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X

WINDOWS

SYSTEM

ｒｅｃｏｎｆｉｇ
功能说明：转换配置文件。
语

法：ｒｅｃｏｎｆｉｇ ［Ｘｃｏｎｆｉｇ］ ＸＦ８６Ｃｏｎｆｉｇ

补充说明：ｒｅｃｏｎｆｉｇ 指令能将 ＸＦｒｅｅ８６ ３．１ 及以前的版本的配
置文件，转成新的格式。现今的配置文件 ＸＦ８６Ｃｏｎｆｉｇ，存放在
／ｅｔｃ 或／ｅｔｃ／Ｘ１１ 目录下，它的格式包含了更多的信息，因此在
转换之后，您还须自行编辑设置文件，输入不足的部分。

ｓｔａｒｔｘ（ｓｔａｒｔ Ｘ Ｗｉｎｄｏｗ）
功能说明：启动 Ｘ Ｗｉｎｄｏｗ。
语

法：ｓｔａｒｔｘ ［程序］［－－服务器设置］

补充说明：ｓｔａｒｔｘ 为启动 Ｘ Ｗｉｎｄｏｗ 的 ｓｃｒｉｐｔ 文件，
实际上启动 Ｘ Ｗｉｎｄｏｗ 的程序为 ｘｉｎｉｔ。
参

数：
［程序］
此处所指定的［程序］为 Ｘ Ｗｉｎｄｏｗ 所要
执行程序的配置文件。
［－－服务器设置］
ｓｔａｒｔｘ 预设会去读
取．ｘｅｒｖｅｒｒｃ 中的配置，决定启动 Ｘ Ｗｉｎｄｏｗ 的方式。

Ｘｃｏｎｆｉｇｕｒａｔｏｒ
功能说明：设置 ＸＦｒｅｅ８６。
语
法：Ｘｃｏｎｆｉｇｕｒａｔｏｒ ［－－ｃａｒｄ＜显卡型号
＞］［－－ｅｘｐｅｒｔ］［－－ｈｅｌｐ］［－－ｈｓｙｎｃ＂＜水平扫描频率
＞＂］［－ｋｉｃｋｓｔａｒｔ］［－－ｍｏｎｉｔｏｒ＜显示器型号＞］［－－ｓｅｒｖｅｒ＜显示服
务器＞］［－－ｖｓｙｎｃ＂＜垂直扫描频率＞＂］
补充说明：这是 Ｒｅｄ Ｈａｔ 公司遵循 ＧＰＬ 规则所开发的程序，它具
有互动式操作界面，您可以轻易地利用方向键和空格键等，设置
显卡和显示器，并选择欲使用的画面分辨率与色彩深度，最后保
存配置文件 ＸＦ８６Ｃｏｎｆｉ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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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

数：
－－ｃａｒｄ＜显卡型号＞
设置显卡的型号，可用＂－－ｈｅｌｐ＂参数查
询型号列表。
－－ｅｘｐｅｒｔ
启用专家模式，增加用户得以自行选择的项目而
非由程序完全自动检测。
－－ｈｅｌｐ
在线帮助。
－－ｈｓｙｎｃ＂＜水平扫描频率＞＂
设置水平扫描频率。
－－ｋｉｃｋｓｔａｒｔ
启用全自动模式。
－－ｍｏｎｉｔｏｒ＜显示器型号＞
设置显示器型号，可用＂－－ｈｅｌｐ＂
参数查询型号列表。
－－ｓｅｒｖｅｒ＜显示服务器＞
设置显示服务器。
－－ｖｓｙｎｃ＂＜垂直扫描频率＞＂
设置垂直扫描频率。

ＸＦ８６Ｓｅｔｕｐ
功能说明：设置 ＸＦｅｅ８６。
语
法：ＸＦ８６Ｓｅｔｕｐ ［－ｄｉｓｐｌａｙ＜主机名称或 ＩＰ 地
址＞：＜显示器编号＞］［－ｎｏｄｉａｌｏｇ］［－ｓｙｎｃ］
补充说明：这是 Ｌｉｎｕｘ 系统用来设置 ＸＦｅｅ８６ 的程序，
它会进入图形模式，通过互动操作界面，让用户轻
松完成 ＸＦｅｅ８６ 环境的设置。
参

数：
－ｄｉｓｐｌａｙ＜主机名称或 ＩＰ 地址＞：＜显示器编号
＞
指定显示 ＸＦ８６Ｓｅｔｕｐ 设置画面的主机名称以及
欲在该主机上的哪个显示器显示画面。
－ｎｏｄｉａｌｏｇ
执行 ＸＦ８６Ｓｅｔｕｐ 时，不显示交谈窗，
直接以文字模式提出询问。
－－ｓｙｎｃ
和 Ｘ Ｓｅｒｖｅｒ 进行数据同步传输。

ｘｌｓａｔｏｍｓ
功能说明：列出 Ｘ Ｓｅｒｖｅｒ 定义的成分。
语
法：ｘｌｓａｔｏｍｓ ［－ｄｉｓｐｌａｙ＜显示器编号＞］［－ｆｏｒｍａｔ＜输出格
式＞］［－ｎａｍｅ＜成分名称＞］［－ｒａｎｇｅ＜列表范围＞］
补充说明：执行 ｘｌｓａｔｏｍｓ 指令会列出 Ｘ Ｓｅｒｖｅｒ 内部所有定义的
成分，每个成分都有其编号，您可利用参数设置列表范围，或直
接指定欲查询的成分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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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

数：
－ｄｉｓｐｌａｙ＜显示器编号＞
指定 Ｘ Ｓｅｒｖｅｒ 连接的显示器编号，
该编号由＂０＂开始计算， 依序递增。
－ｆｏｒｍａｔ＜输出格式＞
设置成分清单的列表格式，您可使用控
制字符改变显示样式。
－ｎａｍｅ＜成分名称＞
列出指定的成分。
－ｒａｎｇｅ＜列表范围＞
设置成分清单的列表范围。

ｘｌｓｃｌｉｅｎｔｓ
功能说明：列出显示器中的客户端应用程序。
语
法：ｘｌｓｃｌｉｅｎｔｓ ［－ａｌ］［－ｄｉｓｐｌａｙ＜显示器编号＞］［－ｍ＜最大
指令长度＞］
补充说明：执行 ｘｌｓｃｌｉｅｎｔｓ 指令可列出某个显示器中，正在执
行的客户端应用程序信息。
参

数：
－ａ
列出所有显示器的客户端应用程序信息。
－ｄｉｓｐｌａｙ＜显示器编号＞
指定 Ｘ Ｓｅｒｖｅｒ 连接的显示器编号，
该编号由＂０＂开始计算，依序递增。
－ｌ
使用详细格式列表。
－ｍ＜最大指令长度＞
设置显示指令信息的最大长度，单位以
字符计算。

ｘｌｓｆｏｎｔｓ
功能说明：列出 Ｘ Ｓｅｒｖｅｒ 使用的字体。
语
法：ｘｌｓｆｏｎｔｓ ［－１Ｃｌｍｏｕ］［－ｄｉｓｐｌａｙ＜主机名称或 ＩＰ 地址
＞：＜显示器编号＞］［－ｆｎ＜范本样式＞］［－ｌｌ］［－ｌｌｌ］［－ｎ＜显示栏位数
＞］［－ｗ＜每列字符数＞］
补充说明：执行 ｘｌｓｆｏｎｔｓ 指令会显示目前 Ｘ Ｓｅｒｖｅｒ 可使用的字
体，也能使用范本样式仅列出的符合条件的字体。
参

数：
－１
仅用单一栏位列出字体清单。
－Ｃ
使用多个栏位列出字体清单。
－ｄｉｓｐｌａｙ＜主机名称或 ＩＰ 地址＞：＜显示器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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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显示

ＸＦ８６Ｓｅｔｕｐ 设置画面的主机名称以及欲放在该主机机上的哪个显
示器画面。
－ｆｎ＜范本样式＞
只列出符合范本样式指定的条件的字体。
－ｌ
除字体名称外，同时列出字体的属性。
－ｌｌ
此参数的效果和指定＂ｌ＂参数类似，但显示更详细的信
息。
－ｌｌｌ
此参数的效果和指定＂ｌｌ＂参数类似，但显示更详细的
信息。
－ｍ
配合参数＂－ｌ＂使用时，一并列出字体大小的上下限。
－ｎ＜显示栏位数＞
设置每列显示的栏位数。
－ｏ
以 ＯｐｅｎＦｏｎｔ 的形式列出字体清单。
－ｕ
列出字体清单时不依照其名称排序。
－ｗ＜每列字符数＞
设置每列的最大字符数。

2.备份压缩
ａｒ
功能说明：建立或修改备存文件，或是从备存文件中抽取文件。
语
法：ａｒ［－ｄｍｐｑｒｔｘ］［ｃｆｏｓＳｕｖＶ］［ａ＜成员文件＞］［ｂ＜成员文件
＞］［ｉ＜成员文件＞］［备存文件］［成员文件］
补充说明：ａｒ 可让您集合许多文件，成为单一的备存文件。在
备存文件中，所有成员文件皆保有原来的属性与权限。
参

数：
指令参数
－ｄ
删除备存文件中的成员文件。
－ｍ
变更成员文件在备存文件中的次序。
－ｐ
显示备存文件中的成员文件内容。
－ｑ
将问家附加在备存文件末端。
－ｒ
将文件插入备存文件中。
－ｔ
显示备存文件中所包含的文件。
－ｘ
自备存文件中取出成员文件。
选项参数
ａ＜成员文件＞
将文件插入备存文件中指定的成员文件之
后。
ｂ＜成员文件＞
将文件插入备存文件中指定的成员文件之
前。
ｃ
建立备存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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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
为避免过长的文件名不兼容于其他系统的 ａｒ 指令指令，
因此可利用此参数，截掉要放入备存文件中过长的成员文件名
称。
ｉ＜成员文件＞
将问家插入备存文件中指定的成员文件之
前。
ｏ
保留备存文件中文件的日期。
ｓ
若备存文件中包含了对象模式，可利用此参数建立备存文
件的符号表。
Ｓ
不产生符号表。
ｕ
只将日期较新文件插入备存文件中。
ｖ
程序执行时显示详细的信息。
Ｖ
显示版本信息。

ｂｕｎｚｉｐ２
功能说明：．ｂｚ２ 文件的解压缩程序。
语

法：ｂｕｎｚｉｐ２ ［－ｆｋＬｓｖＶ］［．ｂｚ２ 压缩文件］

补充说明：ｂｕｎｚｉｐ２ 可解压缩．ｂｚ２ 格式的压缩文件。ｂｕｎｚｉｐ２ 实
际上是 ｂｚｉｐ２ 的符号连接，执行 ｂｕｎｚｉｐ２ 与 ｂｚｉｐ２ －ｄ 的效果相
同。
参

数：
－ｆ 或－－ｆｏｒｃｅ
解压缩时，若输出的文件与现有文件同名时，
预设不会覆盖现有的文件。若要覆盖，请使用此参数。
－ｋ 或－－ｋｅｅｐ
在解压缩后，预设会删除原来的压缩文件。若
要保留压缩文件，请使用此参数。
－ｓ 或－－ｓｍａｌｌ
降低程序执行时，内存的使用量。
－ｖ 或－－ｖｅｒｂｏｓｅ
解压缩文件时，显示详细的信息。
－ｌ，－－ｌｉｃｅｎｓｅ，－Ｖ 或－－ｖｅｒｓｉｏｎ
显示版本信息。

ｂｚｉｐ２
功能说明：．ｂｚ２ 文件的压缩程序。
语
法：
ｂｚｉｐ２ ［－ｃｄｆｈｋＬｓｔｖＶｚ］［－－ｒｅｐｅｔｉｔｉｖｅ－ｂｅｓｔ］［－－ｒｅｐｅｔｉｔｉｖｅ－ｆａｓｔ］［－ 压
缩等级］［要压缩的文件］
补充说明：ｂｚｉｐ２ 采用新的压缩演算法，压缩效果比传统的 ＬＺ７７／ＬＺ７８ 压
缩演算法来得好。若没有加上任何参数，ｂｚｉｐ２ 压缩完文件后会产生．ｂｚ２
的压缩文件，并删除原始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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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

数：
－ｃ 或－－ｓｔｄｏｕｔ
将压缩与解压缩的结果送到标准输出。
－ｄ 或－－ｄｅｃｏｍｐｒｅｓｓ
执行解压缩。
－ｆ 或－－ｆｏｒｃｅ
ｂｚｉｐ２ 在压缩或解压缩时，若输出文件与现有文件同
名，预设不会覆盖现有文件。若要覆盖，请使用此参数。
－ｈ 或－－ｈｅｌｐ
显示帮助。
－ｋ 或－－ｋｅｅｐ
ｂｚｉｐ２ 在压缩或解压缩后，会删除原始的文件。若要保
留原始文件，请使用此参数。
－ｓ 或－－ｓｍａｌｌ
降低程序执行时内存的使用量。
－ｔ 或－－ｔｅｓｔ
测试．ｂｚ２ 压缩文件的完整性。
－ｖ 或－－ｖｅｒｂｏｓｅ
压缩或解压缩文件时，显示详细的信息。
－ｚ 或－－ｃｏｍｐｒｅｓｓ
强制执行压缩。
－Ｌ，－－ｌｉｃｅｎｓｅ，
－Ｖ 或－－ｖｅｒｓｉｏｎ
显示版本信息。
－－ｒｅｐｅｔｉｔｉｖｅ－ｂｅｓｔ
若文件中有重复出现的资料时，可利用此参数提
高压缩效果。
－－ｒｅｐｅｔｉｔｉｖｅ－ｆａｓｔ
若文件中有重复出现的资料时，可利用此参数加
快执行速度。
－压缩等级
压缩时的区块大小。

ｂｚｉｐ２ｒｅｃｏｖｅｒ
功能说明：用来修复损坏的．ｂｚ２ 文件。
语

法：ｂｚｉｐ２ｒｅｃｏｖｅｒ ［．ｂｚ２ 压缩文件］

补充说明：ｂｚｉｐ２ 是以区块的方式来压缩文件，每个区块视为独
立的单位。因此，当某一区块损坏时，便可利用 ｂｚｉｐ２ｒｅｃｏｖｅｒ，
试着将文件中的区块隔开来，以便解压缩正常的区块。通常只适
用在压缩文件很大的情况。

ｃｏｍｐｒｅｓｓ
功能说明：压缩或解压文件。
语
法：ｃｏｍｐｒｅｓｓ ［－ｃｄｆｒｖＶ］［－ｂ ＜压缩效率＞］［文件或目
录．．．］
补充说明：ｃｏｍｐｒｅｓｓ 是个历史悠久的压缩程序，文件经它压缩
后，其名称后面会多出＂．Ｚ＂的扩展名。当要解压缩时，可执行
ｕｎｃｏｍｐｒｅｓｓ 指令。事实上 ｕｎｃｏｍｐｒｅｓｓ 是指向 ｃｏｍｐｒｅｓｓ 的符号
连接，因此不论是压缩或解压缩，都可通过 ｃｏｍｐｒｅｓｓ 指令单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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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
参

数：
－ｂ＜压缩效率＞
压缩效率是一个介于 ９－１６ 的数值，预设值
为＂１６＂，指定愈大的数值，压缩效率就愈高。
－ｃ
把压缩后的文件输出到标准输出设备，不去更动原始文
件。
－ｄ
对文件进行解压缩而非压缩。
－ｆ
强制保存压缩文件，不理会文件名称或硬连接是否存在，
该文件是否为符号连接以及压缩效率高低的问题。
－ｒ
递归处理，将指定目录下的所有文件及子目录一并处
理。
－ｖ
显示指令执行过程。
－Ｖ
显示指令版本及程序预设值。

ｃｐｉｏ（ｃｏｐｙ ｉｎ／ｏｕｔ）
功能说明：备份文件。

语
法：ｃｐｉｏ ［－０ａＡＢｃｋＬｏｖＶ］［－Ｃ ＜输入／输出大小＞］［－Ｆ ＜备份档＞］［－Ｈ ＜备份格式＞］［－Ｏ ＜备份
＞］［－－ｆｏｒｃｅ－ｌｏｃａｌ］［－－ｈｅｌｐ］［－－ｑｕｉｅｔ］［－－ｖｅｒｓｉｏｎ］ 或 ｃｐｉｏ ［－ｂＢｃｄｆｉｋｍｎｒｓＳｔｕｖＶ］［－Ｃ ＜输入
＞］［－Ｈ ＜备份格式＞］［－Ｉ ＜备份档＞］［－Ｍ ＜回传信息＞］［－Ｒ ＜拥有者＞＜：／．＞＜所属群组＞］［－－ｂｌｏｃｋ－
＞］［－－ｆｏｒｃｅ－ｌｏｃａｌ］［－－ｈｅｌｐ］［－－ｎｏ－ａｂｓｏｌｕｔｅ－ｆｉｌｅｎａｍｅｓ］［－－ｎｏ－ｐｒｅｓｅｒｖｅ－ｏｗｎｅｒ］［－－ｏｎｌｙ－ｖｅｒｉｆｙ
本样式．．．］ 或 ｃｐｉｏ ［－０ａｄｋｉＬｍｐｕｖＶ］［－Ｒ ＜拥有者＞＜：／．＞＜所属群组＞］［－－ｈｅｌｐ］［－－ｎｏ－ｐｒｅｓｅｒｖｅ
的目］

补充说明：ｃｐｉｏ 是用来建立，还原备份档的工具程序，它可以加入，解开 ｃｐｉｏ 或 ｔｒａ 备份档内的
参

数：
－０ 或－－ｎｕｌｌ
接受新增列控制字符，通常配合 ｆｉｎｄ 指令的＂－ｐｒｉｎｔ０＂参数使用。
－ａ 或－－ｒｅｓｅｔ－ａｃｃｅｓｓ－ｔｉｍｅ
重新设置文件的存取时间。
－Ａ 或－－ａｐｐｅｎｄ
附加到已存在的备份档中，且这个备份档必须存放在磁盘上，而不能放置于磁
－ｂ 或－－ｓｗａｐ
此参数的效果和同时指定＂－ｓＳ＂参数相同。
－Ｂ
将输入／输出的区块大小改成 ５２１０ Ｂｙｔｅｓ。
－ｃ
使用旧 ＡＳＣＩＩ 备份格式。
－Ｃ＜区块大小＞或－－ｉｏ－ｓｉｚｅ＝＜区块大小＞
设置输入／输出的区块大小，单位是 Ｂｙｔｅ。
－ｄ 或－－ｍａｋｅ－ｄｉｒｅｃｔｏｒｉｅｓ
如有需要 ｃｐｉｏ 会自行建立目录。
－Ｅ＜范本文件＞或－－ｐａｔｔｅｒｎ－ｆｉｌｅ＝＜范本文件＞
指定范本文件，其内含有一个或多个范本样式，
每列一个范本样式。
－ｆ 或－－ｎｏｎｍａｔｃｈｉｎｇ
让 ｃｐｉｏ 解开所有不符合范本条件的文件。
－Ｆ＜备份档＞或－－ｆｉｌｅ＝＜备份档＞
指定备份档的名称，用来取代标准输入或输出，也能借此通过
档。
－Ｈ＜备份格式＞
指定备份时欲使用的文件格式。

7

－ｉ 或－－ｅｘｔｒａｃｔ
执行 ｃｏｐｙ－ｉｎ 模式，还原备份档。
－ｌ＜备份档＞
指定备份档的名称，用来取代标准输入，也能借此通过网络使用另一台主机的保
－ｋ
此参数将忽略不予处理，仅负责解决 ｃｐｉｏ 不同版本间的兼容性问题。
－ｌ 或－－ｌｉｎｋ
以硬连接的方式取代复制文件，可在 ｃｏｐｙ－ｐａｓｓ 模式下运用。
－Ｌ 或－－ｄｅ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不建立符号连接，直接复制该连接所指向的原始文件。
－ｍ 或 ｐｒｅｓｅｒｖｅ－ｍｏｄ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ｔｉｍｅ
不去更换文件的更改时间。
－Ｍ＜回传信息＞或－－ｍｅｓｓａｇｅ＝＜回传信息＞
设置更换保存媒体的信息。
－ｎ 或－－ｎｕｍｅｒｉｃ－ｕｉｄ－ｇｉｄ
使用＂－ｔｖ＂参数列出备份档的内容时，若再加上参数＂－ｎ＂，则会以用
称列出文件清单。
－ｏ 或－－ｃｒｅａｔｅ
执行 ｃｏｐｙ－ｏｕｔ 模式，建立备份档。
－Ｏ＜备份档＞
指定备份档的名称，用来取代标准输出，也能借此通过网络 使用另一台主机的
－ｐ 或－－ｐａｓｓ－ｔｈｒｏｕｇｈ
执行 ｃｏｐｙ－ｐａｓｓ 模式，略过备份步骤，直接将文件复制到目的目录。
－ｒ 或－－ｒｅｎａｍｅ
当有文件名称需要更动时，采用互动模式。
－Ｒ＜拥有者＞＜：／．＞＜所属群组＞或
－－－－ｏｗｎｅｒ＜拥有者＞＜：／．＞＜所属群组＞
在 ｃｏｐｙ－ｉｎ 模式还原备份档，或 ｃｏｐｙ－ｐａｓｓ 模式复制文
者与所属群组。
－ｓ 或－－ｓｗａｐ－ｂｙｔｅｓ
交换每对字节的内容。
－Ｓ 或－－ｓｗａｐ－ｈａｌｆｗｏｒｄｓ
交换每半个字节的内容。
－ｔ 或－－ｌｉｓｔ
将输入的内容呈现出来。
－ｕ 或－－ｕｎ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置换所有文件，不论日期时间的新旧与否，皆不予询问而直接覆盖。
－ｖ 或－－ｖｅｒｂｏｓｅ
详细显示指令的执行过程。
－Ｖ 或－－ｄｏｔ
执行指令时，在每个文件的执行程序前面加上＂．＂号
－－ｂｌｏｃｋ－ｓｉｚｅ＝＜区块大小＞
设置输入／输出的区块大小，假如设置数值为 ５，则区块大小为
类推。
－－ｆｏｒｃｅ－ｌｏｃａｌ
强制将备份档存放在本地主机。
－－ｈｅｌｐ
在线帮助。
－－ｎｏ－ａｂｓｏｌｕｔｅ－ｆｉｌｅｎａｍｅｓ
使用相对路径建立文件名称。
－－ｎｏ－ｐｒｅｓｅｒｖｅ－ｏｗｎｅｒ
不保留文件的拥有者，谁解开了备份档，那些文件就归谁所有。
－ｏｎｌｙ－ｖｅｒｉｆｙ－ｃｒｃ
当备份档采用 ＣＲＣ 备份格式时，可使用这项参数检查备份档内的每个文件
－－ｑｕｉｅｔ
不显示复制了多少区块。
－－ｓｐａｒｓｅ
倘若一个文件内含大量的连续 ０ 字节，则将此文件存成稀疏文件。
－－ｖｅｒｓｉｏｎ
显示版本信息。

ｄｕｍｐ
功能说明：备份文件系统。
语
法：ｄｕｍｐ ［－ｃｎｕ］［－０１２３４５６７８９］［－ｂ ＜区块大小＞］［－Ｂ ＜
区块数目＞］［－ｄ ＜密度＞］［－ｆ ＜设备名称＞］［－ｈ ＜层级＞］［－ｓ ＜磁
带长度＞］［－Ｔ ＜日期＞］［目录或文件系统］ 或 ｄｕｍｐ ［－ｗＷ］
补充说明：ｄｕｍｐ 为备份工具程序，可将目录或整个文件系统备
份至指定的设备，或备份成一个大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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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

数：
－０１２３４５６７８９
备份的层级。
－ｂ＜区块大小＞
指定区块的大小，单位为 ＫＢ。
－Ｂ＜区块数目＞
指定备份卷册的区块数目。
－ｃ
修改备份磁带预设的密度与容量。
－ｄ＜密度＞
设置磁带的密度。单位为 ＢＰＩ。
－ｆ＜设备名称＞
指定备份设备。
－ｈ＜层级＞
当备份层级等于或大雨指定的层级时，将不备份
用户标示为＂ｎｏｄｕｍｐ＂的文件。
－ｎ
当备份工作需要管理员介入时，向所有＂ｏｐｅｒａｔｏｒ＂群组
中的使用者发出通知。
－ｓ＜磁带长度＞
备份磁带的长度，单位为英尺。
－Ｔ＜日期＞
指定开始备份的时间与日期。
－ｕ
备份完毕后，在／ｅｔｃ／ｄｕｍｐｄａｔｅｓ 中记录备份的文件系统，
层级，日期与时间等。
－ｗ
与－Ｗ 类似，但仅显示需要备份的文件。
－Ｗ
显示需要备份的文件及其最后一次备份的层级，时间与
日期。

ｇｕｎｚｉｐ（ｇｎｕ ｕｎｚｉｐ）
功能说明：解压文件。
语
法：ｇｕｎｚｉｐ ［－ａｃｆｈｌＬｎＮｑｒｔｖＶ］［－ｓ ＜压缩字尾字符串
＞］［文件．．．］ 或 ｇｕｎｚｉｐ ［－ａｃｆｈｌＬｎＮｑｒｔｖＶ］［－ｓ ＜压缩字尾字符
串＞］［目录］
补充说明：ｇｕｎｚｉｐ 是个使用广泛的解压缩程序，它用于解开被
ｇｚｉｐ 压缩过的文件，这些压缩文件预设最后的扩展名为＂．ｇｚ＂。
事实上 ｇｕｎｚｉｐ 就是 ｇｚｉｐ 的硬连接，因此不论是压缩或解压缩，
都可通过 ｇｚｉｐ 指令单独完成。
参

数：
－ａ 或－－ａｓｃｉｉ
使用 ＡＳＣＩＩ 文字模式。
－ｃ 或－－ｓｔｄｏｕｔ 或－－ｔｏ－ｓｔｄｏｕｔ
把解压后的文件输出到标准
输出设备。
－ｆ 或－ｆｏｒｃｅ
强行解开压缩文件，不理会文件名称或硬连接
是否存在以及该文件是否为符号连接。
－ｈ 或－－ｈｅｌｐ
在线帮助。
－ｌ 或－－ｌｉｓｔ
列出压缩文件的相关信息。
－Ｌ 或－－ｌｉｃｅｎｓｅ
显示版本与版权信息。
－ｎ 或－－ｎｏ－ｎａｍｅ
解压缩时，若压缩文件内含有远来的文件
名称及时间戳记，则将其忽略不予处理。

9

－Ｎ 或－－ｎａｍｅ
解压缩时，若压缩文件内含有原来的文件名称
及时间戳记，则将其回存到解开的文件上。
－ｑ 或－－ｑｕｉｅｔ
不显示警告信息。
－ｒ 或－－ｒｅｃｕｒｓｉｖｅ
递归处理，将指定目录下的所有文件及
子目录一并处理。
－Ｓ＜压缩字尾字符串＞或－－ｓｕｆｆｉｘ＜压缩字尾字符串＞
更改压
缩字尾字符串。
－ｔ 或－－ｔｅｓｔ
测试压缩文件是否正确无误。
－ｖ 或－－ｖｅｒｂｏｓｅ
显示指令执行过程。
－Ｖ 或－－ｖｅｒｓｉｏｎ 显示版本信息。

ｇｚｅｘｅ（ｇｚｉｐ ｅｘｅｃｕｔａｂｌｅ）
功能说明：压缩执行文件。
语

法：ｇｚｅｘｅ ［－ｄ］［执行文件．．．］

补充说明：ｇｚｅｘｅ 是用来压缩执行文件的程序。当您去执行被压
缩过的执行文件时，该文件会自动解压然后继续执行，和使用一
般的执行文件相同。
参
－ｄ

数：
解开压缩文件。

ｇｚｉｐ（ｇｎｕ ｚｉｐ）
功能说明：压缩文件。
语
法：ｇｚｉｐ ［－ａｃｄｆｈｌＬｎＮｑｒｔｖＶ］［－Ｓ ＜压缩字尾字符串＞］［－＜压缩效率＞］［－－ｂｅｓｔ／ｆａｓｔ］［文
件．．．］ 或 ｇｚｉｐ ［－ａｃｄｆｈｌＬｎＮｑｒｔｖＶ］［－Ｓ ＜压缩字尾字符串＞］［－＜压缩效率＞］［－－ｂｅｓｔ／ｆａｓｔ］［目录

补充说明：ｇｚｉｐ 是个使用广泛的压缩程序，文件经它压缩过后，其名称后面会多出＂．ｇｚ＂的扩展名
参

数：
－ａ 或－－ａｓｃｉｉ
使用 ＡＳＣＩＩ 文字模式。
－ｃ 或－－ｓｔｄｏｕｔ 或－－ｔｏ－ｓｔｄｏｕｔ
把压缩后的文件输出到标准输出设备，不去更动原始文件。
－ｄ 或－－ｄｅｃｏｍｐｒｅｓｓ 或－－－－ｕｎｃｏｍｐｒｅｓｓ
解开压缩文件。
－ｆ 或－－ｆｏｒｃｅ
强行压缩文件。不理会文件名称或硬连接是否存在以及该文件是否为符号连接
－ｈ 或－－ｈｅｌｐ
在线帮助。
－ｌ 或－－ｌｉｓｔ
列出压缩文件的相关信息。
－Ｌ 或－－ｌｉｃｅｎｓｅ
显示版本与版权信息。
－ｎ 或－－ｎｏ－ｎａｍｅ
压缩文件时，不保存原来的文件名称及时间戳记。
－Ｎ 或－－ｎａｍｅ
压缩文件时，保存原来的文件名称及时间戳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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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ｑ 或－－ｑｕｉｅｔ
不显示警告信息。
－ｒ 或－－ｒｅｃｕｒｓｉｖｅ
递归处理，将指定目录下的所有文件及子目录一并处理。
－Ｓ＜压缩字尾字符串＞或－－－－ｓｕｆｆｉｘ＜压缩字尾字符串＞
更改压缩字尾字符串。
－ｔ 或－－ｔｅｓｔ
测试压缩文件是否正确无误。
－ｖ 或－－ｖｅｒｂｏｓｅ
显示指令执行过程。
－Ｖ 或－－ｖｅｒｓｉｏｎ
显示版本信息。
－＜压缩效率＞
压缩效率是一个介于 １－９ 的数值，预设值为＂６＂，指定愈大的数值，压缩效率就会
－－ｂｅｓｔ
此参数的效果和指定＂－９＂参数相同。
－－ｆａｓｔ
此参数的效果和指定＂－１＂参数相同。

ｌｈａ
功能说明：压缩或解压缩文件。
语
法：ｌｈａ ［－ａｃｄｆｇｌｍｎｐｑｔｕｖｘ］［－ａ ＜０／１／２＞／ｕ＜／０／１／２＞］［－＜ａ／ｃ／ｕ＞ｄ］［－＜ｅ／ｘ＞ｉ］［－＜ａ／ｕ＞ｏ］［
目的目录＞］［－＜ａ／ｕ＞ｚ］［压缩文件］［文
件．．．］ 或 ｌｈａ ［－ａｃｄｆｇｌｍｎｐｑｔｕｖｘ］［－ａ ＜０／１／２＞／ｕ＜／０／１／２＞］［－＜ａ／ｃ／ｕ＞ｄ］［－＜ｅ／ｘ＞ｉ］［－＜ａ／ｕ＞ｏ］［
目的目录＞］［－＜ａ／ｕ＞ｚ］［压缩文件］［目录．．．］

补充说明：ｌｈａ 是从 ｌｈａｒｃ 演变而来的压缩程序，文件经它压缩后，会另外产生具有＂．ｌｚｈ＂扩展名
文件。
参

数：
－ａ 或 ａ
压缩文件，并加入到压缩文件内。
－ａ＜０／１／２＞／ｕ＜／０／１／２＞
压缩文件时，采用不同的文件头。
－ｃ 或 ｃ
压缩文件，重新建构新的压缩文件后，再将其加入。
－ｄ 或 ｄ
从压缩文件内删除指定的文件。
－＜ａ／ｃ／ｕ＞ｄ 或＜ａ／ｃ／ｕ＞ｄ
压缩文件，然后将其加入，重新建构，更新压缩文件或，删除原始文件
是把文件移到压缩文件中。
－ｅ 或 ｅ
解开压缩文件。
－ｆ 或 ｆ
强制执行 ｌｈａ 命令，在解压时会直接覆盖已有的文件而不加以询问。
－ｇ 或 ｇ
使用通用的压缩格式，便于解决兼容性的问题。
－＜ｅ／ｘ＞ｉ 或＜ｅ／ｘ＞ｉ
解开压缩文件时，忽略保存在压缩文件内的文件路径，直接将其解压后存放
目录下或是指定的目录中。
－ｌ 或 ｌ
列出压缩文件的相关信息。
－ｍ 或 ｍ
此参数的效果和同时指定＂－ａｄ＂参数相同。
－ｎ 或 ｎ
不执行指令，仅列出实际执行会进行的动作。
－＜ａ／ｕ＞ｏ 或＜ａ／ｕ＞ｏ
采用 ｌｈａｒｃ 兼容格式，将压缩后的文件加入，更新压缩文件。
－ｐ 或 ｐ
从压缩文件内输出到标准输出设备。
－ｑ 或 ｑ
不显示指令执行过程。
－ｔ 或 ｔ
检查备份文件内的每个文件是否正确无误。
－ｕ 或 ｕ
更换较新的文件到压缩文件内。
－ｕ＜／０／１／２＞或 ｕ＜／０／１／２＞
在文件压缩时采用不同的文件头，然后更新到压缩文件内。
－ｖ 或 ｖ
详细列出压缩文件的相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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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ｘ＞ｗ＝＜目的目录＞或＜ｅ／ｘ＞ｗ＝＜目的目录＞
指定解压缩的目录。
－ｘ 或 ｘ
解开压缩文件。
－＜ａ／ｕ＞ｚ 或＜ａ／ｕ＞ｚ
不压缩文件，直接把它加入，更新压缩文件。

ｒｅｓｔｏｒｅ
功能说明：还原（Ｒｅｓｔｏｒｅ）由倾倒（Ｄｕｍｐ）操作所备份下来的文件或整个文件系统（一个分
区）。
语
法：ｒｅｓｔｏｒｅ ［－ｃＣｖｙ］［－ｂ ＜区块大小＞］［－Ｄ ＜文件系统＞］［－ｆ ＜备份文件＞］［－ｓ ＜文
件编号＞］ 或 ｒｅｓｔｏｒｅ ［－ｃｈｉｍｖｙ］［－ｂ ＜区块大小＞］［－ｆ ＜备份文件＞］［－ｓ ＜文件编号
＞］ 或 ｒｅｓｔｏｒｅ ［－ｃｒｖｙ］［－ｂ ＜区块大小＞］［－ｆ ＜备份文件＞］［－ｓ ＜文件编号
＞］ 或 ｒｅｓｔｏｒｅ ［－ｃＲｖｙ］［－ｂ ＜区块大小＞］［－Ｄ ＜文件系统＞］［－ｆ ＜备份文件＞］［－ｓ ＜文件编
号＞］ 或 ｒｅｓｔｏｒｅ ［ｃｈｔｖｙ］［－ｂ ＜区块大小＞］［－Ｄ ＜文件系统＞］［－ｆ ＜备份文件＞］［－ｓ ＜文件
编号＞］［文件．．．］ 或 ｒｅｓｔｏｒｅ ［－ｃｈｍｖｘｙ］［－ｂ ＜区块大小＞］［－Ｄ ＜文件系统＞］［－ｆ ＜备份文
件＞］［－ｓ ＜文件编号＞］［文件．．．］
补充说明：ｒｅｓｔｏｒｅ 指令所进行的操作和 ｄｕｍｐ 指令相反，倾倒操作可用来备份文件，而
还原操作则是写回这些已备份的文件。
参

数：
－ｂ＜区块大小＞
设置区块大小，单位是 Ｂｙｔｅ。
－ｃ
不检查倾倒操作的备份格式，仅准许读取使用旧格式的备份文件。
－Ｃ
使用对比模式，将备份的文件与现行的文件相互对比。
－Ｄ＜文件系统＞
允许用户指定文件系统的名称。
－ｆ＜备份文件＞
从指定的文件中读取备份数据，进行还原操作。
－ｈ
仅解出目录而不包括与该目录相关的所有文件。
－ｉ
使用互动模式，在进行还原操作时，ｒｅｓｔｏｒｅ 指令将依序询问用户。
－ｍ
解开符合指定的 ｉｎｏｄｅ 编号的文件或目录而非采用文件名称指定。
－ｒ
进行还原操作。
－Ｒ
全面还原文件系统时，检查应从何处开始进行。
－ｓ＜文件编号＞
当备份数据超过一卷磁带时，您可以指定备份文件的编号。
－ｔ
指定文件名称，若该文件已存在备份文件中，则列出它们的名称。
－ｖ
显示指令执行过程。
－ｘ
设置文件名称，且从指定的存储媒体里读入它们，若该文件已存在在备份文件中，
则将其还原到文件系统内。
－ｙ
不询问任何问题，一律以同意回答并继续执行指令。

ｔａｒ（ｔａｐｅ ａｒｃｈｉｖｅ）
功能说明：备份文件。
语

法：ｔａｒ ［－ＡＢｃｄｇＧｈｉｋｌｍＭｏＯｐＰｒＲｓＳｔｕＵｖｗＷｘｚＺ］［－ｂ ＜区块数目＞］［－Ｃ ＜目的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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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 ＜备份文件＞］［－Ｆ ＜Ｓｃｒｉｐｔ 文件＞］［－Ｋ ＜文件＞］［－Ｌ ＜媒体容量＞］［－Ｎ ＜日期时间
＞］［－Ｔ ＜范本文件＞］［－Ｖ ＜卷册名称＞］［－Ｘ ＜范本文件＞］［－＜设备编号＞＜存储密度
＞］［－－ａｆｔｅｒ－ｄａｔｅ＝＜日期时间＞］［－－ａｔｉｍｅ－ｐｒｅｓｅｒｖｅ］［－－ｂａｃｋｕｕｐ＝＜备份方式
＞］［－－ｃｈｅｃｋｐｏｉｎｔ］［－－ｃｏｎｃａｔｅｎａｔｅ］［－－ｃｏｎｆｉｒｍａｔｉｏｎ］［－－ｄｅｌｅｔｅ］［－－ｅｘｃｌｕｄｅ＝＜范本样式
＞］［－－ｆｏｒｃｅ－ｌｏｃａｌ］［－－ｇｒｏｕｐ＝＜群组名称
＞］［－－ｈｅｌｐ］［－－ｉｇｎｏｒｅ－ｆａｉｌｅｄ－ｒｅａｄ］［－－ｎｅｗ－ｖｏｌｕｍｅ－ｓｃｒｉｐｔ＝＜Ｓｃｒｉｐｔ 文件
＞］［－－ｎｅｗｅｒ－ｍｔｉｍｅ］［－－ｎｏ－ｒｅｃｕｒｓｉｏｎ］［－－ｎｕｌｌ］［－－ｎｕｍｅｒｉｃ－ｏｗｎｅｒ］［－－ｏｗｎｅｒ＝＜用户名称
＞］［－－ｐｏｓｉｘ］［－－ｅｒｖｅ］［－－ｐｒｅｓｅｒｖｅ－ｏｒｄｅｒ］［－－ｐｒｅｓｅｒｖｅ－ｐｅｒｍｉｓｓｉｏｎｓ］［－－ｒｅｃｏｒｄ－ｓｉｚｅ＝＜
区块数目＞］［－－ｒｅｃｕｒｓｉｖｅ－ｕｎｌｉｎｋ］［－－ｒｅｍｏｖｅ－ｆｉｌｅｓ］［－－ｒｓｈ－ｃｏｍｍａｎｄ＝＜执行指令
＞］［－－ｓａｍｅ－ｏｗｎｅｒ］［－－ｓｕｆｆｉｘ＝＜备份字尾字符串
＞］［－－ｔｏｔａｌｓ］［－－ｕｓｅ－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ｐｒｏｇｒａｍ＝＜执行指令＞］［－－ｖｅｒｓｉｏｎ］［－－ｖｏｌｎｏ－ｆｉｌｅ＝＜编号
文件＞］［文件或目录．．．］
补充说明：ｔａｒ 是用来建立，还原备份文件的工具程序，它可以加入，解开备份文件内的
文件。
参

