方去就是了！例如
我们常用的，将目前的屏幕输出数据转到档案中去，就可以这么写：『ls -l / > test 』，那个大
于的符号『 > 』就是将输出结果导向到 test 这个档案中的意思啰！这个时候：
•
•

如果你执行『 ls -l / 』而已的话，屏幕会将根目录的档案与目录都列出在屏幕上；
但是当使用 > 导向到 test 这个档案中时，则屏幕不会显示任何讯息，但是会将刚刚你执行的
结果输出到 test 这个档案中。

所以啰，你只要『 vi test 』一下，就会知道 test 这个档案中记录了刚刚我们执行的数据结果啰！不
过，这里需要特别留意的是，当你使用 > 符号将数据由屏幕导向到档案中时，则：
• 该档案（就是 test ）若不存在，系统会自动的将他建立起来，但是，
• 当这个档案存在的时候，那么系统就会先将这个档案内容清空，然后再将数据写入！
• 也就是若以 > 输出到一个既存盘案中，呵呵，那个档案就会被覆盖掉啰！
除了这个 > 的符号之外，在 bash 命令执行的过程中，主要有三种输出入的状况，分别是：
1. 标准输入；代码为 0 ；或称为 stdin ；使用的方式为 <
2. 标准输出：代码为 1 ；或称为 stdout；使用的方式为 1>
3. 错误输出：代码为 2 ；或称为 stderr；使用的方式为 2>
基本的指令书写方式为：

指令

1>
1>>
2>
2>>
<

装置或档案

左边一定是指令，至于右边则可能是装置或者是档案！注意了！那个 1> 与 2> 之间并没有空格符！而相关
的使用说明可以举例如下：
[test @test test]# ls -al >

list.txt

将显示的结果输出到 list.txt 档案中，若该档案以存在则予以取代！
[test @test test]# ls -al >> list.txt
将显示的结果累加到 list.txt 档案中，该档案为累加的，旧数据保留！
[test @test test]# ls -al 1> list.txt 2> list.err
将显示的数据，正确的输出到 list.txt 错误的数据输出到 list.err
[test @test test]# ls -al 1> list.txt 2>&1
将显示的数据，不论正确或错误均输出到 list.txt 当中！
[test @test test]# ls -al 1> list.txt 2> /dev/null
将显示的数据，正确的输出到 list.txt 错误的数据则予以丢弃！
注意！错误与正确档案输出到同一个档案中，则必须以上面的方法来写！
不能写成其它格式！

这个观念相当的重要，尤其是在 /etc/crontab 当中执行的时候，如果我们已经知道错误的讯息为何，又不想
要让错误的讯息一直填满 root 的信箱，就必须以 2> 搭配 /dev/null 这个垃圾桶黑洞装置，来将数据丢弃！
这个相当的重要！
这里我们来说明一下命令重导向里面几个常用的符号与装置：
• < ：由 < 的右边读入参数档案；
• > ：将原本由屏幕输出的正确数据输出到 > 右边的 file ( 文件名称 ) 或 device ( 装置，如
printer )去；
• >> ：将原本由屏幕输出的正确数据输出到 >> 右边，与 > 不同的是，该档案将不会被覆盖，而新

•
•

的数据将以『增加的方式』增加到该档案的最后面；
2> ：将原本应该由屏幕输出的错误数据输出到 2> 的右边去。
/dev/null ：可以说成是黑洞装置！

好了，对于『 > , >> 』这两个东西有一定的概念之后，我们来深入的谈一谈『命令输出重导向』的观
念吧！如前所述，基本上， Linux 执行的结果中，可以约略的分成『正确输出』与『错误输出』两种
方式。例如，当你以一般身份执行 find 这个指令时，例如执行『 find / -name testing 』时，由于
你是一般身份，又有些数据夹是不允许一般身份者进入的，所以啰，当你使用 find 时，就会有错误讯
息发生了！但同时如果有 testing 这个档案在你可以进入的资料夹当中，那么屏幕也会输出到给你看！
因此，就具有正确的与错误的输出两种啰！（分别称为 Stdout 与 Stderror）例如下面为执行结果：里
面的『 find: /home/root: Permission denied 』就告诉你该数据夹你没有权限进入，这就是错误的输出了，
那么『 /home/test/tseting 』就是正确的输出了！
[test @test test]# find / -name testing
find: /home/test1: Permission denied

<==这是错误的输出

find: /home/root: Permission denied

<==这是错误的输出

find: /home/masda: Permission denied

<==这是错误的输出

/home/test/testing
[test @test test]#

<==这是『正确』的输出

好了，那么假如我们想要将数据输出到 list 这个档案中呢？执行『 find / -name testing > list 』会有什么
结果？呵呵，你会发现 list 里面存了刚刚那个『正确』的输出数据，至于屏幕上还是会有错误的讯息
出现呢！伤脑筋！如果想要将正确的与错误的数据分别存入不同的档案中需要怎么做？！呵 呵！其实
在数据的重导向方面，正确的写法应该是『 1> 』与『 2> 』才对！但是如果只有 > 则预设是以 1> 来
进行数据的！那个 1> 是输出正确数据， 2> 则是错误数据输出项目。也就是说：
•
•

1> ：是将正确的数据输出到指定的地方去
2> ：是将错误的数据输出到指定的地方去

好了，那么上面的例子中，我们如何将数据输出到不同的地方去呢？可以这么写：
[test @test test]# find / -name testing 1> list_right 2> list_error

这样一来，刚刚执行的结果中，有 Permission 的那几行错误信息都会跑到 list_error 这个档案中，至于
正确的输出数据则会存到 list_right 这个档案中啰！这样可以了解了吗？如果有点混乱的话，去休息一
下再来看看吧！！
再来，如果我只要正确的数据，错误的信息我不要了呢？呵呵，这个时候 /dev/null 这个垃圾桶就很重要了！
/dev/null 是什么呢？基本上，那就有点像是一个『黑洞』的垃圾桶功能！当你输入的任何东西导向到这个
虚拟的垃圾桶装置时，『他就会凭空消失不见了～～』，这个东西有用的很！例如上面的例子中，我们可
以这么做，来将错误的信息丢掉！
[test @test test]# find / -name testing 1> list_right 2> /dev/null

很神奇呦！ error message 就会『不见了！』呵呵！真高兴！另外，如果我要将数据都写到同一个档案中呢？
这个时候写法需要用到特殊写法，请注意底下的写法呦！
[test @test test]# find / -name testing 1> list 2> list<==错误写法
[test @test tset]# find / -name testing 1> list 2>&1
<==正确写法

请特别留意这一点呢！同时写入同一个档案需要使用 2>&1 才对呦！
OK！了解了 >, 2>, >> 与 /dev/null 之后，那么那个 < 又是什么呀！？呵呵！以最简单的说法来说，那就是
『将原本需要由键盘输入的数据，经由档案来读入』的意思，最明显的例子就是 mail 这个东西了！我们以
root 的身份来寄信给 root 好了，可以这样做：
1. 完全由键盘输入数据：
[root @test test]# mail -s "test" root <== -s 表示标题， root 为收件者
I am root! <==以下的数据都是由键盘输入的
That's OK
.

<==要结束键盘的输入时，需要在一行的最前面加上 . 即可！

CC.

<==是否需要有密件副本？不需要的话，直接按下 Enter ！

EOF

<==表示送出的提示字符而已！

2. 由档案代替输入
[test @test tset]# mail -s "test" root < /root/.bashrc <==将 .bashrc 内容寄给 root ！

很有趣吧！ ^_^ 这样就可以将信寄出去啰！所以说，熟悉命令重导像的话，对您可是相当的有帮助的呦！
好了，那么为何要使用命令输出重导向呢？这个问题一定会困扰你一下下的，如果你从来都没有写过
script 的话！好了，我们来说一说吧！
•
•
•
•
•

当屏幕输出的信息很重要，而且我们需要将他存下来的时候；
背景执行中的程序，不希望他干扰屏幕正常的输出结果时；
一些系统的例行命令（例如写在 /etc/crontab 中的档案）的执行结果，希望他可以存下来时；
一些执行命令，我们已经知道他可能的错误讯息，所以想以『 2> /dev/null 』将他丢掉时；
错误讯息与正确讯息需要分别输出时。

当然还有很多很多的功能的，最简单的就是网友们常常问到的：『为何我的 root 都会收到系统 crontab 寄
来的错误讯息呢』这个咚咚是常见的错误，而如果我们已经知道这个错误讯息是可以忽略的时候，嗯！『
2> errorfile 』这个功能就很重要了吧！了解了吗？？

管线命令 ( pipe )
就如同前面所说的， bash 命令执行的时候有输出的数据会出现！那么如果这群数据必需要经过几道手续之
后才能得到我们所想要的格式，应该如何来设定？这就牵涉到管线命令的问题了（ pipe ），管线命令使用
的是『 | 』这个界定符号！另外，管线命令与『连续下达命令』是不一样的呦！这点底下我们会再说明。
底下我们先举一个例子来说明一下简单的管线命令。
假设我们要读取 last 这个指令中，那个 root 登入的『次数』应该怎么作？注意呦！我们只需要『次数』。
那么我所进行的步骤是：
1. 执行 last ，将所有这个月的所有人登入数据取出来；
2. 使用 grep 将上面的输出数据（stdout）当中的 root 撷取出来，其它的不要；
3. 使用 wc 这个可以计算行数的指令将上一步的数据计算行数！
由于 last 的输出是一行代表一次登入，所以只要计算几行就代表登入几次的意思，所以啰！经由上面三个
步骤，将 last 数据逐步的筛选，就可以得到我们的数据了！整个命令可以写成如下：
[test @test bin]# last
[test @test bin]# last | grep root
[test @test bin]# last | grep root | wc -l

你可以分别执行『 last 』然后再逐步增加为『 last | grep root 』，最后到上面那一行，那么就马上可以清楚
的知道为何会这么做啰！这个管线命令『 | 』仅能处理经由前面一个指令传来的正确信息，也就是
standard output ( STDOUT ) 的信息，对于 stdandard error 并没有直接处理的能力，请记得。那么整体的管线
命令可以使用下图表示之：

在每个管线的部分都是『指令』呢！而后一个指令的输入乃是由前一个指令的输出而来的！底下我们来谈
一谈一些基本的管线命令指令介绍：

•

cut
语法：

[root @test /root ]# cut -d "分隔字符" [-cf] fields
参数说明：
-d

：后面接的是用来分隔的字符，预设是『空格符』

-c

：后面接的是『第几个字符』

-f

：后面接的是第几个区块？

范例：
[root @test /root]# cat /etc/passwd | cut -d ":" -f 1
将 passwd 这个档案里面，每一行里头的 : 用来作为分隔号，
而列出第一个区块！也就是姓名所在啦！
[root @test /root]# last | cut -d " " -f1
以空格符为分隔，并列出第一个区间！
[root @test /root]# last | cut -c1-20
将 last 之后的数据，每一行的 1-20 个字符取出来！

说明：
这个 cut 实在很好用！不过，说真的，除非你常常在分析 log 档案，否则使用到 cut 的机会并
不多！好了！ cut 主要的用途在于将『同一行里面的数据进行分解！』，最常使用在分析一些
数据或文字数据的时候！这是因为有时候我们会以某些字符当作分割的参数，然后来将数据加
以切割，以取得我们所需要的数据。我也很常使用这个功能呢！尤其是在分析 log 档案的时候！

•

sort
语法：
[root @test /root ]# sort [-t 分隔符] [(+起始)(-结束)] [-nru]
参数说明：
-t 分隔符：使用分隔符来隔开不同区间，预设是 tab
+start -end：由第 start 区间排序到 end 区间
-n

：使用『纯数字』排序（否则就会以文字型态来排序）

-r

：反向排序

-u

：相同出现的一行，只列出一次！

范例：
[root @test /root]# cat /etc/passwd | sort
将列出来的个人账号排序！
[root @test /root]# cat /etc/passwd | sort -t: +2n
将个人账号中，以使用者 ID 来排序（以 : 来分隔，第三个为 ID ，
但第一个代号为 0 之故）
[root @test /root]# cat /etc/passwd | sort -t: +2nr
反相排序啰！

说明：
sort 同样是很常用的指令呢！因为我们常常需要比较一些信息啦！举个上面的第二个例子来说好
了！今天假设你有很多的账号，而且你想要知道最大的使用者 ID 目前到哪一号了！呵呵！使用
sort 一下子就可以知道答案咯！当然其使用还不止此啦！有空的话不妨玩一玩！

•

wc
语法：
[root @test /root ]# wc [-lmw]
参数说明：
-l

：多少行

-m

：多少字符

-w

：多少字？

范例：
[root @test /root]# cat /etc/passwd | wc -l
这个档案里头有多少行？
[root @test /root]# cat /etc/passwd | wc -w
这个档案里头有多少字！？

说明：
wc 也可以当作指令？呵呵！这可不是上洗手间的 WC 呢！这是相当有用的计算档案内容的一个
工具组喔！举个例子来说，当你要知道目前你的账号档案中有多少个账号时，就使用上面的 wc
-l 啦！因为 /etc/passwd 里头一行代表一个使用者呀！所以知道行数就晓得有多少的账号在里头
了！而如果要计算一个档案里头有多少个字符时，呵呵！就使用 wc -w 这个参数吧！

•

uniq
语法：
[root @test /root ]# uniq
参数说明：
范例：
[root @test /root]# last | cut -d" " -f1 | sort | uniq

说明：
这个指令用来将『重复的行删除掉只显示一个』，举个例子来说，你要知道这个月份登入你主机的
使用者有谁，而不在乎他的登入次数，那么就使用上面的 范例，(1)先将所有的数据列出；(2)再将
人名独立出来；(3)经过排序；(4)只显示一个！由于这个指令是在将重复的东西减少，所以当然需要
『配合排 序过的档案』来处理啰！

•

tee
语法：
[root @test /root ]# last | tee last.list | cut -d " " -f1
参数说明：
范例：
[root @test /root]# last | tee last.list | cut -d " " -f1

说明：
有没有发现在命令重导向的时候，如果我们要将数据送出到档案的时候，屏幕上就不会出现任何的
数据！那么如果我们需要将数据同时显示在屏幕上跟档案中呢？呵呵！这个时候就需要 tee 这个指
令啰！使用 last 可以查看到这个月份的登入数据，而使用了 tee 之后，会将数据同时传给下一个命
令去执行，也会将数据写入 last.list 这个档案中！也是个好帮手！

•

tr
语法：
[root @test /root ]# tr [-ds] SET1
参数说明：
-d

：删除 SET1 这个字符串

-s

：取代掉重复的字符！

范例：
[root @test /root]# last | tr '[a-z]' '[A-Z]'

<==将小写改成大写

[root @test /root]# cat /etc/passwd | tr -d :
<==嘿嘿！ : 这个符号在 /etc/passwd 中不见了！
[root @test /root]# cat /home/test/dostxt | tr -d '\r' > dostxt-noM
<==将 DOS 档案的字尾符号 ^M 的符号去除！

说明：
其实这个指令也可以写在『正规表示法』里头！因为他也是由正规表示法的方式来取代数据的！以
上面的例子来说，使用 [] 可以设定一串字呢！也常常用来取代档案中的怪异符号！例如上面第三个
例子当中，可以去除 DOS 档案留下来的 ^M 这个断行的符号！这东西相当的有用！相信处理
Linux & Windows 系统中的人们最麻烦的一件事就是这个事情啦！亦即是 DOS 底下会自动的在每行
行尾加入 ^M 这个断行符号！这个时候我们可以使用这个 tr 来将 ^M 去除！ ^M 可以使用 \r 来代

替之！

•

split
语法：
[root @test /root ]# split [-bl] 输入档案 输出档案前导字符
参数说明：
-b

：以档案 size 来分

-l

：以行数来分

范例：
[root @test /root]# split -l 5 /etc/passwd test

<==会产生 testaa, testab, testac... 等等的档案

说明：
在 Windows 的情况下，你要将档案分割需要如何作？！伤脑筋吧！呵呵！在 Linux 底下就简单的
多了！你要将档案分割的话，那么就使用 -b size 来将一个分割的档案限制其大小，如果是行数的话，
那么就使用 -l line 来分割！好用的很！如此一来，你就可以轻易的将你的档案分割成 floppy 的大小，
方便你 copy 啰！
管线命令在 bash 的连续的处理程序中是相当重要的！另外，在 log file 的分析当中也是相当重要的一环，
所以请特别留意！好嘛！？

本章习题练习
1. 如何显示 HOME 这个环境变量？
2. 如何得知目前的所有变量与环境变量的设定值？
3. 我是否可以设定一个变量名称为 3myhome ？
4. 如何取消变量与命令别名的内容？
5. 如何设定一个变量名称为 name 内容为 It’s my name ？
6. 环境变量档案的加载顺序？
7. man page 的路径设定档案？
8. 试说明 ‘, “, 与 ` 这些符号在变量定义中的用途？
9. 跳脱符号 \ 有什么用途？
10. 连续命令中， ;, &&, || 有何不同？
11. 如何将 last 的结果中，独立出账号，并且印出本月份曾经登入过的账号？

正规表示法(Regular Expression,RE)(积极施工中)
正规表示法或者称为常规表示法等等，在 Unix Like 的机器当中，实在是一个相当重要的系统管理员的『利器』！此外，很多的套件也
都使用正规表示法的语法在进行工作的分析用途！正规表示法最常用在字符串的搜寻与比对，他可以用来进行相当多样化的比对技巧，
可以帮助套件取得所需要的资料，例如邮件服务器 sendmail 与 postfix 等，都有使用到正规表示法的方式在进行邮件的过滤工作呢！另
外，正规表示法也可以帮助使用者快速取得所需要的资料，并且可以协助使用者快速的以取得的数据进行取代的动作等，鸟哥使用这个
比对的技巧设计了许多管理的小程序来管理我的 Linux ，实在是相当的有用啊！注：本章节使用者需要多加练习，因为目前很多的套件
都是使用正规表示法来达成其『过滤、分析』的目的，为了未来主机管理的便利性，使用者至少要能看的懂正规表示法的意义！

前言：
约略了解了 Linux 的基本指令 ( Shell ) 并且熟悉了 vi 之后，接下来，我们要介绍如何在文字模式底下 (
Shell 环境当中 ) 进行数据的撷取，以获得使用者所需要的重要讯息。这个功能很重要，怎么说呢？在您的
计算机工作平台中，或多或少都会使用到『搜寻』以及『取代』的功能对吧！例如使用 Google 或者 Open
find 去寻找网页信息、例如以文书编辑软件编辑的过程中，发现错误，而使用取代的方式来取代掉错误字
眼，又例如你开启的一篇文件数据当中，由于数据量太大，所以 直接以搜寻的方法去找出你所需要的关键
内容等等，这些都是使用到搜寻与取代的功能喔！不过，在您惯用的操作系统当中，平常的工作下 (非服
务器环境) 大概无法进行底下的功能吧：『如何在一串字符串当中，寻找有 abc 以及 tqm 还有 WWW 的关
键词！』，哇！一口气要达到三组以上的关键词搜寻，大概平常的作法就是搜寻三遍吧！不过，如此一来，
却又太浪费时间，并且搜寻完毕后还要将搜寻的数据结合，真麻烦！那有没有其它的方式可以达到这个目
的呢？有的，那就是使用『正规表示法』来进行搜寻啰！
•

什么是正规表示法：
什么是正规表示式 ( Regular Expression, 底下简称 RE ) 呢？简单的说，在 Linux 的环境下，我们可以透过
『字符串以及一些特殊字符的辅助』来进行文字的比对工作，好来让使用者筛选自己所需要数据。这些特
殊的字符与搭配使用的工具，就构成了正规表示法的主轴啦！举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我要找到 VBird 或
Vbird 这个字样，但是不要其它的字符串，如果使用大小写都接受的情况，我就有可能会找到 VBIRD 或
vbird 或 vbIRd 等等的字眼，但是我却只要前两个字符串而已啊！这个时候，我可以使用 V[Bb]ird 来搜寻
呢！呵呵！那个中括号[]就是一个很常见的表示法之一啰！此外，正规表示法搜寻的结果显示当中，由于
RE 主要针对『一行』来进行处理，如果是在文书排版的软件当中，则是以『一整段(没有断行)』来进行处
理，如果该行有所需要的数据时，则取出来进行处理，如果该行无搜寻的数据，则将该行舍弃，不进行处
理与显示！
再举个常见的例子好了，在一堆档案当中，例如 /etc/rc.d/init.d 这个目录当中好了，如果你要找到一个档案
内容含有 mail 这个字符串的文件名，要怎么搜寻呢？利用 grep 配合 mail 以及万用字符来搜寻所有的文件
名『grep 'mail' /etc/rc.d/init.d/*』，赫赫！马上就可以找到你想要的档案数据啦！这样可以用来进
行很快速的比对呢！对于使用纯文字文件编辑文件的人来说，真是一个好消息啊！最起码，不用像 MS
word 一样，总是需要一个档案一个档案的开启啊！ ^_^！说的好似很复杂，其实不怎么难的，底下我们会
有很多例子让大家来实作，您就会晓得啦！

•

正规表示法对于系统管理员的用途：
那么为何我需要学习正规表示法呢？对于一般使用者来说，由于使用到正规表示法的机会不怎么多，因此
感受不到他的魅力，不过，对于身为系统管理员的您来说，正规表示法则是一个『不可不学的好东西！』
怎么说呢？由于系统如果在繁忙的情况之下，每天产生的讯息信息会多到你无法想象的地步，而我们也都
知道，系统的『错误讯息登录档案』 的内容(这部份我们在第五篇会详谈)记载了系统产生的所有讯息，当
然，这包含你的系统是否被『入侵』的纪录数据。但是系统的数据量太大了，要系统管理员的 你每天去看
这么多的讯息数据，想不疯掉都很难，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透过『正规表示法』的功能，将这些登录的
信息进行处理，仅取出『错误』的信息来进行分 析，哈哈！如此一来，你的系统管理工作将会『快乐得不
得了』啊！当然，正规表示法的优点还不止于此，等您有一定程度的了解之后，您会爱上他喔！

•

正规表示法的广泛用途：
除了系统管理员之外，一大堆的软件与设定都是支持正规表示法的，最常见的例子就是『邮件服务器』啦！
何解？您是否有常常收到电子邮件里最让人诟病 的『广告信件』呢？那如果我在 Server 端就将广告信件

给剔除的话，客户端就会减少很多不必要的频宽损耗了对吧！那么如何剔除广告信件呢？由于广告信件几
乎都有一定的标题或者是内容，因此，只要 每次有来信时，都先将来信的标题与内容进行特殊字符串的比
对，发现有不良信件就予以剔除！嘿！这个工作怎么达到啊？就使用正规表示法啊！目前两大服务器软件
sendmail 与 postfix 都支持正规表示法的比对功能！棒的很～当然还不止于此啦，很多的服务器软件、以及
套件都支持正规表示法呢！当然，虽然各家软件都支持他，不过，这些『字 串』的比对还是需要系统管理
员来加入比对规则的，所以啦！身为系统管理员的你，为了自身的工作以及客户端的需求，正规表示法实
在是很需要学习的一项工作 呢！
•

正规表示法与 Shell 在 Linux 当中的角色定位：
说实在的，我们在学数学的时候，一个很重要、但是粉难的东西是一定要『背』的，那就是九九表，背成
功了之后，未来在数学应用的路途上，真是一 帆风顺啊！这个九九表我们在小学的时候几乎背了一整年才
背下来，并不是这么好背的呢！但他却是基础当中的基础！您现在一定受惠相当的多呢 ^_^！而我们谈到
的这个正规表示法，与前一章的 BASH shell 就有点像是数学的九九表一样，是 Linux 基础当中的基础，
虽然也是最难的部分，不过，如果学成了之后，一定是『大大的有帮助』的！不论是对于系统的认识与系
统的管理部分，他都有很棒的扶助啊！所以啰，请好好的学习这个基础吧！ ^_^

•

正规表示法的严谨度：
认知到正规表示法的重要性之后，而且也了解了 RE 的主要用途，接下来得谈一谈的是，那么正规表示法
的严谨度怎么分啊？华特 ( What ) ？正规表示法还有『严谨度』之分？当然有啊！你可以使用较为松散的
RE 去找寻一篇文章的内容，也可以使用较为严谨的方式去搜寻更准确的内容 ( 有点类似 Google 里面的
『模糊比对』啦！ ^_^ ) 举个简单的例子来说，如果你要找寻 car 这个字眼时，那么会连 careful 也一并当
作结果来输出～真是抱歉....这个时候，使用更为严谨的正规表示法，将 cat 前后的字符限制不可接受英、
数字，那就可以得到更为准确的 cat 这个独立单字的字眼了！很棒不是吗！底下我们将先以较为基础的
RE 来做介绍，而后将介绍较为严谨的『延伸正规表示法』，清一清脑门，准备用功啦！ ^_^

基础正规表示法：

•

grep
语法：
[root @test /root ]# grep [-acinv] '搜寻字符串' filename
参数说明：
-a ：将 binary 档案以 text 档案的方式搜寻数据
-c ：计算找到 '搜寻字符串' 的次数
-i ：忽略大小写的不同，所以大小写视为相同
-n ：顺便输出行号
-v ：反向选择，亦即显示出没有 '搜寻字符串' 内容的那一行！
范例：
[root @test /root]# grep 'root' /var/log/secure
将 /var/log/secure 这个档案中有 root 的那一行秀出来
[root @test /root]# grep -v 'root' /var/log/secure
若该行没有 root 才将数据秀出来到屏幕上！
[root @test /root]# last | grep root
若该行有 root 才将数据秀出来到屏幕上！
[root @test /root]# grep [A-Z]ANPATH /etc/man.config
将 /etc/man.config 这个档案当中，所有有：
[任何一个大写字符]后面接 ANPATH 的那一行就显示出来！
例如 AANPATH, BANPATH.... ZANPATH 等等！

说明：

grep 是一个很常见的指令，最重要的功能就是进行字符串数据的比对了，需要说明的是『grep 在一个档案
中查寻一个字符串时，他是以"整行"为单位来数据的撷取的！』也就是说，假如一个档案内有 10 行，其中
有两行具有你所搜寻的字符串，则将那两行显示在屏幕上，其它的就丢弃了！而 grep 除了可以进行档案的
资料搜寻之外，也常常被应用在 input/output 的数据处理当中，例如常见的管线命令 ( pipe ) 就可以常常见
到他的踪影！以上面的例子来看，我们可以发现前两个例子是查寻档案的内容，有没有加上 -v 所显示出来
的结果是『相反的！』，而第三个例子则是以 pipe 的功能进行数据的处理的喔！至于最后一个例子比较特
殊，使用到中括号 [] ，这是什么意思呢？
在中括号里面『只有一个字符』，而里面的内容就是『字符的范围』啦！所以呢[A-Z]就是指：『A 到 Z 当
中的任何一个字符都能被接受，但是只有一个字符』的意思！所以，如果我想要所有的数字都接受，那就
是[0-9]，如果我只要接受 1,3,5 呢？就是[135]或者可以用逗号隔开[1,3,5]！所以啦，那个减号 - 在中
括号当中，代表『一个范围(range)』的意思啦！中括号还有很多用途呢！底下会更详细介绍！
grep 是最简单的正规表示法搜寻指令之一，他并不支持一些更严谨的正规表示法内容，不过，已经相当的
好用啦！底下我们就以一个档案做为练习吧！先来查看一下这个档案内容：
[root @test /root ]# vi regexp.txt
This is a cat, however, I need a dog.
I want to "Happy" and <Happy> and /Happy/ here.
* I don't know how to do this *
# I don't Know how to do this $
^ I don't KNOW how to do this @
OK!
everythins is OK
Now, I will eat my food
are you
finished your work
what do you 123 goto where
tesaaaaatest
quit bbbbqqa testglgs
i will shutdown my mechine
bye bye

这个档案是鸟哥在 MS dos 的环境中编辑的，所以他还含有一些特殊的字符喔！使用 vi 来查看的时候还没
有很清楚，如果使用 cat -A 来查看时，会出现什么呢？
[root @test /root ]# cat -A regexp.txt
This is a cat, however, I need a dog.^M$
I want to "Happy" and <Happy> and /Happy/ here.^M$
* I don't know how to do this *^M$
# I don't Know how to do this $^M$
^ I don't KNOW how to do this @^M$
OK! ^Ieverythins is OK^M$
Now, I will eat my food^M$
are you ^Ifinished your work^M$
what do you 123 goto where^M$
tesaaaaatest^M$
quit bbbbqqa testglgs^M$
i will shutdown my mechine^M$
bye bye^M$

上面粗体的地方就是 DOS 档案底下的特殊字符啦！比较一下用 vi 与 cat -A 秀出来的结果有什么不同？而
主要的 DOS 字符有：
^M ：表示断行字符；
^I ：表示 <tab> 造成的按键符号；
$ ：表示每一行的行尾之意！
这个 regexp.txt 档案你可以在 http://linux.vbird.org/download/index.php#regular 下载回去做练习喔！好了，
假设你已经将这个档案给他捉到自己的 Linux 底下了，此时，应该要来做一些小练习啰！赶紧看看吧！
例题一：找出这个档案里面含有 know 这个字符，并将行号列出来：

[root @test /root ]# grep -n 'know' regexp.txt
3:* I don't know how to do this *
grep 会一行一行的去比对 know 这个字符串，请注意，大小写是不一样的！
当该行里面没有 know 这个字符串时， grep 就会将该行舍弃而不显示出来，
不过，到第三行时，出现了 know 了，所以第三行就会被显示出来啦！
例题二：找出这个档案里面含有 * 这个字符，并将行号列出来：
[root @test /root ]# grep -n '\*' regexp.txt
3:* I don't know how to do this *
请特别留意喔，在正规表示法里面有相当多的『特殊字符』存在，而要
取消掉这些特殊字符的属性时，反斜线『\』的存在就显的特别重要了！
在这个例子中，或许你会发现使用 grep -n '*' regexp.txt 也可以得到
相同的结果，但是，良好的习惯是需要养成的，这里，请以较为正统的
正规表示法来去除 * 这个特殊字符的属性，对您以后一定会有很多的好处的！
例题三：我要将所有 know 不论大小写都列出来，并列出行号：
[root @test /root]# grep -ni 'know' regexp.txt
3:* I don't know how to do this *
4:# I don't Know how to do this $
5:^ I don't KNOW how to do this @
如果不理会大小写的差异，加入 -i 这个参数吧！列出行号就以 -n 来达成！

•

正规表示法的特殊字符(charaters)与 egrep 指令
正规表示法不止于寻找简单的字符串，他还有相当多的额外功能提供我们使用者组合、分析字符串，底下
我们先来列出几个常见的正规表示法的特殊字符，搭配刚刚您下载的档案，然后再以右边的范例来实习一
下吧！
特殊字符

表示意义与范例
意义：待搜寻的字符在行首
说明：
搜寻 word 这个字符串，『并且 word 必需为这一行的行首』。

^word

范例：
找出档案中以 i 为开头的那一行，并且忽略大小写：
[root@test root]# grep -in '^i' regexp.txt
2:I want to "Happy" and <Happy> and /Happy/ here.
12:i will shutdown my mechine

word$

意义：待搜寻的字符在行尾
说明：
搜寻 word 这个字符串，并且 word 必需为这一行的行尾
范例：
由于鸟哥提供的档案其实是 DOS 档案下的产物，所以字尾都会
存在着 ^M 的字符，因此，我们先以 tr 这个指令将这个字符给
他去掉，然后再找出字尾为 ye 的那一行，并显示出来！关于更
多的 tr 指令的用法，我们会在后面进行说明。
[root@test root]# cat regexp.txt|tr -d '\r' grep -n 'ye$'
13:bye bye

.

意义：代表『一个』任意字符，一定要有『一个字符』存在
说明：
这个『.』在正规表示法当中很常用，代表的是『一个』任意字
符，不是 0 个也不是多个，恰恰好就是『一个』。
范例：
我要将档案中有 e 与 t 并且中间含有一个字符的该行抓出来，

注意喔！ e 与 t 的中间一定会有一个字符存在才是成功的喔！
例如下列范例：
[root@test root]# grep -n 'e.t' regexp.txt
7:Now, I will eat my food
10:tesaaaaatest
11:quit bbbbqqa testglgs

\

跳脱符号将特殊字符变成普通字符

?

任何一个『单一』字符

*

随意几个任意字符

[list]

列表中的字符

[range]

列表中范围内的字符

[^list]

反向选择，与 [list] 相反

[^range]

反向选择，与 [range]相反

\{n\}

与前一个相同字浮连续 n 个

\{n,m\}

与前一个相同字浮连续 n-m 个

请特别留意的是，『正规表示法的特殊字符』与一般在指令列输入指令的『万用字符』并不相同，例如，
在万用字符当中， * 代表的是 0 ~ 无限多个字符的意思，但是在正规表示法当中， * 则是重复前一个字符
的意思～使用的意义并不相同，不要搞混了！(鸟哥我一开始摸正规表示法时就很容易搞混！因为这里是新
手最容易搞错的地方，特别小心啊！)
题：我想要知道，在 /etc 底下，只要含有 XYZ 三个字符的任何一个字符的那一行就列出来，要怎样
进行？
答：
『只要』含有 X 或 Y 或 Z 就将该行列出来，因此，我们的范围很很广啦！这个时候就必
需要使用到 [] 这个咚咚！还记得中括号的用途吗？那就是『在中括号里面谨代表一个字符
而已！』而这个中括号是一个『代表』，可以是一串字也可以是几个不连续的字！这里我
们仅需要 XYZ 其中任何一个，所以可以这样写：
grep [XYZ] /etc/*
则只要在每一行当中，只要发现 X 或 Y 或 Z 任何一个，就会将他印出来！这个与 grep
XYZ /etc/* 是『完全不一样』的！请仔细的思考一下ㄟ！

例题：我想要知道在 /etc 里面，只要句首是 w-z 的就将他印出来？
答：
同样的，使用中括号！
grep ^[w-z] /etc/*

当然还有很多很多用法啦！毕竟一个正规表示法加上他附属的一些指令，几乎可以出一本书了，这里仅是
想让大家了解他的好处罢了！所以就写到这里！其它的，就等着您去参详与发现啰！

•

diff
语法：

[root @test /root ]# diff file1 file2
参数说明：
范例：
[root @test /root]# diff index.htm index.html

说明：
这是用来比较两个档案内容是否有不一致的指令！

awk
语法：

•

[root @test /root ]# last | awk '{print $1 " " $2}'
参数说明：
范例：
[root @test /root]#

说明：
施工中

sed
语法：

•

[root @test /root ]# last | sed 10,\$d
参数说明：
范例：
[root @test /root]#

说明：
施工中

重点回顾
•
•
•
•

正规表示法 ( Regular Expression ) 的用途主要是用来做为『搜寻』字符串之用，还可以用来过滤特殊讯息
等用途；
由于严谨度的不同，正规表示法之上还有更严谨的延伸正规表示法；
正规表示法的处理方式，经常是以『整行』或称为『整段』来进行处理的；
grep 与 egrep 在正规表示法里面是很常见的两支程序，其中， egrep 支持更严谨的正规表示法的语法；

•

本章与 LPI 的关系
•

在 LPI 网站 http://www.lpi.org 里面提到的，

参考资源：
•
•
•
•

洪朝贵老师的网页：http://www.cyut.edu.tw/~ckhung/olbook/gnulinux/regexp.shtml
PCRE 官方网站：http://www.perldoc.com/perl5.8.0/pod/perlre.html
龙门少尉的窝：http://main.rtfiber.com.tw/~changyj/
Study Area：http://www.study-area.org/linux/system/linux_shell.htm

本章习题练习 ( 要看答案请将鼠标移动到『答：』底下的空白处，按下左键圈选空白处即可察看
)
1. 我想要知道某个档案里面含有 boot 的字眼，而这个档案在 /etc/ 底下，我要如何找出这个档案？
2. 我想要知道，在 /etc 底下，只要含有 XYZ 三个字符的任何一个字符的那一行就列出来，要怎样进行？
3. 我想要找出在 /etc 底下，档案内容含有 * 的文件名称？

学习 shell scripts
干嘛学习 Scripts
这个问题可有趣的很了，我为什么要学习 scripts 呢？不要学可不可以呀！？呵呵！如果您只想要『会
用』 Linux 就好的话，那么这一个部分确实可以先跳过去不看也没关系，不过，如果您想要更加的了
解与控制 Linux ，使 Linux 运作更顺畅之外，还可以高枕无忧的让你的 Linux Server 在 Internet 上面
提供相关服务的话，那么 scripts 还是多少学一学吧！为什么呢？因为 scripts 可以设计到『很聪明的知
道什么条件之下需要进行什么动作！』不要小看这个功能呦！当您不在计算机前面的时候，突然之间，
主机被一些不明封包试图入侵了，这个时候如果你的 Linux 主机可以透过『当该封包尝试几次还是联
机失败之后，就予以抵挡住该 IP 』，如果可以设计到如此功能的话，呵呵！那么可就不得了了！您的
Linux 主机就可以说是『好聪明呀！ smart!』
除了针对主机之外，其实 scripts 还有相当多的运用功能呦！例如您想要在 Linux 上面作你的作业，而
这个作业是一些数值方面的计算，这个时候 Scripts 也可以帮您计算呦！还不需要用到 fortran, c 这类
高阶的程序语言呢！ scripts 本身就是一个可以用的 program 啰！相当的棒吧！其实， scripts 最开始被
新手使用的功能就是『汇整一些在 command line 下达的连续指令，将他写入 scripts 当中，而由直接执
行 scripts 来启动一连串的 command line 指令输出入！』例如： 防火墙连续规则 ( iptables )，开机加
载程序的项目 ( 就是在 /etc/rc.d/rc.local 里头的资料 ) ，等等都是相似的功能啦！ 其实，说穿了，如
果不考虑 program 的部分，那么 scripts 也可以想成，仅是帮我们把一大串的指令汇整在一个档案里面，
而直接执行该档案就可以执行那一串又臭又长的指令段！就是这么简单啦！
另外的另外，在编写 scripts 时，在 Linux 当中，最常使用的就是 vi 这一套文书编辑器了，所以啰，
为了更简易的控管我们的 Linux ，嗯！还是学习一下好了啦！好不好呀！ ^_^

scripts 的执行与第一支 scripts
•

scripts 的执行：
嗯！在上一章 bash shell 当中说了一堆变数啦！管线指令啦！等等的，都是为了接着而来的 scripts 的
咚咚啦！什么是 script 啊？由字面上的意思来说， script 就是『脚本、剧本』的意思，那够清楚了吧！
就是将我们要执行的内容写成一个『脚本』，让系统依据这个『脚本』来执行我们想要的东西！好了！
现在我们来讨论一下怎么写 scripts 好了！基本上，一个 script 被执行的时候， bash 会据以判断执行
的步骤为：
1.
2.
3.
4.
5.

如果读取到一个 Enter 符号（ CR ），就尝试开始执行该行命令；
如同前面 bash command 提到的，指令间的多个空白会被忽略掉；
而空白行也将被忽略掉！，并且 tab 也是不会被理会的！
至于如果一行的内容太多，则可以使用 \ 来延伸至下一行；
此外，使用最多的 # 可做为批注！任何加在 # 后面的字，将全部被视为批注文字而被忽略！

然后，在撰写一个 scripts 的时候，最好养成良好的习惯：
1. 先宣告使用的 shell 为何？（特别留意这一点，在某些状况中，例如 /etc/crontab 情况下，如果
没有宣告使用的 shell ，常常会出现错误讯息而导致 scripts 无法被执行呦！）
2. 注明该 script 的内容功能、版本信息、作者、建文件日期等等
3. 每一个大步骤的主要功能（也顺便提供自己未来修改之用！）
那么 scripts 这个档案要如何来执行呢？执行的方法有两种：
•
•

一个是将该档案改成可以执行的属性，如 chmod 755 scripts.file ，然后执行该档案；
另一种则是直接以 sh 这个执行档来执行 script 的内容，如 sh scripts.file！

大致上就是这样啦！OK！那么还记得我们在前面一章已经说过了变量的设定方式了吧？好了，那么我
们就以第一支 scripts 来将我们设定的变量直接给他 show 出来！嗯！来设计一下这支 script 吧！
•

建立你的第一支 script：

好了，我们来建立第一支简单的 script 吧！最简单的一个例子，就是在屏幕上列出『 Hello ! How are
you ?』，可以这样写：（注：最常使用来作为 shell scripts 的写作的软件，就是 vi 啦！有空真的要多
熟悉一下 vi 呦！）
[root @test /root]# mkdir test; cd test <==建立一个新的目录，所有的 scripts 都暂存在此！
[root @test test]# vi test01-hello.sh
#!/bin/bash
<==在 # 之后加上 ! 与 shell 的名称，用来宣告使用的 shell
# 这个脚本的用途在于列出 Hello ! How are you 在屏幕上
# 建檔日期： 2002/05/20
# Made by VBird
hello=Hello\ \!\ How\ are\ you\ \?
echo $hello
[root @test test]# sh test01-hello.sh
Hello ! How are you ?

<==这就是变量啦！

<=输出的结果显示在屏幕上！

这里给他注意一下：
•
•
•

所有在 scripts 里面的东西，基本规则 ( 如变量设定规则 ) 需要与 command line 时相同；
scripts 的附档名最好为 .sh 提供他人的认识；
并非加上 .sh 就可以是执行档，还需要查看其属性中是否有 x 这个属性。

呵呵！很兴奋吧！你已经会写 scripts 了呦！已经具有初阶的程序设计能力啰！嗯！是该觉得高兴的！^
_^...！好了，接着下来我们写稍微复杂一点的，若一个 script 里头有两个以上的变数要相互引用呢？呵
呵！这个时候顺便来比较一下 " 与 ' 的异同吧！
[root @test test]# vi test02-2var.sh
#!/bin/bash
# 这个脚本用途在于引用两个变量，顺便比较一下 " 与 ' 的异同
# Date: 2002/06/27
# Made by VBird
name="V.Bird"
myname1="My name is $name"
myname2='My name is $name'
echo $name
echo $myname1
echo $myname2
[root @test test]# sh test02-2var.sh
V.Bird
My name is V.Bird
My name is $name

看到输出的结果了吧！呵呵！没错！那个 " 与 ' 最大的不同就是在于能不能保有『变量内容』啦！再
提醒一次，那个单引号『 ' 』里头的数据都将变成『单纯的字符』而不是有特殊的字体呦！

卷标与运算符号：declare
OK！了解了变量的 scripts 写法之后，现在我们来进行一个有趣的实验好了！就是说，当我们在进行『计
算』的时候，到底 bash 能不能了解我们所给予的是『数字』还是单纯的『字符』呢？这个很重要的，因为
会造成系统的误判呦！好了，我们来试试看！当我们需要输出 3 * 5 的结果时，需要如何做呢？用单纯的
command line 一行一行输入的结果如下：
[root @test test]# a=3
[root @test test]# b=5
[root @test test]# c=$a*$b
[root @test test]# echo $c
3*5 <==糟糕！怎么变成了字符串了？！

发现了吗？嘿嘿！上面输出的是不是我们所希望的 3*5 = 15 的结果？嗯！这是因为我们没有定义该变量，
则该变数预设是呈现『字符串』的型态！那么自然 $c 就成为自串型态了！所以我们需要来宣告一下变量
（嘿嘿！跟程序语言很相近吧！也是需要宣告变量的啦！），宣告变量使用的是 declare 这个指令，而变
量名称有底下这些啰！

•

declare
宣告变量内容
语法：
[test @test test]# declare [-afirx]
参数说明：
-a ：定义为数组 array
-f ：定义为函数 function
-i ：定义为整数 integer
-r

：定义为『只读』

-x

：定义为透过环境输出变量

范例：
[test @test test]# declare -i a=3
[test @test test]# declare -i b=5
[test @test test]# declare -i c=$a*$b
[test @test test]# echo $c
15 <==变成数字啰！ ^_^

初步了解了吧！？好了，现在我们来玩玩看，如果您的计算结果当中，需要输入为 2*3+5*13-32+25 时，
并且在最后输出『 Your result is ==> 』该怎样写这一支简单的 script 呢？可以这样试试看：
[root @test test]# vi test03-declare.sh
#!/bin/bash
# This program is used to "declare" variables
# VBird 2002/06/27
number1=2*3+5*13-32+25
declare -i number2=2*3+5*13-32+25
echo "Your result is ==> $number1"
echo "Your result is ==> $number2"
[root @test test]# sh test03-declare.sh
Your result is ==> 2*3+5*13-32+25
Your result is ==> 64

怎样？很有趣吧！更好玩的还在后头呦！再往下看一下吧！

对谈式 scripts ：
什么是对谈式的 scripts 呢？很简单啦！例如你在执行 Windows 的安装程序时，系统不是常常会跳出
一个窗口，问你『下一步』、『上一步』或『取消』吗？那就是对谈啦！程序会依据您输入的数据来
进行判断，OK！那么最简单的对谈式指令是什么呢？呵呵！就是 read 这个指令啦！ read 的功能就是
『依据您在键盘输入的结果 input 到变量内容中』，例如：
[root @test test]# read name
VBird <==这是键盘输入的结果
[root @test test]# echo $name
VBird

好了！那么我们来设定一下，当您的 script 在执行的时候，将您由键盘输入的数据列出来！如何做呢？

[root @test test]# vi test04-read.sh
#!/bin/bash
# This program is used to "read" variables
# VBird 2002/06/27
echo "Please keyin your name, and press Enter to start."

read name
echo "This is your keyin data ==> $name"
[root @test test]# sh test04-read.sh
Please keyin your name, and press Enter to start.
VBird Tsai
This is your keyin data ==> VBird Tsai

就是这么简单，我们后面还会继续的谈到判别式，那个时候输入的数据可就更重要了！
好了！下一步我们再来说一说怎样定义一个 script 的参数的代号！？以底下我们的说明为例：
[root @test test]# myscript opt1 opt2 opt3 opt4
$0
$1
$2
$3
$4

这是什么意思呢？嘿嘿！就是说，在这个 script （ myscript ）里面，只要变量名称为 $0 就表示为
myscript 这个咚咚，也就是说：
$0
$1
$2
$3

:
:
:
:

myscript 亦即是 script 的檔名
opt1 亦即是第一个附加的参数 (parameter)
opt2
opt3

这样说或许不是很清楚，我们来玩一玩底下这个 script 看看就晓得他的意思啦！
[root @test test]# vi test05-0123
#!/bin/bash
# This program will define what is the parameters
# VBird 2002/06/27
echo "This script's name => $0"
echo "parameters $1 $2 $3"
[root @test test]# sh test05-0123 pa1 pa2 pa3
This script's name => test05-0123
parameters pa1 pa2 pa3

这个东西在运用上也是相当的重要的，例如当您要取得 script 的名称时（因为有时候使用者会自行更
改文件名称），则这个功能变量就相当的重要了！了解乎！？

scripts 逻辑判断式与表达式：
再来的这个东西可就更重要了，尤其在 scripts 当中！那就如『如何判定某个档案或目录，或者是如何
判定程序应该朝向那个方向行进』？这个东西需要有比较好一些的逻辑概念的说明才行！底下我们分
别说明一下逻辑判断式与表达式之后，再来设定几个小 scripts 试试看不同的用法，以期得到大家的了
解啰！
•

逻辑判断式：
在 scripts 里头很重要的一项工作就是『判断是否可行』的目标！举个例子来说，当我们要建立一个目录的
时候，先侦测有没有该目录，如果有的话，那么就不需要建立，如果没有的话，那么就建立该目录！这个
就需要 script 来主动的判断了！那么如何判断呢？基本上由于是判断式，那么应该都会与『条件』有关的，
所以底下的判断式大多与『 if... then... fi 』这一种条件判断式有关系！这部份后面再提，这里先提
一下逻辑判断式的几个重要的咚咚：
逻辑卷标
1.

表示意思
关于档案与目录的侦测逻辑卷标！

-f

常用！侦测『档案』是否存在

-d

常用！侦测『目录』是否存在

-b

侦测是否为一个『 block 档案』

-c

侦测是否为一个『 character 档案』

-S

侦测是否为一个『 socket 标签档案』

-L

侦测是否为一个『 symbolic link 的档案』

-e

侦测『某个东西』是否存在！

2.

关于程序的逻辑卷标！
-G

侦测是否由 GID 所执行的程序所拥有

-O

侦测是否由 UID 所执行的程序所拥有

-p

侦测是否为程序间传送信息的 name pipe 或是 FIFO （老实说，这个不太懂！）

3.

关于档案的属性侦测！
-r

侦测是否为可读的属性

-w

侦测是否为可以写入的属性

-x

侦测是否为可执行的属性

-s

侦测是否为『非空白档案』

-u

侦测是否具有『 SUID 』的属性

-g

侦测是否具有『 SGID 』的属性

-k

侦测是否具有『 sticky bit 』的属性

4.

两个档案之间的判断与比较 ；例如『 test file1 -nt file2 』
-nt

第一个档案比第二个档案新

-ot

第一个档案比第二个档案旧

-ef

第一个档案与第二个档案为同一个档案（ link 之类的档案）

5.

逻辑的『和(and)』『或(or)』
&&

逻辑的 AND 的意思

||

逻辑的 OR 的意思

比较有趣的应该算是 1, 3 这两种种类的判断，尤其是在建立一些 permission 相关的档案时，这个就更重要
了！然后那个『两个档案之间的判断』也是挺有意思的！有空的话不妨去试一试去！还有，那个 && 及 ||
这两个东西也是很重要的！接着下来，我们要来谈一谈运算符号啰！
•

运算符号简介：
在 bash shell scripts 的运算符号的加减乘除是怎样的一回事呀！？谈一谈吧！
运算符号

代表意义

=

等于

!=

不等于

<

小于

>

大于

-eq

等于

-ne

不等于

-lt

小于

-gt

大于

-le

小于或等于

-ge

大于或等于

-a

双方都成立（and）

-o

单方成立（or）

-z

空字符串

-n

非空字符串

逻辑判断式与 if...then...fi 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我们底下就先来谈一谈这一个判断式当中最常使用的语法
吧！

条件式判断：if...then...fi, case.....esac
•

条件判断一：if then fi 的方式
OK！刚刚我们 建立了第一支 script ，在屏幕上面以 script 来输出问候语！好了，现在我们如果要让
scripts 加上『判断』要如何来工作呢？这就是所谓的条件式判断了！最常使用到的就是『 if ... then
.... else if .... then ... end if 』的作法了！这个条件判断的语法为：
if [ 条件判断一 ] && (||) [ 条件判断二 ]; then

<== if 是起始的意思，后面可以接若干个判断式，使用 && 或 ||

执行内容程序
elif [ 条件判断三 ] && (||) [ 条件判断四 ]; then

<==第二段的判断，如果第一段没有符合就来此搜寻条件

执行第二段内容程序
else

<==当前两段都不符合时，就以这段内容来执行！

执行第三段内容程序
fi

<==结束 if then 的条件判断！

上面的意思是这这样的：在中刮号『[]』里面的是条件式，如果是复合式的条件判断（如若 A 及 B 则
C 之类的逻辑判断），那么就需要在两个中刮号之间加上『 && (and)』或者是『 || (or)』这样的逻
辑表达式才行！如果是多重选择的话，那么就需要以 elif （optional, 选择性的，若有需要才加上！）来
新增另一个条件；如果所有的条件都不适用，则使用 else （optional）来进行最后的执行内容啰！
不过，这里有几个新手常犯的错误，我们需要来加强说明一下：
1. 在 [ ] 当中，只能有一个判别式；
2. 在 [ ] 与 [ ] 当中，可以使用 && 或 || 来组织判别式；
3. 每一个独立的组件之间『都需要有空格键来隔开』！
尤其是最后一点，最容易犯的错啦！好了，我们来进行一个简单的判别式好了！
[root @test test]# vi test06-ifthen.sh
#!/bin/bash
# This program is used to study if then
# VBird 2002/06/27
echo "Press y to continue"
read yn
if [ "$yn" = "y" ]; then
echo "script is running..."
else
echo "STOP!"
fi
[root @test test]# sh test06-ifthen.sh
Press y to continue
y
script is running...
[root @test test]$ sh test06-ifthen.sh
Press y to continue
n
STOP!

很简单的一个例子吧！当输入为 y 的时候，就给他进行，若非为 y 则不予以进行！但是这里有个问题，
就是如果我输入为 Y 时，程序还是停止了！怎么办？！这个时候就需要使用到 || 这个东西啦！我们可
以这样做！
[root @test test]# cp test06-ifthen.sh test07-ifthen.sh
[root @test test]# vi test07-ifthen.sh
#!/bin/bash
# This program is used to study if then
# VBird 2002/06/27

echo "Press y to continue"
read yn
if [ "$yn" = "y" ] || [ "$yn" = "Y" ]; then
echo "script is running..."
else
echo "STOP!"
fi
[root @test test]# sh test07-ifthen.sh
Press y to continue
y
script is running...
[root @test test]$ sh test07-ifthen.sh
Press y to continue
Y
script is running...

好了！那么如果再加上前面提过的： parameter 的选用呢？呵呵！这个也蛮有趣的，我们再来试试看：

[root @test test]# vi test08-ifthen.sh
#!/bin/bash
# set parameters in the if then
# 需要加上 hello 这个参数才会显示正确的！
# VBird 2002/06/27
if [ "$1" = "hello" ]; then
echo "Hello! How are you ?"
elif [ "$1" = "" ]; then
echo "You MUST input parameters"
else
echo "The only accept parameter is hello"
fi
[root @test test]# sh test08-ifthen.sh hello
Hello! How are you ?
[root @test test]$ sh test08-ifthen.sh
You MUST input parameters
[root @test test]$ sh test08-ifthen.sh djdkf
The only accept parameter is hello

呵呵！是不是不难呢？玩到这里应该对于 scripts 的认识有一定程度的了解了吧！嗯！好了，底下我们
来玩一个大的！假设您已经知道 netstat 与 grep 这两个东西的用法，那么如果要来侦测你的主机上面
的 port 是否有开启时，可以使用底下的范例来进行：
[test @test test]# vi port.sh

<==编辑一个档案为 test1.sh 的 script

#!/bin/bash
<==宣告使用的 shell 类型
# program: Using to study the [if ... then ... fi] program
# Made by: VBird
# date: 2002/05/20
# content: I will using this program to show your services
# 1. print the program's work in your screen
echo "Now, the services of your Linux system will be detect!"
echo "The www, ftp, ssh, and sendmail + pop3 will be detect!"
echo " "
# 2. www
www=`netstat -an|grep LISTEN|grep :80`
if [ "$www" != "" ]; then
echo "WWW is running"
else
echo "WWW is NOT running"
fi
# 3. ftp
ftp=`netstat -an|grep LISTEN|grep :21`
if [ "$ftp" != "" ]; then
echo "FTP is running"

<==这个就是变量啦！并使用了管线命令！
<==开始条件的判断啰！
<==若条件成立，那么就打印这一行的内容！

else
echo "FTP is NOT running"
fi
# 4. ssh
ssh=`netstat -an|grep LISTEN|grep :22`
if [ "$ssh" != "" ]; then
echo "SSH is running"
else
echo "SSH is NOT running"
fi
# 5. sendmail + pop3
smtp=`netstat -an|grep LISTEN|grep :25`
pop3=`netstat -an|grep LISTEN|grep :110`
if [ "$smtp" != "" ]
&& [ "$pop3" != "" ]; then
echo "sendmail is OK!"
elif [ "$smtp" != "" ] && [ "$pop3" = "" ]; then
echo "sendmail have some problem of your pop3"
elif [ "$smtp" = "" ] && [ "$pop3" != "" ]; then
echo "sendmail have some problem of your smtp"
else
echo "sendmail is NOT running"
fi
[test @test test]# sh port.sh
Now, the services of your Linux system will be detect!
The www, ftp, ssh, and sendmail + pop3 will be detect!

<==有两个以上的条件式，就使用 && 或 || 来分隔！

<==执行看看输出的结果！

WWW is running
FTP is running
SSH is running
sendmail is OK!

很简单吧！上面这样就可以将你主机上面的数据进行解析啰！
•

条件判断二：使用 case ...esac 的方式
刚刚的『 if then fi 』的形式是以程序来自行判断，那么如果我已经规划好几个项目要来执行，只要选
择执行的『种类方式』就可以正确的执行的话，要怎么做呢？最简单的例子就是我们常常使用到的
/etc/rc.d/init.d/ 里头的 scripts 啰！例如：重新启动 xinetd 是使用：
/etc/rc.d/init.d/xinetd restart
注意啰！那个是 restart 的项目，然后 script 就会自动的去搜寻 restart 项目里面的情况去执行！那个就
是 case ... esac 的使用模式啰！有没有注意到，开始是『 case 』结束则是使用 case 的倒写『 esac 』
喝！很有趣吧！那么这种格式是怎样呢？
case 种类方式(string) in
种类方式一)

<==开始阶段，那个种类方式可分成两种类型，通常使用 $1 这一种直接下达类型！

程序执行段
;;
种类方式二)

<==种类方式一的结束符号！

程序执行段
;;
*)
echo "Usage: {种类方式一|种类方式二}"
<==列出可以利用的参数值！
exit 1
esac
<==这个 case 的设定结束处！

在种类方式(string)的格式主要有两种：
1. 直接下达式：就是以『 执行档案 + string 』的方式来执行的(/etc/rc.d/init.d 里头的基本设定方
式），则 string 可以直接写成『 $1 』（在执行档案后面直接加入参数的第一个参数！）

2. 交互式：就是由屏幕输出可能的项目，然后让使用者输入，这个通常必须配合『 read variable
』然后 string 则写成『 $variable 』的格式！
同样的，我们建立一个名为 test2.sh 的档案来试做看看。假如我们共可分三段格式来进行实作，分别为
one, two, three ，并假设使用直接下达式，则可以写成：
[test @test test]# vi test09-case.sh
#!/bin/bash
# program:
Using case mode
# Made by:
VBird
# date:
2002/05/20
# content:
I will use this program to study the case mode!
# 1. print this program
echo "This program will print your selection!"
case $1 in
one)
echo "your choice is one"
;;
two)
echo "your choice is two"
;;
three)
echo "your choice is three"
;;
*)
echo "Usage {one|two|three}"
exit 1

<==使用直接下达指令型态！

<==列出可以使用的参数（如果使用者下达错误的参数时）

esac
[test @test test]# sh test09-case.sh
<==执行结果！显示没有相对的参数！所以列出可以参数！
This program will print your selection!
Usage {one|two|three}
[test @test test]# sh test09-case.sh three
This program will print your selection!
your choice is three

那么对谈式的 case 又如何呢？嗯！我们利用上面的方式来修改一下内容啰！
[root @test test]# vi test10-case.sh
#!/bin/bash
# program:
Using case mode
# Made by:
VBird
# date:
2002/06/27
# content:
I will use this program to study the case mode!
# 1. print this program
echo "Press your select one, two, three"
read number
case $number in
one)
echo "your choice is one"
;;
two)
echo "your choice is two"
;;
three)
echo "your choice is three"
;;
*)
echo "Usage {one|two|three}"
exit 1
esac

[root @test test]# sh test10-case.sh
Press your select one, two, three
two
<=这一行是您输入的呦！
your choice is two

如何！很简单吧！以后对于 /etc/rc.d/init.d/ 里头的 script 就应该看的懂了吧！此外，由于还有所谓的
『函数(function)』也就是『先将需要执行的程序段写成一个小区块，而这个小区块则以一个名称来取
代之』，简单的方式可以请您参考一下您系统中的 /etc/rc.d/init.d/sendmail ！注意看一下 start() 底下的
那些个咚咚！你就可以知道什么意思了！由于我们这里并不教你如何写程序（基本上， scripts 就是小
程序啦！还好！ VBird 以前就有程序的底子！不然还真怕 script 呢！），所以就只好点到为止啰！

循环：for....do....done, while...do...done, until...do...done,
在程序段当中，最常使用到的就是循环了！循环是很重要的一项工具，尤其是具有判断形式的循环，
很常被使用来判断一些事项的可行性与否！但是程序怎么知道什么时候应该要停止这个程序呢？呵呵！
就需要加入判断啰！好了，最简单的判断式可以是底下几种：
•
•
•
•

for (( 条件一; 条件二; 条件三 ))
for variable in variable1 variable2 .....
while [ condition1 ] && { || } [ condition2 ] ...
until [ condition1 ] && { || } [ condition2 ] ...

for 是已经知道有多少个 run 了，即是已经知道要跑几次了，至于 until 与 while 则分别是：
•
•

『until：直到条件相同的时候才离开程序』；
『while：当条件相同的时候，就继续做！』

这两者不太相同的啦！
好了！我们先来谈一下最简单的循环，就是利用 for 这个东西来进行！好了，假设我们计算 1 + 2 + 3
.... + 100 ，以 script 要如何写呢？有很多的方式，我们来谈一谈 do...done 好了！
[test @test test]# vi test11-loop.sh
#!/bin/bash
# Using for and loop
# VBird 2002/06/27
declare -i s # <==变量宣告
for (( i=1; i<=100; i=i+1 ))
do
s=s+i
done
echo "The count is ==> $s"
[test @test test]# sh test11-loop.sh
The count is ==> 5050

请注意！ for (( 条件一; 条件二; 条件三)) 这是必须要的！
•
•
•

条件一：这可以看成是『初始值』，如上面的例子中，初始值是 i=1 啦！
条件二：这可以看成是『符合值』，如上面的例子中，当 i<=100 的时候都是符合条件的！
条件三：这可以看成是『步阶』！也就是说， i 每次都加一！

所以啦！上面的例子是说：由 i=1 开始到 i<= 100 ，每次 i 都加一来执行底下的程序段（就是
s=s+i ），当 i >100 （也就是 i=101 ）就跳出这一段程序段！怎样！不难吧！
好了！那么使用 while 或者是 until 要怎样执行呢？其实都是差不多的情况！我们使用底下的两个
script 来进行 1 ~ 100 的累加动作！

1. 使用 while ：
[test @test test]# vi test12-loop.sh
#!/bin/bash
# Using while and loop
# VBird 2002/06/27
declare -i i
declare -i s
while [ "$i" != "101" ]
do
s=s+i
i=i+1
done
echo "The count is ==> $s"
2. 使用 until ：
[test @test test]# vi test13-loop.sh
#!/bin/bash
# Using until and loop
# VBird 2002/06/27
declare -i i
declare -i s
until [ "$i" = "101" ]
do
s=s+i
i=i+1
done
echo "The count is ==> $s"
[test @test test]# sh test12-loop.sh
The count is ==> 5050

嘻嘻嘻嘻！很简单吧！
第二个例子来自于网友 jony 的提供！这是另外一种循环的方式，可以用来判断非数字的类型呦！
[test @test test]# vi test14-for.sh
#!/bin/bash
# using for...do ....done
# VBird 2002/06/27
LIST="Tomy Jony Mary Geoge"
for i in $LIST
do
echo $i
done
[test @test test]# sh test5.sh
Tomy
Jony
Mary
Geoge

这一种格式是以空格键当作 i 这个变量的选择项目！也就是说，上面的 $LIST 这个变量当中，以空格
键来分隔的时候，共可以分离出来四个！所以啰！当以 do ..... done ... 就可以分别写出四个咚咚啦！好
啦！那么有没有办法利用这个东西来将你的 Linux 主机上的账号 ( account ) 印出来呢？！很简单呀！
我们利用 cut 跟 sort 以及 /etc/passwd 这个档案来完成这一支 script ，作法如下啰：
[test @test test]# vi test15-for.sh
#!/bin/bash

# Using for and loop to read the account of this linux server!
# VBird 2002/06/27
account=`cut -d ":" -f1 /etc/passwd|sort`
echo "The following is your linux server's account"
for i in $account
do
echo $i
done
[test @test test]# sh test15-for.sh
The following is your linux server's account
adm
aerosol
alenchan
amanda
apache
....

OK！再来，我们来使用一下对谈式的循环作用吧！嗯！当我们输入 y 或 Y 时，程序就予以结束！该
怎样做？！
[test @test test]# vi test16-loop.sh
#!/bin/bash
# Using until
# VBird 2002/06/27
echo "Press Y/y to stop"
until [ "$yn" = "Y" ] || [ "$yn" = "y" ]
do
read yn
done
echo "Stop here"
[test @test test]# sh test16-for.sh
Press Y/y to stop
GDSG
A
Y
Stop here

上面说的是，当输入 Y 或者是 y 时才跳出 do...done 的循环之中！而去执行底下的东西！哈哈！很好
玩吧！嗯！接着下来，我们来判断一下目录是否存在好了！这是常用的呦！
接下来我们判别一下所谓的『逻辑判断式』的使用方式啦！刚刚我们不是已经知道了吗，我们可以使
用条件判断来断定到底有没有档案（用 -e ）或者是该名称是属于目录或者是档案（ -d -f ），接下来
我们来判断一个流程好了：
1. 先查看一下 /root/test/logical 这个名称是否存在；
2. 若不存在，则建立一个档案，使用 touch 来建立，建立完成后离开；
3. 如果存在的话，判断该名称是否为档案，若为档案则将之删除后建立一个档案，档名为 logical
，之后离开；
4. 如果存在的话，而且该名称为目录，则移除此目录！
看起来似乎很复杂，其实很简单的啦！我们来试试看：
[test @test test]# vi test17-ifthen.sh
#!/bin/bash
# using if and then to select file or directory

# VBird 2002/06/27
if [ ! -e logical ]; then
touch logical
echo "Just make a file logical"
exit 1
elif [ -e logical ] && [ -f logical ]; then
rm logical
mkdir logical
echo "remove file ==> logical"
echo "and make directory logical"
exit 1
elif [ -e logical ] && [ -d logical ]; then
rm -rf logical
echo "remove directory ==> logical"
exit 1
else
echo "Does here have anything?"
fi

然后请你依序执行 sh test17-ifthen.sh ; ll 看看这个目录底下 logical 那个档案有什么变化状况！呵呵！
了解了吗？就是这么简单！这个动作可以让我们很轻松的就判别到某个档案的存在与否！嗯！不错用！
赶快来使用看看吧！

script 如何 debug ：
scripts 在执行之前，最怕的就是出现问题了！那么我们如何 debug 呢？有没有办法不需要透过直接执
行该 scripts 就可以来判断是否有问题呢！？呵呵！当然是有的！我们就直接以 sh 来进行判断吧！
[test @test test]# sh [-nvx] scripts
-n ：不要执行 scripts ，查询 scripts 内的语法，若有错误则予以列出！
-v ：在执行 scripts 之前，先将 scripts 的内容显示在屏幕上；
-x ：将有使用到的 scripts 内容显示在屏幕上，与 -v 稍微不同！
[test @test test]# sh -n test01-hello.sh
[test @test test]# sh -v test01-hello.sh
#!/bin/bash
# This program will print the "Hello! How are you" in your monitor
# Date: 2002/06/27
# User: VBird
hello="Hello! How are you"
echo $hello
Hello! How are you
[test @test test]# sh -x test01-hello.sh
+ hello=Hello! How are you
+ echo 'Hello!' How are you
Hello! How are you

熟悉 sh 的用法，将可以使您在管理 Linux 的过程中得心应手！
对于 Shell scripts 的学习方法上面，需要『多看、多模仿、并加以修改成自己的样式！』是最快的学习
手段了！网络上有相当多的朋友在开发一些相当有用的 scripts ，若是您可以将对方的 scripts 拿来，并
且改成适合自己主机的样子！那么学习的效果会是最快的呢！

Linux 账号与身份管理
账号管理：
管理员的工作中，相当重要的一环就是『管理账号』啦！因为整个系统都是你在管理的，并且所有的一般用户的申请，都必须
要透过你的协助才行！所以你就必须要了解一下如何管理好一个网站的账号管理啦！在管理 Linux 主机的账号时，我们必须先
来了解一下 Linux 到底是如何辨别每一个使用者的！
•

使用者的 ID 与群组的 ID ：
其实 Linux 并不会直接认识你的『账号名称』，他认识的其实是你的『账号 ID 』才是！如果你曾经以 tarball 安装过软
件的话，那么应该不难发现，在解压缩之后的档案，嘿?档案拥有者竟然是『不明的数字』？奇怪吧？这没什么好奇怪的，
因为 Linux 说实在话，他真的只认识代表你身份的号码而已！而对应的号码与账号，则是记录在 /etc/passwd 当中！

•

怎样登入 Linux 主机呀？
好了，那么我们再来谈一谈，到底我们是怎样登入 Linux 主机的呢？其实也不难啦！当我们在主机前面或者是以 telnet
或者 ssh 登入主机时，系统会出现一个 login 的画面让你输入账号，这个时候当你输入账号与密码之后， Linux 会：
1. 先找寻 /etc/passwd 里面是否有这个账号？如果没有则跳出，如果有的话则将该账号对应的 UID ( User ID )与 GID
( Group ID )读出来，另外，该账号的家目录与 shell 设定也一并读出；
2. 再来则是核对密码表啦！这时 Linux 会进入 /etc/shadow 里面找出对应的账号与 UID，然后核对一下你刚刚输入的
密码与里头的密码是否相符？
3. 如果一切都 OK 的话，就进入 Shell 控管的阶段啰！

大致上的情况就像这样，所以呢，当你要登入你的 Linux 主机的时候，那个 /etc/passwd 与 /etc/shadow 就必须要让系统读取啦，
（这也是很多攻击者会将特殊账号写到 /etc/passwd 里头去的缘故！）所以呢，如果你要备份 Linux 的系统的账号的话，那么这
两个档案就一定需要备份才行呦！
•

认识 UID、GID、SUID 与 SGID：
还记得我们在『档案系统与档案属性』那一篇文章的时候有提到每一个档案都具有『拥有人与拥有群组』的属性吗？那么
档案如何判别他的拥有者与群组呢？其实就是利用 UID 与 GID 啦！每一个档案都会有所谓的拥有者 ID 与拥有群组 ID
，亦即是 UID 与 GID ，然后系统会依据 /etc/passwd 的内容，去将该档案的拥有者与群组名称，使用账号的形式来秀出
来！我们可以作个小实验，你可以以 root 的身份 vi /etc/passwd ，然后将你的一般身份的使用者的 ID 随便改一个号码，
然后再到你的一般身份的目录下看看原先该账号拥有的档案，你会发现该档案的拥有人变成了『数字了』呵呵！这样可以
理解了吗？
[root @test /root]# vi /etc/passw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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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st:x:500:500:test user:/home/test:/bin/bash <==将 500 改成 510
[root @test /root]# cd /home/test
[root @test test]# ll
-rw-rw-r-1 500
test
12542 Apr 12 11:22 test
看上面，拥有这变成了数字了～

了解了之后，请赶快回到 /etc/passwd 里面，将数字改回来喔！
•

认识 /etc/passwd 档案与 /etc/shadow 档案：
由上面的说明您大概已经知道，嘿嘿！账号管理最重要的两个档案就是『 /etc/passwd 与 /etc/shadow 』了！这两个档案可
以说是 Linux 里头最重要的档案之一了！如果没有这两个档案的话，呵呵！您可是无法登入 Linux 的呦！
•

passwd 的构造：
这个档案的构造是这样的：每一行都代表一个账号，有几行就代表有几个账号在你的系统中！不过需要特别留意的
是，里头很多账号本来就是系统中必须要的（例如 bin, daemon, adm, nobody 等等），请不要随意的杀掉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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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面是 Mandrake 9.0 预设的几个账号，这些账号是系统在使用的呦！我们先来看一下 root 这个系统管理员这一行
好了，你可以明显的看出来，每一行使用『:』分隔开，共有七个咚咚，分别是

1. 账号名称：就是账号名称啦！对应 UID 用的！例如 root 就是预设的系统管理员的账号名称；
2. 密码：早期的 Unix 系统的密码是放在这个档案中的，不过由于这样一来很容易造成数据的被窃取，所以后
来就将数据给他改放到 /etc/shadow 中了，这一部份等一下再说，而这里你会看到一个 x ，呵呵！别担心密
码已经被移动到 shadow 这个加密过后的档案啰；
3. UID：这个就是使用者识别码（ID）啰！通常 Linux 对于 UID 有几个限制需要说给您了解一下：
• 0 系统管理员，所以当你要作另一个系统管理员账号时，你可以将该账号的 UID 改成 0 即可；

1~500 保留给系统使用的 ID，其实 1~65534 之间的账号并没有不同，也就是除了 0 之外，其它的
UID 并没有不一样，预设 500 以下给系统作为保留账号只是一个习惯。这样的好处是，以 named 为
例，这个程序的预设所有人 named 的账号 UID 是 25 ，当有其它的账号同样是 25 时，很可能会造
成系统的一些小问题！为了杜绝这样的问题，建议保留 500 以前的 UID 给系统吧！
• 500~65535 给一般使用者用的！
上面这样说明可以了解了吗？是的， UID 为 0 的时候，就是 root 呦！所以请特别留意一下你的
/etc/passwd 档案！
•

4. GID：这个与 /etc/group 有关！其实 /etc/group 的观念与 /etc/passwd 差不多，只是他是用来规范 group 的而
已！
5. 说明：这个字段基本上并没有什么用途，只是用来解释这个账号的意义而已！ 不过，如果您提供使用
finger 的功能时，这个字段可以提供很多的讯息呢！底下的 chfn 可以解释一下啰！
6. 家目录：这是使用者的家目录，以上面为例， root 的家目录在 /root ，所以当 root 登入之后，马上在的所
在就是 /root 里头啦！呵呵！如果你有个账号的使用空间特别的大，你想要将该账号的家目录移动到其它的
硬盘去，没有错！可以在这里进行修改呦！预设的使用者家目录在 /home/yourIDname

•

7. Shell ：所谓的 shell 是用来沟通人类下达的指令与硬件之间真正动作的界面！我们通常使用 /bin/bash 这个
shell 来进行指令的下达！关于 shell 的用法我们会在后面再提及的！这里比较需要注意的是，有一个 shell
可以用来替代成让账号无法登入的指令！那就是 /bin/false 这个东西！这也可以用来制作纯 pop 邮件账号者
的数据呢！
shadow 的构造：
由于 /etc/passwd 并不安全，所以后来发展出将密码移动到 /etc/shadow 这个档案中分隔开来的技术！并且加入了很
多的限制参数在 /etc/shadow 里头！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个档案的构造吧！
root:$K.K2.hqu.QfV.dkjjteojiasdlkjeo:11661:0:99999:7:::
bin:*:11661:0:99999:7:::
daemon:*:11661:0:99999:7:::
adm:*:11661:0:99999:7:::

这是 shadow 的形式，也同样的以『:』作为分隔的符号。数一数，共可以发现有九个字段，分别给他说明如下：

1. 账号名称：这个跟 passwd 需要对应！也就是跟 passwd 相同的意思啦！
2. 密码：这个才是真正的密码，而且是经过编码过的密码啦！你只会看到有一些特殊符号的字母就是了！需要
特别留意的是，虽然这些加密过的密码很难被解出来，但是『很难』不等于『不会』，所以，这个档案的预
设属性是『-rw-------』亦即只有 root 才可以读写就是了！你得随时注意，不要不小心更动了这个档案的属性
呢！另外，如果是在密码栏的第一个字符为『 * 』表示这个账号并不会被用来登入的意思。所以万一哪一
天你的某个使用者不乖时，可以先在这个档案中，将他的密码多加一个 * ！嘿嘿！他就无法使用该账号啰！
直到他变乖了，再给他启用啊！
注意事项：密码忘记或者被更动了？
有的时候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就是说，你的 root 密码忘记了！要怎么办？重新安装吗？另外，
有的时候是被入侵了， root 的密码被更动过，该如何是好？
这个时候就必须要使用到 /etc/shadow 这个数据了！我们刚刚知道密码是存在这个档案中的，所
以只要你能够以软盘开机，进入『单人维护系统』，那么就可以不用输入密码来以 root 的身份
登入（通常就是在 boot: 时输入 linux single 就是了！）然后进入 /etc/shadow 这个档案中，将
root 的密码这一栏全部清空！然后再登入 Linux 一次，这个时候 root 将不需要密码（有的时候
需要输入空格符）就可以登入了！这个时候请赶快以 passwd 设定 root 密码即可！

3. 上次更动密码的日期：这个字段记录了『更动密码的那一天』的日期，不过，很奇怪呀！在我的例子中怎么
会是 11979 呢？呵呵，这个是因为计算 Linux 日期的时间是以 1970 年 1 月 1 日作为 1 ，而 1971 年 1 月
1 日则为 366 啦！所以这个日期是累加的呢！得注意一下这个资料呦！那么最近的 2002 年 1 月 1 日就是
11689 啦，了解了吗？
4. 密码不可被更动的天数：第四个字段记录了这个账号的密码需要经过几天才可以被变更！如果是 0 的话，
表示密码随时可以更动的意思。这的限制是为了怕密码被某些人一改再改而设计的！如果设定为 20 天的话，
那么当你设定了密码之后， 20 天之内都无法改变这个密码呦！
5. 密码需要重新变更的天数：由于害怕密码被某些『有心人士』窃取而危害到整个系统的安全，所以有了这个
字段的设计。你必须要在这个时间之内重新设定你的密码，否则这个账号将会暂时失效。而如果像上面的
99999 的话，那就表示，呵呵，密码不需要重新输入啦！不过，如果是为了安全性，最好可以设定一段时间
之后，严格要求使用者变更密码呢！
6. 密码需要变更期限前的警告期限：当账号的密码失效期限快要到的时候，系统会依据这个字段的设定，发出

『警告』言论给这个账号，提醒他『再过 n 天你的密码就要失效了，请尽快重新设定你的密码呦！』，如
上面的例子，则是密码到期之前的 7 天之内，系统会警告该用户。
7. 账号失效期限：如果用户过了警告期限没有重新输入密码，使得密码失效了，而该用户在这个字段限定的时
间内又没有跟 root 反应，让账号重新启用，那么这个账号将暂时的失效！
8. 账号取消日期：这个日期跟第三个字段一样，都是使用 1970 年以来的日期设定。这个字段表示：这个账号
在此字段规定的日期之后，将无法再使用。这个字段会被使用通常应该是在『收费服务』的系统中，你可以
规定一个日期让该账号不能再使用啦！
9. 保留：最后一个字段是保留的，看以后有没有新功能加入。
这个 /etc/shadow 是很重要的数据，千万不能遗失也不能被 root 以外的人看到或修改！尤其是密码栏，因为很早之
前就已经发明了『暴力计算』密码的程序，如果你的密码被看过了，则别人可以利用该程序去演算出你的真实密
码，呵呵，到时候可就伤脑筋了！切记切记！
这个 /etc/shadow 是很重要的数据，千万不能遗失也不能被 root 以外的人看到或修改！尤其是密码栏，因为很早之前就已经
发明了『暴力计算』密码的程序，如果你的密码被看过了，则别人可以利用该程序去演算出你的真实密 码，呵呵，到时候可
就伤脑筋了！切记切记！那么什么是 SUID 与 SGID 呢？前面有说过了！跟档案属性比较有相关， 点这里 去看看吧！
•

认识 /etc/group 与 /etc/gshadow 档案：
认识账号与密码是使用 /etc/passwd 与 /etc/shadow ，那么认识 group 就是 /etc/group 与 /etc/gshadow 啰！OK！我们也来
看看这两个档案的构造吧！
•

认识 /etc/group
这个档案可以让你直接将账号所要支持的群组加进来！例如你有一个账号名称为 myaccount ，你想要让这个账号
可以支持 root 这个群组，则你可以直接在 /etc/group 里面加入呢！很方便，不需要动用的指令呦！
root:x:0:root
bin:x:1:root,bin,daemon
daemon:x:2:root,bin,daemon
sys:x:3:root,bin,adm
adm:x:4:root,adm,daemon

这个内容也说明如下：

•

1. 群组名称：就是群组名称啦！
2. 群组密码：通常不需要设定，因为我们很少使用到群组登入！不过，同样的，密码也是被纪录在
/etc/gshadow 当中啰！
3. 群组 ID：就是所谓的 GID 啦！
4. 支持的账号名称：这个群组里面的所有的账号，如上面所言，如果你想要让 mysccount 也属于 root 这个群
组的话，那么就将上面的第一行最后面加上 ,myaccount （不要有空格）使成为『root:x:0:root,myaccount』就
可以啦。
/etc/gshadow 的构造：
root:::root
bin:::root,bin,daemon
daemon:::root,bin,daemon
sys:::root,bin,adm
adm:::root,adm,daemon

一般来说，group password 是用来让那些不在 group 中的成员，临时加入 group 用的，有兴趣的话可以使用 man
newgrp 了解一下他的用法！不过，因为牵涉到 "密码"，不好管理，因此很少用。真想让对方加入，不如将对方加
入该群组，用密码反而不方便。
•

增加使用者的一般步骤：
新增使用者的时候，如果该使用者所属的群组不存在，则得(1)先新增群组；然后(2)再新增使用者账号。当然，如果要删
除群组时，则必须要反过来，先删除使用者才能删除群组！这点请大家留意啰！

认识完了一些需要注意的东西之后，我们来研究一下如何以『指令』增加群组、使用者与变更密码吧！在接下来的例子中，
『您可以依照底下的案例直接下达指令去试看看！』实作是真的很重要的啦！

•

groupadd
语法：
[root @test /root ]# groupadd [-g GID] groupname
参数说明：
-g GID ：自行设定 GID 的大小
范例：
[root @test /root]# groupadd -g 55 testing<==设定一个群组，GID 为

说明：

55

这个指令会增加群组呢！而作用到的档案只有『/etc/group 与 /etc/gshadow』这两个档案，说实在的，你也可以直接修改
这两个档案就好了，根本不需要使用到这个指令的！使用 vi 修改上面两个档案还比较简单呢！另外，如果你要新增的使
用者所要的群组并不存在于系统中，那么您在增加使用者账号之前，就必须要先新增群组啰！

•

groupdel
语法：
[root @test /root ]# groupdel groupname
参数说明：
范例：
[root @test /root]# groupdel testing

说明：
这很简单的，就是将 group ID 给他杀掉去！不过，有一点必须要特别留意，就是『在杀掉群组之前，请先将该群组的
primary 使用者删除！』才好！那什么是 Primary 的使用者呢？说穿了也很简单啦！就是 /etc/passwd 里面，那个 GID 设
定为这个群组的 GID 的那个使用者就对啦！

•

useradd
语法：
[root @test /root ]# useradd [-u UID] [-g GID] [-d HOME] [-mM] [-s shell] username
参数说明：
-u
：直接给予一个 UID
-g

：直接给予一个 GID （此 GID 必须已经存在于 /etc/group 当中）

-d

：直接将他的家目录指向已经存在的目录（系统不会再建立）

-M
-s

：不建立家目录
：定义其使用的 shell

范例：
[root @test /root]# useradd testing
<==直接以预设的数据建立一个名为 testing 的账号
[root @test /root]# useradd -u 720 -g 100 -M -s /bin/bash testing
<==以自己的设定建立账号

说明：
这个指令能够变更的档案可多了！包括了底下的各个档案：
•
•
•
•
•
•
•

/etc/passwd
/etc/shadow
/etc/group
/etc/gshadow
/etc/skel
/etc/default/useradd
/etc/login.defs

建立预设的账号：
建立账号的时候，如果没有特殊的设定，通常我们只使用『 useradd username 』就可以建立一个名为 username 的账号
了！不过你知道预设的账号的基本设定吗？嘿嘿嘿嘿！基本设定就在 /etc/login.defs 与 /etc/default/useradd 这两个档案中！
在 login.defs 里头有点像底下这样：
MAIL_DIR

/var/spool/mail

PASS_MAX_DAYS

99999

PASS_MIN_DAYS

0

<==密码多久需要变更

PASS_MIN_LEN

5

<==密码的最小长度（这个可以改大一些吧！）

PASS_WARN_AGE

7

<==密码快要失效之前几天发警告讯息？

<==密码需要变更的时间

UID_MIN

500

UID_MAX

60000

GID_MIN

500

GID_MAX
CREATE_HOME

<==邮件预设目录摆放处

60000
yes

<==预设帐号最小起算的 UID 数目（最小为 500 ）
<==最大的 UID 限制
<==GID 限制
<==GID 限制
<==是否建立家目录，预设是要建立家目录（若为 mail server 可以取消此项目）

几乎可以设定的都在这里设定了！所以需要了解一下这个档案！另外，如果你是专门开启 mail server 的，那么由于使用
者账号不需要登入主机，所以也就不需要给予家目录，这个时候最后一项 GREATE_HOME 或者可以设定为 no ！此外，
当你以预设的数据建立账号时，该账号的 UID 将会取目前在 /etc/passwd 当中『最大的（其实是小于 60000）』那一个
UID + 1 即是预设帐号的 UID 啰！
而至于 useradd 内容则为：
GROUP=100

<==预设的使用者群组为 100 ，查看一下 /etc/group 时，这个群组名称为 users 呢！

HOME=/home

<==预设使用者的家目录建立的目录

INACTIVE=-1

<==是否不启动，设定为 -1 自然就是启动啦！

EXPIRE=

<==是否需要设定『死亡』时间？如果你希望该用户在期限到之后就不许登入，此项可以设定天数。

SHELL=/bin/bash <==预设的 Shell 为何？
SKEL=/etc/skel <==使用者家目录的内容！

在这个项目中，最需要了解的就是 SKEL 啦！当你建立一个名为 testing 的账号时，预设的家目录会是『 /home/testing 』

这个目录，而这个目录的内容就是由 /etc/skel 所 copy 过去的！所以『当你想要让使用者的预设家目录内容更动时，可以
直接将要更动的数据写在 /etc/skel 当中！』
以自己的条件建立账号：
如果要以自己的条件建立账号的时候，一般我都是喜欢手动的增加啦！不然就是先以上面的那一个例子增加一个账号之后，
在去手动修改 /etc/passwd 等等的档案！

userdel
语法：

•

[root @test /root ]# userdel [-r] username
参数说明：
-r

：将该账号的[home directory]与[/var/spool/mail/username]一并删除！

范例：
[root @test /root]# userdel testing
<==只有砍掉 /etc/passwd 与 /etc/shadow 的该账号内容；
[root @test /root]# userdel -r testing<==连该账号的 /home/testing 与 /var/spool/mail/testing 都砍掉！

说明：
这个指令下达的时候要小心了！通常我们要移除一个账号的时候，你可以手动的将 /etc/passwd 与 /etc/shadow 里头的
该账号取消即可！一般而言，如果该账号只是『暂时不启用』的话，那么将 /etc/shadow 里头最后倒数一个字段设定
为 0 就可以让该账号无法使用，但是所有跟该账号相关的数据都会留下来！使用 userdel 的时机通常是『你真的确定
不要让该用户在主机上面使用任何数据了！』

chsh
语法：

•

[root @test /root ]# chsh [-l] [-s shellname]
参数说明：
-l
-s

：列出目前这部机器上面的能用的 shell 名称
：改变目前的 shell 成为 shellname

范例：
[test @test /root]# chsh -l
<==列出本机上所有能用的 shell 名称
/bin/sh
/bin/bash
/bin/ash
/bin/bsh
/bin/csh
[test @test /root]# chsh -s /bin/csh <==test 这个用户自行改变自己的预设 shell

说明：
这是用来改变使用者自己的 shell 的指令！要注意呦，由于这个档案能够改变 /etc/passwd 的内容，所以他的预设属性
就有 SUID 的属性了！通常 VBird 也都不会使用这个指令，因为直接改 /etc/passwd 就可以啦！

•

chfn
语法：

[root @test /root ]# chfn
参数说明：
范例：
[test@test test]$ chfn
Changing finger information for test.
Password:

<==这里输入新的密码

Name [Testing]: Testing
Office []:
Office Phone []:
Home Phone []:
Finger information changed.

<==这里输入你要显示的『昵称』

说明：
这个指令说实在的，除非是你的主机有很多的用户，否则倒真是用不着这个程序！这就有点像是 bbs 里头更改你『个
人属性』的那一个资料啦！这个程序主要都是搭配 finger 这支程序在运作的！不过，由于 finger 这支程序不是很安
全，所以预设是没有安装他的！如果您想要玩一下 finger 的话，那么请先参考 RPM 套件安装内容后，在安装 finger
的 RPM 档案，然后再来玩吧！底下这里鸟哥还是先简单的介绍一下就好了！
使用 chfn 这个指令之后，程序会要求您输入许多的信息，包含了：
密码
昵称
办公室号码
办公室电话
家里电话
这几个咚咚给他设定好之后，你的 /etc/passwd 会变成怎样呢？我们以管线命令，配合正规表示法，捉出 test 这个人

的信息如下：
[root @test root]# more /etc/passwd | grep test
test:x:501:501:Testing user,06-123-1234,06-123-1234,06-123-1234:/home/test:/bin/bash

嘿嘿！多出了一些逗点分隔在第三栏啰！那个就是 chfn 改的信息啰！只有改这个地方就是了！所以你也可以自行修
改呢！那么再来你可以使用 finger test 来看一下 test 这个人的基本信息！

•

userconf
不论怎么说，以 useradd 与 groupadd 这两个指令来增加群组与账号总是不太方便！那么有没有比较类图形界
面的方式可以来新增使用者呢？哈哈！当然有，在 Mandrake 与 Red Hat 当中那就是使用 userconf 就可以啦！
假设您已经安装了 Linuxconf 这个套件，所以自然也就含有 userconf 这个咚咚！因此，直接以 root 的身份在
指令列模式输入 userconf 就会出现下图：

在这个画面中，目前我们所要使用到的功能只有：
•
•
•

User accounts
Group definitions
Change root password

当然，其实我们关心的只有 User accounts 这一项啰！在操作上，使用『上下键』移动反白的线条，而使用『Tab』键
来使光标移动到底下的 Quit 及 Help 按钮！底下我们提一提在账号管理方面，最常使用的两个功能，分别是『已存在
账号的修正与管理』，及『新增账号！』
•

察看已存在账号的内容、修正与管理：
在上图当中，以上下按键移动光标到 User accounts 部分上去，然后按下 Enter 吧！会显示如下的画面：

在上面这个画面当中，我们可以发现到每一个有用的账号都在上头，而他的主要信息也都列示在上头了！当然

啦，这些信息『全部都在 /etc/passwd 里面！』没错！所以你只要知道 passwd 这个档案里面的代表意义，这里
就很容易了解他的意思啦！好了，假设我要修改 test 这个已经存在的使用者信息，那么就直接将光标移动到
test 上面，然后按下 Enter 键，会出现如下的图示：

您会发现到你的光标是在右边的 Base info 里面，你可以移动光标，并且去修改他呢！例如你要修改 group 的
话，就直接移动到 users 上面去，修修改改即可！同样的， HOME( 家目录 )与 shell ( 就是 Command
interpreter 那一栏 )的修改都是直接移动光标再来修订即可！这个应该不难啦！不过，如果要修改密码呢？那么
你就必需使用 <Tab> 按键，移动到 Passwd 那个按钮上面，按下他之后，就可以设定密码了！

修改完毕之后，会回到账号图示的画面，这个时候您可以继续的观察其它的账号呢！
•

新增账号：
再来则是新增账号的部分！在账号图示画面中按两下『Tab』 键将光标移动至 Add 这一项，按 Enter，会出现：

在这个画面中，你所需要输入的其实只有 Login name 就可以了，其它的东西系统会自动帮你设定（有 (opt) 的
都是系统会自行依照 /etc/login.defs 与 /etc/defaults/useradd 的内容自行加以设定的！）。不过，如果你需要将

使用者分门别类的话，最好还是设定一下比较好！咦！什么叫做分门别类？以我为例，我们单位的主机有分对
自己 研究室的成员还有外面的朋友开放账号服务，由于对外的账号仅提供 mail 的服务，而自己的研究室成员
则包含了所有主机上面可以进行的工作！为了防止未来不当的管理，对于两边的人员的身份管制( 最简单的方
法就是以 UID 或 Group 来分辨 )就显的重要的多了！好了！那么什么东西在 userconf 这支程序里面需要特别
了解一下的呢？
1. Login name：输入要新增的使用者的账号（就是 ID 啦），尽量不要使用大写字符啦！；
2. Full name ：这是这个账号的使用者全名，这个地方是可有可无的，不会影响！
3. group ：用来指定这一个 ID 的所属群组，通常鸟哥都会将在我机器上的使用者分成几各类别，而分别
给予不同的群组，好方便管控！
4. Supplementary groups：除了主要的群组之外，Linux 还提供你其它的支持群组！不过通常不用设定就可
以了。如果设定的话，修改的档案其实就是 /etc/group 啰；
5. Home directory(opt) ：这是用来设定这个账号使用者的家目录。通常如果不设定的话，预设的使用者家
目录都在 /home/userID ，但是当你的硬盘容量不够大的时候，或者想将某人移动到某一个目录的话，就
可以直接在这边改一改啰！
6. Command interpreter(opt) ：这是使用者预设的 Shell ，通常在 Linux 下，我们都使用 BASH ，所以不用
改啦；
7. User ID(opt) ：注意喔，这个 ID 可不是前面的 login 的 ID ，这个 ID 是前面说的 Uid 编号，你可以自
己设定一个大于 500 且不与其它账号重复的 ID，也可以交由系统自动设定；
OK！设定完成之后，按下 『Tab』 键，选择 Accept 按 Enter，这时会出现要你输入密码的画面，就如同上图
13-1-4 。请输入这个账号所想要的密码。请注意，通常密码的限制是：
1. 密码不能与账号相同；
2. 密码尽量不要选用字典里面会出现的字符串；
3. 密码需要超过 8 个字符；
这是主要的限制，不过，由于你是『权力无限大的管理员』，所以密码的形式是『不限的』（虽然没有照规矩
来时，在设定中会出现一些错误讯息，不过并不会影响你的设定！）。输入完毕之后会出现在输入一次的画面，
再次输入一次密码之后，那就新增完成了！
基本上， userconf 的功能是很多啦！但是，他也只是将我们的 /etc/passwd 这个档案进行图表显是的样子而已！
并没有什么新奇的事物呢！所以啰，如果你已经很熟悉该档案了，那么根本使用 vi 也就可以啦！ Userconf 还
用不上呢！

密码管理与设定：
再来跟大家提一提那个重要的密码概念！您得要特别留意的是，今天，您的主机若是遭到入侵，对方的第一个入侵点自然就是
您主机上面账号的『密码』了，所以，如果您的密码定义的比较严格的话，那么自然对方就不容易猜到你的密码，自然就会比
较有保障啦！
目前一些 Cracker 较常使用的密码破解软件，大抵是『字典攻击法』及所谓的『暴力攻击法』，就字面上的意义来说，『字典攻
击法』是将字典里面所查的到的任何单字或词组都输入 的程序中，然后使用该程序一个一个的去尝试破解你的密码，不要觉得
这样的速度似乎很慢，实际上，现今的计算机运算速度太高了，字典攻击法的操作效率基本上是 很高的！另一个『暴力攻击法』
就是直接使用键盘上面任何可以使用的按键，然后依照组合，以 1 个, 2 个, 3 个…. 密码组合的方式去破解你的密码！这个方式
就真的比较慢一点，如果你的密码组合是 6~8 个字符以上，那么暴力攻击法还是需要好长一段时间才能够破解的了的！
由上面的『字典攻击法』与『暴力攻击法』猜测你的密码的方式来说，您知道如何设定一个好的密码了吗？是的，您的密码最
好需要底下几个特性：
•
•
•
•

密码中含有数个特殊字符，例如 $#@^&* 及数字键等等：如同上面提到的，您的按键越奇怪，那么对方就越不容易使用既
有的软件来破解！
英文字母大小写混合使用；
密码长度至少要到 6 ~ 8 个以上才好；
没有特殊意义的字母或数字组合，并且夹着很多的特殊字符！

这种密码真的很不容易被破解，但是很不幸的，也很容易被你我忘记??所以呢，建议您常常使用一些对别人来说是没有意义，但
是对您确有特殊涵意的字眼！例如我常常提到的，我爱我老婆！『 I&Mywife*^』之类的密码！不容易被猜，也挺容易被你自己
记住的！那么有没有『很要命的密码』呢？有的，底下几种密码就很要命：
•
•
•
•

常用的英文单字：例如 party, park, andyliu, linux, paper 等等，都不好！容易被字典攻击法破解！
身边人物的名字，例如配偶、小孩的名字等等， Tom, andy, eric 等等，都不好！
单纯的日期：例如您的生日啦！等等的，都不够好！
任何与您相关的数字或其它信息，例如身份证号、银行账号等；

VBird 曾经见过直接以账号做为密码的状况！真是要命??太好猜了?
好了！知道了密码的重要性，与基本的设定之后，接着下来我们谈一谈如何手动设定密码吧！基本上， root 可以设定『任何样

式的密码』，而且， root 也可以帮助 user 订定他们的密码！至于 user 仅能修改自己的密码！那么修改密码使用什么命令？就
是 passwd 这个命令啦！咦！这里突然给他想到几个重要信息，大家赶紧复习一下：
•

如何寻找 passwd 这个指令？
使用 which passwd 即可

•

如何察看 passwd 这个档案的属性？并请说明他的属性为何？
使用 ls –l `which passwd` 即可！他具有 SUID 的属性！

•

什么是 SUID ？
就是该程序在被执行的过程中，具有程序拥有者的权限！

•

我该如何查询 /etc/passwd 与 /usr/bin/passwd 的用法与架构？
分别使用 man passwd 及 man 5 passwd

这些指令与意义如果都还没有忘记！恭喜您了！真是不错！好了，还记得我们密码放在哪里吗？对啦！就是 /etc/shadow 里面，
那个档案的权限是 –rw------- 所以只有 root 可以修改，因此， passwd 必需要具有 SUID 才能让一般使用者修改他们的密码啰！

•

passwd
语法：

[root @test /root]# passwd [username]
[test @test /root]# passwd
[root @test /root]# passwd test
Changing password for user test
New password:
<==输入密码
BAD PASSWORD: it is based on a dictionary word
Retype new password:
<==再输入一次！
passwd: all authentication tokens updated successfully

说明：
这个指令可以修改使用者的密码！要注意的是，这个指令在 /bin/passwd 中，而账号所存放的地方在 /etc/passwd 中，
是不一样的呦！搞清楚呦！
•
•

一般使用者的用法是直接输入 passwd 即可；
root 可以使用 passwd [username] 来替 username 这个账号取一个新的密码！

使用者身份切换：
这里有个很有趣的问题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还记得在古老的年代里面，还没有 ssh 的时候，我们都是使用 telnet 登入系统的，
偏偏系统预设是不开启 root 以 telnet 登入，那么好了！我们要怎样远程操控我们的 Linux 主机呀！？因为由前面的介绍我们不
难发现，系统当中最特殊的账号就是 UID 为 0 的使用者了，他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而且是系统管理员必须要具备的身份，否
则怎样操控主机呢？您说是吧！好了，那么 telnet 将 root 的登入权限关掉了，而如果我们在制作一个使用者，并将其 UID 变为
0 的话又如何？嘿嘿！很抱歉， telnet 就是认 UID 的，所以肯定还是进不了系统，这个时候要怎么办呀！？就是变换身份呀！
将一般使用者的身份变成了 root 就行了！
但是怎样变换身份呀？怎么说呢？就是说，一般而言，我们都不希望以 root 的身份登入主机，以避免被怪客入侵了！但是一部
主机又不可能完全不进行修补或者是设定等动作！这个时候要如何将一般使用者的身份变成 root 呢？主要有两种方式，分别是：

•

以 su 直接将身份变成 root 即可，但是这个指令却需要 root 的密码，也就是说，如果你要以 su 变成 root 的话，你的一
般使用者就必须要有 root 的密码才行；

•

所以当有很多人同时管理一部主机的时候，那么 root 的密码不就很多人知道了？不是很好吧?所以，如果不想要将 root
的密码流出去呢？呵呵！可以使用 sudo 来进行工作呦！

底下我们就来说一说 su 跟 sudo 的用法啦！

•

su
语法：

[root @test /root ]# su
参数说明：
范例：
[test@test test]$ su
Password:
[root@test test]#

<==输入 root 的密码
<==身份变成 root 了！

[test@test test]$ su - <==连环境参数档案都是读取 root 的！
[root@test root]# su test <==将 root 的身份改为 test ，且不需要输入密码喔！

说明：
这个指令很有用呦！这是用来将『一般身份转换成 super user 』的指令！通常为了安全的考虑， telnet 与 ssh 尽量不
要以 root 的身份来登入！但是有时后我们又要在外头以 root 的身份来修改系统设定，这个时候 su 就很有用了！su
的使用真的很简单，输入 su 之后，直接给他输入 root 的密码，此时您就是 root 了！但是需要特别留意的是：
•

虽然您已经是 root 的身份，但是您的环境当中，还是属于当初登入的那个使用者！例如我以 test 登入 Linux
，再以 su 切换身份成为 root ，但是我的 mail, PATH 及其它一些相关的环境变量，都还是 test 这个身份呢！

•

至于环境变量当中，最麻烦的当属 PATH 这个东西，因为为了避免一般使用者使用了 root 的管理指令，所以
通常 Linux 都会将指令分类放在两个主要的目录，分别是 /bin 与 /sbin ！那个 /sbin 大多是 super user 就是
root 用来管理系统的指令啦！所以，可能的话，将 test 的 PATH 重新设定成为 root 的 PATH ，这样也比较方
便呀！

•

如果要全部的环境变量均使用 root 的设定档，这个时候必需使用『 su - 』来下达命令喔！

此外， su 也可以将您的身份转换成为其它身份的使用者，而，如果您是 root ，那么转换为其它身份的使用者，将不
需要输入密码喔！很过瘾吧！例如上面的最后一个例子！

sudo
语法：

•

[root @test /root ]# sudo [-u username] [command]
参数说明：
-u

：将身份变成 username 的身份

范例：
[test@test test]$ sudo mkdir /root/testing
Password:
<==输入 test 自己的密码
[root@test test]$ sudo -u test touch test <==root 可以执行 test 这个使用者的指令，建立 test 的档案！

说明：
•

如果单纯的使用 su 来变换成 root 的身份，最大的好处是可以直接下达我们惯用的指令，但是，还是会有问题
的，就是如果主机是由多人共管的时候，由于所有的人都必须要知道 root 的密码，如此一来，呵呵！很麻烦
的啦！因为怕被入侵嘛！而且只要 root 改变了密码，那么所有人都必需要通知一次！很麻烦，加上，如果管
理群中的一个人不小心泄出了 root 的密码，不就完蛋了??那么有没有可以不需要 root 的密码，却还是可以执
行 root 的工具呢？呵呵！这个时候就有 sudo 的出现了！

•

sudo 的基本语法就是在 sudo 后头直接加上指令，例如上面的例子中， mkdir /root/testing 就是命令啦！那么就
可以来执行 root 身份可以动作的事情！此外，由于执行 root 身份的工作时，『输入的密码是使用者的密码，
而不是 root 的密码，所以可以减少 root 密码外流的问题！』如此 root 的密码将不会流出去了！但是 sudo 在
使用的时候请小心，就是要在 /etc/sudoers 里头设定该有的事项！在预设情况下，只有 root 才能使用 sudo ！
那有什么用！我们是一般使用者，想要使用的是 sudo 来变成 root 的身份呀！呵呵！没关系！可以使用 visudo
来编辑 /etc/sudoers 这个档案即可！在 Mandrake 9.0 与 Red Hat 的 Linux 版本之的预设情况中，使用『 visudo
』才能编辑 /etc/sudoers 这个档案，此外，编辑者的身份必须要 root 才行！如何编辑呢？在预设的情况中，我
们会希望将可以执行 root 动作的人的 group 设定为 wheel ，然后：
[root@est /root]# visudo
# sudoers file.
#
# This file MUST be edited with the 'visudo' command as root.
#
# See the sudoers man page for the details on how to write a sudoers file.
#
# Host alias specification
# User alias specification
# Cmnd alias specification
# Defaults specification
# User privilege specification
root
ALL=(ALL) ALL
test
ALL=(ALL) ALL
<==这一行可以加入，使 test 这个人可以使用 sudo
# Uncomment to allow people in group wheel to run all commands
#
#
#
#
#
#

%wheel
ALL=(ALL)
ALL
<==将这一行批注符号取消
Same thing without a password
%wheel
ALL=(ALL)
NOPASSWD: ALL
Samples
%users ALL=/sbin/mount /cdrom,/sbin/umount /cdrom
%users localhost=/sbin/shutdown -h now

如果如同上面的方式，将黄色字体那一行 /etc/sudoers 里头将
『 # %wheel

ALL=(ALL)

ALL』

这一行的批注符号取消，如此一来，则群组为 wheel 的人就可以进行 root 的身份工作！这个 wheel 是系统预
设的 group 呢！因此，如果您想要让这部主机里头的一般身份使用者具有 sudo 的使用权限，那么您就必需将
该 user 放入支持 wheel 这个群组里头！如何加入？呵呵！刚刚上面不是介绍了 /etc/group 吗？赶紧去看看！
那么万一我想要让『单独的个人可以使用 sudo 的功能』呢？呵呵！那就直接以 visudo 加上这一行
『test ALL=(ALL) ALL』
即可！那么 test 即可使用 sudo 的功能啰！很简单吧！但是请记得不要以 vi 直接修改 sudoers 呦！会有问题！
•

sudo 除了变成 root 的功能之外！嘿嘿！他还可以变成『任何人』的功能呦！举个简单的例子来说好了，我们
都知道启动程序的时候最好不要使用 root 来启动，因为如此一来当该程序被接管时，接管者（或者说是入侵
者）将拥有 root 的权限了！所以近来我们都希望不要以 root 来启动一些程序啦！会比较安全！那么我们要以
root 来启动成为 test （例如常用的 nobody 这个账号）要如何作？很简单，就使用上面的第二个例子来看：
sudo -u test touch test
root 可以改变身份成为 test 来建立档案！嘿嘿！还不需要输入密码！很棒吧！这个动作我曾经在 squid 这个执
行程序上面做过，这样一来，即使我的 squid 被利用了，那么该怪客只能拥有 nobody 的权限，嘿嘿！该权限
是很小很小的！所以可以达到保护主机的部分功能呦！

使用者查询：
好了，知道了 UID，GID 以及与账号有关的一些信息之后，我们要来瞧瞧，那么如何知道哪一个使用者的 UID 与 GID ，以及
他们所能够提供的支持的群组呢？可能的话，当然可以直接到 /etc/passwd 及 /etc/group 里面去查看啰！但是还有更简单的方法
呢，那就是使用简单的指令工具呀！有哪些简便的工具呢？就是底下这几个：
•
•
•

•

id 查询使用者的 UID, GID 及所拥有的群组；
groups 查询使用者能够支持的群组；
finger 查询使用者的一些相关讯息，例如电话号码等。

id
语法：
[root @test root]# id [username]
范例：
[root @test root]# id
uid=0(root) gid=0(root) groups=0(root)
[root @test root]# id test
uid=501(test) gid=501(test) groups=501(test)

说明：
直接输入 id 就可以知道目前这个账号的 UID, GID 与所属的群组！当然啰，如果想要知道某个使用者的相关信息，就直
接使用 id username ，例如 id test 就可以知道 test 这个使用者的相关信息啰！很方便吧！不需要去查看 /etc/passwd 及
/etc/group ！

•

finger
语法：
[root @test root]# finger [-s] username
参数说明：
-s

：长的列出

范例：
[root @test root]# finger test
Login: test
Directory: /home/test
Office: 06-123-1234, 06-123-1234
Never logged in.
No mail.
No Plan.

Name: Testing user
Shell: /bin/bash
Home Phone: 06-123-1234

[root @test root]# finger –s test
Login
Name
Tty
Idle Login Time
Office
Office Phone
test
Testing user
*
* No logins
06-123-123 06-123-1234

说明：
finger 的用法也是真的很简单，就是直接给他 finger username 就可以知道任何一个人的相关信息了！而这个相关的讯息基
本上都是写在 /etc/passwd 里面，当然，里面还搜寻了 /var/spool/mail 这个邮件放置的地点，所以还会显示出是否有邮件
的讯息呢！相当的方便吧！不过，这个 finger 通常必需要配合 chfn 这个指令，亦即是 13-1-6 的内容提到的那个指令，

才能够显示出比较多的信息呢！另外，其实 finger 不是个很安全的指令，因此， Mandrake 系统预设是不安装这个套件的！
如果您想要试试看 finger 的话，那么请依照第二篇教导的内容，将 Mandrake 安装光盘第二块放入 CDROM 当中，然后
mount cdrom 之后呢，再以『 rpm –ivh finger* 』来安装 finger 吧！至于 rpm 的用法，我们会在第十八章的时候在进行说
明呦！

groups
直接输入 groups 就可以显示出目前的使用者的所属群组了！包含了 Primary 与其它相关的群组都会被显示出来呢！

•

手动增加使用者：
好了，那么我们已经知道如何新增账号与删除甚至是修改账号了，呵呵！是否从此之后，天下太平呢？当然不是了！为什么呢？
假设您今天要新增账号的内容是『数字账号』的话，那么是否可以使用 useradd 新增账号呢？例如：
useradd 1234567
很抱歉?useradd 并不允许这样的账号设定的！唉?真难过，难道没有其它的方法可以新增这样的使用者账号了吗？咦！刚刚不是
说过，其实我们都是使用 /etc/passwd 及 /etc/shadow 这几个档案来设定账号的吗？那么使用手动的方式是否就可以解决这样的困
扰了！Bingo ！没错！就是这样！所以底下我们尝试使用手动的方式来新增账号，试试看能不能成功的增加一个使用者 1234 呢？
•

一般使用者账号的增加：
好了，现在我们知道其实使用 userconf 、 useradd 与 groupadd 其实会用到的档案最鲜明的就是 /etc/passwd 与 /etc/shadow 啰！那么
如何手动的增加一个使用者呢？最大的困扰在于 passwd 与 shadow 的同步啦！OK！大致的步骤可以这样说：
1.
2.
3.
4.
5.
6.

先建立所需要的群组（ vi /etc/group ）
建立账号的各个属性（ vi /etc/passwd ）
将 passwd 与 shadow 同步化 （ pwconv ）
建立该账号的密码 （ passwd acount ）
建立使用者家目录 （ cp -r /etc/skel /home/account ）
更改家目录属性 （ chown -R account.group /home/account ）

这样就 OK 啦！实地的来新增一个 test 群组与账号来试试看：
建立新的群组 test ，设其 GID 为 520
[root @test /root ]# vi /etc/group
----略
test:x:520:test

<==新增群组，且群组的人为 test ，GID 为 520

建立 test 的各个属性
[root @test /root ]# vi /etc/passwd
----略
test:x:520:520:testing account:/home/test:/bin/bash

<==建立各个属性

同步化 /etc/passwd 与 /etc/shadow
[root @test /root ]# pwconv

<==将 passwd 的资料转入 /etc/shadow 中！

建立密码
[root @test /root ]# passwd test
<==建立使用者 test 密码
Changing password for user test
New password:
Retype new password:
passwd: all authentication tokens updated successfully
建立家目录并转化家目录的拥有者
[root @test /root ]# cp -r /etc/skel /home/test
[root @test /root ]# chown -R test:test /home/test

这样就建立完毕啰！！很简单吧！而由上面的例子，其实您也可以依据此而使用 scripts 来新增使用者，详细的步骤等以后 VBird 真
的开发出来了，再来跟大家报告。（如果没记错的话，目前很多网页都已经有提供相关的大量建立账号的方式了！）
•

POP3 邮件账号的增加：
好啦！如果我是一个邮件主机，我不要使用者使用 ftp, telnet, ssh 的话，只允许对方使用 POP3 而已，该怎么办？呵呵！其实也是很
简单的，除了 userconf 可以进行之外，你也可以手动达到此一目的呦！
基本上的原理是这样的：
•
•

由于不需要让这个账号由其它的服务登入主机，所以在 shell 的地方则改成了 /bin/false 啰！
由于不需要这个账号的登入，所以家目录也可以不用建立！！

所以整个建立的步骤就可以简化为：
1. 建立账号的各个属性（ vi /etc/passwd ）
2. 将 passwd 与 shadow 同步化 （ pwconv ）

3. 建立该账号的密码 （ passwd acount ）
这样就可以啦！我们实地的来建立一个名为 poptest 的账号试试看：
建立账号 poptest
[root @test /root ]# vi /etc/passwd
---略
poptest:x:530:45:testing pop account:/home/poptest:/bin/false<==家目录先设定也没关系！
注意：群组必需要先存在，通常不知道什么 group 好的时候，可以直接使用 100 这个预设的 group 来替代！而
shell 则需要为 /bin/false 才行！
同步化 passwd 与 shadow
[root @test /root ]# pwconv
建立密码
[root @test /root ]# passwd poptest
Changing password for user poptest
New password:
Retype new password:
passwd: all authentication tokens updated successfully

很简单吧！这样就建立好 poptest 这一个邮件 POP3 的账号了！这个账号将仅可以使用 pop3 与 smtp 来收发信件呢！！
那么如何砍到刚刚建立的账号呢？很简单的啦！
1. 就是将 /etc/passwd 与 /etc/shadow 里面的相关信息都杀掉，
2. 然后再到 /home 底下去将该 account 的家目录整个杀掉就是了！
3. 此外，你也需要到 /var/spool/mail 底下去杀掉该账号的邮件呦！

本章习题练习
1. root 的 UID 与 GID 是多少？而基于这个理由，我要让 test 这个账号具有 root 的权限，应该怎么作？
2. 假设我是一个系统管理员，我有一个用户最近不乖，所以我想暂时将他的账号停掉，让他近期无法进行任何动作，等到未来他乖一
点之后，我再将他的账号启用，请问：我可以怎么作比较好？？
3. 在设定密码的时候，是否可以随便设定呢？
4. 我在使用 useradd 的时候，新增的账号里面的 UID, GID 还有其它相关的密码控制，都是在哪几个档案里面设定的？
5. 我希望我在设定每个账号的时候( 使用 useradd )，预设情况中，他们的家目录就含有一个名称为 www 的子目录，我应该怎么作比较
好？
6. pwconv 这个指令有什么功能呢？

Linux 磁盘配额（ Quota ）
什么是 quota？
quota 就字面上的意思来看，呵呵！就是有多少『限额』的意思啦！如果是用在零用钱上面，就是『有多少零用钱一个
月』的意思之类的。如果是在容量空间上面呢？以 Linux 来说，呵呵！就是有多少容量限制的意思。
在 Linux 系统中，由于是多人多任务的环境，所以会有多人共同使用一个硬盘空间的情况发生，如果其中有少数几个
使用者大量的占掉了硬盘空间的话，那势必压缩其它使用者 的使用权力！因此管理员应该适当的开放硬盘的权限给使
用者，以妥善的分配系统资源！避免有人抗议呀！比较常使用的几个情况是：
•
•

(1) 例如每个人的网页空间的容量限制！
(2) 每个人的邮件空间限制。

在 Linux 当中，使用来作为硬盘空间管理的就是所谓的 quota 这个咚咚啦！使用这个模块要有几个步骤，底下就分别
说说吧！另外要特别注意的是，使用 quota 时有几个基本的限制需要谈一谈：
•

quota 实际在运作的时候，是针对『整个 partition』进行限制的，例如：如果你的 /dev/hda5 是挂载在 /home 底
下，那么在 /home 底下的所有目录都会受到限制！

•

Linux 系统核心必须有支持 quota 这个模块才行：如果您是使用 Mandrake 的预设核心，嘿嘿！那恭喜你了，你
的系统已经预设有开放 quota 这个模块啰！如果您是自行编译核心的，那么请特别留意您是否已经『真的』开启
了 quota 这个模块？否则底下的功夫将全部都视为『白工』。至于核心编译的过程我们会在未来进行说明呦！

•

目前新版的 Linux distributions 如： Mandrake 9.0 与 Red Hat 8.0 等使用的是 Kernel 2.4.xx 的核心版本，这个核
心版本支持新的 quota 模块，使用的预设档案（ aquota.user, aquota.group ）将不同于旧版本的 quota.user,
quota.group ！（多了一个 a 呦！）而由旧版本的 quota 可以藉由 convertquota 这个程序来转换呢！

quota 这支程序的限制内容主要分为底下几个部分：
•

soft ：这是最低限制容量的意思，使用者在宽限期间之内，他的容量可以超过 soft ，但必需要宽限时间之内将磁
盘容量降低到 soft 的容量限制之下！

•

hard ：这是『绝对不能超过』的容量！跟 soft 相比的意思为何呢？通常 hard limit 会比 soft limit 为高，例如网
络磁盘空间为 30 MB ，那么 hard limit 就设定为 30MB ，但是为了让使用者有一定的警戒心，所以当使用空间
超过 25 MB 时，例如使用者使用了 27 MB 的空间时，那么系统就会警告使用者，让使用者可以在『宽限时间
内』将他的档案量降低至 25 MB ( 亦即是 soft limit )之内！也就是说， soft 到 hard 之间的容量其实就是宽限的
容量啦！可以达到针对使用者的『警示』作用！

•

宽限时间：那么宽限时间就可以很清楚的知道含意是什么了！也就是当您的使用者使用的空间超过了 soft limit
，却还没有到达 hard limit 时，那么在这个『宽限时间』之内，就必需要请使用者将使用的磁盘容量降低到 soft
limit 之下！而当使用者将磁盘容量使用情况超过 soft limit 时，『宽限时间』就会自动被启动，而在使用者将容
量降低到 soft limit 之下，那么宽限时间就会自动的取消啰！

基本的 quota 指令：
在开始进行 quota 的实作之前，我们得来了解一下 quota 要使用的指令啰！基本上分为两种，一种是查询功能（quota,
quotacheck, quotastats, warnquota, repquota），另一种则是编辑 quota 的内容（ edquota, setquota ）。底下我们来谈一谈
这些基本的指令吧！

•

quota
语法：

[root @test /root ]# quota [-guvs] [user,group]
参数说明：

-g
-u

：显示 group 群组
：显示 user

-v

：显示 quota 的值

-s

：选择 inod 或 硬盘空间来显示

范例：
[root @test /root ]# quota -guvs
<==显示目前执行者（就是 root ）的 quota 值
[root @test /root ]# quota -uvs test <==显示 test 这个使用者的 quota 值

说明：
这个指令仅是使用来『显示(display)』目前某个群组或者某个使用者的 quota 限值！您可以使用来观察一下
呦！

•

quotacheck
语法：

[root @test /root ]# quotacheck [-auvg] /yourpath
参数说明：
-a

：扫瞄所有在 /etc/mtab 里头已经 mount 的具有 quota 支持的磁盘

-u

：扫瞄使用者的档案与目录

-v

：显示扫瞄过程

-g
-m

：扫瞄群组使用的档案与目录
：强制进行 quotacheck

范例：
范例一、要针对 /home 这个 partition 进行 quota 的规划：
[root@test root ]# quotacheck -uvg /home
quotacheck: Scanning /dev/hda3 [/home] done

<==开始扫瞄 /home 这一个独立扇区的目录
<==显示 /home 扇区为 /dev/hda3 ！

quotacheck: Checked 35 directories and 342 files <==扫瞄完毕，有 35 目录与 342 档案。
[root@test root ]# ls -l /home
-rw------1 root
root
-rw------1 root
root

<==查看一下 /home 这个目录底下，两个档案产生了！
7168 May 6 18:37 aquota.group
7168 May 6 18:37 aquota.user

关于 quotacheck 发生错误的解决方法：
# 有些时候，在新版的 Linux distribution 当中，进行 quotacheck 时，可能会出现
# quotacheck: Cannot get quotafile name for /dev/hda3
# quotacheck: Cannot get quotafile name for /dev/hda3
# 这可能是新版的 quota 在设计时的小问题，解决的方法有两个：
[root@test root]# quotacheck -uvgm
# 加上 -m 的参数来强制进行，或者是：
[root@test root]# touch /home/aquota.user; touch /home/aquota.group
[root@test root]# quotacheck -uvg
# 既然 quotacheck 找不到 quotafile ，那么我就手动将 quotafile 建立起来即可！
# 然后再重新进行 quotacheck 一次即可！
# 注意喔！因为我的 /dev/hda3 对应到 /home ，所以当然就是在 /home 底下建立起 qoutafile 了！

说明：
这这个指令主要的目的在扫瞄某一个磁盘的 quota 空间，他会针对该磁盘进行扫瞄，并且，由于该磁盘若持
续运作时，可能扫瞄的过程中，档案可能会增减，造成 quota 扫瞄的错误发生，因此，当使用 quotacheck
时，该磁盘将『自动被设定成为唯独扇区（read-only）；至于扫瞄完毕之后，扫瞄所得的磁盘空间结果会写
入该扇区最顶端（例如：在我的例子中，扫瞄 /home 这个 /dev/hda3 的扇区，如果是初次扫瞄，那么扫瞄完
毕之后会产生 aquota.user 与 aquota.group ，会放置在 /home/aquota.xxx 底下！而如果是建立 quota 后的扫
瞄，那么就会更新这两个档案！）另外， Linux 也特别强调 quota 在使用的时候，需要特别注意在 reboot
时，得先将 quota 关闭才好！
此外，由于新版的 Linux distribution 在 quota 的设计上似乎有点小问题，有时候无法完整的进行 quotacheck
，发生如同上表的情况，解决的方法就是主动手动的建立 quotafile 即可喔！

•

edquota
语法：

[root @test /root ]# edquota [-u user] [-g group] [-t]
[root @test /root ]# edquota -p user_demo -u user
参数说明：
-u ：编辑 user 的 quota
-g ：编辑 group 的 quota
-t

：编辑宽限时间（就是超过 quota 值后，还能使用硬盘的宽限期限）

-p

：copy 模板（以建立好的使用者或群组）到另一个使用者（或群组）

范例：
[root @test /root ]# edquota -u test
Disk quotas for user test (uid 501):
Filesystem
blocks
/dev/hda3
8

<==设定 test 这个使用者的 quota 数值，会直接进入 vi 画面
soft
0

hard
0

修改一下成为：
Disk quotas for user test (uid 501):
Filesystem
blocks
/dev/hda3
8

soft
50005000

hard

[root @test /root ]# edquota -p test -u test2

inodes
5

soft
0

hard
0

inodes
soft
5
50005000

hard

<==将 test 这个人的 quota 资料复制给 test2 这个人！

[root @test /root ]# edquota -t
<==设定宽限时间，也就是超过 quota 值之后的修正时间啦！
Grace period before enforcing soft limits for users:
Time units may be: days, hours, minutes, or seconds
Filesystem
Block grace period
Inode grace period
/dev/hda3
0minutes
0minutes
上面的 0minutes 可以改成 60minutes 即可！也就是 60 分钟之内必须要赶快整理硬盘的意思！

说明：
这个指令就是在编辑每一个『个人』或者是『群组』的 quota 数值！通常我们以 edquota -u username 或者是
edquota -g groupname 来编辑个人与群组的 quota 设定值。不过，或许您会觉得一个一个分配似乎很慢的样子！
那么您也可以直接 copy 一个人的设定值给其它人，就如同上面第二个例子，利用已经建立好的 test 来建立
test2 这个人的 quota 限额！这个指令可是很重要的呦！另外，上面有几个重要的信息，我们来谈一谈吧：
1. filesystem：这个是那个 partition 的意思！以上面来说，就是 /dev/hda3 啰！
2. blocks：这个是目前使用者 test ( uid 501 )在 /dev/hda3 这个 filesystem (参考上面一个信息)，所耗掉的
磁盘容量，也就是目前的使用掉的空间啦！单位是 Kbytes 喔！这个信息是 quota 程序自己计算出来
的，所以请不要修改他！
3. soft 与 hard ：这个是目前的 test 在这个 filesystem 之内的 quota 限制值！至于 soft 与 hard 的意思就
如同 14-1 节最后面提的那个意思啦！当 soft 与 hard 数值为 0 的时候，表示『没有限制』的意思！
而数值的单位仍是 Kbytes 喔！
4. inodes ：是目前使用掉 inode 的状态，也是 quota 自己计算出来而得到的，所以不要去变更他。一般
而言， inode 不容易控制，所以您可以不必去限制 inode 呢！

•

quotaon
语法：

[root @test /root ]# quotaon [-a] [-uvg directory]
参数说明：
-a

：全部的 quota 设定都启动（会自动去寻找 /etc/mtab 的设定）

-u

：使用者的 quota 启动

-g

：群组的 quota 设定启动

-s

：显示讯息

范例：
[root @test /root ]# quotaon -a
[root @test /root ]# quotaon -uv /home

<==全部的 quota 限制都启动
<==只有激活 /home 底下的使用者 quota 限额，group 不激活！

说明：
这个指令是在启动 quota 的！不过，由于这个指令是启动 aquota.group 与 aquota.user 的，所以您就必须要
先完成 qutoacheck 的工作了！然后简单的下达 quotaon -a 即可启动！

•

quotaoff
语法：

[root @test /root ]# quotaoff -a
参数说明：
-a

：全部的 quota 设定都关闭（会自动去寻找 /etc/mtab 的设定）

范例：
[root @test /root ]# quotaoff -a

<==全部的 quota 限制都关闭了！

说明：
这个指令就是关闭了 quota 的限制啦！

动手作 quota：
quota 可以作用的功能有很多，包括了：
•

限制某一群组所能使用的最大磁盘配额（使用 群组 限制）：你可以将你的主机上的使用者分门别类，有点像是目
前很流行的付费与免付费会员制的情况，你比较喜好的那一群的使用配额就可以给高一些！呵呵！ ^_^...

•

限制某一使用者的最大磁盘配额（使用 使用者 限制）：在限制了群组之后，您也可以再继续针对个人来进行限制，
使得同一群组之下还可以有更公平的分配！

•

以 Link 的方式，来使邮件可以作为限制的配额（更改 /var/spool/mail 这个路径）：如果是分为付费与免付费会员的
『邮件主机系统』，是否需要重新再规划一个硬盘呢？也不需要啦！直接使用 Link 的方式指向 /home （或者其它
已经做好的 quota 磁盘）就可以啦！

底下先列出几个主要的步骤来说明：
•
•
•
•

开启磁盘的 quota 功能：编辑 /etc/fstab ，使得准备要开放的 quota 磁盘可以支持 quota 啰；
预扫瞄磁盘的使用情况：使用 quotacheck 来扫瞄一下我们要使用的磁盘啰；
建立使用者的 quota ：使用 edquota 来编辑每个使用者或群组的可使用空间啰；
启动 quota ：使用 quotaon 吧！

整个步骤大致上就只有这几步，我们来瞧一瞧如何使用吧！！底下我们以一个简单的范例来进行 quota 的说明啰！整个范
例的说明如下：
•
•
•
•

我们假设 test 这部主机里头有 test 与 test2 这两个使用者，且他们两个都挂在 test 这个群组下；
每个使用者总共有 50MB 的磁盘空间（不考虑 inode ）限制！并且 soft limit 为 45 MB；
而宽限时间设定为 1 天，也就是说，这四个人可以突破 40MB 的限制，但是在一天之内必须要将多余的档案砍掉，
否则将无法使用剩下的空间（也就是说，这个账号大概就不能使用了?）；
test 这个群组考虑最大限额，所以设定为 90 MB 好了！

整个执行步骤可以照下面来执行看看：
1. 建立 test2 这个使用者：
由于我们之前只有 test 这个使用者挂在 test 群组之中，所以必需要先设定一下 test2 这个使用者！因为他的群组必
需是 test 这个，而我们去查了一下 /etc/group 发现 test 的 uid 为 501 ，因此，我们可以这样来设定 test2 呢！
[root @test root]# useradd –m –g 501 test2
[root @test root]# passwd test2
Changing password for user test2.
New UNIX password:
Retype new UNIX password:
passwd: all authentication tokens updated successfully.

2. 开启磁盘的 quota 功能：

由于 quota 需要在 ext 的 Linux 延伸格式档案才可以启动，所以你就必须要将准备开启 quota 的磁盘启动参数，写
进入 quota 的磁盘设定才行 ( /etc/fstab )！以我的例子而言，我想要在 /home 底下进行 quota 的限制 test, test2 这两个
人！正巧 /home 是一个独立的扇区，这可以使用 df 来查询：此外，必需要特别留意的是，最好不要以根目录亦即
是 / 进行 quota 啦！否则容易有些问题呢！另外，不要针对 root 做 quota 喔！
[root @test root]# df
Filesystem
1K-blocks
/dev/hda1
1904920
/dev/hdb1
976344
/dev/hdb2
101540

Used Available Use% Mounted on
1088136
720020 61% /
71504
854444
8% /backup
4252
92048
5% /home

嗯！我的 home 是独立的 partition ，并且他的装置名为 /dev/hdb2 ，好了！那么我就必须要启动 /home 这个
/dev/hdb2 的 quota 档案格式，好了！那么由于档案格式的设定是写在 /etc/fstab 里头，所以我们以 vi 来编辑他吧！
只要在 /etc/fstab 里头增加了 usrquota, grpquota 就可以啦！『注：请特别留意，这两个项目请『务必』不要写错了！
请再写入 /etc/fstab 之前好好的再次检查，因为写错之后，很有可能造成系统无法开机（虽然机率不高，但是有可
能！?）』
[root @test root]# vi /etc/fstab
# device
MountPoint
filesystem
/dev/hda1
/
ext3
/dev/hda2
swap
swap
/dev/hdb1
/backup
ext3
/dev/hdb2
/home
ext3
none
/dev/pts
devpts
none
/proc
proc

parameters
defaults
defaults
defaults
defaults
mode=0620
defaults

上面的黄色字体改成底下的样子！
/dev/hdb2
/home

defaults,usrquota,grpquota 1 1

ext3

dump
1
0
1
1
0
0

fsck
1
0
1
1
0
0

多了 usrquota,grpquota 注意，由 defaults,usrquota,grpquota 之间都没有空格！
这样就算加入了 quota 的磁盘格式了！不过，由于真正的 quota 在读取的时候是读取 /etc/mtab 这个档案的，偏偏这
一个档案需要重新开机之后才能够以 /etc/fstab 的新数据进行改写！所以这个时候你可以选择：
(1)重新开机==>reboot；也可以选择
(2)重新 remount filesystem 来驱动设定值！
我是不太喜欢重新开机的人啦！所以我就这么做：
[root@test /]# umount /dev/hdb2
[root@test /]# mount -a
[root@test /]# more /etc/mtab
/dev/hda1 / ext3 rw 0 0
none /proc proc rw 0 0
none /proc/bus/usb usbdevfs rw 0 0
none /dev devfs rw 0 0
none /dev/pts devpts rw,mode=0620 0 0
/dev/hdb1 /backup ext3 rw 0 0
/dev/hdb2 /home ext3 rw,usrquota,grpquota 0 0
或者以下列的方式重新 mount 所有的磁盘：
[root @test /root ]# mount -a -o remount

<==这个指令可以重新将 /etc/fstab 的咚咚 mount 下来！

嘿嘿嘿嘿！这样我们就已经成功的将 quota 的功能写入 partition 当中啰！另外，我们这里是以 ext3 这个磁盘格式来
测试 quota 的呦！

3. 扫瞄磁盘的使用者使用状况，并产生重要的 aquota.group 与 aquota.user：
接着下来就是要来扫瞄一下我们所需要的磁盘到底有没有多余的空间可以让我们来设定 quota 呢？并且将扫瞄的结
果输出到这个磁盘的最顶层去（也就是 /home 底下）这个时候就需要 quotacheck 这个指令的帮忙了！使用
quotacheck 就可以轻易的将所需要的数据给他输出了！现在就 OK 啦！并且在 /home 底下会产生 aquota.group 与
aquota.user 这两个档案！
[root@test /]# quotacheck -avug
quotacheck: Scanning /dev/hdb2 [/home] done
quotacheck: Checked 10 directories and 22 files
[root@test /]# ll /home
total 44
-rw------1 root
root
7168 Oct 28 14:05 aquota.group
-rw------1 root
root
7168 Oct 28 14:05 aquota.user
drwx-----2 root
root
16384 Oct 22 16:54 lost+found/
drwxr-xr-x
3 test
test
4096 Oct 28 01:45 test/
drwxr-xr-x
3 test2
test
4096 Oct 28 13:37 test2/

使用 quotacheck 就可以轻易的将所需要的数据给他输出了！现在就 OK 啦！并且在 /home 底下会产生 aquota.group
与 aquota.user 这两个档案！注：但是很奇怪的是，在某些 Linux 版本中，我不能够以 aquota.user(group) 来启动我
的 quota ，真的是很奇怪呢！所以我就另外做了一个 link 档案来欺骗 quota 啰：
[root @test
[root @test
-rw-------rw------[root @test
[root @test

/root ]#
/root ]#
1 root
1 root
/root ]#
/root ]#

cd /home
ls -l aquota*
root
7168 May 6 22:16 aquota.group
root
7168 May 6 22:16 aquota.user
ln -s aquota.group quota.group
ln -s aquota.user quota.user

4. 启动 quota 的限额！
再来就是要启动 quota 啦！启动的方式也是很简单的！就是使用 quotaon -av 即可：
[root@test /]# quotaon -av
/dev/hdb2 [/home]: group quotas turned on
/dev/hdb2 [/home]: user quotas turned on

注意：要看到上面有个 turned on 的出现，才是真的成功了！
5. 编辑使用者的可使用空间：
由于我们有两个使用者要设定，先来设定 test 好了，使用 edquota 就对了
[root @test /]# edquota –u test
Disk quotas for user test (uid 501):
Filesystem
blocks
soft
/dev/hdb2
32
0

hard
0

inodes
8

soft
0

hard
0

将上面的原本设定改为底下的模样：
Disk quotas for user test (uid 501):
Filesystem
blocks
soft
/dev/hdb2
32
40000

hard
50000

inodes
8

soft
0

hard
0

要特别留意的是，上面的黑体数值代表的是 KB 呦！转成 MB 是需要乘上 1024 倍，这里简单的计算一下就好了！
这样就算编辑完毕了！接下来我们就需要将这个设定同时复制给 test2 这个家伙！
[root@test /]# edquota -p test test2

接下来要来设定宽限时间，还是使用 edquota ！

[root@test /]# edquota -t
Grace period before enforcing soft limits for users:
Time units may be: days, hours, minutes, or seconds
Filesystem
Block grace period
Inode grace period
/dev/hdb2
1days
1days

将时间改为 1 天（原本是 7days 改成 1days ），好了！查询一下是否真的有设定进去呢？使用 quota -v 来查询
[root@test /]# quota –vu test test2
Disk quotas for user test (uid 501):
Filesystem blocks
quota
limit
/dev/hdb2
32
40000
50000
Disk quotas for user test2 (uid 502):
Filesystem blocks
quota
limit
/dev/hdb2
28
40000
50000

grace

files
8

quota
0

limit
0

grace

grace

files
7

quota
0

limit
0

grace

特别注意到，由于我们的使用者尚未超过 40 MB，所以 grace ( 宽限时间 )就不会出现啦！这样很够清楚了吧？！
6. 编辑群组使用空间：
其实也差不多，还是使用 edquota：
[root@test /]# edquota -g test
Disk quotas for group test (gid 501):
Filesystem
blocks
soft
/dev/hdb2
60
0

hard
0

inodes
15

soft
0

hard
0

修改成底下这样：
Disk quotas for group test (gid 501):
Filesystem
blocks
soft
/dev/hdb2
60
80000

hard
90000

inodes
15

soft
0

hard
0

[root@test /]# quota -vg test
Disk quotas for group test (gid 501):
Filesystem blocks
quota
limit
/dev/hdb2
60
80000
90000

grace

files
15

quota
0

limit
0

grace

7. 设定开机时启动：
开机的时候自动启动的设定在哪里还记得吗？没错！就是在 /etc/rc.d/rc.local 底下：所以你可以使用 vi 在这个档案的
最后面加上一行：
[root @test /root ]# vi /etc/rc.d/rc.local
/sbin/quotaon -aug

如果要关闭 qutoa 就是用 quotaoff 吧！没错！这样就将 quota 设定完毕了！很简单吧！！

使用邮件主机进行 quota 的实例：
好了，我们前面 账号管理 的部分曾经提到 e-mail 这个东西嘛！好了，如果我们要设定一个对外开启的邮件主机的时候，
那么最好对于邮件空间有点限制比较好，免得如同上面提到的一些问题一样，造成使用者的使用权不一！所以说，使用
quota 确实是一个好建议！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什么怎么办？嗯！是这样的，由于 quota 『只能针对一个 partition 进行
整体的磁盘配额，无法针对某个目录进行磁盘配额！』针对这个观念，我们不难发现，『(1)将邮件存在个人的家目录与
(2)将邮件统一放在 /home 下的一个共享目录』是一样的！为什么呢？这是因为 quota 针对的是一个磁盘呀！呵呵！所以啰，
您必须先确定『您的 /home 是一个独立的 partition 』才行！当然啰，您也可以使用其它的独立的 partition 来进行底下的
步骤！但是在这里，我们预设以 /home 这一个目录来假定这一个目录是一个独立的 partition ！
如此则在 /home 底下，由于每个人的磁盘配额已经设定好了！所以当然啰！该信件就可以得到完整的 quota 限额的限制了！

所以呢，就需要进行下面的步骤：
1.
2.
3.
4.
5.
6.

以 上面设定 的方式设定好使用者 quota 的所有工作（即是在 /home 这个 partition ）；
将 /var/spool/mail 这个邮件预设的数据夹备份到其它的目录去；
建立 /home/mail，这是因为假设我们的邮件放置在这个目录中；
修改 /home/mail 的属性，使成为 拥有者 root ，群组 mail ，及属性为 775 才行！
将 /home/mail 给他 Link 到 /var/spool/mail 去即可！
以后每个人的邮件将都会放置 /home/mail 这个目录中！

1. 建立并修改 /home/mail 这个目录：
[root @test /root ]# mkdir /home/mail
[root @test /root ]# chown root:mail /home/mail
[root @test /root ]# chmod 775 /home/mail
2. 备份并移动原本的 mail 到 /home/mail 底下去：
[root @test /root ]# cp -r /var/spool/mail /var/spool/mail.back
[root @test /root ]# mv /var/spool/mail/* /home/mail
[root @test /root ]# rmdir /var/spool/mail
3. 建立连结：
[root @test /root ]# ln -s /home/mail /var/spool/mail

只要这样的一个小步骤，嘿嘿！您家主机的邮件就有一定的限额啰！当然啰！您也可以依据不同的使用者与群组来设定
quota 然后同样的以上面的方式来进行 link 的动作！嘿嘿嘿！就有不同的限额针对不同的使用者提出啰！很方便吧！！ ^_^

本章习题练习
•

如果我有一个 Linux 主机，未来想要对外提供 mail 与 WWW 的服务，同时预计提供个人网页空间的服务，然而我希望
mail 提供 30 MB 而 WWW 则提供 20MB 的空间，那么我应该如何规划我的主机？

Linux 例行性命令的建立
什么是例行性命令？
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有一些约会或者是工作，有的工作是例行性的，例如每年一次
的加薪、每个月一次的工作报告、每周一次的午餐会报、 每天需要的打卡等等；
有的工作则是临时发生的，例如刚好总公司有高官来访，需要你准备演讲器材等
等！用在生活上面，例如每年的爱人的生日、每天的起床时间 等等、还有突发
性的计算机大降价（阿～我等好久了～～）等等啰。这些工作都可以称为例行性
命令，而这些工作 Linux 也都可以帮您提醒，例如：每一天早上 8:00 钟要服务
器连接上音响，并启动音乐来唤你起床；而中午 12:00 希望 Linux 可以发一封信
到你的邮件信箱，提醒你可以去吃午餐了；另外，在每年的你爱人的生日的前一
天，先发封信提醒你，以免忘记这么重要的一天。
从上面的说明当中可以很清楚的发现两种工作排程的方式：
•
•

一种是例行性的，就是每隔一定的周期要来办的事项；
一种是突发性的，就是这次做完以后就没有的那一种（计算机大降价....）

那么在 Linux 底下如何达到这两个功能呢？呵呵！那就得使用 at 与 crontab 这两
个好东西啰！
•
•

at ： 这个工作仅执行一次就从 Linux 系统中的排程中取消；
crontab ： 这个工作将持续例行性的作下去！

底下我们先来谈一谈 Linux 的系统到底在做什么事情，怎么有若干多的工作排程
在工作呢？然后再回来谈一谈 at 与 crontab 这两个好东西！

Linux 系统的例行性命令有哪些
好了，那么服务器自己有什么例行性命令要来作呀！？Linux 的工作可多着呢！
由前面提到的几篇文章中，我们知道 Linux 本身在背景下的工作可是很多的，尤
其是网络开放的情况下，建立与取消联机、MySQL 数据库的实时更新、以及一
些例行的系统指令，例如释放内存的工作等等。由于例行的工作非常的多，实在
不可能每天都要管理员来手动输入吧！所以才会建立这个工作排程的需求的！基
本预设的工作有底下这些：
•

进行数据轮替 ( log rotate )：这个步骤重要了！尤其是在 log file 的选项当
中！由于登录档案会越来越大，所以需要适时适量的将登录档备份，并以
新开的档案来进行记录，这样效率会比较好，因此就需要使用 log rotate
啦！系统预设的重要工作之一；

•

rpm 数据库的建立：虽然 RPM 数据库会在你以 RPM 安装之后即更新到
RPM 数据库当中去，但是难保会有漏网之鱼，所以系统也会设定每隔依段
时间自动的搜集系统上面的 RPM 数据库来建置一番；

•

建立 locate 的数据库：是否还记得为何使用 locate 这个指令时，搜寻速度
超快！那是因为 Linux 系统上将档案与路径都记录在数据库里面了！所以
使用 locate 的时候，嘿嘿！直接指向数据库去 (
/var/lib/slocate/slocate.db ) ，偏偏麻烦的是这个档案的更新是每天一
次！所以当你今天更新的档案，使用 locate 反而可能会找不到....

•

进行程序的分析：每隔依段时间会进行程序的分析，如果发现有僵尸程序
的时候，就会将他删去！以保持内存的工作能力！

•

登录档视察：这个东西是在 Red Hat 7.1 以后才出现的东西，后来太好用
了，所以被拿到旧版的 Red Hat 里面去使用！基本上就是分析登录档啦！
然后据以解析有问题的纪录文件，以维护主机的安全性！这部份不才小弟
也自己写了一个简易型的分析档案，觉得更好用就是了！

•

指纹数据库的比对：基本上就是 tripwire 这个套件啦！可以用来分析最近
被更动过的档案内容！蛮不错的一个程序！有空也来玩玩看。

Linux 预设的例行工作至少就有这些了，再加上您努力的为 Linux 进行工作排程
的设计，嘿嘿！每天的工作量可是相当的大的呢！

仅执行一次的工作排程
如果仅要执行一次的工作，就使用 at 这个指令吧！这个指令其实就是 atd 这个
服务啦！所以请记得一定要启动这个服务呦！如果是在 Red Hat 系统下，可以使
用：
1. ntsysv
2. 选择 atd
3. 按下 OK ！
如果是在 Mandrake 系统下，可以使用：
1. chkconfig --add atd
2. chkconfig --list
上面这个指令可以查看 atd 在 run-level 正确的情况中，是否会在开机的时
候被启动！
基本上， atd 是预设开启的，如果您没有更动过系统默认值的话，那么上面的动
作就不需要动啰！下达 at 这个动作会将工作排程写入 /var/spool/at 这个目录
下呢！然后等待系统将之执行啰！此外，这个 at 指令虽然预设是所有人都能进
行，但是可以经由 root 的规范来限制使用的人口。限制的方法其实与
/etc/hosts.allow(deny) 类似，使用 /etc/at.allow(deny) 这两个档案来限制：
•

限制使用者原理：当使用者执行 at 时，系统会
1. 先找寻 /etc/at.allow 这个档案，写在这个档案中的使用者才能使用

at ，没有在这个档案中的使用者则不能使用 at ( 即使没有写在
at.deny 当中 )；
2. 如果没有 /etc/at.allow 就寻找 /etc/at.deny 这个档案，若写在这个
at.deny 的使用者则不能使用 at ，而没有在这个 at.deny 档案中的使
用者，就可以使用 at 咯；
3. 如果两个档案都不存在，那么只有 root 可以使用 at 这个指令。
•

Linux 预设情况下，只有 /etc/at.deny 这个档案，且这个档案的内容为空白
的，由于内容没有任何使用者，所以当然『所有人都可以使用 at 』

•

如果不想要某个使用者使用 at 时，那么将该使用者账号写到 /etc/at.deny
这个档案中即可。

好了！我们来谈一谈 at 的语法吧！
[test @test test]# at [-m] TIME
[test @test test]# atq
[test @test test]# atrm [jobnumber]

(下达工作指令)
(查看目前的工作排程)
(删除排程)

参数说明：
-m

：执行 at 所规范的工作排程时，将屏幕输出结果 mail 给下达指令的使用者

TIME

：时间的格式，有底下几个：
HH:MM YYYY-MM-DD
HH[pm;am] + number [hours;days;weeks]
HH:MM
HH[pm;am] [Month] [Day]

ex>
ex>
ex>
ex>

04:00 2002-05-30 (五月三十号四点执行)
4pm + 3 days (在过 3 天的下午 4 点)
12:00 (今天的 12 点执行)
1pm May 30

jobnumber：每一个 at 工作排程都有编排的顺序！这个即是！
范例：
[test @test test]# at 5pm
<==在今天的 5pm 执行，如果今天已过 5 点则明天执行；
warning: commands will be executed using (in order) a) $SHELL b) login shell c) /bin/sh
at> mail -s test test < /home/test/.bashrc <==这就是我的工作！
at> <EOT> <==这里是按下 [Ctrl] + D 就可以离开了！
job 8 at 2002-05-30 17:00

<==这里会告诉你这个工作的号码为 8 号，执行的日期为后面所示。

[test @test test]# atq
<==窥视一下你(test)目前有多少工作？
5
2002-05-30 12:00 a test
8
2002-05-30 17:00 a rest
[test @test test]# atrm 5<==删除第 5 号工作
[test @test test]# atq
8
2002-05-30 17:00 a rest

请注意！在 at 下达之后，便进入指令列下达的模式！在这里你可以重复的输入
指令，但是离开的时候请下达『 [Ctrl] + D 』就可以离开了！离开之后，系统会
告诉你这个工作排程的号码与使用者是谁！呵呵！很简单吧！

循环执行的例行性命令
这个循环的例行性命令其实就是 cron 这个服务啦 (crond)！当你下达 crontab 的
指令之后，会将你的命令写入 /var/spool/cron 这个目录当中呦！例如 test 下达了
他的 crontab 命令，那么就会自动产生 /var/spool/cron/test 这个档案！『但请注意，
这个档案不能直接编辑！』然后执行的指令记录会放置在 /var/log/cron 这个档案
中！所以，『如果您的 Linux 系统不知道是否被木马入侵时，可以搜寻一下
/var/log/cron 这个记录挡，视察看看有没有被搞鬼？』
好了！我们来看一下 crontab 的指令语法吧！
[test @test test]# crontab [-u user] [-l | -e | -r]
参数说明：
-u user ：只有 root 能下达的参数，视察或编译其它使用者的 crontab 内容
-l

：列出 crontab 的内容

-e

：编辑 crontab 的内容

-r

：删除 crontab 的内容

范例：
一般使用者 test 要在每天的 12:00 发信给自己：
[test @test test]# crontab -e <==自己编辑自己的 crontab 内容
进入 crontab 编辑内容，使用 vi 呦！
0 12 * * * mail test < /home/test/test.txt
分时日月周 |========指令列===============|

上面的例子是说：假如你需要在每天的正午 12:00 发一封信给你自己，而且信的
内容已经写好了，那要怎样作呢？而且，另一个假设是，你在 Linux Server 中的
权限仅止于一般使用者，并不是 root （管理员）身份，那要怎样设定你的例行性
命令呢？哈哈！那就使用 crontab 这个指令吧！你只要执行『 crontab -e 』就可
以进入 vi 的编辑画面来编辑你的例行性命令说！
在上面的例子中，输入 crontab -e 时，会出现一个 vi 画面，然后你在 vi 画面中
输入上面的一行字，之后按 :wq 储存后离开！即可完成编辑！容易吧！那上面那
一行字代表什么意义呢？你可以看到，在真正执行命令之前（就是 mail test <
/home/test/test.txt ）总共有五个数字，这五个数字分别代表：
分
小时
日期
月份
周

（0-59）
（0-23）
（1-31）
（1-12）
（0-6）

数字代表的意义

分钟

小时

日期

月份

周

范围

0-59

0-23

1-31

1-12

0-6 (0 为星期天)

另外，如果是『 ＊

』的时候，代表所有数字都适用的意思。所以，你就可以

知道我上面那一行写的意义为何了！那就是『不论何月、何日、星期几的 12 点
0 分时，执行 mail test < /home/test/test.txt 这个命令』！还不了解？没
关系，我们这里作几个例子！
例题一：假如你的女朋友生日是 5 月 2 日，你想要在 5 月 1 日的 23:59 发一封信给他，
这封信的内容已经写在 /home/test/lover.txt 中了
[test @test test]# crontab -e
59 23 1 5 * mail pigpp < /home/test/lover.txt

那样的话，每年 pigpp 都会收到你的这封信喔！（当然啰，信的内容就要每年变
一变啦！）
例题二：假如你每隔五分钟要去 check 你的一个名为 test.sh 的批次档一次，则：
[test @test test]# crontab -e
59 23 1 5 * mail pigpp < /home/test/lover.txt <==刚刚的那个指令还存在呦！
*/5 * * * * /home/test/test.sh <==新加入的一个排程！

注意到呦！那个 crontab 每个人都只有一个档案，就是在 /var/spool/cron 里面的
档案啦！还有两件事要注意一下：
(1) 指令的路径最好是下达绝对路径，这样比较不会找不到执行的档案
喔；
(2) 第一个数字 */5 表示『每五分钟执行一次』的意思！
例题三：假如你每个礼拜的星期五下午 4:30 要告诉朋友星期六的约会不要忘记，则：
[test @test test]# crontab -e
59 23 1 5 * mail pigpp < /home/test/lover.txt
*/5 * * * * /home/test/test.sh
30 16 * * 5 mail frend@test.domain.name < /home/test/frend.txt <==新加入的！

呵呵！这样很简单吧！如此就可以轻易的达到您所需要的例行性工作排程的安排
啰！
好了！那么我们要如何来查看使用者目前的 crontab 的工作排程呢？
[test @test test]# crontab -l <==这个 -l 是 L 的小写
# DO NOT EDIT THIS FILE - edit the master and reinstall.
# (/tmp/crontab.27683 installed on Thu May 30 13:38:38 2002)
# (Cron version -- $Id: crontab.c,v 2.13 1994/01/17 03:20:37 vixie Exp $)
59 23 1 5 * mail pigpp < /home/test/lover.txt
*/5 * * * * /home/test/test.sh

30 16 * * 5 mail frend@test.domain.name < /home/test/frend.txt

呵呵呵！其实这个显示的内容就是 /var/spool/cron/test 档案的内容啦！那么如何
删除排程呢？
[test @test test]# crontab -r
[test @test test]# crontab -l
no crontab for test

看到了吗？ crontab 『整个内容都不见了！』所以请注意：『如果只是要删除某
个 crontab 的工作项目，那么请使用 crontab -e 来重新编辑即可！』如果使用 -r
的参数，是会将所有的 crontab 数据内容都删掉的！千万注意了！

系统的 crontab 设定
这个『 crontab -e 』是针对使用者的 cron 来设计的，如果是『系统的例行性任务』
时，该怎么办呢？是否还是需要以 crontab -e 来管理你的例行性命令呢？当然不
需要，你只要编辑 /etc/crontab 这个档案就可以啦！有一点需要特别注意喔！那
就是 crontab -e 这个 crontab 其实是 /usr/bin/crontab 这个执行档，但是
/etc/crontab 可是一个『纯文字文件』喔！你可以 root 的身份编辑一下这个档案哩！
基本上， cron 这个服务的最低侦测限制是『分钟』，所以『 cron 会每分钟去读
取一次 /etc/crontab 与 /var/spool/cron 里面的数据内容』，因此，只要你编辑完
/etc/crontab 这个档案，并且将他储存之后，呵呵！那么 crontab 的设定就自动的
会来执行了！
注意：在 Linux 底下的 crontab 会自动的帮我们每分钟重新读取一次
/etc/crontab 的例行工作事项，但是某些原因或者是其它的 Unix 系统
中，由于 crontab 是读到内存当中的，所以在你修改完 /etc/crontab 之
后，可能并不会马上执行，这个时候请重新启动 crond 这个服务吧！
/etc/rc.d/init.d/crond restart
好了，我们来看看 /etc/crontab 这的档案的内容吧：
[root@test /root]# vi /etc/crontab
SHELL=/bin/bash
PATH=/sbin:/bin:/usr/sbin:/usr/bin
MAILTO=root
HOME=/
# run-parts
01

* * * * root

run-parts /etc/cron.hourly

02

4 * * * root

run-parts /etc/cron.daily

<==每天 执行的工作

22

4 * * 0 root

run-parts /etc/cron.weekly

<==每星期执行的工作

42 4 1 * * root
分 时日月周 使用者

run-parts /etc/cron.monthly
参数
指令

<==每小时执行的工作

<==每个月执行的工作

看到这个档案的内容你大概就了解了吧！呵呵，没错！这个档案与将刚刚我们下
达 crontab -e 的内容几乎完全一模一样！只是有几个地方不太相同：
•

MAILTO=root：是说，当 /etc/crontab 这个档案中的例行性命令发生错误时，
会将错误讯息或者是屏幕显示的讯息传给谁？由于 root 并无法在客户端中收
信，因此，我通常都将这个 e-mail 改成自己的账号，好让我随时了解系统的
状况！

•

01 * * * * root run-parts /etc/cron.hourly：在批注符号 #run-parts 这
一行以后的命令，我们可以发现，五个数字后面接的是 root 喔！没错，这一
行代表的是『执行的层级为 root 身份』当然啰，你也可以将这一行改写成其
它的身份哩！而 run-parts 代表后面接的 /etc/cron.hourly 是『一个目录内
（/etc/cron.hourly）的所有可执行档』，这也就是说，每个小时的 01 分，系统
会以 root 层级的使用者去 /etc/cron.hourly 这个目录下执行所有可以执行的档
案！后面的三行也都是类似的意思！你可以到 /etc/ 底下去看看，系统本来就
预设了这四个目录了！你可以将每天需要执行的命令直接写到 /etc/cron.daily
即可，还不需要使用到 crontab -e 的程序呢！方便吧！
注意：基本上 /etc/crontab 里头支持两种下达指令的方式，一种是直接
以 指令型态 下达，一种则是以『目录规划』来下达；
•

指令型态：
01 * * * * test mail -s test test < /home/test/test.txt
使用者是 test, 且在每个小时执行一次指令 mail ...