数：
－Ａ 或－－ｃａｔｅｎａｔｅ
新增温暖件到已存在的备份文件。
－ｂ＜区块数目＞或－－ｂｌｏｃｋｉｎｇ－ｆａｃｔｏｒ＝＜区块数目＞
设置每笔记录的区块数目，每个区
块大小为 １２Ｂｙｔｅｓ。
－Ｂ 或－－ｒｅａｄ－ｆｕｌｌ－ｒｅｃｏｒｄｓ
读取数据时重设区块大小。
－ｃ 或－－ｃｒｅａｔｅ
建立新的备份文件。
－Ｃ＜目的目录＞或－－ｄｉｒｅｃｔｏｒｙ＝＜目的目录＞
切换到指定的目录。
－ｄ 或－－ｄｉｆｆ 或－－ｃｏｍｐａｒｅ
对比备份文件内和文件系统上的文件的差异。
－ｆ＜备份文件＞或－－ｆｉｌｅ＝＜备份文件＞
指定备份文件。
－Ｆ＜Ｓｃｒｉｐｔ 文件＞或－－ｉｎｆｏ－ｓｃｒｉｐｔ＝＜Ｓｃｒｉｐｔ 文件＞
每次更换磁带时，就执行指定的
Ｓｃｒｉｐｔ 文件。
－ｇ 或－－ｌｉｓｔｅｄ－ｉｎｃｒｅｍｅｎｔａｌ
处理 ＧＮＵ 格式的大量备份。
－Ｇ 或－－ｉｎｃｒｅｍｅｎｔａｌ
处理旧的 ＧＮＵ 格式的大量备份。
－ｈ 或－－ｄｅ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不建立符号连接，直接复制该连接所指向的原始文件。
－ｉ 或－－ｉｇｎｏｒｅ－ｚｅｒｏｓ
忽略备份文件中的 ０ Ｂｙｔｅ 区块，也就是 ＥＯＦ。
－ｋ 或－－ｋｅｅｐ－ｏｌｄ－ｆｉｌｅｓ
解开备份文件时，不覆盖已有的文件。
－Ｋ＜文件＞或－－ｓｔａｒｔｉｎｇ－ｆｉｌｅ＝＜文件＞
从指定的文件开始还原。
－ｌ 或－－ｏｎｅ－ｆｉｌｅ－ｓｙｓｔｅｍ
复制的文件或目录存放的文件系统，必须与 ｔａｒ 指令执行
时所处的文件系统相同，否则不予复制。
－Ｌ＜媒体容量＞或－ｔａｐｅ－ｌｅｎｇｔｈ＝＜媒体容量＞
设置存放每体的容量，单位以
１０２４ Ｂｙｔｅｓ 计算。
－ｍ 或－－ｍｏｄ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ｔｉｍｅ
还原文件时，不变更文件的更改时间。
－Ｍ 或－－ｍｕｌｔｉ－ｖｏｌｕｍｅ
在建立，还原备份文件或列出其中的内容时，采用多卷册模式。
－Ｎ＜日期格式＞或－－ｎｅｗｅｒ＝＜日期时间＞
只将较指定日期更新的文件保存到备份文件
里。
－ｏ 或－－ｏｌｄ－ａｒｃｈｉｖｅ 或－－ｐｏｒ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将资料写入备份文件时使用 Ｖ７ 格式。
－Ｏ 或－－ｓｔｄｏｕｔ
把从备份文件里还原的文件输出到标准输出设备。
－ｐ 或－－ｓａｍｅ－ｐｅｒ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用原来的文件权限还原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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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 或－－ａｂｓｏｌｕｔｅ－ｎａｍｅｓ
文件名使用绝对名称，不移除文件名称前的＂／＂号。
－ｒ 或－－ａｐｐｅｎｄ
新增文件到已存在的备份文件的结尾部分。
－Ｒ 或－－ｂｌｏｃｋ－ｎｕｍｂｅｒ
列出每个信息在备份文件中的区块编号。
－ｓ 或－－ｓａｍｅ－ｏｒｄｅｒ
还原文件的顺序和备份文件内的存放顺序相同。
－Ｓ 或－－ｓｐａｒｓｅ
倘若一个文件内含大量的连续 ０ 字节，则将此文件存成稀疏文件。
－ｔ 或－－ｌｉｓｔ
列出备份文件的内容。
－Ｔ＜范本文件＞或－－ｆｉｌｅｓ－ｆｒｏｍ＝＜范本文件＞
指定范本文件，其内含有一个或多个范本
样式，让 ｔａｒ 解开或建立符合设置条件的文件。
－ｕ 或－－ｕｐｄａｔｅ
仅置换较备份文件内的文件更新的文件。
－Ｕ 或－－ｕｎｌｉｎｋ－ｆｉｒｓｔ
解开压缩文件还原文件之前，先解除文件的连接。
－ｖ 或－－ｖｅｒｂｏｓｅ
显示指令执行过程。
－Ｖ＜卷册名称＞或－－ｌａｂｅｌ＝＜卷册名称＞
建立使用指定的卷册名称的备份文件。
－ｗ 或－－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ｖｅ
遭遇问题时先询问用户。
－Ｗ 或－－ｖｅｒｉｆｙ
写入备份文件后，确认文件正确无误。
－ｘ 或－－ｅｘｔｒａｃｔ 或－－ｇｅｔ 从备份文件中还原文件。
－Ｘ＜范本文件＞或－－ｅｘｃｌｕｄｅ－ｆｒｏｍ＝＜范本文件＞ 指定范本文件，其内含有一个或多个范
本样式，让 ａｒ 排除符合设置条件的文件。
－ｚ 或－－ｇｚｉｐ 或－－ｕｎｇｚｉｐ
通过 ｇｚｉｐ 指令处理备份文件。
－Ｚ 或－－ｃｏｍｐｒｅｓｓ 或－－ｕｎｃｏｍｐｒｅｓｓ
通过 ｃｏｍｐｒｅｓｓ 指令处理备份文件。
－＜设备编号＞＜存储密度＞
设置备份用的外围设备编号及存放数据的密度。
－－ａｆｔｅｒ－ｄａｔｅ＝＜日期时间＞
此参数的效果和指定＂－Ｎ＂参数相同。
－－ａｔｉｍｅ－ｐｒｅｓｅｒｖｅ
不变更文件的存取时间。
－－ｂａｃｋｕｐ＝＜备份方式＞或－－ｂａｃｋｕｐ
移除文件前先进行备份。
－－ｃｈｅｃｋｐｏｉｎｔ
读取备份文件时列出目录名称。
－－ｃｏｎｃａｔｅｎａｔｅ
此参数的效果和指定＂－Ａ＂参数相同。
－－ｃｏｎｆｉｒｍａｔｉｏｎ
此参数的效果和指定＂－ｗ＂参数相同。
－－ｄｅｌｅｔｅ
从备份文件中删除指定的文件。
－－ｅｘｃｌｕｄｅ＝＜范本样式＞
排除符合范本样式的问家。
－－ｇｒｏｕｐ＝＜群组名称＞
把加入设备文件中的文件的所属群组设成指定的群组。
－－ｈｅｌｐ
在线帮助。
－－ｉｇｎｏｒｅ－ｆａｉｌｅｄ－ｒｅａｄ
忽略数据读取错误，不中断程序的执行。
－－ｎｅｗ－ｖｏｌｕｍｅ－ｓｃｒｉｐｔ＝＜Ｓｃｒｉｐｔ 文件＞
此参数的效果和指定＂－Ｆ＂参数相同。
－－ｎｅｗｅｒ－ｍｔｉｍｅ
只保存更改过的文件。
－－ｎｏ－ｒｅｃｕｒｓｉｏｎ
不做递归处理，也就是指定目录下的所有文件及子目录不予处理。
－－ｎｕｌｌ
从 ｎｕｌｌ 设备读取文件名称。
－－ｎｕｍｅｒｉｃ－ｏｗｎｅｒ
以用户识别码及群组识别码取代用户名称和群组名称。
－－ｏｗｎｅｒ＝＜用户名称＞
把加入备份文件中的文件的拥有者设成指定的用户。
－－ｐｏｓｉｘ
将数据写入备份文件时使用 ＰＯＳＩＸ 格式。
－－ｐｒｅｓｅｒｖｅ
此参数的效果和指定＂－ｐｓ＂参数相同。
－－ｐｒｅｓｅｒｖｅ－ｏｒｄｅｒ
此参数的效果和指定＂－Ａ＂参数相同。
－－ｐｒｅｓｅｒｖｅ－ｐｅｒ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此参数的效果和指定＂－ｐ＂参数相同。
－－ｒｅｃｏｒｄ－ｓｉｚｅ＝＜区块数目＞
此参数的效果和指定＂－ｂ＂参数相同。
－－ｒｅｃｕｒｓｉｖｅ－ｕｎｌｉｎｋ
解开压缩文件还原目录之前，先解除整个目录下所有文件的连
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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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ｅｍｏｖｅ－ｆｉｌｅｓ
文件加入备份文件后，就将其删除。
－－ｒｓｈ－ｃｏｍｍａｎｄ＝＜执行指令＞
设置要在远端主机上执行的指令，以取代 ｒｓｈ 指令。
－－ｓａｍｅ－ｏｗｎｅｒ
尝试以相同的文件拥有者还原问家你。
－－ｓｕｆｆｉｘ＝＜备份字尾字符串＞
移除文件前先行备份。
－－ｔｏｔａｌｓ
备份文件建立后，列出文件大小。
－－ｕｓｅ－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ｐｒｏｇｒａｍ＝＜执行指令＞
通过指定的指令处理备份文件。
－－ｖｅｒｓｉｏｎ
显示版本信息。
－－ｖｏｌｎｏ－ｆｉｌｅ＝＜编号文件＞
使用指定文件内的编号取代预设的卷册编号。

ｕｎａｒｊ
功能说明：解压缩．ａｒｊ 文件。
语

法：ｕｎａｒｊ ［ｅｌｔｘ］［．ａｒｊ 压缩文件］

补充说明：ｕｎａｒｊ 为．ａｒｊ 压缩文件的压缩程序。
参
ｅ
ｌ
ｔ
ｘ

数：
解压缩．ａｒｊ 文件。
显示压缩文件内所包含的文件。
检查压缩文件是否正确。
解压缩时保留原有的路径。

ｕｎｚｉｐ
功能说明：解压缩 ｚｉｐ 文件
语
法：ｕｎｚｉｐ ［－ｃｆｌｐｔｕｖｚ］［－ａｇＣｊＬＭｎｏｑｓＶＸ］［－Ｐ ＜密码＞］［．ｚｉｐ 文
件］［文件］［－ｄ ＜目录＞］［－ｘ ＜文件＞］ 或 ｕｎｚｉｐ ［－Ｚ］
补充说明：ｕｎｚｉｐ 为．ｚｉｐ 压缩文件的解压缩程序。
参

数：
－ｃ
将解压缩的结果显示到屏幕上，并对字符做适当的转换。
－ｆ
更新现有的文件。
－ｌ
显示压缩文件内所包含的文件。
－ｐ
与－ｃ 参数类似，会将解压缩的结果显示到屏幕上，但不会执行
任何的转换。
－ｔ
检查压缩文件是否正确。
－ｕ
与－ｆ 参数类似，但是除了更新现有的文件外，也会将压缩文件
中的其他文件解压缩到目录中。
－ｖ
执行是时显示详细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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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ｚ
仅显示压缩文件的备注文字。
－ａ
对文本文件进行必要的字符转换。
－ｂ
不要对文本文件进行字符转换。
－Ｃ
压缩文件中的文件名称区分大小写。
－ｊ
不处理压缩文件中原有的目录路径。
－Ｌ
将压缩文件中的全部文件名改为小写。
－Ｍ
将输出结果送到 ｍｏｒｅ 程序处理。
－ｎ
解压缩时不要覆盖原有的文件。
－ｏ
不必先询问用户，ｕｎｚｉｐ 执行后覆盖原有文件。
－Ｐ＜密码＞
使用 ｚｉｐ 的密码选项。
－ｑ
执行时不显示任何信息。
－ｓ
将文件名中的空白字符转换为底线字符。
－Ｖ
保留 ＶＭＳ 的文件版本信息。
－Ｘ
解压缩时同时回存文件原来的 ＵＩＤ／ＧＩＤ。
［．ｚｉｐ 文件］
指定．ｚｉｐ 压缩文件。
［文件］
指定要处理．ｚｉｐ 压缩文件中的哪些文件。
－ｄ＜目录＞
指定文件解压缩后所要存储的目录。
－ｘ＜文件＞
指定不要处理．ｚｉｐ 压缩文件中的哪些文件。
－Ｚ
ｕｎｚｉｐ －Ｚ 等于执行 ｚｉｐｉｎｆｏ 指令。

ｚｉｐ
功能说明：压缩文件。
语
法：ｚｉｐ ［－ＡｃｄＤｆＦｇｈｊＪＫｌＬｍｏｑｒＳＴｕｖＶｗＸｙｚ￥］［－ｂ ＜工作目录
＞］［－ｌｌ］［－ｎ ＜字尾字符串＞］［－ｔ ＜日期时间＞］［－＜压缩效率＞］［压缩文
件］［文件．．．］［－ｉ ＜范本样式＞］［－ｘ ＜范本样式＞］
补充说明：ｚｉｐ 是个使用广泛的压缩程序，文件经它压缩后会另外产生
具有＂．ｚｉｐ＂扩展名的压缩文件。
参

数：
－Ａ
调整可执行的自动解压缩文件。
－ｂ＜工作目录＞
指定暂时存放文件的目录。
－ｃ
替每个被压缩的文件加上注释。
－ｄ
从压缩文件内删除指定的文件。
－Ｄ
压缩文件内不建立目录名称。
－ｆ
此参数的效果和指定＂－ｕ＂参数类似，但不仅更新既有文件，如
果某些文件原本不存在于压缩文件内，使用本参数会一并将其加入压缩
文件中。
－Ｆ
尝试修复已损坏的压缩文件。
－ｇ
将文件压缩后附加在既有的压缩文件之后，而非另行建立新的
压缩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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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
在线帮助。
－ｉ＜范本样式＞
只压缩符合条件的文件。
－ｊ
只保存文件名称及其内容，而不存放任何目录名称。
－Ｊ
删除压缩文件前面不必要的数据。
－ｋ
使用 ＭＳ－ＤＯＳ 兼容格式的文件名称。
－ｌ
压缩文件时，把 ＬＦ 字符置换成 ＬＦ＋ＣＲ 字符。
－ｌｌ
压缩文件时，把 ＬＦ＋ＣＲ 字符置换成 ＬＦ 字符。
－Ｌ
显示版权信息。
－ｍ
将文件压缩并加入压缩文件后，删除原始文件，即把文件移到
压缩文件中。
－ｎ＜字尾字符串＞
不压缩具有特定字尾字符串的文件。
－ｏ
以压缩文件内拥有最新更改时间的文件为准，将压缩文件的更
改时间设成和该文件相同。
－ｑ
不显示指令执行过程。
－ｒ
递归处理，将指定目录下的所有文件和子目录一并处理。
－Ｓ
包含系统和隐藏文件。
－ｔ＜日期时间＞
把压缩文件的日期设成指定的日期。
－Ｔ
检查备份文件内的每个文件是否正确无误。
－ｕ
更换较新的文件到压缩文件内。
－ｖ
显示指令执行过程或显示版本信息。
－Ｖ
保存 ＶＭＳ 操作系统的文件属性。
－ｗ
在文件名称里假如版本编号，本参数仅在 ＶＭＳ 操作系统下有效。
－ｘ＜范本样式＞
压缩时排除符合条件的文件。
－Ｘ
不保存额外的文件属性。
－ｙ
直接保存符号连接，而非该连接所指向的文件，本参数仅在 ＵＮＩＸ
之类的系统下有效。
－ｚ
替压缩文件加上注释。
－￥
保存第一个被压缩文件所在磁盘的卷册名称。
－＜压缩效率＞
压缩效率是一个介于 １－９ 的数值。

ｚｉｐｉｎｆｏ
功能说明：列出压缩文件信息。
语
式＞］

法：ｚｉｐｉｎｆｏ ［－１２ｈｌｍＭｓｔＴｖｚ］［压缩文件］［文件．．．］［－ｘ ＜范本样

补充说明：执行 ｚｉｐｉｎｆｏ 指令可得知 ｚｉｐ 压缩文件的详细信息。
参

数：
－１
只列出文件名称。
－２
此参数的效果和指定＂－１＂参数类似，但可搭配＂－ｈ＂，＂－ｔ＂和＂－ｚ＂
参数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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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
只列出压缩文件的文件名称。
－ｌ
此参数的效果和指定＂－ｍ＂参数类似，但会列出原始文件的大小
而非每个文件的压缩率。
－ｍ
此参数的效果和指定＂－ｓ＂参数类似，但多会列出每个文件的压
缩率。
－Ｍ
若信息内容超过一个画面，则采用类似 ｍｏｒｅ 指令的方式列出信
息。
－ｓ
用类似执行＂ｌｓ －ｌ＂指令的效果列出压缩文件内容。
－ｔ
只列出压缩文件内所包含的文件数目，压缩前后的文件大小及
压缩率。
－Ｔ
将压缩文件内每个文件的日期时间用年，月，日，时，分，秒
的顺序列出。
－ｖ
详细显示压缩文件内每一个文件的信息。
－ｘ＜范本样式＞
不列出符合条件的文件的信息。
－ｚ
如果压缩文件内含有注释，就将注释显示出来。

3.磁盘管理
ｃｄ（ｃｈａｎｇｅ ｄｉｒｅｃｔｏｒｙ）
功能说明：切换目录。
语

法：ｃｄ ［目的目录］

补充说明：ｃｄ 指令可让用户在不同的目录间切换，但该用户必
须拥有足够的权限进入目的目录。

ｄｆ（ｄｉｓｋ ｆｒｅｅ）
功能说明：显示磁盘的相关信息。
语
法：ｄｆ ［－ａｈＨｉｋｌｍＰＴ］［－－ｂｌｏｃｋ－ｓｉｚｅ＝＜区块大小＞］［－ｔ ＜
文件系统类型＞］［－ｘ ＜文件系统类型
＞］［－－ｈｅｌｐ］［－－ｎｏ－ｓｙｎｃ］［－－ｓｙｎｃ］［－－ｖｅｒｓｉｏｎ］［文件或设备］
补充说明：ｄｆ 可显示磁盘的文件系统与使用情形。
参

数：
－ａ 或－－ａｌｌ
包含全部的文件系统。
－－ｂｌｏｃｋ－ｓｉｚｅ＝＜区块大小＞
以指定的区块大小来显示区块
数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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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 或－－ｈｕｍａｎ－ｒｅａｄａｂｌｅ
以可读性较高的方式来显示信息。
－Ｈ 或－－ｓｉ
与－ｈ 参数相同，但在计算时是以 １０００ Ｂｙｔｅｓ 为
换算单位而非 １０２４ Ｂｙｔｅｓ。
－ｉ 或－－ｉｎｏｄｅｓ
显示 ｉｎｏｄｅ 的信息。
－ｋ 或－－ｋｉｌｏｂｙｔｅｓ
指定区块大小为 １０２４ 字节。
－ｌ 或－－ｌｏｃａｌ
仅显示本地端的文件系统。
－ｍ 或－－ｍｅｇａｂｙｔｅｓ
指定区块大小为 １０４８５７６ 字节。
－－ｎｏ－ｓｙｎｃ
在取得磁盘使用信息前，不要执行 ｓｙｎｃ 指令，
此为预设值。
－Ｐ 或－－ｐｏｒ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使用 ＰＯＳＩＸ 的输出格式。
－－ｓｙｎｃ
在取得磁盘使用信息前，先执行 ｓｙｎｃ 指令。
－ｔ＜文件系统类型＞或－－ｔｙｐｅ＝＜文件系统类型＞
仅显示指定
文件系统类型的磁盘信息。
－Ｔ 或－－ｐｒｉｎｔ－ｔｙｐｅ
显示文件系统的类型。
－ｘ＜文件系统类型＞或－－ｅｘｃｌｕｄｅ－ｔｙｐｅ＝＜文件系统类型＞
不
要显示指定文件系统类型的磁盘信息。
－－ｈｅｌｐ
显示帮助。
－－ｖｅｒｓｉｏｎ
显示版本信息。
［文件或设备］
指定磁盘设备。

ｄｉｒｓ
功能说明：显示目录记录。
语

法：ｄｉｒｓ ［＋／－ｎ －ｌ］

补充说明：显示目录堆叠中的记录。
参
＋ｎ
－ｎ
－ｌ

数：
显示从左边算起第 ｎ 笔的目录。
显示从右边算起第 ｎ 笔的目录。
显示目录完整的记录。

ｄｕ（ｄｉｓｋ ｕｓａｇｅ）
功能说明：显示目录或文件的大小。
语
法：ｄｕ ［－ａｂｃＤｈＨｋｌｍｓＳｘ］［－Ｌ ＜符号连接＞］［－Ｘ ＜文件
＞］［－－ｂｌｏｃｋ－ｓｉｚｅ］［－－ｅｘｃｌｕｄｅ＝＜目录或文件＞］［－－ｍａｘ－ｄｅｐｔｈ＝＜
目录层数＞］［－－ｈｅｌｐ］［－－ｖｅｒｓｉｏｎ］［目录或文件］
补充说明：ｄｕ 会显示指定的目录或文件所占用的磁盘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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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

数：
－ａ 或－ａｌｌ
显示目录中个别文件的大小。
－ｂ 或－ｂｙｔｅｓ
显示目录或文件大小时，以 ｂｙｔｅ 为单位。
－ｃ 或－－ｔｏｔａｌ
除了显示个别目录或文件的大小外，同时也
显示所有目录或文件的总和。
－Ｄ 或－－ｄｅ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ａｒｇｓ
显示指定符号连接的源文件大
小。
－ｈ 或－－ｈｕｍａｎ－ｒｅａｄａｂｌｅ
以 Ｋ，Ｍ，Ｇ 为单位，提高信息的可
读性。
－Ｈ 或－－ｓｉ
与－ｈ 参数相同，但是 Ｋ，Ｍ，Ｇ 是以 １０００ 为换算
单位。
－ｋ 或－－ｋｉｌｏｂｙｔｅｓ
以 １０２４ ｂｙｔｅｓ 为单位。
－ｌ 或－－ｃｏｕｎｔ－ｌｉｎｋｓ
重复计算硬件连接的文件。
－Ｌ＜符号连接＞或－－ｄｅ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符号连接＞
显示选项中所
指定符号连接的源文件大小。
－ｍ 或－－ｍｅｇａｂｙｔｅｓ
以 １ＭＢ 为单位。
－ｓ 或－－ｓｕｍｍａｒｉｚｅ
仅显示总计。
－Ｓ 或－－ｓｅｐａｒａｔｅ－ｄｉｒｓ
显示个别目录的大小时，并不含其
子目录的大小。
－ｘ 或－－ｏｎｅ－ｆｉｌｅ－ｘｙｓｔｅｍ
以一开始处理时的文件系统为准，
若遇上其它不同的文件系统目录则略过。
－Ｘ＜文件＞或－－ｅｘｃｌｕｄｅ－ｆｒｏｍ＝＜文件＞
在＜文件＞指定目录或
文件。
－－ｅｘｃｌｕｄｅ＝＜目录或文件＞
略过指定的目录或文件。
－－ｍａｘ－ｄｅｐｔｈ＝＜目录层数＞
超过指定层数的目录后，予以忽
略。
－－ｈｅｌｐ
显示帮助。
－－ｖｅｒｓｉｏｎ
显示版本信息。

ｅｄｑｕｏｔａ（ｅｄｉｔ ｑｕｏｔａ）
功能说明：编辑用户或群组的 ｑｕｏｔａ。
语
法：ｅｄｑｕｏｔａ ［－ｐ ＜源用户名称＞］［－ｕｇ］［用户或群组名
称．．．］ 或 ｅｄｑｕｏｔａ ［－ｕｇ］ －ｔ
补充说明：ｅｄｑｕｏｔａ 预设会使用 ｖｉ 来编辑使用者或群组的 ｑｕｏｔａ
设置。
参

数：
－ｕ
设置用户的 ｑｕｏｔａ，这是预设的参数。
－ｇ
设置群组的 ｑｕｏｔａ。
－ｐ＜源用户名称＞
将源用户的 ｑｕｏｔａ 设置套用至其他用户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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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组。
－ｔ
设置宽限期限。

ｅｊｅｃｔ
功能说明：退出抽取式设备。
语
法：ｅｊｅｃｔ ［－ｄｆｈｎｑｒｓｔｖ］［－ａ ＜开关＞］［－ｃ ＜光驱编号
＞］［设备］
补充说明：若设备已挂入，则 ｅｊｅｃｔ 会先将该设备卸除再退出。
参

数：
［设备］
设备可以是驱动程序名称，也可以是挂入点。
－ａ＜开关＞或－－ａｕｔｏ＜开关＞
控制设备的自动退出功能。
－ｃ＜光驱编号＞或－－ｃｈａｎｇｅｒｓｌｕｔ＜光驱编号＞
选择光驱柜中
的光驱。
－ｄ 或－－ｄｅｆａｕｌｔ
显示预设的设备，而不是实际执行动作。
－ｆ 或－－ｆｌｏｐｐｙ
退出抽取式磁盘。
－ｈ 或－－ｈｅｌｐ
显示帮助。
－ｎ 或－－ｎｏｏｐ
显示指定的设备。
－ｑ 或－－ｔａｐｅ
退出磁带。
－ｒ 或－－ｃｄｒｏｍ
退出光盘。
－ｓ 或－－ｓｃｓｉ
以 ＳＣＳＩ 指令来退出设备。
－ｔ 或－－ｔｒａｙｃｌｏｓｅ
关闭光盘的托盘。
－ｖ 或－－ｖｅｒｂｏｓｅ
执行时，显示详细的说明。

ｌｎｄｉｒ（ｌｉｎｋ ｄｉｒｅｃｔｏｒｙ）
功能说明：连接目录内容。
语
录］

法：ｌｎｄｉｒ ［－ｉｇｎｏｒｅｌｉｎｋｓ］［－ｓｉｌｅｎｔ］［源目录］［目的目

补充说明：执行 ｌｎｄｉｒ 指令，可一口气把源目录底下的文件和子
目录统统建立起相互对应的符号连接。
参

数：
－ｉｇｎｏｒｅｌｉｎｋｓ
直接建立符号连接的符号连接。
－ｓｉｌｅｎｔ
不显示指令执行过程。

ｌｓ（ｌｉｓ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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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说明：列出目录内容。
语
法：
ｌｓ ［－１ａＡｂＢｃＣｄＤｆＦｇＧｈＨｉｋｌＬｍｎＮｏｐｑＱｒＲｓＳｔｕＵｖｘＸ］［－Ｉ ＜范本样式
＞］［－Ｔ ＜跳格字数＞］［－ｗ ＜每列字符数＞］［－－ｂｌｏｃｋ－ｓｉｚｅ＝＜区块大
小＞］［－－ｃｏｌｏｒ＝＜使用时机＞］［－－ｆｏｒｍａｔ＝＜列表格式
＞］［－－ｆｕｌｌ－ｔｉｍｅ］［－－ｈｅｌｐ］［－－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ｔｙｌｅ＝＜标注样式
＞］［－－ｑｕｏｔｉｎｇ－ｓｔｙｌｅ＝＜引号样式
＞］［－－ｓｈｏｗ－ｃｏｎｔｒｏｌ－ｃｈａｒｓ］［－－ｓｏｒｔ＝＜排序方式＞］［－－ｔｉｍｅ＝＜时
间戳记＞］［－－ｖｅｒｓｉｏｎ］［文件或目录．．．］
补充说明：执行 ｌｓ 指令可列出目录的内容，包括文件和子目录
的名称。
参

数：
－１
每列仅显示一个文件或目录名称。
－ａ 或－－ａｌｌ
下所有文件和目录。
－Ａ 或－－ａｌｍｏｓｔ－ａｌｌ
显示所有文件和目录，但不显示现行目
录和上层目录。
－ｂ 或－－ｅｓｃａｐｅ
显示脱离字符。
－Ｂ 或－－ｉｇｎｏｒｅ－ｂａｃｋｕｐｓ
忽略备份文件和目录。
－ｃ
以更改时间排序，显示文件和目录。
－Ｃ
以又上至下，从左到右的直行方式显示文件和目录名称。
－ｄ 或－－ｄｉｒｅｃｔｏｒｙ
显示目录名称而非其内容。
－Ｄ 或－－ｄｉｒｅｄ
用 Ｅｍａｃｓ 的模式产生文件和目录列表。
－ｆ
此参数的效果和同时指定＂ａＵ＂参数相同，并关闭＂ｌｓｔ＂
参数的效果。
－Ｆ 或－－ｃｌａｓｓｉｆｙ
在执行文件，目录，Ｓｏｃｋｅｔ，符号连接，
管道名称后面，各自加上＂＊＂，＂／＂，＂＝＂，＂＠＂，＂｜＂号。
－ｇ
次参数将忽略不予处理。
－Ｇ 或－－ｎｏ－ｇｒｏｕｐ
不显示群组名称。
－ｈ 或－－ｈｕｍａｎ－ｒｅａｄａｂｌｅ
用＂Ｋ＂，＂Ｍ＂，＂Ｇ＂来显示文件和目录
的大小。
－Ｈ 或－－ｓｉ
此参数的效果和指定＂－ｈ＂参数类似，但计算单位
是 １０００Ｂｙｔｅｓ 而非 １０２４Ｂｙｔｅｓ。
－ｉ 或－－ｉｎｏｄｅ
显示文件和目录的 ｉｎｏｄｅ 编号。
－Ｉ＜范本样式＞或－－ｉｇｎｏｒｅ＝＜范本样式＞
不显示符合范本样
式的文件或目录名称。
－ｋ 或－－ｋｉｌｏｂｙｔｅｓ
此参数的效果和指定＂ｂｌｏｃｋ－ｓｉｚｅ＝１０２４＂
参数相同。
－ｌ
使用详细格式列表。
－Ｌ 或－－ｄｅ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如遇到性质为符号连接的文件或目录，
直接列出该连接所指向的原始文件或目录。
－ｍ
用＂，＂号区隔每个文件和目录的名称。
22

－ｎ 或－－ｎｕｍｅｒｉｃ－ｕｉｄ－ｇｉｄ
以用户识别码和群组识别码替代
其名称。
－Ｎ 或－－ｌｉｔｅｒａｌ
直接列出文件和目录名称，包括控制字符。
－ｏ
此参数的效果和指定＂－ｌ＂ 参数类似，但不列出群组名称
或识别码。
－ｐ 或－－ｆｉｌｅ－ｔｙｐｅ
此参数的效果和指定＂－Ｆ＂参数类似，但
不会在执行文件名称后面加上＂＊＂号。
－ｑ 或－－ｈｉｄ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ｃｈａｒｓ
用＂？＂号取代控制字符，列出
文件和目录名称。
－Ｑ 或－－ｑｕｏｔｅ－ｎａｍｅ
把文件和目录名称以＂＂号标示起来。
－ｒ 或－－ｒｅｖｅｒｓｅ
反向排序。
－Ｒ 或－－ｒｅｃｕｒｓｉｖｅ
递归处理，将指定目录下的所有文件及
子目录一并处理。
－ｓ 或－－ｓｉｚｅ
显示文件和目录的大小，以区块为单位。
－Ｓ
用文件和目录的大小排序。
－ｔ
用文件和目录的更改时间排序。
－Ｔ＜跳格字符＞或－－ｔａｂｓｉｚｅ＝＜跳格字数＞
设置跳格字符所对
应的空白字符数。
－ｕ
以最后存取时间排序，显示文件和目录。
－Ｕ
列出文件和目录名称时不予排序。
－ｖ
文件和目录的名称列表以版本进行排序。
－ｗ＜每列字符数＞或－－ｗｉｄｔｈ＝＜每列字符数＞
设置每列的最大
字符数。
－ｘ
以从左到右，由上至下的横列方式显示文件和目录名称。
－Ｘ
以文件和目录的最后一个扩展名排序。
－－ｂｌｏｃｋ－ｓｉｚｅ＝＜区块大小＞
指定存放文件的区块大小。
－－ｃｏｌｏｒ＝＜列表格式＞
培植文件和目录的列表格式。
－－ｆｕｌｌ－ｔｉｍｅ
列出完整的日期与时间。
－－ｈｅｌｐ
在线帮助。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ｔｙｌｅ＝＜标注样式＞
在文件和目录等名称后面
加上标注，易于辨识该名称所属的类型。
－－ｑｕｏｔｉｎｇ－ｓｙｔｅ＝＜引号样式＞
把文件和目录名称以指定的
引号样式标示起来。
－－ｓｈｏｗ－ｃｏｎｔｒｏｌ－ｃｈａｒｓ
在文件和目录列表时，使用控制字
符。
－－ｓｏｒｔ＝＜排序方式＞
配置文件和目录列表的排序方式。
－－ｔｉｍｅ＝＜时间戳记＞
用指定的时间戳记取代更改时间。
－－ｖｅｒｓｉｏｎ
显示版本信息。

ｍｃｄ
功能说明：在 ＭＳ－ＤＯＳ 文件系统中切换工作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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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

法：ｍｃｄ ［目录名称］

补充说明：ｍｃｄ 为 ｍｔｏｏｌｓ 工具指令，可在 ＭＳ－ＤＯＳ 文件系统中切
换工作目录。若不加任何参数，则显示目前所在的磁盘与工作目
录。

ｍｄｅｌｔｒｅｅ
功能说明：删除 ＭＳ－ＤＯＳ 目录
语

法：ｍｄｅｌｔｒｅｅ ［目录．．．］

补充说明：ｍｄｅｌ 为 ｍｔｏｏｌｓ 工具指令，模拟 ＭＳ－ＤＯＳ 的 ｄｅｌｔｒｅｅ
指令，可删除 ＭＳ－ＤＯＳ 文件系统中的目录及目录下所有子目录与
文件。

ｍｄｕ
功能说明：显示 ＭＳ－ＤＯＳ 目录所占用的磁盘空间。
语

法：ｍｄｕ ［－ａｓ］［目录］

补充说明：ｍｄｕ 为 ｍｓｔｏｏｌｓ 工具指令，可显示 ＭＳ－ＤＯＳ 文件系统
中目录所占用的磁盘空间。
参
－ａ
－ｓ

数：
显示每个文件及整个目录所占用的空间。
仅显示整个目录所占用的空间。

ｍｋｄｉｒ（ｍａｋｅ ｄｉｒｅｃｔｏｒｉｅｓ）
功能说明：建立目录
语
法：ｍｋｄｉｒ ［－ｐ］［－－ｈｅｌｐ］［－－ｖｅｒｓｉｏｎ］［－ｍ ＜目录属性
＞］［目录名称］
补充说明：ｍｋｄｉｒ 可建立目录并同时设置目录的权限。
参

数：
－ｍ＜目录属性＞或－－ｍｏｄｅ＜目录属性＞
建立目录时同时设置目
录的权限。
－ｐ 或－－ｐａｒｅｎｔｓ
若所要建立目录的上层目录目前尚未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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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会一并建立上层目录。
－－ｈｅｌｐ
显示帮助。
－－ｖｅｒｂｏｓｅ
执行时显示详细的信息。
－－ｖｅｒｓｉｏｎ
显示版本信息。

ｍｌａｂｅｌ
功能说明：显示或设置 ＭＳ－ＤＯＳ 磁盘驱动器的标签名
称。
语
称］

法：ｍｌａｂｅｌ ［－ｃｓｖＶ］［驱动器代号］［标签名

补充说明：ｍｌａｂｅｌ 为 ｍｔｏｏｌｓ 工具指令，模拟 ＭＳ－ＤＯＳ
的 ｌａｂｅｌ 指令，可显示或设置 ＭＳ－ＤＯＳ 磁盘驱动器的
标签名称。
参
－ｃ
－ｓ
－ｖ
－Ｖ

数：
清楚标签名称
显示标签名称
执行时显示详细的信息。
显示版本信息。

ｍｍｄ
功能说明：在 ＭＳ－ＤＯＳ 文件系统中建立目录。
语

法：ｍｍｄ ［目录．．．］

补充说明：ｍｍｄ 为 ｍｔｏｏｌｓ 工具指令，模拟 ＭＳ－ＤＯＳ
的 ｍｄ 指令，可在 ＭＳ－ＤＯＳ 的文件系统中建立目录。

ｍｍｏｕｎｔ
功能说明：挂入 ＭＳ－ＤＯＳ 文件系统。
语

法：ｍｍｏｕｎｔ ［驱动器代号］［ｍｏｕｎｔ 参数］

补充说明：ｍｍｏｕｎｔ 为 ｍｔｏｏｌｓ 工具指令，可根据［ｍｏｕｎｔ 参数］中
的设置，将磁盘内容挂入到 Ｌｉｎｕｘ 目录中。
参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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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ｏｕｎｔ 参数］的用法请参考 ｍｏｕｎｔ 指令。

ｍｒｄ
功能说明：删除 ＭＳ－ＤＯＳ 文件系统中的目录。
语

法：ｍｒｄ ［目录．．．］

补充说明：ｍｒｄ 为 ｍｔｏｏｌｓ 工具指令，模拟 ＭＳ－ＤＯＳ 的 ｒｄ 指令，
可删除 ＭＳ－ＤＯＳ 的目录。

ｍｚｉｐ
功能说明：Ｚｉｐ／Ｊａｚ 磁盘驱动器控制指令。
语

法：ｍｚｉｐ ［－ｅｆｐｑｒｕｗｘ］

补充说明：ｍｚｉｐ 为 ｍｔｏｏｌｓ 工具指令，可设置 Ｚｉｐ 或 Ｊａｚ 磁盘驱
动区的保护模式以及执行退出磁盘的动作。
参

数：
－ｅ
退出磁盘。
－ｆ
与－ｅ 参数一并使用，不管是否已经挂入磁盘中的文件系
统，一律强制退出磁盘。
－ｐ
设置磁盘的写入密码。
－ｑ
显示目前的状态。
－ｒ
将磁盘设为防写状态。
－ｕ
退出磁盘以前，暂时解除磁盘的保护状态。
－ｗ
将磁盘设为可写入状态。
－ｘ
设置磁盘的密码。

ｐｗｄ（ｐｒｉｎｔ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ｄｉｒｅｃｔｏｒｙ）
功能说明：显示工作目录。
语

法：ｐｗｄ ［－－ｈｅｌｐ］［－－ｖｅｒｓｉｏｎ］

补充说明：执行 ｐｗｄ 指令可立刻得知您目前所在的工作目录的绝
对路径名称。
参

数：
－－ｈｅｌｐ
在线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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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ｖｅｒｓｉｏｎ

显示版本信息。

ｑｕｏｔａ
功能说明：显示磁盘已使用的空间与限制。
语
法：ｑｕｏｔａ ［－ｑｕｖＶ］［用户名
称．．．］ 或 ｑｕｏｔａ ［－ｇｑｖＶ］［群组名称．．．］
补充说明：执行 ｑｕｏｔａ 指令，可查询磁盘空间的限
制，并得知已使用多少空间。
参

数：
－ｇ
列出群组的磁盘空间限制。
－ｑ
简明列表，只列出超过限制的部分。
－ｕ
列出用户的磁盘空间限制。
－ｖ
显示该用户或群组，在所有挂入系统的存储
设备的空间限制。
－Ｖ
显示版本信息。

ｑｕｏｔａｃｈｅｃｋ
功能说明：检查磁盘的使用空间与限制。
语

法：ｑｕｏｔａｃｈｅｃｋ ［－ａｄｇＲｕｖ］［文件系统．．．］

补充说明：执行 ｑｕｏｔａｃｈｅｃｋ 指令，扫描挂入系统的分区，并在
各分区的文件系统根目录下产生 ｑｕｏｔａ．ｕｓｅｒ 和 ｑｕｏｔａ．ｇｒｏｕｐ 文
件，设置用户和群组的磁盘空间限制。
参

数：
扫描在／ｅｔｃ／ｆｓｔａｂ 文件里，有加入 ｑｕｏｔａ 设置的分区。
详细显示指令执行过程，便于排错或了解程序执行的情

－ａ
－ｄ
形。
－ｇ
扫描磁盘空间时，计算每个群组识别码所占用的目录和
文件数目。
－Ｒ
排除根目录所在的分区。
－ｕ
扫描磁盘空间时，计算每个用户识别码所占用的目录和
文件数目。
－ｖ
显示指令执行过程。

ｑｕｏｔａｏｆ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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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说明：关闭磁盘空间限制。
语

法：ｑｕｏｔａｏｆｆ ［－ａｇｕｖ］［文件系统．．．］

补充说明：执行 ｑｕｏｔａｏｆｆ 指令可关闭用户和群组的磁盘空间限
制。
参

数：
－ａ
关闭在／ｅｔｃ／ｆｓｔａｂ 文件里，有加入 ｑｕｏｔａ 设置的分区的
空间限制。
－ｇ
关闭群组的磁盘空间限制。
－ｕ
关闭用户的磁盘空间限制。
－ｖ
显示指令执行过程。

ｑｕｏｔａｏｎ
功能说明：开启磁盘空间限制。
语

法：ｑｕｏｔａｏｎ ［－ａｇｕｖ］［文件系统．．．］

补充说明：执行 ｑｕｏｔａｏｎ 指令可开启用户和群组的才磅秒年空间
限制，各分区的文件系统根目录必须有 ｑｕｏｔａ．ｕｓｅｒ 和
ｑｕｏｔａ．ｇｒｏｕｐ 配置文件。
参

数：
－ａ
开启在／ｅｃｔ／ｆｓｔａｂ 文件里，有加入 ｑｕｏｔａ 设置的分区的
空间限制。
－ｇ
开启群组的磁盘空间限制。
－ｕ
开启用户的磁盘空间限制。
－ｖ
显示指令指令执行过程。

ｒｅｐｑｕｏｔａ（ｒｅｐｏｒｔ ｑｕｏｔａ）
功能说明：检查磁盘空间限制的状态。
语

法：ｒｅｐｑｕｏｔａ ［－ａｇｕｖ］［文件系统．．．］

补充说明：执行 ｒｅｐｑｕｏｔａ 指令，可报告磁盘空间限制的状况，
清楚得知每位用户或每个群组已使用多少空间。
参

数：
－ａ
列出在／ｅｔｃ／ｆｓｔａｂ 文件里，有加入 ｑｕｏｔａ 设置的分区的
使用状况，包括用户和群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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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
－ｕ
－ｖ

列出所有群组的磁盘空间限制。
列出所有用户的磁盘空间限制。
显示该用户或群组的所有空间限制。

ｒｍｄｉｒ（ｒｅｍｏｖｅ ｄｉｒｅｃｔｏｒｙ）
功能说明：删除目录。
语
法：
ｒｍｄｉｒ ［－ｐ］［－－ｈｅｌｐ］［－－ｉｇｎｏｒｅ－ｆａｉｌ－ｏｎ－ｎｏｎ－ｅｍｐｔｙ］［－－ｖｅｒｂｏｓｅ］［－－ｖｅｒｓｉｏｎ］［目
录．．．］
补充说明：当有空目录要删除时，可使用 ｒｍｄｉｒ 指令。
参

数：
－ｐ 或－－ｐａｒｅｎｔｓ
删除指定目录后，若该目录的上层目录已变成空目录，则将
其一并删除。
－－ｈｅｌｐ
在线帮助。
－－ｉｇｎｏｒｅ－ｆａｉｌ－ｏｎ－ｎｏｎ－ｅｍｐｔｙ
忽略非空目录的错误信息。
－－ｖｅｒｂｏｓｅ
显示指令执行过程。
－－ｖｅｒｓｉｏｎ
显示版本信息。