•

目录规划：
*/5 * * * * root run-parts /root/runcron
建立一个 /root/runcron 的目录，将要每隔五分钟执行的『可
执行档』都写到该目录下，就可以让系统每五分钟执行一次该目
录下的所有可执行档。

这样就可以晓得 run-parts 的用意了吧！此外，与 crontab -e 规划当中最不相同的就是
多了一个『使用者层级』的概念，通常我们都是以 root 的角度来规划例行性命令，
但是总有不需要 root 的指令吧！就可以使用这个层级来规范该程序的使用者属于谁
啰！
好！你现在大概了解了这一个咚咚吧！OK！假设你现在要作一个目录，让系统可以
每 2 分钟去执行这个目录下的所有可以执行的档案，你可以写下如下的这一行在
/etc/crontab 中：
*/2 * * * * root run-parts /etc/cron.min
当然啰， /etc/cron.min 这个目录是需要存在的喔！那如果我需要执行的是一个『程序』
而已，不需要用到一个目录呢？该如何是好？例如在侦测网络流量时，我们希望每五
分钟侦测分析一次，可以这样写：
*/5 * * * * root /usr/local/mrtg-2/bin/mrtg
/usr/local/apache/htdocs/mrtg/net/mrtg.cfg
没有了 run-parts 就是代表『一个档案』的意思啦！
如何！？建立例行性命令很简单吧！如果你是系统管理员的话，直接修改
/etc/crontab 这个档案即可喔！又便利，又方便管理呢！

安全的防护
•

资源分配不均：
当大量使用 crontab 的时候，总是会有问题发生的，最严重的问题就是『系统资源分
配不均』的问题，以我的系统为例， VBird 有侦测流量的信息，包括：
•
•
•
•
•

流量
区域内其它 PC 的流量侦测
CPU 使用率
RAM 使用率
在线人数实时侦测

如果每个流程都在同一个时间启动的话，呵呵！那么在某个时段时，我的系统会变的
相当的繁忙，所以，这个时候就必须要分别设定啦！我可以这样做：
[root@test /root]# vi /etc/crontab
1,6,11,16,21,26,31,36,41,46,51,56
2,7,12,17,22,27,32,37,42,47,52,57
3,8,13,18,23,28,33,38,43,48,53,58
4,9,14,19,24,29,34,39,44,49,54,59

*
*
*
*

*
*
*
*

*
*
*
*

*
*
*
*

root
root
root
root

........
........
........
........

<==那个 .. 代表你的指令

看到了没？那个『 , 』分隔的时候，请注意，不要有空格符！（连续的意思）如此一
来，则可以将每五分钟工作的流程分别在不同的时刻来工作！则可以让系统的执行较
为顺畅呦！
•

取消不要的输出项目：
另外一个困扰发生在『当有执行成果或者是执行的项目中有输出的数据时，该数据将
会 mail 给 MAILTO 设定的账号』，好啦，那么当有一个排程一直出错（例如 DNS
的侦测系统当中，若 DNS 上层主机挂掉，那么你就会一直收到错误讯息！）怎么办？
呵呵！还记得 BASH 与 Shell scripts 那一章吧！？直接以『命令重导向』将输出的结
果输出到 /dev/null 这个垃圾桶当中就好了！

•

安全的检验：
很多时候被植入木马都是以例行命令的方式植入的，所以可以藉由检查 /var/log/cron
的内容来视察是否有『非您设定的 cron 被执行了？』这个时候就需要小心一点啰！

本章习题练习
•

今天假设我有一个指令程序，名称为： ping.sh 这个档名！我想要让系统每三分钟执
行这个档案一次，但是偏偏这个档案会有很多的讯息显示出来，所以我的 root 账号
每天都会收到差不多四百多封的信件，光是收信就差不多快要疯掉了！那么请问应该
怎么设定比较好呢？

Linux 程序与资源管理
特别说明在线求助：
这部份真的太重要了！不希望大家老是到讨论区上面发问一些『可能会被碎碎念』的问题，所以这里再次的重复的强
调一次！
•

关于在线 Linux 指令查询：
基本上，使用 Linux 最好还是使用文字界面登入比较好！这是因为 X-Window 虽然对于新手来说，他的附加功能蛮强大的，
不过，如果单纯使用 X-Window 来使用 Linux 的话，那么跟使用 Window 有何不同呢？！（当然啰，如果您想将 Linux 作
为 DeskTop 的话，那就另当别论啰！）由于使用 X-Window 可能具备了很多的后遗症！这是因为 X-Window 只能算是
Linux 下的一套『软件』，并不是一套『操作系统』，所以 X-Window 对于你的系统的全部功能并不能完全的掌握，并且，
由于 X-Window 在 Run 的时候会耗用比较多的资源，这一点对于比较老旧的机器来说是很要命的！例如鸟哥的 P-166 来
来去去就只有 64 MB 的内存大小，如果一跑 X-Window 的话，那么我其它的网络服务可能就会有迟滞的情况发生....！基
本上，对于有心想要往 Linux 里面钻的朋友呀！还是希望您可以多多的使用文字界面来设定您所有的服务，这样您比较容
易清楚 Linux 的主要架构，并且，也能了解每一个指令与其相关的设定档案的相关位置，对于您往后的除错工作具有相当
大的帮助呦！所以啰，有鉴于『帮助节省系统资源』与『帮助使用者更加了解 Linux 系统架构』，这里鸟哥大力的推荐使
用文字界面来操作 Linux 咯！
基本上，比较常用的一般指令（尤其是档案与目录的建置方面的指令）已经在前几章讨论过了，有需要的或可以前往一观
呦！。另外一个最重要的地方是，在 Linux 主机上，已经内建各个指令的说明内容了，而且是很详细的在线说明，你可以
使用：
[root@tsai
[root@tsai

root]# man command <==command 为你欲查询的指令名称
root]# info command

在上表中，针对 command 这个指令你可以使用 man 或者是 info 来查询他的功能与说明，例如你要查寻 ls 这个指令时，
你可以输入： man ls 或 info ls 来查询一下！适当的利用在线查询对于你的英文及相关的指令功能有一定程度的帮助喔！
就鸟哥使用的情况来看，还是那句老话，『不要害怕看英文』，看久了还是 会懂得啦！因为鸟哥的英文也不好（其实是很
破），不过努力的看还是可以看的懂得呀！然后，通常我在开始玩 Linux 的时候，都是拿一本英文字典在旁边查...！
•

关于在线查询『参数设定档案结构』
此外，如果是一般的参数档案的话，应该如何查询其设定方式呢？！呵呵！就输入底下这个参数吧！
[root@tsai root]# man 5 passwd
[root@tsai root]# man passwd

呵呵！仔细的比较一下上面提供的两个指令，您会很轻易的发现两者的不同！怎么说不同呢？嘿嘿！第二个显示的其实是
/usr/bin/passwd 这个执行档的使用方法介绍，但是第一个加上参数 5 的时候，就自动的变成去查询 /etc/passwd 这个档案的
设定功能了！记得：『在 Linux 当中，使用 man 的时候，参数设定档的查询都是以 5 来设定的！』怎么会是 5 呢？如何
设定的，哈哈！那就需要来查看一下 man 这个咚咚的搜寻路径 (MANPATH) 了！
•

在线查看 man pages 的搜寻路径：
这里有个有趣的课题要来让大家想一想，我在查询指令的用法时，或者是查询参数档案的设定时， Linux 到哪里去找的
呀！？呵呵！就是到 MANPATH 这个变量当中搜寻的啰！那么 MANPATH 在哪里设定的呢？嗯！很容易找的到的，那就
是 /etc/man.conf 这个档案啰！在该档案中，当我们执行 man 的时候，系统就会一个一个的去查询 PATH ，就有点像我们
在执行某些执行档的时候一样！那么预设的 MANPATH 在哪里呀！？就是在：
•
•

/usr/share/man
/usr/local/man

上面这两个是大宗啦！好了，那么如果我安装了一个新的套件，是以 Tarball 安装在 /usr/local/newpackes 底下，而且我知
道该套件的 man pages 放在 /usr/local/newpackes 底下，那么我该如何让该目录可以被 MANPATH 查询到呢？很简单呀！
将该目录写入 /etc/man.conf 里头就可以啦！
•

Linux 主机内的文件数据：
基本上，你的 Linux 里面就已经具有相当多的文件数据了，只不过是原文的！好了，你知道该文件数据摆在哪里吗？！就
是在底下的目录当中啦！

•

/usr/share/doc

有空的话多到里头去看看！你会看到很多相关的信息呦！很棒的啦！
•

注意屏幕前面显示的讯息：
另外，很多错误讯息基本上都已经提供您解决的方案了！所以在发生错误的时候，请千万记得『读取一下您屏幕上显示的
错误讯息』吧！！这是最容易自救的方式！

•

留心 /var/log 里头的档案：
基本上， Linux 预设的情况中，已经将大大小小的事件都写入 log file ( 登入档 ) 当中了！这个时候如果您发现您的系统有
问题，嗯！到该目录下去查看一下，差不多都可以解决您的问题呢！留意留意！

Linux 多人多任务环境指令：
多人多任务
•

多人环境：Linux 最棒的地方就在于他的多人多任务环境了！那么，什么是『多人多任务』？！在 Linux 上面允
许不同的人使用，而且每个人都有其特殊的权限，只有一个人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那就是 root （系统管理
员），除了他之外，其它人都必须要受一些限制的！而每个人进入 Linux 的环境设定都可以随着每个然的喜好
来设定( 还记得我们在 BASH 那一章提过的 ~/.bashrc 吧！？对了！就是那个光！ )！咦！ Windows 也可以呀！
是没错呀！但是要晓得的是，您只能在 Windows 前面才可以进行『登入』的工作，也就是说，每次 Windows
仅允许一个人物登入！当然啰，Windows NT 也同样的具有这个多人多任务的功能！不过，由于 NT 实在是太耗
系统资源了，个人认为，还是比不上 Linux 或者是 Unix 家族的网络联机来的顺畅呢！

•

多任务行为：我想，使用过 Windows 的人绝对都会遇到这样的事情：『这个档案正在使用中，您无法开启这个
档案！』我哩勒！还得将正在执行当中的程序关掉之后才能开这个中间暂存档！！而且这个时候还只有我自己一
个人在使用呢??受不了??呵呵！ Linux 就不会这样啰！您可以同时在不同的画面，同时由不同的人（当然啰，有
的是经由 SSH 网络联机过来，有的是直接在屏幕前面的朋友啰！）使用『同一个档案』，不论是开启或者是修
改，只要您有权限，（还记得前面说过的档案权限的数据吧？！忘记了？回头复习去吧！！）就可以使用该档
案！！这个东西可有用的紧！由于鸟哥是很常使用程序的（就是 Fortran 啦，吃饭的工具！），而由于我们有一
部主机专门用来工作的，所以配备比较高档一点（双 PIII 的 CPU），那么我就可以同时的进行两个 compiler
的程序，而且还不会互相的影响，并且资源分配的还蛮均匀的！哈哈！又舍弃掉 Windows 的耗费资源的咚咚，
唉呦?怎么会跑得这么顺畅呀！爽毙了！！

•

七个基本窗口：在 Linux 当中，预设提供了六个文字界面登入窗口，以及一个图形界面，你可以使用
[Alt]+[F1].....[F7]来切换不同的终端机界面，而且每个终端机界面的登入者还可以不同人！很炫吧！不像
Windows 一次只能在屏幕前登入一个人！！这个东西可就很有用啦！尤其是在某个程序死掉的时候！

•

杀掉程序：以前的鸟哥笨笨的，总是以为使用 Windows 98 就可以啦！后来，因为工作的关系，需要使用 Unix
系统，想说我只要在工作机前面就好，才不要跑来跑去的到 Unix 工作站前面去呢！所以就使用 Windows 连到
我的 Unix 工作站工作！好死不死，我一个程序跑下来要 2~3 天，唉?偏偏常常到了地 2.5 天的时候， Windows
98 就给他挂点去！当初真的是给他怕死了??后来因为换了新计算机，用了随机版的 Windows 2000 ，呵呵，这东
西真不错（指对单人而言），在当机的时候，他可以仅将错误的程序踢掉，而不干扰其它的程序进行，呵呵！从
此以后，就不用担心会当机连连啰！不过， 2000 毕竟还不够好，因为有的时候还是会死当！！那么 Linux 呢？
哈哈！更棒了，几乎可以说绝对不会当机的！因为他可以在任何时候，将某个被困住的程序杀掉，然后在重新执
行该程序而不用重新开机！够炫吧！那么如果我在 Linux 下以文字界面登入，在屏幕当中显示错误讯息后就挂
了?动都不能动，该如何是好！？这个时候那预设的七个窗口就帮上忙啦！你可以随意的再按 [Alt]+[F1].....[F7]
来切换到其它的终端机界面，然后以 ps -aux 找出刚刚的错误程序，然后给他 kill 一下，哈哈，回到刚刚的终端
机界面！恩?棒！又回复正常啰！

•

CPU 的工作问题：在早期玩 Windows 98 的朋友应该都晓得的是，Windows 98 预设 CPU 是『一直全速在跑
的』，也不能这样说啦，应该说 windows 98 的 CPU 是一直在通电的！连没有工作的时候，他的 CPU 使用率还
是可以到达 100% ，所以容易造成 CPU 过热当机的问题！这个情况虽然可以在 NT 获 2000 中得到解决，或者
可以加灌 CPU 省电软件来降低温度，但是仍然是怪怪的！而在 Linux 当中根本就没有这个问题， CPU 没有使
用，就不会有通电，哈哈！省电又没有高热呦！不然您可以瞧一瞧咱们这个网站的 CPU 使用率，除了 WWW
在线人数过多的时候会冲到 30% 左右之外，其它时候可是低低的呦！

背景执行

•

另外一个功能，就是『背景执行』的功夫了。当你输入
[root@tsai

root]#

cp

file1

file2

&

这一串指令的时候，表示将 file1 这个档案复制为 file2 ，且放置于背景中执行，也就是说执行这一个命令之后，
在这一个终端接口仍然可以做其它的工作！而当这一个指令（ cp file1 file2 ）执行完毕之后，系统将会在您的
终端接口显示完成的消息！很便利喔！
多人多任务的问题
•

多人多任务确实有很多的好处，但其实也有管理上的困扰，因为使用者越来越多，将导致你管理上的困扰哩！另
外，由于使用者日盛，当使用者达到一定的人数后，通常你的机器便需要升级了，因为 CPU 的运算与 RAM 的
大小可能就会不敷使用！

好了！废话说完了！开始来谈一谈几个常用的指令吧！

背景工作管理：
有时后我们并不是一定要在屏幕前进行工作的，尤其是某些朋友特别不喜欢同时开启多个窗口，会容易搞混掉！这个
时候就需要使用到背景工作管理的一些指令啰！这些指令是需要同时使用的！如 &, [Ctrl]+z, bg, fg, jobs, 与 kill 等等！
此外，最主要利用到『背景工作』的使用者通常是怎么回是呢？『就是当您的主机已经被限制使用者仅能同时登入一
次』的时候，也就是说，你无法用两个窗口登入到同一部主机，可以做的到吗？可以呀！目前很多的主机为了节省系
统资源，就是这样搞的，然而这个时候万一您要进行很多工作的时候，要怎么办？！阿！伤脑筋呀！还好！在 Linux
里面支持了很多这方面的事情！我们可以这样做呢！ ^_^
学习本章的时候会使用到部分的命令重导向，所以请前往 BASH SHELL 阅读一番！

•

&
语法：

[root @test /root ]# command &
参数说明：
范例：
[root @test /root]# find / -name testing & <==将该执行程序丢到背景执行
[root @test /root]# fg
<==将该程序叫回屏幕前执行

说明：
如果想要让屏幕中的工作( command )在背景底下执行的时后，就使用 & 吧！不过，由于是背景执行的，所
以该程序的输出并不会显现在屏幕上，所以需要特别留意输出的信息的管线重导的问题呦！另外，如何将该
程序叫回来屏幕上面执行呢？就使用 fg 即可！当然啰，也可以使用 [Ctrl]+z 来将目前正在进行当中的工作
丢到背景底下！那么摆在背景底下执行有何好处呢？！最大的好处就是不怕被『 [Ctrl]+c 』这个中断指令来
中断了！！

•

[Ctrl]+z
语法：

[root @test /root ]# command
[root @test /root ]# ^Z

<==按下[Ctrl]加上 z 键

参数说明：
范例：
[root @test /root]# vi .bashrc
^Z
<==在 vi 当中的一般模式中键入[Ctrl]+z
[1]+ Stopped
[root @test /root]#

vi .bashrc

<==这里会显示将数据丢到背景当中了！

说明：
如果你正在进行 vi ，而且是在编辑一个重要数据文件，但是偏偏你想起有的程序需要留意，因此需要退出
vi ，不过，你并不想这个时候储存退出 vi ，那么该如何是好呢？！就将资料丢到背景里面去吧！以上面的
例子来说明，当你在执行编辑 /root/.bashrc 这个档案时，想要暂时离开，那么就直接在 vi 的『一般模式』
当中输入[Ctrl]加上 z （小写）按键，，那么系统就会告诉你『工作项目 [1] 在背景当中，而其状态为
[Stopped]亦即是停止的状态！』，并且会离开 vi 进入到 command line 当中，等待使用者输入指令！这个咚
咚很好用的呦！那如果想要回到 vi 呢？！呵呵，就需要使用 jobs 配合 bg 或 fg 啰！

•

jobs
语法：

[root @test /root ]# jobs
参数说明：
范例：
[root @test /root]# vi .bashrc
^Z
[1]+ Stopped
[root @test /root]# jobs
[1]+ Stopped

<==在 vi 当中的一般模式中键入[Ctrl]+z
vi .bashrc

<==这里会显示将数据丢到背景当中了！

vi .bashrc

<==显示有一个工作在背景下，状态为 停止。

说明：
刚刚我们提到的 & 与 vi 在背景下执行，那么你怎么知道目前你所进行的背景底下的工作有哪些呢？！很简
单，就是使用 jobs 就可以观察到啦！以上式为例，使用 jobs 就可以知道目前的背景中工作项目有 vi .bashrc
这一项！那个中括号（[]）里面的数字就是 jobs 的代号啰！

•

fg 与 bg
语法：

[root @test /root ]# fg %number
[root @test /root ]# bg %number
参数说明：
%

：后面接数字，表示 jobs 的工作代号

number ：就是工作代号
范例：
[root @test /root]# find / -name test
^Z
[1]+ Stopped
find / -name testing
[root @test /root]# vi .bashrc
^Z
[2]+ Stopped
[root @test /root]#
[1]- Stopped
[2]+ Stopped
[root @test /root]#
[root @test /root]#
[1]- Running
[2]+ Stopped
[root @test /root]#
进入 vi 画面啰！

vi .bashrc

<==这里会显示将数据丢到背景当中了！

jobs
find / -name testing
vi .bashrc
bg %1
jobs
find / -name testing &
vi .bashrc
fg %2

说明：
OK！那么如何来了解 jobs 的背景（bg）与前景（fg）的管控呢？！这里请注意啰！这个 bg 是将『背景当
中的程序由 stopped 变成 Running 』的一个手段，至于 fg 『则是将背景中的指令移到屏幕上来动作』，那
你怎么知道你的背景当中有多少的工作（jobs）在进行呢？！就是执行 jobs 来看看背景程序的代号啰！然后
以 bg %number 来将资料在背景中执行，而 fg %number 则是将代号为 number 的程序移动到屏幕前面动作！

•

kill
语法：

[root @test /root ]# kill -sigal %number
参数说明：
%number ：背景工作的代号，可使用 jobs 查询
signal
-1 ：重新读取一次参数设定档(类似 reload )
-2

：使用者中断该工作，类似 [Ctrl]+c 来中断一个工作

-9

：立刻杀掉一个工作，不论该工作是否为僵尸程序

-15 ：停止一个工作（这是默认值）
范例：
[root @test /root]# jobs
[1]+ Stopped
vi .bashrc
[root @test /root]# kill -9 %1

说明：
如果想要直接杀掉背景工作中的项目，可以直接输入 kill 来杀掉！但是由于预设是将该程序停止而已，不见
得一定可以将该工作清除干净，因此需要送出一个讯号，告诉系统你就是要砍掉该程序！这个时候就使用
kill -9 吧另外， -15 称为 terminal ，是以一般的正常程序砍掉一个 jobs ，而 –9 有『强制终止』的意思，
所以可以控制殭尸程序。

程序与资源管理：
终于来到最严重的系统管理员的担心部分！一个被入侵的 Linux 系统最容易被修改的是什么？想必您一定有听说过所
谓的『木马程序』吧！所谓的木马程序就是以一些小指令，由背景执行的方式常驻在系统当中，而当你的系统被 入侵
者入侵之后，对于您 Linux 主机上面的信息，呵呵！就是由这些木马程序传送到入侵者手中的！所以啰！良好的管理
程序的习惯，也是系统管理员必须要做的功课呢！好了！我们必须要了解的 是『什么是程序』呀！？说穿了，这也没
有什么好神秘的，『程序就是您在执行或者启动一个事件的时候，系统会发给他的一个执行序！』换句话说，当您启
动了一 个指令或者是 shell 的时候，系统就会给这个事件或者是 shell 一个代码，而如果有任何的其它服务要使用到你
目前这程序的资源时，就会自动的跑来了解一下您的 PID （ process ID, 就是程序序啰！），底下我们使用 ps 与 top
这两个最常用来观察系统程序工作状态的指令来了解一下什么是程序啦！
另外，我们还得需要来了解一下，什么是『父程序, PPID』与『子程序, child precess』呢？！呵呵！说穿了也没有什么
了不起！就是『子程序是由父程序执行而得的一个程序，当子程序死掉时，父程序通常不会被影响，但是当父程序死
掉时，则所有子程序将一并结束！』常常很多朋友都在反应：『唉呦！我的 sendmail 怎么关都关不掉，真是见鬼了！』
呵呵！这个时候您就得告诉他啰：『唉呦！你关掉的不是父程序呀！只是一些子程序，由于父程序还存活着，所以子
程序就会不动的涌出啰！』

•

ps
语法：

[root @test /root ]# ps -aux
参数说明：
a

:选择所有的程序列出

u

:所有使用者的程序均列出

x

:所有 tty 的程序列出

范例：
[root @test /root]# ps -aux
USER
PID %CPU %MEM
VSZ
root
1 0.0 0.1 1384
root
2 0.0 0.0
0
root
3 0.0 0.0
0
root
4 0.0 0.0
0
root
5 0.0 0.0
0
root
6 0.0 0.0
0
root
130 0.0 0.0
0
root
131 0.0 0.0
0

RSS
468
0
0
0
0
0
0
0

TTY
?
?
?
?
?
?
?
?

STAT
S
SW
SWN
SW
SW
SW
SW
SW

START
Mar31
Mar31
Mar31
Mar31
Mar31
Mar31
Mar31
Mar31

TIME
0:05
0:00
0:00
0:11
0:00
0:00
0:00
0:01

COMMAND
init [3]
[keventd]
[ksoftirqd_CPU0]
[kswapd]
[bdflush]
[kupdated]
[kjournald]
[kjournald]

root
root
root
........

132
133
482

0.0
0.0
0.0

0.0
0.0
0.2

0
0
1444

0 ?
0 ?
528 ?

SW
SW
S

Mar31
Mar31
Mar31

0:03 [kjournald]
0:12 [kjournald]
0:03 syslogd -m 0

说明：
这是用来查询目前主机环境中，在背景执行的相关程序！我通常使用『 ps -aux 』这个参数来列出所有的
信息以提供自己检查程序的问题！在上面的程序列出当中，说明如下：
•
•
•
•
•
•
•
•
•
•

USER：说明该程序是属于哪一个人的；
PID：该程序的代号；
%CPU：代表该程序使用了多少 CPU 资源；
%MEM：代表该程序使用了多少的 RAM ；
VSZ, RSS：占去的 ram 的大小（ bytes ）；
TTY：是否为登入者执行的程序？若为 tty1-tty6 则为本机登入者，若为 pts/?? 则为远程登入者
执行的程序
STAT：该程序的状态，( R )为可执行的，( S )为该程序正在睡眠中，就是没有执行了，( T )正在侦测
或者是停止了，( Z )僵尸程序，就是 zombie 死掉的程序啦！需要以 kill 除去啰！
START：该程序开始的日期；
TIME：该程序跑了多久的时间？
COMMAND：该程序的内容啦！

这是一个很有用的指令，尤其是在侦测系统的状态时！不过，这个程序也是入侵者最喜欢修改的执行程序了！
因为他可以写一个 script 来骗 root 呀！让某些木马程序没有办法显示出来～～重要的很！！善加利用吧！
此外，那个 PID 是挺重要的信息呦！因为在后面的 kill 就是藉由了解 PID 来进行程序的删除的动作的！

•

top
语法：

[root @test /root ]# top
参数说明：
在执行 top 的程序中，可以输入下面的字符以进行排序
A

：以 age 亦即是执行的先后程序进行排序

T

：由启动的时间排序

M

：以所占的 memory 的大小排序

P

：以所耗用的 CPU 资源排序

范例：
[root @test /root]# top
11:55pm up 8 days, 7:40, 1 user, load average: 0.22, 0.14, 0.10
71 processes: 69 sleeping, 2 running, 0 zombie, 0 stopped
CPU states: 24.6% user, 3.7% system, 0.0% nice, 71.5% idle
Mem:
255892K av, 222300K used,
33592K free,
0K shrd,
48084K buff
Swap: 289128K av,
8184K used, 280944K free
110472K cached
PID USER
9898 root
4744 apache
9189 apache
9187 apache
9212 mysql
9888 root
4842 mysql
9218 mysql

PRI
9
14
14
10
9
12
10
10

NI
0
0
0
0
0
0
0
0

SIZE RSS
5976 5976
5312 5052
4520 4256
4544 4276
7280 4772
1064 1064
7280 4772
7280 4772

SHARE STAT
1364 S
3764 S
3752 S
3800 S
2716 S
832 R
2716 S
2716 S

%CPU
5.5
2.1
1.9
1.7
0.7
0.7
0.5
0.5

%MEM
2.3
1.9
1.6
1.6
1.8
0.4
1.8
1.8

TIME COMMAND
0:00 mrtg
0:16 httpd
0:01 httpd
0:01 httpd
0:00 mysqld
0:00 top
0:06 mysqld
0:00 mysqld

说明：
使用 ps 是一个不错的管理工具，但是 ps 毕竟不是动态的，若使用 top 的话，呵呵！可以用动态（每五秒
钟更新一次）的方式来侦测程序的进行！而且在程序进行中，还可以使用 P 来以 CPU 耗用资源排序、使用
M 来以 memory 占用大小排序等等，非常好用的管理工作！有空的话多以 man top 来玩一玩吧！

•

free
语法：

[root @test /root ]# free
参数说明：
-k

：以 KBytes 来显示内存

-m

：以 MBytes 来显示内存

范例：
[root @test /root]# free
total
used
free
shared
Mem:
255892
222076
33816
-/+ buffers/cache:
60732
195160
Swap:
289128
7572
281556

buffers
cached
0
49072
112272

说明：
另一个观看系统资源的就是使用 free 来检查目前内存的使用情况啰！在上面显示的是，我有 256 MB 的时
体内存，也有大约 270 MB 的 swap （就是虚拟内存啦！）大小。

•

sar
语法：

[root @test /root ]# sar [-u] [-r] 秒数 次数
参数说明：
-u

：看 CPU 使用的情况

-r

：看 memory 使用的情况

秒数：几秒钟观测一次？
次数：共观测几次
范例：
[root @test /root]# sar -u 1 3
12:10:28 AM
CPU
%user
12:10:29 AM
all
0.00
12:10:30 AM
all
0.00
12:10:31 AM
all
12.00
Average:
all
4.00
[root @test /root]# sar -r 1 3
12:11:11 AM kbmemfree kbmemused
12:11:12 AM
24416
231476
12:11:13 AM
24420
231472
12:11:14 AM
24392
231500
Average:
24409
231483

%nice
0.00
0.00
0.00
0.00

%system
0.00
0.00
1.00
0.33

%idle
100.00
100.00
87.00
95.67

%memused kbmemshrd kbbuffers
90.46
0
51068
90.46
0
51068
90.47
0
51068
90.46
0
51068

kbcached kbswpfree kbswpused
112536
281556
7572
112536
281556
7572
112540
281556
7572
112537
281556
7572

%swpused
2.62
2.62
2.62
2.62

说明：
鸟哥真的是很喜欢使用 sar 来看系统的资源呢！真的是太方便了！比较常用的是 CPU 与 RAM 的观察，当
然啰，还可以观察硬盘的 I/O 变化！！在上面的例子中，观察 CPU 的现象中，可以发现 CPU idle 的情况很
长！不错！另外，在 RAM 的观测中，比较常使用的是 %memused （使用的百分比）及 %swpused （虚拟
内存使用的百分比），很方便吧！一览无遗呦！事实上， VBird 也已经以 sar 来作为 MRTG 绘制图表的一
个工具，很是方便的！不过，比较麻烦的是， Mandrake 预设并没有安装这个套件，如果您有需要的话，可
以到相关网站上面下载 sysstat 这个套件呢！

•

kill
语法：

[root @test /root ]# kill -signal PID
参数说明：
那个 -signal 跟上面的 kill 一样：
-9

：杀掉该程序

-15 ：停止该程序！
范例：

[root @test /root]# kill -9 2380

说明：
要杀掉一个程序的时后，自然需要知道该程序的 PID 才行！另外，需要注意的是，由于很多的程序都有附
属关系，例如 sendmail 可能会同时开启相当多的程序在工作（如果邮件量很大的时后！）所以，如果砍掉
的是『子程序』是无法将整个程序杀掉的！而要知道该程序的代号（PID）自然就得善用 ps, top 等工具啰！
此外，您常常会发现在一些 scripts 里面，会写着 kill –1 PID 的字样，那个 –l 是让该 PID 重新读取一次设
定档的意思，最常发现在 syslogd 这个 daemon 呢！我们在后头再来提一提这个重要的咚咚！

•

uname
语法：

[root @test /root ]# uname [-apnr]
参数说明：
-a ：所有的系统信息均列出
-p ：列出 CPU 信息
-n ：列出 host name
-r ：列出 kernel 版本信息
范例：
[root @test /root]# uname -a
Linux tsai.adsldns.org 2.4.18 #2 Mon Mar 25 21:51:51 CST 2002 i586 unknown

说明：
想要知道你的系统信息吗？包括你的核心版本、主机名称、CPU 信息等等！使用 uname 就可以达到啦！另
外，如果对于你的 CPU 有兴趣的话，那么不妨在 /proc 底下看看：
[root @test /root
processor
:
vendor_id
:
cpu family
:
model
:
model name
:
stepping
:
cpu MHz
:
cache size
:
fdiv_bug
:
hlt_bug
:
f00f_bug
:
coma_bug
:
fpu
:
fpu_exception
:
cpuid level
:
wp
:
flags
:
bogomips
:

]# more /proc/cpuinfo
0
AuthenticAMD
5
9
AMD-K6(tm) 3D+ Processor
1
400.917
256 KB
no
no
no
no
yes
yes
1
yes
fpu vme de pse tsc msr mce cx8 pge mmx syscall 3dnow k6_mtrr
799.53

看到了吗？！马上就知道你的 CPU 的 type 啰！

程序的优先级： nice, renice,
好了！接着下来我们来谈一谈『我哪一个程序可以最优先被处理！？』呵呵！这是个很重要的课题！怎么说呢？因为
在你的系统当中，通常『同一个时间一定有多个程序会占用到 CPU 的资源，哪么那个程序比较重要，让 CPU 可以先
跑该程序，就是一个重要的课题了！』您说是吧！好了，如果您还记得 ps 这个指令的话，那么来看一看加入 ps -l 这
个功能所显示出来的讯息吧！
[root @test /root ]# ps -l
F S
UID
PID PPID C PRI NI ADDR
100 S
0 5624 5606 0 70
0
000 R
0 6944 5624 0 76
0
-

注意看到上面那些信息：

SZ WCHAN TTY
608 wait4 pts/0
769 pts/0

TIME CMD
00:00:00 bash
00:00:00 ps

•
•
•
•
•

UID 代表执行者的身份；
PID 代表这个程序的代号；
PPID 代表这个程序是由那个程序发展出来的，亦即是父程序；
PRI 代表这个程序『可被执行的优先级』越小越早被执行！
NI 代表这个程序的 nice 值！

好啦！这里有两个奇怪的信息，一个是 PRI 一个是 NI 这两个鬼东西！嗯！ PRI 还容易理解，就是该程序被 CPU 执
行的先后顺序啦！所以当 CPU 忙线中的时候，那么 PRI 值月小的就会被越快执行！那么 NI 是什么？呵呵！那个就是
nice 值啦！那么什么是 nice 值呢？就是『系统可被执行的修正数值！』如前面所说的，由于 PRI 是越小越快被执行，
而由于我们加入 nice 值之后，将使得 PRI 变为：
•

PRI(new) = PRI(old) + nice

呵呵！如此一来，则当 nice 值为负值的时候，那么该程序将会提前被执行！就是变的优先处理啰！这个概念需要特别
的注意！另外，这里也需要注意的是：『只有具有 root 权限的身份者，可以将程序的 nice 调为负值』一般而言，我们
可以这样说：
•
•

一般使用者可用 nice 值 ： 0 ~ 19
root 管理员可用 nice 值： -20 ~ 19

没错！就是这样！底下我们来谈一谈，如何在：
1. 程序一开始就给予一个 nice 值；与
2. 改变正执行中的程序之 nice 值

•

nice
语法：
[root @test /root ]# nice [-n number] command
参数说明：
-n ：就是后面那个 number 即为 nice 值！
范例：
[root @test /root]# nice -n -5 find / -name core > /tmp/core

说明：
就如同前面说的， nice 是用来调整程序的执行优先级！这里只是一个执行的范例罢了！通常什么时候要将 nice
值调大呢？
•

•

一些非重要的程序之进行：例如备份工作！由于备份工作相当的耗系统资源，这个时候就可以将备份的指
令之 nice 值调大一些，可以使系统的支持分配的更为公平！

renice
语法：
[root @test /root ]# renice [number] PID
参数说明：
范例：
[root @test /root]# ps -aux
[root @test /root]# renice 5 234

说明：
这个 renice 的功能就不太一样了！由于 renice 是『将一个正在进行当中的程序的优先级降低』，所以必须要：
先取得该程序的 PID 才行！
所以啰，通常 renice 都与 ps 相互配合才对！先找处某个程序的 PID 之后，才来重新的设定其 nice 值！

讯息管理：
想要知道开机的时候 Linux 侦测主机的讯息吗？想知道目前有哪些人在你的机器上吗？想知道目前的时间吗？！想了
解最近某个人登入的时间吗？！嗯！这都需要使用到一些讯息管理的程序呦！像是 last, who, dmesg 等等！

•

dmesg
语法：

[root @test /root ]# dmesg
参数说明：
范例：
[root @test /root]# dmesg | more

说明：
在开机的时候你会发现有很多的讯息出现吧，例如 CPU 的形式、硬盘、光盘型号及硬盘分割表等等。但是
讯息都是『刷』的一声就跑过去了！这些讯息有时候对于系统管理员是很重要的，因为他提供了系统的信息
呀！要看这些讯息你可以用 dmesg 这个指令来观看！加上 |more 的原因是因为讯息太多了，所以可以加入
这个管线指令来使画面暂停！

•

uptime
语法：

[root @test /root ]# uptime
参数说明：
范例：
[root @test /root]# uptime
11:27pm up 9 days, 7:12,

1 user,

load average: 0.07, 0.12, 0.14

说明：
知不知道你的 Linux 主机已经开机多久了？还有，过去 1, 5, 15 分钟的系统平均 loading 是多少呢？呵呵！
使用 uptime 就对了！在上面的例子中，执行 uptime 之后，显示目前时间是 11:27pm, 而系统已经开机了 9
天又 7:12 之多，目前有一个使用者在在线，过去 1, 5, 15 分钟系统平均负荷为 0.07, 0.12, 0.14！

•

who &
语法：

w

[root @test /root ]# who
[root @test /root ]# w
参数说明：
范例：
[root @test /root]# who
root
pts/0
Aug 2 20:43
[root @test /root]# w
8:48pm up 4 days, 5:08, 1 user, load average: 0.00, 0.00, 0.00
USER
TTY
FROM
LOGIN@
IDLE
JCPU
PCPU WHAT
root
pts/0
192.168.1.2
8:43pm 0.00s 0.38s
?
-

说明：
这是用来视察目前在系统上的使用者指令，你也可以使用 w 这个指令来下达动作。基本上，who 与 w 的功
能是相同的，只是 who 仅列出使用者名称与登入时间，至于 w 则会列出使用者的
•
•
•

来源地址（IP）：就是 FROM 那一项即是 IP；
登入时间：即是 LOGIN@ 那一项；
工作项目：就是 WHAT 那一项！

此外，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在使用 w 的时候，开头会有一个讯息，『 8:48m up 4days ....』那个是
uptime 的输出结果！

•

whoami
语法：

[root @test /root ]# whoami
参数说明：
范例：
[root @test /root]# whoami
test

说明：
如果您是一位称职的系统管理员，那么您应该晓得尽量不要使用 root 登入系统这件事吧！那么如何管理系
统呢？！可以使用 su 或者是 sudo 来管理啊！通常我是比较习惯使用 su 啦！ OK！那么您已经是 root 的身
份了，不过，可能由于执行程序的关系，常常会忘了到底自己的真实身份，这个时候 whoami 就可以解救你
啦！如上面所示，虽然我的身份是 root ，不过，实际上我是 test 的啦！使用 su 变换身份而已！！

•

last
语法：

[root @test /root ]# last
参数说明：
-number ：number 为数字，如果您的登入讯息太多了，可以使用这个指令！
范例：
[test @test /root]# last -5
test
pts/0
192.168.1.2
test
pts/0
192.168.1.2
test
ftpd21546
192.168.1.2
test
ftpd15813
192.168.1.2
test
pts/0
192.168.1.2
wtmp begins Tue Apr 2 01:12:26 2002

Tue
Tue
Tue
Tue
Mon

Apr
Apr
Apr
Apr
Apr

9
9
9
9
8

20:34
20:14
02:55
01:20
20:14

-

20:35
20:30
03:06
01:21
00:27

(00:01)
(00:15)
(00:10)
(00:00)
(04:13)

说明：
要知道有没有被入侵，常常使用的就是 last 这个指令啰！包括 ftp, telnet, ssh 都会被纪录在这个讯息当中，
不过目前是只有记录一个月的量！这个指令真的是不错用的！常常可以发现是否有不正常的人物登入信息呢！

•

date
语法：

[root @test /root ]# date [-s] [-R]
[root @test /root ]# date +[format]
参数说明：
-s

：用来设定 Linux 主机时间的参数，如果你的主机时间不对，用这个就对啦！

-R ：如果发现你的语系是中文的，在纯文字模式底下用这个试试看
+[format]
%a ：星期几
%b ：月份名称
%d ：日期
%y ：年份
：还有很多的参数，请使用 man 自行查询
范例：
[root @test /root]# date +%a" "%b" "%y
Wed Apr 02
[root @test /root]# date -s 04/10/2002

<==改变日期

[root @test /root]# date -s 02:02:00

<==改变时间

[root @test /root]# clock -r
[root @test /root]# clock -w

<==检查 BIOS 里面的时间
<==将目前 Linux 的时间写到 BIOS 里面去！

说明：
date 简单的用法是只能查看时间的，不过，更广义的用法是可以搭配很多种样式来进行时间输出的纪录！此
外，在 Linux 底下要更改时间，呵呵呵呵！也需要使用到 date 呦！不过，千万记得， date 改完时间后，还

要使用 clock 将时间记录在 BIOS 里面才算是完成了时间修改呦！

•

hostname
语法：

[root @test /root ]# hostname
参数说明：
范例：
[test @test /root]# hostname
test.adsldns.org

说明：
很简单吧！就是用来查看你主机名称的指令就是了！

关于网络校时： ntpdate
您或许偶而会发现这样的问题：咦！我的 Linux 主机怎么经过一段时间的运作之后，时间会跑掉？而且有的时候，还
会跑掉的蛮严重的！这是因为我们 Linux 系统的时间记录器与 BIOS 的时间记录器，可能与真实的、我们使用的时间
有点差异，这种差异在短时间内差异性并不明显，但若延长到一年、两年以上，那么日积月累下来，呵呵！时间差异
性甚至可以达到小时?因此，这个时候以网络上合法的而且具有公信力的时间服务器( time server )来校正你的 linux 主机
时间，就有其必要性啰！那么该如何校正呢？很简单啦！由于 time server 已经在网络上面可以找到啦，台湾地区可以
使用底下这一部 time server ：
time.stdtime.gov.tw
那么网络校时使用哪一个 port 呢？就是 123 这个 port ，而使用的软件就是 ntpdate 这一支程序！在 Mandrake 当中，
很抱歉的，预设还是没有安装这个套件，所以，请赶快将 CD 拿出来，放入 CDROM ，并且 mount 上他，然后以十八
章教的 RPM 程序安装他吧！之后就可以使用啰！
基本上，网络校时需要两个步骤：
1. 由 time.stdtime.gov.tw 取得最新的时间，并实时更新 Linux 系统时间；
2. 更改 BIOS 的时间。
所以整个方法只要执行两行即可搞定：
[root @test root]# ntpdate time.stdtime.gov.tw
[root @test root]# clock –w

如果还想要让系统自动去更新时间的话，哈哈！对啦！那个 /etc/crontab 不要忘记了！将底下这一行写入 /etc/crontab 当
中：
10 5 * * 0,3

root /usr/sbin/ntpdate time.stdtime.gov.tw; clock -w

这样一来，每星期三、日的五点，系统就会自动的去更新您 Linux 的时间啰！赞！

本章习题练习
1. 我今天想要查询 /etc/crontab 与 crontab 这个程序的用法与写法，请问我该如何在线查询？
2. 我要如何查询 crond 这个 daemon 的 PID 与他的 PRI 值呢？
3. 我要如何修改 crond 这个 PID 的优先执行序？
4. 我是一般身份使用者，我是否可以调整不属于我的程序的 nice 值？此外，如果我调整了我自己的程序的 nice 值到 10 ，是
否可以将他调回 5 呢？

5. 我要怎么知道我的网络卡在开机的过程中有没有被捉到？

Linux 开机流程分析
开机流程分析
开机不是只要按一下电源钮而关机只要关掉电源钮就可以了吗？有何大学问？话是这样没错啦，但是由于 Linux 是一
套多人多任务的操作系统，你难保你在关机时没有人在在线，如果你关机的时候碰巧一大群人在在线工作，那会让当
时在在线工作的人马上断线的！那不是害死人了！一些数据可以无价之宝哩！另外，与 DOS 环境不同的是， Linux 在
执行的时候，虽然你在画面上只会看到黑压压的一片，完全没有任何画面，但其实他是有很多的程序在背景底下执行
的，例如邮件程序、浏览器主机程序等，你如果随便关机的话，是很容易伤害硬盘及数据传输的动作的！所以在 Linux
下关机可是一门大学问喔
既然开机是很严肃的一件事，呵呵，那我们来了解一下整个开机的过程吧！好让大家比较容易发现开机过程里面发生
错误的地方，与解决之道！不过，由于开机的过程中，那个 Boot Loader 使用的软件可能不一样，例如 Mandrake 9.0
已经同时提供 Lilo 与 Grub 这两个开机管理程序，虽然 lilo 与 grub 的启动过程或许有点不太相同，但是他的原理则都
是一样的哩！这里我们先介绍较老牌的 Lilo 啰！ Lilo 是什么？！简单的说，他是 LInux LOader 的缩写，就是 Linux
开机时候载入的咚咚就对了！这东西可是控制了你的多重开机的命脉！底下的篇幅会再分别介绍这两套开机管理程序！
底下先开始来谈谈 Linux 是如何开机的呢？基本的流程为：
1. 加载 BIOS 的硬件信息；
2. 读取 MBR 的 Kernel Loader (亦即是 lilo, grub, spfdisk 等等)开机信息；
3. 加载 Kernel 的操作系统核心信息；
4. Kernel 执行 init 程序并取得 run-level 信息；
5. init 执行 /etc/rc.d/rc.sysinit 档案；
6. 启动核心的外挂式模块 (/etc/modules.conf)；
7. init 执行 run-level 的各个批次档( Scripts )；
8. init 执行 /etc/rc.d/rc.local 档案；
9. 执行 /bin/login 程序；
10.登入之后开始以 Shell 控管主机。
大概的流程就是上面写的那个样子啦，而每一个程序的内容主要是在干嘛呢？底下就分别来谈一谈吧！
•

寻找 BIOS 加载硬件信息：
稍微有 PC 硬件经验的人们大概都知道 BIOS ( Basic Input/Output Setup ) 的作用！他是第一个被加载计算机的数
据！你主机的 CPU 数据、开机顺序、硬盘大小、芯片组工作状态、PnP 的开启与否、内存的频率等等等...这都
记录在 BIOS 当中！所以啦，开机之后，系统会先去找这个东西；

•

可开机硬盘的 MBR 读取 Kernel loader：
再来呢？呵呵！当然就是硬盘的开机数据啰！由于个人计算机的系统在读完 BIOS 之后，会先去读取第一个开
机硬盘的第一个扇区（就是 master boot record, MBR 啰！），还记得这个 MBR 吗？嗄！忘记了？赶紧回到第二
篇好好的再复习一遍ㄋㄟ?。而这个扇区主要就是在记录开机的信息！还记得上面提到的 Lilo 及 grub 吧？他的
纪录就是在这里啰！所以啰，这个时候 Lilo 纪录的信息就会被读出来，系统并依 Lilo 的信息去不同的系统开机，
这也就是多重开机设定的地方啦。
好了，先再来回忆一下，如果你是以 grub 程序开机的话，那么在开机的时候会显示什么数据呢？呵呵！会显示
蛮多的开机选单，没错?就是『选单』，然后选择了你的选择项目之后，系统就会跑到该扇区去读取该操作系统
的核心啰！呵呵！所以一个好的 boot loader 会具有两个功能，就是：
•
•

选单功能 ( menu )
指向功能 ( pointer )

那么为何要有 loader 呢？我想，我们得先来探讨一下这个话题才行！要探讨之前先来了解一下，晓不晓得
Windows 与 Linux 的档案格式一不一样？！呵呵！当然不一样对不对，好了，那么再来说一说，请问，你的计
算机怎么知道你的硬盘的数据是什么系统？哈哈！那就是 loader 的主要功能啰！在你能使用系统之前，一定需
要加载核心对吧！？但是怎样让你的硬件认识核心呢？那就是 kernel loader 的主要功能了！所以这里需要提出的
是， Linux 的 loader ( lilo 或 grub ) 是可以认识 windows 的核心档案的，但是 Windows 的 loader 却不认识
Linux 的核心档案，因此，作为一个多重开机的设定 loader ，就无法使用 Windows 所提供的 loader 啰！由于需

要让系统认识你的 kernel ，因此，就需要 kernel loader 啦！这样想就对啦！
这一部份的信息我们在后续的章节会再提及！
•

载入核心( Kernel )：
好了，等我们在 grub 的选单中选择了 Linux 这个系统，然后主机跑到 Linux 所在的硬盘之下，就开始将他的核
心载入啰。在 Linux 的系统下，通常开机的核心都摆在 /boot 底下，因此，这个时候的 boot loader 就会到 /boot
去寻找相关的核心。我们的 kernel 名称通常就是 /boot/vmlinuz-xxxx 的格式，目前 Mandrake 9.0 的核心版本为
2.4.19，而 Mandrake 自行释出的版本为 2.4.19-16mdk ，所以，使用 uname –r 会出现 2.4.19-16mdk 呦！然后
MDK 9.0 预设核心档案就是： /boot/vmlinuz-2.4.19-16mdk 这一个！好了，载入这个档案再往下继续吧！

•

核心执行 init 并由 /etc/inittab 取得系统登入状态：
核心加载之后，由核心执行的第一个程序就是 /sbin/init 啰！而这个程序第一个目标当然就是确定主机是要以怎
样的情况登入！这个时候就必须要以 /sbin/init 来加载 /etc/inittab 的信息啦！而 Linux 共有几种登入模式呢？嗯！
这里似乎有需要说明一下 Linux 有哪些登入的状态！如果你进入 Linux 的 /etc/inittab 档案的话( 可以使用 vi 啦
)，你应该会看到如下的信息：
[root @test /root]# vi /etc/inittab
#

0 - halt (Do NOT set initdefault to this)

关机

#

1 - Single user mode

#

2 - Multiuser, without NFS (The same as 3, if you do not have networking) 多人但无网络

#

3 - Full multiuser mode 文字界面登入的多人系统

#

4 - unused

#

5 - X11

单人使用（系统有问题时候的登入状况）

系统保留
X-Windows 图形界面登入的多人系统

#
6 - reboot (Do NOT set initdefault to this)
#
id:3:initdefault:

重新开机

上面显示的就是目前可以登入的状态了（就是 run-level 啦！），共有 0?6 的登入状态，其中，我们比较常使用
的是 3 与 5 ， 因为我们需要 Linux 是多人多任务的情况，而较常登入的状态就是文字与图形界面啦！所以这
里需要设定成 3 或者是 5 ，千万不要设定成 0 或者是 6 喔！不然系统会一直直接重新开机或者是直接关机....预
设的系统登入在上面这个表格的最底下一行纪录着！就是『id:3:initdefault 』那一行！注意喔！因为 VBird 预设
是以文字界面来登入，所以才会是 3 ，如果你要改成图形界面登入的话（请确定你的 X-windows 没有问题），
那么就将 /etc/inittab 里面的上面那一行，将 3 改成 5 即可啰！
那么什么是『单人维护模式 ( run-level 为 1 )』？如果你有玩过 Windows 的话，那么你在开机的时候如果按下
F8 时，不是会出现一些什么『安全模式』啦、『正常开机』啦或『 MS-DOS 模式』等等的进入 Windows 的状
态吗？尤其是当你不正常关机的时候， Windows 预设就会以『安全模式』来启动 Windows 啰！Windows 的
『安全模式』几乎不加载一些复杂的模块，让你的 Windows 一定可以开机成功！那么 Linux 的维护模式状态即
是使用单人模式（ 就是 run_level 为 1 啦！）所以说， Linux 的登入情况是如何呢？呵呵！没错，就是在这里
载入的啦！
•

init 的第一个执行内容 /etc/rc.d/rc.sysinit ：
确定了登入状态之后，再来当然就是需要将主机的信息给他读进去 Linux 系统啰！而 Linux 系统的第一个数据
内容就是 /etc/rc.d/rc.sysinit 这个档案啦！如果你有空进入这个档案去看看的话，会发现这个档案的内容包括了=
=>设定预设路径（ PATH ）、设定主机名称、执行 /etc/sysconfig/network 所记录的网络信息、挂载 /proc 这个
保存在内存当中的主机基本讯息、以及其它几个 Linux 操作系统最基本的几个信息！大抵来说，他的基本工作
是：
1. 设定预设路径：( PATH )
2. 设定网络状态：系统会再去读取 /etc/sysconfig/network，并将该档案内的数据，如 NETWORKING,
FORWARD_IPV4, HOSTNAME, DOMAINNAME, GATEWARY, GATEWAYDEV 等等的设定读入系统中。
3. 启动系统的置换空间（简单的可以想成是虚拟内存）： swapping
4. 检查档案系统：这个时候系统会去检查一些可能会存在的目录，例如 /fsckoptions 与 /forcfsck 及 /fastboot
等等的目录，当你的系统有不正常关机的现象时（例如突然的断电等等），那么 Linux 将会自动的强制
去检查 root 的档案系统 （ checking root filesystems ）。简单的想一想，就好像是 Windows 系统下，当

你不正常关机时，在开机的过程中就会出现扫瞄硬盘的情况相同啦！
5. 周边设定与系统设定的参数 ( /proc )：在 Linux 或者是 Unix 系统中，你会在根目录中发现一个很奇怪的
扇区，那就是 /proc 啰！其实这个目录是记录在内存当中的，每次开机的时候就会被建置起来。他的主要
功能是记录主机的一些接口设备的最新数据状况！例如网络周边啦、输入输出 周边啦等等的。没事的话，
不要到里面乱砍喔！会有问题
6. 设定 Plug and Play ( PNP )的一些参数数据；
7. 清除 /etc/mtab ；
8. mount root 及 /proc 档案系统 ：好了，将一些数据都设定好之后，当然就是需要将数据写下来啰！这个时
候就会将 root 与 /proc 数据给他 mount 上档案系统啦！
9. 决定是否使用模块, 加载模块
10.检查档案系统 ：与前面相同的，当前面的 /fastboot 检查的旗标开启之后，就会以 fsck 检查你的其它扇
区啰！ ( 使用 fsck )
11.挂上其它档案系统
12.设定 console 字型
13.打开 quota
14.清除不必要的档案, 如 lock, pid
15.设定 clock
16.serial port 初始化
17.将开机讯息经由 dmesg 放入 /var/log/dmesg 中
如此一来，在 /etc/rc.d/rc.sysinit 就已经将基本的系统设定数据都写好了，也将系统的数据设定完整！而如果你想
要知道到底开机的过程中发生了什么事情呢？那么就使用第十六章学会的 dmesg 就可以知道啰
•

启动核心的外挂式模块 (/etc/modules.conf)：
由于我们的核心越来越聪明，所以呢，我们可以选择使用模块的型态 ( 这个在后面也会继续说明 ) 来进行驱动
程序的加载！那么如果系统原本找不到的模块 ( 例如早期的 via-rhine 芯片组 ) 就可以在这个档案里面
/etc/modules.conf 写入呢！

•

init 执行 run-level 的各个 scripts ：
由于不同的 run-level 所需要加载的模块并不相同，所以系统早就为不同的 run-level 设定了一些批次档( scripts )
来做这件事啰！而 run-level 早就在前面的时候以 /etc/inittab 当中取得啰！好了，如果你知道如何进入到
/etc/rc.d 的目录中的话，那么你将会看到该目录下应该有八个目录跟三个档案，目录 rc0.d ~ rc6.d 分别代表了各
个 run-level 的 scripts ！而在这些目录中的档案都是以 S 及 K ( 大写 ) 为开头的档案，并接两位数的数字与该
服务的名称所组合而成的！如下所示为 Mandrake 9.0 的 /etc/rc.d/rc3.d 的内容：
[root @test /root]# ll /etc/rc.d/rc3.d
total 0
lrwxr-xr-x
1 root
root
lrwxr-xr-x
1 root
root
lrwxr-xr-x
1 root
root
lrwxr-xr-x
1 root
root
lrwxr-xr-x
1 root
root
lrwxrwxrwx
1 root
root
lrwxr-xr-x
1 root
root
lrwxrwxrwx
1 root
root
lrwxrwxrwx
1 root
root
lrwxrwxrwx
1 root
root
lrwxr-xr-x
1 root
root
lrwxr-xr-x
1 root
root
lrwxr-xr-x
1 root
root
lrwxr-xr-x
1 root
root
lrwxr-xr-x
1 root
root
lrwxr-xr-x
1 root
root
lrwxr-xr-x
1 root
root
lrwxr-xr-x
1 root
root
lrwxr-xr-x
1 root
root

16
18
17
16
16
13
19
14
14
16
18
17
17
18
15
17
14
19
11

Oct
Oct
Oct
Oct
Oct
Oct
Oct
Oct
Oct
Oct
Oct
Oct
Oct
Oct
Oct
Oct
Oct
Oct
Oct

19
19
19
19
19
28
19
19
19
19
19
19
19
19
19
19
19
19
19

11:05
10:58
11:26
11:26
11:26
15:22
10:59
21:28
12:11
12:00
11:26
11:12
11:03
11:35
11:26
11:26
11:38
11:04
10:41

K55routed -> ../init.d/routed*
S03iptables -> ../init.d/iptables*
S10network -> ../init.d/network*
S12syslog -> ../init.d/syslog*
S20random -> ../init.d/random*
S40atd -> ../init.d/atd*
S40saslauthd -> ../init.d/saslauthd*
S55ntpd -> ../init.d/ntpd*
S55sshd -> ../init.d/sshd*
S56xinetd -> ../init.d/xinetd*
S75keytable -> ../init.d/keytable*
S80prelude -> ../init.d/prelude*
S85numlock -> ../init.d/numlock*
S89internet -> ../init.d/internet*
S90crond -> ../init.d/crond*
S95kheader -> ../init.d/kheader*
S99adsl -> ../init.d/adsl*
S99linuxconf -> ../init.d/linuxconf*
S99local -> ../rc.local*

在这个目录下的档案都是连结档，均指向到 /etc/rc.d/init.d 这个目录下，而这个 /etc/rc.d/init.d 目录则是以 Linux

的 rpm 安装方法时，设定一些服务的启动目录。举个例子来说，如果你要重新启动 sendmail 的话，而且你的
sendmail 是以 rpm 来安装的，那么下达 /etc/rc.d/init.d/sendmail restart 就可以直接启动 sendmail 啰！所以你即可
知道 /etc/rc.d/init.d 里面档案的主要功能！因此，当你的 run-level 内的 scripts 要启动哪写服务呢，呵呵！就将
档案连结到该 init.d 目录下的档案并加以启动即可啰！也就是说『当你以 文字模式 ( run-level=3 ) 启动 Linux
时，你的系统在经过 BIOS、 MBR、 Kernel、 init、/etc/rc.d/rc.sysinit 之后，就会进入 /etc/rc.d/rc3.d 来启动一
些服务』啰！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在 rc3.d (或其它目录下 rc0.d ~ rc6.d )目录中 S 开头的档案为执行该服务，
K 为开头的档案则是杀掉该服务的意思。那么那些数字代表的意义为何？那就是启动的顺序啦！例如 S12syslog
会比 S90crond 更早被执行呢！那么为什么要有这些顺序呢？这是有原因的！例如您的主机有要启动 WWW 好了，
那么您的网络设定应该要先启动才对吧！所以啰，如果 WWW 先启动，才驱动网络，那么 WWW 自然就一定
起不来啦！所以各项服务的启动顺序也是相当重要的！目前 Mandrake 当中，可以使用 chkconfig 来设定开机要
启动的服务选项呢！
•

init 执行 /etc/rc.d/rc.local
在 DOS 或 Windows 的系统中，对于 autoexec.bat 与 config.sys 这两个档案您应该不陌生吧？！这两个档案是
DOS 或 Windows 在完成开机之后，第一个要去读取的内容！那么 Linux 有没有该档案？！有的！在 Linux 系
统执行完了大部分的开机程序之后，接着下来就是要执行你的 Linux 主机的个人化设定啰！举个例子来说，由
于 Red Hat 7.2 预设是将 CDROM 视为一个模块启动的装置，因此你的 cdrom 将必须要加载两个模块之后才能
使用，分别是 modprobe cdrom, modprobe ide-cd 这两个指令！而如果你想每次都使用 cdrom 的话，那么你每次
开机都必须记得手动加载这两个模块！粉累耶....这个时候就可以将这两行指令加入到 /etc/rc.d/rc.local 当中去啰！
也就是说，不论你有什么需要在开机的时候写进去的指令，都可以在这里写入喔！ ( 通常为了避免麻烦，我们
都将开机完之后必须要做的几件事情，例如启动 NAT 主机的命令，使用 tarball 安装的一些软件的启动指令都
写在这个档案来，那么系统开机完成之后，你所需要执行的指令也都执行完毕啰！）
前面的步骤都被主机执行之后，开机的程序就已经完全的启动完毕了！也就是说，如果你已经有网络的服务启动
的话（通常在 /etc/rc.d/init.d 时就加载啰），那么你的主机已经在 Internet 上面提供服务了！所以根本就不需要
你登入 Linux 系统你的主机也能正确的提供相关的服务喔！

•

开机设定档 /etc/sysconfig
不过，在开机的过程中，到底使用了多少设定档呢？呵呵！使用最多的设定档大多放置在 /etc/sysconfig 这个目
录底下呢！来看一下 Mandrake 9.0 在这个设定档底下有哪些东西？
[root @test root]# ll /etc/sysconfig
total 100
-rw-r--r-1 root
root
-rw-r--r-1 root
root
-rwxr-xr-x
1 root
root
-rwxr-xr-x
1 root
root
drwxr-xr-x
4 root
root
-rw------1 root
root
-rw------1 root
root
-rw------1 root
root
-rwxr-xr-x
1 root
root
-rw-r--r-1 root
root
-rw-r--r-1 root
root
-rwxr-xr-x
1 root
root
-rwxr-xr-x
1 root
root
-rwxr-xr-x
1 root
root
-rwxr-xr-x
1 root
root
-rw-r--r-1 root
root
-rwxr-xr-x
1 root
root
drwxr-xr-x
5 root
root
drwxr-xr-x
2 root
root
-rwxr-xr-x
1 root
root
-rw-r--r-1 root
root
-rw-r--r-1 root
root
-rw-r--r-1 root
root
-rwxr-xr-x
1 root
root
-rw-r--r-1 root
root

511 Sep 19 17:48 alsa
239 Sep 19 17:48 autofsck
41 Oct 19 11:39 autologin*
36 Oct 19 11:35 clock*
4096 Oct 19 11:27 console/
35 Oct 19 11:35 drakconnect
29 Oct 19 11:35 drakconnect.adsl_pppoe
363 Oct 19 11:35 drakconnect.netc
275 Oct 19 11:47 i18n*
952 Sep 19 17:47 init
1407 Sep 19 17:48 installkernel
446 Aug 26 23:37 ipvsadm*
39 Oct 19 11:27 keyboard*
114 Oct 18 11:43 mouse*
53 Oct 19 11:39 msec*
0 Sep 17 22:16 msec.rpmnew
100 Oct 19 13:35 network*
4096 Oct 19 10:41 networking/
4096 Oct 19 13:36 network-scripts/
10 Oct 19 11:26 pcmcia*
153 Jul 25 2000 rawdevices
336 Jul 26 20:35 saslauthd
455 Aug 14 09:30 syslog
56 Oct 19 11:39 system*
337 Sep 19 17:48 usb

-rw-r--r--

1 root

root

41 Aug 22 18:11 xinetd

上面具有黄色字体的哪几个项目尤其重要！
•
•

•
•
•

clock 在设定我们 Linux 主机的时区，可以使用格林威治时间，也就是标准时间，也可以使用台湾的本地
时间 ( local )；
i18n 在设定一些语系的使用方面，例如最麻烦的文字接口下的日期显示问题！如果您是以中文安装的，那
么预设语系会被选择 big5 ，所以在纯文字接口之下，你的档案日期显示就会呈现乱码！这个时候就需要
更改一下这里啦！更动这个 i18n 的档案，将里面的 LC_TIME 改成 en 即可！！
Keyboard 与 mouse 就是在设定键盘与鼠标的形式；
network 可以设定主机名称，以及 GATEWAY 这两个重要信息呢！
至于 network-scripts 里面的档案，则是主要用在设定网络卡～这部份我们在网络架设篇才再次提到！

总之，这个目录下的档案都是很重要的啦！

变换预设的登入模式
刚刚在上面说了登入主机的方式最少有六种，不过常使用的是 run-level 3 的文字接口模式与 run-level 5 的图形接口模
式！如果你在安装的过程中选择了文字接口登入，但是后来却想以图形接口登入系统，应该怎么做？！简单的很！就
直接修改 /etc/inittab 这个档案的内容即可！如何做呢？！以 vi 或者是其它的文书编辑软件，进入 /etc/inittab 这个档案，
档案的内容有点像这样：
# Default runlevel. The runlevels used by Mandrake Linux are:
#
0 - halt (Do NOT set initdefault to this)
#
1 - Single user mode
#
2 - Multiuser, without NFS (The same as 3, if you do not have networking)
#
3 - Full multiuser mode
#
4 - unused
#
5 - X11
#
6 - reboot (Do NOT set initdefault to this)
#
id:3:initdefault:
# System initialization.
si::sysinit:/etc/rc.d/rc.sysinit
l0:0:wait:/etc/rc.d/rc
l1:1:wait:/etc/rc.d/rc
l2:2:wait:/etc/rc.d/rc
l3:3:wait:/etc/rc.d/rc
l4:4:wait:/etc/rc.d/rc
l5:5:wait:/etc/rc.d/rc
l6:6:wait:/etc/rc.d/rc

0
1
2
3
4
5
6

# Things to run in every runlevel.
ud::once:/sbin/update
# Trap CTRL-ALT-DELETE
ca::ctrlaltdel:/sbin/shutdown -t3 -r now
# Run gettys in standard runlevels
1:2345:respawn:/sbin/mingetty tty1
2:2345:respawn:/sbin/mingetty tty2
3:2345:respawn:/sbin/mingetty tty3
4:2345:respawn:/sbin/mingetty tty4
5:2345:respawn:/sbin/mingetty tty5
6:2345:respawn:/sbin/mingetty tty6

在上面的数据中，将 id:3:initdefault: 里头的 3 改成 5 ，那么在下次的登入时就会变成是图形接口啰！同理，要由图
形接口变成文字接口来登入时，也是将上面那行改成 3 即可！此外，不知道您有没有经验，在你的 Linux 主机当中，
Linux 共提供了六 个终端机接口与 一 个图形接口的登入点，你可以按下 『 Ctrl 』+ 『 Alt』 加上 『F1』 ~ 『F6』
功能键 来变换不同的文字接口登入点！至于图形接口则仅使用于『 Ctrl + Alt + F7 』这一个喔！不过，如果你只想要
提供四个文字接口呢？该如何是好？！呵呵！只要将上面的最后两行删掉，只剩下 1:2345:....至 4:2345:...，只剩下这四
行然后重新开机之后，你的 F5 与 F6 功能键的作用就会消失啰！就这么简单啦！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图形接口只有
一个，当你使用图形接口登入时，那么将直接进入 tty7 那一个图形接口的登入屏幕喔！而当你在 tty1 输入 startx 启动
X-Windows 时，你的控制权将会跑到 tty7 （就是在 F7 功能键），此时，若您的 X-windows 挂了！那么直接按下『
Ctrl + Alt + F1 』 回到 tty1 之后，直接删除该 X-Windows 的程序即可关闭 X-Windows 啰！很不错吧！

Lilo
好了，要开始来搞定 boot loader 啰！第一个介绍的事较老牌的 lilo 这个玩意儿！他算是最标准的 Linux boot loader 啰！
目前我的几部主机里面，用的也大部分都是他呢！Lilo 的设定与安装方面必需要分成两个步骤，分别是设定
/etc/lilo.conf 这个设定档，设定完毕之后，还必需要给他改写进去 MBR 或者是 Super block 才行！

•

设定档 /etc/lilo.conf
基本上， lilo 是加载 Linux 核心的重要开机数据的安装程序，他的参数设定档案就放在 /etc/lilo.conf 里头，那
么我们来看一看里面有什么设定参数吧，基本上他的设定参数有点像底下这样，可以分为两部分，一个是整体的
设定方面，一个则是每一个开机设定的核心档案：
[root @test linux]# vi /etc/lilo.conf
# 第一部份，整体的设定部分
prompt

<==强制出现 boot 的开机讯息啰！

Compact

<==可以整合一些读取的扇区，可以保持 map 较小，相当适合软盘开机时使用

delay=50 <==如果有多重开机的话，可以设定这个延迟时间，单位 0.1 秒
timeout=50 <==与 delay 有类似的关系！也是 0.1 秒，如果 5 秒内没有按键盘，直接以第一个 image 开机。
default=linux-2.4.18 <==如果开机的过程中，出现了 boot 之后，使用者没有动作，
则以此设定的核心开机，与底下的 label 需对应
boot=/dev/hda

<==Lilo 的开机信息写入到 /dev/hda 这颗硬盘的 MBR 当中。

map=/boot/map

<==用来说明 local 主机的地图信息啰！

install=/boot/boot.b <==关于开机区的讯息(boot sector)，不用理他没关系！
Linear

<==在较大容量的硬盘使用时，可以加入这一个参数试试看！

lba32

<==这个东西也是在大容量的硬盘使用时候会需要的参数！

password=1234567

<==设定密码！如果为了安全起见，可以设定您的 lilo 密码哩！

message=/boot/message <==那个 LILO 的讯息就是在里面出现的啦！
# 第二部分，个别的开机设定部分，一个 image 或 other 均代表一个开机设定！
image=/boot/vmlinuz-2.4.7-10
label=linux-2.4.7

<==核心档案啦！
<==请注意！label 前面以 [tab] 按键来作为分隔！

这个字眼则是显示在 boot 里头挑选项目。
initrd=/boot/initrd-2.4.7-10.img
read-only

<==开机扇区挂载为只读！这是预设状况，实际在
挂加载 Linux 系统时，会重新挂载成可写！

root=/dev/hda1
other=/dev/hdb1

<==挂载成 / 这个 root 目录的磁盘！
<==如果是『非 Linux 核心』就以 other 来设定

开机的磁盘扇区！
label=Windows2k
<==同样的要有 label 来表示这个开机扇区的名称！

注意一下上面那几个咚咚：
•

delay 与 timeout 的设定是 0.1 秒，所以 delay=50 表示延迟时间为 5 秒！

•
•

•

•

•

linear 与 lba32 通常用在 SCSI 或者是较大的硬盘，例如扇区超过 1024 磁道的硬盘，可以使用这个项目
来除错！不过，如果是小于 8GB 的硬盘，这两个东西有没有设定就没有什么影响了！
default 需要设定成底下几个 image 或者是 other 的 label 才成！这个地方最常被忘记！因为常常会记得修
改 label ，但是忘记跟着改变 default 的内容！此外，如果你想要修正开机预设的操作系统选项，在这里
改啦！
password 的用途在于安全防护方面，不过有个困扰，就是『如果你的计算机因为不正常关机（如断电后重
开）而在电源恢复的时候重新开机时，则会卡在这个阶段无法直接进入 Linux 系统』，因为你必须提供
password 才能继续的工作呀！
boot 显示的是开机的扇区选择！ 这里也蛮重要的，如果你想要安装在 MBR 里面的话，如同上面的书写
模式，就是写入 /dev/hda ，后面不要加上每个 partition 的代码！但是，如果你是想写入 Super Block ，例
如我想要写入的是 hda5 这个 Logical 的 partition 时，那么这里就必需要改写为 /dev/hda5 啰！所以，您
应该只要一看到这个 boot 后面接的内容，就会知道那个安装的扇区是 MBR 还是 Super Block 啰！
image 可以设定成多数个！如果你的 Linux 系统有多个核心档案的时候，例如我们刚刚编译完成的一个新
的核心，然而你又不想丢掉旧核心，就可以设定成两个不同核心的开机系统啰！

大致上就是这样吧！其它不明了是什么东西的选项，可以使用 man lilo.conf 来看看里头的设定！因为还有很多
开机时后需要加载的参数可以来设定一番呢！

•

以预设的 lilo.conf 新增一个开机档
好啦！为了测试一下您是否已经知道了 lilo.conf 的设定方式，所以我们来做个实验吧！请在您的『实验主机』
上面，不要在提供服务的主机上面完呦！否则死掉了不要怪我没警告您…我们先试图安装在 super block 上面好
了！以下面为例，黄色字体的部分是经过我的修改之后的结果，您的 /etc/lilo.conf 应该会长的跟我的差不多才是！

boot=/dev/hda1
map=/boot/map
vga=normal
default=linux
keytable=/boot/us.klt
prompt
nowarn
timeout=100
message=/boot/message
menu-scheme=wb:bw:wb:bw
image=/boot/vmlinuz
label=linux
root=/dev/hda1
initrd=/boot/initrd.img
append="devfs=mount"
read-only
image=/boot/vmlinuz
label=failsafe
root=/dev/hda1
initrd=/boot/initrd.img
append="devfs=nomount failsafe"
read-only
image=/boot/vmlinuz
label=linux-test
root=/dev/hda1
initrd=/boot/initrd.img
append="devfs=mount"
read-only

<==就给他新增加一个 label ，但是内容不变！

这样就设定好了！接着下来看一下怎么安装他吧！

•

安装 lilo
既然设定好了，自然就是要安装他啰！安装的方式很简单，直接输入 lilo 即可！
[root @test root]# lilo
Added linux *
Added failsafe
Added linux-test

<==有打星号的是『预设的开机设定档！』

看到没有！要像上面这样才是安装成功呦！如果出现了错误的讯息，那么肯定是有地方没有安装好！这个时候请
特别的再重新设定一次 /etc/lilo.conf 呢！有打星号的是『预设的开机设定档！』
而如果您还要看看更多的讯息，那么就需要这样：
[root @test root]# lilo -v
LILO version 22.3.2, Copyright (C) 1992-1998 Werner Almesberger
Development beyond version 21 Copyright (C) 1999-2002 John Coffman
Released 11-Jul-2002 and compiled at 21:48:42 on Aug 13 2002.
Reading boot sector from /dev/hda1
Using MENU secondary loader
Calling map_insert_data
Mapping message file /boot/message -> message-text
Calling map_insert_file
Boot image: /boot/vmlinuz -> vmlinuz-2.4.19-16mdk
Mapping RAM disk /boot/initrd.img -> initrd-2.4.19-16mdk.img
Added linux *
Boot image: /boot/vmlinuz -> vmlinuz-2.4.19-16mdk
Mapping RAM disk /boot/initrd.img -> initrd-2.4.19-16mdk.img
Added failsafe
Boot image: /boot/vmlinuz -> vmlinuz-2.4.19-16mdk
Mapping RAM disk /boot/initrd.img -> initrd-2.4.19-16mdk.img
Added linux-test
/boot/boot.0301 exists - no backup copy made.
Writing boot sector.