ｒｍｔ（ｒｅｍｏｔｅ ｍａｇｎｅｔｉｃ ｔａｐｅ）
功能说明：远端磁带传输协议模块。
语

法：ｒｍｔ

补充说明：通过 ｒｍｔ 指令，用户可通过 ＩＰＣ 连线，远端操控磁带
机的倾倒和还原操作。

ｓｔａｔ（ｓｔａｔｕｓ）
功能说明：显示 ｉｎｏｄｅ 内容。
语

法：ｓｔａｔ ［文件或目录］

补充说明：ｓｔａｔ 以文字的格式来显示 ｉｎｏｄｅ 的内容。

ｔｒｅ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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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说明：以树状图列出目录的内容。
语
法：ｔｒｅｅ ［－ａＡＣｄＤｆＦｇｉｌｎＮｐｑｓｔｕｘ］［－Ｉ ＜范本样式＞］［－Ｐ ＜
范本样式＞］［目录．．．］
补充说明：执行 ｔｒｅｅ 指令，它会列出指定目录下的所有文件，
包括子目录里的文件。
参

数：
－ａ
显示所有文件和目录。
－Ａ
使用 ＡＳＮＩ 绘图字符显示树状图而非以 ＡＳＣＩＩ 字符组合。
－Ｃ
在文件和目录清单加上色彩，便于区分各种类型。
－ｄ
显示目录名称而非内容。
－Ｄ
列出文件或目录的更改时间。
－ｆ
在每个文件或目录之前，显示完整的相对路径名称。
－Ｆ
在执行文件，目录，Ｓｏｃｋｅｔ，符号连接，管道名称名称，
各自加上＂＊＂，＂／＂，＂＝＂，＂＠＂，＂｜＂号。
－ｇ
列出文件或目录的所属群组名称，没有对应的名称时，
则显示群组识别码。
－ｉ
不以阶梯状列出文件或目录名称。
－Ｉ＜范本样式＞
不显示符合范本样式的文件或目录名称。
－ｌ
如遇到性质为符号连接的目录，直接列出该连接所指向
的原始目录。
－ｎ
不在文件和目录清单加上色彩。
－Ｎ
直接列出文件和目录名称，包括控制字符。
－ｐ
列出权限标示。
－Ｐ＜范本样式＞
只显示符合范本样式的文件或目录名称。
－ｑ
用＂？＂号取代控制字符，列出文件和目录名称。
－ｓ
列出文件或目录大小。
－ｔ
用文件和目录的更改时间排序。
－ｕ
列出文件或目录的拥有者名称，没有对应的名称时，则
显示用户识别码。
－ｘ
将范围局限在现行的文件系统中，若指定目录下的某些
子目录，其存放于另一个文件系统上，则将该子目录予以排除在
寻找范围外。

ｕｍｏｕｎｔ
功能说明：卸除文件系统。
语

法：ｕｍｏｕｎｔ ［－ａｈｎｒｖＶ］［－ｔ ＜文件系统类型＞］［文件系统］

补充说明：ｕｍｏｕｎｔ 可卸除目前挂在 Ｌｉｎｕｘ 目录中的文件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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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

数：
卸除／ｅｔｃ／ｍｔａｂ 中记录的所有文件系统。
显示帮助。
卸除时不要将信息存入／ｅｔｃ／ｍｔａｂ 文件中。
若无法成功卸除，则尝试以只读的方式重新挂入文件系

－ａ
－ｈ
－ｎ
－ｒ
统。
－ｔ＜文件系统类型＞
仅卸除选项中所指定的文件系统。
－ｖ
执行时显示详细的信息。
－Ｖ
显示版本信息。
［文件系统］
除了直接指定文件系统外，也可以用设备名称
或挂入点来表示文件系统。

4.磁盘维护
ｂａｄｂｌｏｃｋｓ
功能说明：检查磁盘装置中损坏的区块。
语
法：ｂａｄｂｌｏｃｋｓ ［－ｓｖｗ］［－ｂ ＜区块大小＞］［－ｏ ＜输出文件
＞］［磁盘装置］［磁盘区块数］［启始区块］
补充说明：执行指令时须指定所要检查的磁盘装置，及此装置的
磁盘区块数。
参

数：
－ｂ＜区块大小＞
指定磁盘的区块大小，单位为字节。
－ｏ＜输出文件＞
将检查的结果写入指定的输出文件。
－ｓ
在检查时显示进度。
－ｖ
执行时显示详细的信息。
－ｗ
在检查时，执行写入测试。
［磁盘装置］
指定要检查的磁盘装置。
［磁盘区块数］
指定磁盘装置的区块总数。
［启始区块］
指定要从哪个区块开始检查。

ｃｆｄｉｓｋ
功能说明：磁盘分区。
语
法：ｃｆｄｉｓｋ ［－ａｖｚ］［－ｃ ＜柱面数目＞－ｈ ＜磁头
数目＞－ｓ ＜盘区数目＞］［－Ｐ ＜ｒ，ｓ，ｔ＞］［外围设备代
号］

31

补充说明：ｃｆｄｉｓｋ 是用来磁盘分区的程序，它十分
类似 ＤＯＳ 的 ｆｄｉｓｋ，具有互动式操作界面而非传统
ｆｄｉｓｋ 的问答式界面，您可以轻易地利用方向键来
操控分区操作。
参

数：
在程序里不用反白代表选取，而以箭头表

－ａ
示。
－ｃ＜柱面数目＞
忽略 ＢＩＯＳ 的数值，直接指定磁
盘的柱面数目。
－ｈ＜磁头数目＞
忽略 ＢＩＯＳ 的数值，直接指定磁
盘的磁头数目。
－Ｐ＜ｒ，ｓ，ｔ＞
显示分区表的内容，附加参数＂ｒ＂
会显示整个分区表的详细资料，附加参数＂ｓ＂会依照
磁区的顺序显示相关信息，附加参数＂ｔ＂则会以磁
头，磁区，柱面的方式来显示资料。
－ｓ＜磁区数目＞
忽略 ＢＩＯＳ 的数值，直接指定磁
盘的磁区数目。
－ｖ
显示版本信息。
－ｚ
不读取现有的分区，直接当作没有分区的新
磁盘使用。

ｄｄ
功能说明：读取，转换并输出数据。
语
法：ｄｄ ［ｂｓ＝＜字节数＞］［ｃｂｓ＝＜字节数＞］［ｃｏｎｖ＝＜关键字
＞］［ｃｏｕｎｔ＝＜区块数＞］［ｉｂｓ＝＜字节数＞］［ｉｆ＝＜文件＞］［ｏｂｓ＝＜字节数
＞］［ｏｆ＝＜文件＞］［ｓｅｅｋ＝＜区块数＞］［ｓｋｉｐ＝＜区块数
＞］［－－ｈｅｌｐ］［－－ｖｅｒｓｉｏｎ］
补充说明：ｄｄ 可从标准输入或文件读取数据，依指定的格式来
转换数据，再输出到文件，设备或标准输出。
参

数：
ｂｓ＝＜字节数＞
将 ｉｂｓ（ 输入）与 ｏｂｓ（输出）设成指定的字节
数。
ｃｂｓ＝＜字节数＞
转换时，每次只转换指定的字节数。
ｃｏｎｖ＝＜关键字＞
指定文件转换的方式。
ｃｏｕｎｔ＝＜区块数＞
仅读取指定的区块数。
ｉｂｓ＝＜字节数＞
每次读取的字节数。
ｉｆ＝＜文件＞
从文件读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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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ｂｓ＝＜字节数＞
每次输出的字节数。
ｏｆ＝＜文件＞
输出到文件。
ｓｅｅｋ＝＜区块数＞
一开始输出时，跳过指定的区块数。
ｓｋｉｐ＝＜区块数＞
一开始读取时，跳过指定的区块数。
－－ｈｅｌｐ
帮助。
－－ｖｅｒｓｉｏｎ
显示版本信息。

ｅ２ｆｓｃｋ（ｅｘｔ２ ｆｉｌ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ｃｈｅｃｋ）
功能说明：检查 ｅｘｔ２ 文件系统的正确性。
语
法：
ｅ２ｆｓｃｋ ［－ａｃＣｄｆＦｎｐｒｓＳｔｖＶｙ］［－ｂ ＜ｓｕｐｅｒｂｌｏｃｋ＞］［－Ｂ ＜区块大小
＞］［－ｌ ＜文件＞］［－Ｌ ＜文件＞］［设备名称］
补充说明：ｅ２ｆｓｃｋ 执行后的传回值及代表意义如下。
０
没有任何错误发生。
１
文件系统发生错误，并且已经修正。
２
文件系统发生错误，并且已经修正。
４
文件系统发生错误，但没有修正。
８
运作时发生错误。
１６
使用的语法发生错误。
１２８
共享的函数库发生错误。
参
数：
－ａ
不询问使用者意见，便自动修复文件系统。
－ｂ＜ｓｕｐｅｒｂｌｏｃｋ＞
指定 ｓｕｐｅｒｂｌｏｃｋ，而不使用预设的
ｓｕｐｅｒｂｌｏｃｋ。
－Ｂ＜区块大小＞
指定区块的大小，单位为字节。
－ｃ
一并执行 ｂａｄｂｌｏｃｋｓ，以标示损坏的区块。
－Ｃ
将检查过程的信息完整记录在 ｆｉｌｅ 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ｏｒ 中，使
得整个检查过程都能完整监控。
－ｄ
显示排错信息。
－ｆ
即使文件系统没有错误迹象，仍强制地检查正确性。
－Ｆ
执行前先清除设备的缓冲区。
－ｌ＜文件＞
将文件中指定的区块加到损坏区块列表。
－Ｌ＜文件＞
先清除损坏区块列表，再将文件中指定的区块加
到损坏区块列表。因此损坏区块列表的区块跟文件中指定的区块
是一样的。
－ｎ
以只读模式开启文件系统，并采取非互动方式执行，所
有的问题对话均设置以＂ｎｏ＂回答。
－ｐ
不询问使用者意见，便自动修复文件系统。
－ｒ
此参数只为了兼容性而存在，并无实际作用。
－ｓ
如果文件系统的字节顺序不适当，就交换字节顺序，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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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不做任何动作。
－Ｓ
不管文件系统的字节顺序，一律交换字节顺序。
－ｔ
显示时间信息。
－ｖ
执行时显示详细的信息。
－Ｖ
显示版本信息。
－ｙ
采取非互动方式执行，所有的问题均设置以＂ｙｅｓ＂回答。

ｅｘｔ２ｅｄ（ｅｘｔ２ ｆｉｌ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ｅｄｉｔｏｒ）
功能说明：ｅｘｔ２ 文件系统编辑程序。
语

法：ｅｘｔ２ｅｄ

补充说明：ｅｘｔ２ｅｄ 可直接处理硬盘分区上的数据，这指令只有
Ｒｅｄ Ｈａｔ Ｌｉｎｕｘ 才提供。
参

数：
一般指令
ｓｅｔｄｅｖｉｃｅ［设备名称］
指定要处理的设备。
ｄｉｓａｂｌｅｗｒｉｔｅ
将 ｅｘｔ２ｅｄ 设为只读的状态。
ｅｎａｂｌｅｗｒｉｔｅ
将 ｅｘｔ２ｅｄ 设为可读写的状态。
ｈｅｌｐ［指令］
显示个别指令的帮助。
ｎｅｘｔ
移至下一个单位，单位会依目前所在的模式而异。
ｐｒｅｖ
移至前一个单位，单位会依目前所在的模式而异。
ｐｇｕｐ
移至下一页。
ｐｇｄｎ
移至上一页。
ｓｅｔ
修改目前的数据，参数会依目前所在的模式而异。
ｗｒｉｔｅｄａｔａ
在执行此指令之后，才会实际修改分区中的数
据。
ｅｘｔ２ 进入 ３ 种模式的指令
ｓｕｐｅｒ
进入 ｍａｉｎ ｓｕｐｅｒｂｌｏｃｋ，即 Ｓｕｐｅｒｂｌｏｃｋ 模式。
ｇｒｏｕｐ＜编号＞
进入指定的 ｇｒｏｕｐ，即 Ｇｒｏｕｐ 模式。
ｃｄ＜目录或文件＞
在 ｉｎｏｄｅ 模式下，进入指定的目录或文件，
即 Ｉｎｏｄｅ 模式。
Ｓｕｐｅｒｂｌｏｃｋ 模式
ｇｏｃｏｐｙ＜备份编号＞
进入指定的 ｓｕｐｅｒｂｌｏｃｋ 备份。
ｓｅｔａｃｔｉｖｅｃｏｐｙ
将目前所在的 ｓｕｐｅｒｂｌｏｃｋ，复制到
ｍａｉｎ ｓｕｐｅｒｂｌｏｃｋ。
Ｇｒｏｕｐ 模式
ｂｌｏｃｋｂｉｔｍａｐ

显示目前 ｇｒｏｕｐｏ 的区块图。

34

ｉｎｏｄｅ
进入目前 ｇｒｏｕｐ 的第一个 ｉｎｏｄｅ。
ｉｎｏｄｅｂｉｔｍａｐ
显示目前 ｇｒｏｕｐ 的 ｉｎｏｄｅ 二进制码。
Ｉｎｏｄｅ 模式
ｄｉｒ
进入目录模式。
ｆｉｌｅ
进入文件模式。

ｆｄｉｓｋ
功能说明：磁盘分区。
语
法：ｆｄｉｓｋ ［－ｂ ＜分区大小＞］［－ｕｖ］［外围设备代
号］ 或 ｆｄｉｓｋ ［－ｌ］［－ｂ ＜分区大小＞］［－ｕｖ］［外围设备代
号．．．］ 或 ｆｄｉｓｋ ［－ｓ ＜分区编号＞］
补充说明：ｆｄｉｓｋ 是用来磁盘分区的程序，它采用传统的问答式
界面，而非类似 ＤＯＳ ｆｄｉｓｋ 的 ｃｆｄｉｓｋ 互动式操作界面，因此在
使用上较为不便，但功能却丝毫不打折扣。
参

数：
－ｂ＜分区大小＞
指定每个分区的大小。
－ｌ
列出指定的外围设备的分区表状况。
－ｓ＜分区编号＞
将指定的分区大小输出到标准输出上，单位
为区块。
－ｕ
搭配＂－ｌ＂参数列表，会用分区数目取代柱面数目，来表
示每个分区的起始地址。
－ｖ
显示版本信息。

ｆｓｃｋ．ｅｘｔ２（ｆｉｌ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ｃｈｅｃｋ－ｓｅｃｏｎｄ ｆｉｌｅｓｙｓｔｅｍ
）
功能说明：检查文件系统并尝试修复错误。
语
法：ｆｓｃｋ．ｅｘｔ２ ［－ａｃｄｆＦｎｐｒｓＳｔｖＶｙ］［－ｂ ＜分区第一个磁区
地址＞］［－Ｂ ＜区块大小＞］［－Ｃ ＜反叙述器＞］［－Ｉ ＜ｉｎｏｄｅ 缓冲区块
数＞］［－ｌ／Ｌ ＜损坏区块文件＞］［－Ｐ ＜处理 ｉｎｏｄｅ 大小＞］［外围设备
代号］
补充说明：当 ｅｘｔ２ 文件系统发生错误时，可用 ｆｓｃｋ．ｅｘｔ２ 指令
尝试加以修复。
参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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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自动修复文件系统，不询问任何问题。
－ｂ＜分区第一个磁区地址＞
指定分区的第一个磁区的起始地
址，也就是 Ｓｕｐｅｒ Ｂｌｏｃｋ。
－Ｂ＜区块大小＞
设置该分区每个区块的大小。
－ｃ
检查指定的文件系统内，是否存在有损坏的区块。
－Ｃ＜反叙述器＞
指定反叙述器，ｆｓｃｋ．ｅｘｔ２ 指令会把全部的
执行过程，都交由其逆向叙述，便于排错或监控程序执行的情形。
－ｄ
详细显示指令执行过程，便于排错或分析程序执行的情
形。
－ｆ
强制对该文件系统进行完整检查，纵然该文件系统在慨
略检查下没有问题。
－Ｆ
检查文件系统之前，先清理该保存设备块区内的数据。
－Ｉ＜ｉｎｏｄｅ 缓冲区块数＞
设置欲检查的文件系统，其 ｉｎｏｄｅ
缓冲区的区块数目。
－ｌ＜损坏区块文件＞
把文件中所列出的区块，视为损坏区块
并将其标示出来，避免应用程序使用该区块。
－Ｌ＜损坏区块文件＞
此参数的效果和指定＂－ｌ＂参数类似，但
在参考损坏区块文件标示损坏区块之前，会先将原来标示成损坏
区块者统统清楚，即全部重新设置，而非仅是加入新的损坏区块
标示。
－ｎ
把欲检查的文件系统设成只读，并关闭互动模式，否决
所有询问的问题。
－ｐ
此参数的效果和指定＂－ａ＂参数相同。
－Ｐ＜处理 ｉｎｏｄｅ 大小＞
设置 ｆｓｃｋ．ｅｘｔ２ 指令所能处理的 ｉｎｏｄｅ
大小为多少。
－ｒ
此参数将忽略不予处理，仅负责解决兼容性的问题。
－ｓ
检查文件系统时，交换每对字节的内容。
－Ｓ
此参数的效果和指定＂－ｓ＂参数类似，但不论该文件系统
是否已是标准位顺序，一律交换每对字节的内容。
－ｔ
显示 ｆｓｃｋ．ｅｘｔ２ 指令的时序信息。
－ｖ
详细显示指令执行过程。
－Ｖ
显示版本信息。
－ｙ
关闭互动模式，且同意所有询问的问题。

ｆｓｃｋ（ｆｉｌ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ｃｈｅｃｋ）
功能说明：检查文件系统并尝试修复错误。
语
法：ｆｓｃｋ ［－ａＡＮＰｒＲｓＴＶ］［－ｔ ＜文件系统类型＞］［文件系
统．．．］
补充说明：当文件系统发生错误四化，可用 ｆｓｃｋ 指令尝试加以
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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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

数：
－ａ
自动修复文件系统，不询问任何问题。
－Ａ
依照／ｅｔｃ／ｆｓｔａｂ 配置文件的内容，检查文件内所列的全
部文件系统。
－Ｎ
不执行指令，仅列出实际执行会进行的动作。
－Ｐ
当搭配＂－Ａ＂参数使用时，则会同时检查所有的文件系统。
－ｒ
采用互动模式，在执行修复时询问问题，让用户得以确
认并决定处理方式。
－Ｒ
当搭配＂－Ａ＂参数使用时，则会略过／目录的文件系统不予
检查。
－ｓ
依序执行检查作业，而非同时执行。
－ｔ＜文件系统类型＞
指定要检查的文件系统类型。
－Ｔ
执行 ｆｓｃｋ 指令时，不显示标题信息。
－Ｖ
显示指令执行过程。

ｆｓｃｋ．ｍｉｎｉｘ（ｆｉｌ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ｃｈｅｃｋ－ｍｉｎｉｘ ｆｉｌｅｓｙｓｔｅｍ
）
功能说明：检查文件系统并尝试修复错误。
语

法：ｆｓｃｋ．ｍｉｎｉｘ ［－ａｆｌｍｒｓｖ］［外围设备代号］

补充说明：当 ｍｉｎｉｘ 文件系统发生错误时，可用 ｆｓｃｋ．ｍｉｎｉｘ 指
令尝试加以参考。
参

数：
－ａ
自动修复文件系统，不询问任何问题。
－ｆ
强制对该文件系统进行完整检查，纵然该文件系统在慨
略检查下没有问题。
－ｌ
列出所有文件名称。
－ｍ
使用类似 ＭＩＮＩＸ 操作系统的警告信息。
－ｒ
采用互动模式，在执行修复时询问问题，让用户得以确
认并决定处理方式。
－ｓ
显示该分区第一个磁区的相关信息。
－ｖ
显示指令执行过程。

ｆｓｃｏｎｆ（ｆｉｌ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ｃｏｎｆｉｇｕｒａｔｏｒ）
功能说明：设置文件系统相关功能。
语

法：ｆｓｃｏｎｆ ［－－ｃｈｅｃ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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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说明：ｆｓｃｏｎｆ 是 Ｒｅｄ Ｈａｔ Ｌｉｎｕｘ 发行版专门用来调整 Ｌｉｎｕｘ
各项设置的程序。
参

数：
－－ｃｈｅｄｋ

检查特定文件的权限。

ｈｄｐａｒｍ（ｈａｒｄ ｄｉｓｋ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功能说明：显示与设定硬盘的参数。
语
法：ｈｄｐａｒｍ ［－ＣｆｇｈｉＩｑｔＴｖｙＹＺ］［－ａ ＜快取分区＞］［－Ａ ＜０
或 １＞］［－ｃ ＜Ｉ／Ｏ 模式＞］［－ｄ ＜０ 或 １＞］［－ｋ ＜０ 或 １＞］［－Ｋ ＜０ 或
１＞］［－ｍ ＜分区数＞］［－ｎ ＜０ 或 １＞］［－ｐ ＜ＰＩＯ 模式＞］［－Ｐ ＜分区数
＞］［－ｒ ＜０ 或 １＞］［－Ｓ ＜时间＞］［－ｕ ＜０ 或 １＞］［－Ｗ ＜０ 或 １＞］［－Ｘ ＜
传输模式＞］［设备］
补充说明：ｈｄｐａｒｍ 可检测，显示与设定 ＩＤＥ 或 ＳＣＳＩ 硬盘的参数。
参

数：
－ａ＜快取分区＞
设定读取文件时，预先存入块区的分区数，
若不加上＜快取分区＞选项，则显示目前的设定。
－Ａ＜０ 或 １＞
启动或关闭读取文件时的快取功能。
－ｃ＜Ｉ／Ｏ 模式＞
设定 ＩＤＥ３２ 位 Ｉ／Ｏ 模式。
－Ｃ
检测 ＩＤＥ 硬盘的电源管理模式。
－ｄ＜０ 或 １＞
设定磁盘的 ＤＭＡ 模式。
－ｆ
将内存缓冲区的数据写入硬盘，并清楚缓冲区。
－ｇ
显示硬盘的磁轨，磁头，磁区等参数。
－ｈ
显示帮助。
－ｉ
显示硬盘的硬件规格信息，这些信息是在开机时由硬盘
本身所提供。
－Ｉ
直接读取硬盘所提供的硬件规格信息。
－ｋ＜０ 或 １＞
重设硬盘时，保留－ｄｍｕ 参数的设定。
－Ｋ＜０ 或 １＞
重设硬盘时，保留－ＡＰＳＷＸＺ 参数的设定。
－ｍ＜磁区数＞
设定硬盘多重分区存取的分区数。
－ｎ＜０ 或 １＞
忽略硬盘写入时所发生的错误。
－ｐ＜ＰＩＯ 模式＞
设定硬盘的 ＰＩＯ 模式。
－Ｐ＜磁区数＞
设定硬盘内部快取的分区数。
－ｑ
在执行后续的参数时，不在屏幕上显示任何信息。
－ｒ＜０ 或 １＞
设定硬盘的读写模式。
－Ｓ＜时间＞
设定硬盘进入省电模式前的等待时间。
－ｔ
评估硬盘的读取效率。
－Ｔ
平谷硬盘快取的读取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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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ｕ＜０ 或 １＞
在硬盘存取时，允许其他中断要求同时执行。
－ｖ
显示硬盘的相关设定。
－Ｗ＜０ 或 １＞
设定硬盘的写入快取。
－Ｘ＜传输模式＞
设定硬盘的传输模式。
－ｙ
使 ＩＤＥ 硬盘进入省电模式。
－Ｙ
使 ＩＤＥ 硬盘进入睡眠模式。
－Ｚ
关闭某些 Ｓｅａｇａｔｅ 硬盘的自动省电功能。

ｌｏｓｅｔｕｐ（ｌｏｏｐ ｓｅｔｕｐ）
功能说明：设置循环设备。
语
法：ｌｏｓｅｔｕｐ ［－ｄ］［－ｅ ＜加密方式＞］［－ｏ ＜平移数目＞］［循
环设备代号］［文件］
补充说明：循环设备可把文件虚拟成区块设备，籍以模拟整个文
件系统，让用户得以将其视为硬盘驱动器，光驱或软驱等设备，
并挂入当作目录来使用。
参

数：
－ｄ
卸除设备。
－ｅ＜加密方式＞
启动加密编码。
－ｏ＜平移数目＞
设置数据平移的数目。

ｍｂａｄｂｌｏｃｋｓ
功能说明：检查 ＭＳ－ＤＯＳ 文件系统的磁盘是否有损坏的磁区。
语

法：ｍｂａｄｂｌｏｃｋｓ ［驱动器代号］

补充说明：ｍｂａｄｂｌｏｃｋｓ 为 ｍｔｏｏｌｓ 工具指令，可用来扫描 ＭＳ－ＤＯＳ
文件系统的磁盘驱动器，并标示出损坏的磁区。

ｍｆｏｒｍａｔ
功能说明：对 ＭＳ－ＤＯＳ 文件系统的磁盘进行格式化。
语
法：ｍｆｏｒｍａｔ ［－１ａＣＦＩＫＸ］［－０ ＜数据传输率＞］［－２ ＜磁区数
＞］［－Ａ ＜数据传输率＞］［－Ｂ ＜开机区文件＞］［－ｃ ＜丛集大小
＞］［－ｈ ＜磁头数＞］［－Ｈ ＜隐藏磁区数＞］［－ｌ ＜磁盘标签＞］［－Ｍ ＜磁
区大小＞］［－ｎ ＜序号＞］［－ｒ ＜根目录大小＞］［－ｓ ＜磁区数＞］［－Ｓ ＜
磁区大小＞］［－ｔ ＜柱面数＞］［驱动器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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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说明：ｍｆｏｒｍａｔ 为 ｍｔｏｏｌｓ 工具指令，模拟 ＭＳ－ＤＯＳ 的 ｆｏｒｍａｔ
指令，可将指定的磁盘或硬盘分区格式化为 ＭＳ－ＤＯＳ 文件系统。
参

数：
－０＜数据传输率＞
指定第 ０ 磁轨的数据传输率。
－１
不使用 ２Ｍ 格式。
－２＜磁区数＞
指定在第 ０ 磁轨的第 ０ 个磁头的磁区数，也就
是所谓的 ２Ｍ 格式。
－ａ
指定产生 Ａｔａｒｉ 格式的序号。
－Ａ＜数据传输率＞
指定第 ０ 磁轨以外所有磁轨的数据传输
率。
－Ｂ＜开机区文件＞
从指定的文件来建立开机区。
－ｃ＜丛集大小＞
指定丛集大小，单位为磁区。
－Ｃ
建立磁盘 ＭＳ－ＤＯＳ 文件系统的映像文件。
－Ｆ
以 ＦＡＴ３２ 来格式化磁盘。
－Ｈ＜隐藏磁区数＞
指定隐藏磁区的数目。
－Ｉ
指定 ＦＡＴ３２ 的 ｆｒＶｅｒｓｉｏｎ 编号。
－ｋ
尽可能地保留原有的开机区。
－ｌ＜磁盘标签＞
指定磁盘标签名称。
－Ｍ＜磁区大小＞
指定 ＭＳ－ＤＯＳ 文件系统所使用的磁区大小，预
设应该与硬体磁区大小相同，单位为字节。
－ｎ＜序号＞
指定序号。
－ｒ＜根目录大小＞
指定根目录的大小，单位为磁区。
－ｓ＜磁区数＞
指定每一磁轨所包含的磁区数目。
－Ｓ＜磁区大小＞
指定硬件磁区大小。
－ｔ＜柱面数＞
指定柱面数目。
－Ｘ
格式化 ＸＤＦ 磁盘。

ｍｋｂｏｏｔｄｉｓｋ（ｍａｋｅ ｂｏｏｔ ｄｉｓｋ）
功能说明：建立目前系统的启动盘。
语
法：
ｍｋｂｏｏｔｄｉｓｋ ［－－ｎｏｐｒｏｍｐｔ］［－－ｖｅｒｂｏｓｅ］［－－ｖｅｒｓｉｏｎ］［－－ｄｅｖｉｃｅ ＜
设备＞］［－－ｍｋｉｎｉｔｒｄａｒｇｓ ＜参数＞］［ｋｅｒｎｅｌ 版本］
补充说明：ｍｋｂｏｏｔｄｉｓｋ 可建立目前系统的启动盘。
参

数：
－－ｄｅｖｉｃｅ＜设备＞
指定设备。
－－ｍｋｉｎｉｔｒｄａｒｇｓ＜参数＞
设置 ｍｋｉｎｉｔｒｄ 的参数。
－－ｎｏｐｒｏｍｐｔ
不会提示用户插入磁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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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ｖｅｒｂｏｓｅ
－－ｖｅｒｓｉｏｎ

执行时显示详细的信息。
显示版本信息。

ｍｋｄｏｓｆｓ（ｍａｋｅ Ｄｏｓ ｆｉｌｅ ｓｙｓｔｅｍ）
功能说明：建立 ＭＳ－ＤＯＳ 文件系统。
语
法：ｍｋｄｏｓｆｓ ［－ｃｖ］［－ｆ ＜ＦＡＴ 数目＞］［－Ｆ ＜ＦＡＴ 记录的单位
＞］［－ｉ ＜磁盘序号＞］［－ｌ ＜文件名＞］［－ｍ ＜信息文件＞］［－ｎ ＜标签
＞］［－ｒ ＜根目录项目数＞］［－ｓ ＜磁区数＞］［设备名称］［区块数］
补充说明：ｍｋｄｏｓｆｓ 可在 Ｌｉｎｕｘ 下，将磁盘格式化为 ＭＳ－ＤＯＳ 文
件系统的格式。
参

数：
－ｃ
检查是否有损坏的区块。
－ｆ＜ＦＡＴ 数目＞
指定 ＦＡＴ 的数目，目前支持 １ 与 ２ 两种选项。
－Ｆ＜ＦＡＴ 记录的单位＞
指定 ＦＡＴ 记录的单位为 １２ 或 １６ 位。
－ｉ＜磁盘序号＞
设置文件系统的磁盘序号。
－ｌ＜文件名＞
从指定的文件中，读取文件系统中损坏区块的
信息。
－ｍ＜信息文件＞
若以次文件系统开机，而却因操作系统没有
正常安装，则会显示选项中所指定的信息文件内容。
－ｎ＜标签＞
设置文件系统的磁盘标签名称。
－ｒ＜根目录项目数＞
设置根目录最多能记载项目数。
－ｓ＜磁区数＞
指定每个丛集所包含的磁区数。
－ｖ
执行时显示详细的信息。

ｍｋｅ２ｆｓ（ｍａｋｅ ｅｘｔ２ ｆｉｌｅ ｓｙｓｔｅｍ）
功能说明：建立 ｅｘｔ２ 文件系统。
语
法：ｍｋｅ２ｆｓ ［－ｃＦＭｑｒＳｖＶ］［－ｂ ＜区块大小＞］［－ｆ ＜不连续区
段大小＞］［－ｉ ＜字节＞］［－Ｎ ＜ｉｎｏｄｅ 数＞］［－ｌ ＜文件＞］［－Ｌ ＜标签
＞］［－ｍ ＜百分比值＞］［－Ｒ＝＜区块数＞］［ 设备名称］［区块数］
补充说明：ｍｋｅ２ｆｓ 可建立 Ｌｉｎｕｘ 的 ｅｘｔ２ 文件系统。
参

数：
－ｂ＜区块大小＞
指定区块大小，单位为字节。
－ｃ
检查是否有损坏的区块。
－ｆ＜不连续区段大小＞
指定不连续区段的大小，单位为字节。
－Ｆ
不管指定的设备为何，强制执行 ｍｋｅ２ｆ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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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字节＞
指定＂字节／ｉｎｏｄｅ＂的比例。
－Ｎ＜ｉｎｏｄｅ 数＞
指定要建立的 ｉｎｏｄｅ 数目。
－ｌ＜文件＞
从指定的文件中，读取文件西中损坏区块的信息。
－Ｌ＜标签＞
设置文件系统的标签名称。
－ｍ＜百分比值＞
指定给管理员保留区块的比例，预设为 ５％。
－Ｍ
记录最后一次挂入的目录。
－ｑ
执行时不显示任何信息。
－ｒ
指定要建立的 ｅｘｔ２ 文件系统版本。
－Ｒ＝＜区块数＞
设置磁盘阵列参数。
－Ｓ
仅写入 ｓｕｐｅｒｂｌｏｃｋ 与 ｇｒｏｕｐ 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ｏｒｓ，而不更改
ｉｎｏｄｅ ａｂｌｅ ｉｎｏｄｅ ｂｉｔｍａｐ 以及 ｂｌｏｃｋ ｂｉｔｍａｐ。
－ｖ
执行时显示详细信息。
－Ｖ
显示版本信息。

ｍｋｆｓ．ｅｘｔ２
功能说明：与 ｍｋｅ２ｆｓ 相同。

ｍｋｆｓ（ｍａｋｅ ｆｉｌｅ ｓｙｓｔｅｍ）
功能说明：建立各种文件系统。
语
法：ｍｋｆｓ ［－ｖＶ］［ｆｓ］［－ｆ ＜文件系统类型＞］［设备名称］［区
块数］
补充说明：ｍｋｆｓ 本身并不执行建立文件系统的工作，而是去调
用相关的程序来执行。
参

数：
ｆｓ
指定建立文件系统时的参数。
－ｔ＜文件系统类型＞
指定要建立何种文件系统。
－ｖ
显示版本信息与详细的使用方法。
－Ｖ
显示简要的使用方法。

ｍｋｆｓ．ｍｉｎｉｘ
功能说明：建立 Ｍｉｎｉｘ 文件系统。
语
法：ｍｋｆｓ．ｍｉｎｉｘ ［－ｃｖ］［－ｉ ＜ｉｎｏｄｅ 数目＞］［－ｌ ＜文件
＞］［－ｎ ＜文件名长度＞］［设备名称］［区块数］
补充说明：ｍｋｆｓ．ｍｉｎｉｘ 可建立 Ｍｉｎｉｘ 文件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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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

数：
－ｃ
检查是否有损坏的区块。
－ｉ＜ｉｎｏｄｅ 数目＞
指定文件系统的 ｉｎｏｄｅ 总数。
－ｌ＜文件＞
从指定的文件中，读取文件系统中损坏区块的信
息。
－ｎ＜文件名长度＞
指定文件名称长度的上限。
－ｖ
建立第 ２ 版的 Ｍｉｎｉｘ 文件系统。

ｍｋｆｓ．ｍｓｄｏｓ
功能说明：与 ｍｋｄｏｓｆｓ 相同。

ｍｋｉｎｉｔｒｄ（ｍａｋｅ ｉｎｉｔｉａｌ ｒａｍｄｉｓｋ ｉｍａｇｅｓ）
功能说明：建立要载入 ｒａｍｄｉｓｋ 的映像文件。
语
法：
ｍｋｉｎｉｔｒｄ ［－ｆｖ］［－－ｏｍｉｔ－ｓｃｓｉ－ｍｏｄｕｌｅｓ］［－－ｖｅｒｓｉｏｎ］［－－ｐｒｅｌｏａｄ＝＜
模块名称＞］［－－ｗｉｔｈ＝＜模块名称＞］［映像文件］［Ｋｅｒｎｅｌ 版本］
补充说明：ｍｋｉｎｉｔｒｄ 可建立映像文件，以供 Ｌｉｎｕｘ 开机时载入
ｒａｍｄｉｓｋ。
参

数：
若指定的映像问家名称与现有文件重复，则覆盖现有的文

－ｆ
件。
－ｖ
执行时显示详细的信息。
－－ｏｍｉｔ－ｓｃｓｉ－ｍｏｄｕｌｅｓ
不要载入 ＳＣＳＩ 模块。
－－ｐｒｅｌｏａｄ＝＜模块名称＞
指定要载入的模块。
－－ｗｉｔｈ＝＜模块名称＞
指定要载入的模块。
－－ｖｅｒｓｉｏｎ
显示版本信息。

ｍｋｉｓｏｆｓ（ｍａｋｅ ｉｓｏ ｆｉｌｅ ｓｙｓｔｅｍ）
功能说明：建立 ＩＳＯ ９６６０ 映像文件。
语
法：
ｍｋｉｓｏｆｓ ［－ａｄＤｆｈＪｌＬＮｒＲＴｖｚ］［－ｐｒｉｎｔ－ｓｉｚｅ］［－ｑｕｉｅｔ］［－Ａ ＜应用
程序 ＩＤ＞］［－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摘要文件＞］［－ｂ ＜开机映像文件
＞］［－ｂｉｂｌｉｏ ＜ＩＳＢＮ 文件＞］［－ｃ ＜开机文件名称＞］［－Ｃ ＜盘区编号，
磁区编号＞］［－ｃｏｐｙｒｉｇｈｔ ＜版权信息文件＞］［－ｈｉｄｅ ＜目录或文件
43

名＞］［－ｈｉｄｅ－ｊｏｌｉｅｔ ＜文件或目录名＞］［－ｌｏｇ－ｆｉｌｅ ＜记录文件
＞］［－ｍ ＜目录或文件名＞］［－Ｍ ＜开机映像文件＞］［－ｏ ＜映像文件
＞］［－ｐ ＜数据处理人＞］［－Ｐ ＜光盘发行人＞］［－ｓｙｓｉｄ ＜系统
ＩＤ ＞］［－Ｖ ＜光盘 ＩＤ ＞］［－ｖｏｌｓｅｔ ＜卷册集 ＩＤ＞］［－ｖｏｌｓｅｔ－ｓｉｚｅ ＜
光盘总数＞］［－ｖｏｌｓｅｔ－ｓｅｑｎｏ ＜卷册序号＞］［－ｘ ＜目录＞］［目录或
文件］
补充说明：ｍｋｉｓｏｆｓ 可将指定的目录与文件做成 ＩＳＯ ９６６０ 格式
的映像文件，以供刻录光盘。
参

数：
－ａ 或－－ａｌｌ
ｍｋｉｓｏｆｓ 通常不处理备份文件。使用此参数可以
把备份文件加到映像文件中。
－Ａ＜应用程序 ＩＤ＞或－ａｐｐｉｄ＜应用程序 ＩＤ＞
指定光盘的应用
程序 ＩＤ。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摘要文件＞
指定摘要文件的文件名。
－ｂ＜开机映像文件＞或－ｅｌｔｏｒｉｔｏ－ｂｏｏｔ＜开机映像文件＞
指定
在制作可开机光盘时所需的开机映像文件。
－ｂｉｂｌｉｏ＜ＩＳＢＮ 文件＞
指定 ＩＳＢＮ 文件的文件名，ＩＳＢＮ 文件位
于光盘根目录下，记录光盘的 ＩＳＢＮ。
－ｃ＜开机文件名称＞
制作可开机光盘时，ｍｋｉｓｏｆｓ 会将开机
映像文件中的全－ｅｌｔｏｒｉｔｏ－ｃａｔａｌｏｇ＜开机文件名称＞全部内容作
成一个文件。
－Ｃ＜盘区编号，盘区编号＞
将许多节区合成一个映像文件时，
必须使用此参数。
－ｃｏｐｙｒｉｇｈｔ＜版权信息文件＞
指定版权信息文件的文件名。
－ｄ 或－ｏｍｉｔ－ｐｅｒｉｏｄ
省略文件后的句号。
－Ｄ 或－ｄｉｓａｂｌｅ－ｄｅｅｐ－ｒｅ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ＩＳＯ ９６６０ 最多只能处理 ８
层的目录，超过 ８ 层的部分，ＲＲＩＰ 会自动将它们设置成 ＩＳＯ ９６６０
兼容的格式。使用－Ｄ 参数可关闭此功能。
－ｆ 或－ｆｏｌｌｏｗ－ｌｉｎｋｓ
忽略符号连接。
－ｈ
显示帮助。
－ｈｉｄｅ＜目录或文件名＞
使指定的目录或文件在 ＩＳＯ ９６６０ 或
Ｒｏｃｋ ＲｉｄｇｅＥｘｔｅｎｓｉｏｎｓ 的系统中隐藏。
－ｈｉｄｅ－ｊｏｌｉｅｔ＜目录或文件名＞
使指定的目录或文件在
Ｊｏｌｉｅｔ 系统中隐藏。
－Ｊ 或－ｊｏｌｉｅｔ
使用 Ｊｏｌｉｅｔ 格式的目录与文件名称。
－ｌ 或－ｆｕｌｌ－ｉｓｏ９６６０－ｆｉｌｅｎａｍｅｓ
使用 ＩＳＯ ９６６０ ３２ 字符长
度的文件名。
－Ｌ 或－ａｌｌｏｗ－ｌｅａｄｉｎｇ－ｄｏｔｓ
允许文件名的第一个字符为句
号。
－ｌｏｇ－ｆｉｌｅ＜记录文件＞
在执行过程中若有错误信息，预设会
显示在屏幕上。
－ｍ＜目录或文件名＞或－ｅｘｃｌｕｄｅ＜目录或文件名＞
指定的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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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文件名将不会房入映像文件中。
－Ｍ＜映像文件＞或－ｐｒｅｖ－ｓｅｓｓｉｏｎ＜映像文件＞
与指定的映像
文件合并。
－Ｎ 或－ｏｍｉｔ－ｖｅｒｓｉｏｎ－ｎｕｍｂｅｒ
省略 ＩＳＯ ９６６０ 文件中的版本
信息。
－ｏ＜映像文件＞或－ｏｕｔｐｕｔ＜映像文件＞
指定映像文件的名称。
－ｐ＜数据处理人＞或－ｐｒｅｐａｒｅｒ＜数据处理人＞
记录光盘的数
据处理人。
－ｐｒｉｎｔ－ｓｉｚｅ
显示预估的文件系统大小。
－ｑｕｉｅｔ
执行时不显示任何信息。
－ｒ 或－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ｒｏｃｋ
使用 Ｒｏｃｋ Ｒｉｄｇｅ Ｅｘｔｅｎｓｉｏｎｓ，并开
放全部文件的读取权限。
－Ｒ 或－ｒｏｃｋ
使用 Ｒｏｃｋ Ｒｉｄｇｅ Ｅｘｔｅｎｓｉｏｎｓ。
－ｓｙｓｉｄ＜系统 ＩＤ＞
指定光盘的系统 ＩＤ。
－Ｔ 或－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ｔａｂｌｅ
建立文件名的转换表，适用于不
支持 Ｒｏｃｋ Ｒｉｄｇｅ Ｅｘｔｅｎｓｉｏｎｓ 的系统上。
－ｖ 或－ｖｅｒｂｏｓｅ
执行时显示详细的信息。
－Ｖ＜光盘 ＩＤ＞或－ｖｏｌｉｄ＜光盘 ＩＤ＞
指定光盘的卷册集 ＩＤ。
－ｖｏｌｓｅｔ－ｓｉｚｅ＜光盘总数＞
指定卷册集所包含的光盘张数。
－ｖｏｌｓｅｔ－ｓｅｑｎｏ＜卷册序号＞
指定光盘片在卷册集中的编号。
－ｘ＜目录＞
指定的目录将不会放入映像文件中。
－ｚ
建立通透性压缩文件的 ＳＵＳＰ 记录，此记录目前只在
Ａｌｐｈａ 机器上的 Ｌｉｎｕｘ 有效。

ｍｋｓｗａｐ
功能说明：设置交换区（ｓｗａｐ ａｒｅａ）。
语
法：ｍｋｓｗａｐ ［－ｃｆ］［－ｖ０］［－ｖ１］［设备名称或文件］［交换区
大小］
补充说明：ｍｋｓｗａｐ 可将磁盘分区或文件设为 Ｌｉｎｕｘ 的交换区。
参

数：
－ｃ
建立交换区前，先检查是否有损坏的区块。
－ｆ
在 ＳＰＡＲＣ 电脑上建立交换区时，要加上此参数。
－ｖ０
建立旧式交换区，此为预设值。
－ｖ１
建立新式交换区。
［交换区大小］
指定交换区的大小，单位为 １０２４ 字节。

ｍｐａｒｔｉｔｉｏｎ
功能说明：建立或删除 ＭＳ－ＤＯＳ 的分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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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
法：ｍｐａｒｔｉｔｉｏｎ ［－ａｃｄｆＩｐｒｖ］［－ｂ ＜磁区数＞］［－ｈ ＜磁头数
＞］［ｌ ＜磁区数＞］［－ｓ ＜磁区数＞］［－ｔ ＜柱面数＞］［驱动器代号］
补充说明：ｍｐａｒｔｉｔｉｏｎ 为 ｍｔｏｏｌｓ 工具指令，可建立或删除磁盘
分区。
参

数：
－ａ
将分区设置为可开机分区。
－ｂ＜磁区数＞
建立分区时，指定要从第几个磁区开始建立分
区。
－ｃ
建立分区。
－ｄ
将分区设置为无法开机的分区。
－ｆ
强制地修改分区而不管检查时发生的错误信息。
－ｈ＜磁头数＞
建立分区时，指定分区的磁头数。
－Ｉ
删除全部的分区。
－ｌ＜磁区数＞
建立分区时，指定分区的容量大小，单位为磁
区数。
－ｐ
当要重新建立分区时，显示命令列。
－ｒ
删除分区。
－ｓ＜磁区数＞
建立分区时，指定每个磁轨的磁区数。
－ｔ＜柱面数＞
建立分区时，指定分区的柱面数。
－ｖ
与－ｐ 参数一并使用，若没有同时下达修改分区的命令，
则显示目前分区的状态。

ｓｆｄｉｓｋ
功能说明：硬盘恩区工具程序。
语
法：ｓｆｄｉｓｋ ［－？Ｔｖｘ］［－ｄ ＜硬盘＞］［－ｇ ＜硬盘
＞］［－ｌ ＜硬盘＞］［－ｓ ＜分区＞］［－Ｖ ＜硬盘＞］
补充说明：ｓｆｄｉｓｋ 为硬盘分区工具程序，可显示分
区的设置信息，并检查分区是否正常。
参

数：
－？或－－ｈｅｌｐ
显示帮助。
－ｄ＜硬盘＞
显示硬盘分区的设置。
－ｇ＜硬盘＞或－－ｓｈｏｗ－ｇｅｏｍｅｔｒｙ＜硬盘＞
显示硬盘
的 ＣＨＳ 参数。
－ｌ＜硬盘＞
显示后硬盘分区的相关设置。
－ｓ＜分区＞
显示分区的大小，单位为区块。
－Ｔ 或－－ｌｉｓｔ－ｔｙｐｅｓ
显示所有 ｓｆｄｉｓｋ 能辨识的
文件系统 Ｉ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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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ｖ 或－－ｖｅｒｓｉｏｎ
显示版本信息。
－Ｖ＜硬盘＞或－－ｖｅｒｉｆｙ＜硬盘＞
检查硬盘分区是
否正常。
－ｘ 或－－ｓｈｏｗ－ｅｘｔｅｎｄ
显示扩展分区中的逻辑分
区。

ｓｗａｐｏｆｆ
功能说明：关闭系统交换区（ｓｗａｐ ａｒｅａ）。
语

法：ｓｗａｐｏｆｆ ［设备］

补充说明：ｓｗａｐｏｆｆ 实际上为 ｓｗａｐｏｎ 的符号连接，可用来关闭
系统的交换区。

ｓｗａｐｏｎ
功能说明：启动系统交换区（ｓｗａｐ ａｒｅａ）。
语

法：ｓｗａｐｏｎ ［－ａｈｓＶ］［－ｐ ＜优先顺序＞］［设备］

补充说明：Ｌｉｎｕｘ 系统的内存管理必须使用交换区来建立虚拟内
存。
－ａ
将／ｅｔｃ／ｆｓｔａｂ 文件中所有设置为 ｓｗａｐ 的设备，启动为
交换区。
－ｈ
显示帮助。
－ｐ＜优先顺序＞
指定交换区的优先顺序。
－ｓ
显示交换区的使用状况。
－Ｖ
显示版本信息。

ｓｙｍｌｉｎｋｓ（ｓｙｍｂｏｌｉｃ ｌｉｎｋｓ）
功能说明：维护符号连接的工具程序。
语

法：ｓｙｍｌｉｎｋｓ ［－ｃｄｒｓｔｖ］［目录］

补充说明：ｓｙｍｌｉｎｋｓ 可检查目录中的符号连接，并显示符号连
接类型。以下为 ｓｙｍｌｉｎｋｓ 可判断的符号连接类型：
ａｂｓｏｌｕｔｅ：符号连接使用了绝对路径。
ｄａｎｇｌｉｎｇ：原始文件已经不存在。
ｌｅｎｇｔｈｙ：符号连接的路径中包含了多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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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ｅｓｓｙ：符号连接的路径中包含了多余的＂／＂。
ｏｔｈｅｒ＿ｆｓ：原始文件位于其他文件系统中。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符号连接使用了相对路径。
参

数：
－ｃ
将使用绝对路径的符号连接转换为相对路径。
－ｄ
移除 ｄａｎｇｌｉｎｇ 类型的符号连接。
－ｒ
检查目录下所有子目录中的符号连接。
－ｓ
检查 ｌｅｎｇｔｈｙ 类型的符号连接。
－ｔ
与－ｃ 一并使用时，会显示如何将绝对路径的符号连接转
换为相对路径，但不会实际转换。
－ｖ
显示所有类型的符号连接。

ｓｙｎｃ
功能说明：将内存缓冲区内的数据写入磁盘。
语

法：ｓｙｎｃ ［－－ｈｅｌｐ］［－－ｖｅｒｓｉｏｎ］

补充说明：在 Ｌｉｎｕｘ 系统中，当数据需要存入磁盘时，通常会先
放到缓冲区内，等到适当的时刻再写入磁盘，如此可提高系统的
执行效率。
参

数：
－－ｈｅｌｐ
显示帮助。
－－ｖｅｒｓｉｏｎ
显示版本信息。

5.电子邮件与新闻组
ａｒｃｈｉｖｅ
功能说明：新闻组文件备存程序。
语

法：ａｒｃｈｉｖｅ ［－ｆｍｒ］［－ａ＜备存目录＞］［－ｉ＜索引文件＞］［源文件］

补充说明：ａｒｃｈｉｖｅ 会读取新闻组的文件，然后加以备存。ａｒｃｈｉｖｅ 备存时，会保存［源
文件］中文件的目录阶层。
参

数：
－ａ＜备存目录＞
指定备存的目录。
－ｆ
将阶层目录名称的阶层关系取消，以句点来取代斜线。
－ｉ＜索引文件＞
制作文件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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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
将文件复制到目的地，建立文件连接后，以连接取代原始的文件。
－ｒ
ａｒｃｈｉｖｅ 预设的标准错误输出为／ｖａｒ／ｅｒｒｌｏｇ。－ｒ 参数可取消此功能。
［源文件］
在源文件中指定要备份的文件。

ｃｔｌｉｎｎｄ（ｃｏｎｔｒｏｌ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ｎｅｗｓ ｄａｅｍｏｎ）
功能说明：设置 ＩＮＮ 新闻组服务器。
语

法：ｃｔｌｉｎｎｄ ［－ｈｓ］［－ｔ＜超时秒数＞］［控制命令＜设置数值＞．．．］

补充说明：通过 ｃｔｌｉｎｎｄ 指令，可以对新闻组服务器这项常驻服务下达控制命令，直接
设置相关数值。
参

数：
－ｈ
在线帮助。
－ｓ
不显示指令执行过程。
－ｔ＜超时秒数＞
设置等待服务器回报的时间，单位以秒计算，超过此一时间则为超
时。

ｅｌｍ
功能说明：Ｅ－ｍａｉｌ 管理程序。
语
法：ｅｌｍ ［－ｓ＜邮件主题＞］［收信人别名或地址］＜［要输入的
文件］ 或
ｅｌｍ ［－ｈｍｖｚ］［－ｆ＜目录＞］［－ｉ＜文件名＞］
补充说明：ｅｌｍ 为全屏文字模式的电子邮件管理程序。与 ｍａｉｌ
相比，ｅｌｍ 提供较易操作的界面，但仍不及 ｐｉｎｅ 来得友善。
参

数：
－ｓ＜邮件主题＞
指定新邮件的邮件主题。
－ｆ＜目录＞
开启程序时，读取指定的目录。
－ｈ
显示帮助。
－ｉ＜文件名＞
将文件内容插入送出的邮件中。
－ｍ
进入 ｅｌｍ 后，不显示指令说明。
－ｖ
显示 ｅｌｍ 的版本信息。
－ｚ
若收件信箱没有邮件，则不启动 ｅｌｍ 程序。

ｇｅｔｌｉｓ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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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说明：下载新闻组清单。
语
法：ｇｅｔｌｉｓｔ ［－ｈ＜新闻组服务器＞］［－ｐ＜通信端口＞］［群组
类型＜范本样式＞＜群组名称＞］
补充说明：ｇｅｔｌｉｓｔ 指令会从新闻服务器下载新闻组清单，并把
清单输出到标准输出设备。
参

数：
－ｈ＜新闻组服务器＞
指定欲连接的新闻组服务器。
－ｐ＜通信端口＞
设置连接新闻组服务器的通讯端口。

ｉｎｎｃｈｅｃｋ（ｉｎｎ ｃｈｅｃｋ）
功能说明：检查 ｉｎｎ 相关配置文件的语法是否正确。
语
法：
ｉｎｎｃｈｅｃｋ ［－ａｆｖ］［－ｐｅｄａｎｔｉｃ］［－ｐｅｒｍ］［－ｎｏｐｅｒｍ］［文
件］
补充说明：ｉｎｎｃｈｅｃｋ 会检查 ｉｎｎ 配置文件的语法是
否正确，但不会实际修改这些配置文件。
参

数：
－ａ
不管是否出现［文件］参数，仍然检查全部的
配置文件。
－ｆ
若发现配置文件有误，则列出可修正错误的
指令。
－ｖ
执行时显示详细的信息。
－ｐｅｄａｎｔｉｃ
以较为严格的方式来检查。
－ｐｅｒｍ
检查文件权限是否有误。
－－ｎｏｐｅｒｍ
不检查文件的权限设置。
［文件］
若不指定此参数，则 ｉｎｎｃｈｅｃｋ 会检查所
有预设的文件。

ｍａｉｌ
功能说明：Ｅ－ｍａｉｌ 管理程序。
语
法：ｍａｉｌ ［－ｉＩｎＮｖ］［－ｂ＜地址＞］［－ｃ＜地址＞］［－ｆ＜邮件文件
＞］［－ｓ＜邮件主题＞］［－ｕ＜用户帐号＞］［收信人地址］
补充说明：ｍａｉｌ 是一个文字模式的邮件管理程序，操作的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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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像 ｅｌｍ 或 ｐｉｎｅ 那么容易使用，但功能尚称完整。
参

数：
－ｂ＜地址＞
指定密件副本的收信人地址。
－ｃ＜地址＞
指定副本的收信人地址。
－ｆ＜邮件文件＞
读取指定邮件文件中的邮件。
－ｉ
不显示终端发出的信息。
－Ｉ
使用互动模式。
－ｎ
程序使用时，不使用 ｍａｉｌ．ｒｃ 文件中的设置。
－Ｎ
阅读邮件时，不显示邮件的标题。
－ｓ＜邮件主题＞
指定邮件的主题。
－ｕ＜用户帐号＞
读取指定用户的邮件。
－ｖ
执行时，显示详细的信息。

ｍａｉｌｃｏｎｆ
功能说明：Ｓｅｎｄｍａｉｌ 设置程序。
语
法：ｍａｉｌｃｏｎｆ ［－－ａｄｄｖｄｏｍ＜虚拟网络
＞］［－－ｄｅｌｖｄｏｍ＜虚拟网络＞］［－－ｈｅｌｐ］
补充说明：ｍａｉｌｃｏｎｆ 实际为 ｌｉｎｕｘｃｏｎｆ 的符号连接，
用来设置 Ｓｅｎｄｍａｉｌ 相关的选项。执行 ｍａｉｌｃｏｎｆ 时，
不管目前的环境为指令列模式或是 Ｘ Ｗｉｎｄｏｗ，都会
出现图形界面的设置画面，让您轻松地完成设置。
所有指令列的参数都可以在图形界面中设置。建议
不用加上任何参数，直接进入 ｍａｉｌｃｏｎｆ 的图形界面
来设置。

ｍａｉｌｑ（ｍａｉｌ ｑｕｅｕｅ）
功能说明：显示待寄邮件的清单。
语

法：ｍａｉｌｑ ［－ｑ］

补充说明：ｍａｉｌｑ 可列出待寄邮件的清单，包括邮件 ＩＤ，邮件大
小，邮件保存时间，寄信人，收信人，以及邮件无法寄出的原因，
提供管理员参考的信息。ｍａｉｌｑ 实际上是执行 ｓｅｎｄｍａｉｌ －ｂｐ 指
令。
参
－ｖ

数：
显示较详细的信息。

51

ｍｅｓｓａｇｅｓ
功能说明：查看信箱中的邮件数。
语

法：ｍｅｓｓａｇｅｓ ［邮件目录或文件］

补充说明：ｍｅｓｓａｇｅｓ 实际上是一个 ｓｃｒｉｐｔ 文件，可用来检查信
箱中的邮件数。若不指定［邮件目录或文件］参数，则显示目前收
件信箱中的邮件数。

ｍｅｔａｍａｉｌ
功能说明：负责处理非文字 Ｅ－ｍａｉｌ 的程序。
语
法：ｍｅｔａｆｉｌｅ ［－ｂＢｄｅｈｐＰｑｒＲＴｗｘｙｚ］［－ｃ＜邮件内容类型
＞］［－ｆ＜寄信人地址＞］［－ｍ＜邮件管理程序名称＞］［－ｓ＜邮件主题
＞］［文件名］
补充说明：当 Ｅ－ｍａｉｌ 管理程序遇到非 ＩＳＯ－８８５９－１ 标准文字的邮
件内容，而不知道要如何处理的时候，即调用 ｍｅｔａｍａｉｌ。
参

数：
－ｂ
邮件只有内文，没有表头。
－Ｂ
在背景显示信息。
－ｃ＜邮件内容类型＞
不要读取邮件表头的＂Ｃｏｎｔｅｎｔ－ｔｙｐｅ＂栏
位，而去读取＜邮件内容类型＞中的设置，以决定要调用哪个程序
来处理邮件信息。
－ｄ
ｍｅｔａｍａｉｌ 在调用其他程序显示信息前，不需向用户确认。
－ｅ
删除内文前端的空白行。
－ｆ＜寄信人地址＞
不要读取邮件表头中的寄信人地址，而去
读取选项中的设置。
－ｈ
使用 ｍｅｔａｍａｉｌ 的邮件管理程序名称。
－ｍ＜邮件管理程序名称＞
记录调用 ｍｅｔａｍａｉｌ 的邮件管理程
序名称。
－ｐ
将显示内容送给 ｍｏｒｅ 指令处理之后，再送到输出设备。
－Ｐ
与－ｐ 参数功能类似，但会在信息结束显示
＂Ｐｒｅｓｓ ＲＥＴＵＲＮ ｔｏ ｇｏ ｏｎ＂字符串。
－ｑ
ｍｅｔａｍａｉｌ 在调用其他程序来显示信息前，不用在屏幕上
显示相关的信息。
－ｒ
ｍｅｔａｍａｉｌ 预设无法让 ｒｏｏｔ 用户执行。
－Ｒ
显示信息前先清除屏幕。
－ｓ＜邮件主题＞
不要读取邮件表头中的邮件主题，而去读取
选项中的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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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
若要在一个新的终端机模拟视窗中重新启动 ｍｅｔａｍａｉｌ，
则 ｍｅｔａｍａｉｌ 必须以递归模式来调用程序本身，这时便需要使用
－Ｔ 参数。
－ｗ
不要读取 ｍａｉｌｃａｐ 中的设置，而直接处理邮件，并将数
据存入文件中。
－ｘ
不要以终端机模式来执行，即不使用互动模式。
－ｙ
抽出邮件内文中 ＭＩＭＥ 格式的部分。
－ｚ
程序结束时将输入的文件删除。

ｍｕｔｔ
功能说明：Ｅ－ｍａｉｌ 管理程序。
语
法：ｍｕｔｔ ［－ｈｎｐＲｖｘｚ］［－ａ＜文件＞］［－ｂ＜地址
＞］［－ｃ＜地址＞］［－ｆ＜邮件文件＞］［－Ｆ＜配置文件＞］［－Ｈ＜
邮件草稿＞］［－ｉ＜文件＞］［－ｍ＜类型＞］［－ｓ＜主题＞］［邮
件地址］
补充说明：ｍｕｔｔ 是一个文字模式的邮件管理程序，
提供了全屏幕的操作界面。
参

数：
－ａ＜文件＞
在邮件中加上附加文件。
－ｂ＜地址＞
指定密件副本的收信人地址。
－ｃ＜地址＞
指定副本的收信人地址。
－ｆ＜邮件文件＞
指定要载入的邮件文件。
－Ｆ＜配置文件＞
指定 ｍｕｔｔ 程序的设置文件，而
不读取预设的．ｍｕｔｔｒｃ 文件。
－ｈ
显示帮助。
－Ｈ＜邮件草稿＞
将指定的邮件草稿送出。
－ｉ＜文件＞
将指定文件插入邮件内文中。
－ｍ＜类型＞
指定预设的邮件信箱类型。
－ｎ
不要去读取程序培植文件（／ｅｔｃ／Ｍｕｔｔｒｃ）。
－ｐ
在 ｍｕｔｔ 中编辑完邮件后，而不想将邮件立
即送出，可将该邮件暂缓寄出。
－Ｒ
以只读的方式开启邮件文件。
－ｓ＜主题＞
指定邮件的主题。
－ｖ
显示 ｍｕｔｔ 的版本信息以及当初编译此文件
时所给予的参数。
－ｘ
模拟 ｍａｉｌｘ 的编辑方式。
－ｚ
与－ｆ 参数一并使用时，若邮件文件中没有
邮件即不启动 ｍｕｔ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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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ｎｔｐｇｅｔ
功能说明：下载新闻组文章。
语
法：ｎｎｔｐｇｅｔ ［－ｏｖ］［－ｄ＜组类型清单＞］［－ｆ＜文件或目录
＞］［－ｎ＜组名称清单＞］［－ｔ＜时间日期＞］［－ｕ＜文件或目录＞］［新闻组
服务器］
补充说明：执行 ｎｎｔｐｇｅｔ 指令将从指定的新闻组服务器下载文
章。ｎｎｔｐｇｅｔ 指令会从标准输入设备读取信息识别码，而下载的
新闻文章则呈现到标准输出设备。
参

数：
－ｄ＜组类型清单＞
指定新闻组类型为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的清单。
－ｆ＜文件或目录＞
下载其更改时间较指定文件或目录的更改
时间更接近现在的新闻文章。
－ｎ＜组名称清单＞
指定新闻组名称的清单。
－ｏ
下载本地主机所没有的新闻文章。
－ｔ＜时间日期＞
指定时间与日期，较该日期时间更新的新闻
文章都会被下载。
－ｕ＜文件或目录＞
此参数的效果和指定＂－ｆ＂参数类似，但它
在成功下载文章之后会去更改指定文件或木的更改时间，便于下
次再作为参考。
－ｖ
当指令执行时，把每篇文章的信息识别码都送到标准输
出。本参数需配合参数＂－ｏ＂使用。

ｐｉｎｅ
功能说明：收发电子邮件，浏览新闻组。
语
法：ｐｉｎｅ ［－ａｈｉｋｏｒｚ］［－ａｔｔａｃｈ＜附件
＞］［－ａｔｔａｃｈ＿ａｎｄ＿ｄｅｌｅｔｅ＜附件＞］［－ａｔｔａｃｈｌｉｓｔ＜附
件清单＞］［－ｃ＜邮件编号＞］［－ｃｏｎｆ］［－ｃｒｅａｔｅ＿ｌｕ＜地
址薄＞＜排序法＞］［－ｆ＜收件箱＞］［－Ｆ＜文件＞］［－Ｉ＜暂存
快捷键＞］［－ｎ＜邮件编号＞］［－ｎｒ］［－ｐ＜环境文件
＞］［－ｐｉｎｅｒｃ＜输出文件＞］［－Ｐ＜配置文件＞］［－ｓｏｒｔ＜排
序法＞＜／ｒｅｖｅｒｓｅ＞］［－ｕｒｌ＜ＵＲＬ＞］［－＜功能选项＞＝＜设
置值＞］［用户名称或电子邮件地址．．．］
补充说明：ｐｉｎｅ 是个以显示导向为住的邮件处理程
序，包括一般电子邮件和新闻组的文章。ｐｉｎｅ 也支
持 ＭＩＭＥ 格式，可让用户将 ＭＩＭＥ 的对象保存成文件，
甚至指定外挂程序直接开启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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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

数：
－ａ
在 ＵＷＩＮ 中使用匿名模式。
－ａｔｔａｃｈ＜附件＞
把指定的文件附加在信件里，
一并夹带寄出。
－ａｔｔａｃｈ＿ａｎｄ＿ｄｅｌｅｔｅ
此参数的效果和指定
＂－ａｔｔａｃｈ＂参数类似，但在信件寄出后＜附件＞会将指
定的文件删除。
－ａｔｔａｃｈｌｉｓｔ＜附件清单＞
设置一份文件清单，
把该清单内的文件全部附加到信件中，夹带寄出。
－ｃ＜邮件编号＞
直接开启指定编号的邮件。
－ｃｏｎｆ
产生 ｐｉｎｅ．ｃｏｎｆ 的范例文件，并输出到
标准输出设备。
－ｃｒｅａｔｅ＿ｌｕ＜地址薄＞＜排序法＞
将地址薄以指
定的排序法排序，产生．ａｄｄｒｅｓｓｂｏｏｋ．ｌｕ 索引文件。
－ｆ＜收件箱＞
开启指定的接收信件箱，而非预设
的 ＩＮＢＯＸ 收件箱。
－Ｆ＜文件＞
直接浏览指定文件的内容。
－ｈ
在线帮助。
－ｉ
直接进入收件箱。
－Ｉ＜暂存快捷键＞
设置进入 ｐｉｎｅ 就要执行的命
令，该命令以快捷键的按键指定。
－ｋ
支持键盘上的 Ｆ１，Ｆ２．．．等功能，而非使用
一般快捷键。
－ｎ＜邮件编号＞
设置现在的邮件编号。
－ｎｒ
使用 ＵＷＩＮ 的特殊模式。
－ｏ
设置收件箱为只读。
－ｐ＜环境文件＞
另外指定 ｐｉｎｅ 的环境文件。
－ｐｉｎｅｒｃ＜输出文件＞
读取．ｐｉｎｅｒｃ 环境文件的
内容并输出成文件保存起来，您必须指定输出文件
的名称。
－ｒ
展示模式。
－ｓｏｒｔ＜排序法＞
把收件箱内的信件依指定的方
式排序。
－ｕｒｌ＜ＵＲＬ＞
直接开启给予的 ＵＲＬ。
－ｚ
让 ｐｉｎｅ 可被 Ｃｔｒｌ＋ｚ 中断，暂存在后台作业
里。
－＜功能选项＞＝＜设置值＞
暂时指定各项功能的
设置值。

ｓｌｒ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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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说明：新闻组阅读程序。
语

法：ｓｌｒｎ ［－Ｃｄｎｐ］［－ｃｒｅａｔｅ］［－ｈｅｌｐ］［－ｆ＜新闻组文件＞］［－ｈ＜服务器＞］［－－ｖｅｒｓｉｏｎ］

补充说明：ｓｌｒｎ 是一个很容易使用的新闻组阅读程序，提供全屏幕的图形操作界面，让用户
能轻松地阅读与管理新闻组。
参

数：
－Ｃ
使用彩色模式。
－ｄ
下载组清单时，也一并下载每个组的说明。
－ｆ＜新闻组文件＞
指定要存储组内容的文件，预设的文件名为．ｎｅｗｓｒｃ。
－ｈ＜服务器＞
指定新闻组服务器。
－ｎ
不要检查是否有新的新闻组。
－ｐ
设置新闻组服务器的连接端口编号，预设为 １１９。
－ｃｒｅａｔｅ
第一次连上某台新闻组服务器时，必须使用此参数，以便下载服务器中的组清
单，并保存在指定的 ｎｅｗｓｒｃ 文件中。
－ｈｅｌｐ
显示帮助。
－－ｖｅｒｓｉｏｎ
显示版本信息。

６．网络通信
ａｐａｃｈｅｃｔｌ（Ａｐａｃｈ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
功能说明：可用来控制 Ａｐａｃｈｅ ＨＴＴＰ 服务器的程序。
语
法：
ａｐａｃｈｅｃｔｌ ［ｃｏｎｆｉｇｔｅｓｔ］［ｆｕｌｌｓｔａｔｕｓ］［ｇｒａｃｅｆｕｌ］［ｈｅｌｐ］［ｒｅｓｔａｒｔ］［ｓｔａｒｔ］［ｓｔａｔｕｓ］［ｓｔｏｐ］
补充说明：ａｐａｃｈｅｃｔｌ 是 ｓｌａｃｋｗａｒｅ 内附 Ａｐａｃｈｅ ＨＴＴＰ 服务器的 ｓｃｒｉｐｔ 文件，可供管理员控
制服务器，但在其他 Ｌｉｎｕｘ 的 Ａｐａｃｈｅ ＨＴＴＰ 服务器不一定有这个文件。
参

数：
ｃｏｎｆｉｇｔｅｓｔ
检查设置文件中的语法是否正确。
ｆｕｌｌｓｔａｔｕｓ
显示服务器完整的状态信息。
ｇｒａｃｅｆｕｌ
重新启动 Ａｐａｃｈｅ 服务器，但不会中断原有的连接。
ｈｅｌｐ
显示帮助信息。
ｒｅｓｔａｒｔ
重新启动 Ａｐａｃｈｅ 服务器。
ｓｔａｒｔ
启动 Ａｐａｃｈｅ 服务器。
ｓｔａｔｕｓ
显示服务器摘要的状态信息。
ｓｔｏｐ
停止 Ａｐａｃｈｅ 服务器。

56

ａｒｐｗａｔｃｈ（ＡＲＰ ｗａｔｃｈｅｒ）

功能说明：监听网络上 ＡＲＰ 的记录。
语
法：ａｒｐｗａｔｃｈ ［－ｄ］［－ｆ＜记录文件＞］［－ｉ＜接口＞］［－ｒ＜记录
文件＞］
补充说明：ＡＲＰ（Ａｄｄｒｅｓｓ 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Ｐｒｏｔｏｃｏｌ）是用来解析 ＩＰ
与网络装置硬件地址的协议。ａｒｐｗａｔｃｈ 可监听区域网络中的 ＡＲＰ
数据包并记录，同时将监听到的变化通过 Ｅ－ｍａｉｌ 来报告。
参

数：
－ｄ
启动排错模式。
－ｆ＜记录文件＞
设置存储 ＡＲＰ 记录的文件，预设为
／ｖａｒ／ａｒｐｗａｔｃｈ／ａｒｐ．ｄａｔ。
－ｉ＜接口＞
指定监听 ＡＲＰ 的接口，预设的接口为 ｅｔｈ０。
－ｒ＜记录文件＞
从指定的文件中读取 ＡＲＰ 记录，而不是从网
络上监听。

ｄｉｐ
功能说明：ＩＰ 拨号连接。
语
法：ｄｉｐ ［－ａｉｋｌｔｖ］［－ｍ＜ＭＴＵ 数目＞］［－ｐ＜协议
＞］［拨号 ｓｃｒｉｐｔ 文件］
补充说明：ｄｉｐ 可控制调制解调器，以拨号 ＩＰ 的方
式建立对外的双向连接。
参

数：
询问用户名称与密码。
启动拨号服务器功能。
删除执行中的 ｄｉｐ 程序。
指定要删除的连线，必须配合－ｋ 参数一起

－ａ
－ｉ
－ｋ
－ｌ
使用。
－ｍ＜ＭＴＵ 数目＞
设置最大传输单位，预设值为
２９６。
－ｐ＜协议＞
设置通信协议。
－ｔ
进入 ｄｉｐ 的指令模式。
－ｖ
执行时显示详细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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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ｅｔｔｙ（ｇｅｔ ｔｅｌｅｔｙｐｅｗｒｉｔｅｒ）

功能说明：设置终端机模式，连线速率和管制线路。
语
法：ｇｅｔｔｙ ［－ｈ］［－ｄ＜组态配置文件＞］［－ｒ＜延
迟秒数＞］［－ｔ＜超时秒数＞］［－ｗ＜等待字符串＞］［终端
机编号］［连线速率＜终端机类型＞＜管制线路
＞］ 或 ｇｅｔｔｙ ［－ｃ＜定义配置文件＞］
补充说明：ｇｅｔｔｙ 指令是 ＵＮＩＸ 之类操作系统启动时
所必须的 ３ 个步骤之一。
参

数：
－ｃ＜定义配置文件＞
指定定义配置文件，预设为
／ｅｔｃ／ｇｅｔｔｙｄｅｆｓ。
－ｄ＜组态配置文件＞
指定组态配置文件，预设为
／ｅｔｃ／ｃｏｎｆ．ｇｅｔｔｙ。
－ｈ
当传输速率为 ０ 时就强制断线。
－ｒ＜延迟秒数＞
设置延迟时间。
－ｔ＜超时秒数＞
设置等待登入的时间。
－ｗ＜等待字符串＞
设置等待回应的字符串。

ｍｉｎｇｅｔｔｙ
功能说明：精简版的 ｇｅｔｔｙ。
语
法：
ｍｉｎｇｅｔｔｙ ［－－ｌｏｎｇ－ｈｏｓｔｎａｍｅ］［－－ｎｏｃｌｅａｒ］［ｔｔｙ］
补充说明：ｍｉｎｇｅｔｔｙ 适用于本机上的登入程序。
参

数：
－－ｌｏｎｇ－ｈｏｓｔｎａｍｅ
显示完整的主机名称。
－－ｎｏｃｌｅａｒ
在询问登入的用户名称之前不要清
楚屏幕画面。

ｐｐｐ－ｏｆｆ
功能说明：关闭 ｐｐｐ 连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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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

法：ｐｐｐ－ｏｆ

补充说明：这是 Ｓｌａｃｋｗａｒｅ 发行版内附的程序，让用户切断 ＰＰＰ
的网络连线。

ｐｐｐｓｅｔｕｐ

功能说明：设置 ＰＰＰ 连线。
语

法：ｐｐｐｓｅｔｕｐ

补充说明：这是 Ｓｌａｃｋｗａｒｅ 发行版内附程序，它具有互动式的问
答界面，让用户轻易完成 ＰＰＰ 的连线设置。

ｓｍｂｃｌｉｅｎｔ（ｓａｍｂａ ｃｌｉｅｎｔ）
功能说明：可存取 ＳＭＢ／ＣＩＦＳ 服务器的用户端程序。
语
法：ｓｍｂｃｌｉｅｎｔ ［网络资源］［密码］［－ＥｈＬＮ］［－Ｂ＜ＩＰ 地址
＞］［－ｄ＜排错层级＞］［－ｉ＜范围＞］［－Ｉ＜ＩＰ 地址＞］［－ｌ＜记录文件
＞］［－Ｍ＜ＮｅｔＢＩＯＳ 名称＞］［－ｎ＜ＮｅｔＢＩＯＳ 名称＞］［－Ｏ＜连接槽选项
＞］［－ｐ＜ＴＣＰ 连接端口＞］［－Ｒ＜名称解析顺序＞］［－ｓ＜目录＞］［－ｔ＜服务
器字码＞］［－Ｔ＜ｔａｒ 选项＞］［－Ｕ＜用户名称＞］［－Ｗ＜工作群组＞］
补充说明：ＳＭＢ 与 ＣＩＦＳ 为服务器通信协议，常用于
Ｗｉｎｄｏｗｓ９５／９８／ＮＴ 等系统。ｓｍｂｃｌｉｅｎｔ 可让 Ｌｉｎｕｘ 系统存取
Ｗｉｎｄｏｗｓ 系统所分享的资源。
参

数：
［网络资源］ ［网络资源］的格式为／／服务器名称／资源分享名
称。
［密码］
输入存取网络资源所需的密码。
－Ｂ＜ＩＰ 地址＞
传送广播数据包时所用的 ＩＰ 地址。
－ｄ＜排错层级＞
指定记录文件所记载事件的详细程度。
－Ｅ
将信息送到标准错误输出设备。
－ｈ
显示帮助。
－ｉ＜范围＞
设置 ＮｅｔＢＩＯＳ 名称范围。
－Ｉ＜ＩＰ 地址＞
指定服务器的 ＩＰ 地址。
－ｌ＜记录文件＞
指定记录文件的名称。
－Ｌ
显示服务器端所分享出来的所有资源。
－Ｍ＜ＮｅｔＢＩＯＳ 名称＞
可利用 ＷｉｎＰｏｐｕｐ 协议，将信息送给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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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所指定的主机。
－ｎ＜ＮｅｔＢＩＯＳ 名称＞
指定用户端所要使用的 ＮｅｔＢＩＯＳ 名称。
－Ｎ
不用询问密码。
－Ｏ＜连接槽选项＞
设置用户端 ＴＣＰ 连接槽的选项。
－ｐ＜ＴＣＰ 连接端口＞
指定服务器端 ＴＣＰ 连接端口编号。
－Ｒ＜名称解析顺序＞
设置 ＮｅｔＢＩＯＳ 名称解析的顺序。
－ｓ＜目录＞
指定 ｓｍｂ．ｃｏｎｆ 所在的目录。
－ｔ＜服务器字码＞
设置用何种字符码来解析服务器端的文件
名称。
－Ｔ＜ｔａｒ 选项＞
备份服务器端分享的全部文件，并打包成 ｔａｒ
格式的文件。
－Ｕ＜用户名称＞
指定用户名称。
－Ｗ＜工作群组＞
指定工作群组名称。

ｓｍｂｄ（ｓａｍｂａ ｄａｅｍｏｎ）
功能说明：Ｓａｍｂａ 服务器程序。
语
法：ｓｍｂｄ ［－ａＤｈｏＰ］［－ｄ＜排错层级＞］［－ｉ＜范围＞］［－ｌ＜记录
文件＞］［－Ｏ＜连接槽选项＞］［－ｐ＜连接端口编号＞］［－ｓ＜配置文件＞］
补充说明：ｓｍｂｄ 为 Ｓａｍｂａ 服务器程序，可分享文件与打印机等
网络资源供 Ｗｉｎｄｏｗｓ 相关的用户端程序存取。
参

数：
－ａ
所有的连线记录都会加到记录文件中。
－ｄ＜排错层级＞
指定记录文件所记载事件的详细程度。
－Ｄ
使用此参数时，ｓｍｂｄ 会以服务程序的方式在后台执行。
－ｈ
显示帮助。
－ｉ＜范围＞
指定 ＮｅｔＢＩＯＳ 名称的范围。
－ｌ＜记录文件＞
指定记录文件的名称。
－ｏ
每次启动时，会覆盖原有的记录文件。
－Ｏ＜连接槽选项＞
设置连接槽选项。
－ｐ＜连接端口编号＞
设置连接端口编号。
－Ｐ
仅用来测试 ｓｍｂｄ 程序的正确性。
－ｓ＜配置文件＞
指定 ｓｍｂｄ 的设置文件。

ｔｅｌｎｅｔ
功能说明：远端登入。
语
法：ｔｅｌｎｅｔ ［－８ａｃｄＥｆＦＫＬｒｘ］［－ｂ＜主机别名＞］［－ｅ＜脱离字
符＞］［－ｋ＜域名＞］［－ｌ＜用户名称＞］［－ｎ＜记录文件＞］［－Ｓ＜服务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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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Ｘ＜认证形态＞］［主机名称或 ＩＰ 地址＜通信端口＞］
补充说明：执行 ｔｅｌｎｅｔ 指令开启终端机阶段作业，并登入远端
主机。
参

数：
－８
允许使用 ８ 位字符资料，包括输入与输出。
－ａ
尝试自动登入远端系统。
－ｂ＜主机别名＞
使用别名指定远端主机名称。
－ｃ
不读取用户专属目录里的．ｔｅｌｎｅｔｒｃ 文件。
－ｄ
启动排错模式。
－ｅ＜脱离字符＞
设置脱离字符。
－Ｅ
滤除脱离字符。
－ｆ
此参数的效果和指定＂－Ｆ＂参数相同。
－Ｆ
使用 Ｋｅｒｂｅｒｏｓ Ｖ５ 认证时，加上此参数可把本地主机的
认证数据上传到远端主机。
－ｋ＜域名＞
使用 Ｋｅｒｂｅｒｏｓ 认证时，加上此参数让远端主机采
用指定的领域名，而非该主机的域名。
－Ｋ
不自动登入远端主机。
－ｌ＜用户名称＞
指定要登入远端主机的用户名称。
－Ｌ
允许输出 ８ 位字符资料。
－ｎ＜记录文件＞
指定文件记录相关信息。
－ｒ
使用类似 ｒｌｏｇｉｎ 指令的用户界面。
－Ｓ＜服务类型＞
设置 ｔｅｌｎｅｔ 连线所需的 ＩＰ ＴＯＳ 信息。
－ｘ
假设主机有支持数据加密的功能，就使用它。
－Ｘ＜认证形态＞
关闭指定的认证形态。

ｕｕｌｏｇ
功能说明：显示 ＵＵＣＰ 记录文件。
语
法：ｕｕｌｏｇ ［－ＤＦＩＳｖ］［－＜行数＞］［－ｆ＜主机
＞］［－Ｉ＜配置文件＞］［－ｎ＜行数＞］［－ｓ＜主机＞］［－ｕ＜用户
＞］［－Ｘ＜层级＞］［－－ｈｅｌｐ］
补充说明：ｕｕｌｏｇ 可用来显示 ＵＵＣＰ 记录文件中记录。
参

数：
－Ｄ 或－－ｄｅｂｕｇｌｏｇ
显示排错记录。
－ｆ＜主机＞或－－ｆｏｌｌｏｗ＜主机＞
与－Ｆ 参数类似，
但仅显示与指定主机相关的记录。
－Ｉ＜配置文件＞或－－ｃｏｎｆｉｇ＜配置文件＞
指定程
序的配置文件。
－＜行数＞，－ｎ＜行数＞或－－ｌｉｎｅｓ＜行数＞
显示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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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中，从最后算起指定行数的数值。
－ｓ＜主机＞
仅显示记录文件中，与指定文件相关
的记录。
－Ｓ 或－－ｓｔａｔｓｌｏｇ
显示统计记录。
－ｕ＜用户＞或－－ｓｕｅｒ＜用户＞
仅显示记录文件中，
与指定用户相关的记录。
－ｖ 或－－ｖｅｒｓｉｏｎ
显示版本信息。
－Ｘ＜层级＞或－－ｄｅｂｕｇ＜层级＞
设定排错层级。
－－ｈｅｌｐ
显示帮助。

ｕｕｓｔａｔ
功能说明：显示 ＵＵＣＰ 目前的状况。
语
法：ｕｕｓｔａｔ ［－ａｅｉＫｍＭＮｐｑＱＲｖ］［－Ｂ＜行数＞］［－ｃ＜指令＞］［－Ｃ＜
指令＞］［－Ｉ＜配置文件＞］［－ｋ＜工作＞］［－ｏ＜小时＞］［－ｒ＜工作＞］［－ｓ＜
主机＞］［－Ｓ＜主机＞］［－ｕ＜用户＞］［－Ｕ＜用户＞］［－Ｗ＜附注＞］［－ｙ＜小时
＞］［－ｘ＜层级＞］［－－ｈｅｌｐ］
补充说明：执行 ｕｕｃｐ 与 ｕｕｘ 指令后，会先将工作送到队列，再
由 ｕｕｃｉｃｏ 来执行工作。ｕｕｓｔａｔ 可显示，删除或启动队列中等待
执行的工作。
参