如果你需要更多的讯息，那么就使用『 lilo –v –v –v 』多一点 –v 就对啦！

•

一些问题的解决之道

好了！ lilo 安装完成之后，总是会有一些问题会发生吧！那么如何来解决问题呢？嗯！可以看一下底下的一些
解决之道：

•

•

•

•

•

•

我要如何选择不同的开机设定档？开机的时候我只看的到 boot: 而已?
开机之后，如果是以 lilo 来启动 kernel 时，那么他会出现 boot: 的字样，出现这个字样之后，马上按下
<tab> 按键，那么就会出现目前 lilo 所记忆的开机设定文件啰！然后在 boot 后面输入想要的开机档案，
就可以啰！
安装好了 Linux 之后，在开机的过程中却只出现『 LI 』就停止了！该如何是好？
这个问题可能发生的原因是 Lilo 没有设定好，或者是由于 Linux 安装在非 /dev/hda ( MBR )的硬盘之中，
解决的方法可以如下：
1. 用 Linux 光盘开机，然后在出现 boot: 处输入
linux root=/dev/hda1 （这个与你的 Linux 安装的 partition 有关）
顺利开机之后，以 vi 修改 /etc/lilo.conf 将
linear
这一行取消（如果没有这一行的话，那就在 lilo.conf 中加入吧！）然后执行
lilo
再取出光盘并重新开机试试看；
2. 进入 BIOS ，将硬盘的 mode 改成 LBA 试看看；
3. 将 Linux 往前面一点的扇区安装，例如你可能安装在 /etc/hdc1 ，那你可以重新安装 Linux 在
/dev/hda2 试看看
安装 Linux 完成之后，却是出现 010101... 等数字在屏幕上，无法进入 Linux ...
这个问题的发生很有可能是硬盘出了问题了！这个时候可以使用 fsck 来扫瞄啰！
1. 用软盘或者是光盘开机后，使用 fsck 这个硬盘修正软件扫瞄一下您的 root partition ，例如：fsck
/dev/hda1
2. 进入 BIOS ，将硬盘的 mode 改成 LBA 试看看；
我们知道 DOS 需要在第一颗硬盘的第一个扇区才能正常开机使用！那要是他并非在第一个扇区呢？例如
当 DOS 系统在 /dev/hdb1 （第一条排线的 slave ）？
解决知道就是以 lilo 修正磁盘的配置啦！如下所示来修改 /etc/lilo.conf
other=/dev/hdb1
label=DOS
map_drive=0x80
to=0x81
map_drive=0x81
to=0x80
然后再执行 lilo 写入 MBR 当中！
我不要玩 Linux 了，如何移除 lilo ？
只要以 Windows 的开机片开机，然后以 Windows 系统的 fdisk 下达：
fdisk /mbr
就可以将 Lilo 自 MBR 当中移除啰！
无法正常的进入 Lilo 怎么办？
这的时候开机片就很重要啦！使用开机片，在出现 boot: 的时候，输入
linux -s
就可以进入啦！这里请特别留意！那个 linux 指的是 label 呢！就像刚刚我们有三个 label ，分别是 linux,
linux-test 与 failsafe ，那么如果我要以 linux-test 这个开机设定文件的单人维护模式登入，就必需要改写
成
linux-test –s
linux-test single
请特别留意！！

Grub
grub 是较新的 boot loader 程序，他具有相当多的优点，这里不一一列举啦！无论如何， lilo 能做的， grub 几乎都可
以做的到，包括选单、密码、指向等等的功能！不过， grub 比 lilo 要先进的几点是：
1. 他可以让您在开机的时候『自行编辑与修改开机设定项目』，有点像是 bash 的指令模式；
2. 他可以自动『动态寻找设定文件』，亦即他可以依据 /boot/grub/menu.lst 的设定而改变其设定！因此，修改设定
只要改 /boot/grub/menu.lst 即可，不需要再重新安装 grub ！

很棒吧！不过，在设定底下的工作之前，请先确认您的 grub 这个套件已经安装上来来！如果还没有安装的话，那么先
查阅一下 RPM 的安装方法再说！底下假设 grub 这个套件已经安装在您的主机上啰！

•

设定档 /boot/grub/menu.lst
Grub 的设定档也很简单，就是 /boot/grub/menu.lst 这个档案，请注意，那个 lst 是 L 的小写呢！如果有兴趣的话，
可以使用 info grub 好好的去看一下他的所有功能，底下仅列出一些我们常用的功能与设定而已喔！
•

关于硬盘的代号：
在 grub 里面，有一点是比较让人觉得不适应的，那就是他的硬盘代号与 lilo 还有 Linux 传统的代号不一
样～他的代号主要有点像这样：
(hd0,0)

hd 指的是 IDE 的硬盘，而里面的 0,0 代表什么呢？第一个 0 代表他是第一个 IDE 的 master ，而第二个
0 代表他是第一块 partition 的代号，所以呢，这个代号就是 hda1 啦！所以，我们可以得到底下这个对应
表：
Lilo

装置

Grub

IDE1 master

hda, hda1, hda2

(hd0), (hd0,0), (hd0,1)

IDE1 slave

hdb, hdb1, hdb2

(hd1), (hd1,0), (hd1,1)

IDE2 master

hdc, hdc1, hdc2

(hd2), (hd2,0), (hd2,1)

IDE2 slave

hdd, hdd1, hdd2

(hd3), (hd3,0), (hd3,1)

这里需要先记忆一下啰！

好了，那么将我的 menu.lst 列出来一下吧先！
[root @test root]# vi /boot/grub/menu.lst
timeout 10

<==多久之后键盘没有动静，就直接以 default 的设定开机，这里是秒数！

Color black/cyan yellow/cyan

<==设定颜色的参数

i18n (hd0,0)/boot/grub/messages

<==设定 i18n 多国语系的讯息提示

keytable (hd0,0)/boot/us.klt
Default 0

<==设定键盘形式，通常使用美规的键盘即可！
<==预设的开机选项，依照底下的排序，第一个为 0 ！

title linux
<==这是第一个开机设定档，亦即排序为 0 号！
kernel (hd0,0)/boot/vmlinuz root=/dev/hda1 devfs=mount
initrd (hd0,0)/boot/initrd.img
<==上面两个则是开机设定档的基本内容，分别是
核心档案所在地与 Ramdisk 的设定内容！
title failsafe
<==这是第二个开机设定档，亦即排序为 1 号！
kernel (hd0,0)/boot/vmlinuz root=/dev/hda1 devfs=nomount failsafe
initrd (hd0,0)/boot/initrd.img
title windows
chainloader (hd1,0) +1

•

default 与 title 的计算方式：
基本的说明已经在上表当中了，这里需要在说明的是关于 default 开机档的计算。如果今天我有四个开机
设定档，那么 default 算的是什么呢？就是『排序』啦！假如我底下依序出现的设定档 title 分别是 linux,
linux-test, windows, failsafe 的话，那么开机的时候， grub 的选单就会显示：
linux

•

linux-test
windows
failsafe
其中，linux 就是 0 ，而 failsafe 就是 3 ，如果您要调整开机时后的选单顺序，就在 /boot/grub/menu.lst
修改一下他们的顺序即可！但是记得 default 要跟着变，因为他也是依据排序而变的呦！这点请不要忘记
了?
title 内容的设定方式：
基本上，如果是一般的硬盘环境中，我们仅需要两行就可以设定好 title 的内容了，分别是：
root
[开机根目录 / 所在的磁盘代号]
kernel [开机档案的所在地完整档名] [root=/dev/硬盘代号]
范例：
root
(hd0,0)
kernel /boot/vmlinuz-2.4.19-16mdk root=/dev/hda1
设定上面就是这样而已！所以，开机完毕之后，请将您的 kernel 文件名称(完整档名)与开机的根目录所在的
磁盘代号记忆一下，那么下次就可以手动设定开机设定项目呢！但如果是 windows 方面的设定时，那就直接
使用 chainloader 这个项目即可，有点像这样：
chainloader [硬盘代号] +1
范例：
chainloader (hd1,0) +1

•

安装 grub 在系统中
要安装 grub 跟 /boot/grub/menu.lst 并没有相关性！因为刚刚我们就提过了， grub 为动态去搜寻设定文件的，所
以写入 MBR 或 super block 时，并没有将 menu.lst 写入ㄋㄟ?好了，那我们就来安装看看吧！安装的方式主要也
是分为安装在 MBR 与 super block 呢！底下我们就来谈谈这两种安装的方式：基本上的动作就是：
•
•
•

使用 root [磁盘代号] 选择开机根目录 / 所在磁盘代号；
使用 setup [磁盘代号] 选择 MBR 或 Super block 直接安装进去！
使用 quit 就可以离开 grub 了！

[root @test root]# grub
# 先安装在 Super Block 底下试看看：
grub> root (hd0,0)
<==这里输入我要的 root 硬盘扇区！
Filesystem type is ext2fs, partition type 0x83
grub> setup (hd0,0)
<==实际安装上来！使用 setup 指令！
Checking if "/boot/grub/stage1" exists... yes
Checking if "/boot/grub/stage2" exists... yes
Checking if "/boot/grub/e2fs_stage1_5" exists... yes
Running "embed /boot/grub/e2fs_stage1_5 (hd0,0)"... failed (this is not fatal)
Running "embed /boot/grub/e2fs_stage1_5 (hd0,0)"... failed (this is not fatal)
Running "install /boot/grub/stage1 (hd0,0) /boot/grub/stage2 p /boot/grub/menu
.lst "... succeeded
Done.
# 再安装在 MBR 试看看：
grub> root (hd0,0)
Filesystem type is ext2fs, partition type 0x83
grub> setup (hd0)
Checking if "/boot/grub/stage1" exists... yes
Checking if "/boot/grub/stage2" exists... yes

Checking if "/boot/grub/e2fs_stage1_5" exists... yes
Running "embed /boot/grub/e2fs_stage1_5 (hd0)"... 17 sectors are embedded.
succeeded
Running "install /boot/grub/stage1 (hd0) (hd0)1+17 p (hd0,0)/boot/grub/stage2
/boot/grub/menu.lst"... succeeded
Done.
grub> quit
<==离开 grub 啰！

这样就安装进去啰！很方便吧！并不难吧！

•

开机手动设定选项
事实上，每次动手修改完 /boot/grub/menu.lst 就已经完成了 grub 的设定啰！因为他相当的聪明！但是，如果我
设定错误怎么办？没关系！有很多的方法可以使用呢！如果您可以顺利的以硬盘进入 grub 画面，那么恭喜您，
可以继续下面的行动了！但是如果您的 Linux 竟然无法顺利的开机了，也就是说，使用硬盘开不了机！那么也
没有关系，别担心，就直接给他使用 CD 开机，然后在进入 grub 画面之后，再继续下面的动作！
•

在 grub 画面下进行手动加入的动作：
在 grub 画面中，通常画面的最下方都会显示一些基本的讯息，例如下方的 Mandrake 预设文字接口 grub
登入图标：

在这个画面中，您可以输入 e 或 c 来选择『编辑』或『进入指令列模式』，无论如何，这两个选项将使
您进入指令列模式当中啦！所以您就可以看到一个大大的 grub> 提示字符，然后就可以修改或者是自订
一些项目啦！而这些修改或者设定的项目，并不会主动的去覆盖您的 /boot/grub/menu.lst ，而是这次登入
所做的修改而已呢！通常我都是选择 e 进入编辑的画面，然后选择 kernel 与 root 那两项内容进行编辑即
可！例如我们上面提过的，我的 root 与 kernel 已经知道了正确的讯息，所以我就可以按下 c 来输入底下
的字样：
grub> root (hd0,0)
grub> kernel /boot/vmlinuz-2.4.19-16mdk root=/dev/hda1

这样就可以进入我们的主机了呢！很厉害吧！

可开机磁盘与救援磁盘制作
不论任何时候，制作可以开机的磁盘与救援的磁盘，都是一件很值得鼓励的事情！这里我们提供简单的方式来让您的
磁盘可以开机呦！

# 制作软盘开机片：
[root @test root]# mkbootdisk --device /dev/fd0 `uname -r`
Insert a disk in /dev/fd0. Any information on the disk will be lost.
Press <Enter> to continue or ^C to abort:
# 制作救援磁盘：
[root @test root]# mkrescue --device /dev/fd0

不过， mkrescue 比较麻烦的一点是，这个程序仅支持 lilo 这个 loader 的 image file ，所以如果刚刚您是使用 grub 来
设定 MBR 的话，那么 mkrescue 就无法动作了?

本章习题练习
1. 我有个朋友跟我说，他想要让一个程序在 Linux 系统下一开机就启动，但是在关机前会自动的先结束该程序，我该怎么建
议他？
2. 万一不幸，我的一些模块没有办法让 Linux 的核心捉到，但是偏偏这个核心明明就有支持该模块，我要让该模块在开机的
时候就被加载，那么应该写入那个档案？

原始码与 Tarball 套件管理员
我们在 Linux 是什么 一文当中，提到了 GNU 与 GPL 还有开放源码等咚咚，不过，前面都还没有提到真正的开放源码是什么的讯息！
在这一章当中，我们将藉由 Linux 操作系统里面的执行文件，来理解什么是可执行的程序，以及了解什么是编译器。另外，与程序息息
相关的函式库(library)的信息也需要了解一番！不过， 在这个章节当中，鸟哥并不是要您成为一个开放源码的程序设计师，而是希望您
可以了解如何将开放源码的程序设计、加入函式库的原理、透过编译而成为可以执行 的 binary file ，最后该执行档可被我们所使用的
一连串过程！
了解上面的咚咚有什么好处呢？！因为在 Linux 的世界里面，我们常常需要自行安装套件在自己的 Linux 系统上面，所以如果您有简
单的程序编译概念，那么将很容易进行套件的安装，甚至在发生套件编译过程中的错误时，您也可以自行作一些简易的修订呢！而最传
统 的套件安装过程，自然就是由原始码编译而来的啰！所以，在这里我们将介绍最原始的套件管理方式：使用 Tarball 来安装与升级管
理我们的套件喔！

前言：
如果鸟哥想要在我的 Linux 服务器上面跑网页服务器( WWW server )这项服务，那么我应该要做些什么
事呢？呵呵！当然就一定需要『安装网页服务器的套件』啰！ 如果鸟哥的服务器上面没有这个套件的
话，那当然也就无法启用 WWW 的服务啦！所以啦，想要在您的 Linux 上面进行一些有的没的功能，
学会『如何安装套件』是很重要的一个课题！
咦！安装套件有什么难的？在 Windows 操作系统上面安装套件时，不是只要一直给他按『下一步』就
可以安装妥当了吗？话是这样说没错啦，不过，也由于如此，所以在 Windows 系统上面的软件都是一
模一样的，也就是说，您『无法修改该软件的原始程序代码』，因此，万一您想要增加或者减少该软
件的某些功能时，呵呵！大概只能求助于当初发行该软件套件的厂商了！
或许你会说：『唉呦！我不过是一般人，不会用到多余的功能，所以不太可能会更动到程序代码的部
分吧！？』如果您这么想的话，很抱歉～是有问题的！怎么说呢？ 像目前网络上面的病毒、黑客软件、
臭虫程序等等，都可能对您的主机上面的某些软件造成影响(这是因为软件开发者在写作之初可能并没
有想到某些问题所致！)，导致主机的当机或者是其它数据损毁等等的伤害。如果您可以藉由安全信息
单位所提供的修订方式进行修改，那么您将可以很快速的自行修补好该软件的漏洞，而不必一定要等
到套件开发商提供修补的程序包哩！要知道，提早补洞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这样说可以了解 Linux 的优点了吗？！没错！因为 Linux 上面的套件几乎都是经过 GPL 的授权，所
以每个套件几乎均提供原始程序代码，并且您可以自行修改该程序代码，以符合您个人的需求呢！很
棒吧！这就是开放源码( Open source )的优点啰！不过，到底什么是开放源码？这些程序代码是什么咚
咚？又 Linux 上面可以执行的相关套件档案与开放源码之间是如何转换的？不同版本的 Linux 之间能
不能使用同一个执行档？或者是该执行档需要由原始程序代码的部分重新进行转换？这些都是需要厘
清观念的。底下我们先就原始程序代码与可执行档来进行说明。

什么是开放源码、编译器与可执行档？
在讨论程序代码是什么之前，我们先来谈论一下什么是可执行档？我们说过，在 Linux 系统
上面，一个档案能不能被执行看的是有没有可执行的那个权限( 具有 x permission )，不过，
Linux 系统上真正认识的可执行文件其实是二进制档案( binary file )，例如 /usr/bin/passwd,
/bin/touch 这些个档案即为 binary 的可执行档案！或许您会说，咦！ shell scripts 不是也可以
执行吗？！其实 shell scripts 只是利用 shell ( 例如 bash )这支程序的功能进行一些判断式，
而最终执行的除了 bash 提供的功能外，仍是呼叫一些已经编译好的 binary 档案来执行的呢！
( bash 本身就是 binary file 喔！)那么我怎么知道一个档案是否为 binary 呢？！还记得我们
在 Linux 档案与目录管理 里面提到的 file 这个指令的功能吗？！对啦！用他就是了！我们
现在来测试一下：

# 先以系统的档案测试看看：
[root@test root]# file /bin/bash
/bin/bash: ELF 32-bit LSB executable, Intel 80386, version 1 (SYSV), for
GNU/Linux 2.2.5, dynamically linked (uses shared libs), stripped
# 如果是我们在 shell script 那个章节写的 test01-hello.sh 档案呢？
[root@test root]# file test01-hello.sh
test01-hello.sh: Bourne-Again shell script text executable

看到了吧！如果是 binary file 而且是可以执行的时候，他就会显示执行文件类别 ( ELF 32bit LSB executable )，同时会说明是否使用动态函式库( shared libs )，而如果是一般的 script
，那他就会显示出 text executables 之类的字样！(事实上，test01-hello.sh 的数据显示出
Bourne-Again ... 那一行，是因为您的 scripts 上面第一行有宣告 #!/bin/bash 的缘故，如果您
将 script 的第一行拿掉，呵呵！那么不管 test01-hello.sh 的权限为何，他其实显示的是
ASCII 文字文件的信息喔！)
既然 Linux 操作系统真正认识的其实是 binary file ，那么我们是如何做出这样的一支
binary 的程序呢？！首先，我们必须要写程序，用什么东西写程序？就是一般的文书处理器
啊！我都喜欢使用 vi 来进行程序的撰写，写完的程序就是所谓的原始程序代码啰！这个程
序代码档案其实就是一般的纯文字文件( text file )。在完成这个原始码档案的编写之后，再
来就是要将这个档案『编译』成为操作系统看的懂得 binary file 啰！而要编译自然就需要
『编译器』来动作，经过编译器的编译之后，就会产生一支可以执行的 binary file 啰。
举个例子来说，在 Linux 上面最标准的程序语言为 C ，所以我使用 C 的语法进行原始程序
代码的书写，写完之后，以 Linux 上标准的 C 语言编译器 gcc 这支程序来编译，就可以制
作一支可以执行的 binary file 啰。整个的流程有点像这样：

图一、简易的 gcc 编译流程
事实上，在编译的过程当中，还会产生所谓的目标文件( Object file )，这些档案是以 *.o 的附文件名样
式存在的！至于 C 语言的原始码档案通常以 *.c 作为附档名。此外，有的时候，我们会在程序当中
『引用、呼叫』其它的外部子程序，或者是利用其它套件提供的『函数功能』，这个时候，我们就必
须要在编译的过程当中，将该函式库给他加进去，如此一来，编译器就可以将所有的程序代码与函式
库作一个连结( Link )以产生正确的执行档啰。

什么是函式库？
在前一小节的图一示意图中，在编译的过程里面有提到函式库。好啦，那么什么是函式库呢？
先举个例子来说，我们的 Linux 系统上，系统通常已经提供一个可以进行身份验证的模块，
称为 PAM ，这个 PAM 提供的功能可以让很多的程序在被执行的时候，除了可以验证使用
者登入的信息外，还可以将身份确认的数据记录在登录文件( log file, 请查阅后续的 认识登
录档 一文 )里面，以方便系统管理员的追踪！既然有这么好用的功能，那如果我要编写具
有身份认证功能的程序时，直接引用该 PAM 的功能就好啦，如此一来，我就不需要重新设
计认证机制啰！也就是说，只要在我写的程序代码里面，设定去呼叫 PAM 的函式功能，呵
呵！我的程序就可以利用 Linux 原本就有的身份认证的程序咯！除此之外，其实我们的
Linux 核心( kernel )也提供了相当多的函式库来给硬件开发者利用喔。

函式库又分为动态与静态函式库，这两个咚咚的分别我们在后面的章节再加以说明。这里我
们以一个简单的流程图，来示意一支有呼叫外部函式库的程序的执行情况。

图二、程序引用函式库的示意图
很简单的示意图啊！^_^！而如果要在程序里面加入引用的函式库，就需要如图一所示，亦即在编译的
过程当中，就需要加入函式库的相关设定啰。
事实上， Linux 的核心提供很多的核心相关函式库与外部参数，这些核心功能在设计硬件的驱动程序
的时候是相当有用的信息，这些核心相关信息大多放置在 /usr/include, /lib, /usr/lib 里面哩！我们在本
章的后续小节再来探讨。

什么是

make 与 configure ？

事实上，使用类似 gcc 的编译器来进行编译的过程并不简单，因为除了每个主程序与子程序
均需要写上一笔编译过程的指令外，还需要写上最终的连结程序。程序代码小的时候还好，
如果是类似 WWW 服务器软件( 例如 Apache )，或者是类似核心的原始码，动则数百
MBytes 的资料量，呵呵！指令会写到疯掉～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使用 make 这个指令的
相关功能来进行编译过程的指令简化了！
当执行 make 时，make 会在当时的目录下搜寻 Makefile ( or makefile ) 这个文字文件，而
Makefile 里面则记录了原始码如何编译的详细信息！ make 会自动的判别原始码是否经过
变动了，而自动更新执行档，是软件工程师相当好用的一个辅助工具呢！
咦！make 是一支程序，会去找 Makefile ，那 Makefile 怎么写？呵呵！通常软件开发商都会
写一支侦测程序来侦测使用者的作业环境，以及该作业环境是否有软件开发商所需要的其它
功能，该侦测程序侦测完毕后，就会主动的建立这个 Makefile 的规则档案啦！通常这支侦
测程序的文件名为 configure 或者是 config 。
咦！？那为什么要侦测作业环境呢？！在 什么是 Linux 那个章节当中，不是有提到 Linux
不过就是一个核心吗？！是这样没错啦！但是您必须要了解的是，某些软件套件需要一些相
关的套件辅助，并且，某些驱动程序则是适用在不同的核心系统( 因为核心提供的函式库可
能并不相同，例如 kernel 2.2.xx 与 kernel 2.4.xx 就不太一样！ )，并且每个 Linux
distribution 所提供的函式库名称与路径可能也不太一样，所以说，在 Mandrake 上面可以执
行的一个 binary file ，直接复制到 Red Hat 平台上，可不见得可以顺利执行( 事实上，是不
太可能可以执行啦！ ^_^ )。所以啦，原始码写出来之后，需要针对不同的作业环境来进行
编译的行为吶！这个时候就很需要 configure 以及 make 的功能啊！
详细的 make 用法与 Makefile 规则，在后续的小节里面再探讨啰！

什么是 Tarball 的套件 ？
从前面几个小节的说明来看，我们知道所谓的原始程序代码，其实就是一些写满了程序代码
的纯文本文件。那我们从前面的 档案的压缩与打包 章节当中，也了解了纯文字文件其实是
很浪费硬盘空间的一种档案格式！( 想一想，一个核心的原始码档案大约要 200~300 MB 以
上，如果每个人都去下载这样的一个核心档案，呵呵！那么网络频宽不被吃的死翘翘才怪呢 ！
)所以啦，如果能够将这些原始码透过档案的打包与压缩技术来将档案的数量与容量减小，
不但让使用者容易下载，套件开发商的网站频宽也能够节省很多很多啊！这就是 Tarball 档
案的由来啰！
所谓的 Tarball 档案，其实就是将套件的所有原始码档案先以 tar 打包，然后再以压缩技术
来压缩，通常最常见的就是以 gzip 来压缩了。因为利用了 tar 与 gzip 的功能，所以 tarball
档案一般的附档名就会写成 *.tar.gz 或者是简写为 *.tgz 啰！也就是说， Tarball 套件解压
缩之后，里面的档案通常就会有：
•
•
•

原始程序代码档案；
侦测程序档案( 可能是 configure 或 config 等档名 )；
本套件的简易说明与安装说明( INSTALL 或 README )。

其中最重要的是那个 INSTALL 或者是 README 这两个档案，通常您只要能够参考这两个
档案，呵呵！ Tarball 套件的安装是很简单的啦！我们在后面的章节会再继续介绍 Tarball
这个玩意儿。

如何安装与升级套件
将原始码作了一个简单的介绍，也知道了系统其实认识的可执行档是 binary file 之后，好了，
得要聊一聊，那么怎么安装与升级一个 Tarball 的套件？为什么要安装一个新的套件呢？当
然是因为我们的主机上面没有该套件啰！那么，为何要升级呢？！原因可能有底下这些：
•
•
•

需要新的功能，但旧有主机的旧版套件并没有，所以需要升级到新版的套件；
旧版本的套件上面可能有安全上的顾虑，所以需要更新到新版的套件；
旧版的套件执行效能不彰，或者执行的能力不能让管理者满足。

在上面的需求当中，尤其需要注意的是第二点，当一个套件有安全上的顾虑时，千万不要怀
疑，赶紧更新套件吧！否则造成网络危机，那可不是闹着玩的！那么更新的方法有哪些呢？
基本上更新的方法可以分为两大类，分别是：
•
•

直接以原始码透过编译来安装与升级；
直接以编译好的 binary file 来安装与升级。

上面第一点很简单，就是直接以 Tarball 在自己的机器上面进行侦测、编译、安装与设定等
等动作来升级就是了。不过，这样的动作虽然让使用者在安装过程当中具有很高的弹性，但
毕竟是比较麻烦一点，如果 Linux distribution 厂商能够针对自己的作业平台先进行编译等过
程，再将编译好的 binary file 释出的话，那由于我的系统与该 Linux distribution 的环境是相
同的，所以他所释出的 binary file 就可以在我的机器上面直接安装啦！省略了侦测与编译等
等繁杂的过程呢！目前很多 binary file 升级的机制呢，包括有 Red Hat 发展的 RPM 与
up2date, yum 等在线更新模式；Mandrake 的 urpmi 套件更新方式； Debian 使用的 dpkg ；
Sun Unix 使用的 pkg ，以及目前很流行的 apt 在线更新模式等等，以使用率来说，目前最
传统的是以 Tarball 直接进行编译的安装与升级，而另一个则是以 RPM 相关的机制来进行
安装与升级啰！本章节主要针对 Tarball ，至于 RPM 则留待下个章节再来介绍呢！
好了，那么一个套件的 Tarball 是如何安装的呢？基本流程是这样的啦：
1. 将 Tarball 由厂商的网页下载下来；
2. 将 Tarball 解开，产生很多的原始码档案；

3. 开始以 gcc 进行原始码的编译( 会产生目标文件 object files )；
4. 然后以 gcc 进行函式库、主、子程序的连结，以形成主要的 binary file；
5. 将上述的 binary file 以及相关的设定文件安装至自己的主机上面。
上面第 3, 4 步骤当中，我们可以透过 make 这个指令的功能来简化他，所以整个步骤其实
是很简单的啦！只不过您就得需要至少有 gcc 以及 make 这两个套件在您的 Linux 系统里
面才行喔！详细的过程以及需要的套件我们在后面的章节继续来介绍的啦！

一个简单的范例：
经过上面的介绍之后，您应该比较清楚的知道原始码、编译器、函式库与执行档之间的相关性了。不过，
详细的流程可能还是不很清楚，所以，在这里我们以一个简单的程序范例来说明整个编译的过程喔！赶紧
进入 Linux 系统，实地的操作一下底下的范例呢！

印出 Hello World
我们以 Linux 上面最常见的 C 语言来撰写第一支程序！第一支程序最常作的就是.....在屏幕上面
印出『Hello World！』的字样～当然，这里我们是以简单的 C 语言来撰写，如果您对于 C 有兴
趣的话，那么请自行购买相关的书籍喔！ ^_^好了，不啰唆，立刻编辑第一支程序吧！( 注：请
先确认您的 Linux 系统里面已经安装了 gcc 了喔！如果尚未安装 gcc 的话，请先参考下一节的
RPM 安装法，先安装好 gcc 之后，再回来阅读本章 )
# 1. 先编辑原始码：
[guest@test guest]# vi hello.c<==注意一下， C 语言用 .c 的附檔名
#include <stdio.h>
int main(void)
{
printf("Hello World\n");
}
# 上面是 C 语言的语法，那个第一行的 # 并不是批注喔！如果您担心
# 输入错误，请到底下的连结下载这个档案：
# http://linux.vbird.org/download/books/basic/source_code/hello.c
# 2. 开始将原始码编译成为可执行的 binary file ：
[guest@test guest]# gcc hello.c
# 这个时候，在本目录下会产生一个名为 a.out 的执行档！
# 在预设的状态下，如果我们直接以 gcc 编译原始码，并且没有加上
# 任何参数，则执行档的档名会被自动设定为 a.out 这个文件名称！
# 3. 执行一下这个档案：
[guest@test guest]# ./a.out
Hello World <==呵呵！成果出现了！

好了，上面的例子很简单吧！那个 hello.c 就是原始码，而 gcc 就是编译器，至于 a.out 就是编
译成功的可执行 binary file 啰！咦！如果我想要产生目标文件( object file )来进行其它的动作( 在
较大的套件当中，就需要使用多个目标文件来进行相关的连结 )，而且执行档的档名也不要用预
设的 a.out ，那该如何是好？可以将上面的第 2 个步骤改成这样：
[guest@test guest]# gcc -c hello.c
# 会产生一个名为 hello.o 的目标文件，object file 的附档名为 *.o 喔！
[guest@test guest]# gcc -o hello hello.o
# 这个步骤是利用 hello.o 这个目标文件制作出一个名为 hello 的执行档

# 详细的 gcc 语法我们会在后续章节中继续介绍！
# 透过这个动作后，我们可以得到 hello 及 hello.o 两个档案，
# 真正可以执行的是 hello 这个 binary file 喔！
# 3. 执行一下这个档案：
[guest@test guest]# ./hello
Hello World

或许您会觉得，咦！只要一个动作作出 a.out 就好了，干嘛还要先制作目标文件再做成执行档
呢？！呵呵！透过下个范例，您就可以知道为什么啦！

子程序的编译
如果我们在一个主程序里面又呼叫了另一个子程序呢！？这是很常见的一个程序写法，因为可
以简化整个程序的易读性！在底下的例子当中，我们以 thanks.c 这个主程序去呼叫 thanks_2.c
这个子程序，写法很简单：
# 1. 先编辑原始码 thanks.c 与 thanks_2.c：
[guest@test guest]# vi thanks.c
#include <stdio.h>
int main(void)
{
printf("Hello World\n");
thanks_2();
}
# 上面的 thanks_2(); 那一行就是呼叫子程序啦！
[guest@test guest]# vi thanks_2.c
void thanks_2(void)
{
printf("Thank you!\n");
}
# 上面这两个档案您可以到底下下载
# http://linux.vbird.org/download/books/basic/source_code/thanks.c
# http://linux.vbird.org/download/books/basic/source_code/thanks_2.c
# 2. 开始将原始码编译成为可执行的 binary file ：
[guest@test guest]# gcc -c thanks.c thanks_2.c
# 产生了两个目标文件！
[guest@test guest]# gcc -o thanks thanks.o thanks_2.o
# 3. 执行一下这个档案：
[guest@test guest]# ./thanks
Hello World
Thank you!

知道为什么要制作出目标文件了吗？！由于我们的原始码档案有时并非仅只有一个档案，所以
我们无法直接进行编译。这个时候就需要先产生目标文件，然后再以连结制作成为 binary 可执
行档。另外，如果有一天，您更新了 thanks_2.c 这个档案的内容，则您只要重新编译 thanks_2.c
来产生新的 thanks_2.o ，然后再以连结制作出新的 binary 可执行档即可！而不必重新编译其它
没有更动过的原始码档案。这对于软件开发者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因为有时候要将诺
大的原始码全部编译完成，会花很长的一段时间呢！
此外，如果您想要让程序在执行的时候具有比较好的效能，或者是其它的除错功能时，可以在

编译的过程里面加入适当的参数，例如底下的例子：
[guest@test guest]# gcc -O -c thanks.c thanks_2.c
# -O 为产生最佳化的参数
[guest@test guest]# gcc -Wall -c thanks.c thanks_2.c
thanks.c: In function `main':
thanks.c:5: warning: implicit declaration of function `thanks_2'
thanks.c:6: warning: control reaches end of non-void function
thanks_2.c: In function `thanks_2':
thanks_2.c:3: warning: implicit declaration of function `printf'
# -Wall 为产生更详细的编译过程信息。上面的讯息为警告讯息( warning )
# 所以不用理会也没有关系！

加入连结的函式库
刚刚我们都仅只是在屏幕上面印出一些字眼而已，如果说要计算数学公式呢？！例如我们想
要计算出三角函数里面的 sin(90 度角)，要注意的是，大多数的程序语言都是使用径度而不
是一般我们在计算的『角度』， 180 度角约等于 3.14 径度！嗯！那我们就来写一下这个程
序吧！
[guest@test guest]# vi sin.c
#include <stdio.h>
int main(void)
{
float value;
value = sin ( 3.14 / 2 );
printf("%f\n",value);
}
# 上面这个档案的内容可以在底下取得！
# http://linux.vbird.org/download/books/basic/source_code/sin.c

那要如何编译这支程序呢？我们先直接编译看看：
[guest@test guest]# gcc sin.c
/tmp/ccppUCx8.o(.text+0x1e): In function `main':
: undefined reference to `sin'
collect2: ld returned 1 exit status

特别注意上面的说明，唉啊！怎么没有编译成功？它说的是『undefined reference to sin』，
说的是『没有 sin 的相关定义参考值！』，为什么会这样呢？这是因为 C 语言里面的 sin
函示是写在 libm.so 这个函式库中，而我们并没有在原始码里面加入相关的说明，所以当然
就需要在编译与连结的时候将这个函式库给他连结进执行档里面啊！所以我们可以这样做：

[guest@test guest]# gcc sin.c -lm -L/lib -L/usr/lib
# 特别注意，那个 -lm 可以拆开成两部份来看，
# -l 是『加入某个函式库(library)』的意思，而
# m 则是 libm.so 这个函式库，其中， lib 与附档名(.a 或 .so)不需要写
# 所以 -lm 表示使用 libm.so (或 libm.a) 这个函式库的意思～
# 至于那个 -L 后面接的路径呢？这表示：
#『我要的函式库 libm.so 请到 /lib 或 /usr/lib 里面搜寻！』
[guest@test guest]# ./a.out
1.000000

上面的说明很清楚了吧！！不过，要注意的是，由于 Linux 预设是将函式库放置在 /lib 与

/usr/lib 当中，所以您没有写 -L/lib 与 -L/usr/lib 也没有关系的！不过，万一哪天您使用的函
式库并非放置在这两个目录下，那么 -L/path 就很重要了！否则会找不到函式库喔！
除了连结的函式库之外，您或许已经发现一个奇怪的地方，那就是在我们的 sin.c 当中第一
行『 #include <stdio.h>』，这行说的是要将一些定义数据由 stdio.h 这个档案读入，这包
括 printf 的相关设定。这个档案其实是放置在 /usr/include/stdio.h 的！那么万一这个档案并
非放置在这里呢？那么我们就可以使用底下的方式来定义出要读取的 include 档案放置的目
录：
[guest@test guest]# gcc sin.c -lm -I/usr/include

-I/path 后面接的路径( Path )就是设定要去搜寻相关的 include 档案的目录啦！不过，同样的，
默认值是放置在 /usr/include 底下，除非您的 include 档案放置在其它路径，否则也可以略
过这个项目！
透过上面的几个小范例，您应该对于 gcc 以及原始码有一定程度的认识了，再接下来，我们
来稍微整理一下 gcc 的简易使用方法吧！

gcc 的用法
前面说过， gcc 为 Linux 上面最标准的编译器，这个 gcc 是由 GNU 所维护的，有兴趣的朋友请自
行前往参考。既然 gcc 对于 Linux 上的 Open source 是这么样的重要，所以底下我们就列举几个
gcc 常见的参数，如此一来大家应该更容易了解原始码的各项功能吧？！
# 仅将原始码编译成为目标文件，并不制作连结等功能：
[guest@test guest]# gcc -c hello.c
# 会自动的产生 hello.o 这个档案，但是并不会产生 binary 执行档。
# 在编译的时候，依据作业环境给予最佳化执行速度
[guest@test guest]# gcc -O hello.c -c
# 会自动的产生 hello.o 这个档案，并且进行最佳化喔！
# 在进行 binary file 制作时，将连结的函式库与相关的路径填入
[guest@test guest]# gcc sin.c -lm -L/usr/lib -I/usr/include
# 这个指令较常下达在最终连结成 binary file 的时候，
# -lm 指的是 libm.so 或 libm.a 这个函式库档案；
# -L 后面接的路径是刚刚上面那个函式库的搜寻目录；
# -I 后面接的是原始码内的 include 档案之所在目录。
# 将编译的结果输出成某个特定档名
[guest@test guest]# gcc -o hello hello.c
# -o 后片接的是要输出的 binary file 檔名
# 在编译的时候，输出较多的讯息说明
[guest@test guest]# gcc -o hello hello.c -Wall
# 加入 -Wall 之后，程序的编译会变的较为严谨一点，
# 所以警告讯息也会显示出来！

比较重要的大概就是这一些。另外，我们通常称 -Wall 或者 -O 这些非必要的参数为旗标
( FLAGS )，因为我们使用的是 GCC ，所以有时候也会简称这些旗标为 CCFLAGS ，这些变量偶尔
会被使用的喔！尤其是在后头会介绍的 make 相关的用法时，更是重要的很吶！ ^_^

make 的简易用法

在前言的部分我们提到过 make 的功能是可以简化编译过程里面所下达的指令，同时还具有很多很方
便的功能！那么底下咱们就来试看看使用 make 简化下达编译指令的流程吧！

为什么要用 make
先来想象一个案例，假设我的执行档里面包含了四个原始码档案，分别是 main.c haha.c
sin_value.c cos_value.c 这四个档案，这四个档案您可以到
http://linux.vbird.org/download/books/basic/source_code/main.tgz 来下载，由于这四个档案里面
包含了相关性，并且还用到数学函式在里面，所以如果您想要让这个程序可以跑，那么就需
要这样编译：
[guest@test
[guest@test
[guest@test
[guest@test

guest]#
guest]#
guest]#
guest]#

gcc
gcc
gcc
gcc

-c
-c
-c
-c

main.c
haha.c
sin_value.c
cos_value.c

# 先以上面的动作制作出四个目标文件，然后再进行下面的动作：
[guest@test guest]# gcc -o main main.o haha.o sin_value.o \
> cos_value.o -lm -L/usr/lib -L/lib
# 这样就可以制作出

main 这个执行档啰！执行看看吧！

[guest@test guest]# ./main
HaHa! I'm the King of the world
0.706825
0.707388

呵呵！要做好多动作啊！真是麻烦，如果可以的话，能不能一个步骤就给他完成上面所有的
动作呢？试看看在这个目录下建立一个 makefile 档案，内容如下：
# 1. 先建立编译的规则
[guest@test guest]# vi makefile
main: main.o haha.o sin_value.o cos_value.o
gcc -o main main.o haha.o sin_value.o cos_value.o -lm
# 注意： gcc 之前是 <tab> 按键产生的空格喔！
# 2. 尝试给他建立规则看看
[guest@test
[guest@test
cc
-c -o
cc
-c -o
cc
-c -o
cc
-c -o
gcc -o main

guest]# rm -f main *.o <==先将之前的目标文件去除
guest]# make
main.o main.c
haha.o haha.c
sin_value.o sin_value.c
cos_value.o cos_value.c
main.o haha.o sin_value.o cos_value.o -lm

# 这个时候 make 会主动去读取 makefile 这个档案的内容，
# 并根据内容直接去给他编译起相关的执行档啰！
# 3. 如果再执行一次 make 会怎样？！
[guest@test guest]# make
make: `main' is up to date.
# 看到了吧？！是否很方便呢？！

或许您会说：『如果我建立一个 shell script 来将上面的所有动作都集结在一起，不是具有同
样的效果吗？』呵呵！效果当然不一样，以上面的测试为例，我们仅写出 main 需要的目标
文件，结果 make 会主动的去判断每个目标文件相关的原始码档案，并直接予以编译，最后
再直接进行连结的动作！哈哈！真的是很方便啊！此外，如果我们更动过某些原始码档案，
则 make 也可以主动的判断哪一个原始码与相关的目标文件档案有更新过，并仅更新该档案，

如此一来，将可大大的节省很多编译的时间呢！要知道，某些程序在进行编译的行为时，会
消耗很多的 CPU 资源呢！所以说， make 有这些好处：
•
•
•

简化编译时所需要下达的指令；
若在编译完成之后，修改了某个原始码档案，则 make 仅会针对被修改了的档案进行
编译，其它的 object file 不会被更动；
最后可以依照相依性来更新( update )执行档。

既然 make 有这么多的优点，那么我们当然就得好好的了解一下 make 这个令人关心的家伙
啦！而 make 里面最需要注意的大概就是那个规则档案，也就是 makefile 这个档案的语法
啦！底下我们针对 makefile 的语法来加以介绍啰。

make 的基本语法与变量
make 的语法可是相当的多而复杂的，有兴趣的话可以到
http://www.gnu.org/software/make/manual/html_mono/make.html 去查阅相关的说明，鸟哥这里
仅列出一些基本的规则，重点在于让读者们未来在接触原始码时，不会太紧张啊！ ^_^好了，
基本的 makefile 规则是这样的：
标的(target): 目标文件 1 目标文件 2
<tab> gcc -o 欲建立的执行文件 目标文件 1 目标文件 2

那个标的(target)就是我们想要建立的信息，而目标文件就是具有相关性的 object files ，那建
立执行文件的语法就是以 <tab> 按键开头的那一行！特别给他留意喔，『命令列必须要以
tab 按键作为开头』才行！他的规则基本上是这样的：
•
•
•

在 makefile 当中的 # 代表批注；
<tab> 需要在命令行的第一个字符；
标的(target)与相依档案(就是目标文件)之间需以『:』隔开。

同样的，我们以刚刚上一个小节的范例进一步说明，如果我想要有两个以上的执行动作时，
例如下达一个指令就直接清除掉所有的目标文件与执行文件，该如何制作呢？
# 1. 先建立编译的规则
[guest@test guest]# vi makefile
main: main.o haha.o sin_value.o cos_value.o
gcc -o main main.o haha.o sin_value.o cos_value.o -lm
clean:
rm -f main main.o haha.o sin_value.o cos_value.o
# 2. 测试看看：
[guest@test guest]# make clean
rm -f main main.o haha.o sin_value.o cos_value.o

如此一来，我们的 makefile 里面就具有至少两个标的，分别是 main 与 clean ，如果我们想
要建立 main 的话，输入『make main』，如果想要清除有的没的，输入『make clean』即
可啊！而如果想要先清除目标文件再编译 main 这个程序的话，就可以这样输入：『make
clean main』，如下所示：
[guest@test guest]# make clean main
rm -f main main.o haha.o sin_value.o cos_value.o
cc
-c -o main.o main.c
cc
-c -o haha.o haha.c
cc
-c -o sin_value.o sin_value.c
cc
-c -o cos_value.o cos_value.c

gcc -o main main.o haha.o sin_value.o cos_value.o -lm

这样就很清楚了吧！？但是，您是否会觉得，咦！ makefile 里面怎么重复的数据这么多啊！
呵呵！没错！所以我们可以再藉由 shell script 那时学到的『变数』来更简化 makefile 喔：
[guest@test guest]# vi makefile
LIBS = -lm
OBJS = main.o haha.o sin_value.o cos_value.o
main: ${OBJS}
gcc -o main ${OBJS} ${LIBS}
clean:
rm -f main ${OBJS}

与 bash shell script 的语法有点不太相同，变量的基本语法为：
1.
2.
3.
4.
5.
6.
7.

变量与变量内容以『=』隔开，同时两边可以具有空格；
变量左边不可以有 <tab> ，例如上面范例的第一行 LIBS 左边不可以是 <tab>；
变量与变量内容在『=』两边不能具有『:』；
在习惯上，变数最好是以『大写字母』为主；
运用变量时，以 ${变量} 或 $(变量) 使用；
在该 shell 的环境变量是可以被套用的，例如提到的 CFLAGS 这个变数！
在指令列模式也可以给予变量。

由于 gcc 在进行编译的行为时，会主动的去读取 CFLAGS 这个环境变量，所以，您可以直
接在 shell 定义出这个环境变量，也可以在 makefile 档案里面去定义，更可以在指令列当中
给予这个咚咚呢！例如：
[guest@test guest]# make clean main "CFLAGS=-Wall"
# 这个动作在上 make 进行编译时，会去取用 CFLAGS 的变量内容！

也可以这样：
[guest@test guest]# vi makefile
LIBS = -lm
OBJS = main.o haha.o sin_value.o cos_value.o
CFLAGS = -Wall
main: ${OBJS}
gcc -o main ${OBJS} ${LIBS}
clean:
rm -f main ${OBJS}

咦！我可以利用指令列进行环境变量的输入，也可以在档案内直接指定环境变量，那万一这
个 CFLAGS 的内容在指令列与 makefile 里面并不相同时，以那个方式输入的为主？呵呵！
环境变量取用的规则是这样的：
1. make 指令列后面加上的环境变量为优先；
2. makefile 里面指定的环境变量第二；
3. shell 原本具有的环境变量第三。
此外，还有一些特殊的变量需要了解的喔：
•

$@：代表目前的标的(target)

所以我也可以将 makefile 改成：
[guest@test guest]# vi makefile
LIBS = -lm

OBJS = main.o haha.o sin_value.o cos_value.o
CFLAGS = -Wall
main: ${OBJS}
gcc -o $@ ${OBJS} ${LIBS}
clean:
rm -f main ${OBJS}

<==那个 $@ 就是 main ！

这样是否稍微了解了 makefile ( 也可能是 Makefile ) 的基本语法？这对于您未来自行修改原
始码的编译规则时，是很有帮助的喔！ ^_^！

Tarball 的管理与建议：
好了！在我们知道了原始码的相关信息之后，再来要了解的自然就是如何使用具有原始码的 Tarball 来建立
一个属于自己的套件啰！从前面几个小节的说明当中，我们晓得其实 Tarball 的安装是可以跨平台的，因为
C 语言的程序代码在各个平台上面是可以共通的，只是需要的编译器可能并不相同而已。例如 Linux 上面
用 gcc 而 Windows 上面也有相关的 C 编译器啊～所以呢，同样的一组原始码，既可以在 Mandrake Linux
上面编译，也可以在 Red Hat Linux 上面编译，当然，也可以在大部分的 Unix 平台上面编译成功的！所以
啰， Tarball 原始码程序应该可以在大部分的环境底下安装成功的！举例来说，鸟哥在上面几个小节所提供
的 C 程序是在 Red Hat 9 上面测试编译的，那么您可以下载之后在自己的 Linux 环境下测试看看，我想，
每个人应该都可以顺利的编译成功的才是！因为 C 的语法是没有不一样的啊！ ^_^
如果万一没有编译成功怎么办？很简单啊，透过修改小部分的程序代码( 通常是因为很小部分的异动而已 )
就可以进行跨平台的移植了！也就是说，刚刚我们在 Linux 底下写的程序『理论上，是可以在 Windows
上面编译的！』这就是原始码的好处啦！所以说，如果朋友们想要学习程序语言的话，鸟哥个人是比较建
议学习『具有跨平台能力的程序语言』，例如 C 就是很不错的一个！
唉啊！又扯远了～赶紧拉回来继续说明我们的 Tarball 啦！

使用原始码管理套件所需要的基础套件
从原始码的说明我们晓得要制作一个 binary 执行档需要很多咚咚的呢！这包括底下这些基
础的套件：
•

gcc 或 cc 等 C 语言编译器( compiler )：
这是一定要的啦！要将原始码编译成为可执行的 binary 才行，所以当然就需要编译
器啰！在 Linux 上面用的当然就是 GNU 发展的 gcc 这个超好用的免费的 C 编译器
啦！并且，很多在 Linux 平台上面发展的套件的原始码，原本就是以 gcc 为底来设
计的呢。

•

make 及 autoconfig 等套件：
一般来说，以 Tarball 方式释出的套件当中，为了简化编译的行程，通常都是配合前
几个小节提到的 make 这个指令来依据目标档案的相依性而进行编译。但是我们也知
道说 make 需要 makefile 这个档案的规则，那由于不同的系统里面可能具有的基础套
件环境并不相同，所以就需要侦测使用者的作业环境，好自行建立一个 makefile 档
案。这个自行侦测的小程序也必须要藉由 autoconfig 这个相关的套件来辅助才行。

•

需要 Kernel 提供的 Library 以及相关的 Include 档案：
从前面的原始码编译过程，我们晓得函式库( library )的重要性，同时也晓得有
include 档案的存在。很多的套件在发展的时候都是直接取用系统核心提供的函式库与
include 档案的，这样才可以与这个操作系统兼容啊！尤其是在『驱动程序方面的套
件』，例如网络卡、声卡、USB 等驱动程序在安装的时候，常常是需要核心提供的相
关信息的。在 Red Hat 的系统当中，这个核心相关的功能通常都是被包含在 kernelsource 或 kernel-header 这些套件名称当中，所以记得要安装这些套件喔！

虽然 Tarball 的安装上面相当的简单，如同我们前面几个小节的例子，只要顺着开发商提供
的 README 与 INSTALL 档案所载明的步骤来进行，安装是很容易的。但是我们却还是常
常会在 BBS 或者是新闻群组当中发现这些留言：『我在执行某个程序的侦测档案时，他都
会告诉我没有 gcc 这个套件，这是怎么回事？』还有：『我没有办法使用 make 耶！这是什
么问题？』呵呵！这就是没有安装上面提到的那些基础套件啦！
咦！为什么使用者不安装这些套件啊？呵呵！这是因为目前的 Linux distribution 大多已经偏
向于桌上型计算机的使用，他们希望使用者能够按照厂商自己的希望来安装相关的套件即可，
所以通常『预设』是没有安装 gcc 或者是 make 等套件的。所以啦，如果您希望未来可以自
行安装一些以 Tarball 方式释出的套件时，记得请自行挑选想要安装的套件名称喔！例如在
Mandrake 或者是 Red Hat 当中记得选择 Software Development 以及 Kernel Source
Development 等相关字眼的群集呢。
那万一我已经安装好一部 Linux 主机，但是使用的是默认值所安装的套件，所以没有 make,
gcc 等咚咚，该如何是好？呵呵！问题其实不大啦，目前使用最广泛的 Mandrake 或者是
Red Hat 大多是以 RPM( 下一章会介绍 )来安装套件的，所以，您只要拿出当初安装 Linux
时的原版光盘，然后以下一章介绍的 RPM 来一个一个的加入到您的 Linux 主机里面就好啦！
很简单的啦！

Tarball 安装的基本步骤
我们提过以 Tarball 方式释出的套件是需要重新编译可执行的 binary file 的。而 Tarball 是
以 tar 这个指令来打包与压缩的档案，所以啦，当然就需要先将 Tarball 解压缩，然后到原
始码所在的目录下进行 makefile 的建立，再以 make 来进行编译与安装的动作啊！所以整
个安装的基础动作大多是这样的：
1. 将 tarball 档案在 /usr/local/src 目录下解压缩；
2. 进入新建立的目录底下，去查阅 INSTALL 与 README 等相关档案内容( 很重要的
步骤！ )；
3. 根据 INSTALL/README 的内容察看并安装好一些相依的套件( 非必要 )；
4. 以自动侦测程序( configure 或 config )侦测作业环境，并建立 Makefile 这个档案；
5. 以 make 这个程序并使用该目录下的 Makefile 做为他的参数设定档，来进行 make (
编译或其它 )的动作；
6. 以 make 这个程序，并以 Makefile 这个参数设定档，依据 install 这个标的( target )的
指定来安装到正确的路径！
注意到上面的第二个步骤，通常在每个软件在释出的时候，都会附上 INSTALL 或者是
README 这种档名的说明档，这些说明档请『确实详细的』阅读过一遍，通常这些档案会
记录这个软件的安装要求、软件的工作项目、与软件的安装参数设定及技巧等，只要仔茠琐
\读完这些档案，基本上，要安装好 tarball 的档案，都不会有什么大问题啰。至于 makefile
在制作出来之后，里头会有相当多的标的( target )，最常见的就是 install 与 clean 啰！通常
『make clean』代表着将目标文件( object file )清除掉，『make』则是将原始码进行编译而已。
注意喔！编译完成的可执行档与相关的设定档还在原始码所在的目录当中喔！因此，最后要
进行『make install』来将编译完成的所有咚咚都给他安装到正确的路径去，这样就可以使用
该套件啦！
OK！我们底下约略提一下大部分的 tarball 软件之安装的指令下达方式：
1. ./configure ：
这个步骤就是在建立 Makefile 这的档案啰！通常程序开发者会写一支 scripts 来检查
您的 Linux 系统、相关的套件属性等等，这个步骤相当的重要，因为未来您的安装信
息都是这一步骤内完成的！另外，这个步骤的相关信息应该要参考一下该目录下的
README 或 INSTALL 相关的档案！！基本上，这个步骤完成之后会建立( 或修改 )
一个 Makefile ，这就是参数档啦！

2. make clean：
make 会读取 Makefile 中关于 clean 的工作。这个步骤不一定会有，但是希望执行一
下！为什么呢？因为在进行编译的时候，会产生一些 *.o 的档案，例如有个 abc.c 的
原始码，经过编译后会变成 abc.o 的档案！我们称这些档案为 object file ，这些档案
如果之前已经编译过并留下来的话，那么这次再编译的时候，就不会编译该档案，然
而由于我们可能已经修改了部分的参数，因此该档案的编译结果事实 上应该会有所
不同！因此，为了避免前一次留下来的数据可能影响到这次编译的结果，所以通常可
以进行一下这个步骤啰！
3. make：
make 会依据 Makefile 当中的预设工作进行编译的行为！编译的工作主要是进行 gcc
来将原始码编译成为可以被执行的 object files ，但是这些 object files 通常还需要一
些函式库之类的 link 后，才能产生一个完整的执行档！使用 make 就是要将原始码
编译成为可以被执行的可执行档，而这个可执行档会放置在目前所在的目录之下，尚
未被安装到预定安装的目录中；
4. make install：
通常这就是最后的安装步骤了，make 会依据 Makefile 这个档案里面关于 install 的项
目，将上一个步骤所编译完成的数据给他安装到预定的目录中，就完成安装啦！
5. 特别留意：
请注意，上面的步骤是一步一步来进行的，而其中只要一个步骤无法成功，那么后续
的步骤就完全没有办法进行的！因此，要确定每一的步骤都是成功的才可以！举个
例子来说，万一今天你在 ./configure 就不成功了，那么就表示 Makefile 无法被建立
起来，要知道，后面的步骤都是根据 Makefile 来进行的，既然无法建立 Makefile ，
后续的步骤当然无法成功啰！另外，如果在 make 无法成功的话，那就表示源文件无
法被编译成可执行档，那么 make install 主要是将编译完成的档案给他安装下去的，
既然都没有成功的执行档了，怎么进行安装？所以啰，要每一个步骤都正确无误才能
往下继续做！此外，如果安装成功， 并且是安装在独立的一个目录中，例如
/usr/local/packages 这个目录中好了，那么您就必需手动的将这个套件的 man page 给
他放到 /etc/man.config 里面去。

一般 Tarball 套件安装的建议事项( 如何移除？升级？ )
或许您已经发现了也说不定，那就是为什么前一个小节里面， Tarball 要在 /usr/local/src 里
面解压缩呢？呵呵！基本上，在预设的情况下，原本的 Linux distribution 释出安装的套件大
多是在 /usr 里面的，而使用者自行安装的套件则建议放置在 /usr/local 里面。这是考虑到管
理使用者所安装套件的便利性。怎么说呢？我们晓得几乎每个套件都会提供在线说明的服务，
那就是 info 与 man 的功能。在预设的情况下， man 会去搜寻 /usr/local/man 里面的说明文
件，因此，如果我们将套件安装在 /usr/local 底下的话，那么自然安装完成之后，该套件的
说明文件就可以被找到了。此外，如果您所管理的主机其实是由多人共同管理的，或者是如
同学校里面，一部主机是由学生管理的，但是学生总会毕业吧？所以需要进行交接，如果大
家都将套件安装在 /usr/local 底下，那么管理上不就显的特别的容易吗？！所以啰，通常我
们会建议大家将自己安装的套件放置在 /usr/local 下，至于原始码( Tarball )则建议放置在
/usr/local/src( src 为 source 的缩写 )底下啊。
再来，让我们先来看一看 Linux distribution 预设的安装套件的路径会用到哪些？我们以
apache 这个软件来说明的话( apache 是 WWW 服务器软件，详细的数据请参考服务器架设
篇。您的系统不见得有装这个套件 )：
•
•
•
•

/etc/httpd
/usr/lib
/usr/bin
/usr/share/man

我们会发现套件的内容大致上是摆在 etc, lib, man, bin 等目录当中，分别代表『设定档、函
式库、执行档、在线说明档』。好了，那么你是以 tarball 来安装时呢？如果是放在预设的
/usr/local 里面，由于 /usr/local 原本就预设这几个目录了，所以你的数据就会被放在：
•
•
•
•

/usr/local/etc
/usr/local/bin
/usr/local/lib
/usr/local/man
但是如果你每个套件都选择在这个预设的路径下安装的话，那么所有的套件的
档案都将放置在这四个目录当中，因此，如果你都安装在这个目录下的话，那
么未来再想要升级或移除的时候，就会比较难以追查档案的来源啰！而如果您
在安装的时候选择的是单独的目录，例如我将 apache 安装在 /usr/local/apache
当中，那么您的档案目录就会变成：

•
•
•
•

/usr/local/apache/etc
/usr/local/apache/bin
/usr/local/apache/lib
/usr/local/apache/man
呵呵呵呵！单一套件的档案都在同一个目录之下，那么要移除该套件就简单的
多了！只要将该目录移除即可视为该套件已经被移除啰！以上面为例，我想要
移除 apache 只要下达『rm -rf /usr/local/apache』就算移除这个套件啦！
当然啰，实际安装的时候还是得视该软件的 Makefile 里头的 install 信息才能
知道到底他的安装情况为何的。因为例如 sendmail 的安装就很麻烦......这个方
式虽然有利于套件的移除，但不晓得您有没有发现，我们在执行某些指令的时
候，与该指令是否在 PATH 这个环境变量所记录的路径有关，以上面为例，
我的 /usr/local/apache/bin 肯定是不在 PATH 里面的，所以执行 apache 的指令
就得要利用绝对路径了，否则就得将这个 /usr/local/apache/bin 加入 PATH 里
面。另外，那个 /usr/local/apache/man 也需要加入 man page 搜寻的路径当中啊！

除此之外， Tarball 在升级的时候也是挺困扰的，怎么说呢？我们还是以
apache 来说明好了。WWW 服务器为了考虑互动性，所以通常会将
PHP+MySQL+Apache 一起安装起来( 详细的信息请参考服务器架设篇 )，果真
如此的话，那么每个套件在安装的时候『都有一定的顺序与程序！』因为他们
三者之间具有相关性，所以安装时必需要三者同时考虑到他们的函式库与相关
的编译参数。那么如果今天我只要升级 PHP 呢？有的时候因为只有涉及动态
函式库的升级，那么我只要升级 PHP 即可！其它的部分或许影响不大。但是
如果今天 PHP 需要重新编译的模块比较多，那么可能会连带的，连 Apache
这个程序也需要重新编译过才行！真是有点给他头痛的！没办法啦！使用
tarball 确实有他的优点啦，但是在这方面，确实也有他一定的伤脑筋程度。
由于 Tarball 在升级与安装上面具有这些特色，亦即 Tarball 在反安装上面具
有比较高的难度( 如果您没有好好规划的话～ )，所以，为了方便 Tarball 的管
理，通常我们会这样建议使用者：
1. 最好将 tarball 的原始数据解压缩到 /usr/local/src 当中；
2. 安装时，最好安装到 /usr/local 这个预设路径下；
3. 考虑未来的反安装步骤，最好可以将每个套件单独的安装在 /usr/local 底下，例如安装 rppppoe-2.6.tar.gz 时，则可以指定该套件需要安装于 /usr/local/rp-pppoe 当中，如此一来，该套
件会将所有的数据都写入 /usr/local/rp-pppoe 当中，因此，未来如果要移除该套件，只要将该
目录删除即可视为成功的移除了！
4. 不过单独安装某个套件在某一特定路径下的作法，会导致当有 man page 的时候，使用预设的
MANPATH 会找不到相关的说明档案内容。这个时候就必须要将 man page 的路径加到
/etc/man.config 档案中了！否则使用 man 也查询不到指令的使用方法的。以上面的例子为例，
如果是安装了 /usr/local/rp-pppoe 当中，通常 man page 会放在 /usr/local/rp-pppoe/man 当中，

所以，您就必需要在 /etc/man.config 里面差不多 40~50 行左右的地方，加入底下这一行：
MANPATH /usr/local/rp-pppoe/man
这样就可以使用 man 来查询资料啰！

一个简单的范例、利用 ntp 来示范
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啊！所以当然我们就来给他测试看看，看您是否真的了解了如何利用
Tarball 来安装软件呢？！我们利用时间服务器 ntp-4.1.2 这个套件来测试安装看看。先请到
http://www.ntp.org/downloads.html 这个目录去下载档案，(您也可以下载比较新的档案来测试
的啦！)或者直接到鸟哥的网站下载：
http://linux.vbird.org/download/books/basic/source_code/ntp-4.1.2.tar.gz。
假设我对这个套件的要求是这样的：
•
•
•

假设 ntp-4.1.2.tar.gz 这个档案放置在 /root 这个目录下；
原始码请解开在 /usr/local/src 底下；
我要安装到 /usr/local/ntp 这个目录中；

那么您可以依照底下的步骤来安装测试看看( 如果可以的话，请您不要参考底下的文件数据 ，
先自行安装过一遍这个软件，然后再来对照一下鸟哥的步骤喔！ )。
# 1. 解压缩，并阅读一下 ntp 底下的 README 与 INSTALL：
[root@test root]# cd /usr/local/src
[root@test src]# tar -zxvf /root/ntp-4.1.2.tar.gz
# 这个步骤会让原始码解开成为 /usr/local/src/ntp-4.1.2 这个目录
# 2. 进入原始码所在目录，并且查阅如何安装的技巧：
[root@test src]# cd ntp-4.1.2
[root@test ntp-4.1.2]# vi INSTALL ( 或 vi README)
# 3. 开始设定参数、编译与安装：
[root@test ntp-4.1.2]# ./configure --help | more
# 上面这个动作可以察看一下可用的参数！
[root@test ntp-4.1.2]# ./configure --prefix=/usr/local/ntp \
> --enable-all-clocks --enable-parse-clocks
checking for gcc... (cached) gcc
checking whether we are using the GNU C compiler... (cached) yes
checking whether gcc accepts -g... (cached) yes
.....(略)....
configure: creating ./config.status
config.status: creating Makefile
# 一般来说 configure 设定参数较重要的就是那个 --prefix=/path 了，
# --prefix 后面接的路径就是『这个软件未来要安装到那个目录去？』
# 如果您没有指定 --prefix=/path 这个参数，通常预设参数就是 /usr/local
# 至于其它的参数意义就得要参考 ./configure --help 了！
# 这个动作完成之后会产生 makefile 或 Makefile 这个档案
# 当然啦，这个侦测检查的过程会显示在屏幕上，特别留意关于 gcc 的检查，
# 还有最重要的是最后需要成功的建立起 Makefile 才行！(上面最后一行)
[root@test ntp-4.1.2]# make clean ; make
[root@test ntp-4.1.2]# make check
[root@test ntp-4.1.2]# make install
# 将数据给他安装在 /usr/local/ntp 底下

整个动作就这么简单，您完成了吗？！完成之后到 /usr/local/ntp 您发现了什么？！

利用 patch 更新原始码
我们在前言里面介绍了为何需要进行套件的升级，这是很重要的喔！那假如我是以 Tarball 来进行某
个套件的安装，那么是否当我要升级这个套件时，就得要下载这个套件的完整全新的 Tarball 呢？举
个例子来说，鸟哥有个讨论区在 http://phorum.vbird.org 这个网址，这个讨论区是以 phpBB 这个套
件来架设的，而鸟哥的讨论区版本为 phpbb2.0.1.tar.gz ，目前( 2004/04/10 )最新释出的版本则是
phpbb2.0.8.tar.gz 。那我是否需要下载全新的 phpbb2.0.8.tar.gz 这个档案来更新原本的旧程序呢？
事实上，当我们发现一些套件的漏洞，通常是某一段程序代码写的不好所致。因此，所谓的『更新
原始码』常常是只有更改部分档案的小部分内容而已。既然 如此的话，那么我们是否可以就那些被
更动的档案来进行修改就可以咯？也就是说，旧版本到新版本间没有更动过的档案就不要理他，仅
将有修订过的档案部分来处 理即可。这有什么好处呢？首先，没有更动过的档案的目标文件( object
file )根本就不需要重新编译，而且有更动过的档案又可以利用 make 来自动 update ( 更新 )，如此一
来，呵呵！我们原先的设定( makefile 档案里面的规则 )将不需要重新改写或侦测！呵呵！可以节省
很多宝贵的时间呢( 例如后续章节会提到的核心的编译！ )
从上面的说明当中，我们可以发现，如果可以将旧版的原始码数据改写成新版的版本，那么就能直
接编译了，而不需要将全部的新版 Tarball 重新下载一次呢！可以节省频宽与时间说！那么如何改写
原始码？难道要我们一个档案一个档案去参考然后修订吗？当然没有这么没人性！我们在正规表示
法的时候有提到一个比对两个档案的指令，那就是 diff ，这个指令可以将『两个档案之间的差异性
列出来』呢！那我们也知道新旧版本的档案之间，其实只有修改一些程序而已，那么我们可以透过
diff 比对出新旧版本之间的文字差异，然后再以相关的指令来将旧版的档案更新吗？！呵呵！当然可
以啦！那就是 patch 这个指令啦！很多的套件开发商在更新了原始码之后，几乎都会释出所谓的
patch file，也就是直接将原始码 update 而已的一个方式喔！我们底下以一个简单的范例来说明给您
了解喔！
假设我们有两个档案，分别是 expatch.old 与 expatch.new ，他们的内容是这样的：
[guest@test guest]# vi expatch.old
echo "check your postfix's body and header drop settings"
echo "postmap -q - regexp:header_checks < header_checks"
postmap -q - regexp:header_checks < header_checks
echo "postmap -q - regexp:body_checks < body_checks"
postmap -q - regexp:body_checks < body_checks
[guest@test guest]# vi expatch.new
echo "check your postfix's body and header drop settings"
echo "postmap -q - regexp:header_checks < header_checks This's right"
postmap -q - regexp:header_checks < header_checks
echo "postmap -q - regexp:body_checks < body_checks This's right"
postmap -q - regexp:body_checks < body_checks

两个档案的不同点在于：
[guest@test guest]# diff expatch.old expatch.new
2c2
< echo "postmap -q - regexp:header_checks < header_checks"
--> echo "postmap -q - regexp:header_checks < header_checks This's right"
4c4
< echo "postmap -q - regexp:body_checks < body_checks"
--> echo "postmap -q - regexp:body_checks < body_checks This's right"

上面显示出两个档案的不同点，详细的意义请参考正规表示法那个章节的介绍。 好了，假如我以『

diff -c expatch.old expatch.new 』以及上面显示的信息，做成一个档案，内容是这样的：
[guest@test guest]# vi expatch.patch
*** expatch.old 2004-04-09 14:22:49.000000000 +0800
--- expatch.new 2004-04-09 14:23:18.000000000 +0800
2c2
< echo "postmap -q - regexp:header_checks < header_checks"
--> echo "postmap -q - regexp:header_checks < header_checks This's right"
4c4
< echo "postmap -q - regexp:body_checks < body_checks"
--> echo "postmap -q - regexp:body_checks < body_checks This's right"

注意到，这个档案的第一行显示出旧版本的文件名，而第二行则为新版本的档名与时间，第三行以
后则是两个档案的差异性。那么我们将以 patch 来进行更新，将 expatch.old 更新到 expatch.new 看
看。patch 的基本语法是这样的：
patch -p 数字 < patch_file
特别留意那个 -p 数字，那是与 patch_file 里面列出的文件名有关的信息。假如在 patch_file 第一行
写的是这样：
*** /home/guest/example/expatch.old
那么当我下达『 patch -p0 < patch_file 』时，则更新的档案是『 /home/guest/example/expatch.old
』，如果『 patch -p1 < patch_file』，则更新的档案为『home/guest/example/expatch.od』，如果
『patch -p4 < patch_file』则更新『expatch.old』，也就是说， -pxx 那个 xx 代表『拿掉几个斜线(/)』
的意思！这样可以理解了吗？！好了，那么我要开始来更新我的 expatch.old 了，可以这样搞定：
[guest@test guest]# patch -p0 < expatch.patch
# 注意喔，这个时候我的工作目录底下会存在 expatch.old 才对！
# 然后立刻察看一下，您会发觉， expatch.new 与 expatch.old 变成一模一样的了！

很容易了解吧！上面三个档案您可以在底下的网址取得：
http://linux.vbird.org/download/books/basic/source_code/expatch.tgz
加油的啦！另外，如果您是以 patch 更新原始码，那么记得，您可能必须要重新编译，并且重新
install 才算成功更新喔！并不是 patch 就好了！因为 patch 的功能主要仅只是更新原始码档案而已！
切记切记！
鸟哥提问题：如果我有一个很旧版的套件，这个套件已经更新到很新的版本，例如核心，那么我可
以使用 patch file 来更新吗？
这个问题挺有趣的，首先，您必须要确定旧版本与新版本之间『确实有释出 patch file 』才行，
以 kernel 2.2.xx 及 2.4.xx 来说，这两者基本上的架构已经不同了，所以两者间是无法以
patch file 来更新的。不过， 2.4.xx 与 2.4.yy 就可以更新了。不过，因为 kernel 每次推出的
patch 档案都仅针对前一个版本而已，所以假设要由 kernel 2.4.20 升级到 2.4.26 ，就必须要使
用 patch 2.4.21, 2.4.22, 2.4.23, 2.4.24, 2.4.25, 2.4.26 六个档案来『依序更新』才行喔！当然，如
果有朋友帮您比对过 2.4.20 与 2.4.26 ，那您自然就可以使用该 patch file 来直接一次更新啰！

函式库管理：
在我们的 Linux 操作系统当中，函式库是很重要的一个项目。因为很多的套件之间都会互相取用彼此提供
的函式库来进行特殊功能的运作，例如很多需要验证身份的程序都习惯利用 PAM 这个模块提供的验证机
制来实作，而很多网络联机机制则习惯利用 SSL 函式库来进行联机加密的机制。所以说，函式库的利用是
很重要的。不过，函式库又依照是否被编译到程序内部而分为动态与静态函式库，这两者之间有何差异？

哪 一种函式库比较好？底下我们就来谈一谈先！

动态与静态函式库
首先我们要知道的是，函式库的类型有哪些？依据函式库被使用的类型而分为两大类，分别
是静态( Static )与动态( Dynamic )函式库两类。底下我们来谈一谈这两种类行的函式库吧！
•

静态函式库：
• 附檔名：这类的函式库通常附档名为 libxxx.a 的类型；
• 编译行为：这一类型的函式库在被使用到程序当中的时候，都是整个函式库的
所有数据被整合到执行文件当中，也就是说，当我们在进行编译的动作时，这
个函式库会被加入到执行档内，所以利用静态函式库编译成的档案会比较大一
些喔；
• 独立执行的状态：这类函式库最大的优点，就是编译成功的可执行档可以独立
执行，而不需要再向外部要求读取函式库的内容( 请参照动态函式库的说明 )。
•

•

升级难易度：虽然执行档可以独立执行，然而当函式库升级的时候，由于我们
的执行档取用的是之前版本的函式库，所以当函式库升级后，连执行档也需要
重新编译过一次，才能将新的函式库整合到执行档当中。

动态函式库：
• 附檔名：这类函式库通常附档名为 libxxx.so 的类型；
• 编译行为：动态函式库与静态函式库的编译行为差异挺大的，静态函式库是整
个被编译到执行文件当中，但是动态函式库在编译的时候，在程序里面只有一
个『指向( Pointer )』的位置而已。也就是说，动态函式库的内容并没有被整合
到执行档当中，而是当执行档要使用到函式库的机制时，程序才会去读取函式
库来使用。由于执行文件当中仅具有指向动态函式库所在的指标而已，并不包
含函式库的内容，所以他的档案会比较小一点。
• 独立执行的状态：这类型的函式库不能被独立执行，因为当我们使用到函式库
的机制时，程序会去读取函式库，所以函式库『必须要存在』才行，而且，函
式库的『所在目录也不能改变』，因为我们的可执行档里面仅有『指标』亦即
当要取用该动态函式库时，程序会主动去某个路径下读取，呵呵！所以动态函
式库可不能随意移动或删除，会影响很多相依的程序软件喔！
• 升级难易度：虽然这类型的执行档无法独立运作，然而由于是具有指向的功能，
所以，当函式库升级后，执行档根本不需要进行重新编译的行为，因为执行档
会直接指向新的函式库档案( 前提是函式库新旧版本的档名相同喔！ )。
在目前的 Linux distribution 当中，我们比较倾向于使用动态函式库，因为如同
上面提到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函式库的升级方便！由于 Linux 系统里面的套
件相依性太复杂了，如果使用太多的静态函式库，那么升级某一个函式库时，
都会对整个系统造成很大的冲击！因为其它相依的执行档也要同时重新编译啊！
这个时候动态函式库可就有用多了，因为只要动态函式库升级就好，其它的套
件根本无须变动。

那么这些函式库放置在哪里呢？绝大多数的函式库都放置在：
• /usr/lib
• /lib
此外，Linux 系统里面很多的函式库其实 kernel 就提供了，那么 kernel 的函式库放在哪里？呵呵！
就是在 /lib/modules 里面啦！里面的数据可多着呢！不过要注意的是，不同版本的核心提供的函式
库差异性是挺大的，所以 kernel 2.2.xx 版本的系统不要想将核心换成 2.4.xx 喔！很容易由于函式库
的不同而导致很多原本可以执行的软件套件无法顺利运作呢！更多的核心相关说明我们在后面会继
续的给他介绍的。

ldconfig 与 /etc/ld.so.conf

在了解了动态与静态函式库，也知道我们目前的 Linux 大多是将函式库做成动态函式库之后，再来
要知道的就是，那有没有办法增加函式库的读取效能？！我们知道内存的存取速度是硬盘的好几倍，
所以，如果我们将常用到的动态函式库先加载内存当中( 快取, cache )，如此一来，当软件套件要取
用动态函式库时，就不需要重从头由硬盘里面读出啰！这样不就可以增进动态函式库的读取速度？
没错，是这样的！这个时候就需要 ldconfig 与 /etc/ld.so.conf 的协助了。
如何将动态函式库加载高速缓存( cache )当中呢？
•
•
•

首先，我们必须要在 /etc/ld.so.conf 里面写下『想要读入高速缓存当中的动态函式库所在的目
录』，注意喔，是目录而不是档案；
接下来则是利用 ldconfig 这个执行档将 /etc/ld.so.conf 的资料读入快取当中；
同时也将数据记录一份在 /etc/ld.so.cache 这个档案当中吶！

事实上， ldconfig 还可以用来判断动态函式库的连结信息呢！赶紧利用 Red Hat 9 来测试看看。假
设我还想要将我的 MySQL 函式库加入到快取当中：
[root@test root]# ldconfig [-f conf] [-C cache] [-p]
参数说明：
-f conf ：那个 conf 指的是某个文件名称，也就是说，使用 conf 作为 libarary
函式库的取得路径，而不以 /etc/ld.so.conf 为默认值
-C cache：那个 cache 指的是某个文件名称，也就是说，使用 cache 作为快取暂存
的函式库资料，而不以 /etc/ld.so.cache 为默认值
-p

：列出目前有的所有函式库资料内容（在 /etc/ld.so.cache 内的资料！）

范例：
[root@test root]# vi /etc/ld.so.conf
/usr/kerberos/lib
/usr/X11R6/lib
/usr/lib/mysql

<==这一行是新加入的喔！

[root@test root]# ldconfig
# 画面上不会显示任何的信息，不要太紧张！正常的！
[root@test root]# ldconfig -p
680 libs found in cache `/etc/ld.so.cache'
libzvt.so.2 (libc6) => /usr/lib/libzvt.so.2
libz.so.1 (libc6) => /usr/lib/libz.so.1
libz.so (libc6) => /usr/lib/libz.so
libx11globalcomm.so.1 (libc6) => /usr/lib/libx11globalcomm.so.1
........(略).....