数：
－ａ 或－ａｌｌ
显示全部的 ＵＵＣＰ 工作。
－Ｂ＜行数＞或－－ｍａｉｌ－ｌｉｎｅｓ＜行数＞
与－Ｍ 或－Ｎ 参数一并使用，
用来指定邮件中要包含多少行的信息。
－ｃ＜指令＞或－－ｃｏｍｍａｎｄ＜指令＞
显示与＜指令＞有关的工作。
－Ｃ＜指令＞或－－ｎｏｔ－ｃｏｍｍａｎｄ＜指令＞
显示与＜指令＞无关的工
作。
－ｅ 或－－ｅｘｅｃｕｔｉｏｎｓ
仅显示待执行的工作。
－ｉ 或－－ｐｒｏｍｐｔ
针对队列中的每项工作，询问使用是否要删
除工作。
－Ｉ＜配置文件＞或－－ｃｏｎｆｉｇ＜配置文件＞
指定配置文件。
－ｋ＜工作＞或－－ｋｉｌｌ＜工作＞
删除指定的工作。
－ｍ 或－－ｓｔａｔｕｓ
删除全部的工作。
－Ｍ 或－ｍａｉｌ
将状态信息邮寄给 ＵＵＣＰ 管理员。
－Ｎ 或－－ｎｏｔｉｆｙ
将状态信息分别邮寄给提出该项工作的用
户。
－ｏ＜小时＞或－－ｏｌｄｅｒ－ｔｈａｎ＜小时＞
显示超过指定时数的工
作。
－ｐ 或－－ｐｓ
显示负责 ＵＵＣＰ 锁定的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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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ｑ 或－－ｌｉｓｔ
显示每台远端主机上所要执行工作的状态。
－Ｑ 或－－ｎｏ－ｌｉｓｔ
不显示工作。
－ｒ＜工作＞或－－ｒｅｊｕｖｅｎａｔｅ＜工作＞
重新启动指定的工作。
－Ｒ 或－－ｒｅｊｕｖｅｎａｔｅ－ａｌｌ
重新启动全部的工作。
－ｓ＜主机＞或－－ｓｙｓｔｅｍ＜主机＞
显示与＜主机＞有关的工作。
－Ｓ＜主机＞或－－ｎｏｔ－ｓｙｓｔｅｍ＜主机＞
显示与＜主机＞无关的工
作。
－ｖ 或－－ｖｅｒｓｉｏｎ
显示版本信息。
－ｕ＜用户＞或－－ｕｓｅｒ＜用户＞
显示与＜用户＞有关的工作。
－Ｕ＜用户＞或－－ｎｏｔ－ｕｓｅｒ＜用户＞
显示与＜用户＞无关的工作。
－Ｗ＜附注＞或－－ｃｏｍｍｅｎｔ＜附注＞
要放在邮件信息中的附注。
－ｙ＜小时＞或－－ｙｏｕｎｇｅｒ－ｔｈａｎ＜小时＞
显示低于指定时数的工
作。
－ｘ＜层级＞或－－ｄｅｂｕｇ＜层级＞
指定排错层级。
－－ｈｅｌｐ
显示帮助。

ｕｕｘ
功能说明：在远端的 ＵＵＣＰ 主机上执行指令。
语
法：ｕｕｘ ［－ｂｃＣＩｊｌｎｒｖｚ］［－ａ＜地址＞］［－ｇ＜等级＞］［－ｓ＜文件
＞］［－ｘ＜层级＞］［－－ｈｅｌｐ］［指令］
补充说明：ｕｕｘ 可在远端的 ＵＵＣＰ 主机上执行指令或是执行本机
上的指令，但在执行时会使用远端电脑的文件。
参

数：
－或－ｐ 或－－ｓｔｄｉｎ
直接从键盘读取要执行的指令。
－ａ＜地址＞或－－ｒｅｑｕｅｓｔｏｒ＜地址＞
执行邮件地址，以便寄送状
态信息。
－ｂ 或－－ｅｒｔｕｒｎ－ｓｔｄｉｎ
在屏幕上显示状态信息。
－ｃ 或－－ｎｏｃｏｐｙ
不用将文件复制到缓冲区。
－Ｃ 或－－ｃｏｐｙ
将文件复制到缓冲区。
－ｇ＜等级＞或－－ｇｒａｄｅ＜等级＞
指定文件传送作业的优先顺序。
－Ｉ 或－－ｃｏｎｆｉｇ ｆｉｌｅ
指定 ｕｕｘ 配置文件。
－ｊ 或－－ｊｏｂｉｄ
显示作业编号。
－ｌ 或－－ｌｉｎｋ
将本机上的文件连接到缓冲区。
－ｎ 或－－ｎｏ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ｎｏ
无论发生任何状态，都不寄邮件
通知用户。
－ｒ 或－－ｎｏｕｕｃｉｃｏ
不要立即启动 ｕｕｃｉｃｏ 服务程序，仅将作
业送到队列中，然后再执行。
－ｓ＜文件＞或－－ｓｔａｔｕｓ＜文件＞
将完成状态保存为指定的文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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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ｖ 或－－ｖｅｒｓｉｏｎ
显示版本信息。
－ｘ＜层级＞或－－ｄｅｂｕｇ＜层级＞
指定排错层级。
－ｚ 或－－ｎｏ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ｅｒｒｏｒ
若发生错误，则以邮件来通知
用户。
－－ｈｅｌｐ
显示帮助。

ｃｕ（ｃａｌｌ ｕｐ）
功能说明：连接另一个系统主机。
语
法：ｃｕ ［ｄｅｈｎｏｔｖ］［－ａ＜通信端口＞］［－ｃ＜电话号码＞］［－Ｅ＜
脱离字符＞］［－Ｉ＜设置文件＞］［－ｌ＜外围设备代号＞］［－ｓ＜连线速率
＞］［－ｘ＜排错模式＞］［－ｚ＜系统主机
＞］［－－ｈｅｌｐ］［－ｎｏｓｔｏｐ］［－－ｐａｒｉｔｙ＝ｎｏｎｅ］［＜系统主机＞／＜电话号码
＞］
补充说明：本指令可连接另一台主机，并采用类似拨号终端机的
接口工作，也可执行简易的文件传输作业。
参

数：
－ａ＜通信端口＞或－ｐ＜通信端口＞或－－ｐｏｒｔ＜通信端口＞
使用指
定的通信端口进行连线。
－ｃ＜电话号码＞或－－ｐｈｏｎｅ＜电话号码＞
拨打该电话号码。
－ｄ
进入排错模式。
－ｅ 或－－ｐａｒｉｔｙ＝ｅｖｅｎ
使用双同位检查。
－Ｅ＜脱离字符＞或－－ｅｓｃａｐｅ＜脱离字符＞
设置脱离字符。
－ｈ 或－－ｈａｌｆｄｕｐｌｅ
使用半双工模式。
－Ｉ＜配置文件＞或－－ｃｏｎｆｉｇ＜配置文件＞
指定要使用的配置文
件。
－ｌ＜外围设备代号＞或－－ｌｉｎｅ＜外围设备代号＞
指定某项外围
设备，作为连接的设备。
－ｎ 或－－ｐｒｏｍｐｔ
拨号时等待用户输入电话号码。
－ｏ 或－－ｐａｒｉｔｙ＝ｏｄｄ
使用单同位检查。
－ｓ＜连线速率＞或－－ｓｐｅｅｄ＜连线速率＞或－－ｂａｕｄ＜连线速率＞或－＜
连线速率＞
设置连线的速率，单位以鲍率计算。
－ｔ 或－－ｍａｐｅｒ
把 ＣＲ 字符置换成 ＬＦ＋ＣＲ 字符。
－ｖ 或－－ｖｅｒｓｉｏｎ
显示版本信息。
－ｘ＜排错模式＞或－－ｄｅｂｕｇ＜排错模式＞
使用排错模式。
－ｚ＜系统主机＞或－－ｓｙｓｔｅｍ＜系统主机＞
连接该系统主机。
－－ｈｅｌｐ
在线帮助。
－－ｎｏｓｔｏｐ
关闭 Ｘｏｎ／Ｘｏｆｆ 软件流量控制。
－－ｐａｒｉｔｙ＝ｎｏｎｅ
不使用同位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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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ｎｓｃｏｎｆ（ｄｎｓ ｃｏｎｆｉｇｕｒａｔｏｒ）
功能说明：设置 ＤＮＳ 服务器组态。
语
法：ｄｎｓｃｏｎｆ ［－－ｄｅｌｄｏｍａｉｎ＜域
＞］［－－ｄｅｌ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域＞］［－－ｎｅｗｄｏｍａｉｎ＜域
＞］［－－ｓｅｔ＜主机＞＜ＩＰ＞］［－－ｓｅｔｃｎａｍｅ＜ＣＮＡＭＥ＞＜主机
＞］［－－ｓｅｔｍｘ＜域＞＜主机＞］［－－ｓｅｔｎｓ＜域＞＜主机
＞］［－－ｕｎｓｅｔ＜主机＞］
补充说明：ｄｎｓｃｏｎｆ 实际上为 ｌｉｎｕｘｃｏｎｆ 的符号连
接，提供图形截面的操作方式，供管理员管理 ＤＮＳ
服务器。
参

数：
－－ｄｅｌｄｏｍａｉｎ＜域＞
删除域。
－－ｄｅｌ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域＞
删除次级域。
－－ｎｅｗｄｏｍａｉｎ＜域＞
新增域。
－－ｓｅｔ＜主机＞＜ＩＰ＞
新增主机记录。
－－ｓｅｔｃｎａｍｅ＜ＣＮＡＭＥ＞＜主机＞
设置＜ＣＮＡＭＥ＞。
－－ｓｅｔｍｘ＜域＞＜主机＞
指定域的邮件主机。
－－ｓｅｔｎｓ＜域＞＜主机＞
指定域的 ＤＮＳ 服务器。
－－ｕｎｓｅｔ＜主机＞
删除 ＤＮＳ 中某台主机的记录。

ｅｆａｘ

功能说明：收发传真。
语
法：ｅｆａｘ ［－ｓｗ］［－ａ＜ＡＴ 指令＞］［－ｃ＜调制解调
器属性＞］［－ｄ＜驱动程序＞］［－ｆ＜字体文件＞］［－ｇ＜指令
＞］［－ｈ＜传真标题字符串＞］［－ｉ＜ＡＴ 指令＞］［－ｊ＜ＡＴ 指
令＞］［－ｋ＜ＡＴ 指令＞］［－ｌ＜识别码＞］［－ｏ＜选项＞］［－ｑ＜错
误次数＞］［－ｒ＜文件名＞］［－ｖ＜信息类型＞］［－ｘ＜ＵＵＣＰ 锁
定文件＞］［－ｔ＜电话号码＞＜传真文件＞］
补充说明：支持 Ｃｌａｓｓ １ 与 Ｃｌａｓｓ ２ 的调制解调器
来收发传真。
参

数：
－ａ＜ＡＴ 指令＞
以指定的 ＡＴ 指令来接电话。
－ｃ＜调制解调器属性＞
设置本机调制解调器的
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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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驱动程序＞
指定调制解调器驱动程序。
－ｆ＜字体文件＞
使用指定的字体文件来建立传
真标题。
－ｇ＜指令＞
若接到的电话为数据，则执行指定的
指令。
－ｈ＜传真标题字符串＞
指定字符串为每页最前
端的标题。
－ｉ＜ＡＴ 指令＞
在调制解调器进入传真模式前，
传送 ＡＴ 指令到调制解调器。
－ｊ＜ＡＴ 指令＞
在调制解调器进入传真模式后，
传送 ＡＴ 指令到调制解调器。
－ｋ＜ＡＴ 指令＞
在调制解调器离开传真模式前，
传送 ＡＴ 指令到调制解调器。
－ｌ＜识别码＞
设置本机调制解调器的识别码。
－ｏ＜选项＞
使用非标准调制解调器时设置相关
选项。
－ｑ＜错误次数＞
接收传真时，当每页发生错误次
数超过指定的数目时，要求对方重发。
－ｒ＜文件名＞
在接收传真时，将每页分别保存成
文件。
－ｖ＜信息类型＞
选择要印出的信息类型。
－ｗ
不要接听电话，等待 ＯＫ 或 ＣＯＮＮＥＣＴ 的信号。
－ｘ＜ＵＵＣＰ 锁定文件＞
使用 ＵＵＣＰ 格式的锁定文件
来锁定调制解调器。
－ｔ＜电话号码＞＜传真文件＞
以＜电话号码＞中的
号码来拨号，并将＜传真文件＞传真出去。

ｈｔｔｐｄ（ｈｔｔｐ ｄａｅｍｏｎ）

功能说明：Ａｐａｃｈｅ ＨＴＴＰ 服务器程序。
语
法：ｈｔｔｐｄ ［－ｈｌＬＳｔｖＶＸ］［－ｃ＜ｈｔｔｐｄ 指令
＞］［－Ｃ＜ｈｔｔｐｄ 指令＞］［－ｄ＜服务器根目录＞］［－Ｄ＜设定
文件参数＞］［－ｆ＜设定文件＞］
补充说明：ｈｔｔｐｄ 为 Ａｐａｃｈｅ ＨＴＴＰ 服务器程序。直
接执行程序可启动服务器的服务。
参

数：
－ｃ＜ｈｔｔｐｄ 指令＞

在读取配置文件前，先执行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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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中的指令。
－Ｃ＜ｈｔｔｐｄ 指令＞
在读取配置文件后，再执行选
项中的指令。
－ｄ＜服务器根目录＞
指定服务器的根目录。
－Ｄ＜设定文件参数＞
指定要传入配置文件的参
数。
－ｆ＜设定文件＞
指定配置文件。
－ｈ
显示帮助。
－ｌ
显示服务器编译时所包含的模块。
－Ｌ
显示 ｈｔｔｐｄ 指令的说明。
－Ｓ
显示配置文件中的设定。
－ｔ
测试配置文件的语法是否正确。
－ｖ
显示版本信息。
－Ｖ
显示版本信息以及建立环境。
－Ｘ
以单一程序的方式来启动服务器。
ｉｆｃｏｎｆｉｇ

功能说明：显示或设置网络设备。
语
法：ｉｆｃｏｎｆｉｇ ［网络设
备］［ｄｏｗｎ ｕｐ －ａｌｌｍｕｌｔｉ －ａｒｐ －ｐｒｏｍｉｓｃ］［ａｄｄ＜地址＞］［ｄｅｌ＜地
址＞］［＜ｈｗ＜网络设备类型＞＜硬件地址＞］［ｉｏ＿ａｄｄｒ＜Ｉ／Ｏ 地址
＞］［ｉｒｑ＜ＩＲＱ 地址＞］［ｍｅｄｉａ＜网络媒介类型＞］［ｍｅｍ＿ｓｔａｒｔ＜内存地
址＞］［ｍｅｔｒｉｃ＜数目＞］［ｍｔｕ＜字节＞］［ｎｅｔｍａｓｋ＜子网掩码
＞］［ｔｕｎｎｅｌ＜地址＞］［－ｂｒｏａｄｃａｓｔ＜地址＞］［－ｐｏｉｎｔｏｐｏｉｎｔ＜地址
＞］［ＩＰ 地址］
补充说明：ｉｆｃｏｎｆｉｇ 可设置网络设备的状态，或是显示目前的
设置。
参

数：
ａｄｄ＜地址＞
设置网络设备 ＩＰｖ６ 的 ＩＰ 地址。
ｄｅｌ＜地址＞
删除网络设备 ＩＰｖ６ 的 ＩＰ 地址。
ｄｏｗｎ
关闭指定的网络设备。
＜ｈｗ＜网络设备类型＞＜硬件地址＞
设置网络设备的类型与硬
件地址。
ｉｏ＿ａｄｄｒ＜Ｉ／Ｏ 地址＞
设置网络设备的 Ｉ／Ｏ 地址。
ｉｒｑ＜ＩＲＱ 地址＞
设置网络设备的 ＩＲＱ。
ｍｅｄｉａ＜网络媒介类型＞
设置网络设备的媒介类型。
ｍｅｍ＿ｓｔａｒｔ＜内存地址＞
设置网络设备在主内存所占用的起
始地址。
ｍｅｔｒｉｃ＜数目＞
指定在计算数据包的转送次数时，所要加上
67

的数目。
ｍｔｕ＜字节＞
设置网络设备的 ＭＴＵ。
ｎｅｔｍａｓｋ＜子网掩码＞
设置网络设备的子网掩码。
ｔｕｎｎｅｌ＜地址＞
建立 ＩＰｖ４ 与 ＩＰｖ６ 之间的隧道通信地址。
ｕｐ
启动指定的网络设备。
－ｂｒｏａｄｃａｓｔ＜地址＞
将要送往指定地址的数据包当成广播数
据包来处理。
－ｐｏｉｎｔｏｐｏｉｎｔ＜地址＞
与指定地址的网络设备建立直接连
线，此模式具有保密功能。
－ｐｒｏｍｉｓｃ
关闭或启动指定网络设备的 ｐｒｏｍｉｓｃｕｏｕｓ 模式。
［ＩＰ 地址］
指定网络设备的 ＩＰ 地址。
［网络设备］
指定网络设备的名称。

ｍｅｓｇ

功能说明：设置终端机的写入权限。
语

法：ｍｅｓｇ ［ｎｙ］

补充说明：将 ｍｅｓｇ 设置 ｙ 时，其他用户可利用 ｗｒｉｔｅ
指令将信息直接显示在您的屏幕上。
参
ｎ
上。
ｙ
上。

数：
不允许气筒用户将信息直接显示在你的屏幕
允许气筒用户将信息直接显示在你的屏幕

ｍｉｎｉｃｏｍ

功能说明：调制解调器通信程序。
语
法：ｍｉｎｉｃｏｍ ［－８ｌｍＭｏｓｔｚ］［－ａ＜ｏｎ 或
０ｆｆ＞］［－ｃ＜ｏｎ 或 ｏｆｆ＞］［－Ｃ＜取文件＞］［－ｄ＜编号
＞］［－ｐ＜模拟终端机＞］［－Ｓ＜ｓｃｒｉｐｔ 文件＞］［配置文件］
补充说明：ｍｉｎｉｃｏｍ 是一个相当受欢迎的 ＰＰＰ 拨号
连线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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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

数：
－８
不要修改任何 ８ 位编码的字符。
－ａ＜ｏｎ 或 ０ｆｆ＞
设置终端机属性。
－ｃ＜ｏｎ 或 ｏｆｆ＞
设置彩色模式。
－Ｃ＜取文件＞
指定取文件，并在启动时开启取功
能。
－ｄ＜编号＞
启动或直接拨号。
－ｌ
不会将所有的字符都转成 ＡＳＣＩＩ 码。
－ｍ
以 Ａｌｔ 或 Ｍｅｔａ 键作为指令键。
－Ｍ
与－ｍ 参数类似。
－ｏ
不要初始化调制解调器。
－ｐ
＜模拟终端机＞
使用模拟终端机。
－ｓ
开启程序设置画面。
－Ｓ＜ｓｃｒｉｐｔ 文件＞
在启动时，执行指定的
ｓｃｒｉｐｔ 文件。
－ｔ
设置终端机的类型。
－ｚ
在终端机上显示状态列。
［配置文件］
指定 ｍｉｎｉｃｏｍ 配置文件。

ｎｃ

功能说明：设置路由器。
语
法：ｎｃ ［－ｈｌｎｒｕｚ］［－ｇ＜网关．．．＞］［－Ｇ＜指向器
数目＞］［－ｉ＜延迟秒数＞］［－ｏ＜输出文件＞］［－ｐ＜通信端
口＞］［－ｓ＜来源位址＞］［－ｖ．．．］［－ｗ＜超时秒数＞］［主机
名称］［通信端口．．．］
补充说明：执行本指令可设置路由器的相关参数。
参

数：
－ｇ＜网关＞
设置路由器跃程通信网关，最丢哦可
设置 ８ 个。
－Ｇ＜指向器数目＞
设置来源路由指向器，其数值
为 ４ 的倍数。
－ｈ
在线帮助。
－ｉ＜延迟秒数＞
设置时间间隔，以便传送信息及
扫描通信端口。
－ｌ
使用监听模式，管控传入的资料。
－ｎ
直接使用 ＩＰ 地址，而不通过域名服务器。
－ｏ＜输出文件＞
指定文件名称，把往来传输的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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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以 １６ 进制字码倾倒成该文件保存。
－ｐ＜通信端口＞
设置本地主机使用的通信端口。
－ｒ
乱数指定本地与远端主机的通信端口。
－ｓ＜来源位址＞
设置本地主机送出数据包的 ＩＰ
地址。
－ｕ
使用 ＵＤＰ 传输协议。
－ｖ
显示指令执行过程。
－ｗ＜超时秒数＞
设置等待连线的时间。
－ｚ
使用 ０ 输入／输出模式，只在扫描通信端口
时使用。

ｎｅｔｃｏｎｆ

功能说明：设置各项网络功能。
语

法：ｎｅｔｃｏｎｆ

补充说明：ｎｅｔｃｏｎｆ 是 Ｒｅｄ Ｈａｔ Ｌｉｎｕｘ 发行版专门用来调整 Ｌｉｎｕｘ 各项设置的程序。

ｎｅｔｃｏｎｆｉｇ

功能说明：设置网络环境。
语

法：ｎｅｔｃｏｎｆｉｇ

补充说明：这是 Ｓｌａｃｋｗａｒｅ 发行版内附程序，它具有互动式的问答界面，让用户轻易
完成网络环境的设置。

ｎｅｔｓｔａｔ
功能说明：显示网络状态。
语

法：ｎｅｔｓｔａｔ ［－ａｃＣｅＦｇｈｉｌＭｎＮｏｐｒｓｔｕｖＶｗｘ］［－Ａ＜网络类型＞］［－－ｉｐ］

补充说明：利用 ｎｅｔｓｔａｔ 指令可让你得知整个 Ｌｉｎｕｘ 系统的网络情况。
参

数：
70

－ａ 或－－ａｌｌ
显示所有连线中的 Ｓｏｃｋｅｔ。
－Ａ＜网络类型＞或－－＜网络类型＞
列出该网络类型连线中的相关地址。
－ｃ 或－－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
持续列出网络状态。
－Ｃ 或－－ｃａｃｈｅ
显示路由器配置的快取信息。
－ｅ 或－－ｅｘｔｅｎｄ
显示网络其他相关信息。
－Ｆ 或－－ｆｉｂ
显示 ＦＩＢ。
－ｇ 或－－ｇｒｏｕｐｓ
显示多重广播功能群组组员名单。
－ｈ 或－－ｈｅｌｐ
在线帮助。
－ｉ 或－－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ｓ
显示网络界面信息表单。
－ｌ 或－－ｌｉｓｔｅｎｉｎｇ
显示监控中的服务器的 Ｓｏｃｋｅｔ。
－Ｍ 或－－ｍａｓｑｕｅｒａｄｅ
显示伪装的网络连线。
－ｎ 或－－ｎｕｍｅｒｉｃ
直接使用 ＩＰ 地址，而不通过域名服务器。
－Ｎ 或－－ｎｅｔｌｉｎｋ 或－－ｓｙｍｂｏｌｉｃ
显示网络硬件外围设备的符号连接名称。
－ｏ 或－－ｔｉｍｅｒｓ
显示计时器。
－ｐ 或－－ｐｒｏｇｒａｍｓ
显示正在使用 Ｓｏｃｋｅｔ 的程序识别码和程序名称。
－ｒ 或－－ｒｏｕｔｅ
显示 Ｒｏｕｔｉｎｇ Ｔａｂｌｅ。
－ｓ 或－－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ｅ
显示网络工作信息统计表。
－ｔ 或－－ｔｃｐ
显示 ＴＣＰ 传输协议的连线状况。
－ｕ 或－－ｕｄｐ
显示 ＵＤＰ 传输协议的连线状况。
－ｖ 或－－ｖｅｒｂｏｓｅ
显示指令执行过程。
－Ｖ 或－－ｖｅｒｓｉｏｎ
显示版本信息。
－ｗ 或－－ｒａｗ
显示 ＲＡＷ 传输协议的连线状况。
－ｘ 或－－ｕｎｉｘ
此参数的效果和指定＂－Ａ ｕｎｉｘ＂参数相同。
－－ｉｐ 或－－ｉｎｅｔ
此参数的效果和指定＂－Ａ ｉｎｅｔ＂参数相同。

ｐｉｎｇ
功能说明：检测主机。
语
法：ｐｉｎｇ ［－ｄｆｎｑｒＲｖ］［－ｃ＜完成次数＞］［－ｉ＜间隔秒数
＞］［－Ｉ＜网络界面＞］［－ｌ＜前置载入＞］［－ｐ＜范本样式＞］［－ｓ＜数据包
大小＞］［－ｔ＜存活数值＞］［主机名称或 ＩＰ 地址］
补充说明：执行 ｐｉｎｇ 指令会使用 ＩＣＭＰ 传输协议，发出要求回应
的信息，若远端主机的网络功能没有问题，就会回应该信息，因
而得知该主机运作正常。
参

数：
－ｄ
使用 Ｓｏｃｋｅｔ 的 ＳＯ＿ＤＥＢＵＧ 功能。
－ｃ＜完成次数＞
设置完成要求回应的次数。
－ｆ
极限检测。
－ｉ＜间隔秒数＞
指定收发信息的间隔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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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网络界面＞
使用指定的网络界面送出数据包。
－ｌ＜前置载入＞
设置在送出要求信息之前，先行发出的数据
包。
－ｎ
只输出数值。
－ｐ＜范本样式＞
设置填满数据包的范本样式。
－ｑ
不显示指令执行过程，开头和结尾的相关信息除外。
－ｒ
忽略普通的 Ｒｏｕｔｉｎｇ Ｔａｂｌｅ，直接将数据包送到远端主
机上。
－Ｒ
记录路由过程。
－ｓ＜数据包大小＞
设置数据包的大小。
－ｔ＜存活数值＞
设置存活数值 ＴＴＬ 的大小。
－ｖ
详细显示指令的执行过程。

ｐｐｐｓｔａｔｓ（ｐｏｉｎｔ ｔｏ ｐｏｉｎｔ ｐｒｏｔｏｃｏｌ ｓｔａｔｕｓ）

功能说明：显示 ＰＰＰ 连线状态。
语
法：ｐｐｐｓｔａｔｓ ［－ａｄｒｖ］［－ｃ＜执行次数＞］［－ｗ＜间隔秒数
＞］［网络界面］
补充说明：利用 ｐｐｐｓｔａｔｓ 指令可让你得知 ＰＰＰ 连接网络的相关
信息。
参

数：
－ａ
显示绝对统计值。
－ｃ＜执行次数＞
设置回报状况的次数。
－ｄ
显示相对统计值。
－ｒ
显示数据包压缩比率的统计值。
－ｖ
显示 ＶＪＴＣＰ 文件头的压缩效率统计值。
－ｗ＜间隔秒数＞
设置显示统计信息的间隔时间。

ｓａｍｂａ
功能说明：Ｓａｍｂａ 服务器控制。
语

法：ｓａｍｂａ ［ｓｔａｒｔ］［ｓｔｏｐ］［ｓｔａｔｕｓ］［ｒｅｓｔａｒｔ］

补充说明：ｓａｍｂａ 为 ｓｃｒｉｐｔ 文件，可启动，停止 Ｓａｍｂａ 服务器
或回报目前的状态。
参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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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ｔａｒｔ
启动 Ｓａｍｂａ 服务器的服务。
ｓｔｏｐ
停止 Ｓａｍｂａ 服务器的服务。
ｓｔａｔｕｓ
显示 Ｓａｍｂａ 服务器目前的状态。
ｒｅｓｔａｒｔ
重新启动 Ｓａｍｂａ 服务器。

ｓｅｔｓｅｒｉａｌ

功能说明：设置或显示串口的相关信息。
语

法：ｓｅｔｓｅｒｉａｌ ［－ａｂｇＧｑｖＶｚ］［设备］［串口参数］

补充说明：ｓｅｔｓｅｒｉａｌ 可用来设置串口或显示目前的设置。
参
－ａ
－ｂ
－ｇ
－Ｇ
－ｑ
－ｖ
－Ｖ
－ｚ

数：
显示详细信息。
显示摘要信息。
显示串口的相关信息。
以指令列表的格式来显示信息。
执行时显示较少的信息。
执行时显示较多的信息。
显示版本信息。
设置前，先将所有的标记归零。

ｓｈａｐｅｃｆｇ（ｓｈａｐｅｒ ｃｏｎｆｉｇｕｒａｔｉｏｎ）

功能说明：管制网络设备的流量。
语
法：ｓｈａｐｅｃｆｇ ａｔｔａｃｈ ［流量管制器］［网络设
备］ 或 ｓｈａｐｅｃｆｇ ｓｐｅｅｄ ［流量管制器］［带宽］
补充说明：自 Ｌｉｎｕｘ－２．１５ 开始，便支持流量管制的功能。
参

数：
ａｔｔａｃｈ
将流量管制器与实际的网络设备结合。
ｓｐｅｅｄ
设置流量管制器的对外传输带宽。

ｓｍｂｄ（ｓａｍｂａ ｄａｅｍ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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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说明：Ｓａｍｂａ 服务器程序。
语
法：ｓｍｂｄ ［－ａＤｈｏＰ］［－ｄ＜排错层级＞］［－ｉ＜范围＞］［－ｌ＜记录
文件＞］［－Ｏ＜连接槽选项＞］［－ｐ＜连接端口编号＞］［－ｓ＜配置文件＞］
补充说明：ｓｍｂｄ 为 Ｓａｍｂａ 服务器程序，可分享文件与打印机等
网络资源供 Ｗｉｎｄｏｗｓ 相关的用户端程序存取。
参

数：
－ａ
所有的连线记录都会加到记录文件中。
－ｄ＜排错层级＞
指定记录文件所记载事件的详细程度。
－Ｄ
使用此参数时，ｓｍｂｄ 会以服务程序的方式在后台执行。
－ｈ
显示帮助。
－ｉ＜范围＞
指定 ＮｅｔＢＩＯＳ 名称的范围。
－ｌ＜记录文件＞
指定记录文件的名称。
－ｏ
每次启动时，会覆盖原有的记录文件。
－Ｏ＜连接槽选项＞
设置连接槽选项。
－ｐ＜连接端口编号＞
设置连接端口编号。
－Ｐ
仅用来测试 ｓｍｂｄ 程序的正确性。
－ｓ＜配置文件＞
指定 ｓｍｂｄ 的设置文件。

ｓｔａｔｓｅｒｉａｌ（ｓｔａｔｕｓ ｏｆｓｅｒｉａｌ ｐｏｒｔ）
功能说明：显示串口状态。
语

法：ｓｔａｔｓｅｒｉａｌ ［－ｄｎｘ］［串口设备名称］

补充说明：ｓｔａｔｓｅｒｉａｌ 可显示各个接脚的状态，常
用来判断串口是否正常。
参
－ｄ
－ｎ
－ｘ

数：
以 １０ 进制数字来表示串口的状态。
仅显示一次串口的状态后即结束程序。
与－ｎ 参数类似，但是以 １６ 进制来表示。

ｔａｌｋ
功能说明：与其他用户交谈。
语

法：ｔａｌｋ ［用户名称］［终端机编号］

补充说明：通过 ｔａｌｋ 指令，你可以和另一个用户线上交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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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ｃｐｄｕｍｐ
功能说明：倾倒网络传输数据。
语
法：ｔｃｐｄｕｍｐ ［－ａｄｅｆｌｎＮＯｐｑＳｔｖｘ］［－ｃ＜数据包
数目＞］［－ｄｄ］［－ｄｄｄ］［－Ｆ＜表达文件＞］［－ｉ＜网络界面
＞］［－ｒ＜数据包文件＞］［－ｓ＜数据包大小＞］［－ｔｔ］［－Ｔ＜
数据包类型＞］［－ｖｖ］［－ｗ＜数据包文件＞］［输出数据栏
位］
补充说明：执行 ｔｃｐｄｕｍｐ 指令可列出经过指定网络
界面的数据包文件头，在 Ｌｉｎｕｘ 操作系统中，你必
须是系统管理员。
参

数：
－ａ
尝试将网络和广播地址转换成名称。
－ｃ＜数据包数目＞
收到指定的数据包数目后，就
停止进行倾倒操作。
－ｄ
把编译过的数据包编码转换成可阅读的格
式，并倾倒到标准输出。
－ｄｄ
把编译过的数据包编码转换成 Ｃ 语言的格
式，并倾倒到标准输出。
－ｄｄｄ
把编译过的数据包编码转换成十进制数
字的格式，并倾倒到标准输出。
－ｅ
在每列倾倒资料上显示连接层级的文件头。
－ｆ
用数字显示网际网络地址。
－Ｆ＜表达文件＞
指定内含表达方式的文件。
－ｉ＜网络界面＞
使用指定的网络截面送出数据
包。
－ｌ
使用标准输出列的缓冲区。
－ｎ
不把主机的网络地址转换成名字。
－Ｎ
不列出域名。
－Ｏ
不将数据包编码最佳化。
－ｐ
不让网络界面进入混杂模式。
－ｑ
快速输出，仅列出少数的传输协议信息。
－ｒ＜数据包文件＞
从指定的文件读取数据包数
据。
－ｓ＜数据包大小＞
设置每个数据包的大小。
－Ｓ
用绝对而非相对数值列出 ＴＣＰ 关联数。
－ｔ
在每列倾倒资料上不显示时间戳记。
－ｔｔ
在每列倾倒资料上显示未经格式化的时间
戳记。
－Ｔ＜数据包类型＞
强制将表达方式所指定的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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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包转译成设置的数据包类型。
－ｖ
详细显示指令执行过程。
－ｖｖ
更详细显示指令执行过程。
－ｘ
用十六进制字码列出数据包资料。
－ｗ＜数据包文件＞
把数据包数据写入指定的文
件。

ｔｅｓｔｐａｒｍ（ｔｅｓｔ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
功能说明：测试 Ｓａｍｂａ 的设置是否正确无误。
语
法：ｔｅｓｔｐａｒｍ ［－ｓ］［配置文件］［＜主机名称
＞＜ＩＰ 地址＞］
补充说明：执行 ｔｅｓｔｐａｒｍ 指令可以简单测试 Ｓａｍｂａ
的配置文件，假如测试结果无误，Ｓａｍｂａ 常驻服务
就能正确载入该设置值，但并不保证其后的操作如
预期般一切正常。
参

数：
－ｓ
不显示提示符号等待用户按下 Ｅｎｔｅｒ 键，就
直接列出 Ｓａｍｂａ 服务定义信息。

ｔｒａｃｅｒｏｕｔｅ
功能说明：显示数据包到主机间的路径。
语
法：ｔｒａｃｅｒｏｕｔｅ ［－ｄＦｌｎｒｖｘ］［－ｆ＜存活数值＞］［－ｇ＜网关
＞．．．］［－ｉ＜网络界面＞］［－ｍ＜存活数值＞］［－ｐ＜通信端口＞］［－ｓ＜来源
地址＞］［－ｔ＜服务类型＞］［－ｗ＜超时秒数＞］［主机名称或 ＩＰ 地
址］［数据包大小］
补充说明：ｔｒａｃｅｒｏｕｔｅ 指令让你追踪网络数据包的路由途径，
预设数据包大小是 ４０Ｂｙｔｅｓ，用户可另行设置。
参

数：
－ｄ
使用 Ｓｏｃｋｅｔ 层级的排错功能。
－ｆ＜存活数值＞
设置第一个检测数据包的存活数值 ＴＴＬ 的大
小。
－Ｆ
设置勿离断位。
－ｇ＜网关＞
设置来源路由网关，最多可设置 ８ 个。
－ｉ＜网络界面＞
使用指定的网络界面送出数据包。
－Ｉ
使用 ＩＣＭＰ 回应取代 ＵＤＰ 资料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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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存活数值＞
设置检测数据包的最大存活数值 ＴＴＬ 的大
小。
－ｎ
直接使用 ＩＰ 地址而非主机名称。
－ｐ＜通信端口＞
设置 ＵＤＰ 传输协议的通信端口。
－ｒ
忽略普通的 Ｒｏｕｔｉｎｇ Ｔａｂｌｅ，直接将数据包送到远端主
机上。
－ｓ＜来源地址＞
设置本地主机送出数据包的 ＩＰ 地址。
－ｔ＜服务类型＞
设置检测数据包的 ＴＯＳ 数值。
－ｖ
详细显示指令的执行过程。
－ｗ＜超时秒数＞
设置等待远端主机回报的时间。
－ｘ
开启或关闭数据包的正确性检验。

ｔｔｙ（ｔｅｌｅｔｙｐｅｗｒｉｔｅｒ）
功能说明：显示终端机连接标准输入设备的文件名称。
语

法：ｔｔｙ ［－ｓ］［－－ｈｅｌｐ］［－－ｖｅｒｓｉｏｎ］

补充说明：在 Ｌｉｎｕｘ 操作系统中，所有外围设备都有其名称与代
号，这些名称代号以特殊文件的类型存放于／ｄｅｖ 目录下。你可
以执行 ｔｔｙ 指令查询目前使用的终端机的文件名称。
参

数：
－ｓ 或－－ｓｉｌｅｎｔ 或－－ｑｕｉｅｔ
不显示任何信息，只回传状态代
码。
－－ｈｅｌｐ
在线帮助。
－－ｖｅｒｓｉｏｎ
显示版本信息。

ｕｕｎａｍｅ
功能说明：显示全部的 ＵＵＣＰ 远端主机。
语

法：ｕｕｎａｍｅ ［－ａｌｖ］［－Ｉ＜配置文件＞］［－－ｈｅｌｐ］

补充说明：ｕｕｎａｍｅ 可显示 ＵＵＣＰ 远端主机。
参

数：
－ａ 或－－ａｌｉａｓｅｓ
显示别名。
－Ｉ＜配置文件＞或－－ｃｏｎｆｉｇ＜配置文件＞
件。
－ｌ 或－－ｌｏｃａｌ
显示本机名称。
－ｖ 或－－ｖｅｒｓｉｏｎ
显示版本信息。
－－ｈｅｌｐ
显示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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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ａｌｌ（ｗｒｉｔｅ ａｌｌ）
功能说明：传送信息。
语

法：ｗａｌｌ ［公告信息］

补充说明：通过 ｗａｌｌ 指令可将信息发送给每位同意
接收公众信息的终端机用户，若不给予其信息内容，
则 ｗａｌｌ 指令会从标准输入设备读取数据，然后再把
所得到的数据传送给所有终端机用户。

ｗｒｉｔｅ
功能说明：传送信息。
语

法：ｗｒｉｔｅ ［用户名称］［终端机编号］

补充说明：通过 ｗｒｉｔｅ 指令可传递信息给另一位登入系统的用
户，当输入完毕后，键入 ＥＯＦ 表示信息结束，ｗｒｉｔｅ 指令就会将
信息传给对方。如果接收信息的用户不只登入本地主机一次，你
可以指定接收信息的终端机编号。

ｙｔａｌｋ
功能说明：与其他用户交谈。
语
法：ｙｔａｌｋ ［－ｉｓｘＹ］［－ｈ＜主机名称 ＩＰ 地址
＞］［用户名称．．．］
补充说明：通过 ｙｔａｌｋ 指令，你可以和其他用户线
上交谈，如果想和其他主机的用户交谈，在用户名
称后加上其主机名称或 ＩＰ 地址即可。
参

数：
－ｈ＜主机名称 ＩＰ 地址＞
指定交谈对象所在的远
端主机。
－ｉ
用提醒声响代替显示信息。
－ｓ
在指令提示符号先开启 ｙｔａｌｋ 交谈窗。
－ｘ
关闭图形界面。
－Ｙ
所有必须回应 ｙｅｓ 或 ｎｏ 的问题，都必须用
大写英文字母＂Ｙ＂或＂Ｎ＂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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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系统管理
ａｄｄｕｓｅｒ
功能说明：新增用户帐号。
语

法：ａｄｄｕｓｅｒ

补充说明：在 Ｓｌａｃｋｗａｒｅ 中，ａｄｄｕｓｅｒ 指令是个 ｓｃｒｉｐｔ 程序，利用交谈的方式取得输
入的用户帐号资料，然后再交由真正建立帐号的 ｕｓｅｒａｄｄ 指令建立新用户，如此可方便
管理员建立用户帐号。在 Ｒｅｄ Ｈａｔ Ｌｉｎｕｘ 中，ａｄｄｕｓｅｒ 指令则是 ｕｓｅｒａｄｄ 指令的符号连
接，两者实际上是同一个指令。

ｃｈｆｎ（ｃｈａｎｇｅ ｆｉｎｇｅｒ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功能说明：改变 ｆｉｎｇｅｒ 指令显示的信息。
语
法：ｃｈｆｎ ［－ｆ ＜真实姓名＞］［－ｈ ＜家中电话＞］［－ｏ ＜办公地
址＞］［－ｐ ＜办公电话＞］［－ｕｖ］［帐号名称］
补充说明：ｃｈｆｎ 指令可用来更改执行 ｆｉｎｇｅｒ 指令时所显示的信
息，这些信息都存放在／ｅｔｃ 目录里的 ａｓｓｗｄ 文件里。若不指定
任何参数，则 ｃｈｆｎ 指令会进入问答式界面。
参

数：
－ｆ＜真实姓名＞或－－ｆｕｌｌ－ｎａｍｅ＜真实姓名＞
设置真实姓名。
－ｈ＜家中电话＞或－－ｈｏｍｅ－ｐｈｏｎｅ＜家中电话＞
设置家中的电话
号码。
－ｏ＜办公地址＞或－－ｏｆｆｉｃｅ＜办公地址＞
设置办公室的地址。
－ｐ＜办公电话＞或－－ｏｆｆｉｃｅ－ｐｈｏｎｅ＜办公电话＞
设置办公室的
电话号码。
－ｕ 或－－ｈｅｌｐ
在线帮助。
－ｖ 或－ｖｅｒｓｉｏｎ
显示版本信息。

ｃｈｓｈ（ｃｈａｎｇｅ ｓｈｅｌｌ）
功能说明：更换登入系统时使用的 ｓｈｅｌ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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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

法：ｃｈｓｈ ［－ｌｕｖ］［－ｓ ＜ｓｈｅｌｌ 名称＞］［用户名称］

补充说明：每位用户在登入系统时，都会拥有预设的 ｓｈｅｌｌ 环境，
这个指令可更改其预设值。若不指定
任何参数与用户名称，则 ｃｈｓｈ 会以应答的方式进行设置。
参

数：
－ｓ＜ｓｈｅｌｌ 名称＞或－－ｓｈｅｌｌ＜ｓｈｅｌｌ 名称＞
更改系统预设的
ｓｈｅｌｌ 环境。
－ｌ 或－－ｌｉｓｔ－ｓｈｅｌｌｓ
列出目前系统可用的 ｓｈｅｌｌ 清单。
－ｕ 或－－ｈｅｌｐ
在线帮助。
－ｖ 或－ｖｅｒｓｉｏｎ
显示版本信息。

ｄａｔｅ
功能说明：显示或设置系统时间与日期。
语
法：ｄａｔｅ ［－ｄ ＜字符串
＞］［－ｕ］［＋％Ｈ％Ｉ％Ｋ％ｌ％Ｍ％Ｐ％ｒ％ｓ％Ｓ％Ｔ％Ｘ％Ｚ％ａ％Ａ％ｂ％Ｂ％ｃ％ｄ％Ｄ％ｊ％ｍ％Ｕ％ｗ％ｘ％ｙ％Ｙ％ｎ％ｔ］ 或
ｄａｔｅ ［－ｓ ＜字符串＞］［－ｕ］［ＭＭＤＤｈｈｍｍＣＣＹＹｓｓ］ 或 ｄａｔｅ ［－－ｈｅｌｐ］［－－ｖｅｒｓｉｏｎ］
补充说明：第一种语法可用来显示系统日期或时间，以％为开头的参数为格式
参数，可指定日期或时间的显示格式。第二种语法可用来设置系统日期与时间。
只有管理员才有设置日期与时间的权限。若不加任何参数，ｄａｔａ 会显示目前的
日期与时间。
参
％Ｈ
％Ｉ
％Ｋ
％ｌ
％Ｍ
％Ｐ
％ｒ
％ｓ
％Ｓ
％Ｔ
％Ｘ
％Ｚ
％ａ
％Ａ
％ｂ

数：
小时（以 ００－２３ 来表示）。
小时（以 ０１－１２ 来表示）。
小时（以 ０－２３ 来表示）。
小时（以 ０－１２ 来表示）。
分钟（以 ００－５９ 来表示）。
ＡＭ 或 ＰＭ。
时间（含时分秒，小时以 １２ 小时 ＡＭ／ＰＭ 来表示）。
总秒数。起算时间为 １９７０－０１－０１ ００：００：００ ＵＴＣ。
秒（以本地的惯用法来表示）。
时间（含时分秒，小时以 ２４ 小时制来表示）。
时间（以本地的惯用法来表示）。
市区。
星期的缩写。
星期的完整名称。
月份英文名的缩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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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
月份的完整英文名称。
％ｃ
日期与时间。只输入 ｄａｔｅ 指令也会显示同样的结果。
％ｄ
日期（以 ０１－３１ 来表示）。
％Ｄ
日期（含年月日）。
％ｊ
该年中的第几天。
％ｍ
月份（以 ０１－１２ 来表示）。
％Ｕ
该年中的周数。
％ｗ
该周的天数，０ 代表周日，１ 代表周一，异词类推。
％ｘ
日期（以本地的惯用法来表示）。
％ｙ
年份（以 ００－９９ 来表示）。
％Ｙ
年份（以四位数来表示）。
％ｎ
在显示时，插入新的一行。
％ｔ
在显示时，插入 ｔａｂ。
ＭＭ
月份（必要）。
ＤＤ
日期（必要）。
ｈｈ
小时（必要）。
ｍｍ
分钟（必要）。
ＣＣ
年份的前两位数（选择性）。
ＹＹ
年份的后两位数（选择性）。
ｓｓ
秒（选择性）。
－ｄ＜字符串＞
显示字符串所指的日期与时间。字符串前后必须加上双引号。
－ｓ＜字符串＞
根据字符串来设置日期与时间。字符串前后必须加上双引号。
－ｕ
显示 ＧＭＴ。
－－ｈｅｌｐ
在线帮助。
－－ｖｅｒｓｉｏｎ
显示版本信息。

ｅｘｉｔ
功能说明：退出目前的 ｓｈｅｌｌ。
语

法：ｅｘｉｔ ［状态值］

补充说明：执行 ｅｘｉｔ 可使 ｓｈｅｌｌ 以指定的状态值退出。若不设
置状态值参数，则 ｓｈｅｌｌ 以预设值退出。状态值 ０ 代表执行成功，
其他值代表执行失败。ｅｘｉｔ 也可用在 ｓｃｒｉｐｔ，离开正在执行的
ｓｃｒｉｐｔ，回到 ｓｈｅｌｌ。

ｆｉｎｇｅｒ
功能说明：查找并显示用户信息。
语

法：ｆｉｎｇｅｒ ［－ｌｍｓｐ］［帐号名称．．．］

补充说明：ｆｉｎｇｅｒ 指令会去查找，并显示指定帐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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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用户相关信息，包括本地与远端主机的用户皆可，
帐号名称没有大小写的差别。单独执行 ｆｉｎｇｅｒ 指
令，它会显示本地主机现在所有的用户的登陆信息，
包括帐号名称，真实姓名，登入终端机，闲置时间，
登入时间以及地址和电话。
参

数：
－ｌ
列出该用户的帐号名称，真实姓名，用户专
属目录，登入所用的 Ｓｈｅｌｌ，登入时间，转信地址，
电子邮件状态，还有计划文件和方案文件内容。
－ｍ
排除查找用户的真实姓名。
－ｓ
列出该用户的帐号名称，真实姓名，登入终
端机，闲置时间，登入时间以及地址和电话。
－ｐ
列出该用户的帐号名称，真实姓名，用户专
属目录，登入所用的 Ｓｈｅｌｌ，登入时间，转信地址，
电子邮件状态，但不显示该用户的计划文件和方案
文件内容。

ｆｒｅｅ
功能说明：显示内存状态。
语

法： ｆｒｅｅ ［－ｂｋｍｏｔＶ］［－ｓ ＜间隔秒数＞］

补充说明：ｆｒｅｅ 指令会显示内存的使用情况，包括实体内存，
虚拟的交换文件内存，共享内存区段，以及系统核心使用的缓冲
区等。
参

数：
－ｂ
以 Ｂｙｔｅ 为单位显示内存使用情况。
－ｋ
以 ＫＢ 为单位显示内存使用情况。
－ｍ
以 ＭＢ 为单位显示内存使用情况。
－ｏ
不显示缓冲区调节列。
－ｓ＜间隔秒数＞
持续观察内存使用状况。
－ｔ
显示内存总和列。
－Ｖ
显示版本信息。

ｆｗｈｏｉｓ
功能说明：查找并显示用户信息。
语

法：ｆｗｈｉｏｓ ［帐号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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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说明：本指令的功能有点类似 ｆｉｎｇｅｒ 指令，它会去查找并
显示指定帐号的用户相关信息。不同之处在于 ｆｗｈｏｉｓ 指令是到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 的 ＷＨＯＩＳ 数据库去查找，该帐号名称必须有
在上面注册才能寻获，且名称没有大小写的差别。

ｇｉｔｐｓ（ｇｎｕ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ｖｅ ｔｏｏｌｓ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ｓｔａｔｕｓ）
功能说明：报告程序状况。
语
法：ｇｉｔｐｓ ［ａｃｅｆｇｊｌｎｒｓＳＴｕｖｗｘＸ］［ｐ ＜程序识别码＞］［ｔ ＜
终端机编号＞］［Ｕ ＜帐号名称＞］
补充说明：ｇｉｔｐｓ 是用来报告并管理程序执行的指令，基本上它
就是通过 ｐｓ 指令来报告，管理程序，也能通过 ｇｉｔｐｓ 指令随时
中断，删除不必要的程序。因为 ｇｉｔｐｓ 指令会去执行 ｐｓ 指令，
所以其参数和 ｐｓ 指令相当类似。
参

数：
ａ
显示 现行终端机下的所有程序，包括其他用户的程序。
ｃ
列出程序时，显示每个程序真正的指令名称，而不包含路
径，参数或是常驻服务的标示．
ｅ
列出程序时，显示每个程序所使用的环境变量。
ｆ
用 ＡＳＣＩＩ 字符显示树状结构，表达程序间的相互关系。
ｇ
显示现行终端机下的所有程序，包括群组领导者的程序。
ｊ
采用工作控制的格式来显示程序状况。
ｌ
采用纤细的格式来显示程序状况。
ｎ
以数字来表示 ＵＳＥＲ 和 ＷＣＨＡＮ 栏位。
ｐ＜程序识别码＞
指定程序识别码，并列出该程序的状况。
ｒ
只列出现行终端机正在执行中的程序。
ｓ
采用程序信号的格式显示程序状况。
Ｓ
列出程序时，包括已中断的子程序信息。
ｔ＜终端机机标号＞
指定终端机编号，并列出属于该终端机的
程序的状况。
Ｔ
显示现行终端机下的所有程序。
ｕ
以用户为主的格式来显示程序状况。
Ｕ＜帐号名称＞
列出属于该用户的程序的状况。
ｖ
采用虚拟内存的格式显示程序状况。
ｗ
采用宽阔的格式来显示程序状况。
ｘ
显示所有程序，不以终端机来区分。
Ｘ
采用旧试的 Ｌｉｎｕｘ ｉ３８６ 登陆格式显示程序状况。

ｇｒｏｕｐｄｅｌ（ｇｒｏｕｐ ｄｅｌｅｔ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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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说明：删除群组。
语

法：ｇｒｏｕｐｄｅｌ ［群组名称］

补充说明：需要从系统上删除群组时，可用 ｇｒｏｕｐｄｅｌ 指令来完
成这项工作。倘若该群组中仍包括某些用户，则必须先删除这些
用户后，方能删除群组。

ｇｒｏｕｐｍｏｄ（ｇｒｏｕｐ ｍｏｄｉｆｙ）
功能说明：更改群组识别码或名称。
语
法：ｇｒｏｕｐｍｏｄ ［－ｇ ＜群组识别码＞ ＜－ｏ＞］［－ｎ ＜新群组名称
＞］［群组名称］
补充说明：需要更改群组的识别码或名称时，可用 ｇｒｏｕｐｍｏｄ 指
令来完成这项工作。
参

数：
－ｇ ＜群组识别码＞
设置欲使用的群组识别码。
－ｏ
重复使用群组识别码。
－ｎ ＜新群组名称＞
设置欲使用的群组名称。

ｈａｌｔ
功能说明：关闭系统。
语

法：ｈａｌｔ ［－ｄｆｉｎｐｗ］

补充说明：ｈａｌｔ 会先检测系统的 ｒｕｎｌｅｖｅｌ。若 ｒｕｎｌｅｖｅｌ 为 ０ 或
６，则关闭系统，否则即调用 ｓｈｕｔｄｏｗｎ 来关闭系统。
参

数：
－ｄ
不要在 ｗｔｍｐ 中记录。
－ｆ
不论目前的 ｒｕｎｌｅｖｅｌ 为何，不调用 ｓｈｕｔｄｏｗｎ 即强制关
闭系统。
－ｉ
在 ｈａｌｔ 之前，关闭全部的网络界面。
－ｎ
ｈａｌｔ 前，不用先执行 ｓｙｎｃ。
－ｐ
ｈａｌｔ 之后，执行 ｐｏｗｅｒｏｆｆ。
－ｗ
仅在 ｗｔｍｐ 中记录，而不实际结束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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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ｄ
功能说明：显示用户的 ＩＤ，以及所属群组的 ＩＤ。
语

法：ｉｄ ［－ｇＧｎｒｕ］［－－ｈｅｌｐ］［－－ｖｅｒｓｉｏｎ］［用户名称］

补充说明：ｉｄ 会显示用户以及所属群组的实际与有效 ＩＤ。若两
个 ＩＤ 相同，则仅显示实际 ＩＤ。若仅指定用户名称，则显示目前
用户的 ＩＤ。
参

数：
－ｇ 或－－ｇｒｏｕｐ
显示用户所属群组的 ＩＤ。
－Ｇ 或－－ｇｒｏｕｐｓ
显示用户所属附加群组的 ＩＤ。
－ｎ 或－－ｎａｍｅ
显示用户，所属群组或附加群组的名称。
－ｒ 或－－ｒｅａｌ
显示实际 ＩＤ。
－ｕ 或－－ｕｓｅｒ
显示用户 ＩＤ。
－ｈｅｌｐ
显示帮助。
－ｖｅｒｓｉｏｎ
显示版本信息。

ｋｉｌｌ
功能说明：删除执行中的程序或工作。
语
或

法：ｋｉｌｌ ［－ｓ ＜信息名称或编号＞］［程序］
ｋｉｌｌ ［－ｌ ＜信息编号＞］

补充说明：ｋｉｌｌ 可将指定的信息送至程序。预设的
信息为 ＳＩＧＴＥＲＭ（１５），可将指定程序终止。若仍无
法终止该程序，可使用 ＳＩＧＫＩＬＬ（９）信息尝试强制删
除程序。程序或工作的编号可利用 ｐｓ 指令或 ｊｏｂｓ
指令查看。
参
数：
－ｌ ＜信息编号＞
若不加＜信息编号＞选项，则－ｌ
参数会列出全部的信息名称。
－ｓ ＜信息名称或编号＞
指定要送出的信息。
［程序］
［程序］可以是程序的 ＰＩＤ 或是 ＰＧＩＤ，
也可以是工作编号。

ｌａｓｔ
功能说明：列出目前与过去登入系统的用户相关信
息。

85

语
法：ｌａｓｔ ［－ａｄＲｘ］［－ｆ ＜记录文件＞］［－ｎ ＜显
示列数＞］［帐号名称．．．］［终端机编号．．．］
补充说明：单独执行 ｌａｓｔ 指令，它会读取位于
／ｖａｒ／ｌｏｇ 目录下，名称为 ｗｔｍｐ 的文件，并把该给
文件的内容记录的登入系统的用户名单全部显示出
来。
参

数：
－ａ
把从何处登入系统的主机名称或 ＩＰ 地址，
显示在最后一行。
－ｄ
将 ＩＰ 地址转换成主机名称。
－ｆ ＜记录文件＞
指定记录文件。
－ｎ ＜显示列数＞或－＜显示列数＞
设置列出名单
的显示列数。
－Ｒ
不显示登入系统的主机名称或 ＩＰ 地址。
－ｘ
显示系统关机，重新开机，以及执行等级的
改变等信息。

ｌａｓｔｂ
功能说明：列出登入系统失败的用户相关信息。
语
法：ｌａｓｔｂ ［－ａｄＲｘ］［－ｆ ＜记录文件＞］［－ｎ ＜
显示列数＞］［帐号名称．．．］［终端机编号．．．］
补充说明：单独执行 ｌａｓｔｂ 指令，它会读取位于
／ｖａｒ／ｌｏｇ 目录下，名称为 ｂｔｍｐ 的文件，并把该文
件内容
记录的登入失败的用户名单，全部显示出来。
参

数：
－ａ
把从何处登入系统的主机名称或 ＩＰ 地址显
示在最后一行。
－ｄ
将 ＩＰ 地址转换成主机名称。
－ｆ＜记录文件＞
指定记录文件。
－ｎ＜显示列数＞或－＜显示列数＞
设置列出名单的
显示列数。
－Ｒ
不显示登入系统的主机名称或 ＩＰ 地址。
－ｘ
显示系统关机，重新开机，以及执行等级的
改变等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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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ｏｇｉｎ
功能说明：登入系统。
语

法：ｌｏｇｉｎ

补充说明：ｌｏｇｉｎ 指令让用户登入系统，您亦可通过它的功能随
时更换登入身份。在 Ｓｌａｃｋｗａｒｅ 发行版中 ，您可在指令后面附
加欲登入的用户名称，它会直接询问密码，等待用户输入。当／ｅｔｃ
目录里含名称为 ｎｏｌｏｇｉｎ 的文件时，系统只 ｒｏｏｔ 帐号登入系统，
其他用户一律不准登入。

ｌｏｇｎａｍｅ
功能说明：显示用户名称。
语

法：ｌｏｇｎａｍｅ ［－－ｈｅｌｐ］［－－ｖｅｒｓｉｏｎ］

补充说明：执行 ｌｏｇｎａｍｅ 指令，它会显示目前用户的名称。
参

数：
－－ｈｅｌｐ
在线帮助。
－－ｖｅｓｉｏｎ
显示版本信息。

ｌｏｇｏｕｔ
功能说明：退出系统。
语

法：ｌｏｇｏｕｔ

补充说明：ｌｏｇｏｕｔ 指令让用户退出系统，其功能和 ｌｏｇｉｎ 指令
相互对应

ｌｏｇｒｏｔａｔｅ
功能说明：管理记录文件。
语
法：ｌｏｇｒｏｔａｔｅ ［－？ｄｆｖ］［－ｓ ＜状态文件＞］［－－ｕｓａｇｅ］［配置
文件］
补充说明：使用 ｌｏｇｒｏｔａｔｅ 指令，可让你轻松管理系统所产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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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录文件。它提供自动替换，压缩，删除和邮寄记录文件，每个
记录文件都可被设置成每日，每周或每月处理，也能在文件太大
时立即处理。您必须自行编辑，指定配置文件，预设的配置文件
存放在／ｅｔｃ 目录下，文件名称为 ｌｏｇｒｏｔａｔｅ．ｃｏｎｆ。
参

数：
－？或－－ｈｅｌｐ
在线帮助。
－ｄ 或－－ｄｅｂｕｇ
详细显示指令执行过程，便于排错或了解程
序执行的情况。
－ｆ 或－－ｆｏｒｃｅ
强行启动记录文件维护操作，纵使 ｌｏｇｒｏｔａｔｅ
指令认为没有需要亦然。
－ｓ＜状态文件＞或－－ｓｔａｔｅ＝＜状态文件＞
使用指定的状态文
件。
－ｖ 或－－ｖｅｒｓｉｏｎ
显示指令执行过程。
－ｕｓａｇｅ
显示指令基本用法。

ｎｅｗｇｒｐ
功能说明：登入另一个群组。
语

法：ｎｅｗｇｒｐ ［群组名称］

补充说明：ｎｅｗｇｒｐ 指令类似 ｌｏｇｉｎ 指令，当它是以
相同的帐号，另一个群组名称，再次登入系统。欲
使用 ｎｅｗｇｒｐ 指令切换群组，您必须是该群组的用
户，否则将无法登入指定的群组。单一用户要同时
隶属多个群组，需利用交替用户的设置。若不指定
群组名称，则 ｎｅｗｇｒｐ 指令会登入该用户名称的预设
群组。

ｎｉｃｅ
功能说明：设置优先权。
语
法：ｎｉｃｅ ［－ｎ ＜优先等级
＞］［－－ｈｅｌｐ］［－－ｖｅｒｓｉｏｎ］［执行指令］
补充说明：ｎｉｃｅ 指令可以改变程序执行的优先权等
级。
参

数：＜／ｂ
－ｎ＜优先等级＞或－＜优先等级＞或－－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
优先等级＞
设置欲执行的指令的优先权等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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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的范围从－２０－１９，其中－２０ 最高，１９ 最低，只有
系统管理者可以设置负数的等级。
－－ｈｅｌｐ
在线帮助。
－－ｖｅｒｓｉｏｎ
显示版本信息。

ｐｒｏｃｉｎｆｏ（ｐｒｏｃｅｓｓ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功能说明：显示系统状态。
语
法：ｐｒｏｃｉｎｆｏ ［－ａｂｄＤｆｈｉｍｓＳｖ］［－Ｆ ＜输出文件＞］［－ｎ ＜间
隔秒数＞］
补充说明：ｐｒｏｃｉｎｆｏ 指令从／ｐｒｏｃ 目录里读取相关数据，将数据
妥善整理过后输出到标准输出设备。
参

数：
－ａ
显示所有信息。
－ｂ
显示磁盘设备的区块数目，而非存取数目。
－ｄ
显示系统信息每秒间的变化差额，而非总和的数值。本
参数必须配合＂－ｆ＂参数使用
－Ｄ
此参数效果和指定＂－ｄ＂参数类似，但内存和交换文件的
信息为总和数值。
－ｆ
进入全画面的互动式操作界面。
－Ｆ＜输出文件＞
把信息状态输出到文件保存起来，而非预设
的标准输出设备。
－ｈ
在线帮助。
－ｉ
显示完整的 ＩＲＰ 列表。
－ｍ
显示系统模块和外围设备等相关信息。
－ｎ 间隔秒数＞
设置全画面互动模式的信息更新速度，单位
以秒计算。
－ｓ
显示系统的内存，磁盘空间，ＩＲＰ 和 ＤＭＡ 等信息，此为
预设值。
－Ｓ
搭配参数＂－ｄ＂或＂－Ｄ＂使用时，每秒都会更新信息，不论
是否有使用参数＂－ｎ＂。
－ｖ
显示版本信息。

ｐｓ（ｐｒｏｃｅｓｓ ｓｔａｔｕｓ）
功能说明：报告程序状况。
语
法：ｐｓ ［－ａＡｃｄｅｆＨｊｌｍＮＶｗｙ］［ａｃｅｆｇｈＬｎｒｓＳＴｕｖｘＸ］［－Ｃ ＜指令名称＞］［－ｇ ＜群组名
称＞］［－Ｇ ＜群组识别码＞］［－ｐ ＜程序识别码＞］［ｐ ＜程序识别码＞］［－ｓ ＜阶段作业＞］［－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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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端机编号＞］［ｔ ＜终端机编号＞］［－ｕ ＜用户识别码＞］［－Ｕ ＜用户识别码＞］［Ｕ ＜用户名称
＞］［－＜程序识别码＞］［－－ｃｏｌｓ ＜每列字符数＞］［－－ｃｏｌｕｍｎｓ ＜每列字符数
＞］［－－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ｖｅ］［－－ｄｅｓｅｌｅｃｔ］［－－ｆｏｒｅｓｔ］［－－ｈｅａｄｅｒｓ］［－－ｈｅｌｐ］［－－ｉｎｆｏ］［－－ｌｉｎｅｓ ＜
显示列数＞］［－－ｎｏ－ｈｅａｄｅｒｓ］［－－ｇｒｏｕｐ ＜群组名称＞］［－Ｇｒｏｕｐ ＜群组识别码＞］［－－ｐｉｄ ＜程
序识别码＞］［－－ｒｏｗｓ ＜显示列数＞］［－－ｓｉｄ ＜阶段作业＞］［－－ｔｔｙ ＜终端机编号
＞］［－－ｕｓｅｒ ＜用户名称＞］［－－Ｕｓｅｒ ＜用户识别码＞］［－－ｖｅｒｓｉｏｎ］［－－ｗｉｄｔｈ ＜每列字符数＞］
补充说明：ｐｓ 是用来报告程序执行状况的指令，您可以搭配 ｋｉｌｌ 指令随时中断，删除
不必要的程序。
参

数：
显示所有终端机下执行的程序，除了阶段作业领导者之外。
显示现行终端机下的所有程序，包括其他用户的程序。
显示所有程序。
显示 ＣＬＳ 和 ＰＲＩ 栏位。
列出程序时，显示每个程序真正的指令名称，而不包含路径，参数或常驻服务的

－ａ
ａ
－Ａ
－ｃ
ｃ
标示。
－Ｃ＜指令名称＞
指定执行指令的名称，并列出该指令的程序的状况。
－ｄ
显示所有程序，但不包括阶段作业领导者的程序。
－ｅ
此参数的效果和指定＂Ａ＂参数相同。
ｅ
列出程序时，显示每个程序所使用的环境变量。
－ｆ
显示 ＵＩＤ，ＰＰＩＰ，Ｃ 与 ＳＴＩＭＥ 栏位。
ｆ
用 ＡＳＣＩＩ 字符显示树状结构，表达程序间的相互关系。
－ｇ＜群组名称＞
此参数的效果和指定＂－Ｇ＂参数相同，当亦能使用阶段作业领导者的
名称来指定。
ｇ
显示现行终端机下的所有程序，包括群组领导者的程序。
－Ｇ＜群组识别码＞
列出属于该群组的程序的状况，也可使用群组名称来指定。
ｈ
不显示标题列。
－Ｈ
显示树状结构，表示程序间的相互关系。
－ｊ 或 ｊ
采用工作控制的格式显示程序状况。
－ｌ 或 ｌ
采用详细的格式来显示程序状况。
Ｌ
列出栏位的相关信息。
－ｍ 或 ｍ
显示所有的执行绪。
ｎ
以数字来表示 ＵＳＥＲ 和 ＷＣＨＡＮ 栏位。
－Ｎ
显示所有的程序，除了执行 ｐｓ 指令终端机下的程序之外。
－ｐ＜程序识别码＞
指定程序识别码，并列出该程序的状况。
ｐ＜程序识别码＞
此参数的效果和指定＂－ｐ＂参数相同，只在列表格式方面稍有差异。
ｒ
只列出现行终端机正在执行中的程序。
－ｓ＜阶段作业＞
指定阶段作业的程序识别码，并列出隶属该阶段作业的程序的状
况。
ｓ
采用程序信号的格式显示程序状况。
Ｓ
列出程序时，包括已中断的子程序资料。
－ｔ＜终端机编号＞
指定终端机编号，并列出属于该终端机的程序的状况。
ｔ＜终端机编号＞
此参数的效果和指定＂－ｔ＂参数相同，只在列表格式方面稍有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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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
显示现行终端机下的所有程序。
－ｕ＜用户识别码＞
此参数的效果和指定＂－Ｕ＂参数相同。
ｕ
以用户为主的格式来显示程序状况。
－Ｕ＜用户识别码＞
列出属于该用户的程序的状况，也可使用用户名称来指定。
Ｕ＜用户名称＞
列出属于该用户的程序的状况。
ｖ
采用虚拟内存的格式显示程序状况。
－Ｖ 或 Ｖ
显示版本信息。
－ｗ 或 ｗ
采用宽阔的格式来显示程序状况。
ｘ
显示所有程序，不以终端机来区分。
Ｘ
采用旧式的 Ｌｉｎｕｘ ｉ３８６ 登陆格式显示程序状况。
－ｙ
配合参数＂－ｌ＂使用时，不显示 Ｆ（ｆｌａｇ）栏位，并以 ＲＳＳ 栏位取代 ＡＤＤＲ 栏位 。
－＜程序识别码＞
此参数的效果和指定＂ｐ＂参数相同。
－－ｃｏｌｓ＜每列字符数＞
设置每列的最大字符数。
－－ｃｏｌｕｍｎｓ＜每列字符数＞
此参数的效果和指定＂－－ｃｏｌｓ＂参数相同。
－－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ｖｅ
此参数的效果和指定＂Ｓ＂参数相同。
－－ｄｅｓｅｌｅｃｔ
此参数的效果和指定＂－Ｎ＂参数相同。
－－ｆｏｒｅｓｔ
此参数的效果和指定＂ｆ＂参数相同。
－－ｈｅａｄｅｒｓ
重复显示标题列。
－－ｈｅｌｐ
在线帮助。
－－ｉｎｆｏ
显示排错信息。
－－ｌｉｎｅｓ＜显示列数＞
设置显示画面的列数。
－－ｎｏ－ｈｅａｄｅｒｓ
此参数的效果和指定＂ｈ＂参数相同，只在列表格式方面稍有差异。
－－ｇｒｏｕｐ＜群组名称＞
此参数的效果和指定＂－Ｇ＂参数相同。
－－Ｇｒｏｕｐ＜群组识别码＞
此参数的效果和指定＂－Ｇ＂参数相同。
－－ｐｉｄ＜程序识别码＞
此参数的效果和指定＂－ｐ＂参数相同。
－－ｒｏｗｓ＜显示列数＞
此参数的效果和指定＂－－ｌｉｎｅｓ＂参数相同。
－－ｓｉｄ＜阶段作业＞
此参数的效果和指定＂－ｓ＂参数相同。
－－ｔｔｙ＜终端机编号＞
此参数的效果和指定＂－ｔ＂参数相同。
－－ｕｓｅｒ＜用户名称＞
此参数的效果和指定＂－Ｕ＂参数相同。
－－Ｕｓｅｒ＜用户识别码＞
此参数的效果和指定＂－Ｕ＂参数相同。
－－ｖｅｒｓｉｏｎ
此参数的效果和指定＂－Ｖ＂参数相同。
－－ｗｉｄｔｙ＜每列字符数＞
此参数的效果和指定＂－ｃｏｌｓ＂参数相同。

ｐｓｔｒｅｅ（ｐｒｏｃｅｓｓ ｓｔａｔｕｓ ｔｒｅｅ）
功能说明：以树状图显示程序。
语
法：ｐｓｔｒｅｅ ［－ａｃＧｈｌｎｐｕＵＶ］［－Ｈ ＜程序识别码＞］［＜程序识
别码＞／＜用户名称＞］
补充说明：ｐｓｔｒｅｅ 指令用 ＡＳＣＩＩ 字符显示树状结构，清楚地表
达程序间的相互关系。如果不指定程序识别码或用户名称，则会
把系统启动时的第一个程序视为基层，并显示之后的所有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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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指定用户名称，便会以隶属该用户的第一个程序当作基层，然
后显示该用户的所有程序。
参

数：
－ａ
显示每个程序的完整指令，包含路径，参数或是常驻服
务的标示。
－ｃ
不使用精简标示法。
－Ｇ
使用 ＶＴ１００ 终端机的列绘图字符。
－ｈ
列出树状图时，特别标明现在执行的程序。
－Ｈ＜程序识别码＞
此参数的效果和指定＂－ｈ＂参数类似，但特
别标明指定的程序。
－ｌ
采用长列格式显示树状图。
－ｎ
用程序识别码排序。预设是以程序名称来排序。
－ｐ
显示程序识别码。
－ｕ
显示用户名称。
－Ｕ
使用 ＵＴＦ－８ 列绘图字符。
－Ｖ
显示版本信息。

ｒｅｂｏｏｔ
功能说明：重新开机。
语

法：ｄｒｅｂｏｏｔ ［－ｄｆｉｎｗ］

补充说明：执行 ｒｅｂｏｏｔ 指令可让系统停止运作，并重新开机。
参

数：
－ｄ
重新开机时不把数据写入记录文件／ｖａｒ／ｔｍｐ／ｗｔｍｐ。本参
数具有＂－ｎ＂参数的效果。
－ｆ
强制重新开机，不调用 ｓｈｕｔｄｏｗｎ 指令的功能。
－ｉ
在重开机之前，先关闭所有网络界面。
－ｎ
重开机之前不检查是否有未结束的程序。
－ｗ
仅做测试，并不真的将系统重新开机，只会把重开机的
数据写入／ｖａｒ／ｌｏｇ 目录下的 ｗｔｍｐ 记录文件。

ｒｅｎｉｃｅ
功能说明：调整优先权。
语
法：ｒｅｎｉｃｅ ［优先等级］［－ｇ ＜程序群组名称
＞．．．］［－ｐ ＜程序识别码＞．．．］［－ｕ ＜用户名称＞．．．］
补充说明：ｒｅｎｉｃｅ 指令可重新调整程序执行的优先
权等级。预设是以程序识别码指定程序调整其优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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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您亦可以指定程序群组或用户名称调整优先权
等级，并修改所有隶属于该程序群组或用户的程序
的优先权。等级范围从－２０－－１９，只有系统管理者可
以改变其他用户程序的优先权，也仅有系统管理者
可以设置负数等级。
参
数：
－ｇ ＜程序群组名称＞
使用程序群组名称，修改
所有隶属于该程序群组的程序的优先权。
－ｐ ＜程序识别码＞
改变该程序的优先权等级，
此参数为预设值。
－ｕ ＜用户名称＞
指定用户名称，修改所有隶属
于该用户的程序的优先权。

ｒｌｏｇｉｎ（ｒｅｍｏｔｅ ｌｏｇｉｎ）
功能说明：远端登入。
语
法：ｒｌｏｇｉｎ ［－８ＥＬ］［－ｅ ＜脱离字符＞］［－ｌ ＜用户名称＞］［主
机名称或 ＩＰ 地址］
补充说明：执行 ｒｌｏｇｉｎ 指令开启终端机阶段操作，并登入远端
主机。
参

数：
－８
允许输入 ８ 位字符数据。
－ｅ 脱离字符＞
设置脱离字符。
－Ｅ
滤除脱离字符。
－ｌ 用户名称＞
指定要登入远端主机的用户名称。
－Ｌ
使用 ｌｉｔｏｕｔ 模式进行远端登入阶段操作。

ｒｓｈ（ｒｅｍｏｔｅ ｓｈｅｌｌ）
功能说明：远端登入的 Ｓｈｅｌｌ。
语
法：ｒｓｈ ［－ｄｎ］［－ｌ ＜用户名称＞］［主机名称或 ＩＰ 地址］［执
行指令］
补充说明：ｒｓｈ 提供用户环境，也就是 Ｓｈｅｌｌ，以便指令能够在
指定的远端主机上执行。
参

数：
－ｄ
使用 Ｓｏｃｋｅｔ 层级的排错功能。
－ｌ＜用户名称＞
指定要登入远端主机的用户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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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

把输入的指令号向代号为／ｄｅｖ／ｎｕｌｌ 的特殊外围设备。

ｒｗｈｏ
功能说明：查看系统用户。
语

法：ｒｗｈｏ ［－ａ］

补充说明：ｒｗｈｏ 指令的效果类似 ｗｈｏ 指令，但它会
显示局域网里所有主机的用户。主机必须提供 ｒｗｈｏｄ
常驻服务的功能，方可使用 ｒｗｈｏ 指令。
参

数：
－ａ
列出所有的用户，包括闲置时间超过 １ 个小
时以上的用户。

ｓｃｒｅｅｎ
功能说明：多重视窗管理程序。
语
法：ｓｃｒｅｅｎ ［－ＡｍＲｖｘ －ｌｓ －ｗｉｐｅ］［－ｄ ＜作业
名称＞］［－ｈ ＜行数＞］［－ｒ ＜作业名称
＞］［－ｓ ＜ｓｈｅｌｌ＞］［－Ｓ ＜作业名称＞］
补充说明：ｓｃｒｅｅｎ 为多重视窗管理程序。此处所谓
的视窗，是指一个全屏幕的文字模式画面。通常只
有在使用 ｔｅｌｎｅｔ 登入主机或是使用老式的终端机
时，才有可能用到 ｓｃｒｅｅｎ 程序。
参

数：
将所有的视窗都调整为目前终端机的大

－Ａ
小。
－ｄ＜作业名称＞
将指定的 ｓｃｒｅｅｎ 作业离线。
－ｈ＜行数＞
指定视窗的缓冲区行数。
－ｍ
即使目前已在作业中的 ｓｃｒｅｅｎ 作业，仍强
制建立新的 ｓｃｒｅｅｎ 作业。
－ｒ＜作业名称＞
恢复离线的 ｓｃｒｅｅｎ 作业。
－Ｒ
先试图恢复离线的作业。若找不到离线的作
业，即建立新的 ｓｃｒｅｅｎ 作业。
－ｓ＜ｓｈｅｌｌ＞
指定建立新视窗时，所要执行的
ｓｈｅｌｌ。
－Ｓ＜作业名称＞
指定 ｓｃｒｅｅｎ 作业的名称。
－ｖ
显示版本信息。

94

－ｘ
恢复之前离线的 ｓｃｒｅｅｎ 作业。
－ｌｓ 或－－ｌｉｓｔ
显示目前所有的 ｓｃｒｅｅｎ 作业。
－ｗｉｐｅ
检查目前所有的 ｓｃｒｅｅｎ 作业，并删除已
经无法使用的 ｓｃｒｅｅｎ 作业。

ｓｈｕｔｄｏｗｎ
功能说明：系统关机指令。
语

法：ｓｈｕｔｄｏｗｎ ［－ｅｆＦｈｋｎｒ］［－ｔ 秒数］［时间］［警告信息］

补充说明：ｓｈｕｔｄｏｗｎ 指令可以关闭所有程序，并依用户的需要，
进行重新开机或关机的动作。
参

数：
－ｃ
当执行＂ｓｈｕｔｄｏｗｎ －ｈ １１：５０＂指令时，只要按＋键就可以
中断关机的指令。
－ｆ
重新启动时不执行 ｆｓｃｋ。
－Ｆ
重新启动时执行 ｆｓｃｋ。
－ｈ
将系统关机。
－ｋ
只是送出信息给所有用户，但不会实际关机。
－ｎ
不调用 ｉｎｉｔ 程序进行关机，而由 ｓｈｕｔｄｏｗｎ 自己进行。
－ｒ
ｓｈｕｔｄｏｗｎ 之后重新启动。
－ｔ＜秒数＞
送出警告信息和删除信息之间要延迟多少秒。
［时间］
设置多久时间后执行 ｓｈｕｔｄｏｗｎ 指令。
［警告信息］
要传送给所有登入用户的信息。

ｓｌｉｐｌｏｇｉｎ
功能说明：将 ＳＬＩＰ 接口加入标准输入。
语

法：ｓｌｉｐｌｏｇｉｎ ［用户名称］

补充说明：ｓｌｉｐｌｏｇｉｎ 可将 ＳＬＩＰ 接口加入标准输入，把一般终
端机的连线变成 ＳＬＩＰ 连线。通常可用来建立 ＳＬＩＰ 服务器，让远
端电脑以 ＳＬＩＰ 连线到服务器。ｓｌｉｐｌｏｇｉｎ 活去检查
／ｅｔｃ／ｓｌｉｐ／ｓｌｉｐ．ｈｏｓｔｓ 文件中是否有相同的用户名称。通过检
查后，ｓｌｉｐｌｏｇｉｎ 会调用执行 ｓｈｅｌｌ ｓｃｒｉｐｔ 来设置 ＩＰ 地址，子
网掩码等网络界面环境。此 ｓｈｅｌｌ ｓｃｒｉｐｔ 通常是
／ｅｔｃ／ｓｌｉｐ／ｓｌｉｐ．ｌｏｇｉ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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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ｕ（ｓｕｐｅｒ ｕｓｅｒ）
功能说明：变更用户身份。
语
法：ｓｕ ［－ｆｌｍｐ］［－－ｈｅｌｐ］［－－ｖｅｒｓｉｏｎ］［－］［－ｃ ＜指令
＞］［－ｓ ＜ｓｈｅｌｌ＞］［用户帐号］
补充说明：ｓｕ 可让用户暂时变更登入的身份。变更时须输入所
要变更的用户帐号与密码。
参

数：
－ｃ＜指令＞或－－ｃｏｍｍａｎｄ＝＜指令＞
执行完指定的指令后，即恢
复原来的身份。
－ｆ 或－－ｆａｓｔ
适用于 ｃｓｈ 与 ｔｓｃｈ，使 ｓｈｅｌｌ 不用去读取启动
文件。
－．－ｌ 或－－ｌｏｇｉｎ
改变身份时，也同时变更工作目录，以及
ＨＯＭＥ，ＳＨＥＬＬ，ＵＳＥＲ，ＬＯＧＮＡＭＥ。此外，也会变更 ＰＡＴＨ 变量。
－ｍ，－ｐ 或－－ｐｒｅｓｅｒｖｅ－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变更身份时，不要变更
环境变量。
－ｓ＜ｓｈｅｌｌ＞或－－ｓｈｅｌｌ＝＜ｓｈｅｌｌ＞
指定要执行的 ｓｈｅｌｌ。
－－ｈｅｌｐ
显示帮助。
－－ｖｅｒｓｉｏｎ
显示版本信息。
［用户帐号］
指定要变更的用户。若不指定此参数，则预设
变更为 ｒｏｏｔ。

ｓｕｄｏ
功能说明：以其他身份来执行指令。
语
法：ｓｕｄｏ ［－ｂｈＨｐＶ］［－ｓ ＜ｓｈｅｌｌ＞］［－ｕ ＜用户＞］［指
令］ 或 ｓｕｄｏ ［－ｋｌｖ］
补充说明：ｓｕｄｏ 可让用户以其他的身份来执行指定的指令，预
设的身份为 ｒｏｏｔ。在／ｅｔｃ／ｓｕｄｏｅｒｓ 中设置了可执行 ｓｕｄｏ 指令的
用户。若其未经授权的用户企图使用 ｓｕｄｏ，则会发出警告的邮
件给管理员。用户使用 ｓｕｄｏ 时，必须先输入密码，之后有 ５ 分
钟的有效期限，超过期限则必须重新输入密码。
参
数：
－ｂ
在后台执行指令。
－ｈ
显示帮助。
－Ｈ
将 ＨＯＭＥ 环境变量设为新身份的 ＨＯＭＥ 环境变量。
－ｋ
结束密码的有效期限，也就是下次再执行 ｓｕｄｏ 时便需要
输入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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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
列出目前用户可执行与无法执行的指令。
－ｐ
改变询问密码的提示符号。
－ｓ＜ｓｈｅｌｌ＞
执行指定的 ｓｈｅｌｌ。
－ｕ＜用户＞
以指定的用户作为新的身份。若不加上此参数，
则预设以 ｒｏｏｔ 作为新的身份。
－ｖ
延长密码有效期限 ５ 分钟。
－Ｖ
显示版本信息。

ｓｕｓｐｅｎｄ
功能说明：暂停执行 ｓｈｅｌｌ。
语

法：ｓｕｓｐｅｎｄ ［－ｆ］

补充说明：ｓｕｓｐｅｎｄ 为 ｓｈｅｌｌ 内建指令，可暂停目前正在执行的
ｓｈｅｌｌ。若要恢复，则必须使用 ＳＩＧＣＯＮＴ 信息。
参

数：
－ｆ
若目前执行的 ｓｈｅｌｌ 为登入的 ｓｈｅｌｌ，则 ｓｕｓｐｅｎｄ 预设
无法暂停此 ｓｈｅｌｌ。若要强迫暂停登入的 ｓｈｅｌｌ，则必须使用－ｆ
参数。