透过上面的动作，我们可以将 MySQL 的相关函式库给他读入快取当中，这样可以加快函式库读取
的效率呢！在某些时候，您可能会自行加入某些 Tarball 安装的动态函式库，而您想要让这些动态函
式库的相关连结可以被读入到快取当中，这个时候您可以将动态函式库所在的目录名称写入
/etc/ld.so.conf 当中，然后执行 ldconfig 就可以啦！

ldd
说了这么多，那么我如何判断某个可执行的 binary 档案含有什么动态函式库呢？很简单，利用 ldd
就可以晓得了！例如我想要知道 /usr/bin/passwd 这个程序含有的动态函式库有哪些，可以这样做：
[root@test root]# ldd [-vdr] [filename]
参数说明：
-v ：列出所有内容信息；
-d ：重新将数据有遗失的 link 点秀出来！

-r ：将 ELF 有关的错误内容秀出来！
范例：
[root@test root]# ldd /usr/bin/passwd
libuser.so.1 => /usr/lib/libuser.so.1 (0x40021000)
....(略)....
libpam.so.0 => /lib/libpam.so.0 (0x40107000)
....(略)....
# 我们前言的部分不是一直提到 passwd 有使用到 pam 的模块吗？！怎么知道？
# 利用 ldd 察看一下这个档案，看到 libpam.so 了吧？这就是 pam 提供的函式库
[root@test root]# ldd /lib/libc.so.6
/lib/ld-linux.so.2 => /lib/ld-linux.so.2 (0x40000000)
[root@pc510 vbird]# ldd -v /lib/libc.so.6
/lib/ld-linux.so.2 => /lib/ld-linux.so.2 (0x40000000)
Version information:
/lib/libc.so.6:
ld-linux.so.2 (GLIBC_2.1) => /lib/ld-linux.so.2
ld-linux.so.2 (GLIBC_2.0) => /lib/ld-linux.so.2
ld-linux.so.2 (GLIBC_PRIVATE) => /lib/ld-linux.so.2

未来如果您常常升级安装 RPM 的套件时( 下一章节会介绍 )，应该常常会发现那个『相依属性』的
问题吧！？没错！我们可以先以 ldd 来视察『相依函式库』之间的相关性！以先取得了解！例如上
面的例子中，我们检查了 libc.so.6 这个在 /lib 当中的函式库，结果发现他其实还跟 ld-linux.so.2 有
关！所以我们就需要来了解一下，那个档案到底是什么套件的函式库呀！？使用 -v 这个参数还可以
得知该函式库来自于哪一个套件！像上面的数据中，就可以得到该 libc.so.6 其实可以支持
GLIBC_2.1 等的版本！

检验软件正确性
前面提到很多升级与安装需要注意的事项，因为我们需要克服很多的程序漏洞，所以需要前往 Linux
distribution 或者是某些套件开发商的网站，下载最新并且较安全的档案来安装才行。好了，那么『有没
有可能我们下载的档案本身就有问题？』是可能的！因为骇克无所不在，很多的套件开发商已经公布
过他们的网页所放置的档案曾经被窜改过！那怎么办？连下载原版的数据都可能有问题了？难道没有
办法判断档案的正确性吗？！
这个时候我们就要透过每个档案独特的指纹验证数据了！因为每个档案的内容与档案大小都不相同，
所以如果一个档案被修改之后，必然会有部分的信息不一样！利用这个咚咚，我们可以使用 MD5 这个
指纹验证机制来判断该档案有没有被更动过！举个例子来说，中山大学提供的 Red Hat 9 原版光盘下载
点( http://ftp.nsysu.edu.tw/Linux/RedHat/linux/9/en/iso/i386/ )同时提供了 Red Hat 9 所有光盘 ISO 档案的
MD5 编码，透过这个编码的比对，我们就可以晓得下载的档案是否有问题。那么万一 Red Hat 提供的
光盘映象文件(image)被下载之后，让有心人士偷偷修改过，再转到 Internet 上面流传，那么你下载的
这个档案偏偏不是原厂提供的，呵呵！你能保证该档案的内容完全没有问题吗？！当然不能对不对？！
是的，这个时候就有 md5sum 这个档案指纹的咚咚出现啦！说说他的用法吧！

md5sum
我们以 Red Hat 在 2004 年发布的一则程序臭虫修订程序为例：
https://rhn.redhat.com/errata/RHBA-2004-083.html
这个 grep-2.5.1-7.8.i386.rpm 的档案他的 MD5 指纹编码是：
『5a0c3fcfcd4c3f937644b8cd71a0cf89』，如果您下载了这个档案，并且执行底下的指令，应该得

到相同的指纹码的：
[root@test root]# md5sum [-bct] filename
[root@test root]# md5sum [--status|--warn] --check filename
参数说明：
-b ：使用 binary 的读档方式，预设为 Windows/DOS 档案型态的读取方式；
-c ：检验 md5sum 档案指纹；
-t ：以文字型态来读取 md5sum 的档案指纹。
范例：
[root@test root]# md5sum grep-2.5.1-7.8.i386.rpm
5a0c3fcfcd4c3f937644b8cd71a0cf89 grep-2.5.1-7.8.i386.rpm
# 看！显示的编码是否与上面相同呢？！赶紧测试看看！

一般而言，每个系统里面的档案内容大概都不相同，例如你的系统中的 /etc/passwd 这个登入信
息文件与我的一定不一样，因为我们的使用者与密码、 Shell 及家目录等大概都不相同，所以由
md5sum 这个档案指纹分析程序所自行计算出来的指纹表当然就不相同啰！
好了，那么如何使用这个东西呢？基本上，您必须要在您的 Linux 系统上为您的这些重要的档
案进行指纹数据库的建立( 好像在做户口调查！ )，将底下这些档案建立数据库：
•
•
•
•
•
•
•
•
•

/etc/passwd
/etc/shadow( 假如你不让使用者改密码了 )
/etc/group
/usr/bin/passwd
/sbin/portmap
/bin/login ( 这个也很容易被骇！ )
/bin/ls
/bin/ps
/usr/bin/top

等等，这几个档案最容易被修改了！因为很多木马程序执行的时候，还是会有所谓的『执行序,
PID』为了怕被 root 追查出来，所以他们都会修改这些检查排程的档案，如果你可以替这些档
案建立指纹数据库( 就是使用 md5sum 检查一次，将该档案指纹记录下来，然后常常以 shell
script 的方式由程序自行来检查指纹表是否不同了！ )，那么对于档案系统会比较安全啦！！

重点回顾
•
•
•
•
•
•

•
•
•
•

原始码其实大多是纯文字文件，需要透过编译器的编译动作后，才能够制作出 Linux 系统能够认识的可执
行的 binary file ；
在 Linux 系统当中，最标准的 C 语言编译器为 gcc ；
在编译的过程当中，可以藉由其它套件提供的函式库来使用该套件的相关机制与功能；
为了简化编译过程当中的复杂的指令输入，可以藉由 make 与 makefile 规则定义，来简化程序的更新、编
译与连结等动作；
Tarball 为使用 tar 与 gzip 压缩功能所打包与压缩的，具有原始码程序文件的档案；
一般而言，要使用 Tarball 管理 Linux 系统上的套件，最好需要 gcc, make, autoconfig, kernel source, kernel
header 等前驱套件才行，所以在安装 Linux 之初，最好就能够选择 Software development 以及 kernel
development 之类的群组；
函式库有动态函式库与静态函式库，动态函式库在升级上具有较佳的优势。动态函式库的附档名为 *.so 而
静态则是 *.a ；
patch 的主要功能在更新原始码，所以更新原始码之后，还需要进行重新编译的动作才行；
可以利用 ldconfig 与 /etc/ld.so.conf 来制作动态函式库的连结与快取！
透过 MD5 的编码可以判断下载的档案是否为原本厂商所释出的档案。

参考资源
如果您对于程序的开发相当的有兴趣，那么真的建议挑这个跨平台的 C 语言来学习！
•
•
•

gcc 的使用简介：http://zope.slat.org/Members/ycheng/Document/gcc
gdb 的使用简介：http://zope.slat.org/Members/ycheng/Document/gdb
C 程序语言：http://www.cyut.edu.tw/~ckhung/b/c/

RPM 与 SRPM 套件管理员
在上一章当中，我们介绍了以 Tarball 的方式来安装我们的套件，同时也说明了 Source code 与执行档之间的关系。不过，如果每次安装套件都需要进行编
译的动作，那么实在很没效率！这个时候，由 Red Hat 公司所开发出来的套件管理程序( Red Hat Package Manager, RPM )可就帮了大忙了！RPM 除了可以
用来安装套件之外，还可以进行查询、升级、反安装、以及其它验证等等的功能，这些功能让我们在管理系统的套件上，更显的方便呢！此外，我们也可
以利用 RPM 的原理来『自行创造自己的 RPM 档案』呢！
由于 RPM 实在是太好用了，目前主要的 Linux distributions 都是使用 RPM 来管理他们的套件，例如 Mandrake 与 Red Hat ，所以，您不能不知道 RPM
是什么东西？该如何利用他，以及熟悉相关的功能！赶紧来参详参详！

前言
在前一章我们提到以原始码的方式来安装套件，也就是利用厂商释出的 Tarball 来进行套件与程序的安装。不过，您应
该很容易发现，那就是每次安装套件都需要设定操作系统、设定编译参数、实际的编译、最后还要依据个人喜好的方
式来安装套件到定位。这过程是真的很麻烦的，而且对于不熟整个系统的朋友来说，还真是累人啊！
那有没有想过，如果我的 Linux 系统与厂商的系统一模一样，那么在厂商的系统上面编译出来的执行档，自然也就可
以在我的系统上面跑啰！也就是说，厂商先在他们的系统上面编译好了我们使用 者所需要的套件，然后将这个编译好
的可执行的套件直接释出给使用者来安装，如此一来，由于我们本来就使用厂商的 Linux distribution ，所以当然系统
是一样的，那么使用厂商提供的编译过的可执行档就没有问题啦！说的比较白话一些，那就是利用类似 Windows 的安
装方式，由程序开发者直接在已知的系统上面编译好，再将该程序直接给使用者来安装，如此而已。
那么如果在安装的时候还可以加上一些与这些程序相关的信息，将他建立成为数据库，那不就可以进行安装、反安装、
升级与验证等等的相关功能啰( 类似 Windows 底下的『新增移除程序』 )？！确实如此，在 Linux 上面至少就有两种
常见的这方面的套件管理员，分别是 RPM 与 Debian 的 dpkg ，其中又以 RPM 更常见。所以底下我们就来介绍一下
RPM 这个咚咚啰！

什么是 RPM 与 SRPM
RPM 全名是『 RedHat Package Manager 』简称则为 RPM 啦！顾名思义，当初这个套件管理的程序是由
Red Hat 这家公司发展出来的，但其实在很多的其它套件也有相类似的套件管理程序。不过由于 RPM 使用
上很方便，所以就成了目前最热门的套件管理程序啦！
那么什么是 RPM 呢？说的简单一点， RPM 是以一种数据库记录的方式来将你所需要的套件安装到你的
Linux 主机的一套管理程序。他最大的特点就是将您要安装的套件先编译过( 如果需要的话 )并且打包好了，
透过包装好的套件里头预设的数据库记录，记录这个套件要安装的时候必须要的相依属性模块( 就是你的
Linux 主机需要先存在的几个必须的套件 )，当安装在你的 Linux 主机时， RPM 会先依照套件里头的纪录
数据查询 Linux 主机的相依属性套件是否满足，若满足则予以安装，若不满足则不予安装。那么安装的时候
就将该套件的信息整个写入 RPM 的数据库中，以便未来的查询、验证与反安装！这样一来的优点是：
1. 由于已经编译完成并且打包完毕，所以安装上很方便( 不需要再重新编译 )；
2. 由于套件的信息都已经记录在 Linux 主机的数据库上，很方便查询、升级与反安装；
但是这也造成很大的困扰，由于 RPM 程序是已经包装好的数据，也就是说，里面的数据已经都『编译完成』
了！所以，安装的时候一定需要当初安装时的主机环境才能安装，也就是说，当初建立这个套件的安装环境
必须也要在你的主机上面出现才行！例如 rp-pppoe 这个 ADSL 拨接套件，他必须要在 ppp 这个套件存在的
环境下才能进行安装！如果你的主机并没有 ppp 这个套件，那么很抱歉，除非您先安装 ppp 否则 rp-pppoe
就是不让你安装的( 当然您可以强制安装，但是通常都会有点问题发生就是了！ )。所以，通常不同的
distribution 所释出的 RPM 档案，并不能用在其它的 distributions 里面，举例来说， Red Hat 释出的 RPM
档案，通常无法直接在 Mandrake 上面进行安装的，更有甚者，不同版本之间也无法互通，例如 Mandrake
9.0 的 RPM 档案就无法直接套用在 8.2 上面！因此，这样可以发现他的缺点是：
1. 安装的环境必须与打包时的环境需求一致或相当；

2. 需要满足套件的相依属性需求；
3. 反安装时需要特别小心，最底层的套件不可先移除，否则可能造成整个系统的问题！
那怎么办？呵呵！还好，还有 SRPM 这个东西！ SRPM 是什么呢？顾名思义，他是 Source RPM 的意思，
也就是这个 RPM 档案里面含有原始码( Source Code )哩！特别注意的是，这个 SRPM 所提供的套件内容
『并没有经过编译』，他提供的是原始码喔！通常 SRPM 的附檔名是以 ***.src.rpm 这种格式来命名的。不
过，既然 SRPM 提供的是原始码，那么为什么我们不使用 Tarball 直接来安装就好了？！这是因为 SRPM
虽然内容是原始码，但是他仍然含有该套件所需要的相依性套件说明、以及所有 RPM 档案所提供的数据，
同时，他与 RPM 不同的是，他也提供了参数设定档( 就是 configure 与 makefile 啦！ )。所以，如果我们下
载的是 SRPM ，那么要安装该套件时，RPM 套件管理员将会(1)先将该套件以 RPM 管理的方式编译，(2)然
后将编译完成的 RPM 档案安装到 Linux 系统当中。与 RPM 档案相比， SRPM 多了一个重新编译的动作，
而且 SRPM 编译完成会产生 RPM 档案。
怪了，怎么 SRPM 这么麻烦吶！还要重新编译一次，那么我们直接使用 RPM 来安装不就好了！？通常一
个套件在释出的时候，都会同时释出该套件的 RPM 与 SRPM 。我们现在知道 RPM 档案必须要在相同的
Linux 环境下才能够安装，而 SRPM 既然是原始码的格式，自然我们就可以透过修改 SRPM 内的参数设定
档，然后重新编译产生能适合我们 Linux 环境的 RPM 档案，如此一来，不就可以将该套件安装到我们的系
统当中，而不必与原作者打包的 Linux 环境相同了？这就是 SRPM 的用处了！

什么是 i386, i586, i686, noarch
好啦！现在我们已经知道 RPM 与 SRPM 的格式了，分别为：
xxxxxxxxx.rpm
xxxxx.src.rpm

<==RPM 的格式，已经经过编译且包装完成的 rpm 档案；
<==SRPM 的格式，包含未编译的原始码信息。

那么我们怎么知道这个套件的版本、适用的平台、打包的次数呢？呵呵！只要透过档名就可以知道了！例如
rp-pppoe-3.1-5.i386.rpm 这的档案的意义为：
rp-pppoe 3.1
套件名称
套件的版本信息

5
.
释出的次数

i386
.rpm
适合的硬件平台

附文件名

除了后面适合的硬件平台与附文件名外，主要是以『-』来隔开各个部分，这样子可以很清楚的发现该套件
的名称、版本信息、打包次数与操作的硬件平台！好了，来谈一谈每个不同的地方吧：
•

套件名称：
当然就是每一个套件的名称了！上面的范例就是 rp-pppoe 。

•

版本信息：
每一次更新版本就需要有一个版本的信息，否则如何知道这一版是新是旧？这里通常又分为主版本跟
次版本，以上面为例，主版本为 3 ，在主版本的架构下更动部分原始码内容，而释出一个新的版本，
就是次版本啦！以上面为例，就是 1 啰！

•

释出版本次数：
也就是编译的次数啦！那么为何需要重复的编译呢？这是由于同一版的套件中，可能由于有某些 bug
或者是安全上的顾虑，所以必须要重新设定当初打包时候的设定参数，设定完成之后重新编译并打包
成 RPM 档案！因此就有不同的打包数出现了！( 注：这个时候原始码其实还是 3.1 那个版本，只是
下达编译时的参数不同而已！ )

•

操作硬件平台：
这是个很好玩的地方，由于 RPM 可以适用在不同的操作平台上，但是由于不同的平台设定的参数还
是有所差异性！并且，我们可以针对比较高阶的 CPU 来进行最佳化参数的设定，所以就有所谓的
i386, i586, i686 与 noarch 等的文件名称出现了！

i386

几乎适用于所有的 x86 平台，不论是旧的 pentum 或者是新的 pentum-IV 与 K7 系列的
CPU 等等，都可以正常的工作！那个 i 指的是 Intel 兼容的 CPU 的意思，至于 386 不用说，
就是 CPU 的等级啦！

i586

就是 586 等级的计算机，那是哪些呢？包括 pentum 第一代 MMX CPU， AMD 的 K5, K6
系列 CPU ( socket 7 插脚 ) 等等的 CPU 都算是这个等级；

i686

在 pentun II 以后的 Intel 系列 CPU ，及 K7 以后等级的 CPU 都属于这个 686 等级！

noarch

就是没有任何硬件等级上的限制。

需要额外说明的是， i386 的档案可以在任何的机器上面安装，不论是 586 或者是 686 的机器，但是
i686 则不一定可以使用于 386 或者是 586 的硬件上面，这是因为 i686 的 RPM 档案在编译的时候，
主要是针对 686 硬件等级的 CPU 来进行最佳化编译，而 386/586 等级的硬件可能由于无法支持该最
佳化参数，所以无法使用呢！另外，在 686 的机器上使用 i686 的档案会比使用 i386 的档案，效能
可能比较好一些！无论如何，使用 i386 应该就是比较没有问题的啦！另外，由于不同的 distirbution
会有不同的环境与函式库，所以在 i386 之后也有可能会额外再加上该套件的简写！

RPM 的优点
RPM 有以下的优点：
•
•
•
•

RPM 档案本身为已经编译过的 binary 档案，可以让 client 端的使用者免除重新编译的困扰；
RPM 档案在被安装之前，RPM 会先检查系统的硬盘容量、操作系统版本等，可避免档案被安装错误；
RPM 档案本身提供套件版本信息、相依属性套件名称、套件用途说明、套件所含档案等信息，便于
了解套件；
RPM 管理的方式使用数据库记录 RPM 档案的相关参数，便于升级、移除、查询与验证。

为什么 RPM 在使用上很方便呢？我们前面提过， RPM 这个套件管理员所处理的套件，是由套件提供者在
特定的 Linux 作业平台上面将该套件编译完成，并且打包好，那使用者只要拿到这个打包好的套件，然后将
里头的档案放置到应该要摆放的目录，不就完成安装啰？！对啦！就是这样！但是有没有想过，我们在前一
章 原始码与 Tarball 里面提过的，有些套件是有相关性的，例如要安装网络卡驱动程序，就得要有 kernel
source 与 gcc 及 make 等套件。那么我们的 RPM 套件是否一定可以安装完成呢？！如果该套件安装之后，
却找不到他相关的前驱套件，那不是挺麻烦的吗？因为安装好的套件也无法使用啊！
为了解决这种具有相关性套件之间的问题，就是所谓的套件相依属性，RPM 就在提供套件打包的档案时，
同时加入一些讯息登录的功能，这些讯息包括套件的版本、打包套件者、相依属性的套件、套件的功能说明、
该套件的所有档案与目录纪录、等等，然后在 Linux 系统上面亦建立一个 RPM 套件数据库( database )，如
此一来，当您要安装某个以 RPM 型态提供的套件时，在安装的过程中， RPM 会去检验一下数据库里面是
否已经存在相关的套件了，如果数据库显示不存在，那么这个 RPM 档案『预设』就不能安装( 会显示一些
错误讯息 )。呵呵！没有错，这个就是 RPM 类型的档案最为人所诟病的『套件的属性相依』问题啦！

RPM 属性相依的克服方式

虽然 RPM 有套件属性相依的问题，但是 RPM 的优点实在是比缺点要好的多，所以很多使用者还是偏好使
用 RPM 来管理自己的套件，在这样的情况下，如何解决 RPM 的属性相依问题呢？最简单的方式就是在安
装 RPM 档案的时候，发生套件相依的问题时，手动去下载前驱套件，先安装好这些套件，然后再安装最终
想要安装的套件即可。但是，如此一来很花费使用者的精神与时间，挺麻烦的啦！有没有比较快速的方法呢？

呵呵！有的，由于 RPM 类型的档案里面含有属性相依的讯息存在，如果我们可以透过分析这些讯息，再让
程序自行去寻找未安装的前驱套件，并事先加以安装，如此一来不就解决了属性相依的困扰了吗？！没错！
是这样！这就是目前所谓的 urpmi/apt/yum 等服务的由来啦！这些服务都是透过分析 RPM 档案的相依信息，
然后自行取得相依属性套件，自行完成安装的动作，呵呵！相当的方便呢！这些信息我们会在 服务器架设
篇 里面进行介绍，在这个章节当中，我们主要还是以单纯的 RPM 为主喔！

RPM 套件管理程序
RPM 的使用其实不难，只要使用 rpm 这个指令即可！鸟哥最喜欢的就是 rpm 指令的查询功能了，可以让我很轻易的就知
道某个系统有没有安装鸟哥要的套件呢！此外，我们最好还是得要知道一下，到底 RPM 类型的档案他们是将套件的相关
档案放置在哪里呢？还有，我们说的那个 RPM 的数据库又是放置在哪里呢？

RPM 预设安装的路径
一般来说，RPM 类型的档案在安装的时候，会先去读取档案内记载的设定参数内容，然后将该数据用来比对 Linux
系统的环境( 例如属性相依的套件 )，例如目前 SSH 这个远程联机软件( 请参考服务器篇 )使用的是 OpenSSL 的加
密机制，所以，要安装 SSH 的时候，就得要先安装好 OpenSSL 才行啊，如果没有安装 OpenSSL 的话， SSH 就不
让您安装了！这些都是 RPM 环境的要求，如果环境相符就予以安装，如果不符就会显示出不符合的内容所在！等
到安装完毕之后， rpm 就会将套件的信息写入：/var/lib/rpm 这个目录中去！所以，往后您在进行查询的时候或者
是预计要升级的时候，相关的信息就会由 /var/lib/rpm 这个目录的内容数据来提供啰！
一般来说，由于 RPM 有数据库来纪录套件相关的信息，所以 RPM 类型的套件所拥有的档案都放置在系统预设放置
的目录底下，亦即如同我们在 档案属性与目录配置 一文当中提到的：
/etc

一些设定文件放置的目录，例如 /etc/crontab

/usr/bin

一些可执行档案

/usr/lib

一些程序使用的动态函式库

/usr/share/doc

一些基本的软件使用手册与说明文件

/usr/share/man

一些 man page 档案

好了，底下我们就来针对每个 RPM 的相关指令来进行说明啰！

RPM 安装( install )
安装就是 install 嘛！所以啰，使用 rpm 来安装就很简单啦！假设我要安装一个档名为 rp-pppoe-3.1-5.i386.rpm 的档
案，那么我可以这样( 记得某些套件可能需要以系统管理员的身份来安装 )：
[root@test root]# rpm -i rp-pppoe-3.1-5.i386.rpm

不过，这样的参数其实无法显示安装的进度，所以，通常我们会这样下达安装指令：
[root@test root]# rpm -ivh rp-pppoe-3.1-5.i386.rpm
Preparing...
####################################### [100%]
1:rp-pppoe
####################################### [100%]

# -i ：install 的意思
# -v ：察看更细部的安装信息画面
# -h ：以安装信息列显示安装进度，例如上面的 # 字符号！
# 如果要安装两个以上的套件时，可以这样：
[root@test root]# rpm -ivh a.i386.rpm b.i386.rpm *.rpm
# 后面可以接多个套件！
# 也可以直接由网络上面安装，例如：
[root@test root]# rpm -ivh http://website.name/path/pkgname.rpm

另外，如果我们在安装的过程当中发现问题，或者已经知道会发生的问题，而还是『执意』要安装这个套件时，可
以使用如下的参数『强制』安装上去：
--nodeps

使用时机：如果您在安装某个套件时，老是发现 rpm 告诉你『有属性相依的套
件尚未安装』，而您又想要直接强制安装这个套件时，可以加上 --nodeps 告
知 RPM 不要去检查套件的相依性。
危险性：套件会有相依性的原因是因为彼此会使用到对方的机制或功能，如果
强制安装而不考虑套件的属性相依，则可能会造成该套件的无法正常使用！

--nomd5

使用时间：不想检查 RPM 档案所含的 MD5 信息时。
说明：还记得我们在前一章有提到的 MD5 这个指纹辨识吧？！没错，这里指的
就是不要检查 RPM 套件的 MD5 信息。但除非您很清楚这个套件的来源，否则
不建议使用这个参数。

--noscripts

使用时机：不想让该套件自行启用或者自行执行某些系统指令。
说明：RPM 的优点除了可以将档案放置到定位之外，还可以自动执行一些前置
作业的指令，例如数据库的初始化。如果您不想要让 RPM 帮您自动执行这一类
型的指令，就加上他吧！

--replacefiles

使用时机：如果在安装的过程当中出现了『某个档案已经被安装在您的系统上
面』的信息，又或许出现版本不合的讯息( confilcting files )时，可以使用
这个参数来直接覆盖档案。
危险性：覆盖的动作是无法复原的！所以，您必须要很清楚的知道被覆盖的档
案是真的不重要喔！否则会欲哭无泪！

--replacepkgs

使用时机：重新安装某个已经安装过的套件！

--force

这个参数其实就是 --replacefiles 与 --replacepkgs 的综合体！

--test

使用时机：想要测试一下该套件是否可以被安装到使用者的 Linux 环境当中。
范例为：
rpm -ivh pkgname.i386.rpm --test

一般来说，安装的指令大约就是这些了。通常鸟哥建议直接使用 -ivh 就好了，如果安装的过程中发现问题，一个一
个去将问题找出来，尽量不要使用『暴力安装法』，因为可能会发生很多不可预期的问题呢！除非您很清楚的知道
使用上面的参数后，安装的结果是您预期的！

RPM 升级与更新
使用 RPM 来升级真是太简单了！就以 -Uvh 或 -Fvh 来升级即可( 注：vh 的功能仍是在于显示细部信息与安装进
度而已 )！不过，这两种升级方式是不太一样的：
-Uvh

后面接的套件即使没有安装过，则系统将予以直接安装；若后面接的套件有安装过旧版，则
系统自动更新至新版；

-Fvh

如果后面接的套件并未安装到您的 Linux 系统上，则该套件不会被安装；亦即只有安装至您
Linux 系统内的套件会被『升级』！

由上面的说明来看，如果您想要大量的升级系统旧版本的套件时( 例如刚安装完操作系统，而想要更新套件至最新
)，使用 -Fvh 则是比较好的作法。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如果您使用的是 Fvh ，偏偏您的机器上尚无这一个套件，
那么很抱歉，该套件并不会被安装在您的 Linux 主机上面，所以请重新以 ivh 来安装吧！
通常有的朋友在进行整个操作系统的旧版套件修补时，喜欢这么进行：
•
•

先到各发展商的 errata 网站或者是国内的 FTP 映像站捉下来最新的 RPM 档案；
使用 -Fvh 来将您的系统内曾安装过的套件进行修补与升级！( 真是方便呀！)

当然啰，升级也是可以利用 --nodeps/--force 等等的参数啦！

RPM 查询
RPM 在查询的时候，其实查询的地方是在 /var/lib/rpm 这个目录下的数据库档案啦！另外， RPM 也可以查询档案
内的信息喔！那如何去查询呢？我们底下以 简单的范例来说明：
-q

套件

单纯的查询该套件的版本与是否存在而已，例如：
rpm -q logrotate

-ql 套件

列出该套件的所有相关目录与档案喔！例如：
rpm -ql logrotate

-qi 套件

列出该套件的 information (信息)，里面的信息可多着呢，包括了套件名称、
版本、开发商、SRPM 文件名称、打包次数、简单说明信息、套件打包者、安装
日期等等！如果想要详细的知道该套件的数据，用这个参数来了解一下。例如：
rpm -qi logrotate

-qf 档案

这个参数后面接的可是『档案』吶！不像前面都是接套件喔！这个功能在查询
系统的某个档案属于哪一个套件所有的。举例来说，如果想要知道
/etc/logrotate.conf 是那个套件所提供的，可以这样：
rpm -qf /etc/logrotate.conf

-qc 套件

查询该套件的设定文件放置的完整目录名称，例如：
rpm -qc logrotate

-qd 套件

查询该套件的文件说明数据文件放置的完整路径名称，例如：
rpm -qd logrotate

-qR 套件

列出该套件需要预先安装的档案，亦即有属性相依套件的档案！例如：
rpm -qR logrotate

-qa

后面什么都不必加入，直接输入 rpm -qa 即可得知目前 Linux 系统上面共以
RPM 的方式安装了多少的套件！

-qp[licdR] 档案

上面提到的都与系统的 /var/lib/rpm 内的数据库有关，而这里提到的则是与
RPM 档案本身有关。举例来说，如果我下载了一个档名为 pkgname.i386.rpm
的档案，我想要知道他里面主要的讯息，则：
rpm -qpi pkgname.i386.rpm
想要知道与他有关的套件，则：
rpm -qpR pkgname.i386.rpm

常见的查询就是这些了！
例题：
我想要知道我的系统当中，以 c 开头的套件有几个，如何实做？
rpm -qa | grep ^c | wc -l
我的 WWW 服务器为 Apache ，他使用的 RPM 档名为 httpd 。现在，我想要知道这个套件的所有设定

档放置在何处，可以怎么作？
rpm -qc httpd
承上题，如果查出来的设定档案已经被我改过，但是我忘记了曾经修改过哪些地方，所以想要直接重新
安装一次该套件，该如何作？
假设该套件在网络上的网址为：
http://web.site.name/path/httpd-x.x.xx.i386.rpm
则我可以这样做：
rpm -ivh http://web.site.name/path/httpd-x.x.xx.i386.rpm --replacepkgs
如果我误砍了某个重要档案，例如 /etc/crontab，偏偏不晓得他属于哪一个套件，该怎么办？！
虽然已经没有这个档案了，不过没有关系，因为 RPM 有纪录在 /var/lib/rpm 当中的数据
库啊！所以直接下达：
rpm -qf /etc/crontab
就可以知道是那个套件啰！重新安装一次该套件即可！

RPM 验证与数位签章
验证的功能主要在于提供系统管理员一个有用的管理机制！作用的方式是『使用 /var/lib/rpm 底下的数据库
内容来比对目前 Linux 系统的环境下的所有套件档案』也就是说，当您有数据不小心遗失，或者是因为您
误杀了某个套件的档案，或者是不小心不知道修改到某一个套件的档案内容，就用这个简单的方法来验证一
下原本的档案系统吧！好让您了解这一阵子到底是修改到哪些档案数据了！验证的方式很简单：

-V

套件

验证一下这个套件的所有档案是否有被更动过，只有被更动过的档案才会被列出来。
例如：
rpm -V logrotate

-Va

列出目前系统当中所有被更动过的档案。例如：
rpm -Va

-Vp 套件

列出该套件上面可能已经被更动过的档案，例如：
rpm -Vp pkgname.i386.rpm

-Vf 档案

查阅一下某个档案是否被更动过，例如：
rpm -Vf /etc/logrotate.conf

好了，那么我怎么知道到底我的档案被更动过的内容是什么？呵呵！简单的说明一下吧！例如，我们检查一
下 logrotate 这个套件：
# 先看一下 logrotate 有几个档案？
[root@test root]# rpm -ql logrotate
/etc/cron.daily/logrotate
/etc/logrotate.conf
/etc/logrotate.d
/usr/sbin/logrotate
/usr/share/doc/logrotate-3.6.8
/usr/share/doc/logrotate-3.6.8/CHANGES
/usr/share/man/man8/logrotate.8.gz
/var/lib/logrotate.status
# 呵呵！共有 8 个档案喔！
# 再来看一下有几个档案被动过了？！

[root@test root]# rpm -V logrotate
..5....T c /etc/logrotate.conf
# 怪怪！前面的几个咚咚是什么呢？！底下说明喔！
S ：file Size differs
档案的容量大小是否被改变
M ：Mode differs (includes permissions and file type)
档案的类型或档案的属性，如是否可执行等参数已被改变
5 ：MD5 sum differs
MD5 这一种加密防骇的属性已被改变
D ：Device major/minor number mis-match
装置名称已被改变
L ：readLink(2) path mis-match
Link 属性已被改变
U ：User ownership differs
档案的所属人已被改变
G ：Group ownership differs
档案的所属群组已被改变
T ：mTime differs
档案的建立时间已被改变

所以，如果当一个档案所有的信息都被更动过，那么他的显示就会是：
SM5DLUGT c filename

至于那个 c 代表的是『 Config file 』的意思，也就是档案的类型，档案类型有底下这几类：
•
•
•
•
•

c
d
g
l
r

：设定档(config file)
：文件数据文件(documentation)
：鬼档案～通常是该档案不被某个套件所包含，较少发生！(ghost file)
：授权档案(license file)
：自述文件(read me)

经过验证的功能，您就可以知道那个档案被更动过。那么如果该档案的变更是『预期中的』，那么就没有什
么大问题，但是如果该档案是『非预期的』，那么是否被入侵了呢？呵呵！得注意注意啰！
再来，由于数字签证的盛行，我们 Linux 的 RPM 也可以利用数字签证来判断待安装的套件档案是否有问题
喔！一般我们使用的是 GPG 的金钥( public key )。应用的方法很简单，首先，当我们想要使用某个团体释出
的套件时，就需要将他们释出的 GPG 金钥先安装在自己的 Linux 系统上。然后，当安装该团体释出的套件
时，就会检查两者的 key 是否相同，如果相同就直接安装，如果不同就会在屏幕上面显示讯息告知您并未安
装该团体的 GPG 金钥！
安装金钥的方法很简单，例如 Red Hat 本身就有金钥在系统当中，安装如下：
[root@test root]# rpm --import /usr/share/rhn/RPM-GPG-KEY

那么如何查得这个金钥的相关信息呢？使用的方法很简单：
[root@test root]# rpm -qa | grep gpg
gpg-pubkey-e30di49b-392ksif1
gpg-pubkey-dkdf93ke-35698248
[root@test root]# rpm -qi gpg-pubkey-e30di49b-392ksif1
Name
: gpg-pubkey
Relocations: (not relocateable)
Version
: e30di49b
Vendor: (none)
Release
: 392ksif1
Build Date: Mon 29 Sep 2003 07:29:13 PM CST
Install Date: Mon 29 Sep 2003 07:29:13 PM CST
Build Host: localhost
Group
: Public Keys
Source RPM: (none)

Size
: 0
License: pubkey
Signature
: (none)
Summary
: gpg(Matthias Saou (Thias) <matthias.saou@est.une.marmotte.net>)
Description :
-----BEGIN PGP PUBLIC KEY BLOCK----Version: rpm-4.2 (beecrypt-2.2.0)
mQGiBDlgvfERBADevsErSu+DAnE90dFPnpEX20elyZAmuRExGbcUJWSoJynohtGCa9fW6JY8
zm/Dm2dC8f1sSNQ2w7CFG7XRBfyQcL4AqrNKbOMeCl66Tgj+NURUHsnVyU3ASXROxVQ4/yJ6
9PVFomj0sealdEyDXDQoXhvgyI26qe3rriKBefCbRwCg+TdHq5I8B/9X7QLnWg7sZk7iI7sD
/27S9r4PS+FU9N26BvdgOvGeW6+1O/oqAU6HB+EFeGw0+uNbLjxPy1A9R5+M/FBZBMeyTO0S
83RVrnNfp5qzfAn8uo4EWg8eb1w==
=Sm+P
-----END PGP PUBLIC KEY BLOCK-----

这样就能看到相关的信息啰！ ^_^

RPM 反安装与重建数据库
反安装就是将套件解除安装啦！要注意的是，『解安装的过程一定要由最上层往下解除』，以 rp-pppoe 为
例，这一个套件主要是依据 ppp 这个套件来安装的，所以当您要解除 ppp 的时候，就必须要先解除 rppppoe 才行！否则就会发生结构上的问题啦！这个可以由建筑物来说明，如果你要拆除五、六楼，那么当然
要由六楼拆起，否则拆了第五楼，那么上面的楼层难道会悬空？
那么重建数据库呢？由于我们会一直在修改一些档案内容，例如 /etc/xinetd.d 里头的参数档案，加上可能自
系统操作的过程中新增、移除等等的动作，导致系统的数据库有点乱，这个时候可以使用 --rebuilddb 来
重建一下 rpm 的数据库！这两个方法的参数如下啰：
[root@test root]# rpm -e logrotate
[root@test root]# rpm --rebuilddb

<==解安装 logrotate 套件
<==重建数据库

SRPM 的使用
谈完了 RPM 类型的套件之后，再来我们谈一谈包含了 Source code 的 SRPM 该如何使用呢？！假如今天我们由网络上
面下载了一个 SRPM 的档案，该如何安装他？又，如果我想要修改这个 SRPM 里面原始码的相关设定值，又该如何订
正与重新编译呢？！此外，最需要注意的是，新版的 rpm 已经将 RPM 与 SRPM 的指令分开了，SRPM 使用的是
rpmbuild 这个指令，而不是 rpm 喔！如果您是 Red Hat 7.3 以前的用户，那么请使用 rpm 来替代 rpmbuild 啦！

利用系统默认值安装 SRPM 档案
假设我下载了一个 SRPM 的档案，又不想要修订这个档案内的原始码与相关的设定值，那么我可以直接编
译并安装吗？当然可以！利用 rpmbuild 配合参数即可。参数主要有底下两个：

--rebuild

--recompile

这个参数会将后面的 SRPM 进行『编译』与『打包』的动作，最后会产生 RPM 的
档案，但是产生的 RPM 档案并没有安装到系统上。当您使用 --rebuild 的时候，
最后通常会发现一行字体：
Wrote: /usr/src/RPM/RPMS/i386/pkgname.i386.rpm
这个就是编译完成的 RPM 档案啰！那么这个档案就可以用来安装啦！安装的时候
请加绝对路径来安装即可！

这个动作会直接的『编译』『打包』并且『安装』啰！请注意， rebuild 仅『编
译并打包』而已，而 recompile 不但进行编译跟打包，还同时进行『安装』了！
一般来说，如果编译的动作顺利的话，那么编译过程所产生的中间暂存盘都会被自动删除，如果发生任何错

误，则该中间档案会被保留在系统上，等待使用者的除错动作！那么，该如何除错呢？！如果想要自行除错，
就得要知道利用 SRPM 的时候，系统会动用到哪些重要的目录了！底下我们就来谈一谈当处理 SRPM 时，
系统会使用到的目录。

SRPM 使用的路径与需要的套件
SRPM 既然含有 source code ，那么其中必定有设定档啰，所以首先我们必需要知道，这个 SRPM 在进行编译的时
候，会使用到哪些目录呢？这样一来才能够来修改嘛！你可以到你的 /usr/src 这个目录里面去查看一下，通常每个
distribution 提供的目录都不太相同，以 Mandrake 9.0 为例，他是以 /usr/src/RPM 为工作目录， Red Hat 是以
/usr/src/redhat 为工作目录， Openlinux 则是以 /usr/src/openlinux 为工作目录！无论如何，反正就是在 /usr/src 这个目
录下就对了！好了到 /usr/src/redhat 里头去看一看呦：
/usr/src/redhat/SPEC

这个目录当中放置的是该套件的设定档，例如这个套件的信息参数、
设定项目等等都放置在这里；

/usr/src/redhat/SOURCE

这个目录当中放置的是该套件的原始档（*.tar.gz 的档案）以及
config 这个设定档；

/usr/src/redhat/BUILD

在编译的过程中，有些暂存的数据都会放置在这个目录当中；

/usr/src/redhat/RPMS

经过编译之后，并且顺利的编译成功之后，将打包完成的档案放置
在这个目录当中。里头有包含了 i386, i586, i686, noarch.... 等等的次
目录。

此外，在编译的过程当中，可能会发生不明的错误，或者是设定的错误，这个时候就会在 /tmp 底下产生一个相对应
的错误档，您可以根据该错误档进行除错的工作呢！等到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之后，也编译成功了，那么刚刚解压缩
之后的档案，就是在 /usr/src/redhat/SPEC, SOURCE, BUILD 等等的档案都会被杀掉，而只剩下放置在
/usr/src/redhat/RPMS 底下的档案了！
由于 SRPM 需要重新编译，而编译的过程当中，我们至少需要有 make 与其相关的程序，及 gcc, c, c++ 等其它的编
译用的程序语言来进行编译，所以，如果您在安装的过程当中没有选取软件开发工具之类的套件，呵呵！得重新拿
出你的光盘，然后再安装喔！哈哈！只是得要克服一大堆的属性相依的问题就是了～嗯！还是建议您再次的看一下
如何安装吧！

设定档的主要内容
刚刚我们在上面提过了，SRPM 还可以更改一些设定的内容，那么要如何修改这些设定的内容呢？我们以简
单的 rp-pppoe 这个套件来说明好了，你可以连上 Internet 上面的 rp-pppoe 官方网站下载 SRPM ，或者由以
下的方式来下载这个套件(请注意底下的档案是 2004/04 最新的档案数据，有可能在您看到本文时，这个套
件已经更新了，所以请直接上底下的网址来下载吧！http://www.roaringpenguin.com/pppoe/)。至于基本的过程
如下：
1. 下载 SRPM 软件：
[root@test root]# wget \
> http://www.roaringpenguin.com/products/rp-pppoe/rp-pppoe-3.5-1.src.rpm
2. 将 SRPM 解开在/usr/src/redhat 底下的目录当中
[root@test root]# rpm –i rp-pppoe-3.5-1.src.rpm
3. 观察一下有哪些原始码呢？
[root@test root]# cd /usr/src/redhat/SOURCES
[root@test SOURCE]# ls –l
-rw-rw-r-1 root
root
189321 Jul
# 呵呵！上面显示我们的原始码就是这个档案啦！

8 22:38 rp-pppoe-3.5.tar.gz

好了，来看看我们的设定参数档，亦即是在 /usr/src/redhat/SPECS 内的 *.spec 档案啰！

观察一下预设的设定档案内容：
[root@test root]# cd /usr/src/redhat/SPECS
[root@test SPECS]# vi rp-pppoe.spec
# 没错！这个就是 SRPM 的预设设定内容档案啰，进去修改一下，里面的数据有点像这样：
Summary: PPP Over Ethernet (xDSL support)
Name: rp-pppoe
Version: 3.5
%if %(%{expand:test %{_vendor} != mandrake ; echo $?})
Release: 1mdk
%else
Release: 1
%endif
Copyright: GPL
Group: System Environment/Daemons
Source: http://www.roaringpenguin.com/pppoe/rp-pppoe-3.5.tar.gz
Url: http://www.roaringpenguin.com/pppoe/
Packager: David F. Skoll <dfs@roaringpenguin.com>
BuildRoot: /tmp/pppoe-build
Vendor: Roaring Penguin Software Inc.
Requires: ppp >= 2.3.7
# LIC: GPL
%description
PPPoE (Point-to-Point Protocol over Ethernet) is a protocol used by
many ADSL Internet Service Providers. Roaring Penguin has a free
client for Linux systems to connect to PPPoE service providers.
The client is a user-mode program and does not require any kernel
modifications. It is fully compliant with RFC 2516, the official PPPoE
specification.
%prep
%setup
cd src
./configure --mandir=%{_mandir}
%build
cd src
make
cd ../gui
make
%install
cd src
make install RPM_INSTALL_ROOT=$RPM_BUILD_ROOT
cd ../gui
make install RPM_INSTALL_ROOT=$RPM_BUILD_ROOT
%clean
rm -rf $RPM_BUILD_ROOT
%files
%defattr(-,root,root)
%doc doc/CHANGES doc/HOW-TO-CONNECT doc/LICENSE doc/KERNEL-MODE-PPPOE README SERVPOET
%config(noreplace) /etc/ppp/pppoe.conf
注：中间还有很多信息，被我省略掉了！知道了就好喔！
%changelog
* Thu Jul 21 2001 Shigechika AIKAWA <shige@cin.nihon-u.ac.jp>

- merged rp-pppeo.spec and rp-pppoe-gui.spec

注意到的是 rp-pppoe.sepc 这个档案，这是主要的将 SRPM 编译成 RPM 的设定文件，他的基本规则可以这样
看：
1. 整个档案的开头以 Summary 为开始，这部份的设定都是最基础的说明内容；
2. 然后每个不同的段落之间，都以%来做为开头，例如%prep 与%install 等；
我们来谈一谈几个常见的 SRPM 设定段落：
•

系统整体信息方面：
Summary

主要的套件说明，例如上表中，我们说明了他是 ppp 的拨接用途啦！

Name

这个就是套件的名称；

Version

这个是套件的版本信息；

Release

这个是该版本打包的次数说明，在 Mandrake 里面，会自动的帮你设定打包的次数
喔！就是 1mdk 那个咚咚；

Copyright

这个套件的授权模式，我们是使用 GPL 啦！

Group

这个套件的发展团体名称；

Source

这个套件的来源，如果是网络上下载的套件，通常一定会有这个信息来告诉大家
这个原始档的来源！

Url

这个原始码的主要官方网站； Packager：这个套件是经由谁来打包的呢？

Vender

发展的厂商哪；

ExclusiveArch

这个是说明这个套件的适合安装的硬件，通常预设为 i386，当然，你也可以调整
为 i586 啦等等的！

Requires

如果你这个套件还需要其它的套件的支持，那么这里就必需写上来，则当你制作
成 RPM 之后，系统就会自动的去检查啦！这就是『相依属性』的主要来源啰！

上面几个资料通常都必需要写啦！但是如果你的软件没有相依属性的关系时，那么就可以不需
要那个 Requires 啰！
•

%description
将您的套件做一个简短的说明！这个也是必需要的。

•

%prep
这部份的设定在于『尚未进行设定或安装之前，你要编译完成的 RPM 帮你事先做的事情』，就是
prepare 的简写啰！那么他的工作事项主要有：
1. 寻找套件所需要的目录是否已经存在？确认用的！
2. 事先建立您的套件所需要的目录，或者事先需要进行的任务；
3. 如果待安装的 Linux 系统内已经有安装的时候可能会被覆盖掉的档案时，那么就必需要进行备
份(backup)的工作了！
大致的工作就是这些啦！

•

%setup
这个段落就是在建立我们在 Tarball 当中说明的那个 Makefile 档案啦！所以呢，当然就是执行./config
之类的设定档案啰！那么如果你要自己新增自己的参数，就可以在这个地方加入你的设定值！如果你
的软件本身没有这方面的需要，里面就不需要编写内容啰！

•

%build
build 就是建立啊！所以当然啰，这个段落就是在谈怎么 make 编译成为可执行的程序啰！

•

%install

编译完成(build)之后，就是要安装啦！安装就是写在这里，也就是类似 Tarball 里面的 make install 的意
思啰！
•

%files
这个套件安装的档案都需要写到这里来，当然包括了『目录』喔！所以连同目录请一起写到这个段落
当中！以备查验呢！^_^

•

%changelog
这个主要则是在记录这个套件曾经的更新纪录啰！

好了，那么如果您有自订的信息想要加入的话，就选择你要加入的那个段落，将他修改一下吧！例如，如果
你在设定 Makefile 的时候，希望能够多一些额外的参数设定，那么就找到 %setup 那个段落，将他修改成您
所需要的样子，就可以啰！

SRPM 的编译指令
再来呢？嗯！没错，修改完成了，自然就是要将他编译成可以安装的 RPM 档案啦！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直
接在/usr/src/redhat/SPECS 底下下达：
[root@test SPECS]# rpmbuild -bb rp-pppoe.spec
[root@test SPECS]# rpmbuild -ba rp-pppoe.spec

<==编译成 RPM 档案
<==打包成 SRPM 档案

这个时候系统就会这样做：
1. 先进入到 BUILD 这个目录中，在 Mandrake 9.0 当中就是/usr/src/RPM/BUILD，在 Red Hat 底下就是
/usr/src/redhat/BUILD 这个目录；
2. 依照*.spec 档案内的 Name 与 Version 设定定义出工作的目录名称，以我们上面的例子为例，那么系统
就会在 BUILD 目录中先删除 rp-pppoe-3.5 的目录，再重新建立一个 rp-pppoe-3.5 的目录，并进入该目
录；
3. 在新建的目录里面，针对 SOURCES 目录下的来源档案，也就是*.spec 里面的 Source 设定的那个 档
案，以 tar 进行解压缩，以我们这个例子来说，则会在/usr/src/redhat/BUILD/rp-pppoe-3.5 当中，将
/usr/src/redhat/SOURCES/rp-pppoe-3.5.tar.gz 进行解压缩啦！
4. 然后就开始%setup 的工作；
5. 再来开始%build 及%install 的设定与编译！
6. 最后将完成打包的档案给他放置到该放置的地方去，如果你的规定的硬件是在 i386 的系统，那么最后
编译成功 的*.i386.rpm 档案就会被放置在/usr/src/RPM/RPMS/i386 里面啰！如果是 i586 那么自然就是
/usr/src/redhat/RPMS/i586 目录下啰！
整个步骤大概就是这样子！最后的结果数据会放置在 RPMS 那个目录底下就对啦！

一个打包自己套件的范例
这个就有趣了！我们自己来编辑一下自己制作的 RPM 怎么样？会很难吗？完全不会！这里简单的以一个小例子来说明
喔！请注意，这个 真的只是一个小例子，所以不要觉得奇怪喔！其中，比较需要注意的，由于在上面的步骤说明中，
我们知道在将 SRPM 编译成为 RPM 的时候，会以 tar 这支程 式来将档案解开，因此，我们在进行来源档案的建立时，
就必需要将他打包成为一个 tar.gz 的 tarball 的档案才行！
假设我们编辑了一支 script，内容是这样：
[root@test root]# cd /usr/src/redhat/SOURCES
[root@test SOURCES]# vi showvbird.sh
#!/bin/bash
# This file is just used to demo the RPM packaging.
# the only thing is showing the hostname.

HOST=`/bin/hostname`
/bin/echo $HOST
[root@test SOURCES]# chmod 755 showvbird.sh
[root@test SOURCES]# tar –zcvf showvbird.tar.gz showvbird.sh
# 注意了，我们必需要将他打包才行！

上面的动作中，我们编辑了一个 shell script 档案，档名为 showvbird.sh，并且将他打包成为具有 gzip 压缩的 tarball 档案，
也就是 showvbird.tar.gz 这 样的档案才行！请注意，这个 showvbird.tar.gz 档案『必需』放置在 SOURCES 目录之下！
再来则是要编辑那个很重要的*.spec 档案啰！你可以这样简单的编写一下：
[root@test
[root@test
Summary:
Name:
Version:
Release:
Copyright:
Group:

root]# cd /usr/src/redhat/SPECS
SPECS]# vi showvbird.spec
This is a demo RPM package.
showvbird
1.0
1
GPL
VBird's Home

Source:
Url:
Packager:

showvbird.tar.gz
<==这个就是刚刚建立起来的 Tarball 档案！
http://linux.vbird.org
VBird

%description
This package is just a demo RPM.
%prep
%setup –c
%install
install -m 755 showvbird.sh /usr/local/bin/showvbird.sh
%files
/usr/local/bin/showvbird.sh

好了！开始给他编译并打包成为 RPM 档案啦！
[root @test SPECS]# rpmbuild -bb showvbird.spec
….(略)
Wrote: /usr/src/redhat/RPMS/i586/showvbird-1.0-1.i586.rpm

最后这个被打包成功的档案就被放置在/usr/src/redhat/RPMS/i586/showvbird-1.0-1.i586.rpm 啰！然后给他安装一下：
[root@test SPECS]# rpm –ivh /usr/src/RPM/RPMS/i586/showvbird-1.0-1.i586.rpm
Preparing...
########################################### [100%]
1:showvbird
########################################### [100%]
[root @test SPECS]# rpm –qi showvbird
Name
: showvbird
Relocations: (not relocateable)
Version
: 1.0
Vendor: (none)
Release
: 1
Build Date: Wed 06 Nov 2002 11:27:17 PM CST
Install date: Wed 06 Nov 2002 11:27:42 PM CST
Build Host: test.linux.org
Group
: VBird's Home
Source RPM: showvbird-1.0-1.src.rpm
Size
: 143
License: GPL
Packager
: VBird
URL
: http://linux.vbird.org
Summary
: This is a demo RPM package.
Description :

This package is just a demo RPM.
[root @test SPECS]# showvbird.sh
test.linux.org
[root @test SPECS]# rpm –ql showvbird
/usr/local/bin/showvbird.sh
<==嘿嘿！已经记录起来了！自己的软件耶！

用很简单的方式，就可以将自己的软件或者程序给他修改与设定妥当！很不错吧！以后您就可以自行设定你的 RPM 啰！
当然，也可以手动修改您的 SRPM 的来源档内容啰！

要选择 RPM 还是 Tarball？
优先选择 RPM：
这一直是个有趣的问题：『如果我要升级的话，或者是全新安装一个新的套件，那么该选择 RPM 还是 Tarball 来安
装呢？』！基本上，如果有 RPM 可以提供给您的 distribution 来安装，并且没有严重的相依属性的问题时，呵呵！选
择 RPM 来安装会是一个比较好的解决方案， Why ？这是由于刚刚上面就提到的 RPM 的好处 啦！可以具有档案与数
据均有纪录的优点，这就是上面提到的 /var/lib/rpm 这个目录里面的数据库，这个记录可以让你在管理上更为便利，
包括上面提到的 RPM 的升级、安装、验证与移除等等。尤其是在查询上面！可以让你在管理你的系统上面更为便利。
但是 RPM 也不是没有缺点的，包括最为大家所抱怨连连的『属性相依』的问题，每一个不同版本之间，就必须要以不
同的 RPM 档案来安装！此外，如果要升级『某一个套件』而已时，通常还需要连带其它的套件也必须要一起升级才行，
否则会有问题！此外，当一个套件经过了『大幅度的修改』之后，通常旧的 RPM 与新的 RPM 之间已经几乎无法『完
全兼容』时，呵呵！那么升级或者是移除的手续可是会累坏人的！例如最近朋友们常常问到的 Apache 1.3.xx 与 2.0.xx
的版本升级问题！由于架构上面差异性太大，加上版本属性相依问题，所以很难得到一个完满的解决方案，这个时候
RPM 就不那么合适了。( 除非您要一个一个的将 Apache 移除，连同其相依的套件，然后再将 Apache 一个一个的安装 ，
包括新套件的相依套件！ ^_^ .....我是不会这么做的啦！ )
简易方法：
如果 RPM 档案并不是这么容易取得的话，这个时候 Tarball 的方式就特别适合您的安装了！这是因为 Tarball 可以自
行设定编译时的参数，此外，也可以自行设定『安装路径』，相当的适合于想要安装『多个不同版本的同一个套件』
的情况( 说穿了就是测试机器 )！这是怎么说呢？！由于 RPM 必须要配合系统里面其它的相依属性的套件，所以基本
上，他的安装路径( 就是每个档案的放置路径 )理论上是必须要放在固定的目录的，就是不能随意的改变他的安装路径。
因此，当有两个不同版本的相同套件想要测试的时候，大概一定就得将原先的版本移除之后，才能安装使用新的版本
啰！( 此外，由于相依的套件几乎都已经包含在 tarball 当中了，所以安装上面其实并不难啦！)
相对于 RPM 的制式格式， tarball 可就灵活多了！你可以自行编译套件并且将他安装在不同的路径，只要在启动的时
候选择正确的版本，那么不同版本的套件可以同时的存在于一个系统当中，而且可以透过选择启动的档案来启动不同
的版本。当然啰！你也可以让 tarball 的安装与 RPM 的安装同时存在于一个系统当中，但是需要特别留意的是，你在
启动该套件的时候，千万记得你的启动路径！免得启动到了错误的版本了！呵呵！( 这也是一个系统存在不同多个版本
的套件容易发生的错误！希望大家都能够了解这个问题呢！ )
所以说，为了避免这种路径上的错误困扰，基本上，我们都希望 Tarball 的安装路径可以设定在 Linux 原本就规划要给
大家安装的路径『 /usr/local 』这个路径下！这样可以省去相当多寻找档案的时间！而且在管理上面也会比较容易！呵
呵！
不过， Tarball 最麻烦的地方有几点：
•

反安装：
Tarball 最麻烦的地方就在于他的『解安装』了！相当的讨厌！如果是简单的直接将所有的套件安装在一个目录
下的话，例如 /usr/local/mrtg 时，那么解安装还算简单，就是将该路径杀掉就 OK 啦！但是如果是类似 sendmail
这一种呢？他的路径都是已经放置死的( 需要在 /etc/sendmail.cf、/etc/mail 底下 )那么追踪反安装的路径就很烦
人；

•

在线查询：
如果您的安装路径是在 /usr/local 底下的话，那么执行档会被放置到 /usr/local/bin ，或者是 /usr/local/sbin 底下，
参数档会放在 /usr/local/etc 底下，在线查询档案会放在 /usr/local/man 底下，所以在设定上面还有查询上面还算

简单( 路径设定一下即可！ )，不过，如果你是将套件安装在单独的路径下呢？例如 /usr/local/mrtg 底下，那么
执行档变成了 /usr/local/mrtg/bin 底下，最麻烦的地方就是 man page ( 在线查询 )放置的地点会变成在
/usr/local/mrtg/man 底下了！糟糕！那么预设的 man page 路径就找不到该说明文件啰！这个时候就必须要手动的
将该路径加入 /etc/man.conf 这个档案中！而且执行文件放置的路径也没有指定，可以经由 (1)Link 的方式或者
(2)设定 PATH 环境变量的方式将该路径加进去啦！确实是比较麻烦的啦！
所以说，RPM 与 Tarball 各有其优缺点，不过，如果有 RPM 的话，那么优先权还是在于 RPM 安装上面，毕竟管理上
比较便利，但是如果套件的架构差异性太大，或者是无法解决相依属性的问题，那么与其花大把的时间与精力在解决
属性相依的问题上，还不如直接以 tarball 来安装，轻松又惬意！

重点回顾
•
•
•
•
•
•

RPM 的全名是 Red Hat Package Manager，原本是由 Red Hat 公司所发展的，流传甚广；
RPM 类型的套件中，所含有的套件是经过编译后的 binary file ，所以可以直接安装在使用者端( Client )的系统上，不过，
也由于如此，所以 RPM 对于安装者的环境要求相当严格；
RPM 除了将套件安装至使用者的系统上之外，还会将该套件的版本、名称、档案与目录配置、系统需求等等均记录于数据
库( /var/lib/rpm )当中，方便未来的查询与升级、移除；
RPM 可针对不同的硬件等级来加以编译，制作出来的档案可于附档名( i386, i586, i686 )来分辨；
RPM 最大的问题为套件之间的相依性问题；
SRPM 为 Source RPM ，内含的档案为 Source code 而非为 binary file ，所以安装 SRPM 时还需要经过 compile ，不过，
SRPM 最大的优点就是可以让使用者自行修改设定参数( makefile/configure 的参数 )，以符合使用者自己的 Linux 环境；

参考资源
刚刚最前面说过了，套件升级最主要的考虑就是『安全性』啦！所以请随时注意安全性方面的问题！目前国内的主要
安全网站为：『台湾网络危机处理小组』这个组织，请随时注意上面发布的新闻！另外，如果跟鸟哥一样使用的是
Red Hat 的 distrubution 的话，那么 Red Hat 的 Errata 网页则不可不光临！好啦！底下列出几个 RPM 相关的网页与
Red Hat 的 Errata 网页提供大家参考啰！
•
•
•
•
•
•

RPM 包装档案管理程序：http://www.study-area.org/tips/rpm.htm
中文 RPM HOW-TO：http://www.linux.org.tw/CLDP/RPM-HOWTO.html
RPM 的使用：http://linux.tnc.edu.tw/techdoc/rpm-howto.htm
大家来作 RPM ：http://freebsd.ntu.edu.tw/bsd/4/3/2/29.html
一本 RPM 的原文书：http://linux.tnc.edu.tw/techdoc/maximum-rpm/rpmbook/
Red Hat 的 Errata 网页：http://www.redhat.com/apps/support/errata/

课后练习
1. 简单说明 RPM 与 SRPM 的异同？
2. 查询系统上的 RPM 套件数据时，系统由何处取得该套件的讯息？(/var/lib/rpm/*)
3. 假设我想要安装一个套件，例如 pkgname.i386.rpm ，但却老是发生无法安装的问题，请问我可以加入哪些参数来强制安装
他？
4. 承上题，您认为强制安装之后，该套件是否可以正常执行？为什么？
5. 有些人使用 OpenLinux 3.1 Server 安装在自己的 P-166 MMX ，却发现无法安装，在查询了该原版光盘的内容，发现里面的
文件名称为 ***.i686.rpm 。请问，无法安装的可能原因为何？
6. 请问我使用 rpm -Fvh *.rpm 及 rpm -Uvh *.rpm 来升级时，，两者有何不同？

核心( Kernel )编译与模块管理(积极更新中)
我们在前面的几个章节介绍了 Linux 其实指的就是核心而已，而整个 Linux 的世界当中，最重要的也就是核心了！他控制了您的服务器的所有硬件，也控制了所有的
您想要的功能，例如软件磁盘阵列(RAID)、各种适配卡的驱动模块、防火墙的新增功能等等。透过管理您的 Linux 核心，将可让您的服务器跑得更加的顺畅，也更稳
定您的服务器所提供的相关服务呢！此外，为了让硬件驱动程序与相关的核心功能修订容易，所以 Linux 核心是支持『模块化』的，也就是说，您核心所想要的功能
可以『后来才加挂上去』喔！那么如何加挂上去呢？这就需要了解一下所谓的『模块』了！当然，连同模块的相关指令就得也要会用啰！^_^

前言：
一个完整的操作系统最重要的部分就是最底层的核心( kernel )了。事实上，一个『核心』就是一个最简单的『操作系统』，因为他已
经可以在您的系统上面跑了！那么核心是什么呢？基本上，核心就是用来控制您的硬件系统 的，您想要硬件帮您达成的任何工作，
都得要透过『核心』来帮您达成啊！换句话说，如果您的『核心』并没有支持您的某项硬设备，也就是核心无法『认识』您 的某项
硬件，呵呵！那么该硬件也就无法在这样的核心底下工作了！

什么是核心( Kernel )
什么是核心呢？让我们再来复习一下几个名词吧：
•

Kernel：
到底什么是核心呢？还记得我们在前面的 BASH shell 部分提到过：计算机真正在工作的东西其实是『硬件』，例如数值运算
要使用到 CPU、数据储存要使用到硬盘、图形显示会用到显示卡、音乐发声要有音效芯片、连接 Internet 可能需要网络卡等
等。那么如何控制这些硬件呢？那就是核心的工作了！也就是说，你所希望计算机帮你达成的各项工作，都需要透过『核心』
的帮助才行！当然啰，如果你想要达成的工作是核心所没有提供的，那么你自然就没有办法透过核心来控制计算机使他工作
啰！
举例来说，如果你想要有某个网络功能 ( 例如核心防火墙机制 ) ，但是你的核心偏偏忘记加进去这项功能，那么不论你如何
『卖力』的设定该网络套件，很抱歉！不来电？换句话说，你想要让计算机进行的工作，都必须要『核心有支持』才可以！！
这个标准不论在 Windows 或 Linux 这几个操作系统上都相同！如果有一个人开发出来一个『全新的硬件』，目前的核心不论
Windows 或 Linux 都不支援，呵呵！那么不论你用什么系统，哈哈！这个硬件都是英雄无用武之地啦！那么是否了解了『核
心』的重要了呢？没错！所以我们才需要来了解一下如何编译我们的核心啦！

•

核心编译：
好了，知道什么是核心之后，那么什么是核心编译啊？还记得我们在 Source code 与 Tarball 那个章节里面谈到的所谓的原始
码与 binary file 的意义吧？！没错！我们的系统仅认识二进制 ( binary ) 的可执行档，因此，我们必须要将核心的原始码编译
成为系统可以认识的执行文件才行！这个过程就称为核心编译啦！所以啰，如果您想要进行核心编译，就必须要取得核心的
原始码才行啊！

•

关于驱动程序与核心的问题：
既然核心与硬件是息息相关的，那么是否意味着每次有厂商推出新版本的硬件时，我们都需要『重新编译核心』啊？好加在！
并不需要的喔！因为我们 Linux 的核心相当的具有弹性，他是支持模块化的，也就是说，只要新硬件可以推出搭配核心的驱
动模块( 也就是大家口头上常常讲的『驱动程序』 )，那么我们只要将该模块挂加载核心，核心就可以支持该硬件啦！
但是，很多朋友还是常常感到困惑，就是 Linux 上面针对最新硬件的驱动程序总是慢了几个脚步，所以觉得好像 Linux 的支
持度不足！其实不可以这么说的，为什么呢？因为在 Windows 上面，对于最新硬件的驱动程序需求，基本上，也都是厂商提
供的驱动程序才能让该硬件工作的，因此，在这个『驱动程序开发』的工作上面来说，应该是属于硬件 发展厂商的问题，因
为他要我们买他的硬件，自然就要提供消费者能够使用的驱动程序啦！所以，如果大家想要让某个硬件能够在 Linux 上面跑
的话，那么似乎可以发起一人一信的方式，强烈要求硬件开发商发展 Linux 上面的驱动程序！这样一来，也可以促进 Linux
的发展呢！

•

Linux Distribution：
那么 Red Hat / Fedora / Mandrake 这些东西又是什么呢？那个咚咚我们称为 Linux distributions 啊！虽然 Linux 的核心已经是
个完整的小型操作系统了，但是如果没有其它工具与软件的辅助，那么这个操作系统能够提供的服务是很有限的。为了让使
用者能够很有效的使用 Linux 提供的功能，很多的厂商就将一些工具软件与服务器软件搭配核心，再加上自己的创意来完成
一个可以透过光盘安装的功能完善的 Linux 系统，这样的咚咚我们就称为 Linux distributions 啰！
那么因为这些 Linux distributions 都是利用同样的 Linux 核心来制作属于他们的操作系统，就连服务器与工具软件也都是大同
小异，比较不同的可能是在程序设计上面与操作接口的友善程度而已啊！所以啰，认真的学习某一个 distribution 也就够了！
其它的 distribution 绝大部分都是相同的耶！

•

Linux 核心放在哪里？

好问题！那么 Linux 核心放在哪里呢？嘿嘿！还记得我们在开机的流程里头有说明过，那个开机的顺序是：
1.
2.
3.
4.
5.
6.

BIOS
MBR ( 就是 Lilo 或 Grub ) 取得 boot loader；
取得核心 kernel 的资料并加载
init
很多 scripts
login 与 shell

看到了吧！那个第三步骤就需要 kernel 啰！那个 kernel 其实就是开机管理程序设定文件( lilo.conf 或 menu.lst )里提到的那个
档案，通常也就是档名为 vmlinuz 的这个档案啦！放置在 /boot 里头！我们需要的编译出来的核心档案就是这一个东西！除
此之外，由于核心通常是支持模块的，那个外挂模块则是放置在 /lib/modules/`uname -r` 里面啰( 注：这里的模块路径是
2.4.xx 版 )！

我干嘛要更新核心
这个『核心』是除了 BIOS 之外，一个操作系统中最早被启动的东西，他包含了所有可以让硬件与软件工作的信息，所以，
如果没有搞定核心的话，那么你的系统肯定会有点小问题！好了，那么是不是将『所有目前核心有支持的东西都给他编译
进去我的核心中，那就可以支持目前所有的硬件与可执行的工作啦！』， 这话说的是没错啦，但是你是否曾经看过一个
为了怕自己今天出门会口渴、会饿、会冷、会热、会被车撞、会摔跤、会被性骚扰，而在自己的大包包里面放了大瓶矿
泉水、便当、厚外套、短裤、防撞钢梁、止滑垫、电击棒....等一大堆东西，结果却累死在半路上的案例吗？当然有！但是
很少啦！我相信不太有人会这样做！ ( 会这么做的人通常都已经在医院了～ ) 取而代之的是会看一下天气，冷了就只带
外套，热了就只带短衣、如果穿的漂亮一点又预计晚点回家就多带个电击棒、出远门到没有便利商店的地方才多带矿泉
水....说这个干什么！对啦！就是要您了解到，核心的编译重点在于『你要你的 Linux 作什么？』，是啦！如果没有必要
的工作，就干脆不要加在你的核心当中了！这样才能让你的 Linux 跑得更稳、更顺畅！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编译核心的
最主要原因了！
说到这里突然想到以前国军研究的『经国号战斗机』事件，在当时，经国号里头的配备都是『最棒的！』包括测量仪器、
瞄准配备、武器系统等等，但是呢，却配上一部普普通通的客机用引擎！挖哩ㄌㄟ?最早期试飞的时候，经国号竟然只能
『在跑道上滑行！』真是悲哀！同样的道理， Linux 的核心也是这样的，如果你的硬件与核心之间没有办法达到良好的
配合，那么 Linux 确实可能会跑得不很顺畅！！
Linux 的核心有几个主要的特色，除了『Kernel 可以随时、随各人喜好而更动』之外，Kernel 的『版本更动次数太频繁』
也是一个特点！所以啰，除非你有特殊需求，否则一次编译成功就可以啦！不需要随时保持最新的核心版本，而且也没有
必要 ( 编译一次核心要粉久的ㄋㄟ！ ) 。话说到这里又突然想到今天看到的一篇文章，大意是说老板想要雇用的人会希
望是 Linux 的老手，因为他们比较容易了解问题的所在，除此之外，如果有任何问题发生，由于其使用 Linux 是可以随
时修补漏洞的！但是如果是 Windows 的话，就得要将机器关闭，直到 MS 推出修补套件后才能再启用～
那么是否『我就一定需要在安装好了 Linux 之后就赶紧给他编译核心呢？』，老实说，『并不需要的』！这是因为几乎
在每一个 distribution 当中，他们已经预设好了相当大量的模块了，所以几乎使用者常常或者可能会使用到的数据都已经
被编译成为模块 ( 这个『模块』的意义后面会再解释 ) ，也因此，呵呵！我们使用者确实不太需要重新来编译核心！尤
其是『一般的使用者，由于系统已经将核心编译的相当的适合一般使用者使用了，因此一般入门的使用者，基本上，不太
需要编译核心』。OK！那么鸟哥闲闲没事干跑来写个什么东西？既然都不需要编译核心还写编译核心的分享文章，鸟哥
卖弄才学呀！？很抱歉， VBird 虽然是个『不学有术』的混混，却也不会平白无故的写东西要您来指教～当然是有需要
才会来编译核心啦！编译核心的时机可以归纳为几大类：
•

新功能的需求：
我需要新的功能，而这个功能只有在新的核心里面才有，那么为了获得这个功能，只好来重新编译我的核心了 ( 例
如 iptables 这个防火墙机制只有在 2.4.xx 版本里面才有，而新出产的 AGP 显示卡，很多也需要新的核心推出之后，
才能正常而且有效率的工作！) 再举个例子，在之前的 Red Hat 7.2 的版本中，由于预设是将 CD-ROM 编译成核心
的『模块』，也就是说，核心本身还没有支持 CD-ROM 的功能，必须要挂上模块之后才能使用与读取这个 CDROM ！是否觉得很麻烦呢？呵呵！那么这个时候，如果你想要直接让 kernel 支持 CD ROM 的话，就得要重新编
译核心啰；

•

原本核心太过臃肿：
如果您是那种对于系统『稳定性』很要求的人，那么对于核心多编译了很多莫名其妙的功能而不太喜欢的时候，那
么就可以重新编译核心来取消掉该功能啰；

•

与硬件的搭配稳定性：
由于原本 Linux 的核心大多是针对 Intel 的 CPU 来作开发的，所以如果你的 CPU 是 AMD 的系统时，有可能 (
注意！只是有可能，不见得一定会如此 ) 会让系统跑得『不太稳！』就鸟哥的经验来看，使用旧的 Pentum 系列的
旧机器安装 Linux 的结果，还没有胡乱当机的经验！但是安装在 K6-2, K6-3 上面的 Linux ，通常需要重新编译一
下核心会比较稳定一些！

•

其它：
就是你需要特殊的环境需求时，就得自行设计你的核心啰！( 像是一些商业的软件包系统，由于需要较为小而美的
操作系统，那么他们的核心就需要更简洁有力了！)

另外，需要注意重新编译核心虽然可以针对你的硬件作最佳化的步骤 ( 例如刚刚提到的 CPU 的问题！ ) ，不过由于这些
最佳化的步骤对于整体效能的影响可能还不到百分之五，因此如果是为了增加效能来编译核心的话，基本上，效益不大！
然而，如果是针对『系统稳定性』来考虑的话，那么就有绝对充分的理由来支持您重新编译核心啰！
『如果系统已经运行很久了，而且也没有什么大问题，加上我又不增加冷门的硬设备，那么建议就不需要重新编译核心
了！』，因为重新编译核心的最主要目的是『想让系统变的更稳！』既然您的 Linux 主机已经达到这个目的了，何必再
编译核心？不过，就如同前面提到的，由于预设的核心不见得适合您的需要，加上预设的核心可能并无法与您的硬件配备
相配合，所以 VBird 通常都是『一安装完 Linux ，第一个动作 ( 在还没有进行任何的设定之前，也没有上网，也没有更
新套件等等，反正就是安装完毕 Linux ，第一次进入 Shell 时！ ) 立刻就是以最新版本的 kernel 重新编译一个属于我这
部主机的核心！』以让我的核心都能够相当的符合我的硬件配备，让系统运作的更顺畅！
然而由于『核心的主要工作是在控制硬件！』所以编译核心之前，请先了解一下您的硬件配备，与您这部主机的未来功能！
由于核心是『越简单越好！』所以只要将这部主机的未来功能给他编进去就好了！其它的就不用去理他啦！

核心的版本与何处下载最新核心
(事前声明：请特别留意！不同版本的核心之间，最好不要互相升级！否则及容易发生问题！例如： Red Hat 6.x 使用的是
2.2.xx 版本的核心，那么就不要使用 2.4.xx 的核心来编译他！如果误用的话，很有可能造成您系统上面的服务无法正常的工
作！还请特别留意呢！)
•

核心的版本：
要更新核心自然就得知道目前我的核心是哪一个啰！然后才能拿更新的核心来更新呀！您说是吧！那么在哪里找到这个核心
的信息呢？应该还记得那个 uname 查看的信息吧！没错！就是他了，可以使用其功能来查询目前在工作的核心版本：
[root@test root]# uname -r
2.4.20-8
# 这个是 Red Hat 7.2 的预设核心版本！

看到了吧！那个东西就是核心版本的信息啦！好了！我们依照 RPM 版本的先例，也来谈一谈 kernel 的版本吧！基本上，
kernel 的版本可以区分为：
[主版本].[次版本].[修订版本]-[附版本]
在这当中，需要特别留意的属于第二个那个[次版本]啰！
1. 如果次版本是奇数的话，例如 2.3, 2.5 等等，那表示他是一个『测试性质功能的核心版本』，这种核心通常是在推出
稳定版本的核心之前，用来给 developer ( 核心维护更新测试者！) 测试用的！虽然功能较为强大，但是由于是属于测试
性质，所以可能会有些许的 bug 也说不定；
2. 如果次版本是偶数的话，例如 2.2, 2.4, 2.6 等等，那表示他是一个经过测试之后才释出的稳定核心版本，这种核心
较为稳定不容易出错，比较适合一般个人或者是商业使用！
所以啦！我们要升级的时候，大多就是使用那种偶数的核心版本啦！不过这里还是要再提一遍！就是『2.2 与 2.4 是两个具
有相当大差异的核心版本，两者之间使用到的函式库基本上已经不相同了，所以在升级之前，如果您的核心原本是 2.2.xx
版(Red Hat 6.x 系列)，那么就升级到 2.2.xx 版本的最新版，不要由 2.2.xx 直接升级到 2.4.xx 版，否则到时可能会欲
哭无泪～～』，这个问题在讨论区一再地被提起！这里再次说明！
此外， 2.2.xx 与 2.4.xx 的比较中，并不是 2.4.xx 就一定比 2.2.xx 还要新，因为这两种版本同时在进行维护与升级的工作！
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前往 Linux 核心网站 http://www.kernel.org 一看究竟，您就可以了解目前的核心变动情况了！另外，再
提到额外的一点，就是 2.2 可以升级到 2.3 版本，这是因为这两个是互相援用的，在 2.3 测试成功之后，就将他转成 2.2 的
版本，所以两者的函式库使用的情况是约略相同的，这个情况也可以使用在 2.4.xx 与 2.5.xx 版本之中！也就是说，您的 Red
Hat 7.x 的 2.4.xx 版本可以升级到 2.5.xx 版本去呦！但是您的 Red Hat 6.x 的 kernel 2.2.xx 则仅能更新到最新的 2.2.xx 或者是
2.3.xx ，强烈的建议不需要更新到 2.4.xx ～～再次不厌其烦的提醒大家～
好了！既然 Red Hat 7.1 ~ 7.3 使用的是 kernel 2.4.xx 版本，我们又需要的是稳定型态的 2.4.xx 版本，再由
http://www.kernel.org 网站资料上发现，截至目前为止( 2004/06/25 )，最新的核心是 2.4.26 这一个，所以，您可以前往下载这
一个版本的核心，嗯！底下的各个选项的择定，我们都是以这一个版本为例呦！需要特别的注意！由于较新的核心版本可能
会多出 一些选项，因此若有不同的项目也没有关系！稍微查看一下说明内容就可以了解啦！
•

核心下载地点：
Linux 的核心目前是由其发明者 Linus 所属团队在负责维护的，而其网站在底下的站址上，在该网站上可以找到最新的 kernel
信息！不过，美中不足的是目前的核心越来越大了 ( linux-2.4.26.tar.gz 这一版，这一个档案大约 36MB 了！ )，所以如果你
的 ISP 连外很慢的话，那么使用台湾的映射站台来下载不失为一个好方法：
•
•

http://www.kernel.org/
http://ftp.nsysu.edu.tw/Linux/Kernel/linux/kernel/

•
•

交大资科：ftp://linux.cis.nctu.edu.tw/kernel/
教育部：ftp://nctuccca.edu.tw/OS/Linux/kernel/

基本上，就如同前面所说的，最好是在系统安装完毕之后马上就进行核心编译工作，免得以后每次装一些特定功能的时候又
要花一大轮时间编译。另外要说明的，由于鸟哥是以 2.4.26 这一版的核心来做升级的动作，所以以下是以 2.4.26 来做示范！

开始设定核心的内容
由于 VBird 都是在安装完 Linux 之后立刻就给他编译核心的，所以通常我都是直接将该核心档案烧录起来，或者是先捉到自己的计
算机中，再以 ftp 等等的动作将该档案传输到 Linux 系统下！好了！目前我就假设您已经可以上网了，所以您可以使用底下的方式
来下载核心，并将之解开在 /usr/src 当中！此外，由于编译核心的行为必须要是 root 才可以进行，所以底下的动作使用者身份为
root 呦！
1. 下载核心：
[root @test /root]# wget http://aerosol.ev.ncku.edu.tw/~vbird/download/linux-2.4.18.tar.gz <==由本站下载核心
--02:55:31-- http://aerosol.ev.ncku.edu.tw/%7Evbird/download/linux-2.4.18.tar.gz
=> `linux-2.4.18.tar.gz'
Connecting to aerosol.ev.ncku.edu.tw:80... connected!
HTTP request sent, awaiting response... 200 OK
Length: 30,108,170 [application/x-gzip]
0K .......... .......... .......... .......... .......... 0% @ 49.65 KB/s
50K .......... .......... .......... .......... .......... 0% @ 26.25 KB/s
100K .......... .......... .......... .......... .......... 0% @ 39.90 KB/s
最后在您的 /root 底下会产生一个名为 linux-2.4.18.tar.gz 的档案！那就适合新的 source 了！
2. 解压缩：
[root @test /root]# cd /usr/src

<==kernel 的预设 source 档案放置目录

[root @test /src]# mv linux linux.old

<==将旧的核心编译的目录搬移成其它目录

[root @test /src]# tar -zxvf /root/linux-2.4.18.tar.gz
[root @test /src]# mv linux linux-2.4.18
[root @test /src]# ln -s linux-2.4.18 linux

<==将核心档案解压缩吧！
<==建立连结！

需要比较留意的是，核心所放置的地点『一定是 /usr/src/linux』这一个目录，然而由于不论哪一版核心编译都是这一个目录底下
编译的，所以我个人相当的建议将每一版的核心都使用不同的目录来指定，然后以 link 的方式将该目录 link 到 linux 就可以啦！较
为简单而且明了！底下的动作请都在 /usr/src/linux 底下进行呦！
另外，在开始设定核心内容之前，先来说明一下什么是『模块』？ 以方便大家了解核心编译的选择！由于核心的更新速度虽然很快，
然而有些硬件的出版却是不定时的，另外，有些软件需要的加载程序可能也需要核心的支持才有办 法提供！然而如果每次一有新的
硬件或者软件推出，则需要编译一次核心，那不是挺麻烦的吗？要晓得的是，编译一次核心小一点的也要 30 分钟左右（这与你的机
器速度有关！），每次这么编译不是挺麻烦的吗？所以啰，就有所谓的『模块』出现了！由于目前的核心已经都具有『外挂模块』
的功能（这 个等一下我们在实际编译的时候会提到！），所以，只要将您『可能会用到』的功能的选项，将他编译成模块！那么往
后真的需要该功能的时候，再将他加载到核心 就可以啦！这么做最大的优点就是，当没有使用到该功能的时候，核心并不会主动的
加载，所以真正在核心内工作的程序就不会太多而耗掉系统资源！另外，当您目 前不需要的功能可以先编译成模块，未来真的有需
要的时候，就可以将他直接加载！嘿嘿！可以免除再一次编译的繁复手续呢！！很棒吧！所以啰！如果可以编译成 为模块的，那么
就直接先编成模块也是可以的哩！但是，如果是『肯定不会』使用到的功能，那么就不需要编译进来了！例如我的旧计算机当中根
本就没有 AGP 插槽，那么我自然就不需要在我的核心里面编译上 AGP 的支持啰！
•

编译之前：
在 Linux 当中安装任何软件的铁则：『注意看套件解压缩之后的 INSTALL 或 README 档案！』，好了，那么请进入
/usr/src/linux 当中去瞧一瞧 README 先！再来，由于害怕不小心前面有人已经先编译过了核心，则由于编译过程当中会产生目的档
案（档名为 .o ），为了避免此一问题，请先执行 make mrproper 这个指令：
[root @test linux]# make mrproper
......
会显示相当多的 rm 去除档案的讯息....