ｓｗａｔｃｈ（ｓｉｍｐｌｅ ｗａｔｃｈｅｒ）
功能说明：系统监控程序。
语
法：ｓｗａｔｃｈ ［－Ａ ＜分隔字符＞］［－ｃ ＜设置文件＞］［－ｆ ＜记录
文件＞］［－Ｉ ＜分隔字符＞］［－Ｐ ＜分隔字符＞］［－ｒ ＜时间＞］［－ｔ ＜记
录文件＞］
补充说明：ｓｗａｔｃｈ 可用来监控系统记录文件，并在发现特定的
事件时，执行指定的动作。ｓｗａｔｃｈ 所监控的事件以及对应事件
的动作都存放在 ｓｗａｔｃｈ 的配置文件中。预设的配置文件为拥护
根目录下的．ｓｗａｔｃｈｒｃ。然而在 Ｒｅｄ Ｈａｔ Ｌｉｎｕｘ 的预设用户根目
录下并没有．ｓｗａｔｃｈｒｃ 配置文件，您可将
／ｕｓｒ／ｄｏｃ／ｓｗａｔｃｈ－２．２／ｃｏｎｆｉｇ＿ｆｉｌｅｓ／ｓｗａｔｃｈｒｃ．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文件
复制到用户根目录下的．ｓｗａｔｃｈｒｃ，然后修改．ｓｗａｔｃｈｒｃ 所要监
控的事件及执行的动作。
参

数：
－Ａ＜分隔字符＞
逗号。

预设配置文件中，动作的分隔字符，预设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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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 设置文件＞
指定配置文件，而不使用预设的配置文件。
－ｆ 记录文件＞
检查指定的记录文件，检查完毕后不会继续
监控该记录文件。
－Ｉ 分隔字符＞
指定输入记录的分隔字符，预设为换行字符。
－Ｐ 分隔字符＞
指定配置文件中，事件的分隔字符，预设为
逗号。
－ｒ 时间＞
在指定的时间重新启动。
－ｔ＜记录文件＞
检查指定的记录文件，并且会监控加入记录
文件中的后继记录。

ｔｌｏａｄ
功能说明：显示系统负载状况。
语
法：ｔｌｏａｄ ［－Ｖ］［－ｄ ＜间隔秒数＞］［－ｓ ＜刻度大小＞］［终端
机编号］
补充说明：ｔｌｏａｄ 指令使用 ＡＳＣＩＩ 字符简单地以文字模式显示系
统负载状态。假设不给予终端机编号，则会在执行 ｔｌｏａｄ 指令的
终端机显示负载情形。
参

数：
－ｄ＜间隔秒数＞
设置 ｔｌｏａｄ 检测系统负载的间隔时间，单位
以秒计算。
－ｓ＜刻度大小＞
设置图表的垂直刻度大小，单位以列计算。
－Ｖ
显示版本信息。

ｔｏｐ
功能说明：显示，管理执行中的程序。
语

法：ｔｏｐ ［ｂｃｉｑｓＳ］［ｄ ＜间隔秒数＞］［ｎ ＜执行次数＞］

补充说明：执行 ｔｏｐ 指令可显示目前正在系统中执行的程序，并通过它所提供的互动式
界面，用热键加以管理。
参

数：
ｂ
使用批处理模式。
ｃ
列出程序时，显示每个程序的完整指令，包括指令名称，路径和参数等相关信息。
ｄ＜间隔秒数＞
设置 ｔｏｐ 监控程序执行状况的间隔时间，单位以秒计算。
ｉ
执行 ｔｏｐ 指令时，忽略闲置或是已成为 Ｚｏｍｂｉｅ 的程序。
ｎ＜执行次数＞
设置监控信息的更新次数。
ｑ
持续监控程序执行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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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
Ｓ

使用保密模式，消除互动模式下的潜在危机。
使用累计模式，其效果类似 ｐｓ 指令的＂－Ｓ＂参数。

ｕｎａｍｅ
功能说明：显示系统信息。
语

法：ｕｎａｍｅ ［－ａｍｎｒｓｖ］［－－ｈｅｌｐ］［－－ｖｅｒｓｉｏｎ］

补充说明：ｕｎａｍｅ 可显示电脑以及操作系统的相关信息。
参

数：
－ａ 或－－ａｌｌ
显示全部的信息。
－ｍ 或－－ｍａｃｈｉｎｅ
显示电脑类型。
－ｎ 或－ｎｏｄｅｎａｍｅ
显示在网络上的主机名称。
－ｒ 或－－ｒｅｌｅａｓｅ
显示操作系统的发行编号。
－ｓ 或－－ｓｙｓｎａｍｅ
显示操作系统名称。
－ｖ
显示操作系统的版本。
－－ｈｅｌｐ
显示帮助。
－－ｖｅｒｓｉｏｎ
显示版本信息。

ｕｓｅｒａｄｄ
功能说明：建立用户帐号。
语
法：ｕｓｅｒａｄｄ ［－ｍＭｎｒ］［－ｃ ＜备注＞］［－ｄ ＜登入目录＞］［－ｅ ＜
有效期限＞］［－ｆ ＜缓冲天数＞］［－ｇ ＜群组＞］［－Ｇ ＜群组
＞］［－ｓ ＜ｓｈｅｌｌ＞］［－ｕ ＜ｕｉｄ＞］［用户帐
号］ 或 ｕｓｅｒａｄｄ －Ｄ ［－ｂ］［－ｅ ＜有效期限＞］［－ｆ ＜缓冲天数
＞］［－ｇ ＜群组＞］［－Ｇ ＜群组＞］［－ｓ ＜ｓｈｅｌｌ＞］
补充说明：ｕｓｅｒａｄｄ 可用来建立用户帐号。帐号建好之后，再用
ｐａｓｓｗｄ 设定帐号的密码．而可用 ｕｓｅｒｄｅｌ 删除帐号。使用 ｕｓｅｒａｄｄ
指令所建立的帐号，实际上是保存在／ｅｔｃ／ｐａｓｓｗｄ 文本文件中。
参

数：
－ｃ＜备注＞
加上备注文字。备注文字会保存在 ｐａｓｓｗｄ 的备注
栏位中。
－ｄ＜登入目录＞
指定用户登入时的启始目录。
－Ｄ
变更预设值．
－ｅ＜有效期限＞
指定帐号的有效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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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缓冲天数＞
指定在密码过期后多少天即关闭该帐号。
－ｇ＜群组＞
指定用户所属的群组。
－Ｇ＜群组＞
指定用户所属的附加群组。
－ｍ
自动建立用户的登入目录。
－Ｍ
不要自动建立用户的登入目录。
－ｎ
取消建立以用户名称为名的群组．
－ｒ
建立系统帐号。
－ｓ＜ｓｈｅｌｌ＞
指定用户登入后所使用的 ｓｈｅｌｌ。
－ｕ＜ｕｉｄ＞
指定用户 ＩＤ。

ｕｓｅｒｃｏｎｆ
功能说明：用户帐号设置程序。
语
法：ｕｓｅｒｃｏｎｆ ［－－ａｄｄｇｒｏｕｐ ＜群组＞］［－－ａｄｄｕｓｅｒ ＜用户
ＩＤ＞＜群组＞＜用户名称＞＜ｓｈｅｌｌ＞］［－－ｄｅｌｇｒｏｕｐ ＜群组
＞］［－－ｄｅｌｕｓｅｒ ＜用户 ＩＤ＞］［－－ｈｅｌｐ］
补充说明：ｕｓｅｒｃｏｎｆ 实际上为 ｌｉｎｕｘｃｏｎｆ 的符号连接，提供图
形界面的操作方式，供管理员建立与管理各类帐号。若不加任何
参数，即进入图形界面。
参

数：
－－ａｄｄｇｒｏｕｐ＜群组＞
新增群组。
－－ａｄｄｕｓｅｒ＜用户 ＩＤ＞＜群组＞＜用户名称＞＜ｓｈｅｌｌ＞
号。
－－ｄｅｌｇｒｏｕｐ＜群组＞
删除群组。
－－ｄｅｌｕｓｅｒ＜用户 ＩＤ＞
删除用户帐号。
－－ｈｅｌｐ
显示帮助。

新增用户帐

ｕｓｅｒｄｅｌ
功能说明：删除用户帐号。
语

法：ｕｓｅｒｄｅｌ ［－ｒ］［用户帐号］

补充说明：ｕｓｅｒｄｅｌ 可删除用户帐号与相关的文件。若不加参数，
则仅删除用户帐号，而不删除相关文件。
参
－ｆ

数：
删除用户登入目录以及目录中所有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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ｕｓｅｒｍｏｄ
功能说明：修改用户帐号。
语
法：ｕｓｅｒｍｏｄ ［－ＬＵ］［－ｃ ＜备注＞］［－ｄ ＜登入目录＞］［－ｅ ＜
有效期限＞］［－ｆ ＜缓冲天数＞］［－ｇ ＜群组＞］［－Ｇ ＜群组＞］［－ｌ ＜帐
号名称＞］［－ｓ ＜ｓｈｅｌｌ＞］［－ｕ ＜ｕｉｄ＞］［用户帐号］
补充说明：ｕｓｅｒｍｏｄ 可用来修改用户帐号的各项设定。
参

数：
－ｃ＜备注＞
修改用户帐号的备注文字。
－ｄ 登入目录＞
修改用户登入时的目录。
－ｅ＜有效期限＞
修改帐号的有效期限。
－ｆ＜缓冲天数＞
修改在密码过期后多少天即关闭该帐号。
－ｇ＜群组＞
修改用户所属的群组。
－Ｇ＜群组＞
修改用户所属的附加群组。
－ｌ＜帐号名称＞
修改用户帐号名称。
－Ｌ
锁定用户密码，使密码无效。
－ｓ＜ｓｈｅｌｌ＞
修改用户登入后所使用的 ｓｈｅｌｌ。
－ｕ＜ｕｉｄ＞
修改用户 ＩＤ。
－Ｕ
解除密码锁定。

ｖｌｏｃｋ（ｖｉｒｔｕａｌ ｃｏｎｓｏｌｅ ｌｏｃｋ）
功能说明：锁住虚拟终端。
语

法：ｖｌｏｃｋ ［－ａｃｈｖ］

补充说明：执行 ｖｌｏｃｋ 指令可锁住虚拟终端，避免他人使用。
参

数：
－ａ 或－－ａｌｌ
锁住所有的终端阶段作业，如果您在全屏幕的
终端中使用本参数，则会将用键盘
切换终端机的功能一并关闭。
－ｃ 或－－ｃｕｒｒｅｎｔ
锁住目前的终端阶段作业，此为预设值。
－ｈ 或－－ｈｅｌｐ
在线帮助。
－ｖ 或－－ｖｅｒｓｉｏｎ
显示版本信息。

ｗ
功能说明：显示目前登入系统的用户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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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

法：ｗ ［－ｆｈｌｓｕＶ］［用户名称］

补充说明：执行这项指令可得知目前登入系统的用
户有那些人，以及他们正在执行的程序。单独执行
ｗ
指令会显示所有的用户，您也可指定用户名称，仅
显示某位用户的相关信息。
参

数：
－ｆ
开启或关闭显示用户从何处登入系统。
－ｈ
不显示各栏位的标题信息列。
－ｌ
使用详细格式列表，此为预设值。
－ｓ
使用简洁格式列表，不显示用户登入时间，
终端机阶段作业和程序所耗费的 ＣＰＵ 时间。
－ｕ
忽略执行程序的名称，以及该程序耗费 ＣＰＵ
时间的信息。
－Ｖ
显示版本信息。

ｗｈｏ
功能说明：显示目前登入系统的用户信息。
语
法：
ｗｈｏ ［－Ｈｉｍｑｓｗ］［－－ｈｅｌｐ］［－－ｖｅｒｓｉｏｎ］［ａｍ ｉ］［记录
文件］
补充说明：执行这项指令可得知目前有那些用户登
入系统，单独执行 ｗｈｏ 指令会列出登入帐号，使用
的
终端机，登入时间以及从何处登入或正在使用哪个
Ｘ 显示器。
参

数：
－Ｈ 或－－ｈｅａｄｉｎｇ
显示各栏位的标题信息列。
－ｉ 或－ｕ 或－－ｉｄｌｅ
显示闲置时间，若该用户在
前一分钟之内有进行任何动作，将标示成＂．＂号，如
果该用户已超过 ２４ 小时没有任何动作，则标示出
＂ｏｌｄ＂字符串。
－ｍ
此参数的效果和指定＂ａｍ ｉ＂字符串相同。
－ｑ 或－－ｃｏｕｎｔ
只显示登入系统的帐号名称和总
人数。
－ｓ
此参数将忽略不予处理，仅负责解决 ｗｈｏ 指
令其他版本的兼容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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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 或－Ｔ 或－－ｍｅｓｇ 或－－ｍｅｓｓａｇｅ 或
－－ｗｒｉｔａｂｌｅ
显示用户的信息状态栏。
－－ｈｅｌｐ
在线帮助。
－－ｖｅｒｓｉｏｎ
显示版本信息。

ｗｈｏａｍｉ
功能说明：先似乎用户名称。
语

法：ｗｈｏａｍｉ ［－－ｈｅｌｐ］［－－ｖｅｒｓｉｏｎ］

补充说明：显示自身的用户名称，本指令相当于执行＂ｉｄ －ｕｎ＂
指令。
参

数：
－－ｈｅｌｐ
在线帮助。
－－ｖｅｒｓｉｏｎ
显示版本信息。

ｗｈｏｉｓ
功能说明：查找并显示用户信息。
语

法：ｗｈｏｉｓ ［帐号名称］

补充说明：ｗｈｏｉｓ 指令会去查找并显示指定帐号的
用户相关信息，因为它是到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 的
ＷＨＯＩＳ 数据库去查找，所以该帐号名称必须在上面
注册方能寻获，且名称没有大小写的差别。

8.系统设置
ａｌｉａｓ
功能说明：设置指令的别名。
语

法：ａｌｉａｓ［别名］＝［指令名称］

补充说明：用户可利用 ａｌｉａｓ，自定指令的别名。若仅输入 ａｌｉａｓ，
则可列出目前所有的别名设置。 ａｌｉａｓ 的效力仅及于该次登入
的操作。若要每次登入是即自动设好别名，可在．ｐｒｏｆｉｌｅ
或．ｃｓｈｒｃ 中设定指令的别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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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

数：若不加任何参数，则列出目前所有的别名设置。

ａｐｍｄ（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ｐｏｗｅｒ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ＢＩＯ
Ｓ ｄａｅｍｏｎ）
功能说明：进阶电源管理服务程序。
语
值＞］

法：ａｐｍｄ ［－ｕ ｖ Ｖ Ｗ］［－ｐ ＜百分比变化量＞］［－ｗ ＜百分比

补充说明：ａｐｍｄ 负责 ＢＩＯＳ 进阶电源管理（ＡＰＭ）相关的记录，警
告与管理工作。
参

数：
－ｐ＜百分比变化量＞或－－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百分比变化量＞ 当电力
变化的幅度超出设置的百分比变化量，即记录事件百分比变化量
的预设值为 ５，若设置值超过 １００，则关闭此功能。
－ｕ 或－－ｕｔｃ 将 ＢＩＯＳ 时钟设为 ＵＴＣ，以便从悬待模式恢复时，
将－ｕ 参数传送至 ｃｌｏｃｋ 或 ｈｗｃｌｏｃｋ 程序。
－ｖ 或－－ｖｅｒｂｏｓｅ 记录所有的 ＡＰＭ 事件。
－Ｖ 或－－ｖｅｒｓｉｏｎ 显示版本信息。
－ｗ＜百分比值＞或－－ｗａｒｎ＜百分比值＞ 当电池不在充电状态时，
且电池电量低于设置的百分比值，则在 ｓｙｓｌｏｇ（２）的 ＡＬＥＲＴ 层记
录警告信息。百分比值的预设置为 １０，若设置为 ０，则关闭此功
能。
－Ｗ 或－－ｗａｌｌ 发出警告信息给所有人。

aumix(audio mixer)
技巧管理员（２００１－０１－１７ ２２：０９）
〖返回〗〖转发〗
功能说明：设置音效装置。
语

法：aumix [-123bcilmoprstvwWx][(+/-)强度][PqR][-dfhILqS]

补充说明：设置各项音效装置的信号强度以及指定播放与录音的装置。
参
数：
[-123bcilmoprstvwWx]为频道参数，用来指定装置的频道；[PqR]可用来
指定播放或录音装置；[-dfhILqS] 则为指令参数。若不加任何参数，aumix
会显示简单的图形界面供调整设置频道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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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输入信号线１。
-2 输入信号线２。
-3 输入信号线３。
-b 低音。
-c CD。
-i 输入信号强度。
-m 麦克风。
-o 输出信号强度。
-p PC 喇叭。
-r 录音。
-s 合成器。
-t 高音。
-v 主音量。
-w PCM。
-W PCM2。
-x 混音器。
(+/-)强度 出现(+/-)时，代表在原有的强度上加减指定值。若未使用
(+/-)，则直接将强度设为指定值。 指定音效装置
P 指定播放装置。
q 显示频道设置。
R 指定录音装置。
指令参数
-d 指定音效装置的名称。
-f 指定存储或载入设置的文件。
-h 在使用时显示信息。
-I 以图形界面方式来执行 aumix。
-L 从$HOME/.aumixrc 或/etc/aumixrc 载入设置。
-q 显示所有频道的设置值。
-S 将设置值保存至/HOME/.aumixrc。

ｂｉｎｄ
功能说明：显示或设置键盘按键与其相关的功能。
语
法：ｂｉｎｄ ［－ｄｌｖ］［－ｆ ＜按键配置文件＞］［－ｍ ＜按键配置
＞］［－ｑ ＜功能＞］
补充说明：您可以利用 ｂｉｎｄ 命令了解有哪些按键组合与其功能，
也可以自行指定要用哪些按键组合。
参

数：
－ｄ
显示按键配置的内容。
－ｆ＜按键配置文件＞
载入指定的按键配置文件。
－ｌ
列出所有的功能。

105

－ｍ＜按键配置＞
指定按键配置。
－ｑ＜功能＞
显示指定功能的按键。
－ｖ
列出目前的按键配置与其功能。

ｃｈｋｃｏｎｆｉｇ（ｃｈｅｃｋ ｃｏｎｆｉｇ）
功能说明：检查，设置系统的各种服务。
语
法：ｃｈｋｃｏｎｆｉｇ ［－－ａｄｄ］［－－ｄｅｌ］［－－ｌｉｓｔ］［系统服
务］ 或 ｃｈｋｃｏｎｆｉｇ ［－－ｌｅｖｅｌ ＜等级代号＞］［系统服
务］［ｏｎ／ｏｆｆ／ｒｅｓｅｔ］
补充说明：这是 Ｒｅｄ Ｈａｔ 公司遵循 ＧＰＬ 规则所开发的程序，它可
查询操作系统在每一个执行等级中会执行哪些系统服务，其中包
括各类常驻服务。
参

数：
－－ａｄｄ
增加所指定的系统服务，让 ｃｈｋｃｏｎｆｉｇ 指令得以管理
它，并同时在系统启动的叙述文件内增加相关数据。
－－ｄｅｌ
删除所指定的系统服务，不再由 ｃｈｋｃｏｎｆｉｇ 指令管
理，并同时在系统启动的叙述文件内删除相关数据。
－－ｌｅｖｅｌ＜等级代号＞
指定读系统服务要在哪一个执行等级
中开启或关毕

ｃｈｒｏｏｔ（ｃｈａｎｇｅ ｒｏｏｔ）
功能说明：改变根目录。
语
法：ｃｈｒｏｏｔ ［－－ｈｅｌｐ］［－－ｖｅｒｓｉｏｎ］［目的目录］［执行指
令．．．］
补充说明：把根目录换成指定的目的目录。
参

数：
－－ｈｅｌｐ
在线帮助。
－－ｖｅｒｓｉｏｎ
显示版本信息。

ｃｌｏｃｋ
功能说明：调整 ＲＴＣ 时间。
语
法：
ｃｌｏｃｋ ［－－ａｄｊｕｓｔ］［－－ｄｅｂｕｇ］［－－ｄｉｒｅｃｔｉｓａ］［－－ｇｅｔｅｐｏｃｈ］［－－ｈｃｔｏｓｙｓ］［－－ｓｅｔ －－ｄａｔｅ＝＂＜
日期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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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ｅｔｅｐｏｃｈ －－ｅｐｏｃｈ＝＜ ＞］［－－ｓｈｏｗ］［－－ｓｙｓｔｏｈｃ］［－－ｔｅｓｔ］［－－ｕｔｃ］［－－ｖｅｒｓｉｏｎ］
补充说明：ＲＴＣ 是电脑内建的硬件时间，执行这项指令可以显示现在时刻，调整硬件时
钟的时间，将系统时间设成与硬件时钟之时间一致，或是把系统时间回存到硬件时钟。
参

数：
－－ａｄｊｕｓｔ
第一次使用＂－－ｓｅｔ＂或＂－－ｓｙｓｔｏｈｃ＂参数设置硬件时钟，会在／ｅｔｃ 目录下产
生一个名称为 ａｄｊｔｉｍｅ 的文件。当再次使用这两个参数调整硬件时钟，此文件便会记录两
次调整间之差异，日后执行 ｃｌｏｃｋ 指令加上＂－－ａｄｊｕｓｔ＂参数时，程序会自动根 据记录文
件的数值差异，计算出平均值，自动调整硬件时钟的时间。
－－ｄｅｂｕｇ
详细显示指令执行过程，便于排错或了解程序执行的情形。
－－ｄｉｒｅｃｔｉｓａ
告诉 ｃｌｏｃｋ 指令不要通过／ｄｅｖ／ｒｔｃ 设备文件，直接对硬件时钟进行存
取。这个参数适用于仅有 ＩＳＡ 总线结构的老式电脑。
－－ｇｅｔｅｐｏｃｈ
把系统核心内的硬件时钟新时代数值，呈现到标准输出设备。
－－ｈｃｔｏｓｙｓ
Ｈａｒｄｗａｒｅ Ｃｌｏｃｋ ｔｏ Ｓｙｓｔｅｍ Ｔｉｍｅ，把系统时间设成和硬件时钟一致。由
于这个动作将会造成系统全面更新文件的存取时间，所以最好在系统启动时就执行它。
－－ｓｅｔ－－ｄａｔｅ
设置硬件时钟的日期和时间。
－－ｓｅｔｅｐｏｃｈ－－ｅｐｏｃｈ＝＜年份＞
设置系统核心之硬件时钟的新时代数值，年份以四位树
字表示。
－－ｓｈｏｗ
读取硬件时钟的时间，并将其呈现至标准输出设备。
－－ｓｙｓｔｏｈｃ
Ｓｙｓｔｅｍ Ｔｉｍｅ ｔｏ Ｈａｒｄｗａｒｅ Ｃｌｏｃｋ，将系统时间存回硬件时钟内。
－－ｔｅｓｔ
仅作测试，并不真的将时间写入硬件时钟或系统时间。
－－ｕｔｃ
把硬件时钟上的时间时为 ＣＵＴ，有时也称为 ＵＴＣ 或 ＵＣＴ。
－－ｖｅｒｓｉｏｎ
显示版本信息。

ｃｒｏｎｔａｂ
功能说明：设置计时器。
语
法：ｃｒｏｎｔａｂ ［－ｕ ＜用户名称＞］［配置文
件］ 或 ｃｒｏｎｔａｂ ［－ｕ ＜用户名称＞］［－ｅｌｒ］
补充说明：ｃｒｏｎ 是一个常驻服务，它提供计时器的功能，让用
户在特定的时间得以执行预设的指令或程序。只要用户会编辑计
时器的配置文件，就可以使用计时器的功能。其配置文件格式如
下：
Ｍｉｎｕｔｅ Ｈｏｕｒ Ｄａｙ Ｍｏｎｔｈ ＤａｙＯＦＷｅｅｋ Ｃｏｍｍａｎｄ
参

数：
－ｅ
编辑该用户的计时器设置。
－ｌ
列出该用户的计时器设置。
－ｒ
删除该用户的计时器设置。
－ｕ＜用户名称＞
指定要设定计时器的用户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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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ｅｃｌａｒｅ

功能说明：声明 ｓｈｅｌｌ 变量。
语
法：ｄｅｃｌａｒｅ ［＋／－］［ｒｘｉ］［变量名称＝设置
值］ 或 ｄｅｃｌａｒｅ －ｆ
补充说明：ｄｅｃｌａｒｅ 为 ｓｈｅｌｌ 指令，在第一种语法中可用来声明
变量并设置变量的属性（［ｒｉｘ］即为变量的属性），在第二种语法
中可用来显示 ｓｈｅｌｌ 函数。若不加上任何参数，则会显示全部的
ｓｈｅｌｌ 变量与函数（与执行 ｓｅｔ 指令的效果相同）。
参

数：
＋／－
＂－＂可用来指定变量的属性，＂＋＂则是取消变量所设的属
性。
－ｆ
仅显示函数。
ｒ
将变量设置为只读。
ｘ
指定的变量会成为环境变量，可供 ｓｈｅｌｌ 以外的程序来使
用。
ｉ
［设置值］可以是数值，字符串或运算式。

ｄｅｐｍｏｄ（ｄｅｐｅｎｄ ｍｏｄｕｌｅ）
功能说明：分析可载入模块的相依性。
语

法：ｄｅｐｍｏｄ ［－ａｄｅｉｓｖＶ］［－ｍ ＜文件＞］［－－ｈｅｌｐ］［模块名称］

补充说明：ｄｅｐｍｏｄ 可检测模块的相依性，供 ｍｏｄｐｒｏｂｅ 在安装模
块时使用。
参

数：
－ａ 或－－ａｌｌ
分析所有可用的模块。
－ｄ 或 ｄｅｂｕｇ
执行排错模式。
－ｅ
输出无法参照的符号。
－ｉ
不检查符号表的版本。
－ｍ＜文件＞或 ｓｙｓｔｅｍ－ｍａｐ＜文件＞
使用指定的符号表文件。
－ｓ 或－－ｓｙｓｔｅｍ－ｌｏｇ
在系统记录中记录错误。
－ｖ 或－－ｖｅｒｂｏｓｅ
执行时显示详细的信息。
－Ｖ 或－－ｖｅｒｓｉｏｎ
显示版本信息。
－－ｈｅｌｐ
显示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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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ｉｒｃｏｌｏｒｓ
功能说明：设置 ｌｓ 指令在显示目录或文件时所用的色彩。
语
法：ｄｉｒｃｏｌｏｒｓ ［色彩配置文
件］ 或 ｄｉｒｃｏｌｏｒｓ ［－ｂｃｐ］［－－ｈｅｌｐ］［－－ｖｅｒｓｉｏｎ］
补充说明：ｄｉｒｃｏｌｏｒｓ 可根据［色彩配置文件］来设置 ＬＳ＿ＣＯＬＯＲＳ
环境变量或是显示设置 ＬＳ＿ＣＯＬＯＲＳ 环境变量的 ｓｈｅｌｌ 指令。
参

数：
－ｂ 或－－ｓｈ 或－－ｂｏｕｒｎｅ－ｓｈｅｌｌ
显示在 Ｂｏｕｍｅ ｓｈｅｌｌ 中，将
ＬＳ＿ＣＯＬＯＲＳ 设为目前预设置的 ｓｈｅｌｌ 指令。
－ｃ 或－－ｃｓｈ 或－－ｃ－ｓｈｅｌｌ
显示在 Ｃ ｓｈｅｌｌ 中，将 ＬＳ＿ＣＯＬＯＲＳ
设为目前预设置的 ｓｈｅｌｌ 指令。
－ｐ 或－－ｐｒｉｎｔ－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显示预设置
－ｈｅｌｐ
显示帮助。
－ｖｅｒｓｉｏｎ
显示版本信息。

ｄｍｅｓｇ
功能说明：显示开机信息。
语

法：ｄｍｅｓｇ ［－ｃｎ］［－ｓ ＜缓冲区大小＞］

补充说明：ｋｅｒｎｅｌ 会将开机信息存储在 ｒｉｎｇ ｂｕｆｆｅｒ 中。您若
是开机时来不及查看信息，可利用 ｄｍｅｓｇ 来查看。开机信息亦保
存在／ｖａｒ／ｌｏｇ 目录中，名称为 ｄｍｅｓｇ 的文件里。
参

数：
－ｃ
显示信息后，清除 ｒｉｎｇ ｂｕｆｆｅｒ 中的内容。
－ｓ＜缓冲区大小＞
预设置为 ８１９６，刚好等于 ｒｉｎｇ ｂｕｆｆｅｒ 的
大小。
－ｎ
设置记录信息的层级。

ｅｎａｂｌｅ
功能说明：启动或关闭 ｓｈｅｌｌ 内建指令。
语

法：ｅｎａｂｌｅ ［－ｎ］［－ａｌｌ］［内建指令］

补充说明：若要执行的文件名称与 ｓｈｅｌｌ 内建指令相同，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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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ｎａｂｌｅ －ｎ 来关闭 ｓｈｅｌｌ 内建指令。若不加－ｎ 参数，ｅｎａｂｌｅ 可
重新启动关闭的指令。
参

数：
－ｎ
关闭指定的 ｓｈｅｌｌ 内建指令。
－ａｌｌ
显示 ｓｈｅｌｌ 所有关闭与启动的指令。

ｅｖａｌ
功能说明：重新运算求出参数的内容。
语

法：ｅｖａｌ ［参数］

补充说明：ｅｖａｌ 可读取一连串的参数，然后再依参数本身的特
性来执行。
参

数：参数不限数目，彼此之间用分号分开。

ｅｘｐｏｒｔ
功能说明：设置或显示环境变量。
语

法：ｅｘｐｏｒｔ ［－ｆｎｐ］［变量名称］＝［变量设置值］

补充说明：在 ｓｈｅｌｌ 中执行程序时，ｓｈｅｌｌ 会提供一组环境变量。
ｅｘｐｏｒｔ 可新增，修改或删除环境变量，供后续执行的程序使用。
ｅｘｐｏｒｔ 的效力仅及于该此登陆操作。
参

数：
－ｆ
代表［变量名称］中为函数名称。
－ｎ
删除指定的变量。变量实际上并未删除，只是不会输出
到后续指令的执行环境中。
－ｐ
列出所有的 ｓｈｅｌｌ 赋予程序的环境变量。

ｆｂｓｅｔ（ｆｒａｍｅ ｂｕｆｆｅｒ ｓｅｔｕｐ）
功能说明：设置景框缓冲区。
语
法：ｆｂｓｅｔ ［－ａｈｉｎｓｖＶｘ］［－ｄｂ ＜信息文件＞］［－ｆｂ ＜外围设
备代号＞］［－－ｔｅｓｔ］［显示模式］
补充说明：ｆｂｓｅｔ 指令可用于设置景框缓冲区的大小，还能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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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面之分辨率，位置，高低宽窄，色彩 深度，并可决定是否启
动先卡之各项硬件特性。
参

数：
－ａ 或－－ａｌｌ
改变所有使用该设备之虚拟终端机的显示模
式。
－ｄｂ＜信息文件＞
指定显示模式的信息文件，预设值文件名称
为 ｆｂ．ｍｏｄｅｓ，存放在／ｅｔｃ 目录下
－ｆｂ＜外围设备代号＞
指定用来做为输出景框缓冲区之外围
设备，预设置为＂／ｄｅｖ／ｆｄ０＂。
－ｈ 或－ｈｅｌｐ
在线帮助。
－ｉ 或－－ｉｎｆｏ
列出所有景框缓冲区之相关信息。
－ｉｆｂ＜外围设备代号＞
使用另一个景框缓冲区外围设备之设
置值。
－ｎ 或－－ｎｏｗ
马上改变显示模式。
－ｏｆｂ＜外围设备代号＞
此参数效果和指定＂－ｆｂ＂参数相同。
－ｓ 或－－ｓｈｏｗ
列出目前显示模式之设置。
－ｖ 或－－ｖｅｒｂｏｓｅ
显示指令执行过程。
－Ｖ 或－－ｖｅｒｓｉｏｎ
显示版本信息。
－ｘ 或－－ｘｆｒｅｅ８６
使用 ＸＦｒｅｅ８６ 兼容模式。
－－ｔｅｓｔ
仅做测试，并不改变现行的显示模式。

ｇｒｐｃｏｎｖ（ｇｒｏｕｐ ｃｏｎｖｅｒｔ ｔｏ ｓｈａｄｏｗ ｐａｓｓｗｏｒｄ）
功能说明：开启群组的投影密码。
语

法：ｇｒｐｃｏｎｖ

补充说明：Ｌｉｎｕｘ 系统里的用户和群组密码，分别存放在／ｅｔｃ 目
录下的 ｐａｓｓｗｄ 和 ｇｒｏｕｐ 文件中。因系统运作所需，任何人都得
以读取它们，造成安全上的破绽。投影密码将文件内的密码改存
在／ｅｔｃ 目录下的 ｓｈａｄｏｗ 和 ｇｓｈａｄｏｗ 文件内，只允许系统管理者
读取，同时把原密码置换为＂ｘ＂字符。投影密码的功能可随时开
启或关闭，您只需执行 ｇｒｐｃｏｎｖ 指令就能开启群组投影密码。

ｇｒｐｕｎｃｏｎｖ（ｇｒｏｕｐ ｕｎｃｏｎｖｅｒｔ ｆｒｏｍ ｓｈａｄｏｗ ｐａｓｓｗｏｒ
ｄ）
功能说明：关闭群组的投影密码。
语

法：ｇｒｐｕｎｃｏｎ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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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说明：执行 ｇｒｐｕｎｃｏｎｖ 指令可关闭群组投影密码，它会把密
码从 ｇｓｈａｄｏｗ 文件内，回存到 ｇｒｏｕｐ 文件里。

ｈｗｃｌｏｃｋ（ｈａｒｄｗａｒｅ ｃｌｏｃｋ）
功能说明：显示与设定硬件时钟。
语
法：
ｈｗｃｌｏｃｋ ［－－ａｄｊｕｓｔ］［－－ｄｅｂｕｇ］［－－ｄｉｒｅｃｔｉｓａ］［－－ｈｃｔｏｓｙｓ］［－－ｓｈｏｗ］［－－ｓｙｓｔｏｈｃ］［－－ｔｅｓｔ］
［－－ｕｔｃ］［－－ｖｅｒｓｉｏｎ］［－－ｓｅｔ －－ｄａｔｅ＝＜日期与时间＞］
补充说明：在 Ｌｉｎｕｘ 中有硬件时钟与系统时钟等两种时钟。硬件时钟是指主机板上的时钟
设备，也就是通常可在 ＢＩＯＳ 画面设定的时钟。系统时钟则是指 ｋｅｒｎｅｌ 中的时钟。当 Ｌｉｎｕｘ
启动时，系统时钟会去读取硬件时钟的设定，之后系统时钟即独立运作。所有 Ｌｉｎｕｘ 相关
指令与函数都是读取系统时钟的设定。
参

数：
－－ａｄｊｕｓｔ
ｈｗｃｌｏｃｋ 每次更改硬件时钟时，都会记录在／ｅｔｃ／ａｄｊｔｉｍｅ 文件中。使用
－－ａｄｊｕｓｔ 参数，可使 ｈｗｃｌｏｃｋ 根据先前的记录来估算硬件时钟的偏差，并用来校正目前的
硬件时钟。
－－ｄｅｂｕｇ
显示 ｈｗｃｌｏｃｋ 执行时详细的信息。
－－ｄｉｒｅｃｔｉｓａ
ｈｗｃｌｏｃｋ 预设从／ｄｅｖ／ｒｔｃ 设备来存取硬件时钟。若无法存取时，可用此
参数直接以 Ｉ／Ｏ 指令来存取硬件时钟。
－－ｈｃｔｏｓｙｓ
将系统时钟调整为与目前的硬件时钟一致。
－－ｓｅｔ －－ｄａｔｅ＝＜日期与时间＞
设定硬件时钟。
－－ｓｈｏｗ
显示硬件时钟的时间与日期。
－－ｓｙｓｔｏｈｃ
将硬件时钟调整为与目前的系统时钟一致。
－－ｔｅｓｔ
仅测试程序，而不会实际更改硬件时钟。
－－ｕｔｃ
若要使用格林威治时间，请加入此参数，ｈｗｃｌｏｃｋ 会执行转换的工作。
－－ｖｅｒｓｉｏｎ
显示版本信息。

ｉｎｓｍｏｄ（ｉｎｓｔａｌｌ ｍｏｄｕｌｅ）
功能说明：载入模块。
语
法：ｉｎｓｍｏｄ ［－ｆｋｍｐｓｖｘＸ］［－ｏ ＜模块名称＞］［模块文件］［符
号名称 ＝ 符号值］
补充说明：Ｌｉｎｕｘ 有许多功能是通过模块的方式，在需要时才载
入 ｋｅｒｎｅｌ。如此可使 ｋｅｒｎｅｌ 较为精简，进而提高效率，以及保
有较大的弹性。这类可载入的模块，通常是设备驱动程序。
参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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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
不检查目前 ｋｅｒｎｅｌ 版本与模块编译时的 ｋｅｒｎｅｌ 版本是
否一致，强制将模块载入。
－ｋ
将模块设置为自动卸除。
－ｍ
输出模块的载入信息。
－ｏ＜模块名称＞
指定模块的名称，可使用模块文件的文件
名。
－ｐ
测试模块是否能正确地载入 ｋｅｒｎｅｌ。
－ｓ
将所有信息记录在系统记录文件中。
－ｖ
执行时显示详细的信息。
－ｘ
不要汇出模块的外部符号。
－Ｘ
汇出模块所有的外部符号，此为预设置。

ｋｂｄｃｏｎｆｉｇ
功能说明：设置键盘类型。
语

法：ｋｂｄｃｏｎｆｉｇ ［－－ｂａｃｋ］［－－ｔｅｓｔ］

补充说明：ｋｂｄｃｏｎｆｉｇ（Ｒｅｄ Ｈａｔ Ｌｉｎｕｘ 才有的指令）是一个用来
设置键盘的程序，提供图形化的操作界面。ｋｂｄｃｏｎｆｉｇ 实际上是
修改／ｅｔｃ／ｓｙｓｃｏｎｆｉｇ／ｋｅｙｂｏａｒｄ 的键盘配置文件。
参

数：
－－ｂａｃｋ
执行时将预设的 Ｃａｎｃｅｌ 按钮更改为 Ｂａｃｋ 按钮。
－－ｔｅｓｔ
仅作测试，不会实际更改设置。

ｌｉｌｏ（ｌｉｎｕｘ ｌｏａｄｅｒ）
功能说明：安装核心载入，开机管理程序。
语
法：ｌｉｌｏ ［－ｃｌｑｔＶ］［－ｂ＜外围设备代号＞］［－Ｃ＜配置文件
＞］［－ｄ＜延迟时间＞］［－Ｄ＜识别标签＞］［－ｆ＜几何参数文件＞］［－ｉ＜开
机磁区文件＞］［－Ｉ＜识别标签＞］［－ｍ＜映射文件
＞］［－Ｐ＜ｆｉｘ／ｉｇｎｏｒｅ＞］［－ｒ＜根目录＞］［－Ｒ＜执行指令＞．．．］［－ｓ＜备份
文件＞］［－Ｓ＜备份文件＞］［－ｕＵ＜外围设备代号＞］［－ｖ．．．］
补充说明：ｌｉｌｏ 是个 Ｌｉｎｕｘ 系统核心载入程序，同时具备管理
开机的功能。单独执行 ｌｉｌｏ 指令，它会读取／ｅｔｃ／目录下的
ｌｉｌｏ．ｃｏｎｆ 配置文件，然后根据其内容安装 ｌｉｌｏ。
参

数：
－ｂ＜外围设备代号＞
指定安装 ｌｉｌｏ 之处的外围设备代号。
－ｃ
使用紧致映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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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配置文件＞
指定 ｌｉｌｏ 的配置文件。
－ｄ＜延迟时间＞
设置开机延迟时间。
－Ｄ＜识别标签＞
指定开机后预设启动的操作系统，或系统核
心识别标签。
－ｆ＜几何参数文件＞
指定磁盘的几何参数配置文件。
－ｉ＜开机磁区文件＞
指定欲使用的开机磁区文件，预设是
／ｂｏｏｔ 目录里的 ｂｏｏｔ．ｂ 文件。
－Ｉ＜识别标签＞
显示系统核心存放之处。
－ｌ
产生线形磁区地址。
－ｍ＜映射文件＞
指定映射文件。
－Ｐ＜ｆｉｘ／ｉｇｎｏｒｅ＞
决定要修复或忽略分区表的错误。
－ｑ
列出映射的系统核心文件。
－ｒ＜根目录＞
设置系统启动时欲挂入成为根目录的目录。
－Ｒ＜执行指令＞
设置下次启动系统时，首先执行的指令。
－ｓ＜备份文件＞
指定备份文件。
－Ｓ＜备份文件＞
强制指定备份文件。
－ｔ
不执行指令，仅列出实际执行会进行的动作。
－ｕ＜外围色设备代号＞
删除 ｌｉｌｏ。
－Ｕ＜外围设备代号＞
此参数的效果和指定＂－ｕ＂参数类似，当
不检查时间戳记。
－ｖ
显示指令执行过程。
－Ｖ
显示版本信息。

ｌｉｌｏｃｏｎｆｉｇ
功能说明：设置核心载入，开机管理程序。
语

法：ｌｉｌｏｃｏｎｆｉｇ

补充说明：ｌｉｌｏｃｏｎｆｉｇ 是 Ｓｌａｃｋｗａｒｅ 发行版专门用来调整 ｌｉｌｏ
设置的程序。它通过互动式操作界面，让用户能够利用键盘上的
方向键等，轻易地操控 ｌｉｌｏ 的安装，设置作业，而无须下达各
种参数或撰写配置文件。