好了！现在您就已经具有相当完整的 Kernel source code 啰！接着下来则是选择编译模式咯！
•

特别留意：
很奇怪呦！我老是写『特别留意』的字样?真是伤脑筋，鸟哥大概算老人了吧，粉容易碎碎念的….好啦，要强调的还是得强调，是这
样的，在上面的介绍里，我们不是说过 Kernel 的外挂模块是放在 /lib/modules/`uname –r` 吗？好了，那么现在来想一想，如果
你的『同一版本的核心编译两次』的情况下，会怎样？这是很可能的情况呢！怎么说？万一你的第一次的编译没有成功的话，那总
得编译第二次吧？而由于第一次编译完成之后，你的一些模块已经放在 /lib/modules/2.4.18 当中了( 以这一次我们使用的核心版本为
例 )，那么下次在编译完成后，核心的模块还是会放在 /lib/modules/2.4.18 这个目录下，那不是重复了吗？有些模块会被重复放置，
导致问题重重的～因此上，如果同一个版本的核心被编译两次以上的话，那么请将 /lib/modules 里面的该版核心先移动掉吧！举个例
子来说，假如你的核心版本是 2.4.18 ，而又要对 2.4.18 重新编译一次，那么就必需要：
cd /lib/modules
mv 2.4.19 2.4.19.old

这样才行呢！不然安装之后还是会有问题的呦！请特别留意呢！
•

设定编译模式：
目前的 Kernel 可以允许多种编译的模式，包括了：
make config ：这种模式需要逐行输入所需要设定的项目，无法往前修改设定，所以目前很少使用这种方式来设定 Kernel 的
项目了；
make xconfig ：这种模式则是使用 X-Window 为主要环境的设定模式！除非你有 X-Window 在执行，否则没有办法使用这种
模式；
make menuconfig ：这种模式有点像是文字界面的选单模式，较为简便，而且可以在纯文字界面下面执行编辑动作！是目前最
常使用的模式。

•
•
•

由于我们是在文字接口下工作，因此，我们就使用 make menuconfig 来进行核心的编译设定内容吧！这个选单模式较为简单的啦！

[root @test linux]# make menuconfig

出现如下图示：

看到上面的图示之后，你会发现有两个画面，一个是大框框内的反白光柱，另一个则是底下的 Select, Exit, 与 Help 光标，这几个组
件的用法如下：
最底下的 <Select> <Exit> <Help> ：可以使用『左右键』来移动光标；
上下键可以移动上面大框框部分的 Code maturity level options 那一行！，有箭头『 ---> 』则表示该行内部还有其它细
项需要来设定的意思。
当以『上下键』选择好想要设定的项目之后，并以『左右键』选择 <Select> 之后，按下『 Enter 』就可以进入该项目去作
更进一步的细部设定啰！
在细部项目的设定当中，如果前面有 [ ] 或 < > 符号时，该项目才可以选择，而选择可以使用『空格键』来选择；
若为 [*] <*> 则表示编译进核心；若为 <M> 则表示编译成模块！尽量在不知道该项目为何时，且有模块可以选，那么就可
以直接选择为模块啰！
当在细项目选择 <Exit> 后，并按下 Enter ，那么就可以离开该细部项目啰！

•
•
•
•
•
•

基本上建议只要『上下左右 空白 及 Enter 』这六个按键就好了！不要使用 Esc ，否则一不小心就有可能按错的！
•

开始设定：
底下的设定项目非常的多，其中，如果您使用的是比 2.4.18 还要新的版本时，那么有可能会出现更多的选项！如果不确定选项的内
容是什么？请千万以 Help 进入看一下该项目的设定值，如果还是不清楚怎么办？那么就直接以 Kernel 的默认值保留即可！我在底
下的设定中，仅列出个人认为比较重要的项目，其它的项目您就得自己看一下啰?其实，基本上，只要底下这些项目您都了解之后，
那么核心编译大抵上就没有很严重的困扰啰！
[root @test linux]# make mrproper

<==去除 .o 的编译过的档案

[root @test linux]# make menuconfig

<==以文字选单的模式进行编译！

底下开始编译！
Code maturity level options

--->

[ ] Prompt for development and/or incomplete code/drivers
Loadable module support

--->

[*]

Set version information on all module symbols
Kernel module loader

Processor type and features

<==因为我们没有要研发核心，所以不选
<==这个就是我们之前说的『模块』啦！

[*] Enable loadable module support
[ ]

<==关于核心测试功能的 code 开启项目；

<==让核心可以加载模块项目（必选）
<==这个除非你要使用旧版本的数据，通常不选！
<==也是必选啦！

--->

<==选择 CPU 的型号项目

(Pentium-MMX) Processor family

<==请依照您的实际情况选择您的 CPU 型号

< > Toshiba Laptop support

<==底下这两个有使用到（笔记型计算机）才选择！

< > Dell laptop support
<M> /dev/cpu/microcode - Intel IA32 CPU microcode support

<==如果是使用 Intel 的，可以编译成模块

<M> /dev/cpu/*/msr - Model-specific register support

<==如果是使用 Intel 的，可以编译成模块

<M> /dev/cpu/*/cpuid - CPU information support

<==如果是使用 Intel 的，可以编译成模块

(off) High Memory Support

<==这个东西跟你的 RAM 有关系，RAM 小于 1 GB 则使用 off 即可

[ ] Math emulation

<==是否需要数值模拟？当然不需要！我们的 CPU 都够强了！

[ ] MTRR (Memory Type Range Register) support

<==P6 (PII 等级以上) 并且要跑 X-Window 才加上吧,与 AGP 有关

[ ] Symmetric multi-processing support

<==如果是双 CPU 的主机板才选择！否则就不要选了！

[*] Local APIC support on uniprocessors (NEW)

<==如果你的 CPU 有支持 APIC 则选择！通常可以选择起来啦！

[*] IO-APIC support on uniprocessors

<==跟上面的理由一致！选择起来吧！

General setup

--->

<==一般设定部分

[*] Networking support
[*] PCI support
(Any)
PCI access mode
[*] PCI device name database

<==底下四个一定要选，跟基本的硬件装置有关！

[ ] EISA support
[ ] MCA support

<==底下这两个则与主机板上面的插槽有关！除非笔记型，否则不选

[*] Support for hot-pluggable devices
PCMCIA/CardBus support --->

<==有点类似随插即用吧！可以选择呦！

< > PCMCIA/CardBus support
PCI Hotplug Support --->

<==因为我没有笔记型，所以不选，若为笔记型计算机，请选择！

[*] System V IPC
[*] BSD Process Accounting
[*] Sysctl support

<==底下这三个东西对于效能都不错！可以选择呦！

(ELF) Kernel core (/proc/kcore) format
<*> Kernel support for a.out binaries
<*> Kernel support for ELF binaries
<*> Kernel support for MISC binari
[*] Power Management support

<==底下这几个东西可以编译成模块啦！但是我直接编到核心啰！

< >
Advanced Power Management BIOS support
Memory Technology Devices (MTD) --->

<==如果你想要你的 BIOS 接管电源管理，可以选择！我是不选的啦！

< > Memory Technology Device (MTD) support
Parallel port support --->

<==没必要就不要选吧！

< > Parallel port support
Plug and Play configuration --->
<*> Plug and Play support
<*>

<==由于我的主机上面并没有接打印机，所以没选！如果你有打印机的话，一定要选择
<==底下两个 随插即用！ 马上勾选！

ISA Plug and Play support

Block devices --->
<==一些比较冷门的储存机器！如果不确定的话，直接编译成模块吧！没关系的！
<*> Normal PC floppy disk support
< > XT hard disk support
< > Compaq SMART2 support
< > Compaq Smart Array 5xxx support
< > Mylex DAC960/DAC1100 PCI RAID Controller support
< > Loopback device support
< > Network block device support
< > RAM disk support
Multi-device support (RAID and LVM) --->
[ ] Multiple devices driver support (RAID and LVM)

<==除非要完 RAID （磁盘阵列）与 LVM ，否则不用选！

Networking options --->
<==这一部份是最重要的除非特别强调，否则能编成模块就编成模块！
<*> Packet socket
[*]
Packet socket: mmapped IO
<M> Netlink device emulation (NEW)
[*] Network packet filtering (replaces ipchains)
[ ]
Network packet filtering debugging (NEW)
[*] Socket Filtering
<*> Unix domain sockets
[*] TCP/IP networking
[*]
IP: multicasting
[*]
IP: advanced router
[*]
IP: policy routing (NEW)
[*]
IP: use netfilter MARK value as routing key (NEW)
[*]
IP: fast network address translation (NEW)
[*]
IP: equal cost multipath (NEW)
[*]
IP: use TOS value as routing key (NEW)
[*]
IP: verbose route monitoring (NEW)
[ ]
IP: large routing tables (NEW)
[*]
IP: kernel level autoconfiguration
[*]
IP: DHCP support (NEW)
[*]
IP: BOOTP support (NEW)
[*]
IP: RARP support (NEW)
<M>
IP: tunneling
<M>
IP: GRE tunnels over IP
[*]
IP: broadcast GRE over IP (NEW)
[*]
IP: multicast routing

[*]
[*]
[*]
[*]

IP: PIM-SM version 1 support (NEW)
IP: PIM-SM version 2 support (NEW)
IP: TCP Explicit Congestion Notification support
IP: TCP syncookie support (disabled per default)

IP: Netfilter Configuration --->
<==这就是防火墙机制里头的 iptables 啦！都编成模块！
<M> Connection tracking (required for masq/NAT) (NEW)
<M>
FTP protocol support (NEW)
<M>
IRC protocol support (NEW)
<M> IP tables support (required for filtering/masq/NAT) (NEW)
<M>
limit match support (NEW)
<M>
MAC address match support (NEW)
<M>
netfilter MARK match support (NEW)
<M>
Multiple port match support (NEW)
<M>
TOS match support (NEW)
<M>
AH/ESP match support (NEW)
<M>
LENGTH match support (NEW)
<M>
TTL match support (NEW)
<M>
tcpmss match support (NEW)
<M>
Connection state match support (NEW)
<M>
Packet filtering (NEW)
<M>
REJECT target support (NEW)
<M>
Full NAT (NEW)
<M>
MASQUERADE target support (NEW)
<M>
REDIRECT target support (NEW)
<M>
Packet mangling (NEW)
<M>
TOS target support (NEW)
<M>
MARK target support (NEW)
<M>
LOG target support (NEW)
<M>
TCPMSS target support (NEW)
<M> ipchains (2.2-style) support (NEW)
<M> ipfwadm (2.0-style) support (NEW)
<M> The IPX protocol
[ ]
IPX: Full internal IPX network (NEW)
< > Appletalk protocol support
< > DECnet Support
< > 802.1d Ethernet Bridging
QoS and/or fair queueing --->
[ ] QoS and/or fair queueing
Telephony Support --->
<==这东西我也不知道怎么玩～～
< > Linux telephony support
ATA/IDE/MFM/RLL support --->
<==储存界面的选择！当然 IDE 一定要选的啦！！ 里面如果有看到属于您的芯片组，请记得将他选择起来！例如
如果使用 VIA 的芯片组，那么最后一项 VIA82CXXX chipset support 就一定要选择起来呢！如果你是跟 VBird 一样，使用较老旧的主机板，那么就用系
统默认值也就可以了！
<*> ATA/IDE/MFM/RLL support
IDE, ATA and ATAPI Block devices --->
<*> Enhanced IDE/MFM/RLL disk/cdrom/tape/floppy support
<*>
Include IDE/ATA-2 DISK support
[*]
Use multi-mode by default
<*>
Include IDE/ATAPI CDROM support
---- IDE chipset support/bugfixes
[*]
CMD640 chipset bugfix/support
[*]
RZ1000 chipset bugfix/support
[*]
Generic PCI IDE chipset support
[*]
Sharing PCI IDE interrupts support
[*]
Generic PCI bus-master DMA support
[*]
Use PCI DMA by default when available
[*]
Intel PIIXn chipsets supportt
[*]
PIIXn Tuning supportt
SCSI support --->
<==我的旧机器上并没有安装 SCSI 卡！我确定我不会使用到 SCSI ，但是如果你可能会安装的话，请编译！
< > SCSI support
Fusion MPT device support --->
I2O device support --->
< > I2O support
Network device support ---> <==仔细的将你的网络设备编译进来吧！这个也很重要的！
[*] Network device support
<*>
<M>
<M>
<M>
<M>

Dummy net driver support <==这个一定要装！但是请注意！如果你之前已经使用了 MRTG 了！这个装完之后 MRTG 要重跑一次！
Bonding driver support
EQL (serial line load balancing) support
Universal TUN/TAP device driver support
General Instruments Surfboard 1000

Ethernet (10 or 100Mbit) ---> <==这里面有相当多的卡，我只列出我要的卡而已！请选择你自己的网络卡呦！
[*] Ethernet (10 or 100Mbit)
[*]
EISA, VLB, PCI and on board controllers
<*>
EtherExpressPro/100 support
<M>
RealTek RTL-8139 PCI Fast Ethernet Adapter support
[*]
Use PIO instead of MMIO

[*]
<M>

Support for older RTL-8129/8130 boards
VIA Rhine support

<==这就是传说中的 D-Link 530 那块卡的驱动程序啦！

<*> PPP (point-to-point protocol) support
<==这个一定要编进核心！不然就无法使用 ADSL 的 rp-pppoe 拨接啰！
[*]
PPP filtering (NEW)
<M>
PPP support for async serial ports (NEW)
<M>
PPP support for sync tty ports (NEW)
<M>
PPP Deflate compression (NEW)
<M>
PPP BSD-Compress compression (NEW)
<M>
PPP over ATM (EXPERIMENTAL) (NEW)
Amateur Radio support --->
<==底下这四个应该不需要安装吧！？
IrDA (infrared) support --->
ISDN subsystem --->
Old CD-ROM drivers (not SCSI, not IDE) --->
Input core support ---> <==这个也编成模块就好啰！
<M> Input core support
<M>
Keyboard support
<M>
Mouse support
(1024)
Horizontal screen resolution (NEW)
(768)
Vertical screen resolution (NEW)
<M>
Joystick support
<M>
Event interface support
Character devices --->
<==接口设备的选项！最重要的地方在 AGP 的设定项目！因为我没有 AGP 所以没有设定！
[*] Virtual terminal
[*]
Support for console on virtual terminal
<*> Standard/generic (8250/16550 and compatible UARTs) serial support
[*] Unix98 PTY support
<M> Mouse Support (not serial and bus mice)
[*]
PS/2 mouse (aka "auxiliary device") support
< > /dev/agpgart (AGP Support)
[ ]

<==这个相当的重要！就是 AGP 显示卡的支持核心！请选择（若你有 AGP 的话！）

Intel 440LX/BX/GX and I815/I830M/I840/I850 support

[ ]
Intel I810/I815/I830M (on-board) support
[ ]
VIA chipset support
[ ]
AMD Irongate, 761, and 762 support
[ ]
Generic SiS support
[ ]
ALI chipset support
[ ]
Serverworks LE/HE support
[ ] Direct Rendering Manager (XFree86 DRI support)
[ ]
Build drivers for old (XFree 4.0) DRM (NEW)
--- DRM 4.1 drivers
< >
3dfx Banshee/Voodoo3+
< >
ATI Rage 128
< >
ATI Radeon
< >
Intel I810
< >
Matrox g200/g400
< >
SiS (NEW)
[ ] Direct Rendering Manager (XFree86 DRI support)
Multimedia devices --->
File systems
[*]
<M>
<*>
<M>
<M>
<M>
<M>
<M>
<M>
[*]

--->

<==下面的选项要上面的打勾之后才会出现！
请特别留意选择你的适合的主机板芯片组呢！

<==底下的选项主要在提供核心支持的档案格式！相当的重要！如果忘记编入的话，系统可是会读不到东西！

Quota support
<==没有他！ Quota 就无法起来！请选择呦！
Kernel automounter support
Kernel automounter version 4 support (also supports v3)
Ext3 journalling file system support (EXPERIMENTAL)
DOS FAT fs supportt
MSDOS fs supportt
UMSDOS: Unix-like file system on top of standard MSDOS fss
VFAT (Windows-95) fs supportt
Compressed ROM file system support
Virtual memory file system support (former shm fs)

<*> ISO 9660 CDROM file system support
<==在 Red Hat 7.2 这里就是被编成模块了！才需要每次加载！
[*]
Microsoft Joliet CDROM extensionss
<M> Minix fs support
<M> NTFS file system support (read only)
[*] /proc file system support
[*] /dev/pts file system for Unix98 PTYs
<*> Second extended fs support
<M> System V/Xenix/V7/Coherent file system support
Network File Systems --->
<M> Coda file system support (advanced network fs)
<*> NFS file system support

<==NFS 也是需要的呦！

<M> SMB file system support (to mount Windows shares etc.)
[*]
Use a default NLS (NEW)
Default Remote NLS Option: "cp950" (NEW)
Partition Types --->

<==网芳总是需要的吧！

<==支持中文的语系！

Native Language Support ---> <==除了底下说的几个 * 的之外，其它的全部都编译成为模块！（以备不时之需！）
Default NLS Option: "iso8859-1" (NEW)

<*> Traditional Chinese charset (Big5) (NEW)
<*> NLS ISO 8859-1 (Latin 1; Western European Languages) (NEW)
<M> for others
Console drivers --->
[*] VGA text console
Sound --->
< > Sound card support
USB support --->
<M> Support for USB
Kernel hacking --->

<==你有声卡吗？那就编译他吧！

好了！编译完成之后选择『Save Configuration to an Alternate File』然后写成一个你喜欢的档名，这个档案内容就是你刚刚编
译完成的数据啦！然后选择 <Exit> 之后，再储存一次到系统当中！接着下来就准备要编译啰！
另外，上面的设定您可以 按这里 来下载，然后捉到您的 /usr/src/linux 目录下，进入 make menuconfig 画面之后，选择『Load an
Alternate Configuration File』，然后写入档名 VBird-2.4.18 ，这样一来， Linux 核心的预设选项则成为上面的样子啰！然后再请您一
个一个的进行修正啦！目前我的机器以上面的档案案例来工作中，一切正常的啦！
不过，上面的资料主要是适用在鸟哥的个人机器上面的，我们这个网站主要的核心也是这样编出来的！因为我重视的地方在于『网
络服务器』上面，所以里头的设定少掉了相当多的个人桌上型 Linux 的硬件编译！所以，如果你想要编译出一个适合您的机器的核
心，那么可能还有相当多的地方需要来修正的！不论如何，请随时以 Help 那个选项来看一看内容吧！反正 Kernel 重编的机率不大！
花多一点时间重新编译一次！然后将该编译完成的参数档案储存下来，未来就可以直接将该档案叫出来读入了！所以花多一点时间
安装一次就好！那是相当值得的！

开始编译啰！
•

开始编译之前：
开始编译之前请先确认你的这一次编译的核心与上一次编译的核心的版本不同！请特别留意：
•

因为编译成模块的数据会被系统安装在『 /lib/modules/`uname -r` 』底下，所以，如果这次你安装的核心版本跟上一次相
同时，那么自然模块放置的地点就一样了，那会造成很多模块版本的问题！因此，这个时候就需要将原本的模块移动到其它
地方去啰！不过，由于我们是下载新核心，所以这部份就可以略过了！因为版本自然不同啰！

•

另外，我们编译出来的 Kernel 的文件名称为 vmlinuz ！这个东西就是我们所需要的核心档案啦！他正确的摆放位置是在
/boot 当中哩！此外，还有系统地图数据 System.map 也是很重要的，同样在 /boot 当中！

如果确认好了之后，我们就可以正式的来编译啰！
•

开始编译：
开始编译的动作主要如下所示：
[root @test linux]# make dep

<==建立相依的属性关系！

[root @test linux]# make clean

<==将旧的资料去除掉！

[root @test linux]# make bzImage

<==开始编译核心！这个核心是经过压缩的，此外，这个步骤也很长！

[root @test linux]# make modules

<==开始编译模块！这个动作视您刚刚编译的模块数量！

[root @test linux]# make modules_install
[root @test linux]# make install

<==好了！将数据给他安装在 /lib/modules/`uname -r` 里面啰！
<==嗯！就将刚刚 bzImage 建立完成的核心给他安装上来！

在编译的过程当中，可能会有些错误或者是警告的讯息，因此，为了怕错过什么重要的信息，你也可以使用命令重导向来将数据存
在档案里头，例如这样做：
make dep clean bzImage modules modules_install > compile.kernel.log
基本上，编译的动作就是这样而已！我们说一说各个步骤的主要意义：
•

make dep ：这个动作在进行，将您在上一节所选择的项目当中，属于模块的咚咚进行相依属性的建立，以方便未来软件或程
序进行的时候，模块的呼叫；

•

make clean ：这个动作会将您前一次编译的目标文件 ( *.o 的档案 ) 给他去除，所以编译的内容才会是新的核心！

•

make bzImage ：注意喔！那个 I 是『 i 』的大写字符?这个步骤主要在产生可开机的核心档案，也就是我们再开机程序当中提
到好多次的 vmlinuz 那个档案啦！但是由于目前的核心档案都还蛮大的，因此都会经过压缩的程序?所以，编译出来的核心档
案放置的地点在底下的目录当中：
/usr/src/linux/arch/i386/boot/bzImage
此外，其实还有个未经压缩的核心在 /usr/src/linux 底下，那就是 /usr/src/linux/vmlinux ，不过我们不使用这个档案，因此您只
要记得上面提到的那个压缩过的核心档案即可！

•

make modules ：这个步骤在编译模块啦！

•

make modules_install ：这个步骤在安装模块！那么模块安装在哪里呢？呵呵！就是我们之前提过的，在 /lib/modules/`uname –
r` 里面，因为我们的核心是 2.4.18 ，所以就安装在 /lib/modules/2.4.18 当中啰！

如果在编译的过程当中发生问题的话，通常的可能就是挑选的项目有点问题，这个时候请重新再挑选一次设定内容『 make
menuconfig 』，通常编译都可以成功的啦！
如果在过程里面没有出现任何错误讯息的话，那么很好，应该可以准备安装核心啰～

安装核心与 Lilo 多重开机设定
刚刚上一个步骤就已经将核心安装好了吗？很抱歉！非也非也～我们到前一步骤中，仅是将模块安装到 /lib/modules/`uname
–r` 当中，而核心编译完成并放在 /usr/src/linux/arch/i386/boot/bzImage 而已！所以，这个时候，请将核心放置在开机核
心预设放置的目录 /boot 吧！
[root @test root]# cp /usr/src/linux/arch/i386/boot/bzImage /boot/vmlinuz-2.4.18

在一般人的习惯中，我们还是比较喜欢将开机的核心称做为 vmlinuz ，而由于版本不同，所以我们可以将他取名为 vmlinuz2.4.18 这样的文件名称，比较好进行确认啦！
核心搬移完毕之后就 OK 了吗？当然不对啰！还记得在开机流程里面介绍的 Linux 的开机管理员吗？没错，那就是 lilo 跟 grub
啰，所以，接着下来我们要作的就是开机的设定啰?由于 lilo 与 grub 我们之前就提过了，所以这里不详细的介绍每个对象的内
容，仅说明一下我的测试核心的规划！通常，我都喜欢直接以硬盘开机来测试新的核心，而由于害怕新的核心没有办法工作 (
注：很多时候，由于不同的 distribution 他所考虑的内容不一样，因此，很有可能您编译完成的核心并无法在您的 Linux
distribution 上面工作的，所以，虽然他可以被编译成功，但是我们还是得测试测试他呢！ ) 因此，我都会将旧的核心继续留下来，
因为如果万一新核心没有办法工作，那么最起码我还可以使用旧的核心继续来管理我的 Linux 呢！这个时候就必需要有多重开
机系统啦！
•

Lilo 的安装设定：
那么如果您是使用 lilo 的话，就需要修改 /etc/lilo.conf 啰！依据刚刚我们建立的名为 /boot/vmlinuz-2.4.18 的核心档案，
您的 /etc/lilo.conf 内容应该有点像是这样：
[root @test linux]# vi /etc/lilo.conf
boot=/dev/hda
map=/boot/map
vga=normal
default=linux-2.4.18
keytable=/boot/us.klt
prompt
nowarn
timeout=100
message=/boot/message
menu-scheme=wb:bw:wb:bw
image=/boot/vmlinuz-2.4.18
label=linux-2.4.18
root=/dev/hda1
append="devfs=mount"
read-only
image=/boot/vmlinuz
label=linux
root=/dev/hda1
initrd=/boot/initrd.img
append="devfs=mount"
read-only
image=/boot/vmlinuz
label=failsafe
root=/dev/hda1
initrd=/boot/initrd.img
append="devfs=nomount failsafe"
read-only
image=/boot/vmlinuz
label=linux-test
root=/dev/hda1
initrd=/boot/initrd.img
append="devfs=mount"
read-only
[root
Added
Added
Added
Added

@test boot]# lilo
linux-2.4.18 *
linux
failsafe
linux-test

黄色字体的部分是经过修改的，其它的则是 Mandrake 9.0 的默认值！这样就修改好啰！然后给他安装到 MBR 或 Super
block 吧！出现了 * 符号啰！呵呵！安装成功了，请重新开机，试图使用一下您的新核心吧！更详细的 LILO 说明请参考

开机流程里面的 LILO 说明喔！
•

Grub 安装说明：
那么如果是使用 grub 呢？就修改一下 /boot/grub/menu.lst 吧！修改成类似底下的模样：
[root @test linux]# vi /boot/grub/menu.lst
timeout 10
color black/cyan yellow/cyan
i18n (hd0,0)/boot/grub/messages
keytable (hd0,0)/boot/us.klt
altconfigfile (hd0,0)/boot/grub/menu.once
default 0
title linux-2.4.18
kernel (hd0,0)/boot/vmlinuz-2.4.19 root=/dev/hda1 devfs=mount
title linux-2.4.19-16mdk
kernel (hd0,0)/boot/vmlinuz-2.4.19-16mdk root=/dev/hda1 devfs=mount
initrd (hd0,0)/boot/initrd.img
title failsafe
kernel (hd0,0)/boot/vmlinuz root=/dev/hda1 devfs=nomount failsafe
initrd (hd0,0)/boot/initrd.img

上面的黄色字体是经过修改之后的结果?很简单吧！这样就搞定了！然后就可以开机测试看看啰！但是，如果是 Lilo 转换
到 grub 的使用者，还得再安装 grub 呢！可以这样做做看：
[root @test boot]# grub-install /dev/hda
Installation finished. No error reported.
This is the contents of the device map /boot/grub/device.map.
Check if this is correct or not. If any of the lines is incorrect,
fix it and re-run the script `grub-install'.
(hd0) /dev/hda

或者直接进入 grub 的指令列进行安装：
[root @test boot]# grub
GRUB

version 0.92

(640K lower / 3072K upper memory)

[ Minimal BASH-like line editing is supported. For the first word, TAB
lists possible command completions. Anywhere else TAB lists the possible
completions of a device/filename. ]
grub> root (hd0,0)
Filesystem type is ext2fs, partition type 0x83
grub> setup (hd0)
Checking if "/boot/grub/stage1" exists... yes
Checking if "/boot/grub/stage2" exists... yes
Checking if "/boot/grub/e2fs_stage1_5" exists... yes
Running "embed /boot/grub/e2fs_stage1_5 (hd0)"... 17 sectors are embedded.
succeeded
Running "install /boot/grub/stage1 (hd0) (hd0)1+17 p (hd0,0)/boot/grub/stage2
/boot/grub/menu.lst"... succeeded
Done.
grub> quit

呵呵！这样就 OK 啰！安装完毕，请马上重新开机测试看看您的核心是否可以正常的工作了吧！ ^_^更详细的 Grub 说明
请参考开机流程的 Grub 喔！

核心模块管理：
还记得核心的功能吗？对啦！就是用来控制系统硬件与相关程序的东西啦！那么在上面提到的功能里面，我们也提到了核心可
以使用『模块』的方式来动态的加载与移除所需要的模块，OK！那么该如何加载与卸载这些模块呢？！要知道的是，在模块的
加载方面，最主要的开机时即加载模块的档案在于：

/etc/modules.conf
这个档案，如果你有任何的新的驱动程序需要在开机的时候加载，呵呵！写入这个档案就对了！而核心的驱动程序写在哪里？
呵呵！就是在底下的目录中：
/lib/modules/核心版本/kernel/drivers (也可以写成如下)
/lib/modules/`uname –r`/kernel/drivers
上面这两行是一模一样的东西，什么？怎么看出来的？别多说废话了，如果忘记的话，使用 uname –r 看一下内容，再去看一下
quote 是什么！赶紧回想一下喔！好了，那么 /etc/modules.conf 的内容是怎样呢？我们举最简单的例子好了，假设你的网络卡是
早期有『恶魔卡』称号的 D-Link 530 好了，那么这个卡的模块其实已经被 Linux 编译好了，他就是 via-rhine.o 这个档案，我们
又知道说网络卡的第一个代号为 eth0 ，所以呢，要让 eth0 与 via-rhine 划上等号( 注：那个 .o 不要写出来！ )，因此，在
/etc/modules.conf 的最后一行加入底下的文字：
alias eth0 via-rhine
如果一切顺利的话，那么开机的时候他就会自动的帮我们找到相对应的硬件与模块啰！但是如果 Linux 没有帮我们编译好模块
呢？怎么编译？就使用 make 呀！请回到 RPM 与 Tarball 那一章去阅读一下 tarball 的安装方式！再来，如果我需要的是手动随
时加入与取消某些模块呢？呵呵，这个时候也就需要来了解一下模块的加载与卸载的功能啰！

•

模块编译
还记得要手动编译一些驱动程序或者是 tarball 的套件时，至少需要什么吗？对啦！要 gcc, make 及 kernel-header 等套件，
现在我假设这些套件已经都在您的机器上面了，那么我们来模拟一下编译 viarhine.o 这个模块吧！好了，首先先到网络卡
的驱动程序中心下载这个模块的原始码吧！
http://www.scyld.com/network/index.html
不过，上面的网站提供的驱动程序有点难以编译成功！所以，我这里也提供一个比较容易编译成功的原厂释出的模块，大
家来试看看：
http://linux.vbird.org/download/book_basic/linux530_321.tar
(你可以使用 wget 这个程序在文字接口下载这个档案！)。首先，您必需将此档案解压缩，假设这个档案原本放置在 /root
底下好了，那么我们曾经说过，要编译新的套件或其它林林总总的数据时，最好放在 /usr/local/src 底下，所以：
[root
[root
[root
[root

@test
@test
@test
@test

root]# wget http://linux.vbird.org/download/book_basic/linux530_321.tar
root]# cd /usr/local/src
src]# mkdir dlink-530
dlink-530]# tar –xvf /root/linux530_321.tar

这步之后会多出 readme.txt, Makefile, viarhine.c, viarhine.h 四个档案，
其中，那个 readme.txt 『真的』要看一看！
[root @test dlink-530]# make

这个 make 会依据 Makefile 这个档案的内容来将你的 viarhine.c 加以编译！
最后就得到了 viarhine.o 这个编译成功的目标档案。
这样就编译完成了，接着下来就是将编译好的模块放置在核心应该要放置的地方，我这里以 2.4.xx 核心版本为例说明，
听说明年六月 ( 2003/06 ) 会推出新的 2.6.xx 版核心，无论如何，目前大部分的 Linux 还是使用 2.4.xx 的，因此，这里还
是以他为例了：
核心的模块放置目录：
/lib/modules/`uname –r`/kernel/
核心的档案格式模块：
/lib/modules/`uname –r`/kernel/fs
核心的网络卡驱动程序模块： /lib/modules/`uname –r`/kernel/drivers/net
因此，我们要把这个模块给他直接 copy 到该目录下，所以：
cp /usr/local/src/dlink-530/via-rhine.o /lib/modules/`uname –r`/kernel/drviers/net

这样就完成了系统的驱动程序模块的编译了！完成编译之后，想要在开机的时候立即启动这个模块的对应，那么就写入
/etc/modules.conf 当中，所以：
[root @test root]# vi /etc/modules.conf
alias eth0 via-rhine

加入上面黄色字体那行就对啦！

•

depmod
[root @test /root]# depmod [-aens]
参数说明：
-a ：将 /etc/modules.conf 可以查询到的模块的相关性都写入 /lib/modules/`uname -r`/当中
-e ：显示出目前已加载的不可执行的模块名称
-n ：将各模块的相依性直接输出屏幕上，而不是输出到 /lib/modules/`uname -r` 当中
-s ：将一些讯息结果输出到 syslog 的登录档中！
范例：
[root @test /root]# depmod -a
[root @test /root]# depmod -n

很多时候，在使用模块时，这些模块基本上是有相关性的！什么意思呢？例如你要在 NAT 服务器的情况下启动 NAT 时，
那么就需要 ip_tables 这个模块，以及 ip_nat 这个模块，而若你还想要启用 NAT 下的 ftp 功能，那么就需要启用
ip_nat_ftp 模块！换个角度来想，如果你需要启用 ip_nat_ftp 模块的话，那么就『必需启用 ip_nat 与 ip_tables 模块！』这
就是所谓的相依性！而这些相依性的内容都是被纪录在 /lib/modules/`uname –r`/modules.dep 这个档案中的！至于分析这些
模块的相关性，则是以 depmod 来执行的啦！此外，如果不想让模块被写入 /lib/modules/`uname -r` 当中的话，那么就加
入 -n 参数吧，可以先看一下各模块的相依性呢！

•

lsmod
[root @test /root]# lsmod
参数说明：
范例：
[root @test /root]# lsmod
Module
Size
ipt_MASQUERADE
1216
iptable_filter
1696
ip_conntrack_irc
2592
ip_conntrack_ftp
3328
ip_nat_irc
2400
ip_nat_ftp
2976
iptable_nat
13588
ip_tables
11232
ip_conntrack
13356
iptable_nat]
ppp_async
6240
8139too
14208
usbcore
29632

Used by
Tainted: P
1 (autoclean)
1 (autoclean)
0 (unused)
0 (unused)
0 (unused)
0 (unused)
3 [ipt_MASQUERADE ip_nat_irc ip_nat_ftp]
5 [ipt_MASQUERADE iptable_filter iptable_nat]
3 [ipt_MASQUERADE ip_conntrack_irc ip_conntrack_ftp ip_nat_irc ip_nat_ftp
1 (autoclean)
2
0 (unused)

在目前系统中的模块有哪些呢？就是以 lsmod 来查看就对啦！例如以我的宿舍 Linux 主机来看，我的网络卡是螃蟹卡，
亦即是 8139 这个模块啦，另外，我有进行 NAT ，所以开启了相当多的 iptables 模块，所以你可以看到一堆 ipxxxx 的模
块名称啦！

•

modinfo
[root @test /root]# modinfo [-adnp] module_name
参数说明：
-a ：秀出作者
-d ：秀出这个模块的基本说明
-n ：秀出这个模块的档案放置路径与名称
范例：
[root @test /root]# modinfo 8139too
filename:
/lib/modules/2.4.19/kernel/drivers/net/8139too.o
description: "RealTek RTL-8139 Fast Ethernet driver"
author:
"Jeff Garzik <jgarzik@mandrakesoft.com>"
license:
"GPL"
parm:
multicast_filter_limit int, description "8139too maximum number of filtered multicast
addresses"
parm:
max_interrupt_work int, description "8139too maximum events handled per interrupt"
parm:
media int array (min = 1, max = 8), description "8139too: Bits 4+9: force full duplex, bit
5: 100Mbps"
parm:
full_duplex int array (min = 1, max = 8), description "8139too: Force full duplex for
board(s) (1)"
parm:
debug int, description "8139too bitmapped message enable number"

[root @test /root]# modinfo -a 8139too
"Jeff Garzik <jgarzik@mandrakesoft.com>"
[root @test /root]# modinfo /usr/local/src/dlink-530/via-rhine.o
filename:
/usr/local/src/dlink-530/via-rhine.o
description: "PCI 10/100Mb Fast Ethernet Adapter"
author:
"Donald Becker <becker@scyld.com>"
license:
<none>
parm:
debug int
parm:
min_pci_latency int
parm:
max_interrupt_work int
parm:
rx_copybreak int
parm:
options int array (min = 1, max = 8)
parm:
full_duplex int array (min = 1, max = 8)

很简单吧！就是用来查看这个模块的作者啦！如果不加任何参数的时候，就是将这个模块的所有讯息都写出来的意思！我
们使用的网络卡（螃蟹卡）所挂载的这个模块使用的档案就是： filename 那一行当中的
/lib/modules/2.4.19/kernel/drivers/net/8139too.o 这个档案啦！那么如果我是想看刚刚我们在核心编译当中编译出来的那个模
块的信息呢？可以直接加上模块的文件名称！

•

modprobe
[root @test /root]# modprobe [-l|-c]
[root @test /root]# modprobe modules_name<==直接加载该模块与其相依属性的模块
参数说明：
-l ：列出目前系统所有的模块 ( 在 /lib/modules/`uname -r`/kernel 底下 )
-c ：列出目前系统所有的模块！（更详细的代号对应表）
范例：
[root @test /root]# modprobe ip_tables
[root @test /root]# modprobe –l

<==直接加载 ip_tables.o 这个模块

这东西相当的好用，因为他除了可以将后面接的模块名称加载之外，还可以依据 /lib/modules/`uname –r`/modules.dep 里面
的相依属性，将其它相关的模块也加载！不错吧！此外，需要特别留意的是，模块全部都摆在『 /lib/modules/`uname -r`
/kernel 』这个目录下，而且模块的名称都是以 *.o 这个附档名存在，但是在实际加载模块的时候，只要写入名称即可，千
万不可写入 .o 或者是路径名称，例如要加载 ip_tables.o 这个模块时，就写 modprobe ip_tables 即可！其实，这个程序与
底下的 insmod 有点类似，只是他是依据系统已经建立好的模块相依属性来加载模块，而 insmod 则是直接手动来加载模
块档案！

•

insmod
[root @test /root]# insmod [-fkps] module_name
参数说明：
-f ：强制将模块加载，要加载不相同版本的模块时候可能会用到的参数
-k ：自动在核心没有使用到该模块的时候，先清除干净！
-p ：测试模块是否可以被加载，不会直接加载系统中！
-s ：将一些执行讯息写到 syslog 这种登录档，而不是写到 terminal 当中！
范例：
[root @test /root]# insmod -p /usr/local/src/dlink-530/via-rhine.o
Warning: loading /usr/local/src/dlink-530/via-rhine.o will taint the kernel: no license
See http://www.tux.org/lkml/#export-tainted for information about tainted modules

这个跟 modprobe 有点类似啦，但是 insmod 可以读取非 /lib/modules/`uname -r`/kernel 内的模块，而且还可以为模块进行
加载测试呢！您可以加上路径与完整的文件名来加载模块，加上 -p 这个参数可以验证该模块的可执行性与否！！『要注
意的是，这个 insmod 输入的模块名称必须要完整的路径、文件名来输入呦！』

•

rmmod
[root @test /root]# rmmod modules_name
参数说明：
范例：
[root @test /root]# rmmod 8139too

顾名思义，呵呵！移除模块的程序啦！！使用 lsmod 得到以存在的模块之后，，然后再输入『 rmmod 模块名称』就可以
移除模块啰！

系统设定常用指令
基础设定工具
我们在 Linux 系统开机流程的说明中提及了相当多次的系统设定档案所在的目录，那就是 /etc/sysconfig 这个目录啰，您可以手
动的修改一下该目录里面的各个档案，以使符合您的系统环境！底下我们会介绍关于这个目录底下各个档案所代表的意义啦！
由于这本书当中尚未提到关于网络架设的部分(若还写下去的话，那么这本书也就太重了…)，所以我们先以简单的方式来说明一
下如何设定网络方面的功能，这个时候，每个 distribution 所提供的一些好用的小工具软件，就得给他了解一下的啦！底下我们
分别介绍一下目前最流行的两套 distribution 的工具，分别是 Mandrake 与 Red Hat 的两个小工具呦！

Mandrake 系统设定工具：
在 Mandrake Linux 里头已经有一个相当好用的系统参数设定工具，那就是大家都耳熟能详的『 drakconf 』啰！这工具说穿了
也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就是他将一些 /etc/sysconfig 里的设定参数给他做成图形界面就是了！基本上，如果你对系统熟的话，
那么不需要使用 drakconf 也是可以的啦！直接修改 /etc/sysconfig 底下的东西就可以啰！好吧，闲话不多说，我们就来看一看
drakconf 的功能吧！
•

属性相依的套件需求：
如果您当初使用的安装方法是比较小的安装方式，例如鸟哥都不安装图形接口的，好让我那小的可怜的硬盘还可以被拿来
当作数据备份之用…这个时候，很可能 drakconf 就没有被您安装上来啰！此时，请将您的 Mandrake 9.0 的 CD 1 拿出来，
给他放入光驱当中，并且挂载上来，再使用 RPM 的方法，安装一下底下的各个套件：
userdrake-0.5-3mdk.i586.rpm
menudrake-0.7.1-3mdk.i586.rpm
rxvt-2.7.8-5mdk.i586.rpm
harddrake-ui-1.1.9-53mdk.i586.rpm
drakcronat-0.1.2-9mdk.noarch.rpm
drakconf-9.0-6mdk.i586.rpm
玩过了前面几章之后，千万不要不晓得我上面讲的是什么内容….如果忘记了，请回到前面的章节，并且『仔细的，好好
的再看一遍』吧！这样安装完毕之后，就会有 drakconf 在你的系统当中啰！如果您想要知道你的 Linux 系统当中有没有
drak 为开头的指令要怎么寻找？别担心！回到第三部分讲 Shell 的地方，还记得 BASH 里面关于 <tab> 按键的用途吧！
呵呵！试试看就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啰！

在你输入 [root @test root]# drakconf 之后，就会出现底下的图样：

如上为 drakconf 的主要图示，在这些画面中，除了要您以键盘输入文字的时候会有底线之外，其它的时候，只要移动『上下左
右』、『空白』、『tab』及『Enter』等按键操作即可！drakconf 主要仅是将几个小工具汇整成为一个啦！那么这个 drakconf 底
下汇整了哪些小工具呢？看看上面的图示，您会发现有底下几个个别的小工具：
•
•
•
•
•
•
•

Add new users：新增账号工具，您可以参考第十三章的内容；
Boot Configuration：就是 LILO 跟 Grub 的内容，参考十七章内容；
Connection Sharing：这个就是鼎鼎大名的 DHCP ( Dynamic Host Configuration Protocol ) 主机的设定啦！就是让您的 Linux
成为 DHCP 主机，可以分配 IP 给同一个网域内的其它计算机呢！
Display Configuration：设定您的显示模式，也就是在图形接口无法登入的时候，可以用来修正 Xfree86 这个图形使用者接
口的工具！
Internet & Network：设定网络啦！包括您的网络卡、主机名称等等！
KeyBoard Configuration：键盘的设定，主要是键盘的格式；
Mouse Configuration：设定鼠标的类型；

大概就是这样啦！底下我们分别来说一说各个工具的内容吧：

•

Add new users：
新增使用者的方法我们都知道直接使用 useradd 再以 passwd username 设定密码即可！这个小工具即是帮我们进行这两个
动作，其图示如下所示：

那个 User name 才是『账号』，至于 Real name 则是在 /etc/passwd 当中的第五栏说明栏的内容啦！输入完毕之后就给他
Accept user 即可！

•

Boot Configuration
其实这个就是 /usr/sbin/drakboot 这支程序啦！他的功能亦即是我们在开机流程的内容所提到的 LILO 与 Grub 内容，就是
进行开机管理啦！按下这个功能之后会出现如下的图示：

事实上，这个动作可以帮我们设定两个咚咚，第一个是分别设定 /etc/lilo.conf 或 /boot/grub/menu.lst 这两个设定档，第二
个则是将该设定写入 MBR 或 Super Block 当中！记得回到开机流程去瞧一瞧内容即可！当然啦！由于他还可能会帮我们
写入 MBR 或 Super Block 呢！所以还是要小心一点呢！

•

Connection Sharing
这个动作是在帮我们主机进行 DHCP 设定的各个规划，由于我们尚未提到网站架设的部分，俺可不希望这里随便讲讲，
结果您照着这里的作法也随便作作，最后就被怪客随便破解～所以呢，有兴趣的朋 友您可以自行试做看看，其实很简单，
照着出现的图样一步一步输入参数就对了！但是什么参数才是对的？呵呵！如果您真的很急的话，那么可以先参考底下的
网站 呢：
http://www.study-area.org/linux/servers/linux_dhcp.htm
http://linux.vbird.org/linux_redhat7.2/65dhcp.html

•

Internet & Network
但是网络内容就得说一说了，因为如果不作的话，那么您的 Linux 怎么上网呢？OK！这里就来稍微谈一谈吧！现在上网
的方式主要有三种，分别是：
1. 固定制的 IP：使用的是称为 LAN ( Local Area Network ) 的方法；
2. 浮动式的 ADSL ：就是使用 ADSL 呀！
3. 浮动式的 Cable ：就是使用 DHCP 呀，同样也是选择 LAN 的方法。

我们先来谈一下比较简单的 LAN 的设定，首先，要使用 LAN 之前，请先确认您的网络参数，分别是：
1.
2.
3.
4.
5.
6.
7.
8.

Protocol 固定( Static )或动态( Dynamic ) IP 分配
IP 你的主机地址
Network 你的主机网域
Netmask 你的主机子网掩码
Broadcast 你的主机的广播地址
Gateway 你的主机所使用的通讯闸
Hostname 你主机的名字！
DNS 你需要 ISP 的 DNS 的 IP

其中，在协议(Protocol)的部分要特别注意了，若以 ISP 的角度来看，那么如果协议为 static 则是固定 IP 的设定方式，如
果是 Dynamic 则是 Cable 的设定方式！这是因为 Dynamic 就是使用 DHCP 这个协议所造成的啦！好了，现在来看一看
按下了 Internet & Network 这一项，会出现如下的图示，这个时候请选择 Configuration the connection 。

这个时候会出现是否自订设定或专家模式，然后请按下专家模式：

OK！既然要使用 LAN 所以使用 LAN connection 喔！

然后出现了硬件的选择项目，如下所示，在下图中显示了两张网络卡的模块，这是因为我有两张网络卡，所以上头会显示
两个模块。所以，如果您的主机跟 我的主机网络卡的形式或者是数量不同，那么您主机上面的图样就会跟我不相同啰！
注意注意。好了，在下图中问你是否还有其它的网络设备？因为我知道没有其它 的网络卡了，所以当然就选择 No 啰！

好了，底下要开始给他设定一下你的网络啰！在这个例子中，首先我们使用固定制的方式，使用了 192.168.1.2 这个私有
IP ，然后选择不要 bootp/dhcp ，并且设定在开机的时候启动，因此勾选 Start at boot ！

不过，如果你是使用 Cable 的话，或者是您公司有架设 DHCP 主机的话，那么上面的图示中，你就需要选择『Automatic
IP 』这一项！而其它的就直接设定的跟我一样即可！这可是很重要的！然后再设定你的主机名称与 ISP 给你的 DNS 的
IP，还有 Gateway 或者是 Gateway 的装置！像我是以 eth1 做为对外的网络卡，因此就选择 eth1 啰！

这样就设定 OK 啦！其实，以上的步骤就只是设定底下几个档案：
1. /etc/sysconfig/network
2. /etc/sysconfig/network-scripts/ifcfg-eth0
3. /etc/resolv.conf
我们在网络架设篇再来聊一聊如何设定这些数据，包括使用手动的方式设定固定 IP 、 Cable 与 ADSL 上网的方式！
这些就是 drakconf 的主要功能了！当然，还有 X-window 里面的 XFree86 的硬件设定！不过，这些数据我们就在 X-

Window 章节里面再提啰！

Red Hat 基本系统设定指令
在 Red Hat Linux 里头有一个相当好用的系统参数设定工具，那就是大家都耳熟能详的『 setup 』啰！这工具说穿了也没有什么特殊
的地方，就是他将一些 /etc/sysconfig 里的设定参数给他做成图形界面就是了！基本上，如果你对系统熟的话，那么不需要使用
setup 也是可以的啦！直接修改 /etc/sysconfig 底下的东西就可以啰！
setup：
我们先来说一说 setup 的用法吧！以 root 的身份在 command line 输入 setup 就可以进入如下的画面：

主要有底下几个设定的咚咚：
•
•
•
•
•
•
•
•
•
•

Authentication configuration：这是关于系统性安全的设定项目；
Firewall configuration ：这个是关于 ipchains 的防火墙机制设定；
Keyboard configuration ：这个是键盘的类型设定项目；
Mouse configuration ：设定鼠标的型态的地方啦；
Network configuration ：设定网络参数的地方，包括你的 IP 呦！
System services ：设定一些系统服务的地方；
Printer configuration ：设定打印机啰；
Sound card configuration ：就是设定声卡啦！
Timezone configuration ：设定时区；
X configuration ：设定 X-Window 相关的硬件设定！

依序介绍一下里面的各种资料啰：

•

Authentication configuration ：
还记得我们在 账号管理 那一篇文章里面提到的东西吗？对啦！我们在管理密码的时候就是使用那个 shadow 的资料！好
啦，那么怎么改变这些密码数据的设定呢？呵呵！就是在这一项啰！按下他之后会出现底下两个画面：

那个 NIS, LDAP, Hesiod 等等都是其它类型的 ID 与 pass word 管理服务器，这里我们不太需要使用到这么高级的服务器！
所以只要简单的 Shadow 与 MD5 这两个编码过的安全防护即可！所以啰，您可以在这里勾选 Shadow 与 MD5 就行了！
除非后来您还想要加入上述的服务器！( 注：这个项目完成之后，会写入/etc/sysconfig/authconfig 这个档案当中！所
以也可以直接修改这个档案即可！)

•

Firewall configuration ：
这是用来设定防火墙的！
•

在设定防火墙之前需要来了解一下什么是『防火墙』？简单的说，防火墙就是资料封包的过滤机制的套件啰，目前
在 2.2.xx 上面使用的是 ipchains 这个封包过滤，至于 2.4.xx 则使用的是 iptables 这个封包过滤机制。此外，这两
个封包过滤机制『不能同时开启』！

但是在这个 setup 当中的 firewall 比较诡异一点点，就是在 Red Hat 7.1 以后的版本中（包含这一版的 Red Hat 7.2 ）使用
的 Kernel 是 2.4.xx 版本，这一版的适合的防火墙如前述是 iptables 这个机制，但是
•
•

这支程序使用来设定的却是『 ipchains 』真是的～～而且，另外一点比较怪异的是，
这个程序启动之后，所显示的是『程序默认值』而不是您目前的设定值，所以每次进入都会显示『Security Level
为 ( ) High 那一项！，不过，只要不按下 OK 的话，就不会改变您原先的设定！

基本上，这个东西用来设定 ipchains 是可以啦，但是用来设定 iptables 则『没有办法』，最起码我试不出来，如果您试出
来的话，可得教教我呦！按下之后显示出来的样子如下：

请注意，在上面的设定当中，是适合于 ipchains 的，再强调一次，所以如果您使用了 iptables 作为您的防火墙机制，那么
就不要使用这支程序了！另外，在第二个画面中，需要特别注意的是：
•

如果您只有一张卡（例如上面的例子），那么千万注意『不要开启 eth0 』这个咚咚！上面的意思是说，『来自底
下的界面卡(例如 eth0)或者是底下的 port 号，则予以接受』，那么当您接受 eth0 的请求，偏偏这个卡是对外卡，

•

那么由于所有的要求都是由外界来的，所以底下的设定则完全没有用了！因为检查到界面卡的部分就予以放行的意
思！这里请注意！
万一，若您有两张网络卡，一张对内（假设为 eth0 ）一张对外（假设为 eth1 ），那么对内信任对外不信任，则可
以勾选 eth0 为信任的（沟成星号），而 eth1 则不勾！

那么这个设定在产生什么设定档案呢？
•
•

•

这个设定完成之后，会在 /etc/sysconfig 产生一个名为 ipchains 的档案，这个档案即是开机时启动的设定档，您可
以查询到 /etc/rc.d/init.d/ipchains 这个启动档案的内容看到！！
同理，如果您想要一开机立即将您的 iptables 机制的规则写上去的话，那么就可以在 /etc/sysconfig/ 建立一个名为
iptables 的档案啰！

Keyboard configuration ：
这是用来设定键盘型式的！如下图所示：

选择正确的即可！通常我们选择 us 这一个就对了！(注：修改的结果会记录在 /etc/sysconfig/keyboard 这个档案中！)

•

Mouse configuration：
这是用来设定鼠标的！按下去之后会显示出下面的图标：

看到了喔！如果是 ps/2 的接口的话，那么上面就会显示出 Generic Mouse (PS/2) 的那一项！请依照您的硬件来设定好你
的鼠标周边！( 这个项目会在 /etc/sysconfig/mouse 当中记录下来正确的鼠标型态，可以直接修改这个档案呦！)

•

Network configuration :
这东西是用来设定网络的东西的！按下他之后会出现底下的咚咚：

所谓的 DHCP 是一种动态发放 IP 的主机，来分给 client 计算机 IP 的方式！那么由于我们使用的是虚拟 IP 这一种静态
的 IP 给予方式，所以自然就将第一个取消啰！另外，需要特别留意的是，使用 Cable 的朋友就是以 DHCP 来上网的，
所以其对外的卡使用的就得是 DHCP 协议啰！然后需要来设定 IP （给予虚拟 IP 即可！）子屏蔽网络（ netmask）及
gateway 等等，这个咚咚会修改到的档案有：
•
•
•

/etc/sysconfig/network
/etc/sysconfig/network-scripts/ifcfg-eth0
/etc/resolv.conf

大概就是如此吧！所以，基本上，手动修改上面这些档案即可设定好网络的基础架构啰！

•

System services ：
这个东西也蛮好玩的，其实他就是 ntsysv 这个程序啦！按下他之后会显示出底下的框框！

这里显示的是，目前系统上以 RPM （或者是你自己写的）可以进行『开机时后启动的』服务项目，以这张图表为例，显
示出 atd 这支服务在启动的时候就会自动的启动啰！所以你可以移动到你所想要启动的项目之前，按下空格键使产生 *
后，再按下 OK 即可！不过需要注意的是：
•
•
•

这个设定仅是在设定『启动的时候可以自动执行』的服务，所以当你设定好 * 之后，除非重新开机，否则仍需要
直接以手动启动才行；
这个设定所捉出来的服务项目，其内容都列在 /etc/rc.d/init.d 及 /etc/xinetd.d 这两个目录内；
这个设定设好之后，其连结会在 /etc/rc.d/rc#.d/Sxxservername 这个档案内，例如我以文字型态登入的，所以 runlevel 为 3 ，而我要设定的是 atd 这个服务，所以就会在 /etc/rc.d/rc3.d/S95atd 这个连结档建立到
/etc/rc.d/init.d/atd 这个执行 script 中！请注意，那么 S 代表开机启动的意思，而数字代表执行的顺序！

•

Printer configuration ：
设定 printer 的步骤！按下去之后可以出现如下的咚咚：

这个我就不是很熟悉了！请有经验的朋友来信告诉我该怎么做吧！

•

Sound card configuration ：
设定声卡啰！那就设定吧！

•

Timezone configuration ：
还记得我们选择的时区吗？呵呵！想不想改变呢？

建立的数据写在 /etc/sysconfig/clock 里头！

/etc/sysconfig/* 里头的设定档案：
刚刚提过了，那个 drakconf 与 setup 这两支工具软件都是在设定 /etc/sysconfig 里面的档案，所以我们就得来看看这些目录里面的档

案是干嘛用的？我们底下只说明几个可能会用到的档案，并介绍该档案的用途（注：由于不同的 distribution 当初在设计的理念多少
有点不同，因此，在开机启动的设定项目中，就会有些许的差异！所以，在 /etc/sysconfig 里面的档案，在各个 distribution 当中，多
少也有点差异性，故而请注意您使用的版本呢！不过，底下还是列出大部分您可以察看的到的档案吧！ ^_^
/etc/sysconfig/*

用途
系统使用者所使用的认证方式，或者说是系统使用者使用以登入主机的密码管理方式。
目前最常见的就是每部主机自己管理自己，也就是 /etc/shadow 这个档案，以及底下
会再提到的档案认证方式 MD5 的编码格式！通常档案的内容为：

authconfig

USELDAP=no
<==是否使用 LDAP
USEMD5=yes
<==是否使用 MD5
USENIS=no
<==是否使用 NIS
USESHADOW=yes <==是否使用 shadow
当系统出现问题的时候，通常系统会自动的执行 fsck ，但是当这个档案存在的时候，
那么系统就会依据这个档案的内容来决定是否需要以 fsck 来检查硬盘数据！

autofsck

AUTOFSCK_TIMEOUT=5 <==暂停时间等待输入
AUTOFSCK_DEF_CHECK=no <==若不输入是否进行 fsck 检验，这里是设定为 no 喔！
记录时区的档案内容：

clock

UTC=true
<==设定时区为以 GMT 时区的设定
ARC=false
<==设定时间以 ARC console 来比对
ZONE=Asia/Taipei <==以 GMT 时间推算出本地的时区

gpm

纪录一些额外的接口设备的档案数据，例如鼠标！这个服务可以让您在文字模式下能
使用鼠标来进行复制、剪贴等等的功能！

harddisks

要开启 IDA 模式吗？要启动 16 I/O 模式吗？没错！使用这个档案来设定就对了！尤
其是档案里头的 USE_DMA=1 ，应该是可以直接启动的啦！（将 # 去除！）这东西与
hdparm 程序有点关系的啦！

hwconf

在你启动 Linux 的时候，不是有侦测硬件的项目吗？没错，侦测到的硬件就是记录在
这里，所以，如果要了解你的硬件信息，来这个档案看一看就知道了！（注：需要对
于硬件如芯片组有点了解的人才比较容易看懂！）这东西与 hdparm 程序有点关系的
啦！

i18n

修改预设语系的地方！很多朋友常常提到，如果预设语系选择中文，偏偏文字模式下
无法正常显示，那么就修改这里的设定即可！将 LANG 的设定改成 en_US 即可！不过，
有没有支持还是得看这个档案里头的 SUPPORTED 项目才行！

keyboard

设定键盘的形式；

kudzu

设定开机时后侦测新装置的方式！

mouse

设定鼠标的形式

network

设定你的网络状态，例如 gateway, hostname 等等的地方！相当重要！

network-scipts

所有的适配卡设定档案的地方！例如 ifcfg-eth0 ！相当的重要！

rhn

设定一些 up2date 在线更新的注册数据！( Red Hat 上才有！)

iptables

（不一定会存在的档案）这个档案为开机时启动防火墙规则的规则档案！

其它的咚咚不是不重要，而是我仅列出比较相对重要的咚咚！
注：很多档案都必须要您的系统中有设定启动才会存在该档案，例如 iptables 即是一例！

系统启动服务工具：ntsysv, service, chkconfig, init,
大家一定都有：『咦！我某些服务在开机的时候启动，要怎么开始？』的疑问吧！？像我一开始玩 Linux 的时候，就对这个问
题很有兴趣！嘿嘿！完到最后才终于晓得，原来开机能不能执行跟你的 /etc/rc.d/init.d 里头的服务设定项目有关，例如我要立刻
就启动 apache ，那么 apache 的启动 script 称为 httpd ，所以要启动他就需要：
/etc/rc.d/init.d/httpd start
此外，一开机是否立刻启动则是设定在 /etc/rc.d/rc[0-6].d 这总共七个目录下的数据中！我们当然可以手动来进行连结档案，使他
符合我们所需要的特性，但是我们也可以透过 Linux 给我们的设定工具来执行呦！

•

ntsysv
[root @test /root]# ntsysv [--level run-level]
参数说明：

--level ：可以设定每一个 run-level 的开机启动项目
范例：
[root @test /root]# ntsysv
[root @test /root]# ntsysv --level 5

<== 目前的 run-level 下的设定
<== 不同 run-level 下的设定修改

说明：
这支工具蛮有意思的！他可以设定开机时后启动的项目呢！就是在 setup 里头的 System Services 那个设定的地方！比较
不一样的地方在于，这个单独的程序还可以执行非目前 run-level 的启动项目。如果您回到前面提到的『开机流程』的地
方，那么就会发现在启动的项目方面，需要取得 inittab 之后，才能在各个 /etc/rc.d/rc#.d 里头执行各不同的 scripts ，其中
常用的 run-level 是 3 及 5 （文字与图形！）。那么 ntsysv 就可以依据：
•
•

/etc/xinetd.d
/etc/rc.d/init.d

这两个数据夹内的 scripts ，然后配合 /etc/rc.d/rc#.d 里头的 scripts 来进行连结档的设定！

•

service
[root @test /root]# service [service name] [start|stop|restart]
参数说明：
service name ：这个服务名称必须要实际存在 /etc/rc.d/init.d 这个目录下才行
start|stop.. ：基本上，这个与 /etc/rc.d/init.d/service_name 所允许的启动形式有关！
范例：
[root @test /root]# service xinetd restart
[root @test /root]# service sendmail start

<==重新启动 xinetd
<==启动 sendmail 这个服务！

说明：
这个程序就更简单了！基本上他只是一支 script 而已！他会将 /etc/init.d （其实就是 /etc/rc.d/init.d ）的东西取出来，然后
进行分析啦！例如上面的例子中，[ service xinetd restart ] = [ /etc/rc.d/init.d/xinetd restart ]这两个是完
全相同的东西呦！只是 service 把他更简化了而已！除此之外，在 ntsysv 与底下接着要说明的 chkconfig 都是『等到下次
开机的时候再启动』的方式，那么有没有办法立刻启动呢？呵呵！那就是 service 的工作啦！ service 可以直接将该服务
启动呦！

•

chkconfig
[root @test /root]# chkconfig [--level levels] [--list|add|del] [service name]
参数说明：
--level ：同样的说明了可以设定不同的 run-level 的咚咚！
--list

：列出 run-level 情况下的该套件名称是否有被开机启动？！

--add

：增加一个 service_name 在开机的时候启动；

--del

：删除一个开机启动的服务！

service name ：这个服务名称必须要实际存在 /etc/rc.d/init.d 这个目录下才行
范例：
[root @test /root]# chkconfig --list sendmail
sendmail
0:off
1:off
2:on
3:on

<==列出 sendmail 的启动！
4:on
5:on
6:off

上面说明， sendmail 在 run-level 0, 1, 6 的时候是 off ，而在 2,3,4,5 是 On 的情况！
[root @test /root]# chkconfig
keytable
0:off
1:on
atd
0:off
1:off
kdcrotate
0:off
1:off
syslog
0:off
1:off
gpm
0:off
1:off
kudzu
0:off
1:off
sendmail
0:off
1:off
netfs
0:off
1:off
network
0:off
1:off
random
0:off
1:off
rawdevices
0:off
1:off
apmd
0:off
1:off
ipchains
0:off
1:off
iptables
0:off
1:off
crond
0:off
1:off
anacron
0:off
1:off
xinetd based services:
chargen-udp:
off
chargen:
off
daytime-udp:
off
daytime:
off
echo-udp:
off

<==列出系统所拥有的执行服务，并且列出是否开机启动？
2:on
3:on
4:on
5:on
6:off
2:off
3:on
4:on
5:on
6:off
2:off
3:off
4:off
5:off
6:off
2:on
3:on
4:on
5:on
6:off
2:on
3:off
4:on
5:on
6:off
2:off
3:off
4:on
5:on
6:off
2:on
3:on
4:on
5:on
6:off
2:off
3:off
4:on
5:on
6:off
2:on
3:on
4:on
5:on
6:off
2:on
3:on
4:on
5:on
6:off
2:off
3:off
4:on
5:on
6:off
2:on
3:off
4:on
5:on
6:off
2:on
3:off
4:on
5:on
6:off
2:on
3:on
4:on
5:on
6:off
2:on
3:on
4:on
5:on
6:off
2:on
3:off
4:on
5:on
6:off

echo:
off
time-udp:
off
[root @test /root]# chkconfig --add gpm

<==增加 gpm 这个咚咚在开机的时候启动！

说明：
chkconfig 这个程序可以将 /etc/rc.d/init.d/ 里面的可执行服务与 /etc/xinetd.d 里面的相关可执行的服务，连结到目前的 runlevel 里头去，或者是您可以定义你的 run-level 让你的该项服务在开机的时候就给他启动?不过请注意呦！ service 是马上
让你的该项服务立刻启动，但是 chkconfig 则仅是设定某个服务在开机得时候可以被启动，并不一样，请注意ㄋㄟ！

•

init
[root @test /root]# init [0-6]
参数说明：
范例：
[root @test /root]# init 5

<==转为图形接口登入！

说明：
说完了 /etc/rc.d/rc[0-6].d 与 /etc/rc.d/init.d 的执行序之后，呵呵！如何切换呢？是否一定要修改 inittab 这个档案？！其实
不需要，直接使用 init 这支程序就行了

认识系统服务 daemons
什么是 daemon
如果您常常上网去查看一些数据的话，尤其是关于 Unix-Like 的相关操作系统，如 FreeBSD, Unix, Linux 等等，应该会常常听到
daemons 这个字眼，那么 daemon 是什么东西呀！？怎么这么常被见到？呵呵，Daemon 的字面上的意思就是『守护神、恶魔？』
还真是有点奇怪呦！ ^_^"" 。基本上，我们的 Linux 主机常常会收到一些要求，不论是来自本机系统的要求或者是网络 Client
端的服务要求，反正只要有要求来的时候，通常就是各式各样的 daemons 负责去唤起应该要工作的 Servers 来工作啦！那么
daemons 目前有两种基本的模式，分别是 stand_alone 与 super daemon 两种方式，底下就来说一说这两种 daemon 的工作型态：
•

stand_alone ： 就字面上的意思来说，stand alone 就是『独立的启动』的意思，也就是说，该 daemon 启动之后，就直
接常驻在内存当中啰！他虽然会一直的占用系统的资源，但最大的优点就是，他会一直启动的啦！所以当有要求来的时候，
他就会很快速的响应啰！常常用在这一种 daemon 的网络服务如常见的 httpd 这一个即是一例！

•

super daemon ： 相对于 stand alone 的执行方式，这一种服务的启动方式则是藉由统一的一个 daemon 来负责唤起该服务！
这一个统一负责的 daemon 就是 inet 这支服务啦！不过，在后来的 Linux 发展套件中，则是使用 xinet 这个设定啰！我
们这里以 Mandrake 的 xinet 来做说明。当有网络的服务要求来的时候，该要求会先送给 xinet 这个服务，然后 xinet 根
据该网络要求送来的数据封包的内容 ( 该内容会记录 IP 与 port ) 来将数据封包送给实际运作的服务！而该服务这个时候
才会启动的！最常见到的就是 ftp 这支网络服务啦！这种最大的优点就是当没有数据封包来的时候，该服务不会一直占据
系统资源 ( 该服务会在 sleeping 的状态吧！ ) ，但是相对的，他的反应时间也会比较慢，因为还要花费一段时间去『唤
醒』该服务呀！

那么这两种启动的方式哪一个比较好呢？见仁见智啦！而且还要看该主机的工作负荷与实际的用途说！例如当你的主机是用来
作为 WWW 服务器的，那么 httpd 自然就以 stand alone 的启动方式较佳！事实上，我们常常开玩笑的说明 stand alone 与 super
daemon 的情况，可以银行的窗口来作为说明的范例！
•

stand alone ： 在银行里面，假设有一种单一服务的窗口，例如存钱窗口，所以，当你需要存钱的时候，直接前往该窗口，
就有『专人』为您服务啦！

•

super daemon ： 在银行里面假设还有另外一种复合型态的窗口，同时提供转帐、资金调度、提款等等的业务，那当你需
要其中一项业务的时候，就需要前往该窗口，但是坐在窗口的 这个营业员，拿到你的需求单之后，往后面一丢『喂！那
个转帐的仁兄！该你的工作了』那么那个仁兄就开始工作去！然而里头还有资金调度与提款等负责业务的仁 兄呢？他们
在干嘛？嘿嘿！看看报、喝喝茶啰！那么这里就会引出另外一个问题啦！假设银行今天的人潮特别的汹涌，所以这个窗口
后面除了你之外还有很多的人！ 那么想一想，这个窗口是要『一个完成再来下一个』还是『全部都把你们的单据拿来，
我全部处理掉』呢？呵呵！是不是不太一样？
•

multi-threaded：就是我们提到的，全部的客户之要求都给他拿来，一次给他交办下去，所以一个服务同时会负责
好几个程序。

•

single-threaded：这个就是目前我们『人类的银行』最常见的方式啦，不论如何，反正一个一个来，第一个没有处
理完之前，后面的请排队！嘿嘿！所以如果 client 的要求突然大增的话，那么这些晚到的 client 可得等上一等！

另外，需要注意的是，既然银行里头有这两种窗口同时存在，所以啰，在 Linux 系统里面，这两种 daemon 是可以同时存在的
啦！也就是说，某些服务可以使用 stand alone 来启动，而有其它的服务则可以使用 xinet ( 或者是 inet ) 大致的情况就是这样啦！
了呼！？

•

/etc/services
OOK！这个时候就又发生了另一个问题啰！那么我怎么知道要将我的数据送到那个窗口去！咦！那个窗口不是有写说明
说他是干嘛用的吗？所以你要存钱、转帐、或者是进行汇款，都可以在不同的窗口来完成，那么换到实际的网络情况来说
呢，因为我们的 TCP 封包里面含有 port 与 IP 对吧！将那些已经监听的 port 想成是这些窗口，如此一来你的 TCP 封包
便可以依据不同的需求，而到达不一样的 port 来索取服务了！因此，你的联机是 FTP, WWW, smtp 等等都好，绝对不会
被搞错啦！
好了，如果我想要知道这个 port 是由那个服务所启动的呢？在 Linux 系统里面有个档案在说明那个窗口与服务的
( services and ports ) 对应！呵呵！那就是鼎鼎大名的 /etc/services 这个档案啦！我们取一段常常看到的 port 与相关服务的
区段来看一下好了！
[root @test root]# vi /etc/services
.... 略
ftp-data
ftp-data
ftp
ftp
ssh
ssh
telnet
telnet
smtp

20/tcp
20/udp
21/tcp
21/udp
22/tcp
22/udp
23/tcp
23/udp
25/tcp

# SSH Remote Login Protocol
# SSH Remote Login Protocol

mail

smtp
nameserver
nameserver
domain
domain

25/udp
42/tcp
42/udp
53/tcp
53/udp

mail
name
name
nameserver
nameserver

.... 略
<daemon name>

<port 与型态>

< 该服务的说明 >

# IEN 116
# IEN 116
# name-domain server

像上面说的是，第一栏为 daemon 的名称、第二栏为该 daemon 所使用的 port 号码与其网络数据封包传送时候的类型，
主要为较稳定的 tcp 封包与较易破损但较快速之 udp 封包！举个例子说，那个 e-mail 的发信协议为 smtp 这个服务，而
这个服务的使用之 port 即为 25 啦！就这样！
•

•

请特别注意！虽然有的时候您可以藉由修改 /etc/services 来更改一个服务的 port 号，不过并不建议如此做，因为很
有可能会造成一些协议的错误情况！这里特此说明一番呦！（除非您要架设一个地下网站，否则的话，使用
/etc/services 原先的设定就好啦！）

Daemon 的命名规则：
每一个服务的开发者，当初在开发他们的服务时，都有特别的故事啦！不过，无论如何，这些服务的名称被建立之后，被
挂上 Linux 使用时，通常在服务的名称之后会加上一个 d ，例如例行性命令的建立的 at, 与 cron 这两个服务，通常会被
称为 atd 与 crond，这个 d 代表的就是 daemon 的意思。所以，在资源管理那一章中，我们使用了 ps 与 top 来观察程序
时，都会发现到很多的 xxxd 的程序，呵呵！通常那就是一些 daemon 的程序啰！

系统的 Daemons 放在哪里：
好了！那么我们已经知道了 daemon 的作用之后，再来要讨论的是，那么他们启动的 scripts 是放在哪里呀！？呵呵！底下就来
说一说啰：
•

stand alone ： 这个放置在 /etc/rc.d/init.d/ 这个目录里面，几乎所有的 RPM 安装的套件之启动项目都在这里啦！

•

super daemon ： 这个工作的那一支服务其实就是 xinet 或者是 inet 啦！请注意， xinet 也是一个 daemon 呢！他是
stand alone 启动的，也就是他会一直在监听大家的需求，所以 xinet 的启动 scripts 写在 /etc/rc.d/init.d/xinetd 这个 scripts
里面啰！但是挂在这个 daemon 里头的服务之设定项目呢？嗯！就是写在 /etc/xinetd.conf 与 /etc/xinetd.d/ 这个目录里面的
任何档案！

•

/etc/rc.d/init.d/*
OK！先来了解一下 stand alone 的 daemon 是怎么启动的呢？！很简单，假如我们要启动 syslog 这支记录登录文件的服务，
那么要启动他的话，就直接下达：
• /etc/rc.d/init.d/syslog start
• service syslog start
亦即是档名之后加上 start 即可，或者是使用 Red Hat 才有的这个 service script 来进行启动的功能！如果你还记得我们前
几节提到过的 shell scripts 的话，那么或许还记得 case ..... esac 这个有选择性的项目的语法吧！？没错！这几支服务就是
以 bash scripts 里头的 case 语法写成的！因此，只要加上后面的参数，如此一来， scripts 就会自动的去找寻执行档来执
行啰！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在你的系统里面的该目录下开一个档案来观看一下，就知道如何写啰！

•

/etc/xinetd.conf
这个档案就是设定 xinet 服务的参数档案啦！

•

/etc/xinetd.d/*
这个目录里面的所有档案就是个别挂上 xinet 的所有服务啦！例如赫赫有名的 wu-ftpd 及 telnet 与 pop3 等等！

解析 xinetd.conf
一般而言，在 /etc/rc.d/init.d/ 里面的 scripts 都是发展者之 RPM 所提供的，如果您有兴趣自行发展你的软件的话，那么可以直接
以这样的方式来独立启动的！不过，我们也可以经由 super daemon 来管理我们的服务，因为这个 super daemon 可以提供相当多
的功能，尤其是安全性方面的功能，所以，我们就来谈一谈如何使用这个东西吧！
先来看一看预设的 /etc/xinetd.conf 这个档案的内容是什么吧！
#
# Simple configuration file for xinetd
#

# Some defaults, and include /etc/xinetd.d/
defaults
{
instances
log_type
log_on_success
log_on_failure
cps
}

=
=
=
=
=

60
SYSLOG authpriv
HOST PID
HOST
25 30

includedir /etc/xinetd.d
内容格式：
service <service_name>
{
<attribute> <assign_op> <value> <value> ...
...
}

在上面的预设范例当中，说明的是：『如果没有指定的 services ( defaults ) 那么就用 {} 里面的设定来执行之！』正常的情况之
下有点像上面例子中的黄色字体所示，那个 <> 里头的数据我们先来说明一下：注：那个 assign_op 主要有三种形式，分别如下：

= ： 表示后面的设定参数就是这样啦！
+= ： 表示后面的设定为『在原来的设定里头加入新的参数』
-+ ： 表示后面的设定为『在原来的参数舍弃这里输入的参数！』
用途不太相同，敬请留意呦！好了！底下再来说一说那些 attribute 与 value ！
attribute
(功能)

assing_op
(允许的动作)

说明
(范例)

一般设定项目：
disable

yes
no

允许该 server 可以执行或者是不能执行！
当设定为 yes 表示该服务不能执行！

socket_type

stream
dgram
raw

当联机为 TCP 封包时，则使用 stream 类型
当联机为 UDP 封包时，则使用 dgram 类型
raw 代表 server 需要与 IP 直接对谈！

protocol

tcp
udp
...

这个东西说的是，联机的状态使用的是哪一种协议！？各个协议的代
号可以参考 /etc/protocols 内容！此外，除非是你自己设定的服务，
否则这个可以不用设定啦！

wait

yes
no

这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 Multi-threaded 与 single-threaded 的方
式啦！一般来说，我们希望大家的要求都可以同时被启用，所以可以
设定 wait = no

user

UID
root

还记得我们在 账号管理 那一篇提到的 UID 概念吗？对啦！这个
UID 就是那个 UID 啦！要注意的是，假如你的服务启动者不要以
root 为主的话，那么这个地方就可以改变其它的使用者，例如
nobody ！这个咚咚也会有安全防护的机制存在！此外，需要注意这
个 UID 必须存在于 /etc/passwd 。

group

GID

跟 user 的意思相同！只是这个 GID 的使用者也必须存在于
/etc/group 当中！

instances

number
UNLIMITED

这个是『在同一时间之内，同一个服务可以允许的联机数目』的意思，
你可以写入一个『数字』来控制联机数目，也可以使用 UNLIMITED
来告诉系统『没有上限』啰！例如你在同时段之内仅允许 ftp 联机
有 30 个，那么这里就可以输入 30 啦！

nice

-19 ~ 19

还记得我们在 程序管理 里面谈到的那个 nice 指令吗？！对啦！这
里就是这个东西啰！数字越小( 负值 )代表该程序越优先被执行！

server

这个就是指出这个服务的启动程序！例如要启动 ftp 的话，其实就
program
是 in.ftpd 这支程序啦！所以这个时候在这里输入 server =
/usr/sbin/in.ftpd
/usr/sbin/in.ftpd

server_args

一些参数

这里应该输入的就是你的 server 那里需要输入的一些参数啦！例如
in.ftpd 当中，我们可能就需要输入 -l -a 这个参数说！

log_on_success

PID
HOST
USERID

在『成功登入』之后，需要记录的项目：PID 为纪录该 server 启动
时候的 process ID ，HOST 为远程主机的 IP、USERID 为登入者的
账号、EXTI 为离开的时候记录的项目、DURATION 为该使用者使用此

log_on_failure

EXIT
DURATION

服务多久？

HOST
USERID
ATTEMPT
RECORD

当登入失败之后被 syslog 登入的项目：HOST 为远程主机的
IP，USERID 为登入者账号、ATTEMPT 为记录登入失败者企图的意图为
何、RECORD 为记录远程主机的信息！以及为何本机 server 不能启动
的原因！主要有 login, shell, exec, finger 等指令可以使用在这
里！( 基本上，可以在 /etc/hosts.allow 或 /etc/hosts.deny 书
写内容 )。

进阶设定项目：
这一个项目可以让你设定环境变量，环境变量的设定规则可以参考
认识 BASH Shell 。

env

'name=value'

port

number

这里可以设定不同的服务与对应的 port ，但是请记住你的 port 与
服务名称必须与 /etc/services 内记载的相同才行！

IP_Address port

将 client 端对我们 server 的要求，转到另一部主机上去！呵呵！
这个好玩呦！例如当有人要使用你的 ftp 时，你可以将他转到另一
部机器上面去！那个 IP_Address 就代表另一部远程主机的 IP 啰！

directory_path

表示将某个目录底下的所有档案都给他塞进来 xinetd.conf 这个设
定里头！这东西有用多了，如此一来我们可以一个一个设定不同的项
目！而不需要将所有的服务都写在 xinetd.conf 当中！你可以在
/etc/xinetd.conf 发现这个设定呦！

bind

IP_Address

这个是设定『允许使用此一服务的适配卡』的意思！举个例子来说，
你的 Linux 主机上面有两个 IP ，而你只想要让 IP1 可以使用此一
服务，但 IP2 不能使用此服务，这里就可以将 IP1 写入即可！那么
IP2 就不可以使用此一 server 啰！

interface

IP_Address

跟 bind 相同！

only_from

0.0.0.0
192.168.1.0/24
host_name
domain_name

redirect

includedir

安全控管项目：

这东西用在安全机制上面，也就是管制『只有这里面规定的 IP 或者
是主机名称可以登入！』如果是 0.0.0.0 表示所有的 PC 皆可登入，
如果是 192.168.1.0/24 则表示为 C class 的网域！亦即由
192.168.1.1 ~ 192.168.1.255 皆可登入！另外，也可以选择
domain name ，例如 .ev.ncku.edu.tw 就可以杜绝成大环工系的网
域 IP 登入你的主机使用该 server ！

no_access

0.0.0.0
192.168.1.0/24
host_name
domain_name

跟 only_from 差不多啦！就是用来管理可否进入你的 Linux 主机启
用你的 server 服务的管理项目！ no_access 表示『不可登入』的
PC 啰！

access_times

00:00-12:00
HH:MM-HH:MM

这个项目在设定『该服务 server 启动的时间』，使用的是 24 小时
的设定！例如你的 ftp 要在 8 点到 16 点开放的话，就是：
08:00-16:00。

umask

000
777
022

还记得在 档案权限 里面约略提过的 umask 这个东西吗？呵呵！没
错！就是那个鬼玩意儿啰！可以设定使用者建立目录或者是档案时候
的属性！系统建议值是 022 。

当然上面的参数不需要每个都设定啦！只要设定需要的就可以啦！而在 /etc/xinetd.conf 这个档案当中，一定会看到『 includedir
= /etc/xinetd.d 』这一行！这说明的是，除了 /etc/xinetd.conf 之外，所有在 /etc/xinetd.d 的档案都是可以用来设定的啦！！好了，
我们来举个简单的 telnet 的例子吧！那就是 /etc/xinetd.d/telnet 这个档案，如果你的 Mandrake 9.0 当中没有这个档案，那表示还
没有安装 telnet-server-krb5-1.2.5-1mdk 这个套件，请先安装他吧！然后，他的内容有点像这样：
service telnet
{
disable

= yes

<==服务预设是关闭的

flags

= REUSE

<==额外使用的参数

socket_type

= stream

<==使用 tcp 封包常用的联机型态

wait

= no

<==不需等待，可以同时允许多个联机

user

= root

<==启动程序的使用者身份

server

= /usr/sbin/telnetd

<==服务启动的程序

server_args

= -a none

<==上面那个程序的参数

log_on_failure

+= USERID

<==错误登入时，要记录下来的内容

}

上面的表格中，已经说明了每一项参数的意义！如果原本的默认值你并不满意，那么你可以修改成比较安全与多一点机制。假
设你这个 Linux 是一部主机，而且他有两块网络接口，分别是对外的 140.116.44.125 与对内的 192.168.0.254 这两个，如果你想
要让对内的接口限制较松，而对外的限制较严格，你可以这样的来设定呢：

# 先针对对内的较为松散的限制来设定：
service telnet
{
disable

= no

<==预设就是启动 telnet 服务

bind

= 192.168.0.254

<==只允许经由这个适配卡的封包进来

only_from

= 192.168.0.0/24

<==只允许 192.168.0.0/24 这个网段
的主机联机进来使用 telnet 的服务

instances

= UNLIMITED

<==同时允许联机不限制！

nice

= 0

<==使用的优先级较高

flags

= REUSE

<==额外使用的参数

socket_type

= stream

<==使用 tcp 封包常用的联机型态

wait

= no

<==不需等待，可以同时允许多个联机

user

= root

<==启动程序的使用者身份

server

= /usr/sbin/telnetd

<==服务启动的程序

server_args

= -a none

<==上面那个程序的参数

log_on_failure

+= USERID

<==错误登入时，要记录下来的内容

}
# 再针对外部的联机来进行限制呢！
service telnet
{
disable

= no

<==预设就是启动 telnet 服务

bind
only_from

= 140.116.44.125
= 140.116.0.0/16

<==只允许经由这个适配卡的封包进来
<==只允许 140.116.0.0 ~ 140.116.255.255

这个网段联机进来使用 telnet 的服务
only_from

= .edu.tw

<==重复设定，只有教务界才能联机！

no_access
access_times

= 140.116.32.{10,26} <==不许这些 PC 登入
= 1:00-9:00 20:00-23:59
<==每天只有这两个时段开放服务

umask

= 022

<==建立档案时的预设属性设定

instances

= 10

<==同时只允许 10 个联机

nice

= 10

<==使用的优先级较低

flags

= REUSE

<==额外使用的参数

socket_type

= stream

<==使用 tcp 封包常用的联机型态

wait

= no

<==不需等待，可以同时允许多个联机

user

= root

<==启动程序的使用者身份

server

= /usr/sbin/telnetd

<==服务启动的程序

server_args

= -a none

<==上面那个程序的参数

log_on_failure

+= USERID

<==错误登入时，要记录下来的内容

}

呵呵！如上面的设定，我们可以将 telnet 的启动项目进行更多的限制！如此一来，将有助于我们的安全防护呢！尤其如果可以针
对不同的接口来设定，嘿嘿！就更加的棒啰！不过，请注意喔！如果照上面的设定，那么您的主机上面将会开了两个 23 port 的
接口，分别是给两个接口来使用的呢！嗯！真好玩?同样的，你也可以针对自己的喜好来设定你的其它 daemon 使他挂在 xinetd
底下呢！

TCP_Wrappers
好了，接着下来我们要来说一说，除了 xinetd 之外，还有另一个可以抵挡利用某些服务进入 Linux 主机的方法，那就是常常使
用的 /etc/hosts.allow 与 /etc/hosts.deny 啰！这个方式是我们常常在使用的方法，这里先提几个比较简单的设定方式！注：
TCP_Wrappers 也可以当成一个最内层的防火墙了，因为是最内层，所以当然要设定的比较严格啰！
为什么叫做 TCP_Wrappers 呢？那么 wrappers 有包裹的意思，所以说，这个套件本身的功能就是在分析 TCP 网络数据封包啦！
那么刚刚我们稍微提到我们网络的封包数据主要是以 TCP 封包为主，这个 TCP 封包的文件头至少记录了来源与目主机的 IP 与
port ，因此，若藉由分析 TCP 封包，就可以比对看我要不要让这个数据进入到主机里面来啰！所以啦，我们要使用
TCP_Wrappers 来控管的，就是
1. 来源 IP
2. port (就是服务啦)
TCP_Wrappers 设定 TCP 封包是否可以进入的设定档在 /etc/hosts.allow 与 /etc/hosts.deny 当中。因此，基本上，如果一个服务是
受到 xinetd 或 TCP_Wrappers 的控制时，那么该服务就会受限于 hosts.allow 与 hosts.deny 的管理了！而如果你自己安装的套件
当中( 亦即使用 Tarball 安装的方式之套件 )，除非有自行定义支持 TCP_Wrappers 的功能 ，否则就无法使用这个玩意啰！嘿嘿！

那么这两个档案是干嘛用的？刚刚不是提过哪！他主要是用来规范 TCP 封包的规则的，所以呢，里面记录的当然就是：『某些
IP 在特定服务中是否能够进入主机』！那么要怎么写？这两个档案的内容基本的语法是：

<service> : <IP, domain, hostname...> : <allow|deny>

所以我们要先找出来那个 service_name 才行，例如以我们刚刚的 telnet 为例，那个 service_name 是什么呢？其实指的就是上表
中 server 这个设定后面接的程序名称啦！所以， telnet 在 Mandrake 底下的名称为 telnetd ( 注意，在其它的 distribution 中，这
个名称可能会变，例如 Red Hat 或 OpenLinux 都是以 in.telnetd 为名！所以这里请参考您的系统里面的设定而定！)。 因此，如
果你不想让 140.116.44.202 这个地址及 140.116.32.0/255.255.255.0 这个 C class 的网域进入你的主机的话，那么可以这样在
/etc/hosts.deny 里面设定：
[root @test root]# vi /etc/hosts.deny
telnetd: 140.116.44.202 : deny
telnetd: 140.116.32.0/255.255.255.0 : deny

这样一来，对方就无法以 telnet 进入你的主机啦！方便吧！不过，既然如此，为什么要设定成 /etc/hosts.allow 及 /etc/hosts.deny
两个档案呢？呵呵！基本上，他们两个的关系为：
1. 当档案 /etc/hosts.allow 存在时，则先以此档案内之设定为准；
2. 而在 /etc/hosts.allow 没有规定到的事项，将在 /etc/hosts.deny 当中继续设定！
也就是说， /etc/hosts.allow 的设定优先于 /etc/hosts.deny 啰！了解了吗？基本上，只要 hosts.allow 也就够了，因为我们可以将
allow 与 deny 都写在同一个档案内，只是这样一来似乎显得有点杂乱无章，因此，通常我们都是：
1. 允许进入的写在 /etc/hosts.allow 当中；
2. 不许进入的则写在 /etc/hosts.deny 当中。
再强调一次，那个 service_name 『必需』跟你的 xinetd 或者是 /etc/rc.d/init.d/* 里面的程序名称要相同。好了，我们还是以
telnet 为例子来说明好了，现在假设一个比较安全的流程来设定，就是：
1. 只允许 140.116.44.0/255.255.255.0 与 140.116.79.0/255.255.255.0 这两个网域，及 140.116.141.99 这个主机可以
进入我们的 telnet 服务器；
2. 此外，其它的 IP 全部都挡掉！
这样则首先可以设定 /etc/hosts.allow 这个档案成为：
[root @test root]# vi /etc/hosts.allo
telnetd: 140.116.44.0/255.255.255.0 : allow
telnetd: 140.116.79.0/255.255.255.0 : allow
telnetd: 140.116.141.99
: allow

再来，设定 /etc/hosts.deny 成为『全部都挡掉』的状态：
[root @test root]# vi /etc/hosts.deny
telnetd: ALL
: deny

那个 ALL 代表『全部』的意思！呵呵！很棒吧！那么有没有更安全的设定，例如，当当有其它人扫瞄我的 telnet port 时，我就
将他的 IP 记住！以做为未来的查询与认证之用！那么你可以将 /etc/hosts.deny 这个档案改成这个样子：
[root @test root]# vi /etc/hosts.deny
telnetd: ALL : spawn (echo Security notice from host `/bin/hostname`; \
echo; /usr/sbin/safe_finger @%h ) | \
/bin/mail -s "%d-%h security" root & \
: twist ( /bin/echo -e "\n\nWARNING connection not allowed. Your attempt has been logged.
\n\n\n 警告您尚未允许登入，您的联机将会被纪录，并且作为以后的参考\n\n ". )

在上面的例子中，黄色字体字『 root 』，可以写成你的个人账号或者其它 e-mail ，以免很少以 root 身份登入 Linux 主机时，
容易造成不知道的情况，另外，最后几行，亦即 :twist 之后的那几行为同一行。如此一来，当未经允许的计算机尝试登入你的主
机时，对方的屏幕上就会显示上面的最后一行，并且将他的 IP 寄到 root （或者是你自己的信箱）那里去！（注：某些没有安
装 tcp_wrappers 的套件之 distribution 中，由于没有 safe_finger 等程序，所以无法执行相关的功能，这点还请多加注意呢！）

系统开启的服务
好了，现在假设您已经知道了 daemons 的启动档案放置的目录，也知道了服务与 port 的对应，那么要如何查询目前系统上面已
经启动了的服务呢？不要再打混了！已经学过了 ps 与 top 应该要会应用才对耶！呵呵！没错，可以使用 ps 与 top 来找寻已经
启动了的服务的程序与他的 PID 呢！不过，我们怎么知道该服务启动的 port 是哪一个？呵呵！好问题！可以直接使用 netstat
这个网络状态观察指令来检查我们的 port 呢！甚至他也可以帮我们找到该 port 的程序呢( PID )！好了，那么我们就来试看看这
个指令的用法吧！
•

netstat

[root @test /root]# netstat [-r] [-i interface]
[root @test /root]# netstat [-antulp]
参数说明：
-r

：显示出 route 的意思；

-i

：显示出 interface 的内容，跟 ifconfig 类似啦！

-a

：显示出目前所有的网络联机状态！

-n

：预设情况中，显示出的 host 会以 host name 来显现，若为 n 则可以使 port 与 host 都以数字显示

-t

：仅显示 tcp 封包的联机行为

-u

：仅显示 udp 的封包联机状态

-l
-p

：仅显示 LISTEN 的内容
：同时显示此一联机的 PID 喔！(注意：只有 root 才能行使此功能！)

范例：
[root @test /root]# netstat -r <==嘿嘿！显示出目前的路由表！
Kernel IP routing table
Destination
Gateway
Genmask
Flags
MSS Window
140.116.141.253 *
255.255.255.255 UH
40 0
192.168.1.0
*
255.255.255.0
U
40 0
192.168.0.0
*
255.255.255.0
U
40 0
127.0.0.0
*
255.0.0.0
U
40 0
default
140.116.141.253 0.0.0.0
UG
40 0

irtt
0
0
0
0
0

Iface
ppp0
eth0
eth0
lo
ppp0

[root @test /root]# netstat -i eth0 <==看看底下显示出的内容，是否跟 ifconfig eth0 类似呀！？
Kernel Interface table
Iface
MTU Met
RX-OK RX-ERR RX-DRP RX-OVR
TX-OK TX-ERR TX-DRP TX-OVR Flg
eth0
1500
077199373
0
0
169616342
0
0
0 BMRU
lo
16436
0 1130485
0
0
0 1130485
0
0
0 LRU
[root @test /root]# netstat -an

<==显示所有的联机状态，并且以数字型态显示

[root @test /root]# netstat -tul<==显示 LISTEN 的及 tcp 与 udp 的联机状态，如下：
Active Internet connections (only servers)
Proto Recv-Q Send-Q Local Address
Foreign Address
State
tcp
0
0 *:mysql
*:*
LISTEN
tcp
0
0 *:netbios-ssn
*:*
LISTEN
tcp
0
0 *:pop3
*:*
LISTEN
tcp
0
0 *:http
*:*
LISTEN
tcp
0
0 *:ftp
*:*
LISTEN
tcp
0
0 *:ssh
*:*
LISTEN
tcp
0
0 *:smtp
*:*
LISTEN
udp
0
0 *:netbios-ns
*:*
注意：上面的 LISTEN 表示该 port 是已经在 监听 网络服务啦！而左边的 tcp 指的是 tcp 封包！
[root @test /root]# netstat -anp | more<==这个指令很常下达！请记得呦！

netstat 可是很了不起的指令，一定要学会的！尤其他可以让我们了解目前的你的主机的联机状态！与开启的 port 有哪些！
所以一定得学会才行呀！如果你分别下达：
netstat -a | more
netstat -an | more
一定会发现有点奇怪？怎么有的 port 会以服务名称(例如上面例子里的 pop3 ...)有的会以 port 号码来显示呢！？嘿嘿！那
就是 /etc/services 以及 -n 这个参数的用途啦！你可以发现的是，如果 netstat -a 时，显示出来的 port 号码在 /etc/services
存在对应的服务名称的时候，那么预设他就会显示出该服务名称啦！但是若在 /etc/services 找不到档案的话，那么自然就
还是以 port 号码来显示的！那么加上了 -n 参数后，不论如何，他都会以 port 及 IP 来显示啦！
另外，那个 -p 也很有用呦！尤其是在一些莫名其妙的联机出现时，可以用 netstat –anp | more 查到 PID ，然后再以我们
之前谈到的 系统资源管理 部分，利用 kill 来杀掉该 PID 的程序！ 此外，使用 netstat –tlp 也可以得到目前在 LISTEN
的 port 的服务名称，嘿嘿！那样就可以知道该 port 是那个程序来启动的！很便利ㄋㄟ?
•
•
•
•

Proto：指的是封包或者是通讯协议啦！ tcp , udp 是常见的呦！
Local Address：本地端的 IP 与 Port 号，如果 /etc/services 存在对应服务名称，就以服务名称显示；
Foreign Address ：监听哪一个地区与 port ；
state：状态列就很多啦！基本的有：
• LISTEN ：亦即监听状态中的 port ！
• ESTABLISHED：已建立联机的联机情况
• TIME_WAIT：该联机在目前已经是等待的状态了！随时有可能会断线呦！

善用 netstat 可以查得相当多的网络信息！尤其在关闭本机的 port 时！假设我要将 ftp 关闭掉，那么要使用 ntsysv,
chkconfig 以及看一下 /etc/rc.d/rc.local 里头的设定啰！请注意，这个时候仅是将『开机预设启动关闭』而已，并没有实际
关闭目前的服务，假设您发现 ftp 还在启动的项目，你要将他关闭，那么就必须：

1. 使用 ntsysv 或 chkconfig 将 wu-ftpd 前面的符号关闭掉；
2. 跳出之后，以 /etc/rc.d/init.d/xinet restart 或者是 service xinet restart 来重新启动 xinet 这个服务；
3. 再以 netstat -a | more 看一下 ftp 是否还在 LISTEN 呢？
这样才能关闭呢！同理可证啰！要关闭 sshd 怎么关？！嘿嘿！自己测试看看啰！(注意：事实上，在 Linux 系统中，要
『开或关某个 port 』，就是需要『启动或关闭某个服务』啦！因此，你可以找出某个 port 对应的服务，程序对应的服务 ，
进而启动或关闭他，那么那个经由该服务而启动的 port ，自然就会关掉了！)

各个服务的简单说明
底下是一些 linux 系统上面常见的 daemons ，大家可以参考看看呦！
•
•

服务名称

•
•
•
•
•

anacron
•

•
•
•

apmd

•

/etc/sysconfig/arpwatch
没有使用
这是用来持续监测网络卡的『 Hardware IP (MAC) 与 Software IP
(TCP/IP 那个 IP) 』对应的 daemon，还可以提供 e-mail 通知系统管理员
呦！
一般的主机不太需要这个 daemon 啦！

arpwatch
•
•
•
•

atd
•

•
•
•
•

•

chargen
chargen-udp

•
•
•
•

crond

•
•

xinet

daytime
daytime-udp

/etc/sysconfig/apmd
没有使用 port 号
apmd 是 Adventage Power Management daemon 的缩写，顾名思义，可以
用来了解系统的『电池电量』，如果对于手提式计算机才有需要吧我想！
基本上，我们使用的桌上型或者是一直开机的机型，大致上不需要使用
此一 daemon。

•

xinet

/etc/anacrontab
没有使用 port 号
当你的 Linux 主机并不是全天候开机的时候，这个 anacron
就可以帮你执行在『 crontab 』既定的时间内没有执行的工作！
举个例子来说，当你的主机在晚上 12:00 会自动关闭，但是
偏偏 crontab 这个例行性工作是在 4:00 工作，这个时候例行
性工作不是都没有做到吗？嗯！ anacron 就可以使用啦！
如果主机已经 24 小时开机，而且执行了 cron ，那么这个程
序就不需要启动了。

•

•

autofs

参数档
预设使用 port 号
说明
是否需要执行

•
•

/etc/at.allow, /etc/at.deny
没有使用 port 号
这个总该不陌生了吧！就是单一使用的例行性命令啰！如果忘记了！赶
紧去查看一下！
这个通常需要启动啦！不过，如果你一般都是使用 cron ，那么这个东西
不启动影响也不很大！
/etc/rc.d/init.d/autofs
没有使用 port 号
这个东西使用在自动挂载一些装置的 daemon
不需要开启！
这东西主要的 port 号是 19 号；
主要的功能在于提供类似远程打字的咚咚吧！我也不是很懂说....
一般来说，不用启动啦！
/etc/crontab
没有使用 port
用来执行 例行性命令 的 daemon！
务必启动！
这东西使用 13 port 号！
用来作为 daytime 的服务（我也不清楚，请来信告知耶！）

xinet

echo
echo-udp

•

不用启动

•

使用 port 7
不用启动啦！

•

•
•

xinet

finger

•
•
•
•

gpm

•
•
•
•

httpd

•
•

/etc/xinetd.d/finger
port 79
最大的功能就是让远程的使用者可以查看本地端的使用者信息
由于有安全上的顾虑，没有必要的话，不要启动！
/etc/sysconfig/mouse
没有使用 port 号
在文字模式里面可以使用 mouse 来从事『复制、贴上、移动光标』等等
的功能！
没必要的话，建议是『关闭』！
/etc/httpd/conf/httpd.conf
使用 80 port 以及(或) 443
这个就是鼎鼎大名的 WWW 主机服务开启的程序啦！
看你的需求啰！有 WWW 则必须要启动！

认识与分析登录档
什么是登录档、干嘛要分析登录档
这部分是最容易被新手所忽略的，那就是详细而确实的纪录或者是备份系统的登录文件。什么是登录档呢？简单的说，就是记录系统活动记录的几个档案，例如：何时、何
地（来源 IP ）、何人（ login name ）、做了什么动作，另外就是系统在什么时候做了什么样的行为时，发生了什么样的事件等等，要知道的是，我们的 Linux 主机在背景
之下，有相当多的 daemons 在工作着，那么这些工作中的程序总是会有一些讯息显示，这些显示的讯息就是给记录在登录文件当中啦，也就是说，记录这些系统的重要讯息，
就是登录文件所进行的纪录工作的内容了。而由于这些记录的工作内容对于系统的信息太详细了，若被取得将可能影响到系统的安全性，因此，通常这些登录档只有 root 可
以进行视察的功能！
那么为何要记录与解析登录文件呢？这是由于记录文件有几个重要的功能：
•

解决系统的错误：这个对于系统管理员来说是很重要的信息，例如：开机的过程当中侦测到的硬件讯息数据会记录到内存当中，由于这些侦测的信息可以提供我们了
解硬件信息，所以如果你的系统发生问题时，可以下达 dmesg 看看硬件的侦测有没有发生错误呢！另外，如果系统资源被耗尽、核心活动发生错误等等事件发生的时
候，则系统登录文件亦会将错误的讯息记录在登录文件中（通常是 /var/log/messages ），这些都可以藉以取得错误发生时的信息，并加以克服问题！！

•

解决网络服务的问题：在安装或设定新服务的套件时，最常使用到这个功能了！例如在安装启动 sendmail 时，如果 sendmail 无法提供服务的时候，那么无法提供服务
的问题则会被纪录到登录文件当中去，则只要分析登录档就可以了解问题点，并藉以解决问题啦！( 所以我们常说『天助自助者』是真的啦！察看(1)屏幕上面的错误讯
息与(2)登录文件的错误信息，几乎可以解决大部分的 Linux 问题！ )

•

记录登录信息：这个东西相当的重要！例如：有天您的 apache 这个 WWW 服务挂了，你怎么知道何时挂掉的？而最后登入者是谁？！这都可以藉由分析 apache 的登
录文件来取得信息；此外，万一有一天您的系统被入侵，并且被利用来攻击他人的主机，这个时候对方的主机查出是您的 Linux 在进行攻击的行为，这个时候你要如
何告知对方您的主机是由于被入侵所导致的问题，并且协助对方继续往来源追查呢？！呵呵！此时登录档可是相当重要的呢！

因此，一个有经验的主机管理员，会随时随地查阅一下自己的登录文件，以随时掌握系统的最新脉动！那么见的几个登录档有哪些呢？一般而言，有下面几个：
/var/log/secure：记录登入系统存取数据的档案，例如 pop3, ssh, telnet, ftp 等都会记录在此档案中；
/var/log/wtmp：记录登入者的讯息数据，由于本档案已经被编码过，所以必须使用 last 这个指令来取出档案的内容；
/var/log/messages：这个档案相当的重要，几乎系统发生的错误讯息（或者是重要的信息）都会记录在这个档案中；
/var/log/boot.log：记录开机或者是一些服务启动的时候，所显示的启动或关闭讯息；
/var/log/maillog 或 /var/log/mail/*：纪录邮件存取或往来( sendmail 与 pop3 )的使用者记录；
/var/log/cron：这个是用来记录 crontab 这个例行性服务的内容的！
/var/log/httpd, /var/log/news, /var/log/mysqld.log, /var/log/samba, /var/log/procmail.log： 分别是几个不同的网络服务的记录文件啦！

•
•
•
•
•
•
•

好了，那么记录了这些登录文件之后，我要做什么分析呀！？基本上，一个好的系统管理员大概都知道『一部主机负责的服务最好能少尽量少』， 这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
说，这部主机为邮件主机那么就专门负责邮件工作，不要还搞 WWW 服务！这样有几个好处，除了系统的安全性较佳之外（因为开的 port 变少了！），记录文件的解析也
会比较简单！因为我们的 /var/log/secure 记录的登入者信息就会比较有一致性！那么我们就可以查询一下每日登入的使用者账号啦与错误讯息啦等等的！（当然啰，如果你的
频宽够、经验丰富的话，那么一 部主机上面安装所有的网络服务也是可以的啦！）基本上，检查/var/log/messages、/var/log/secure 这些个档案也就相当够 了！因为系统发生
的错误或者是警告讯息通常都会写入这个档案中。
但是，如果我手边有数十部主机怎么办？我要不要一部一部去察看 log file 呢？呵呵！那样察看会死人ㄋㄟ?因此，我们底下也使用一个简易的登录档来分析 Red Hat 或
Mandrake 这两种 Linux distribution 的登录档吧！

Linux 登录档的规划： syslogd, logrotate,
在系统的登录文件系统当中，大多以一支常驻程序来进行写入这些讯息的这个工作，那就是 syslogd 这支程序啦！另外，由于登录档如果一直长大的话，那么这些登录档的写入
动作将会很没有效率，这是因为档案太大时，ASCII 格式码的数据文件写入比较麻烦的缘故！那么怎么进行登录文件数据的备份工作呢？呵呵！那就使用 logrotate 吧！将数据进
行轮转( rotate )？什么是轮转？！（我ㄌㄟ台语不轮转呦！？）其实也可以称为轮替啦！基本上，就是将旧的 log 档案更改名称，然后建立一个空的 log 档案，如此一来，新的
log 档案将从零开始记录，然后只要将旧的 log 档案留下一阵子，嗯！那就可以达到将登录档『轮转』的目的啦！此外，如果旧的纪录（大概要保存几个月吧！）保存了一段时间
没有问题，那么就可以让系统自动的将他砍掉，免得占掉很多宝贵的硬盘空间说！（举个例子来说，我的 WWW 网站一个月的登录档，所占掉的硬盘空间大小，大概就有 1GB
这么多....而且都是纯文字文件....很可怕吧！）
所以说，基本上，针对 log 档案来设计的服务有这两支：
• syslogd：进行系统或者是网络服务的登录文件记录工作；
• logrotate：将旧的数据更名，并且建立新的登录档，以保持登录档的『新鲜』，并视设定将最旧的登录档删除。
所以，接着下来我们来谈一谈怎么样规划这两支程序呢？！就由 syslogd 这支程序先谈起吧！毕竟得先有登录档，才可以进行 logrotate 呀！您说是吧！？
•

syslogd：
我们在 Linux 里面预设就已经使用了 syslogd 这支程序来记录系统的登入数据，不相信的话，你可以使用 ps 来查询一下：
[root @test root]# ps -aux|grep syslog
root
782 0.0 0.8 1340 508 ?
root
11044 0.0 1.1 2408 732 pts/1

S
S

Oct30
00:03

0:00 syslogd -m 0
0:00 grep syslog

看到 syslog 这个服务名称了吧？！呵呵！所以知道他已经在背景底下工作啰！syslog 这支程序可以提供『系统登入信息记录』及『Kernel 错误或警示信息记录』等功能，
此外，他还提供了『本地端与远程计算机的登录信息记录』功能，所以，可以将远程的主机登入信息同时记录在本地端呢！很不错的功能吧！！此外，目前正规使用的系
统服务中，大都预设支持以 syslog 这一个服务来记录他的登录档案数据，例如 apache, samba, sendmail 等等。而通常 syslog 提供的记录参数主要有：

•
•
•
•

事件发生时间；
主机名称；
启动此事件的服务名称（例如 httpd, samba...）
讯息数据内容

等等这些信息，当然，这些信息的详细度是可以修改的，此外，这些信息可以作为系统除错之用呢！我们先来看一下/var/log/secure 的内容显示些什么呢？
[root @test root]# vi /var/log/secure
Nov 4 16:28:35 test xinetd[7831]: START: telnet pid=7841 from=192.168.1.11
Nov 4 16:28:35 test xinetd[7841]: FAIL: telnet address from=192.168.1.11
Nov 4 23:41:17 test sshd[10803]: Accepted password for test from 192.168.1.11 port 3117 ssh2
Nov 4 23:41:17 test sshd(pam_unix)[10805]: session opened for user test by (uid=500)
Nov 4 23:41:29 test su(pam_unix)[10838]: authentication failure; logname=test uid=500 euid=0 tty= ruser=test rhost=
user=root
Nov 4 23:41:34 test su(pam_unix)[10839]: session opened for user root by test(uid=500)

在上面的表格中，可以看到每笔记录的主要内容是：
<日期与时间><主机名称><服务名称><显示讯息>
以第一笔资料来看，<日期是 Nov 4 的 16:28:35 时候>，在<主机 test 当中>，<那个 xinetd 服务的内容有数据啦>，<该程序的 PID 为 7831，显示的讯息，说的是 telnet 这
个由 xinetd 启动的服务有人登入，登入者的 IP 是 192.168.1.11>，这样够详细了吧！还 有很多的信息值得看的呢！尤其是/var/log/messages 的内容。然后，不要忘记了，在
最后一笔数据中，还记录了可以使用 su 的使用者的 uid 为 500，账号名称为 test，那么如果这个数据被人家夺走了，呵呵！未来外面的 cracker 将可能试图以 test 这个账号来
猜测你的密码，并加以破 解，嗯！真的很重要吧！所以这些数据很多都不能外流呢！
好了，再来看到我们要如何来设定 syslogd 呢？！刚刚说到 syslog 可以记录我们系统中的几乎所有的预设的系统工作，那么万一我的网络服务是自行设定的呢？！例如以
Tarball 安装好的服务套件。OK！我们可以藉由修改 syslog 的参数档来达到这个目的。那么预设的 syslog 参数档放在哪里呢？！
•

/etc/syslog.conf

其实预设的 syslogd 程序的参数档案就是 /etc/syslog.conf 这个档案内容啦！这个档案的内容可以规定『什么服务需要被记录、该服务被纪录的讯息等级如何？』。基本上，
可以使用底下的句子语法来说明：
服务名称.讯息等级

存放或显示地点

•

服务名称：例如 mail, http, news, cron, at 等等的服务名称；

•

讯息等级：总共分成下列几种等级：
• info ： 提示一些讯息数据；
• notice ： 注意！需要比较留意的讯息；
• waring 或 warn ： 警示的讯息，以上三个讯息都还是没有错误的情况，虽然是需要留意，但是还没有到错误的情况；
• err 或 error ： 呀！错误讯息出现了！该要检验错误的问题发生原因了；
• crit ： 临界点了！再不处理可就伤脑筋了！
• alert ： 错误讯息一再地警告警告！你将要完蛋了！
• emerg 或 panic ： 阿！系统已经进入混乱的阶段！真的是完蛋了～～
• 特殊等级：例如 debug （显示较多的信息！）及 none （不要记录该服务的内容！）等！

•

存放或显示地点：通常我们使用的都是记录的档案啦！但是也可以输出到装置呦！例如打印机之类的！
• 档案的绝对路径：通常就是放在 /var/log 里头的档案啦！
• 打印机或其它：例如 /dev/lp0 这个打印机装置
• 使用者名称：显示给使用者啰！
• 远程主机：例如 @test.adsldns.org

例题一：如果我要将我的 mail 相关的数据给他写入/var/log/maillog 当中，那么在/etc/syslog.conf 就要写成：
mail.info

/var/log/maillog

注意到上面喔，当我们的等级使用 info 时，那么『任何大于 info 等级(含 info 这个等级)之上的讯息，都会被写入到后面接的档案之中！』这样可以
了解吗？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将所有 mail 的登录信息都纪录在/var/log/maillog 里面的意思啦！
例题二：我要将新闻群组数据(news)及例行性命令的信息(cron)都写入到一个称为/var/log/cronnews 的档案中，但是这两 个程序的警告讯息记录在
/var/log/cronnews.warn 该如何设定我的档案呢？很简单啦！既然是两个程序，那么只好以分号来隔开了，此外， 由于第二个指定档案中，我只要记
录警告讯息，因此设定上需要指定『=』这个符号，所以就成为了：
news.*;cron.*
news.=warn;cron.=warn

/var/log/cronnews
/var/log/cronnews.warn

上面那个『=』就是在指定等级的意思啦！由于指定了等级，因此，只有这个等级的讯息才会被纪录在这个档案里面呢！

例题三：我的 messages 这个档案需要记录所有的信息，但是就是不想要记录 cron,mail 及 news 的信息，那么应该怎么写才好？可以有两种写法，分
别是：
*.*;news,cron,mail.none

/var/log/messages

*.*;news.none;cron.none;mail.none

/var/log/messages

或

使用『,』分隔时，那么等级只要接在最后一个即可，如果是以『;』来分的话，那么就需要将服务与等级都写上去啰！这样会设定了吧！
了解语法之后，我们来看一看在尚未开启网络服务的情况下，我们的 syslog 有哪些系统服务已经在纪录了呢？！那就是瞧一瞧 /etc/syslog.conf 这个档案的预设内容啰！
（注意！如果需要将该行做为批注时，那么就加上 # 符号就可以啦！）
第一个例子：来自 Red Hat 7.x 版本的 syslog.conf 内容：
#kern.*

/dev/console

# 只要是 kernel 产生的讯息，全部都送到 console 去！
# 这个项目预设是关闭的！不过，只要您愿意，可以开启就是了！
*.info;mail.none;authpriv.none;cron.none

/var/log/messages

# 在已知各服务的讯息中，不要记录到这个档案当中啦！
# 例如 mail 我们已经预设要记录在 /var/log/maillog （底下），
# 所以自然不要在记录到这个 /var/log/messages 档案中啦！
# 然后其它的讯息全部都记录到 /var/log/messages 当中！
# 所以这个档案相当的重要！没有被规定到的讯息都可以在这里找到！
authpriv.*

/var/log/secure

# 这个就是经过一些身份确认的行为之后，需要记录身份的档案啦！
# 什么是身份确认呢？例如 pop3 收信要输入账号与密码、 ssh 与 telnet, ftp
# 等等的服务需要输入账号与密码，这些都会在 /var/log/secure 里面记录！
# 他可也是相当重要的一个档案呢！
mail.*

/var/log/maillog

# 只要跟 mail 有关的（不论是 pop3 还是 sendmail ）都会被纪录到这个档案中！
cron.*

/var/log/cron

# 还记得例行性命令那一章节吗？！对啦！就是那个 crontab 的东西，
# 那东西的服务程序名称就是 cron 啦！执行 cron 的结果都记录于此！
*.emerg

*

任何时候发生的警告讯息都会显示给在线的所有人！那个 ＊ 就是目前在线的所有人啦！
uucp,news.crit

/var/log/spooler

# 记录新闻错误高于 crit 的等级的信息，写入 spooler 当中！
local7.*
/var/log/boot.log
# 将开机的当中的讯息给他写入 /var/log/boot.log 这个档案当中呦！

第二个例子：来自 Mandrake 9.0 的 syslog.conf 内容！
# 各种系统的讯息
# 下面三行中，分别记录的是：
# 1. 第一行记录的是有关『身份确认』的信息，只要是有『登入』主机，即有
#
#

『输入账号与密码』的程序时，都记录到 auth.log 里面去了，这部份的记录主要有：
xinet(telnet, ftp), ssh, su, postfix, pop3 等等

# 2. 第二行则是除了身份记录的信息之外，其它的都需要记录在/var/log/syslog 当中！
# 3. 第三行则是记录了任何 user 执行的指令有呼叫系统功能所产生的某些讯息！
auth,authpriv.*
/var/log/auth.log
*.*;auth,authpriv.none
-/var/log/syslog
user.*
-/var/log/user.log
# 这个部分则是在记录任何信息！其实跟上面的 /var/log/syslog 有点重复了！
# 不过，底下这一行中，跟 mail, news, authpriv 有关的信息都不会被纪录。
*.info;mail.none;;news.none;authpriv.none
-/var/log/messages
# 任何跟认证信息有关的讯息都会被纪录在 /var/log/secure 这个档案当中，
# 其实跟 /var/log/auth.log 也有点重复了！无论如何，多记录几份总是好的！
Authpriv.*
/var/log/secure
# 任何跟邮件有关的信息都会纪录在底下！不过，还是分为三个等级来记录，

# 分别是所有、警告与错误讯息！因为如果是邮件主机的话，你的讯息会非常的杂乱，
# 所以适时的将记录文件的等级分开，将有助于了解你的主机主要信息呢！
mail.=debug;mail.=info;mail.=notice
-/var/log/mail/info
mail.=warn
-/var/log/mail/warnings
mail.err
-/var/log/mail/errors
# 这个部分则是在记录关于一些例行性命令的设定之处！
# 要晓得的是，由于很多的木马程序都是使用 cron 在进行破坏的行为，
# 所以适时的了解 cron 也是很重要的！
cron.=debug;cron.=info;cron.=notice
cron.=warn
cron.err

-/var/log/cron/info
-/var/log/cron/warnings
-/var/log/cron/errors

# 这部份是记录任何跟核心有关的信息！例如我们在前一章提到的模块加载，
# 由于那个是核心的功能，所以当执行模块加载时，核心就会有讯息显示啦！
kern.=debug;kern.=info;kern.=notice
-/var/log/kernel/info
kern.=warn
-/var/log/kernel/warnings
kern.err
/var/log/kernel/errors
# 这是关于打印机的信息啦！
lpr.=debug;lpr.=info;lpr.=notice
lpr.=warn
lpr.err

-/var/log/lpr/info
-/var/log/lpr/warnings
-/var/log/lpr/errors

# 这是新闻群组主机的信息
news.=debug;news.=info;news.=notice
news.=crit
news.=err

-/var/log/news/news.notice
-/var/log/news/news.crit
-/var/log/news/news.err

# 那么这个就是关于所有服务纪录的档案啰！
Daemon.=debug;daemon.=info;daemon.=notice
Daemon.=debug;daemon.=info;daemon.=notice
Daemon.=warn
Daemon.err

-/var/log/daemons/info
-/var/log/daemons/info
-/var/log/daemons/warnings
-/var/log/daemons/errors

# 将所有已经呈现『严重错误的讯息』随即的发送给目前在主机上面的任何人！
# 这有个好处了，如果主机万一不幸有发生紧急事件时，那么在线使用者可以立刻知道，
# 如果能够立即联络 root 的话，那么主机的伤害将可减到最低！
*.emerg
*
# 任何跟 Mandrake Linux 有关的设定工具，所显示的信息都会被纪录在这个档案中！
Local1.*
-/var/log/explanations

大致上就是有这些功能啦！这样一来，我们的一些不同的信息就可以存在不同的档案当中，可以方便我们来进行登入资料的解析呢！另外，这些档案都相当的重要（例如
什么时候被谁登入进来主机啦！？），所以他们的权限大多是属于 root 的可擦写而已！这点非常需要小心而留意！（请注意，在系统的预设状况中，所有的未知状态的讯
息几乎都是写入 /var/log/messages 这个档案中，所以，如果系统有问题，请详细的检查一下这个 /var/log/messages 档案吧！！）
如果您有其它的需求，所以需要特殊的档案来帮你记录时，呵呵！别客气，千万给他记录在/etc/syslog.conf 当中，如此一来，您就可以重复的将许多的信息记录在不同的档
案当中，以方便您的管理呢！

•

登录文件的安全属性设定
好了，由上一个章节里面我们知道了 syslog.conf 的设定，也知道了登录档内容的重要性了，所以，如果幻想你是一个很厉害的黑客，想利用他人的计算机干坏事，然后又
不想留下证据，你会怎么作？对啦！就是离开 的时候将屁股擦干净，将所有可能的讯息都给他抹煞掉，所以第一个动脑筋的地方就是登录档的清除工作啦～哇！鸟哥教人
家干坏事…..喂！不要乱讲话～俺的意 思是，如果改天你发现你的登录档不翼而非了，或者是发现你的登录档似乎不太对劲的时候，最常发现的就是网友常常会回报说，
他的/var/log 这个目录 『不见了！』不要笑！这是真的事情?请记得，『赶快清查你的系统！』
伤脑筋呢！那么有没有办法防止这样的事情呢？有呀！拔掉网络线…..呵呵！别担心，基本上，我们可以透过一个隐藏的属性来设定你的登录档，成为『只可以增加数据，
但是不能被删除』的状态，那么或许可以达到些许的保护！不过，如果你的 root 账号被破解了，那么底下的设定还是无法保护的，因为你要记得『 root 是可以在系统上
面进行任何事情的』，因此，请将你的 root 这个账号的密码设定的安全一些！千万不要轻忽这个问题呢！好了，开始来设定一下基本的隐藏属性吧！那就是在 档案属性
提过的 lsattr 与 chattr 这个东西啦！如果将一个档案以 chattr 设定 i 这个属性时，那么该档案连 root 都不能杀掉！而且也不能新增数据，嗯！真安全！但是，如此一来登
录文件的功能岂不是也就消失了？因为没有办法写入呀！所以啰，我们要使用的是 a 这个属性！你的登录文件如果设定了这个属性的话，那么他将只能被增加，而不能被
删除！嗯！这个项目就非常的符合我们登录档的需求啦！因此，建议您可以这样的增加你的登录文件的隐藏属性。
[root @test root]# chattr +a /var/log/messages
[root @test root]# lsattr /var/log/messages
----a--------- messages

加入了这个属性之后，你的/var/log/messages 登录档从此就仅能被增加，而不能被删除，直到 root 以 chattr –a /var/log/messages 取消这个 a 的参数之后，才能被删除或移动喔！

为了您的登录文件信息安全，强烈的建议您使用这个属性！不过，在底下的 logrotate 当中，我们必需要将这个属性去除之后，才能进行轮替喔！呵呵！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如何进行登录文件数据的轮替吧！

•

logrotate：
好了！那么我们已经将登录数据写入了记录文件中了，也已经利用 chattr 设定了 a 这个属性了，那么该如何进行 log rotate 的工作呢！？这里请特别留意的是， syslog
乃是利用 demand 的方式来启动的，当有需求的时候立刻就会被执行的，但是 log rotate 却是在规定的时间到了之后才来进行 log files 的 rotate 行为，所以这个
logrotate 程序都是挂在 cron 底下进行的呦！这一点请特别留意呦！好了，那么 logrotate 这个程序的参数设定文件在哪里呢？！呵呵！考虑两个地方呦
•
•

/etc/logrotate.conf
/etc/logrotate.d

注意啰！那个 logrotate.conf 才是主要的参数档案，至于 logrotate.d 是一个目录，里面的所有档案都会被主动的读入 /etc/logrotate.conf 当中来进行！另外，在
/etc/logrotate.d 里面的档案中，如果没有规定到的一些细部设定，则以/etc/logrotate.conf 这个档案的规定来指定为默认值！好了，刚刚我们提到 log rotate 的主要功能就
是将旧的登录档案移动成旧档，并且重新建立一个新的空的档案来记录，他的执行结果有点类似底下的图示：

由上面的图示我们可以清楚的知道，当第一次执行完 rotate 之后，原本的 messages 会变成 messages.1 而且会制造一个空的 messages 给系统来储存登录文件。而第二次
执行之后，则 messages.1 会变成 messages.2 而 messages 会变成 messages.1，又造成一个空的 messages 来储存登录档！那么如果我们仅设定保留三个登录档而已的话，
那么执行第四次时，则 messages.3 这个档案就会被删除，并由后面的较新的保存登录档所取代！基本的工作就是这样啦！
那么多久进行一次 logrotate 的工作呢？嗯！这些都记录在 logrotate.conf 里面，我们来看一下预设的 logrotate 的内容吧！
# 底下的设定是 logrotate 的预设设定值，如果个别的档案设定了其它的参数，
# 那么将以个别的档案设定为主，若该档案没有设定到的参数，
# 则以这个档案的内容为默认值！
# 每个礼拜进行一次 rotate 的工作
weekly
# 保留几个登录档呢？预设是保留四个！
rotate 4
# 是否建立新的登录文件来记录呢？因为我们要继续记录，所以当然是建立啰！
create
# rotate 之后的登录档，要不要压缩，通常是不要压缩啦，
# 但是如果你的系统很忙碌，表示你的登录档很庞大的时候，
# 那么最好就是给他压缩一下比较不会占空间！
Compress
# 将底下这个目录中的所有档案都读进来执行 rotate 的工作！
include /etc/logrotate.d
# 至于登录的信息部分，有使用 last 来纪录的登录者信息就是记录在这个档案中！
# 底下就是 /var/log/wtmp 这个档案的 rotate 情况，他的意思是：
# 1. 每个月进行一次 log rotate 的工作；
# 2. 将档案的权限设定为 664 啰！
# 3. 仅保存前一个月的 rotate 备份！这个可以改大一点，例如 5 ！保存五个月，以利追踪
/var/log/wtmp {
monthly
create 0664 root utmp
rotate 1
}
# 底下这个档案跟 /var/log/wtmp 类似！
/var/log/lastlog {

monthly
rotate 1
}

由这个档案的设定我们可以知道 /etc/logrotate.d 其实就是由 /etc/logrotate.conf 所规划出来的目录，所以，其实我们可以将所有的资料都给他写入 /etc/logrotate.conf 即
可，但是这样一来这个档案就实在是太复杂了，因此，独立出来一个 RPM 套件 就一个 rotate 的执行档案，呵呵！似乎是比较合理的一个方法！上面的信息是系统的
预设 rotate 情况，不过，您可以自行的修改为自己喜欢的样式，例如，如果您的系统的空间够大，并且担心除错以及黑客的问题，那么可以：
•
•

将 rotate 4 改成 rotate 9 左右，以保存较多的备份文件；
大部分的登录档不需要 compress 啰！但是空间太小就需要 compress ！尤其是很占硬盘空间的 httpd 更需要 compress 的！

好了，上面我们大致介绍了 /var/log/wtmp 这个档案的设定，但是还是不很详细啦，所以底下我们以 /etc/logrotate.d/syslog 这个轮替 syslog 这个服务的档案，来看看该
如何设定他的 rotate 呢：
/var/log/auth.log /var/log/syslog /var/log/user.log /var/log/secure /var/log/messages /var/log/boot.log
/var/log/mail/errors /var/log/mail/info /var/log/mail/warnings /var/log/cron/errors /var/log/cron/info
/var/log/cron/warnings /var/log/kernel/errors /var/log/kernel/info /var/log/kernel/warnings /var/log/lpr/errors
/var/log/lpr/info /var/log/lpr/warnings /var/log/news/news.err /var/log/news/news.notice
/var/log/news/news.crit /var/log/daemons/errors /var/log/daemons/info /var/log/daemons/warnings
/var/log/explanations {
sharedscripts
rotate 5
weekly
postrotate
/usr/bin/killall -HUP syslogd #
endscript
}

正确的 logrotate 的写法中：
•
•
•

将 log file 名称（包含绝对路径）写在前面，可以使用空格符分隔多个 log files ；
用 { } 包括所有的设定；
设定的项目与前面提到的相同，并且可加入 rotate 前 (pre) 与后 (post) 的一些特殊执行的指令！
• prerotate：在启动 logrotate 之前进行的指令，例如修改 log file 的属性！！
• postrotate：在做完 logrotate 之后启动的指令，例如重新启动（ kill -1 或 kill -HUP ）某个服务！
• Prerotate 与 postrotate 对于已经加上了特殊属性的档案处理上面，是相当重要的执行程序！

由于我们已经将登录文件的属性设定了 chattr +a，所以必需要在 logrotate 之前将这个属性拿掉，并在 logrotate 之后，再将这个属性加回去！所以啰，那个 prerotate 与
postrotate 就显的相当的重要啦！假设我们仅针对/var/log 里面的几个档案设定属性：
•
•
•

messages
secure
auth.log

那么应该如何修改上面显示的内容呢？嗯！你可以这样做：
/var/log/auth.log /var/log/syslog /var/log/user.log /var/log/secure /var/log/messages /var/log/boot.log
/var/log/mail/errors /var/log/mail/info /var/log/mail/warnings /var/log/cron/errors /var/log/cron/info
/var/log/cron/warnings /var/log/kernel/errors /var/log/kernel/info /var/log/kernel/warnings /var/log/lpr/errors
/var/log/lpr/info /var/log/lpr/warnings /var/log/news/news.err /var/log/news/news.notice
/var/log/news/news.crit /var/log/daemons/errors /var/log/daemons/info /var/log/daemons/warnings
/var/log/explanations {
sharedscripts
rotate 5
weekly
prerotate
/usr/bin/chattr -a /var/log/auth.log
/usr/bin/chattr -a /var/log/messages
/usr/bin/chattr -a /var/log/secure
endscript
postrotate
/usr/bin/killall -HUP syslogd
/usr/bin/chattr +a /var/log/auth.log
/usr/bin/chattr +a /var/log/messages
/usr/bin/chattr +a /var/log/secure
endscript
}

看到否？就是先给他去掉 a 这个属性，然后执行了之后，再给他加入这个属性！请特别留意的是，那个 /usr/bin/killall –HUP syslogd 的意义，这一行的目的在于将系统
的 syslogd 重新以其参数档（ syslog.conf ）的资料读入一次！也可以想成是 reload 的意思啦！由于我们建立了一个新的空的纪录文件，如果不执行此一行来重新启动
服务的话，那么记录的时候将会发生错误呦！！(请回到资源管理的章节读一下 kill 后面的 signal 的内容说明)！

Logrotate 的测试：
好了，设定完成之后，我们来测试看看这样的设定是否可行呢？给他执行底下的指令：
[root @test root]# logrotate –f /etc/logrotate.conf
[root @test root]# lsattr /var/log/auth.log /var/log/messages /var/log/secure
----a--------- /var/log/auth.log
----a--------- /var/log/messages
----a--------- /var/log/secure

上面那个 -f 具有『强制执行』的意思，如果一切的设定都没有问题的话，那么理论上，您的 /var/log 这个目录就会起变化啰！而且应该不会出现错误讯息才对！嘿嘿！
这样就 OK 了！很棒不是吗？！
好了，那么预设的 logrotate 什么时候执行呢？呵呵！不用担心，系统已经帮我们设定好了！放在哪里呢？

/etc/cron.daily/logrotate
注意看一下里面的内容：
/usr/sbin/logrotate /etc/logrotate.conf
由于 logrotate 的工作已经加入 crontab 里头了！所以现在每天系统都会自动的给他查看 logrotate 啰！不用担心的啦！！只是要注意一下那个 /var/log/messages 里头是
否常常有：『Jun 23 04:02:00 test syslogd 1.4.1: restart.』这样的字样！？这说明的是 syslogd 重新启动的时间啦（就是因为 /etc/logrotate.d/syslog 的设定之缘故！）
例题：我的/var/log/messages 只希望记录一些相当重要的信息，关于 cron 的内容已经在/var/log/cron 里面记录了，所以我想将 cron 的信息移除，
那么该怎么修改我的 syslog.conf 的设定呢？
答：
基本上，你可以这样设定啦！
[root @test root]# vi /etc/syslog.conf
修改 /var/log/messages 那一行，使成为底下的模样就可以了！
*.info;mail.none;;news.none;authpriv.none;cron.none

-/var/log/messages

[root @test root]# /etc/rc.d/init.d/syslog restart
这样就可以啦！简单的很！

例题：将 procmail 的 logfile （/var/log/procmail.log）加入 logrotate 当中！假设我们已经将 procmail 加入到 sendmail 的程序当中了，
并且已经启动他，这个时候，如果我想要每个月份执行一次 logrotate ，并且保留五个月份的登录数据备份，应该怎么作呢？
答：
使用 vi 建立一个档案，档名为 /etc/logrotate.d/procmail，这个档案的内容为：
# This file is creating by VBird 2002/06/18
/var/log/procmail.log {
monthly
size=10M
rotate 5
nocompress
}
上面说的是：
1.
2.
3.
4.

若该登录档工作超过一个月；
或该登录档大小超过 10 MB；
保存五个备份文件；
备份文件不要压缩！！

然后储存后离开，这样一来，每个月就会自动的将登录数据备份下来啰！不需要执行的啦！比较有趣的是那个 size 的参数！如果您的
登录档老是很大的时候，可以考虑加入 size 这个参数说！他基本上有两种单位，分别是『 k 与 M 』，请使用 man logrotate 来详
细查看一下用法啰！

登录档分析
登录档的分析是很重要的！例如那个 last 可以让你知道到底谁登录进主机啦！但是并没有 pop3 这个收信协议的登录讯息！这个时候就需要考虑到 /var/log/secure 的纪录啦！无论
如何，系统最常使用的查阅登录文件的指令分别有底下几个：
dmesg

•

[root @test /root]# dmesg

在指令列模式直接输入 dmesg 即可执行！由于系统在开机的过程当中尚未将硬盘 mount 上来，所以无法直接将数据直接给他读到 log file 当中去，但是为了除错上面
的方便，所以在开机的过程当中的讯息还是要记录下来，这个时候系统就将 ram 开了一个小区块来储存这个数据啰！这个开机记录的档案就是：『/proc/kmsg』啦！同
时，预设的 RAM 的区块容量在不同的版本中并不相同，目前的预设版本是 16KB 的大小呦

last

•

[root @test /root]# last
参数说明：
-number ：number 为数字，如果您的登入讯息太多了，可以使用这个指令！
范例：
[test @test /root]# last -5
test
pts/0
192.168.1.2
Tue Apr 9 20:34 - 20:35 (00:01)
test
pts/0
192.168.1.2
Tue Apr 9 20:14 - 20:30 (00:15)
test
ftpd21546
192.168.1.2
Tue Apr 9 02:55 - 03:06 (00:10)
test
ftpd15813
192.168.1.2
Tue Apr 9 01:20 - 01:21 (00:00)
test
pts/0
192.168.1.2
Mon Apr 8 20:14 - 00:27 (04:13)
wtmp begins Tue Apr 2 01:12:26 2002
[root @test /root]# last -f /var/log/wtmp.1 <==叫出上个月的登入资料！

那么如果要叫出来上个月的登入数据呢？！可以使用上面的第二个范例！

VBird 写的 logfile.sh
•

Mandrake 9.0
虽然很多的套件都有他们的喜好的登录分析数据文件，但是总觉得不是很对自己的口味，所以呢，VBird 就自己写了一支程序来分析自己的登录档！目前这支程序已经被改成可
以支持 Mandrake 9.0 了，而且已经打包成为 RPM 档案，应该是很容易安装啦！
我的设计理念很简单，就是单纯分析我们常常使用的几个服务：
SSH 登入次数与登入者账号与 IP 分析；
• 使用 su 转化成 root 的次数
• 使用 FTP 登入主机的次数与登入者账号与 IP 分析；
• 使用 POP3 登入主机的次数与登入者账号与 IP 分析；
• 使用 Postfix 的状态
大概就是分析这机个数据，而分析的档案为：
• /var/log/auth.log
• /var/log/mail/info, /var/log/mail/warnings, /var/log/mail/errors
• /var/log/messages
下载的网页：
• http://linux.vbird.org/download.html
安装的步骤很简单的，就是直接以 RPM 的方式来安装即可！容易的很?此外，这个程序预设会将分析的数据寄给 root@localhost，所 以，如果您想要让这个程序的分析结果寄到
其它的信箱去的话，那么就需要手动的修改一下档案，亦即是 /usr/local/virus/logfile/logfile.sh 这个档案，修改那个 email 的变量，将他由原先的 root 改成你的 e- mail address 即可！
•

祝大家都能很轻松的管理自己的主机喔！

•

Red Hat 7.X
虽然 Red Hat 已经写了一支很棒的程序来分析 log files ，但是我总觉得不是很合我的口味！！所以就直接以 awk 配合 cut 与一些相关的 command ，将我的几个重要的 secure 的
log files 叫出来，重新分析一番！写出了一个叫做 logfile.sh 的分析档案！这个档案主要分析的项目为：
• /var/log/secure ：含 ssh 登入、ftp 登入、pop3 登入及 sendmail 登入等四大项目；
• /var/log/messages：分析因错误登入而发生的错误讯息显示；
• /var/log/maillog ：分析是否可能被当作转信站了？！检查试图使用我们主机的 IP ！
安装的步骤很简单！不过请注意，我的这个档案主要的环境是在 Red Hat 7.2 底下，而在 Red Hat 7.1 底下使用过也没有任何问题！说说安装的方法吧！
• 先下载该档案：
logfile.sh
• 建立一个目录，名称为 /usr/local/virus/logfile
mkdir /usr/local/virus
mkdir /usr/local/viurs/logfile
• 将档案 copy 到该目录下，并且变更权限：
cp /root/logfile.sh /usr/local/virus/logfile
chmod 700 /usr/local/virus/logfile/logfile.sh
• 设定这个档案在每天的 11:57pm 执行一次！编辑 /etc/crontab 档案！
vi /etc/crontab

57 23 * * * root /usr/local/virus/logfile/logfile.sh
这样子一来，每天的晚上 11:57 就会自动的执行这一个分析档案，并且将数据寄给您（root），所以如果你不想将数据寄给 root 的话，请进入 logfile.sh 里面，修改
『email="root@localhost"』这一个项目，改成您要的 e-mail 就可以啦！祝使用愉快！

•

网友回报动作：
感谢网友文桐兄所提供的信息，由于我们的程序使用的是 Wu-ftp 这支 ftp 的服务，所以针对 proftp 并没有办法成功的将之搞定！还好文桐兄已经帮大家搞定了！嗯！感谢他
吧！！ ^_^如果您还有新的发现，欢迎提出来与我们分享呦！谢谢啰！以下将文桐兄写的关于 proftp 的部分贴上来，如果您使用的是 proftp 的话，那么请将底下的数据剪下之后，
贴到 logfile.sh 当中，取代原先的 2.3 那一部份关于 ftp 的处理码！
# 2.3a FTP {for proftpd}
echo "========================== "
>> $logfile
echo "3. 关于 FTP 登录档的登入次数统计"
>> $logfile
echo "账号
来源地址 次数 "|awk '{printf("\%-15s \%-25s \%-4s\n", $1, $2, $3)}'
>> $logfile
echo "FTP 登入次数: `cat $basedir/messageslog|grep "FTP session opened." | wc -l`"|awk '{printf( "\%-41s \%3d\n", $1, $2)}' >> $logfile
# add login ip script
cat $basedir/messageslog | grep "FTP session opened."|awk '{print $7}'|cut -d"[" -f2 | cut -d"]" -f1 >"$basedir/ftploginip"
/bin/awk '{ for( i=0; i<1; i++ ) Number[$i]++ };
END{ for( course in Number )
printf( "\%-41s \%3d\n", course, Number[course])}' $basedir/ftploginip|sort +2 -gr |awk '{printf("\%-41s \%3d\n", $1, $2)}'>>$logfile
echo " "
>> $logfile
echo "FTP 登入成功账号"
>> $logfile
cat $basedir/messageslog | grep "(ftp) session opened for user" | awk '{print $11}' > "$basedir/messagesftp"
/bin/awk '{ for( i=0; i<1; i++ ) Number[$i]++ };
END{ for( course in Number )
printf( "\%-41s \%3d\n", course, Number[course])}' $basedir/messagesftp|sort +2 -gr|awk '{printf("\%-41s \%3d\n", $1, $2)}'>>$logfile
echo " "
>> $logfile
cat $basedir/messageslog|grep "Authentication failure." >$basedir/ftperr
cat $basedir/messageslog|grep "no such user '" >>$basedir/ftperr
echo "FTP 错误登入次数:`cat $basedir/ftperr| wc -l`"|awk '{printf( "\%-41s \%3d\n", $1, $2)}' >> $logfile
cat $basedir/ftperr|grep "failure."|awk '{print $7 " " $9}'|cut -d'[' -f2|cut -d':' -f1|awk '{print $2 " " $1}'|cut -d'M' -f2|cut -d']' -f1>"$basedir/ftpfail"
/bin/awk '{ for( i=0; i<1; i++ ) Number[$i]++ };
END{ for( course in Number )
printf( "\%-15s \%3d\n", course, Number[course])}' $basedir/ftpfail|sort +2 -gr|awk '{printf("\%-15s \%-25s \%3d\n", $1, $2, $3)}'>>$logfile
cat $basedir/ftperr|grep "no such user '"|awk '{print $7 " " $12}'|cut -d'[' -f2|awk '{print $2 " " $1}'|cut -d']' -f1>"$basedir/ftpxusr"
/bin/awk '{ for( i=0; i<1; i++ ) Number[$i]++ };
END{ for( course in Number )
printf( "\%-15s \%3d\n", course, Number[course])}' $basedir/ftpxusr|sort +2 -gr|awk '{printf("\%-15s \%-25s \%3d\n", $1, $2, $3)}'>>$logfile
echo " "
>> $logfile

浅谈备份策略
谁需要备份数据
前面我们提到了相当多的 Linux 系统基础，这个时候我们再来谈一谈：『若您的系统由于不预期的伤害，导致系统发生错误，
该如何修复？』这可是个相当大的问题呀！怎么说呢？又什么叫做『不预期的伤害？』好了，假如您的 Linux 系统上面某些
Internet 的服务套件是最新的！也意味着可能是『相对最安全的』，但是，这个世界目前是闲人相当的多的，你不知道什么时候
会有所谓的『黑客软件』被提供出来，万一你在 Internet 上面的服务套件被入侵，导致你的 Linux 系统全毁，这个时候怎么
办？！『重新安装就好啦！』 或许您会这么说，但是，像鸟哥管理的几个网站的数据，尤其是 MySQL 数据库的数据，这些都
是弥足珍贵的经验资料，万一被损毁而就不回来的时候，不是很可惜吗？这个还好哩，万一您是某家银行的话，呵呵！那么数
据的损毁可就不 是能够等闲视之的！！关系的可是数千甚至上万人的身家财产！！这就是备份的重要性了！他可以最起码的稍
微保障我们的数据有另外一份 copy 的备援以达到『安全回复』的基本要求！
如果是针对个人数据的话，那么在一般桌上型计算机中，最好用的备份软件就是『Ghost』这一个远近驰名的备份大师了！他可
以很轻快的就将我们的整个 partition 搞定的非常的完美！在还原方面也是非常的快速且操作简便！由于个人桌上型计算机所使
用的数据量通常不大，所以当 ghost 完成之后，通常只要将数据烧录到光盘片当中，大约只要一至两片的光盘片也就绰绰有余啰！
那么将光盘片保存好，这就是最简易的数据备份模式啰！此外，由于个人的数据变动性不大，所以数据的备份频率方面也不需
要非常的频繁！
但是，万一您提供的是『Internet』上面服务的主机信息呢？！怎么办？举个例子来说，像是我们 TnLUG 同好领导者之一的
『阿基』兄，他提供的 Internet 服务是 BBS ，您晓得吗？ BBS 的数据量虽然不大，但是由于他的文件是天天在增加的，每天
都有相当多的信息流入，由于某些信息都是属于重要的人物之留言，这个时候，我们能够让机器死掉吗？再提到最近 VBird 的讨
论区曾经挂点的问题，以及数周前 Study-Area 讨论区挂点的问题，讨论区一旦挂点的话，该数据库内容如果损毁到无法救回来，
嘿嘿！要晓得讨论区可不是一个人的心血耶！有的时候（像 Study-Area 讨论区）是一群热心 Linux 的朋友们互相建立交流起来
的数据流通网，如果死掉了，那么不是让这些热血青年的热情付之一炬了吗？！所以啰，建立备份的策略是相当的重要的。
基本上，『计算机是一个相当不可靠的机器』这句话在大部分的时间内还是 成立的！常常会听到说『要计算机正常的工作，最
重要的是要去拜拜！』嘿嘿！不要笑！这还是真的哩！尤其是在日前一些计算机周边硬件的生产良率 ( 就是将硬件产生出来之
后，经过测试，发现可正常工作的与不能正常工作的硬件总数之比值 ) 越来越差的情况之下，计算机的不稳定状态实在是越来
越严重了！举个例子来说，我曾经同时买过同一厂牌的 IxM 30GB 硬盘三颗，回来之后经过一个星期，嘿嘿！挂掉了两颗！其
中一棵是有坏轨，另外一棵是『完全死掉』，拿去公司要求修理，结果呢？嗯！店家直接拿了一棵新的给 我，害我吓一跳，店
家的工程师说『唉呀！目前这个牌子的良率太差了，所以代理商为了怕麻烦，都会直接拿新的替换给我们啦！』要晓得的是，
当初那一棵完全死 掉的硬盘，是我用来备份我的主机数据的....好在当时我将备份的资料放在三四的地方，还好....
所以啰！由于计算机 ( 尤其是目前的计算机，操作频率太高、硬件良率太差、使用者操作习惯不良、『某些』操作系统的当机
率太高.... ) 的稳定性较差，所以啰！备份的工作就越来越重要了！
那么 Linux 在备份时考虑的因素有哪些呢？

1. 备份哪些档案：
例如在账号管理那一篇当中，我们知道最起码主机的账号信息在/etc/*及/home/*等等档案都是重要的！
2. 选择什么备份的媒介：
是可擦写光盘、另一棵硬盘、同一颗硬盘的不同 partition、还是使用网络备援系统？哪一种的速度最快，最便宜，可将数
据保存最久？
3. 考虑备份的方式：
是完全备份(类似 ghost)还是部分备份即可？
4. 备份的频率：
例如 MySQL 数据库是否天天备份、若完全备份，需要多久进行一次？
5. 备份使用的工具为何：
是 tar 还是 cpio 等等？
底下我们就来谈一谈这些问题的解决之道吧！ ^_^

哪些 Linux 数据具有备份的意义
具有备份意义的档案通常可以粗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系统一类则是类似网络服务的数据库，那么各有哪些档案需要备份的呢？
我们就来稍微分析一下。
•

主机系统需要备份的档案：
这方面的档案主要跟『账号』有关系！主要有哪些账号的档案需要备份呢？就是 /etc/passwd, /etc/shadow,
/etc/group, /etc/gshadow, /home 底下的账号等等，而由于 Linux 预设的主机信息设定参数文件都在 /etc/ 底下，所以
只要将这个档案备份下来的话，那么几乎所有的设定档都会存在的！而由于 /home 底下是每个人的家目录，自然也需要

来备份一番！再来，由于使用者会有邮件吧！所以呢，这个 /var/spool/mail 内容也需要备份呦！另外，由于如果您曾经自
行更动过核心，那么 /boot 里头的信息也就很重要啰！所以啰，这方面的数据您必须要备份的档案为：
•
•
•
•
•
•
•

网络服务的数据库方面：
这部份的数据可就多而且复杂了，如果您的网络套件设定都是以原厂提供的为主，那么您的设定档案大多是在 /etc 底下，
所以这个就没啥大问题了！但是若您的套件大多来自于自行的安装，那么 /usr/local 这个目录可就相当的重要了！这里我
们假设我们提供的服务套件都是使用原厂的 RPM 安装的！所以要备份的数据文件有：
•

•

•
•

数据设定档案：
/etc/ 整个目录
/usr/local/ 整个目录
系统 www + MySQL：
/var/www 整个目录 ( 系统的家目录 )
/var/lib/mysql 整个目录
其它你在 Linux 主机上面提供的数据库数据文件！

推荐需要备份的目录：
由上面的介绍来看的话，那么如果您的硬件或者是由于经费的关系而无法全部的数据都予以备份时， VBird 建议您至少
需要备份这些目录呦！
•
•
•
•
•
•

•

/etc/ 整个目录
/home 整个目录
/var/spool/mail
/boot
/root
如果您自行安装过其它的套件，那么 /usr/local/ 也最好备份一下！

/boot
/etc
/home
/root
/usr/local
/var(注：这个目录当中有些暂存目录则可以不备份！)

不需要备份的目录：
有些数据是不需要备份的啦！例如我们在 档案与目录系统 里头提到的 /proc 这个目录是在记录目前系统上面正在跑的
程序 ( processes ) ，这个数据根本就不需要记录的呢！所以就把他拿掉！此外，外挂的机器，例如 /mnt 里面都是挂
载了其它的硬盘装置、光驱、软盘机等等，这些也不需要备份吧！？所以啰！底下有些目录可以不需要备份啦！
•
•
•
•

/dev ：这个随便你要不要备份
/proc：这个真的不需要备份啦！
/mnt ：如果你没有在这个目录内放置你自己系统的东西，也不需要备份
/tmp ：干嘛存暂存档！不需要备份！

选择的备份装置
在备份的时候，选择一个『数据存放的地方』也是很需要考虑的一个因素！什么叫做数据存放的地方呢？讲个最简单的例子好
了，我们知道说，较为大型的机器都会使用 tap 这一种磁带机来备份数据，而如果是一般个人计算机的话，很可能是使用类似
Mo 这一种可擦写式光盘片来存取数据！但是您不要忘记了几个重要的因素，那就是万一您的 Linux 主机被偷了呢？这不是不可
能的，我们隔壁校区的研究室曾经遭小偷，里面所有的计算机都被偷走了！包括『 Mo 片』，当他们发现的时候，一开始以为
是硬件被偷走了，还好，他们都有习惯进行备份，但是很不幸的，这一次连『备份的 MO 都被拿走了！』怎么办？！只能道德
劝说小偷先生能够良心发现的将硬盘拿回来啰！唉～真惨....
这个时候，所谓的『远程备援系统』就显的相当的重要了！什么是远程备援呀！说的太文言了！呵！简单的说，就是将你的系
统数据『备份』到其它的地方去，例如说我的机器在台南，但是我还有另一部机器在高雄老家，这样的话，我可以将台南机器
上面重要的数据都给他定期的自动的 ftp 回去！也可以将家里重要的数据给他丢到台南来！这样的最大优点是可以在台南的机器
死掉的时候，即使是遭小偷，也可以有一个『万一』的备份所在！但是缺点是～～频宽严重的不足！在这种状态下，所能采取
的策略大概就是『仅将最重要的数据给他 ftp 回去啰！』至于一些只要系统从新安装就可以回复的咚咚！那就没有这个必要了！
当然啰，如果你的网络是属于 T1 专线的话，那么完整备份将数据丢到另一地去，呵呵！也是很可行的啦！只是我没有那么好
命....唉～穷学生一个～
在此同时，我们再来谈一谈，那么除了这个『相对较为安全的备份』方法之外，毕竟这种网络备援系统实在是太耗频宽了！如
果像我们一般家用的 ADSL 根本就是吃不消！那么怎么办！还有其它的方法吗？喔～那就只好使用近端的装置来备份啰！这也
是目前我们最常见到的备份方法！例如一般我们使用的 Tap, Mo, Zip, CD-RW, 还有备份用抽取式硬盘等等！那么在选择上需要
注意些什么呢？需要注意的地方有几点：
•

速度要求：『备份』基本上在 Linux 主机上面也是蛮耗系统资源的！因为需要将系统的数据拷贝到其它装置上面去，这
个时候 CPU 几乎是 loading 100%！您总不希望系统就这样给他挂点吧！？此外，有些系统的数据实在太多咯，怎么样也

备份不完！所以啰，越快的储存装置是越好的！如果您是个重视速度 甚于一切的人，那么我觉得抽取式硬盘是个不错的
方式，只不过.....目前我知道的抽取式硬盘都需要冷开机才行，不太符合 Linux 主机 24 小时全年无修的状态....所以，近
年来速度越来越快的 MO, CD-RW 就变的很方便啰！至于 tap ，在速度上完全是落后的.....至于使用第二颗硬盘备份，类
似 Raid, 或者是安装一颗备份的硬盘在 Linux 系统当中，这个方案也很好，而且速度上绝对是最具优势的！但是就如同我
们刚刚提到的，万一你的机器被偷了，连带的，这颗备份的硬盘自然也就不见 了.....
•

储存容量：这也是一个需要考虑的因素！而且常常是最大考虑的因素呢！虽然目前 硬盘越来越便宜（前两天 2002/07/01
去网络上看一下价格，下一跳， 80GB 的硬盘已经不到 4000 就有了！天那.....），但是毕竟就如同前面说的，抽取式硬
盘需要将系统冷开机，而建构在系统内的硬盘又同时具由不安全的成分在，这个时候一个大容量的 替代方案就显的很重
要了！虽然 CD-RW 与 MO 可以提供不错的速度，但是其容量毕竟不足（目前 MO 最大大约可到 1.3G ），所以说，具
有大容量的 tap （磁带容量最小的一款也可以到达 8 GB 左右！）就相当的具有这方面的优势了！而且携带方便，存放也
容易！更可以带着走～～

•

经费与资料可靠性：在经费不短缺的情况下，我们当然会建议您上面的几个装置都买一买，然后分别在不同的时间进行不
同的备份作业（底下我们有些建议的啦！ ^_^）！但是如果经费也是需要考虑的话，那么磁带机这个目前还算贵重的物品
可能暂时还动不到！这个时候近来渐渐便宜的 CD-RW 就显的活跃的多了！而且光盘片也可以保存很久的ㄋㄟ～当然，
目前应该不会有人以软盘来备份了吧！？呵呵！软盘可是相当不安全的（每次我看到有人拿软盘拷贝数据，我都会要他
copy 完成之后，立刻到另外一部计算机 copy 出来试看看，果不其然，十次里面有八次对方的软盘片都有问题～）

无论如何，如果经费够的话， Tap 备份数据真的是一个不错的点子！因为他的高容量让我好满意！再来，如果经费稍微短缺的
话，那么 CD-RW 经常性的将数据烧录下来，这也是蛮好的，尤其 CD 片又不占空间！再来，如果还是没有办法，那么一颗内
建在 Linux 的硬盘用来备份也是不错的！什么！！连备份的硬盘都没有，唉！怎么跟我一样～这个时候没办法啦，用原来的安
装系统的硬盘，多留一个 partition 用来当作备份之用吧（这也是目前我常用的方法之一！）
一些装置的档案代号：
•
•
•
•
•

光驱： /dev/cdrom
磁带机： /dev/st0 ( SCSI 界面 ), /dev/ht0 ( IDE 界面 )
软盘机： /dev/fd0, /dev/fd1
硬盘机： /dev/hd[a-d][1-16] ( IDE 界面 ), /dev/sd[a-p][1-16] ( SCSI 界面 )
打印机： /dev/lp[0-2]
特别留意的是磁带机呦！如果你有钱的话，那么买一部磁带机是相当不错的建议！没钱的话，买 IDE 接口的硬盘也很不
错！！ ^_^

备份的种类
讲了好多口水了，还是没有讲到重点，真是的....好了，再来提到那个备份的种类，其实前面已经提到一些了！基本上，备份就可以
直接分为『完全备份』与『部分备份』这两方面：

•

完全备份(Full Backup)：
完全备份就是将根目录『 / 』里头所有的数据都给他一股脑儿的备份下来，不过，这个时候所需要的『时间与备份装置的
容量』就显的相当的重要了！用在大型的企业是有一定的需求的，但是像我们这一种小网站的话，完整的备份似乎太过于
浪费的（毕竟我们可以用时间换取金钱....了不起又重新安装了....）。但是刚刚完成的系统（还没有对外 Internet 上面服务）
通常可以的话，就赶快给他备份一下吧！这样的一个备份是最干净的！用在系统的最干净还原是相当有帮助的！这是因为
有的时候我们的系统被入侵了，但是 root 并不知道，这个时候老是拿最近的备份数据来还原也没有用呀！因为连同被
cracker 修改过的档案也被我们备份下来了呀！呵呵！所以啰，将一个最原始的系统的数据备份下来还是有其必要性的！
此外，这种完整备份的频率可不能太高，因为太耗系统资源了！

•

部分备份(Implement backup)
部分备份就如同上面提过的，备份那些最重要的数据就好了！反正系统不见的话，只要重新安装就回来了，数据只要妥善
的备份重点数据，那么系统的复原 还是一个很快速的工作！以我为例，我通常都喜欢仅备份最重要的信息，因为重新安
装一次系统时间花的并不长（一个钟头内一定可以搞定！）而账号、服务设定、 原本系统的数据库、等等，几乎都只要
copy 回来就 OK 了！例如：我们这个网站在开始营运初期，虽然交通流量很大了，还是常出状况，那个时候重新安装了
好几次（似乎是硬件的问题！），每次都是一个下午就搞定 了！所以啰，我是一直认为『重点备份』就真的是蛮重要的！
尤其很多时候，你的数据被吃掉都只是『某个网络服务』，那么如果仅进行完整备份的工作时，呵呵！单单是将系统先读
出来，再取出所要还原的部分，呵呵！就可以累死你了....

如同上面提到的，这两个方式各有优缺点啦！那么如果可能的话，是否两个都来进行一下最好呢？呵呵！答对了！给你拍拍手！
我们通常 的规划就是这样，重点部分的备份频率较高，可能每天都需要备份的！至于如果是完整备份的话，那么一个星期、甚
至一个月在备份一次都可以！目前我的系统上面 就是每天备份 MySQL 数据库，然后每个星期备份所有的重要数据！

备份的工具选择
好了，选定了备份的装置与备份的频率之后，那么我要使用什么方式来备份呀！呵呵！这个也要跟备份的种类相互配合呢！通
常我在备份的时候，除非有磁带机或者有特殊的功用，否则通常我只使用 tar 啦！但是这里我们介绍一下 cpio 这个东西！如果

你有磁带机的话， cpio 可是相当好用的一个指令呢！ ^_^ ，呵呵！由于这两个指令我们早在『压缩工具』当中稍微提过了，请
再自行过去瞧一瞧去啰！另外，您或许会问道：『那么我为什么不直接给他 copy 过去备份的地点就好了呢！？』呵呵！既然可
以在 copy 的过程里面增加压缩的功能来减低整个储存空间的消耗，为何不压缩？！那当然还是压缩一下比较好啰！所以啊！我
还是比较喜欢 tar, cpio 的啦！
完整备份的工具：
在完整备份的工具里面，三个工具 tar, cpio 与 dump 都很常被使用！但是我没有使用过 dump ，所以这里就不谈他！
至于 cpio 的话，他最大的好处就是『 cpio 连一般的装置文件都可以 copy 过来！』很棒吧！所以使用 cpio 进行完整
备份是很棒的一个选择。不过需要注意的是，由于 cpio 需要配合 find 才可以正常的动作！这里请特别留意啰！另外，
使用 cpio 常常配合另一颗完全用来备份的硬盘或者是磁带机才好！至于完整的指令用法请到 『压缩工具』 那一篇
去查看啰！备份与反备份分别可以这样使用：
1. 使用 cpio 来备份与反备份
[root @test /root]# find / -print | cpio -covB > /dev/st0 <==备份至 tap
[root @test /root]# cpio -iduv < /dev/st0

<==由 tap 将数据存回系统中！

2. 使用 tar 来备份
[root @test /root]# tar -zcvfP host.tar.gz / --exclude /proc --exclude /mnt --exclude /tmp
[root @test /root]# tar -zxvf host.tar.gz

这两个工具都蛮好用的！尤其我特喜欢 tar 的用途！因为他相当的适合于另一颗硬盘的备份呢！
部分备份的基础工具：
至于部分备份方面，我们就以简单的 tar 来说明一下吧！！假如我们需要备份的数据是每天的 MySQL 数据库时，由
于我想让每天的数据都存成不同的档案，而要分别档案的新旧又以日期来分别最简单了！所以我就可以这样做：
[root @test /root]# tar -zcvf mysql.`date +%Y-%m-%d`.tar.gz /var/lib/mysql
如果忘记了上面的指令代表什么意思，那么请回到 bash 那一章去瞧一瞧吧！
[root @test /root]# tar -N '2002/07/05' -zcvf home.tar.gz /home
只有在比 2002/07/05 还要新的档案，在 /home 底下的档案才会被打包进 home.tar.gz 中！

这样就能将 mysql 的数据库压缩备份至 mysql.2002-07-06.tar.gz 这个档案，并且日期会每天都不一样！呵呵！这样一
来如果系统的数据库出了问题，就可以马上的回复了！而且还有很多的档案可供回复呢！不错吧！此外，也可以 利
用类似上面的第二个范例的例子，将最新的资料备份就好，其它的资料则不予以更动！嘿嘿！提供了更完善的方式呢！
大致的工具就是这样了！此外，由于备份是长长久久的事业，所以我们需要的是『系统可以自己动作』的方式，您说是吧！所
以呢，这个时候就需要使用到 cron 的服务啦！还记得我们先前讲过的 例行性命令的建立 吗？赶快在去复习一下呀！

VBird 的备份策略
其实我在备份的策略相当的简单，我并没有想要将整个系统完全的备份下来，因为太耗时间了！而且就我的立场而言，似乎也
没有这个必要，所以通常我只备份较为重要的档案而已！不过，由于我需要备份 /home 与网页数据，如果天天都备份，我想，
系统迟早会受不了，所以我就将我的备份分为两大部分，一个是每周备份，一个则是每日备份，备份的时间点都选择在凌晨的
3~4 点左右！这个时候我就写了两个简单的 scripts ，分别来储存我的数据：
1.
2.
3.
4.
5.

使用一颗加挂的硬盘来进行备份的功能，挂在 /disk2 当中；
每周进行的备份有 /home, /var, /etc, /boot, /usr/local 等目录；
每日进行的目前仅有 MySQL 数据库；
利用 /etc/crontab 来自动提供备份的功能；
在每周或每月定期的将数据分别 (a)烧录到光盘上面 (b)使用网络传输到另一部机器上面。

•

日常备份行为：
底下提供我的备份的 scripts ，希望对大家有点帮助！
[root @test /root]# vi backupweekly.sh
#!/bin/bash
# This file will backup
#
1. username (in /etc, passwd, shadow, group, gshadow, aliases,
#
aerosol510.mail, and /var/spool/mail, total 7 files)
#
2. httpd (in /etc/httpd/conf, httpd.conf and /var/www/html
#
/home/vbird will be tared !)
#
3. smb (in /etc/samba/*, all files will be copied!)
#
4. The safe and driver files
#
/etc files
#
/var/lib/mysql

#
#
#
#
#

===========================================================================
History
Make by VBird 2000/12/16 first time!
============================================================================

# 建立备份的路径！这样的好处是可以清楚的知道每个档案放置的地点！
usernamep=/disk2/backup/username
httpdp=/disk2/backup/httpd
smbp=/disk2/backup/smb
otherp=/disk2/backup/others
netpara=/disk2/backup/network
ftpp=/disk2/backup/ftp
#1. username, sendmail and their home directories and local setting
cp /etc/passwd $usernamep
cp /etc/shadow $usernamep
cp /etc/group $usernamep
cp /etc/gshadow $usernamep
cp /etc/aliases $usernamep
tar -zcf $usernamep/mail.tar.gz /var/spool/mail
tar -zcf $usernamep/home.tar.gz /home
tar -zcf $usernamep/usr.local.tar.gz /usr/local
#2. httpd and mysql and counter data
cp /etc/httpd/conf/httpd.conf $httpdp
tar -zcf $httpdp/webcgi.tar.gz /var/www
tar -zcf $httpdp/counter.tar.gz /usr/local/Counter/data
/etc/rc.d/init.d/mysqld stop
tar -zcf $httpdp/mysql.lib.tar.gz /var/lib/mysql
/etc/rc.d/init.d/myslqd start
#3. smb
cp /etc/samba/lmhosts $smbp
cp /etc/samba/MACHINE.SID $smbp
cp /etc/samba/smb.conf $smbp
cp /etc/samba/smbpasswd $smbp
cp /etc/samba/smbusers $smbp
#4. safe and drivers
tar -zcf $otherp/etc.tar.gz /etc
tar -zcf $otherp/mrtg.cfg.tar.gz /usr/local/mrtg-2/bin
tar -zcf $otherp/virus.tar.gz /usr/local/virus
cp /etc/cron.weekly/backup /$otherp
#5. network parameters
cp /etc/hosts
$netpara
cp /etc/hosts.allow
$netpara
cp /etc/hosts.deny
$netpara
cp /etc/sysconfig/network
$netpara
cp /etc/modules.conf
$netpara
cp /etc/sysconfig/network-scripts/ifcfg-eth0
$netpara
#6. ftp services
cp /etc/ftp*
$ftpp

当然啰，上面的 script 是适合我的状态，所以，你要使用的话，还得要修修改改呦！不要照着使用，会有问题的！

•

每日备份资料 scripts：
再来，继续提供一下每日备份的数据：
[root @test /root]# vi backupdaily.sh
#!/bin/bash
#
# This program is created by VBird 2002/06/13
#
# What is this program?
#
This program will backup the following messages:
#
1. MySQL data files ( /var/lib/mysql );
#
2. HTTP's CGI-directory ( /var/www/cgi-bin )
#
# HOW TO RUN THIS PROGRAM?
#
Just put the file into /etc/crontab job,

#
or put this file's link file to /etc/cron.daily!
#
###############################################################
# History
# Date
What
Who
#==============================================================
# 2002/06/13
First time to run this program
#
The only backup files are MySQL and CGI VBird
#==============================================================
# 0. Get the date messages and backup directory
day=`date +%Y-%m-%d`
basedir="/disk2/backup/daily"
# 1. MySQL ( PATH = /var/lib/mysql )
/etc/rc.d/init.d/mysqld stop
cd /var/lib
tar -zcf "$basedir"/mysql."$day".tar.gz mysql 2> /dev/null
/etc/rc.d/init.d/mysqld start
# 2. CGI ( PATH = /var/www/cgi-bin )
cd /var/www
tar -zcf "$basedir"/cgi-bin."$day".tar.gz cgi-bin 2> /dev/null

好啦！这样一来每天的 MySQL 数据库就可以自动的被记录在 /disk2/backup/daily 里头啦！而且还是文件名称会自动的改
变的呦！呵呵！我很喜欢！OK！再来就是开始让系统自己跑啦！怎么跑？！就是 /etc/crontab 呀！提供一下我的相关设定
呦！感谢网友 duncanlo 兄提供的好主意！在备份之前将 MySQL 数据库的服务先 stop ，这样一来在在线备份的时候会比
较 OK ！！
[root @test /root]# vi /etc/crontab
# 加入这两行即可 ( 请注意您的档案目录！不要照抄呦！ )
# backup scripts
30 3 * * 0 root /etc/root/backupweekly.sh
30 2 * * * root /etc/root/backupdaily.sh

这样系统就会自动的在每天的 2:30 进行 MySQL 的备份，而在每个星期日的 3:30 进行重要档案的备份！呵呵！您说，
是不是很容易呢！？但是请千万记得呦！还要将 /disk2 当中的资料 copy 出来才行耶！否则整部系统死掉的时候....那可不
是闹着玩的！

•

远程备援系统：
除此之外，那么还有没有保险的方式呢？呵呵！刚刚前面不是提过远程备援吗？最简单的说法就是『使用因特网的方法，
将你的数据送到远程主机去备份！』那样就 OK 啦！那么我们怎么使用远程备份的方法呢？那就用最简易的 FTP 吧！不
过，在此之前，你必需要了解的是：
1. 备份的资料最好『越精简越好』；
2. 远程主机必需提供 FTP 服务(当然，其它的服务例如 sftp 也是可以的，只要能够将数据传上去就好了！)
3. 远程主机必需要可以符合你上传的属性设定，例如 quota 容量、储存目录的属性等等！
好了，那么我们就用最简单的自动 FTP scripts 来帮我们达成自动档案上传的功能吧！
#!/bin/bash
#
# WHAT IS THIS:
# This program will automatically put the backup file
# from this host to another hosts
#
# HISTORY
# When
Who
What
# 2002/10/14
VBird
First time to release
#
###################################################################
# 1. input your FTP's ID and PassWord
host="192.168.1.100"
id="testing"
pw='your.passwd'
# 2. what is the correct and remote working directory
basedir="/disk2/backup"
remodir="/disk2/backup_testinghost"

# 本机上面的欲上传档案路径

# 3. the tar file

# 远程主机欲备份的目录

filename="backup.testinghost.tar"
# 4. starting tar work
# 因为我将所有预备被传送的数据都分门别类的放置在 /disk2/backup 这个目录中，
# 但是 FTP 传送档案的时候，毕竟一个档案送完会比较容易与快速，
# 所以我先将好几个档案 tar 成一个！
cd $basedir
tar -cvf $filename *
###################################################################
# 5. 底下就是 ftp 自动联机并操作上传手续的 script ！
ftp -n "$host" > "$basedir"/"$filename".log 2> "$basedir"/"$filename".log <<EOC
user
$id
$pw
binary
cd
$remodir
put
$filename
bye
EOC
# 6. End of this file
#
Please remenber, change permission of this file!
#
Because there are many personal secure in this file!

好了！大家赶紧写一个适合自己的备份 script 来进行备份的行为吧！重要重要喔！

简易 X-Window 设定
X-Window 的架构
在 Unix-Like 包括 Linux 等作业底下的图形界面通常被我们简称为 X-Window 啰，这个 X-Window 怎么来的？他目前的版本是怎
样？还有，X-Window 主要是主从架构的(Server, Client)，那么这些主从架构是怎么回事呢？我们底下就来谈一谈这些东西吧！

•

XFree86 的历史演进与版本
基本上，X-Window 的核心就是 XFree86 这个玩意儿啰，他怎么来的呢？在早期的 Unix 世界中，并没有所谓的图形界面，
所以在一些图形展示上面有点困扰就是了，后来经过麻省理工学院(MIT)的发展，终于在 1986 年开发出在 Unix 系统上面
的 X Window System！并且组织了 XFree86 这个计划组织来发展这个图形接口！从此之后，人们才可以在 Unix 操作系
统中看到这个美美的图形化接口(Graphical User Interface, 简称 GUI)呢！那么这个 XFree86 组织继续发展这个接口，到了
1987 年释出第一版的 X11 版本，而后陆续发展出更新的版本，在第二版释出被称为 X11R2，目前的版本则是第六次释出，
称为 X11R6 啰！而目前的 X11R6 版本中，主要依照新旧又被分为较旧的第三版(version 3)，以及较新的第四版(version
4)。(注： XFree86 的命名基本上为 X 系统 + Free 软件 + x86 系统架构 的简写啰！)
那么在 Linux 针对 XFree86 的使用上面情况是怎样呢，呵呵，在 1994 年第一个 Linux kernel 1.0 的版本当中，就已经支
持 XFree86 啰！至于目前在 2002 年之后出版的 Linux distribution 通常都已经换为了 version 4 了，例如 Mandrake 9.0 及
Red Hat 7.2 以后版本，这一版支持的显示卡驱动程序较多，而且也较新啦！不过，在 2001 年以前的 Linux 版本则主要还
是以 version 3 为主呢！

•

X server, X client 与 Window manager
大概了解一下 X-Window 的历史与版本之后，接着下来我们要来谈一谈，那么什么是 X server, X client 这些个东西，怎么
一个 X-Window 有这么多的奇怪的接口，什么 KDE 啦还有 GNOME 啦等等的！
•

X server：
基本上，XFree86 的主要功能是什么呢？嗯！那就是管理整个 Linux 主机上面的关于显示的硬件配备啦！例如显示
卡、屏幕分辨率、键盘形式、 鼠标形式等等，咦！那我们在安装 Linux 的时候，不是都已经可以将这些信息设定
好了吗？这里必须说明的是，X-Window 在 Linux 里面只是『一个 软件』而已，所以，你在安装 Linux 的时候，选
择的键盘也好，鼠标形式也好，都是给 Linux 这个系统用的，跟 X-Window 可没有绝对的关系呢！所 以这也就说
明啦，你的 X-Window 要在 Linux 上面启动时，还需要加载 X-Window 需要的驱动程序才行！所以呢，当你以 runlevel 3 进入 Linux 之后，基本上，X-Window 是完全不存在你的系统的内存中，而当你输入 startx 以启动 X-Window
系统时，这个时候 Linux 才会开始读入 X-Window 的驱动程序(大概就是显示卡驱动程序、屏幕分辨率调整等等的
设定值)。所以，请注意啦，这个 X server 就是用来管理 Linux 主要关于显示的一些硬件与驱动程序啰！

•

X client：
大略知道了 X server 之后，再来我们要看一看，那么什么是 X client 呢？又没有网络联机，怎么会有 client 这个名词？
其实，X server 主要的功能只是在管理显示的驱动程序与硬件，但是在整个屏幕前面显示给使用者，并且经由使用
者移动鼠标也好、键盘也好，来启动一些『事件』的动作，以响应给 X server，并进一步处理一些信息，则是需要
一些 X 的软件来进行，这些关于 X 的软件，我们就可以称为是 X client 啰！反正，只要是关于一些窗口的行为、显
示在屏幕的行为等等，使用者都是透过 X client 来告诉 X server 的啦！那也就是说，『当 X server 死掉的时候，X
client 根本就无法动作！』怎么说呢？因为管理硬件的 X server 都不动了，利用这个 server 来进行显示与事件触发的
X client 要怎么活下去？了解了吗？

•

Window manager：
那么什么又是『窗口管理员？』说穿了，其实窗口管理员你也可以简单的将他看做是一个 X client 啦！这个
Window manager 主要是做为你跟整个 X Window 系统的接口，所以，所有的 X 软件(就是上面讲到的 X client)都是
他管的！目前最热门的两个窗口管理员就是 KDE 与 GNOME 啰！

如果我们以 KDE 来作说明，那么您应该不难了解，主要的硬件驱动还是得要 X Window 的核心，也就是 XFree86 这个咚
咚没有问题的驱动之后，然后我们才能进入 KDE 这个窗口管理员的接口之下进行美美的图形接口环境工作！万一哪一天
您的 X-Window 死掉了，你必须要知道的是，你是怎么让他死掉的？

•

•

如果之前还可以进入 X-Window，也就是 KDE，不过经过当机之后(这里指的是并没有重新设定 XFree86 喔！)，导
致 X-Window 无法进入，那么应该可能就来自于 KDE 的问题了，这个情况之下，通常删除自己家目录之下的.kde
这个隐藏目 录后，就可以恢复到最原始的状态。

•

但是如果一安装完 Linux 就一直无法进入 X-Window 的话，那么大概就是 XFree86 这个核心没有设定好的问题啦！
所以我们就必须要设定 XFree86 呢！

XFree86 的主要设定档案
好啦，既然如果曾经进入过 X-Window，则可能的问题就会变成是 window manager 的问题，而不是 XFree86 的问题，那么
情况应该还容易解决，所以我们不谈这个。我们底下要谈的是当你的 X-Window 一直无法正确且 成功的启动时，那么应
该就是硬件设定的问题啦！例如分辨率调错啦、鼠标格式不对啦、显示卡的驱动程序不对等等的问题！果真是这些问题的

时候，我要如何来重 新设定我的 XFree86 这个核心呢？
刚刚前面提过，我们的 XFree86 目前有两个版本，分别是 version 3 与 version 4，那么怎么知道我的 Linux 使用的是哪一个
XFree86 的版本呢？嗯！就使用：
X –version
来检查吧！好了，那么不同版本的设定档在哪里？这两个版本的设定档分别是：
•
•

version 3:
version 4:

/etc/X11/XF86Config
/etc/X11/XF86Config-4

请特别留意他的大小写呢！上面的可是设定档喔！所以呢，当我们说『我的 X-Window 一直无法驱动，我要去修改我的设
定档！』通常指的就是这个 档案啦！目前我们在 Linux 里面大多是使用 version 4 了，因此底下我们将以
/etc/X11/XF86Config-4 这个档案来说明呢！请注意，如果您的 X-Window 本来可以正确无误的启动时，表示 这个档案内
容是对的，这个时候，『请务必将您的这个设定档案备份一个！』因为未来如果设定错误导致无法进入 X-Window 时，只
要将原本正确的备份文件 覆盖回来，你的 X-Window 就救回来了！所以这个档案真的很重要，请记得一定要备份喔！
cp /etc/X11/XF86Config-4 /etc/X11/XF86Config-4.bak
底下我们就来谈一谈，怎么样设定我们的 XFree86 呢？一般而言，如果你要重新设定 XFree86 的一些细项设定时，最好的
步骤是：
•
•
•
•

如果已经能够进入 X-Window 了，那么就直接以 Window manager 提供的小工具来设定你的 XFree86，例如 KDE 提供
的 control center 就可以进行这个工作；
如果没有办法进入 X-Window 了，那么就使用各家 distribution 提供的小工具来设定我们的 XFree86 设定档；
如果各家提供的工具还没有办法设定好 XFree86 的话，那么就必须要使用到 XFree86 提供的小软件工具，在指令列
模式下面执行的 xf86cfg 或 xf86config 啰！
如果调整的结果您还是不太满意，那么就直接手动的来微调/etc/X11/XF86Config-4 这个档案吧！

使用设定工具：XFdrake, Xconfigurator：
好了，如果你的 X-Window 本来就没有问题，那么底下的数据就可以不要看啦！但是，如果你的 X-Window 一直怪怪的，那 么
底下的设定方式就得给他瞧一瞧！目前使用上面较为方便的，还是以各家 distribution 提供的小工具来设定我们的
/etc/X11/XF86Config-4 这个档案较为方便，而设定的内容不外乎：
1.
2.
3.
4.
5.

键盘的格式；
鼠标的格式；
屏幕的格式，包含分辨率、水平、垂直更新频率等等；
显示卡的主要驱动程序，也就是所谓的 X server 最主要的内容啦！
显示的分辨率：

上面那个显示的分辨率还得要了解一下，我们在设定屏幕的分辨率时，指的是『我的屏幕能够负荷的最高分辨率』，而在第五
项的显示的分辨率，是我们进入 X-Window 并且使用 Window manager 来操作主机之后，那个桌面的支持的分辨率啦！因此，第
三项屏幕的分辨率当然就可以设定的比较高啰！
目前最流行的两套 Linux：Mandrake 与 Red Hat 均提供不错的软件来设定 XF86Config-4，那就是：
•
•

Mandrake XFdake
Red Hat Xconfigurator

这两个套件设定的项目几乎都是一模一样啦。好了，请记得备份你的 XF86Config-4 这个档案吧。

•

Mandrake ： XFdrake
直接在指令列模式中输入 XFdrake 开始使用 XFdrake 的 X 设定啰！

•

侦测系统的硬件设定：

进入 XFdrake 之后的第一个动作即是在侦测你的主机上面的硬件啦！如果捉到硬件之后，会将你的 Linux 主机上面
的硬件给他显示在画面上，如同上图所示，而且有几个设定值：
•
•
•
•
•
•

Graphic Card: 这个显示目前你的显示卡芯片；
Monitor:
显示目前你的屏幕厂牌或者选择自订(Custom)
Resolution: 选择你的 X-Window 显示的分辨率
Test:
立即测试你的硬件设定
Options:
让你选择是否开机的时候进入 X-Window
Quit:
离开 XFdrake 这个程序！

请注意，在选择的时候，必须要使用<tab>按键，使光标移动到 OK 之后，才可以进入各细项去选择呢！

•

显示卡芯片组的选择：Graphic Card
在按下了 Graphic Card 之后，会出现可以选择芯片组的画面来，如下图所示，在下图中，基本上会有三个字段，第
一个 Vendor 是说厂商，第二个 SIS 则是发展的厂商名 称，例如你的显示卡是 Nvidia 的，那么就选择 Nvidia 吧！第
三个则是这个厂商的支持芯片组！嗯！选择你的显示卡吧！我这里是使用 SIS 的 6326 啦！

好了，确定了芯片组之后，由于我们的 X11 目前有两版，所以必须要先确认一下你的 X11 版本为何？因为这两个
版本使用的芯片组驱动程序并不相同呀！因此，按下 OK 之后会出现下面图示：

由于我是使用 version 4，所以这里就选择 XFree 4.2.1 啰！选择了 XFree 4.2.1 之后，系统会回复到最先前的画面喔！

•

设定屏幕：Monitor
设定完了显示卡之后，再来则是设定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咚咚，就是显示器，也就是屏幕设定啦！在屏幕的设定当中，

首先，你可以选择程序提供的显示器的厂牌，如下图所示，如果你可以找到你的屏幕厂牌的话，那么直接点选就可
以啦！如果找不到的话，那么就直接选择 Custom 吧！

如果刚刚上面选择了厂牌的话，那么程序将会自动设定水平、垂直更新频率；但是，如果是选择了 Custom 的话，
那么就会出现如上的图示来要求你输 入水平、垂直的更新频率。这里请特别留意呢，因为这两个频率设定错误的
话(如果设定得太高了的话)很有可能会造成『屏幕的烧毁』，通常设定水平 31-57 及垂直 50-90 应该都不会有问题
啦！这里设定完之后，又会回到最先前的画面。

•

设定 X-Window 分辨率：Resolution
在按下了 Resolution 之后，会出现下图：

在屏幕的分辨率上面，这个就随个人的喜好而定了，鸟哥特别喜欢字小小的，桌面大大的，所以比较偏好
1024x768 这样的设定值啰！

•

实地测试：Test
再来，如果按下 Test 之后，XFdrake 就会帮我们进行测试工作了！奇怪的是，我做了好几次，结果都没有办法 Test

成功！真是奇怪？如果在这个画面中当掉了，不要慌张，按下[Ctrl]+[Alt]+[F1]就会回到原来的画面，基本上，不
Test 也没有关系啦！

•

设定 run-level：Options
接着下来则是设定是否开机即启动 X-Window，也就是所谓的 run-level 5 啦

以我为例，因为我的 Linux 都是拿来当服务器用的，而且对于 X-Window 不是很有使用的时机，所以我都是以 runlevel 3 来登入 Linux 的，自然也就选择 No 啰！

•

离开 XFdrake：Quit
这样就设定完毕了！所以选择离开，这个时候会出现如下的图示：

如果确定一切都没有问题，就给他按下『Yes』吧！这样就完成设定了！当然啦，你的/etc/X11/XF86Config-4 就被
更改啰！

•

Red Hat : Xconfiguration
在 Red Hat 里面也有个 Xconfiguration 来简单的设定我们的 X Window 的各项设定喔！

•

执行 Xconfigurator ：
这个时候会出现一个欢迎画面，按下 OK 之后，系统会自动去捉显示卡的芯片组。 如果显示卡是这一版的
XFree86 有支持的话，那系统就会显示出你的显示卡型号，如下图所示为 S3 的 Trio64v2 芯片：

•

设定屏幕与屏幕分辨率：
上图按下 OK 之后会开始去设定显示器（屏幕），一般我们都用自订的方法去捉屏幕，所以选择 Custom 手动设
定（第一项），如下图所示：

按下 OK 之后，系统会告诉你一些讯息，再按下 OK 后，就会出现如下的画面，告诉你应该要选择哪一个屏幕的
分辨率，通常我们都会选择『High Frequency SVGA, 1024x768 @ 70Hz 』那一个选项。

上图按下 OK 之后，就会要求你选择垂直分辨率，通常我们都是选择第二项，也就是 50-90 那一项即可；

•

显示卡相关设定：
再来系统会问你是否要让 XFree86 自己捉显示卡相关的信息？这里可以按 Probe 也可以按 Don't Probe ，只是，如
果你确切的知道你的显示卡内存的大小的话，这里建议选择 Don't Probe； 上一步骤选择 Don't Probe 之后，系统
会要你选择你的内存，请依你的显示卡内存实际大小输入，如果是 S3 Vrige 的话，通常是 1M 或者是 2M 左右吧！

选完了内存大小之后，过来是选择你的记忆频率芯片，由于我们通常不是很清楚我们的芯片是哪一个，所以这里只
好让系统自己捉，如下图，直接选择 No Clockchip Setting 即可！

•

色彩度的设定：
再来则是选择画面分辨率与色彩量，如下图所示，一般而言，如果你的 X-Window 一直有问题，这里可以选择 8
bit，及 640x480 的最原始设定就好！如果你的 X-Window 没有问题，可以正常的使用了，而你觉得你想要让你的
色彩最大化，则可以仅选择 24 bit 及 1024x768 这一项即可！如此一来，你就可以以你最喜欢的分辨率与色度进入
X-Window 啦！（注意喔，在 bit 之间以 tab 键移动，而以 空格键 确定！）

接着下来系统告诉你要开始测试 X-Windows 啦，按下 OK 之后系统就开始测试 X-Window！在这个地方要注意一
下，如果你的设定不完全，则系统将会回到第三步骤重新再设定，如果你在这一个步骤重复了三次以上仍无法设定
成功，那就必须以 xf86config 这支程序设定了！
如果你可以正常的看到一个光标及一个框框告诉你还有 10 秒钟的时间可以按确定，那就表示你的 X-Window 可以
用啦！这个时候请选择 OK，然后出现的另一个框框告诉你：『是否要在下次开机的时候以图形接口登入』，这一
步千万选择『NO』，因为以 X-Window 为预设的开机接口，个人觉得并不好，因为不但占用了较多的系统资源，
而且，并不会比较好使用！
完成设定了，跳出 Xconfigurator 后，以 startx 进入 X-Window ！
很简单吧，这就是使用工具软件来设定的方法。底下我们来提一提，那么正统的设定 XFree86 该怎么玩？

使用 XFree86 提供的工具设定：xf86cfg, xf86config
基本上，XFree86 已经提供了两支相当好用的程序来帮我们设定 XF86Config-4 了！那就是 xf86cfg 及 xf86config 这两个！
那个 xf86cfg 会自动的侦测我们的主机信息，并且直接将新的 XF86Config.new 档案放置在设定者的家目录之下，相当的方便！
只要使用者在启动 X-Window 之前，将自己家目录的 XF86Config.new 复制到 /etc/X11/XF86Config-4 这个档案，那么就完成设
定啦！但是，由于 xf86cfg 主要是自动帮我们捉取数据的，除非您使用 man xf86cfg 来查询他的参数，否则常常无法捉到自己喜
欢的模式！使用的方法是直接在指令列模式下，下达 xf86cfg 即可！
相对于 xf86cfg 的主动侦测数据，这个 xf86config 则显的较为老态龙钟，因为他的所有设定都需要使用者给予呢！包括键盘、
鼠标、屏幕、分辨率等等的问题。不过，因为他都是经由使用者设定的，所以自然也就有 办法直接提供使用者一个喜好的环境

设定啰！底下我们就针对 xf86config 来谈一谈吧！
[root @test root]# xf86config
Step 1: 准备备份与是否进行？
This program will create a basic XF86Config file, based on menu selections you make.
Before continuing with this program, make sure you know what video card
you have, and preferably also the chipset it uses and the amount of video
memory on your video card. SuperProbe may be able to help with this.
Press enter to continue, or ctrl-c to abort.

<==这里按下 Enter 开始设定

Step 2: 设定鼠标：
First specify a mouse protocol type. Choose one from the following list:
1. Microsoft compatible (2-button protocol)
2. Mouse Systems (3-button protocol)
3. Bus Mouse
4. PS/2 Mouse
5. Logitech Mouse (serial, old type, Logitech protocol)
6. Logitech MouseMan (Microsoft compatible)
7. MM Series
8. MM HitTablet
9. Microsoft IntelliMouse
Enter a protocol number: 4

<==主要是 2 或 4，目前大多使用 ps/2 鼠标，所以选 4 就对了！

Do you want to enable Emulate3Buttons? n <==是否模拟三键？我们已经是三键，当然不模拟！
Now give the full device name that the mouse is connected to, for example
/dev/tty00. Just pressing enter will use the default, /dev/mouse.
Mouse device:

<==这里要设定鼠标的装置代号，通常使用默认值即可，所以按下 Enter！

Step 3: 设定键盘格式：
1 Generic 101-key PC
2 Generic 102-key (Intl) PC
3 Generic 104-key PC
4 Generic 105-key (Intl) PC
5 Dell 101-key PC
6 Everex STEPnote
7 Keytronic FlexPro
8 Microsoft Natural
Enter a number to choose the keyboard.
1

<==选择键盘的形式，如果不知道你的键盘格式，选择 1 或 3 即可！
1

U.S. English
2 U.S. English w/ ISO9995-3
3 U.S. English w/ deadkeys
4 Albanian
Enter a number to choose the country.
Press enter for the next page
1

<==选择键盘按键，我们键盘上面有的是英文呀！所以当然选择 1 英文按键！

Please enter a variant name for 'us' layout. Or just press enter
for default variant
<==选择这个键盘的名称，预设称为 us ，不用搞特殊，Enter 即可！
Please answer the following question with either 'y' or 'n'.
Do you want to select additional XKB options (group switcher,
group indicator, etc.)? n

<==是否需要额外的 XKB 选项，不需要啦！按 n ！

Step 4:设定屏幕
Now we want to set the specifications of the monitor.
The valid range for horizontal sync and vertical sync should be documented
in the manual of your monitor. If in doubt, check the monitor database
/usr/X11R6/lib/X11/doc/Monitors to see if your monitor is there.
Press enter to continue, or ctrl-c to abort.

1
2
3
4
5
6
7
8
9
10

<==准备设定屏幕，按 Enter 开始

hsync in kHz; monitor type with characteristic modes
31.5; Standard VGA, 640x480 @ 60 Hz
31.5 - 35.1; Super VGA, 800x600 @ 56 Hz
31.5, 35.5; 8514 Compatible, 1024x768 @ 87 Hz interlaced (no 800x600)
31.5, 35.15, 35.5; Super VGA, 1024x768 @ 87 Hz interlaced, 800x600 @ 56 Hz
31.5 - 37.9; Extended Super VGA, 800x600 @ 60 Hz, 640x480 @ 72 Hz
31.5 - 48.5; Non-Interlaced SVGA, 1024x768 @ 60 Hz, 800x600 @ 72 Hz
31.5 - 57.0; High Frequency SVGA, 1024x768 @ 70 Hz
31.5 - 64.3; Monitor that can do 1280x1024 @ 60 Hz
31.5 - 79.0; Monitor that can do 1280x1024 @ 74 Hz
31.5 - 82.0; Monitor that can do 1280x1024 @ 76 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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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ter your own horizontal sync range

Enter your choice (1-11): 7 <==目前的屏幕选择 7 应该都吃的下啦！
当然，如果你的屏幕比较好，可以考虑选择 8~10 的选择！
the
1
2
3
4
5

number that counts is the high one (e.g. 87 Hz rather than 43 Hz).
50-70
50-90
50-100
40-150
Enter your own vertical sync range

Enter your choice: 2

<==目前屏幕选择 2 也应该都没有问题啦！

You must now enter a few identification/description strings, namely an
identifier, a vendor name, and a model name. Just pressing enter will fill
in default names.
The strings are free-form, spaces are allowed.
Enter an identifier for your monitor definition: MyMonitor<==这里要写一下你的屏幕的代号，
随便写没有关系啦！因为这个是在 XF86Config 里面的代号而已！
Step 5: 设定显示卡
Do you want to look at the card database? y <==是否要选择显示卡？当然是要啰！
468 SiS 5597
SiS5597
469 SiS 5598
SIS5598
470 SiS 620
SIS620
471 SiS 6326
SiS6326
472 SiS SG86C201
SIS86C201
Enter a number to choose the corresponding card definition.
Press enter for the next page, q to continue configuration.
471<==这里接着下来会让你选择你的显示卡数据，由于我们的数据库相当庞大，所以
如果该页没有你要的数据时，可以按下 Enter 到下一页去选择！那么如果你的厂商
是比较小牌的怎么办？没关系，果真如此，那么选择不同厂商但是同样芯片的
数据就可以了！由于我是使用 Sis 6326，所以就选择 471 这个号码啰！
Your selected card definition:
Identifier: SiS 6326
Chipset:
SiS6326
Driver:
sis
Do NOT probe clocks or use any Clocks line.
Press enter to continue, or ctrl-c to abort.
How
1
2
3
4
5
6

<==这里再按 Enter 即可！

much video memory do you have on your video card:
256K
512K
1024K
2048K
4096K
Other

Enter your choice: 6 <==设定你的显示卡内存，目前的主流已经提升到 64MB 了，
所以自然要选择 6 来自定了！记得 RAM 的算法：
32M = 32*1024= 32768K 才对喔！
Amount of video memory in Kbytes: 1024 <==我的卡只有 1M 而已….
The strings are free-form, spaces are allowed.
Enter an identifier for your video card definition:

<==这里按下 Enter 使用默认值即可！

Step 6:设定屏幕分辨率：
"640x480" "800x600" "1024x768" for 8-bit
"640x480" "800x600" for 16-bit
"640x480" for 24-bit
Modes that cannot be supported due to monitor or clock constraints will
be automatically skipped by the server.
1 Change the modes for 8-bit (256 colors)
2 Change the modes for 16-bit (32K/64K colors)
3 Change the modes for 24-bit (24-bit color)
4 The modes are OK, continue.
Enter your choice: 3

<==预设的情况下会有上面的那些模式，那么我通常喜欢一种模式而已，

所以就按下 3 来修改该模式，设定为我喜欢的 1024x768 那个模式。
Select modes from the following list:

1 "640x400"
2 "640x480"
3 "800x600"
4 "1024x768"
5 "1280x1024"
6 "320x200"
7 "320x240"
8 "400x300"
9 "1152x864"
a "1600x1200"
b "1800x1400"
c "512x384"
Please type the digits corresponding to the modes that you want to select.
For example, 432 selects "1024x768" "800x600" "640x480", with a
default mode of 1024x768.
Which modes? 4

<==选择我要的呦！

Please answer the following question with either 'y' or 'n'.
Do you want a virtual screen that is larger than the physical screen? n
上面的设定在说明，是否需要虚拟桌面？我才不要呢！所以选择 n 啰！
1 Change the modes for 8-bit (256 colors)
2 Change the modes for 16-bit (32K/64K colors)
3 Change the modes for 24-bit (24-bit color)
4 The modes are OK, continue.
Enter your choice:

4

<==这样就 OK 了！

Please specify which color depth you want to use by default:
1

1 bit (monochrome)
2 4 bits (16 colors)
3 8 bits (256 colors)
4 16 bits (65536 colors)
5 24 bits (16 million colors)
Enter a number to choose the default depth.
5

<==预设是哪一个色彩度登入呢？选择你要的喔！我要的是 5 那个色彩度！

Step 7: 写入设定档
Shall I write it to /etc/X11/XF86Config? y <==勇敢一点！给他 y 写入吧！反正已经备份了！

这样就设定完成了，但是比较麻烦的是，这个指令在设定 XF86Config，所以你必需将他复制成为 XF86Config-4 才可以呢！然后
就可以测试一下 X-Window 是否成功啰！

手动修改 XFree86 设定档
好了，既然知道前面几个咚咚都是在设定 XF86Config-4 这个档案，那么我们岂不是也可以自行去修改这个档案呢？说的好！没
错！所以我们就来修修改改这个档案吧！首先，这个档案里面将很多的段落分成这种模样：
Section “section name”
……..
……..
EndSection

开头由 Section 接着该段落的内容项目，然后结束以 EndSection 来结束，我们直接在档案内容进行说明吧！请参考一下底下的
内容啰：
[root @test X11]# vi /etc/X11/XF86Config-4
Section "Module"
Load "dbe"
Load "dri"
Load "extmod"
Load "glx"
Load "record"
Load "xie"
Load "freetype"
Load "type1"
Load "v4l"
EndSection
上面的数据在加载驱动 X-Window 的时候，需要的模块项目！通常这些项目都给他加载进去吧！另外，

模块的数据可以在/usr/X11R6/lib/modules 这个目录中找到！
Section "Device"
Identifier "Card0"
Driver
"nv"
VendorName "NVidia"
BoardName
"GeForce2 MX"
BusID
"PCI:1:0:0"
Option "X-KXCONFIG-VideoRam" "32768"
Option "X-KXCONFIG-MaxClock" "350"
EndSection
这个项目在设定你的显示卡驱动程序！以我的卡为例，这个例子中，使用的是 Geforce 2 MX，
所以当然就是使用 nv 这个预设的 Nvidia 驱动程序啦！还有 Option 里面的 VideoRam 设定的是显示
卡内存容量，记得填对！至于其它的项目就没有这么重要！
Section "Files"
RgbPath "/usr/X11R6/lib/X11/rgb"
FontPath "/usr/X11R6/lib/X11/fonts/75dpi:unscaled"
FontPath "/usr/X11R6/lib/X11/fonts/misc:unscaled"
FontPath "/usr/X11R6/lib/X11/fonts/TrueType"
FontPath "/usr/X11R6/lib/X11/fonts/Type1"
FontPath "/usr/X11R6/lib/X11/fonts/Speedo"
FontPath "/usr/X11R6/lib/X11/fonts/ghostscript"
EndSection
这个项目在设定字型与颜色，那个 RgbPath 是设定色彩，而 FontPath 则是设定字型的地方！
这里告诉我们另一个信息，那就是字型通常是摆在/usr/X11R6/lib/X11/fonts 里面喔！
Section "ServerFlags"
Option "AllowMouseOpenFail" “false”
EndSection
这里可以设定 X-Window 的另一个整体化参数！上面那个 AllowMouseOpenFail 的设定中，
若设定为 “false” 那么没有找到并驱动鼠标，就不能登入 X-Window 啰！
Section "InputDevice"
Driver
"keyboard"
Identifier
"keyboard"
Option
"XkbRules"
"xfree86"
Option
"XkbModel"
"pc104"
Option
"XkbLayout"
"us_group3"
EndSection
Section "InputDevice"
Driver
"mouse"
Identifier
"mouse"
Option
"Protocol"
"IMPS/2"
Option
"Device"
"/dev/psaux"
Option "ZAxisMapping" "4 5"
EndSection
这个是在设定周边输入接口，有键盘及鼠标两种设定，注意上面黑体的地方，keyboard 设定的是键盘
的格式(XkbModel 与 XkbLayout)，而鼠标则是设定接口(Protocol)较为重要！
Section "ServerLayout"
Identifier
"Default layout"
Screen
0 "Screen0" 0 0
InputDevice
"mouse" "CorePointer"
InputDevice
"usbmice" "SendCoreEvents"
InputDevice
"keyboard" "CoreKeyboard"
EndSection
这个地方在设定整个画面的输出呢！重点在 Screen 那个项目的设定喔！那个 0 0 指的是桌面左上角
为 0 0 的意思！
Section "Monitor"
Identifier "Generic Monitor"
VendorName "Typical Monitors"
ModelName "1280x1024, 60Hz"
HorizSync 31-64
VertRefresh 50-90
ModeLine "1024x768/70Hz" 75
1024 1048 1184 1328
768 771
-VSync
ModeLine "640x480" 25.175 640 664 760 800 480 491 493 525
EndSection
这个项目则是设定屏幕的细项，包括分辨率、更新频率等等的设定值喔！
Section "Screen"
Identifier "Screen0"
Device
"Card0"
Monitor
"Generic Monitor"

777

806 -HSync

DefaultDepth 16
Subsection "Display"
Depth
32
Modes "1024x768/70Hz" "640x480"
Virtual 0 0
EndSubsection
Subsection "Display"
Depth
24
Modes "1024x768/70Hz" "640x480"
Virtual 0 0
EndSubsection
Subsection "Display"
Depth
8
Modes "1024x768/70Hz" "640x480"
Virtual 0 0
EndSubsection
Subsection "Display"
Depth
16
Modes "1024x768/70Hz"
Virtual 0 0
EndSubsection
EndSection
重点来了！这个就是设定你进 入 X-Window 的时候，显示的分辨率啰！预设有支持的项目都会写进来，
但是，像比较龟毛的我，就是不喜欢有这么多的项目存在，所以我可以将上面的资 料，只剩下粗体字，
其它的都删除，那么进入 X-Window 就只有一种显示模式！比较方便啦！当然啰，你也可以藉由修改
DefaultDepth 那个项目 来控制登入 X-Window 时的设定值啰！

这样就设定完成啦！而如果你曾经选错了『虚拟桌面，Virtual desktop』时，那么就修改 Section Screen 那个项目，将里面的
Virtual 改成 0 0 即可啰！一般而言，我们在设定 X-Window 时，通常会先以各家 Linux distribution 提供的软件来设定，如果不能
成功，就改以 xf86cfg 来自动设定，还不能成功，就以 xf86config 来设定，再不成功，唉～只好使用手动的方式修改设定档啰！

启动 X-Window
好了，设定好了 XF86Config-4 之后，自然就是要启动 X-Window 试试看啰！那么该如何启动 X-Window 呢？如果在开机流程简
介那一篇有仔细的瞧过的话，应该会知道，我们的开机进入模式有多种，但是基本上正常登入则有 run-level 3 的文字接口登入及
run-level 5 的图形接口登入！如果是 run-level 5 的话，那么表示您目前应该已经是在 X-Window 的环境下了，如果是在 run-level 3
要转到 X-Window 的画面下，那么就直接给他：
startx
就可以啦！这个时候就会主动的来将我们刚刚设定的内容给他驱动看看，如果可以的话，自然就会进入窗口桌面啰！如果不能
进入，再次的给他设定吧！ ^_^

更新显示卡驱动程序范例：以 Geforce2 MX 说明
那么万一我的显示卡并不被我的 XFree86 所支持呢？例如最新的 Geforce4 这些芯片组的显示卡？没有关系，能不能驱动硬 体是
跟硬件发展的厂商有关系的，所以只要硬件开发商能够提供驱动程序的话，那么自然就可以没有问题的给他驱动啰！底下我们
以目前最常见的 Nvidia 的显 示卡来进行说明，让大家了解一下如何更新这个驱动程序吧！

•

下载最新的驱动程序：
既然要更新驱动程序，自然要到硬件开发商的网站去下载啰！底下列出 Nvida 的网址，您可以前往下载最新的驱动程序啰！
我是使用 SRPM 下载到我的系统当中，然后藉由编译来完成安装的！所以建议您也下载 SRPM 来玩玩吧！
http://www.nvidia.com/view.asp?IO=linux_display_archive
注：至少要两个档案，档名为：
NVIDIA_GLX-xxxx.src.rpm
NVIDIA_kernel-xxxx.src.rpm
那个 xxxx 显示的是版本，这两个档案的版本必需一致才行！

•

编译并安装驱动程序：
好了，开始来编译一下我们的 SRPM 啰！并且安装他们啦！
[root @test root]# rpm --rebuild NVIDIA_kernel-1.0-3123.src.rpm

[root @test root]# rpm --rebuild NVIDIA_GLX-1.0-3123.src.rpm
这个时候会在/usr/src/RPM/RPMS/i586 多两个档案，好了，将他装上
[root @test root]# rpm -ivh /usr/src/RPM/RPMS/i586/NVIDIA_kernel-1.0-3123.i586.rpm
[root @test root]# rpm -ivh /usr/src/RPM/RPMS/i586/NVIDIA_GLX-1.0-3123.i586.rpm

安装的过程当中会有一些错误讯息显示，不过不要仅，那个是正常的！在安装好了之后，会在
/usr/X11R6/lib/modules/drivers 多一个名为 nvidia_drv.o 的档案，那个就是我们要的驱动程序啦！

•

手动加入驱动程序于设定档中
如果您原先就可以使用 X-Window，那么就直接手动的修改/etc/X11/XF86Config-4 这个档案，如果原先就无法使用 XWindow 的话，那么请重新以 xf86config 设定一下你的 XFree86，然后在修改底下的数据：
[root @test root]# vi /etc/X11/XF86Config-4
1. 载入 GLX 模块：
寻找 Section “Module” 确定底下这一行存在，若不存在，请自行加入：
Load "glx"
同时寻找底下两行：
Load "dri"
Load "GLcore"
这两行若存在的话，请删除，若不存在，就没有关系！
2. 加载驱动核心程序
寻找 Section "Device" 应该会有这一行：
Driver "nv"
(或者其它的名称！)
将他修改为如下的样子：
Driver “nvidia”

这样就修订完成了！赶快重新启动 X-Window 试试看！

一、什么是 Linux 呢？！
•

试说明 Unix 与 Linux 的历史？
• Multics 系统：由 Bell（贝尔实验室）、MIT（麻省理工学院）与
GE（美国通用电器）合作开发的一个系统；
• 1969：K. Thompson 替 DEC 公司写了一个简单的 file system 系
统，此为 Unix 的前身，但是 Unix 一词尚未出现
• 1973：由 Bell 的 D. Richie 以 C 语言改写了 Thompson 的小系
统，全部以 ASCII 档案进行改写，方便于应用！此时为第一次出现
Unix 这个操作系统的名词，不过，由于 Unix 乃针对不同的硬件而
设定，因此仅出现在大型的 Server 上面看到！经过数年后，有底
下几种版本：
1. System V 来自于 ATT 公司；
2. BSD 来自于加州理工学院；
3. AIX 来自于 IBM 公司
• 1979：Richard Stallman 倡导 Open source 精神；
• 1984：GNU 与 Free Software Foundation (FSF)由 R. Stallman
倡导；
• 1986：Xfree86 出现在 Unix 上面，且在 1994 年整合于 Linux 中！
•

1991：芬兰大学生 Linus Torvalds 在网络上首次公告 0.02 版的
Linux Kernel ，称为 hobby。

•

简单说明 GNU General Public License （GPL）的精神：
• GPL 的授权之软件，乃为自由软件（Freeware），任何人皆可拥有
他；
• 开发 GPL 的团体(或商业企业)可以经由该软件的服务来取得服务的
费用；
• 经过 GPL 授权的软件，其属于 Open source 的情况，所以应该公
布其原始码；
• 任何人皆可修改经由 GPL 授权过的软件，使符合自己的需求；
• 经过修改过后 Open source 应该回馈给 Linux 社群。
(PS. Open source 最大的优点为多人维护， debugs 的速度较快，
程序亦较为安全，但是缺点则是缺乏『专人』维护！)

•

什么是 Linux Distribution？
基本上 Linux 是在 1991 年由芬兰大学生 Linus Torvalds 写的一个核
心操作系统，最早仅只是核心而已，后来由于此一核心不但可以适合于主
流 PC 的 x86 架构，并且稳定，因此有相当多的团队加入研究开发，后
来某些公司将一些套件加入此一核心中，变成为完整的『安装光盘』，亦
即是 Linux Distribution 了！所以才会有这么多的 Linux 版本，各版
本之间没有所谓的谁优谁劣，而是个有其优缺点！看你适合哪一款，就用
那一款吧！
开发商针对 Linux Kernel 进行开发，并加入适合该 Kernel 的套件（如
ftp, apache, mail 等等），及配合开发商本身的支持软件，而制作出来
的可安装光盘即可称为 distribution。

•

市面上众多的 Linux 版本当中，有何异同？
唯一相同的地方在于 Linux 的『Kernel』，目前 ( 2002/06/29 )
Kernel 发展至 2.4.xx 版本，至于不同点则是 Linux 开发商自行加入或
者是研发的软件。

•

Linu Kernel 的功能：
• System call interface
• Process control
• Memory management
• File System management
• Device drivers
简单的说，任何跟系统硬件资源有关的都是 Linux Kernel 管辖的范围，
所以编辑核心的时候，将核心编的越小越好！

•

试说明 Linux Kernel 与使用者之间的相关性？
硬件<=>Kernel (Modules Loader)<=>Shell ( Terminal or GUI )
<=>Users

•

试说明什么是 GUI
GUI 为 Graphical User Interface 的简写，即为使用者图形界面，目前
我们在 Linux 上面的 GUI 一般称为 X-Window ，而其核心为 Xfree86
这个 X-Server ！请注意，这个 Xfree86 最大的功能即是在控制『显示
卡、硬件周边』等跟 Window 有关的界面，所以 X-Window 无法启动时，
通常是 Xfree86 这个 X-Window 的核心驱动程序设定不完全有关！

•

Linux 的优点：
最大的优点来自于其良好的资源分配！所以具有：
• 良好的多人多任务环境，资源分配平均；
• 除了免费之外，在线更新速度快，除错与安全性均较佳；
• 为 Open source 的授权，故而具有 open source 的所有优缺点；
• 网络功能强大。

•

Linux 是多人多任务的环境，请问何谓多任务(Multitask)与多人
(Multiuser)：
• Multitask 指的是多任务环境，在 Linux 系统下， CPU 与其它例
如网络资源可以同时进行多项工作， Linux 最大的特色之一即在于
其多任务时，资源分配较为平均！
• Multiuser 指的是 Linux 允许多人同时连上主机之外，每个使用者
皆有其各人的使用环境，并且可以同时使用系统的资源！

二、Linux 的安装与认识 Linux 支持的硬件
•

一般而言， Linux 需要的配备并不需要太高档，但 Open Linux Server
3.1.1 需要？
• CPU 需要在 PII, PIII, P4 或 K7, K8 以上等级；

•
•

RAM 至少需要 64 MB，
硬盘至少 550 MB，全部安装则需要 1.7GB

•

什么是 IDE 界面，一般而言，普通 PC 允许几个 IDE 界面与装置？
• IDE 为用来传输硬盘数据的一个汇流界面；
• 共有 IDE1, IDE2 ，分别有 master 与 slave 所以共四个 IDE 装
置支持！

•

IDE2 的 master 之第一个 logical 磁盘中，其装置代号（文件名称）为何？
/dev/hdc5

•

在硬盘分割 (Partition)时，最多有几个 primary + extended ？
Primary + Extended 共四个，其中 Extended 通常只有一个！ ( 更详细
的硬盘与 MBR 可以参考 这里 这篇讨论 )

•

若在分割的时候，在 IDE1 的 slave 硬盘中，分割『六个有用』的扇区
（具有 filesystem 的），此外，有两个 primary 的扇区！请问六个扇区的
代号？
• /dev/hdb1(primary)
• /dev/hdb2(primary)
• /dev/hdb3(extended)
• /dev/hda5(logical 底下皆为 logical)
• /dev/hda6
• /dev/hda7
• /dev/hda8
请注意，5-8 这四个 logical 相加的总和为 3！

•

一般而言安装 Linux 至少要有哪两个 partition 呢？
• 根目录 / (root)
• 虚拟内存 Swap

•

一般而言，在 RAM 为 64MB 或 128 MB 的系统中， swap 要开多大？
约两倍的 RAM ，亦即为 128 MB 或 256 MB ，可获得较佳效能！

•

光驱与软盘机的代号（装置文件名称）？
• /dev/cdrom
• /dev/fd0

•

网络卡（Network Interface Card, NIC）的代号？
• /dev/eth0

•

预设的 Linux 档案格式为何？又，目前常用的 Journalling 档案格式为何？
• Ext2
• Ext3, Reseifs

•

安装 Linux 的主要流程？

•
•
•
•
•
•
•

BIOS（决定由 cdrom 或 floppy 开机，并加载 PC 硬件信息）
载入 install kernel loader ：
收集硬件信息
Hard Disk 之 Partition
Formation
Softpackage 的选择
开始安装！

•

什么是 GMT 时间？台北时间差几个钟头？
GMT 时间指的是格林威治时间，为标准的时间，而台北时间较 GMT 快了
8 小时！

•

Tap, SCSI 硬盘, RAID, printer 的装置代号？
• Tap
: /dev/ht0 (IDE), /dev/st0 (SCSI);
• SCSI H.D.: /dev/sd[a-p],
• RAID
: /dev/md[0-15];
• printer : /dev/lp[0-2]

三、简易 KDE 的使用( X-Window)
•

若以 X-Window 为预设的登入方式，那请问如何进入 Virtual console 呢？
可以按下 [Ctrl] + [Alt] + [F1] ~ [F6] 进入 Virtual console ( 共
六个 )；
而按下 [Ctrl] + [Alt] + [F8] 可回到 X-Window 的 desktop 中！

•

如何修改进入 Linux 时候的 run-level ？又 run-level 0, 1, 3, 5 各代表什么
意思？
• 修改 /etc/inittab 里头的设定即可；
• 0：重新开机(如 init 0 )；
1：单人维护模式，没有网络功能；
3：纯文字接口登入，多人多任务环境；
5：X-Window 登入模式，多人多任务模式。

•

XFree86 在 X-Window 中的角色为何？
基本角色是控制显示相关硬件的核心角色，也可以说程序 X-Window 的
Server ，此外， KDE 这个 Window management 则是 X-Window 的
Client 呦！因此， XFree86 若死掉了，那么 KDE 就无法被启动！

•

XFree86 的主要设定档在哪里？
就是在 /etc/X11/XF86Config-4 这个档案！

•

KDE 预设提供多少个 Virtual desktops ？
预设是提供四个，就是在进入 KDE 之后，最下方的 bar 上面有 1,2,3,4
那个字样的那个咚咚！

四、在线求助 ( Help )
•

在 Linux 系统中，安装的套件 (RPM 安装) 预设的文件数据放在那个目录
底下？
/usr/share/doc

•

查看 Linux 系统的在线求助可以使用什么指令？
man command
info command

•

使用 man 来查询在线求助的时候，若要查询类似参数档(如/etc/passwd)需
如何？
man 5 passwd 或是例如 syslog.conf 则： man 5 syslog.conf 那个 5
即是大部分的 config 档案的查询。

•

使用 man 查询 command 的所有相关指令时，需要下什么参数？
man –k command 例如 man –k passwd

•

man page 的 man path 变量，记录在那个档案中呢？！
/etc/man.conf

五、vi 的使用
•

在 linux 底下最常使用的文书编辑器为 vi ，请问如何进入编辑模式？
• 在一般模式底下输入： i, I, a, A 为在本行当中输入新字符；
（出现 –Insert- ）
• 在一般模式当中输入： o, O 为在一个新的一行输入新字符；
• 在一般模式当中输入： r, R 为取代字符！（左下角出现 –
Replace-）

•

如何由编辑模式跳回一般模式？
[Esc]

•

若上下左右键无法使用时，请问如何在一般模式移动光标？
h, j, k, l

•

若 [pagedown] [ pageup] 在一般模式无法使用时，如何往前或往后翻一
页？
[Ctrl] + [f]
[Ctrl] + [b]

•

如何到本档案的最后一行、第一行；本行的第一个字符、最后一个字符？
G, 1G, 0, $

•

如何删除一行、n 行；如何删除一个字符？
dd, ndd, x 或 X （dG 及 d1G 分别表示删除到页首及页尾）

•

如何复制一行、n 行并加以贴上？
yy, nyy, p 或 P

•

如何搜寻 string 这个字符串？
• ?string (往前搜寻)
• /string (往后搜寻)

•

如何取代 word1 成为 word2，而若需要使用者确认机制，又该如何？
• :1,$s/word1/word2/g 或
• :1,$s/word1/word2/gc （需要使用者确认）

•

如何读取一个档案 filename 进来目前这个档案？
:r filename

•

如何另存新档成为 newfilename？
:w newfilename

•

如何存档、离开、存档后离开、强制存档后离开？
:w； :q： :wq； :wq!

•

如何设定与取消行号？
:set nu
:set nonu

六、档案与目录管理
•

请问底下的目录与主要放置什么数据？
• /etc/：几乎系统的所有设定档案均在此，尤其 passwd, shadow
• /etc/rc.d/init.d：系统开机的时候加载服务的 scripts 的摆放地
点
• /boot：开机设定档，也是预设摆放核心 vmlinuz 的地方
• /usr/bin, /bin：一般执行档摆放的地方
• /usr/sbin, /sbin：系统管理员常用指令集
• /dev：摆放所有系统装置档案的目录
• /var/log：摆放系统登录档案的地方

•

『旧的』 Unix 系统与 Linux 系统的『文件名』最多可以容许几个字符？
14, 255

•

什么是绝对路径与相对路径，要由 /usr/share/doc 进入到
/usr/share/man 由相对路径与绝对路径的写法各为何？

•
•

绝对路径绝对由 / 开始写起，相对路径则非由 / 写起；
cd /usr/share/man ; cd ../man

•

在非为根目录的任何一个目录中，下达 ls –al 时，均会有『.』及『..』
这两个目录，请问分别代表什么？
• . ：代表本目录
• .. ：代表上层目录

•

显示、变换目录的时候，使用什么指令？
ls, pwd 为显示； 变换目录用 cd

•

新增目录、移除目录移动目录与拷贝目录有什么指令可用？
• 新增： mkdir 目录,
• 移除： rmdir 目录(但是该目录内必须要已经清空了), rm –rf 目
录,
• 移动： mv directory1 directory2
• 拷贝： cp –r directory1 directory2

•

如何查看一个档案的『内容』（不要使用 vi 的情况下）
cat, tac, more, less, head, tail, nl, od(查看二进制制)

•

什么是 hard link 与 soft link 的档案？有何不同？
• Hard Links：在做成 hard link 档案时，系统会占用掉一个 inode
，由连结档案可发现其 link 字段多使用了一个 inode ，当源文件
被删除的时候，该源文件的内容将继续保留在其它的 Hard Links
档案中；但所有 Link 占用的硬盘总量仅占一个档案的容量大小！
(但 Hard link 不能连结不同 filesystem 的档案)
• Soft Links：类似快捷方式，当原始档被删除，soft link 档案将
找不到原始档了！

•

如何在 root 的家目录下建立一个 /bin 的连结快捷方式
ln –s /bin /root/bin

•

若有一个连结档为 testing 连结到 test1.sh ，请问 copy testing 到
/tmp 底下，『cp testing /tmp』则 /tmp/testing 这个档案会是：(1)
连结档，连结到 test1.sh ；(2) 一般档案，为内容与 test1.sh 相同？
答案为 (2)

•

当一个档案属性为 –rwxrwxrwt 则表示这个档案的意义为？
任何人皆可读取、可写入，但是不可删除该档案(或目录)，除了 root 与
档案或目录拥有者有权可以删除。

•

我需要将一个档案的属性改为 –rwxr-xr-- 请问该如何下达指令？
chmod 754 filename, chmod u=rwx,g=rx,o=r filename

•

在 /usr/bin/passwd 这个档案的属性为 –r-s--x--x 请问代表什么意思

(s)
那个 s 代表为 SUID ，当使用者使用这个档案进行工作的时候，将会具
有该档案拥有者的权限！
•

如何改出 –rwxr-sr-x 与 –rwxr-xr-t 这个属性？
chmod 2755 filename, chmod 1755 filename

•

如何查看一个档案的类型 (type) 例如纯文字文件、执行文件与 setuid
档案等？
file filename

•

若一个使用者的 umask 为 033 ，请问他建立一个新的目录与档案时的预
设属性为？
• 目录：744 ? -rwx-r--r-• 档案：633 ? -rw--wx-wx

•

若我需要更改一个档案的拥有者与群组，该用什么指令？
chown, chgrp

•

如何将一个档案的修改日期改成目前的时间？
touch filename

•

如何搜寻一个档案？
which (仅用于指令搜寻), whereis, locate, fine

•

Linux 预设的档案系统为何？此外，常用的 Journalling 档案格式有哪
些？
Ext2, Journalling 有 ext3 及 Reiserfs 等

•

less 跟 more 有什么不同？
less 可以翻页，但是 more 不行！

•

在比较两个档案的异同时，常使用的是 diff 与 cmp ，请教两者有何不
同？
diff 为一行一行比较， cmp 为一个字符(character)一个字符比较

六.1、磁盘挂载与虚拟内存问题
•

我要如何查看 Linux 系统当中所有已经挂载的硬盘容量与 inodes ？
df –k, df –i,

•

我要如何查看目前所在目录的所有档案占用的硬盘空间，此外，如何仅输
出结果？
du -k, du –i, du -s

•

如果扇区 /dev/hda3 有问题，偏偏他是被挂载上的，请问我要如何修理

此一扇区？
umount /dev/hda3
fsck /dev/hda3
•

承上题，那么有问题的档案将被移动到那个目录下？
lost+found

•

试说明新增一个 partition 在 /dev/hdb 当中，且为 hdb5 时，并挂载上
/disk2 ，需要哪些步骤？
• fdisk /dev/hdb
按 n 新增，按 e 新增 extended ，再按 n 新
增 logical
• mke2fs –b 2048 /dev/hdb5
• mkdir /disk2
• mount –t ext2 /dev/hdb5 /disk2

•

如何新增加 64MB 的虚拟内存 swap ？
• dd if=/dev/zero of=/tmp/swap bs=4k count=16384
• mkswap /tmp/swap
• swapon /tmp/swap

•

如果要设定一个新挂载上的扇区，令他可以在开机的时候被挂载上，应该
编辑哪一个档案？
• 先 /etc/fstab
• 再 mount –a

•

简易说明 quota 的设置流程？
• 编辑 /etc/fstab， 加入 usrquota and/or grpquota
• reboot
• quotacheck –avug (会产生 aquota.user(group))
• quotaon –aug
• edquota –u username
• edquota –g groupname
• repquota –vu /dev/hd[a-d][1-16]

七、BASH SHELL
•

简单说明 bash shell 的功能特征：
• 命令记忆功能 ~/.bash_history
• 命令别名功能 alias
• shell scripts 功能
• 命令与文件名称补全功能 <tab>
• 工作控制功能 jobs

•

在设定变量中，主要的规则为何？
1. 变量与变量内容以等号来连结；

2. 等号两边不能直接接空格符；
3. 变量名称只能是英文字母与数字，但是数字不能是开头字符；
4. 若有空格符可以使用双引号『 " 』或单引号『 ' 』来将变量内容
结合起来，但须要特别留意，双引号内可以保有变量，但是单引号
则仅为一般字符；
5. 必要时需要以跳脱字符『 \ 』来将特殊符号（如 Enter, $, \, 空
格符, ' 等）变成一般符号；
6. 若该变量为扩增变量内容时，则需以双引号及 $变量名称如：『
"$PATH":/home』继续累加内容；
7. 若该变量需要在其它子程序执行，则需要以 export 来使变量可以
动作，如『export PATH』；
8. 通常大写字符为系统预设变量，自行设定变量可以使用小写字符，
方便判断（纯粹依照使用者兴趣与嗜好）；
9. 取消变量的方法为：『unset 变量名称』
•

显示环境变量与所有变量的指令为何？
env, set,

•

在环境变量当中，『使用者家目录、主机名称』的变量名称为：
HOME, HOSTNAME

•

如何让一个变量可以持续到下一个程序 (PID) 去？
export variable

•

在变量的设定当中，双引号与单引号有何不同？
双引号里面可以包含变量，单引号谨代表一般字符！

•

Command1 `command2` 这个指令代表什么意思？
在这一行当中， command2 会先执行，而输出的结果会给 command1 当作
参数。
cd /lib/modules/`uname -r`/kernel 是最常使用的一例

•

在命令重导向当中， > 与 >> 有什么不同？
> 会将导向的 file 覆盖，
>> 则是增加！

•

若要将错误的输出导向『不见了』的装置，该如何是好？
command 2> /dev/null

•

在管线指令中，我要将 last 输出的结果显示 root 的『登入次数』，
如何做？
last | grep root | cut –d “ “ –f 1 | wc -l

•

如何设定一个变量名称为 name ，使其显示为『 VBird’s testing
variable. 』？
• name=VBird\’s\ testing\ variable.
• name=”VBird’s testing variables.”

•

echo $name

•

请问 bash shell 的环境变量与自己的个人变量可以登入便设定的档案？
• Open Linux：
/etc/profile, /etc/config.d/shells/bashrc, ~/.profile,
~/.bashrc,
• Red Hat ：
/etc/profile, ~/.bash_profile, ~/.bashrc,

•

如何查询曾经操作过的指令？如何执行第 26 个操作过的指令？上一个操
作过的指令？
• history
• !26
• !!

•

如何设定命令别名？使 lm 与 ls –al|more 功能相同
alias lm=’ls –al|more’

•

如何将 /bin 的所有信息输出到 /home/testing.dat 这个档案？
ls –al /bin 1> /home/testing.dat

•

在上一题中，若还要输出到屏幕上，要如何是好？
ls –al /bin | tee /home/testing.dat

•

执行 find ，并将正确的结果输出到 right 而错误结果输出到 error 当
中？
find / -name test 1> right 2>error

•

如何在指令列模式中将 /root/.bashrc 的资料加在 /home/col/.bashrc
当中？
cat /root/.bashrc >> /home/col/.bashrc

•

不要显示执行的结果要如何是好？
command > /dev/null 2>$1

•

列出这个月曾经登入主机的使用者信息即可，不需要重复？
last | cut –d” “ –f1 | sort | uniq

•

万用字符当中， *, ?, [] 各代表什么意思？
• * 代表 0 到无限多个字符；
• ? 代表一个任意字符；
• [] 代表一个字符，这个字符在某一个限制范围内。

七.1、SHELL SCRIPTS
•

什么是 shell scripts ？ scripts 有何功用？

•
•

简单的说， scripts 就是一个内部含有多个或复杂的 command 的
纯文本文件；
scripts 可以进行 program 的功能，但速度上较 C 慢了点！

•

要撰写可以经由键盘输入的 scripts 时，常使用到的指令？
read variable

•

在 shell script 当中，在控制式中， && 与 || 代表什么意思？
分别代表『和(同时成立)』及『或(仅其一成立就成立)』的意思！

•

在使用循环的时候，常使用到的控制式为哪三个？
for, while, until

•

执行 scripts 的方法有哪两种？
• 使用 sh script 或
• 以 chmod 增加 scripts 的属性为可执行， chmod 777 script 并
执行 scripts。

•

如何宣告一个变量成为整数型态？
declare -i variable

•

为何在 shell script 前面都要宣告 shell 呢？
宣告 shell 方能让 script 了解该内容需要以何种 shell 来执行！目前
Linux 通常宣告 /bin/bash 这个 shell ，然而若在非 shell 环境中，
又没有宣告 shell 类型时，可能会造成 script 无法执行的情况。

•

在判断式中，如何判断一个档名是否存在？
if [ -e filename ] 若存在则回传值为真！

•

在执行一个 scripts 时，在 scripts 内的变量， $0, $1 代表什么？
• $0 代表 scripts 的檔名；
• $1 代表第一个 parameter，例如 /etc/rc.d/init.d/xinetd start
那个 start 的变数即为 $1

•

若要写一个既定的 parameter （如 start ），用哪一个判断式较简单？
可以使用 case …. Esac 的语法较为简单。

•

如何印出目前系统中的所有账号，并加以排序且输出到 /tmp/account 中？
cut -d ‘:’ -f 1 /etc/passwd | sort > /tmp/account

•

如何在不执行 scripts 的情况中 debug ？
sh -n scripts

八、基本账号管理

•

如何新增一个使用者 username，且该使用者没有家目录？
useradd -M username

•

Linux 使用者的账号、密码与群组的名称档案放在哪里？
• /etc/passwd
• /etc/shadow
• /etc/group

•

建立新使用者的预设家目录内容在那个目录中？
/etc/skel

•

建立一个新使用者时，其使用到的相关档案有哪些？
• /etc/default/useradd,
• /etc/login.defs,
• /etc/skel/
• /etc/passwd,
• /etc/shadow

•

root 的 UID 与 GID 各为何？
皆为 0

•

如何让一个使用者不能登入主机，但是可以收信？
将 /etc/passwd 最后一栏代表 shell 的名称改为 /bin/false

•

试说明一个使用者登入系统的流程？
1. 登入：使用 /bin/login 程序，并输入 ID 与 passwd ；
2. 确认密码：搜寻 /etc/passwd, /etc/shadow 确认密码！并取得使
用者的相关讯息。
3. 查核 pam 登入模块：这个需要视主机的设定而定！
4. 取得并执行 shell ：由 /etc/passwd 取得 shell 之后，并执行
shell ，以 bash 为例，将读入： /ete/profile ?
~/.bash_profile ( 或 .bash_login 或 .profile ) ?
~/.bashrc ? 注销的时候执行 ~/.bash_logout

•

在 /etc/shadow 当中的日期设定中，其数字代表的意义为何？
由 1970 年开始计算，故 1970 年 一月一日为 1 ，2002 年 1 月 1 日
为 11689

•

如何变更使用者的一些属性？
usermod, chfn, chsh, passwd

•

如何视察一个使用者 username 所拥有的群组呢？
groups username

•

试说明如何手动增加一个使用者 username 与群组 groupname？
1. 先看看 /etc/skel 当中，预设要给 user 的家目录内容；
2. 新增 group ： groupadd groupname

3. 新增 user ：useradd -m -g groupname username
4. 给予密码： passwd username
•

试说明 /etc/passwd 这个档案的内容与格式：
账号; 密码; UID; GID; 说明的内容; 家目录; SHELL

•

使用 id 这个指令时，可以显示什么讯息数据？
UID, GID 跟 GROUP

•

可以控制使用者使用主机资源的预设档案在哪里？
/etc/security/limits.conf

•

基本的压缩指令有哪些？
tar, gzip, compress

九、开机程序
•

试说明开机流程：
1. BIOS
2. MBR ( boot loader )
3. Loader ( lilo or grub, stage 1 and stage 2 )
4. Kernel loader ( /boot/vmlinuz )
5. init process ( 读取 /etc/inittab 取得 run-level )
6. 开始执行 /etc/rc.d 内的 scripts
7. 执行 /etc/modules.conf 内部的额外 kernel 模块
8. 执行 /etc/rc.d/rc[1-6].d 的这些 run-level 内的 scripts ！
9. 执行 /bin/login 等待使用者登入！

•

开机时后的加载讯息可以看哪里？
dmesg
grep “kernel” /var/log/messages

•

改变 run-level 或关机的指令
shutdown,
halt,
reboot,
init or telinit

•

改变登入 Linux 时候预设的 run-level 要改那个档案？
/etc/inittab

十、程序与资源管理
•

如何查看目前的程序？

ps, top,
•

如何查看目前的内存使用状况？
free, top,

•

目前的工作如何丢到背景中？
[Ctrl] + z

•

如何取得目前背景中的工作，且将他拉回前景中？
jobs 及 fg %number

•

如何设定一个程序在开始执行时候的优先值？
nice –n [number] [command]

•

什么指令可以修改一个正在执行的程序之 nice 值？
top, renice

•

在例行性命令中，使用的两支 demane 是什么？
atd,
crond

•

使用 crontab 这个『指令』的时候，如何可以查看目前的工作与删除目
前的工作？
编辑： crontab –e,
查看： crontab –l,
删除： crontab –r

•

常用的 kill 指令之 signal 当中， 1, 9, 15 代表什么？
• 1 重新读取一次 config file
• 9 强制删除此一执行程序
• 15 terminal 结束的意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