ｌｓｍｏｄ（ｌｉｓｔ ｍｏｄｕｌｅｓ）
功能说明：显示已载入系统的模块。
语

法：ｌｓｍｏｄ

补充说明：执行 ｌｓｍｏｄ 指令，会列出所有已载入系统的模块。
Ｌｉｎｕｘ 操作系统的核心具有模块化的特性，应此在编译核心时，
务须把全部的功能都放入核心。您可以将这些功能编译成一个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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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独的模块，待需要时再分别载入。

ｍｉｎｆｏ
功能说明：显示 ＭＳ－ＤＯＳ 文件系统的各项参数。
语

法：＜／＞ｍｉｎｆｏ ［－ｖ］［驱动器代号］

补充说明：ｍｉｎｆｏ 为 ｍｔｏｏｌｓ 工具指令，可显示 ＭＳ－ＤＯＳ 系统磁盘
的各项参数，包括磁区数，磁头数．．．等。
参
－ｖ

数：
除了一般信息外，并显示可开机磁区的内容。

ｍｋｋｉｃｋｓｔａｒｔ
功能说明：建立安装的组态文件。
语
法：
ｍｋｋｉｃｋｓｔａｒｔ ［－－ｂｏｏｔｐ］［－－ｄｈｃｐ］［－－ｎｏｎｅｔ］［－－ｎｏｘ］［－－ｖｅｒｓｉｏｎ］［－－ｎｆｓ ＜
远端电脑：路径＞］
补充说明：ｍｋｋｉｃｋｓｔａｒｔ 可根据目前系统的设置来建立组态文件，供其他
电脑在安装时使用。组态文件的内容包括使用语言，网络环境，系统磁盘
状态，以及 Ｘ Ｗｉｎｄｏｗｓ 的设置等信息。
参

数：
－－ｂｏｏｔｐ
安装与开机时，使用 ＢＯＯＴＰ。
－－ｄｈｃｐ
安装与开机时，使用 ＤＨＣＰ。
－－ｎｆｓ＜远端电脑：路径＞
使用指定的网络路径安装。
－－ｎｏｎｅｔ
不要进行网络设置，即假设在没有网络环境的状态下。
－－ｎｏｘ
不要进行 Ｘ Ｗｉｎｄｏｗｓ 的环境设置。
－－ｖｅｒｓｉｏｎ
显示版本信息。

ｍｏｄｉｎｆｏ（ｍｏｄｕｌｅ ｉｎｆｏｍａｔｉｏｎ）
功能说明：显示 ｋｅｒｎｅｌ 模块的信息。
语

法：ｍｏｄｉｎｆｏ ［－ａｄｈｐＶ］［模块文件］

补充说明：ｍｏｄｉｎｆｏ 会显示 ｋｅｒｎｅｌ 模块的对象文件，以显示该
模块的相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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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

数：
－ａ 或－－ａｕｔｈｏｒ
显示模块开发人员。
－ｄ 或－－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
显示模块的说明。
－ｈ 或－－ｈｅｌｐ
显示 ｍｏｄｉｎｆｏ 的参数使用方法。
－ｐ 或－－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显示模块所支持的参数。
－Ｖ 或－－ｖｅｒｓｉｏｎ
显示版本信息。

ｍｏｄｐｒｏｂｅ（ｍｏｄｕｌｅ ｐｒｏｂｅ）
功能说明：自动处理可载入模块。
语
法：ｍｏｄｐｒｏｂｅ ［－ａｃｄｌｒｔｖＶ］［－－ｈｅｌｐ］［模块文件］［符号名
称 ＝ 符号值］
补充说明：ｍｏｄｐｒｏｂｅ 可载入指定的个别模块，或是载入一组相
依的模块。ｍｏｄｐｒｏｂｅ 会根据 ｄｅｐｍｏｄ 所产生的相依关系，决定要
载入哪些模块。若在载入过程中发生错误，在 ｍｏｄｐｒｏｂｅ 会卸载
整组的模块。
参

数：
－ａ 或－－ａｌｌ
载入全部的模块。
－ｃ 或－－ｓｈｏｗ－ｃｏｎｆ
显示所有模块的设置信息。
－ｄ 或－－ｄｅｂｕｇ
使用排错模式。
－ｌ 或－－ｌｉｓｔ
显示可用的模块。
－ｒ 或－－ｒｅｍｏｖｅ
模块闲置不用时，即自动卸载模块。
－ｔ 或－－ｔｙｐｅ
指定模块类型。
－ｖ 或－－ｖｅｒｂｏｓｅ
执行时显示详细的信息。
－Ｖ 或－－ｖｅｒｓｉｏｎ
显示版本信息。
－ｈｅｌｐ
显示帮助。

ｍｏｕｓｅｃｏｎｆｉｇ
功能说明：设置鼠标相关参数。
语
法：
ｍｏｕｓｅｃｏｎｆｉｇ ［－－ｂａｃｋ］［－－ｅｍｕｌｔｈｒｅｅ］［－－ｈｅｌｐ］［－－ｅｘｐｅｒｔ］［－－ｋｉｃｋｓｔａｒｔ］［－－ｎｏｐｒｏｂｅ］［－－ｔｅｓｔ］［
连接端口＞］［鼠标类型］

补充说明：ｍｏｕｓｅｃｏｎｆｉｇ 为鼠标设置程序，可自动设置相关参数，或者用户也可以利用所提供互动
设置鼠标。ｍｏｕｓｅｃｏｎｆｉｇ 是 Ｒｅｄ Ｈａｔ Ｌｉｎｕｘ 才有的命令。
参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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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ａｃｋ
在设置画面上显示 Ｂａｃｋ 按钮，而取代预设的 Ｃａｎｃｅｌ 按钮。
－－ｄｅｖｉｃｅ＜连接端口＞
指定硬件连接端口。可用的选项有 ｔｔｙＳ０，ｔｔｙＳ１，ｔｔｙＳ２，ｔｔｙＳ３ 与
－－ｅｍｕｌｔｈｒｅｅ
将二钮鼠标模拟成三钮鼠标。
－－ｈｅｌｐ
显示帮助以及所有支持的鼠标类型。
－－ｅｘｐｅｒｔ
程序预设可自动判断部分设置值。若要自行设置，请使用－－ｅｘｐｅｒｔ 参数。
－－ｋｉｃｋｓｔａｒｔ
让程序自动检测并保存所有的鼠标设置。
－－ｎｏｐｒｏｂｅ
不要检测鼠标设备。
－－ｔｅｓｔ
测试模式，不会改变任何设置。

ｎｔｓｙｓｖ
功能说明：设置系统的各种服务。
语

法：ｎｔｓｙｓｖ ［－－ｂａｃｋ］［－－ｌｅｖｅｌ ＜等级代号＞］

补充说明：这是 Ｒｅｄ Ｈａｔ 公司遵循 ＧＰＬ 规则所开发的程序，它具
有互动式操作界面，您可以轻易地利用方向键和空格键等，开启，
关闭操作系统在每个执行等级中，所要执行的系统服务。
参

数：
－－ｂａｃｋ
在互动式界面里，显示 Ｂａｃｋ 钮，而非 Ｃａｎｃｅｌ 钮。
－－ｌｅｖｅｌ ＜等级代号＞
在指定的执行等级中，决定要开启或
关闭哪些系统服务。

ｐａｓｓｗｄ（ｐａｓｓｗｏｒｄ）
功能说明：设置密码。
语

法：ｐａｓｓｗｄ ［－ｄｋｌＳ］［－ｕ ＜－ｆ＞］［用户名称］

补充说明：ｐａｓｓｗｄ 指令让用户可以更改自己的密码，而系统管
理者则能用它管理系统用户的密码。只有管理者可以指定用户名
称，一般用户只能变更自己的密码。
参
－ｄ
－ｆ
－ｋ
－ｌ
－ｓ
用。
－ｕ

数：
删除密码。本参数仅有系统管理者才能使用。
强制执行。
设置只有在密码过期失效后，方能更新。
锁住密码。
列出密码的相关信息。本参数仅有系统管理者才能使
解开已上锁的帐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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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ｗｃｏｎｖ
功能说明：开启用户的投影密码。
语

法：ｐｗｃｏｎｖ

补充说明：Ｌｉｎｕｘ 系统里的用户和群组密码，分别存放在名称为
ｐａｓｓｗｄ 和 ｇｒｏｕｐ 的文件中， 这两个文件位于／ｅｔｃ 目录下。因
系统运作所需，任何人都得以读取它们，造成安全上的破绽。投
影密码将文件内的密码改存在／ｅｔｃ 目录下的 ｓｈａｄｏｗ 和 ｇｓｈａｄｏｗ
文件内，只允许系统管理者读取，同时把原密码置换为＂ｘ＂字符，
有效的强化了系统的安全性。

ｐｗｕｎｃｏｎｖ
功能说明：关闭用户的投影密码。
语

法：ｐｗｕｎｃｏｎｖ

补充说明：执行 ｐｗｕｎｃｏｎｖ 指令可以关闭用户投影密码，它会把
密码从 ｓｈａｄｏｗ 文件内，重回存到 ｐａｓｓｗｄ 文件里。

ｒｄａｔｅ（ｒｅｃｅｉｖｅ ｄａｔｅ）
功能说明：显示其他主机的日期与时间。
语

法：ｒｄａｔｅ ［－ｐｓ］［主机名称或 ＩＰ 地址．．．］

补充说明：执行 ｒｄａｔｅ 指令，向其他主机询问系统时间并显示出
来。
参

数：
－ｐ
显示远端主机的日期与时间。
－ｓ
把从远端主机收到的日期和时间，回存到本地主机的系
统时间。

ｒｅｓｉｚｅ
功能说明：设置终端机视窗的大小。
语

法：ｒｅｓｉｚｅ ［－ｃｕ］［－ｓ ＜列数＞ ＜行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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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说明：执行 ｒｅｓｉｚｅ 指令可设置虚拟终端机的视
窗大小。
参

数：
－ｃ
就算用户环境并非 Ｃ Ｓｈｅｌｌ，也用 Ｃ Ｓｈｅｌｌ
指令改变视窗大小。
－ｓ ＜列数＞ ＜行数＞
设置终端机视窗的垂直高
度和水平宽度。
－ｕ
就算用户环境并非 Ｂｏｕｒｎｅ Ｓｈｅｌｌ，也用
Ｂｏｕｒｎｅ Ｓｈｅｌｌ 指令改变视窗大小。

ｒｍｍｏｄ（ｒｅｍｏｖｅ ｍｏｄｕｌｅ）
功能说明：删除模块。
语

法：ｒｍｍｏｄ ［－ａｓ］［模块名称．．．］

补充说明：执行 ｒｍｍｏｄ 指令，可删除不需要的模块。Ｌｉｎｕｘ 操作
系统的核心具有模块化的特性，应此在编译核心时，务须把全部
的功能都放如核心。你可以将这些功能编译成一个个单独的模
块，待有需要时再分别载入它们。
参
－ａ
－ｓ

数：
删除所有目前不需要的模块。
把信息输出至 ｓｙｓｌｏｇ 常驻服务，而非终端机界面。

ｒｐｍ（ｒｅｄｈａｔ ｐａｃｋａｇｅ ｍａｎａｇｅｒ）
功能说明：管理套件。

语
法：ｒｐｍ ［－ａｃｄｈｉｌｑＲｓｖ］［－ｂ＜完成阶段＞＜套间档＞＋］［－ｅ＜套件挡＞］［－ｆ＜文件＞＋］［－ｉ＜套件档
＞］［－－ｃｈａｎｇｅｌｏｇ］［－－ｃｈｅｃｋｓｉｇ＜套件档＞＋］［－－ｃｌｅａｎ］［－－ｄｂｐａｔｈ＜数据库目录＞］［－－ｄｕｍｐ］［－－ｅｘｃｌｕｄｅ
或 ＩＰ 地址＞］［－－ｈｔｔｐｐｏｒｔ＜通信端口
＞］［－－ｉｇｎｏｒｅａｒｃｈ］［－－ｉｇｎｏｒｅｏｓ］［－－ｉｇｎｏｒｅｓｉｚｅ］［－－ｉｎｃｌｕｄｅｄｏｃｓ］［－－ｉｎｉｔｄｂ］［ｊｕｓｔｄｂ］［－－ｎｏｂｕｌｉｄ
执行指令＞］［－－ｐｒｅｆｉｘ＜目的目录＞］［－－ｐｒｏｖｉｄｅｓ］［－－ｑｕｅｒｙｆｏｒｍａｔ＜档头格式＞］［－－ｑｕｅｒｙｔａｇｓ］［－－
＞］［－－ｒｅｐｌａｃｅｆｉｌｅｓ］［－－ｒｅｐｌａｃｅｐｋｇｓ］［－－ｒｅｑｕｉｒｅｓ］［－－ｒｅｓｉｇｎ＜套件档＞＋］［－－ｒｍｓｏｕｒｃｅ］［－－ｒｍｓｏｕｒ
＞＋］［－－ｔｅｓｔ］［－－ｔｉｍｅｃｈｅｃｋ＜检查秒数＞］［－－ｔｒｉｇｇｅｒｅｄｂｙ＜套件档＞］［－－ｔｒｉｇｇｅｒｓ］［－－ｖｅｒｉｆｙ］［－－
补充说明：ｒｍｐ 原本是 Ｒｅｄ Ｈａｔ Ｌｉｎｕｘ 发行版专门用来管理 Ｌｉｎｕｘ 各项套件的程序，由于它遵循
Ｌｉｎｕｘ 的适用度。
参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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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查询所有套件。
－ｂ＜完成阶段＞＜套件档＞＋或－ｔ ＜完成阶段＞＜套件档＞＋
设置包装套件的完成阶段，并指定套件档
－ｃ
只列出组态配置文件，本参数需配合＂－ｌ＂参数使用。
－ｄ
只列出文本文件，本参数需配合＂－ｌ＂参数使用。
－ｅ＜套件档＞或－－ｅｒａｓｅ＜套件档＞
删除指定的套件。
－ｆ＜文件＞＋
查询拥有指定文件的套件。
－ｈ 或－－ｈａｓｈ
套件安装时列出标记。
－ｉ
显示套件的相关信息。
－ｉ＜套件档＞或－－ｉｎｓｔａｌｌ＜套件档＞
安装指定的套件档。
－ｌ
显示套件的文件列表。
－ｐ＜套件档＞＋
查询指定的 ＲＰＭ 套件档。
－ｑ
使用询问模式，当遇到任何问题时，ｒｐｍ 指令会先询问用户。
－Ｒ
显示套件的关联性信息。
－ｓ
显示文件状态，本参数需配合＂－ｌ＂参数使用。
－Ｕ＜套件档＞或－－ｕｐｇｒａｄｅ＜套件档＞
升级指定的套件档。
－ｖ
显示指令执行过程。
－ｖｖ
详细显示指令执行过程，便于排错。
－ａｄｄｓｉｇｎ＜套件档＞＋
在指定的套件里加上新的签名认证。
－－ａｌｌｆｉｌｅｓ
安装所有文件。
－－ａｌｌｍａｔｃｈｅｓ
删除符合指定的套件所包含的文件。
－－ｂａｄｒｅｌｏｃ
发生错误时，重新配置文件。
－－ｂｕｉｌｄｒｏｏｔ＜根目录＞
设置产生套件时，欲当作根目录的目录。
－－ｃｈａｎｇｅｌｏｇ
显示套件的更改记录。
－－ｃｈｅｃｋｓｉｇ＜套件档＞＋
检验该套件的签名认证。
－－ｃｌｅａｎ
完成套件的包装后，删除包装过程中所建立的目录。
－－ｄｂｐａｔｈ＜数据库目录＞
设置欲存放 ＲＰＭ 数据库的目录。
－－ｄｕｍｐ
显示每个文件的验证信息。本参数需配合＂－ｌ＂参数使用。
－－ｅｘｃｌｕｄｅｄｏｃｓ
安装套件时，不要安装文件。
－－ｅｘｃｌｕｄｅｐａｔｈ＜排除目录＞
忽略在指定目录里的所有文件。
－－ｆｏｒｃｅ
强行置换套件或文件。
－－ｆｔｐｐｒｏｘｙ＜主机名称或 ＩＰ 地址＞
指定 ＦＴＰ 代理服务器。
－－ｆｔｐｐｏｒｔ＜通信端口＞
设置 ＦＴＰ 服务器或代理服务器使用的通信端口。
－－ｈｅｌｐ
在线帮助。
－－ｈｔｔｐｐｒｏｘｙ＜主机名称或 ＩＰ 地址＞
指定 ＨＴＴＰ 代理服务器。
－－ｈｔｔｐｐｏｒｔ＜通信端口＞
设置 ＨＴＴＰ 服务器或代理服务器使用的通信端口。
－－ｉｇｎｏｒｅａｒｃｈ
不验证套件档的结构正确性。
－－ｉｇｎｏｒｅｏｓ
不验证套件档的结构正确性。
－－ｉｇｎｏｒｅｓｉｚｅ
安装前不检查磁盘空间是否足够。
－－ｉｎｃｌｕｄｅｄｏｃｓ
安装套件时，一并安装文件。
－－ｉｎｉｔｄｂ
确认有正确的数据库可以使用。
－－ｊｕｓｔｄｂ
更新数据库，当不变动任何文件。
－－ｎｏｂｕｌｉｄ
不执行任何完成阶段。
－－ｎｏｄｅｐｓ
不验证套件档的相互关联性。
－－ｎｏｆｉｌｅｓ
不验证文件的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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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ｏｇｐｇ
略过所有 ＧＰＧ 的签名认证。
－－ｎｏｍｄ５
不使用 ＭＤ５ 编码演算确认文件的大小与正确性。
－－ｎｏｐｇｐ
略过所有 ＰＧＰ 的签名认证。
－－ｎｏｏｒｄｅｒ
不重新编排套件的安装顺序，以便满足其彼此间的关联性。
－－ｎｏｓｃｒｉｐｔｓ
不执行任何安装 Ｓｃｒｉｐｔ 文件。
－－ｎｏｔｒｉｇｇｅｒｓ
不执行该套件包装内的任何 Ｓｃｒｉｐｔ 文件。
－－ｏｌｄｐａｃｋａｇｅ
升级成旧版本的套件。
－－ｐｅｒｃｅｎｔ
安装套件时显示完成度百分比。
－－ｐｉｐｅ＜执行指令＞
建立管道，把输出结果转为该执行指令的输入数据。
－－ｐｒｅｆｉｘ＜目的目录＞
若重新配置文件，就把文件放到指定的目录下。
－－ｐｒｏｖｉｄｅｓ
查询该套件所提供的兼容度。
－－ｑｕｅｒｙｆｏｒｍａｔ＜档头格式＞
设置档头的表示方式。
－－ｑｕｅｒｙｔａｇｓ
列出可用于档头格式的标签。
－－ｒｃｆｉｌｅ＜配置文件＞
使用指定的配置文件。
－－ｒｅｂｕｌｉｄ＜套件档＞
安装原始代码套件，重新产生二进制文件的套件。
－－ｒｅｂｕｌｉｄｄｂ
以现有的数据库为主，重建一份数据库。
－－ｒｅｃｏｍｐｉｌｅ＜套件档＞
此参数的效果和指定＂－－ｒｅｂｕｌｉｄ＂参数类似，当不产生套件档。
－－ｒｅｌｏｃａｔｅ＜原目录＞＝＜新目录＞
把本来会放到原目录下的文件改放到新目录。
－－ｒｅｐｌａｃｅｆｉｌｅｓ
强行置换文件。
－－ｒｅｐｌａｃｅｐｋｇｓ
强行置换套件。
－－ｒｅｑｕｉｒｅｓ
查询该套件所需要的兼容度。
－－ｒｅｓｉｎｇ＜套件档＞＋
删除现有认证，重新产生签名认证。
－－ｒｍｓｏｕｒｃｅ
完成套件的包装后，删除原始代码。
－－ｒｍｓｏｕｒｃｅ＜文件＞
删除原始代码和指定的文件。
－－ｒｏｏｔ＜根目录＞
设置欲当作根目录的目录。
－－ｓｃｒｉｐｔｓ
列出安装套件的 Ｓｃｒｉｐｔ 的变量。
－－ｓｅｔｐｅｒｍｓ
设置文件的权限。
－－ｓｅｔｕｇｉｄｓ
设置文件的拥有者和所属群组。
－－ｓｈｏｒｔ－ｃｉｒｃｕｉｔ
直接略过指定完成阶段的步骤。
－－ｓｉｇｎ
产生 ＰＧＰ 或 ＧＰＧ 的签名认证。
－－ｔａｒｇｅｔ＝＜安装平台＞＋
设置产生的套件的安装平台。
－－ｔｅｓｔ
仅作测试，并不真的安装套件。
－－ｔｉｍｅｃｈｅｃｋ＜检查秒数＞
设置检查时间的计时秒数。
－－ｔｒｉｇｇｅｒｅｄｂｙ＜套件档＞
查询该套件的包装者。
－－ｔｒｉｇｇｅｒｓ
展示套件档内的包装 Ｓｃｒｉｐｔ。
－－ｖｅｒｉｆｙ
此参数的效果和指定＂－ｑ＂参数相同。
－－ｖｅｒｓｉｏｎ
显示版本信息。
－－ｗｈａｔｐｒｏｖｉｄｅｓ＜功能特性＞
查询该套件对指定的功能特性所提供的兼容度。
－－ｗｈａｔｒｅｑｕｉｒｅｓ＜功能特性＞
查询该套件对指定的功能特性所需要的兼容度。

ｓｅｔ
功能说明：设置 ｓｈｅｌ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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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

法：ｓｅｔ ［＋－ａｂＣｄｅｆｈＨｋｌｍｎｐＰｔｕｖｘ］

补充说明：ｓｅｔ 指令能设置所使用 ｓｈｅｌｌ 的执行方式，可依照不
同的需求来做设置。
参

数：
－ａ
标示已修改的变量，以供输出至环境变量。
－ｂ
使被中止的后台程序立刻回报执行状态。
－Ｃ
转向所产生的文件无法覆盖已存在的文件。
－ｄ
Ｓｈｅｌｌ 预设会用杂凑表记忆使用过的指令，以加速指令
的执行。使用－ｄ 参数可取消。
－ｅ
若指令传回值不等于 ０，则立即退出 ｓｈｅｌｌ。
－ｆ
取消使用通配符。
－ｈ
自动记录函数的所在位置。
－Ｈ Ｓｈｅｌｌ
可利用＂！＂加＜指令编号＞的方式来执行 ｈｉｓｔｏｒｙ
中记录的指令。
－ｋ
指令所给的参数都会被视为此指令的环境变量。
－ｌ
记录 ｆｏｒ 循环的变量名称。
－ｍ
使用监视模式。
－ｎ
只读取指令，而不实际执行。
－ｐ
启动优先顺序模式。
－Ｐ
启动－Ｐ 参数后，执行指令时，会以实际的文件或目录来
取代符号连接。
－ｔ
执行完随后的指令，即退出 ｓｈｅｌｌ。
－ｕ
当执行时使用到未定义过的变量，则显示错误信息。
－ｖ
显示 ｓｈｅｌｌ 所读取的输入值。
－ｘ
执行指令后，会先显示该指令及所下的参数。
＋＜参数＞
取消某个 ｓｅｔ 曾启动的参数。

ｓｅｔｃｏｎｓｏｌｅ
功能说明：设置系统终端。
语

法：ｓｅｔｃｏｎｓｏｌｅ ［ｖｉｄｅｏ］［ｓｅｒｉａｌ］［ｔｔｙａ］［ｔｔｙｂ］

补充说明：ｓｅｔｃｏｎｓｏｌｅ 可用来指定系统终端。
参

数：
ｓｅｒｉａｌ
使用 ＰＲＯＭ 终端。
ｔｔｙａ，ｃｕａ０ 或 ｔｔｙＳ０
使用第１个串口设备作为终端。
ｔｔｙｂ，ｃｕａ１ 或 ｔｔｙＳ１
使用第２个串口设备作为终端。
ｖｉｄｅｏ
使用主机上的现卡作为终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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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ｅｔｅｎｖ（ｓｅｔ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功能说明：查询或显示环境变量。
语

法：ｓｅｔｅｎｖ ［变量名称］［变量值］

补充说明：ｓｅｔｅｎｖ 为 ｔｓｃｈ 中查询或设置环境变量的指令。

ｓｅｔｕｐ
功能说明：设置公用程序。
语

法：ｓｅｔｕｐ

补充说明：ｓｅｔｕｐ 是一个设置公用程序，提供图形界面的操作方
式。在 ｓｅｔｕｐ 中可设置 ７ 类的选项：
１．登陆认证方式
２．键盘组态设置
３．鼠标组态设置
４．开机时所要启动的系统服务
５．声卡组态设置
６．时区设置
７．Ｘ Ｗｉｎｄｏｗｓ 组态设置

ｓｎｄｃｏｎｆｉｇ
功能说明：设置声卡。
语

法：ｓｎｄｃｏｎｆｉｇ ［－－ｈｅｌｐ］［－－ｎｏａｕｔｏｃｏｎｆｉｇ］［－－ｎｏｐｒｏｂｅ］

补充说明：ｓｎｄｃｏｎｆｉｇ 为声卡设置程序，支持 ＰｎＰ 设置，可自动
检测并设置 ＰｎＰ 声卡。
参

数：
－－ｈｅｌｐ
显示帮助。
－－ｎｏａｕｔｏｃｏｎｆｉｇ
不自动设置 ＰｎＰ 的声卡。
－－ｎｏｐｒｏｂｅ
不自动检测 ＰｎＰ 声卡。

ＳＶＧＡＴｅｘｔ Ｍｏｄｅ
功能说明：加强文字模式的显示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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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
式］

法：ＳＶＧＡＴｅｘｔＭｏｄｅ ［－ａｃｄｆｈｍｎｒｓｖ］［－ｔ ＜配置文件＞］［模

补充说明：ＳＶＧＡＴｅｘｔＭｏｄｅ 可用来设置文字模式下的显示画面，
包括分辨率，字体和更新频率等。
参

数：
－ａ
如果新显示模式的屏幕大小与原先不同时，
ＳＶＧＡＴｅｘｔＭｏｄｅ 会执行必要的系统设置。
－ｃ
维持原有的 ＶＧＡ 时脉。
－ｄ
执行时会显示详细的信息，供排错时参考。
－ｆ
不要执行配置文件中有关字体载入的指令。
－ｈ
显示帮助。
－ｍ
允许 １ｘ１ 的方式来重设屏幕大小。
－ｎ
仅测试指定的模式。
－ｒ
通知或重设与屏幕大小相关的程序。
－ｓ
显示配置文件中所有可用的模式。
－ｔ＜配置文件＞
指定配置文件。
－ｖ
ＳＶＧＡＴｅｘｔＭｏｄｅ 在配置新的显示模式时，预设会先检查垂
直与水平的更新更新频率是否在配置文件所指定的范围内，如果
不在范围内，则不设置新的显示模式。
模式］
［模式］参数必须是配置文件中模式的名称。

ｔｉｍｅｃｏｎｆｉｇ
功能说明：设置时区。
语
法：ｔｉｍｅｃｏｎｆｉｇ ［－－ａｒｃ］［－－ｂａｃｋ］［－－ｔｅｓｔ］［－－ｕｔｃ］［时区
名称］
补充说明：这是 Ｒｅｄ Ｈａｔ 公司遵循 ＧＰＬ 规则所开发的程序，它具
有互动式操作界面，您可以轻易地利用方向键和空格键等，设置
系统时间所属的时区。
参

数：
－－ａｒｃ
使用 Ａｌｐｈａ 硬件结构的格式存储系统时间。
－－ｂａｃｋ
在互动式界面里，显示 Ｂａｃｋ 钮而非 Ｃａｎｃｅｌ 钮。
－－ｔｅｓｔ
仅作测试，并不真的改变系统的时区。
－－ｕｔｃ
把硬件时钟上的时间视为 ＣＵＴ，有时也称为 ＵＴＣ 或
ＵＣＴ。

ｕｌｉｍｉ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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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说明：控制 ｓｈｅｌｌ 程序的资源。
语
法：ｕｌｉｍｉｔ ［－ａＨＳ］［－ｃ ＜ｃｏｒｅ 文件上限＞］［－ｄ ＜数据节区
大小＞］［－ｆ ＜文件大小＞］［－ｍ ＜内存大小＞］［－ｎ ＜文件数目
＞］［－ｐ ＜缓冲区大小＞］［－ｓ ＜堆叠大小＞］［－ｔ ＜ＣＰＵ 时间＞］［－ｕ ＜程
序数目＞］［－ｖ ＜虚拟内存大小＞］
补充说明：ｕｌｉｍｉｔ 为 ｓｈｅｌｌ 内建指令，可用来控制 ｓｈｅｌｌ 执行
程序的资源。
参

数：
－ａ
显示目前资源限制的设定。
－ｃ ＜ｃｏｒｅ 文件上限＞
设定 ｃｏｒｅ 文件的最大值，单位为区
块。
－ｄ ＜数据节区大小＞
程序数据节区的最大值，单位为 ＫＢ。
－ｆ ＜文件大小＞
ｓｈｅｌｌ 所能建立的最大文件，单位为区块。
－Ｈ
设定资源的硬性限制，也就是管理员所设下的限制。
－ｍ ＜内存大小＞
指定可使用内存的上限，单位为 ＫＢ。
－ｎ ＜文件数目＞
指定同一时间最多可开启的文件数。
－ｐ ＜缓冲区大小＞
指定管道缓冲区的大小，单位 ５１２ 字节。
－ｓ ＜堆叠大小＞
指定堆叠的上限，单位为 ＫＢ。
－Ｓ
设定资源的弹性限制。
－ｔ ＜ＣＰＵ 时间＞
指定 ＣＰＵ 使用时间的上限，单位为秒。
－ｕ ＜程序数目＞
用户最多可开启的程序数目。
－ｖ ＜虚拟内存大小＞
指定可使用的虚拟内存上限，单位为
ＫＢ。

ｕｎａｌｉａｓ
功能说明：删除别名。
语

法：ｕｎａｌｉａｓ ［－ａ］［别名］

补充说明：ｕｎａｌｉａｓ 为 ｓｈｅｌｌ 内建指令，可删除别名设置。
参
－ａ

数：
删除全部的别名。

ｕｎｓｅｔ
功能说明：删除变量或函数。
语

法：ｕｎｓｅｔ ［－ｆｖ］［变量或函数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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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说明：ｕｎｓｅｔ 为 ｓｈｅｌｌ 内建指令，可删除变量或函数。
参
－ｆ
－ｖ

数：
仅删除函数。
仅删除变量。

9.文档编辑
ｃｏｌ
功能说明：过滤控制字符。
语

法：ｃｏｌ ［－ｂｆｘ］［－ｌ＜缓冲区列数＞］

补充说明：在许多 ＵＮＩＸ 说明文件里，都有 ＲＬＦ 控制字符。当我们运用 ｓｈｅｌｌ 特殊字符
＂＞＂和＂＞＞＂，把说明文件的内容输出成纯文本文件时，控制字符会变成乱码，ｃｏｌ 指令
则能有效滤除这些控制字符。
参

数：
－ｂ
过滤掉所有的控制字符，包括 ＲＬＦ 和 ＨＲＬＦ。
－ｆ
滤除 ＲＬＦ 字符，但允许将 ＨＲＬＦ 字符呈现出来。
－ｘ
以多个空格字符来表示跳格字符。
－ｌ＜缓冲区列数＞
预设的内存缓冲区有 １２８ 列，您可以自行指定缓冲区的大小。

ｃｏｌｒｍ（ｃｏｌｕｍｎ ｒｅｍｏｖｅ）
功能说明：滤掉指定的行。
语

法：ｃｏｌｒｍ ［开始行数编号＜结束行数编号＞］

补充说明：ｃｏｌｒｍ 指令从标准输入设备读取书记，转而输出到标
准输出设备。如果不加任何参数，则该指令不会过滤任何一行。

ｃｏｍｍ（ｃｏｍｍｏｎ）
功能说明：比较两个已排过序的文件。
语
法：ｃｏｍｍ ［－１２３］［－－ｈｅｌｐ］［－－ｖｅｒｓｉｏｎ］［第 １ 个文件］［第
２ 个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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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说明：这项指令会一列列地比较两个已排序文件的差异，并
将其结果显示出来，如果没有指定任何参数，则会把结果分成 ３
行显示：第 １ 行仅是在第 １ 个文件中出现过的列，第 ２ 行是仅在
第 ２ 个文件中出现过的列，第 ３ 行则是在第 １ 与第 ２ 个文件里都
出现过的列。若给予的文件名称为＂－＂，则 ｃｏｍｍ 指令会从标准输
入设备读取数据。
参

数：
－１
不显示只在第 １ 个文件里出现过的列。
－２
不显示只在第 ２ 个文件里出现过的列。
－３
不显示只在第 １ 和第 ２ 个文件里出现过的列。
－－ｈｅｌｐ
在线帮助。
－－ｖｅｒｓｉｏｎ
显示版本信息。

ｃｓｐｌｉｔ（ｃｏｎｔｅｘｔ ｓｐｌｉｔ）
功能说明：分割文件。
语
法：ｃｓｐｌｉｔ ［－ｋｑｓｚ］［－ｂ＜输出格式＞］［－ｆ＜输出字首字符串
＞］［－ｎ＜输出文件名位数＞］［－－ｈｅｌｐ］［－－ｖｅｒｓｉｏｎ］［文件］［范本样
式．．．］
补充说明：将文件依照指定的范本样式予以切割后，分别保存成
名称为 ｘｘ００，ｘｘ０１，ｘｘ０２．．．的文件。若给予的文件名称为＂－＂，
则 ｃｓｐｌｉｔ 指令会从标准输入设备读取数据。
参

数：
－ｂ＜输出格式＞或－－ｓｕｆｆｉｘ－ｆｏｒｍａｔ＝＜输出格式＞
预设的输出
格式其文件名称为 ｘｘ００，ｘｘ０１．．．等，您可以通过改变＜输出格式
＞来改变输出的文件名。
－ｆ＜输出字首字符串＞或－－ｐｒｅｆｉｘ＝＜输出字首字符串＞
预设
的输出字首字符串其文件名为 ｘｘ００，ｘｘ０１．．．等，如果你指定输
出字首字符串为＂ｈｅｌｌｏ＂，则输出的文件名称会变成
ｈｅｌｌｏ００，ｈｅｌｌｏ０１．．．等。
－ｋ 或－－ｋｅｅｐ－ｆｉｌｅｓ
保留文件，就算发生错误或中断执行，
也不能删除已经输出保存的文件。
－ｎ＜输出文件名位数＞或－－ｄｉｇｉｔｓ＝＜输出文件名位数＞
预设
的输出文件名位数其文件名称为 ｘｘ００，ｘｘ０１．．．等，如果你指定
输出文件名位数为＂３＂，则输出的文件名称会变成
ｘｘ０００，ｘｘ００１．．．等。
－ｑ 或－ｓ 或－－ｑｕｉｅｔ 或－－ｓｉｌｅｎｔ
不显示指令执行过程。
－ｚ 或－－ｅｌｉｄｅ－ｅｍｐｔｙ－ｆｉｌｅｓ
删除长度为 ０ Ｂｙｔｅ 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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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ｅｌｐ
在线帮助。
－－ｖｅｒｓｉｏｎ
显示版本信息。

ｅｄ（ｅｄｉｔｏｒ）
功能说明：文本编辑器。
语
件］

法：ｅｄ ［－］［－Ｇｓ］［－ｐ＜字符串＞］［－－ｈｅｌｐ］［－－ｖｅｒｓｉｏｎ］［文

补充说明：ｅｄ 是 Ｌｉｎｕｘ 中功能最简单的文本编辑程序，一次仅
能编辑一行而非全屏幕方式的操作。
参

数：
－Ｇ 或－－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提供回兼容的功能。
－ｐ＜字符串＞
指定 ｅｄ 在 ｃｏｍｍａｎｄ ｍｏｄｅ 的提示字符。
－ｓ，－，－－ｑｕｉｅｔ 或－－ｓｉｌｅｎｔ
不执行开启文件时的检查功能。
－－ｈｅｌｐ
显示帮助。
－－ｖｅｒｓｉｏｎ
显示版本信息。

ｅｇｒｅｐ
功能说明：在文件内查找指定的字符串。ｅｇｒｅｐ 执行效果如
ｇｒｅｐ －Ｅ，使用的语法及参数可参照 ｇｒｅｐ 指令，与 ｇｒｅｐ 不同点
在于解读字符串的方法，ｅｇｒｅｐ 是用
ｅｘｔｅｎｄｅｄ ｒｅｇｕｌａｒ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语法来解读，而 ｇｒｅｐ 则用
ｂａｓｉｃ ｒｅｇｕｌａｒ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语法，
ｅｘｔｅｎｄｅｄ ｒｅｇｕｌａｒ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比 ｂａｓｉｃ ｒｅｇｕｌａｒ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有更完整的表达规范。

ｅｘ
功能说明：在 Ｅｘ 模式下启动 ｖｉｍ 文本编辑器。ｅｘ 执行效果如同
ｖｉ －Ｅ，使用语法及参数可参照 ｖｉ 指令，如要从 Ｅｘ 模式回到普
通模式，则在 ｖｉｍ 中输入：ｖｉ 或：ｖｉｓｕａｌ 即可。

ｆｇｒｅｐ（ｆｉｘｅｄ ｒｅｇｅｘｐ）
功能说明：查找文件里符合条件的字符串。
语

法：ｆｇｒｅｐ ［范本样式］［文件或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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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说明：本指令相当于执行 ｇｒｅｐ 指令加上参数
＂－Ｆ＂，详见 ｇｒｅｐ 指令说明。

ｆｍｔ（ｆｒｏｍａｔ）
功能说明：编排文本文件。
语
法：ｆｍｔ ［－ｃｓｔｕ］［－ｐ＜列起始字符串＞］［－ｗ＜每列字符数
＞］［－－ｈｅｌｐ］［－－ｖｅｒｓｉｏｎ］［文件．．．］
补充说明：ｆｍｔ 指令会从指定的文件里读取内容，将其依照指定
格式重新编排后，输出到标准输出设备。若指定的文件名为＂－＂，
则 ｆｍｔ 指令会从标准输入设备读取数据。
参

数：
－ｃ 或－－ｃｒｏｗｎ－ｍａｒｇｉｎ
每段前两列缩排。
－ｐ＜列起始字符串＞或－ｐｒｅｆｉｘ＝＜列起始字符串＞
仅合并含有
指定字符串的列，通常运用在程序语言的注解方面。
－ｓ 或－－ｓｐｌｉｔ－ｏｎｌｙ
只拆开字数超出每列字符数的列，但不
合并字数不足每列字符数的列。
－ｔ 或－－ｔａｇｇｅｄ－ｐａｒａｇｒａｐｈ
每列前两列缩排，但第 １ 列和第
２ 列的缩排格式不同。
－ｕ 或－－ｕｎｉｆｏｒｍ－ｓｐａｃｉｎｇ
每个字符之间都以一个空格字符
间隔，每个句子之间则两个空格字符分隔。
－ｗ＜每列字符数＞或－－ｗｉｄｔｈ＝＜每列字符数＞或－＜每列字符数
＞
设置每列的最大字符数。
－－ｈｅｌｐ
在线帮助。
－－ｖｅｒｓｉｏｎ
显示版本信息。

ｆｏｌｄ
功能说明：限制文件列宽。
语
法：ｆｏｌｄ ［－ｂｓ］［－ｗ＜每列行数＞］［－－ｈｅｌｐ］［－－ｖｅｒｓｉｏｎ］［文
件．．．］
补充说明：ｆｏｌｄ 指令会从指定的文件里读取内容，将超过限定
列宽的列加入增列字符后，输出到标准输出设备。若不指定任何
文件名称，或是所给予的文件名为“－”，则 ｆｏｌｄ 指令会从标准
输入设备读取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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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

数：
－ｂ 或－－ｂｙｔｅｓ
以 Ｂｙｔｅ 为单位计算列宽，而非采用行数编号
为单位。
－ｓ 或－－ｓｐａｃｅｓ
以空格字符作为换列点。
－ｗ＜每列行数＞或－－ｗｉｄｔｈ＜每列行数＞
设置每列的最大行数。
－－ｈｅｌｐ
在线帮助。
－－ｖｅｒｓｉｏｎ
显示版本信息。

ｇｒｅｐ
功能说明：查找文件里符合条件的字符串。
语
法：ｇｒｅｐ ［－ａｂｃＥＦＧｈＨｉｌＬｎｑｒｓｖＶｗｘｙ］［－Ａ＜显示列数＞］［－Ｂ＜
显示列数＞］［－Ｃ＜显示列数＞］［－ｄ＜进行动作＞］［－ｅ＜范本样式
＞］［－ｆ＜范本文件＞］［－－ｈｅｌｐ］［范本样式］［文件或目录．．．］
补充说明：ｇｒｅｐ 指令用于查找内容包含指定的范本样式的文件，
如果发现某文件的内容符合所指定的范本样式，预设 ｇｒｅｐ 指令
会把含有范本样式的那一列显示出来。若不指定任何文件名称，
或是所给予的文件名为“－”，则 ｇｒｅｐ 指令会从标准输入设备读
取数据。
参

数：
－ａ 或－－ｔｅｘｔ
不要忽略二进制的数据。
－Ａ＜显示列数＞或－－ａｆｔｅｒ－ｃｏｎｔｅｘｔ＝＜显示列数＞
除了显示符
合范本样式的那一列之外，并显示该列之后的内容。
－ｂ 或－－ｂｙｔｅ－ｏｆｆｓｅｔ
在显示符合范本样式的那一列之前，
标示出该列第一个字符的位编号。
－Ｂ＜显示列数＞或－－ｂｅｆｏｒｅ－ｃｏｎｔｅｘｔ＝＜显示列数＞
除了显示
符合范本样式的那一列之外，并显示该列之前的内容。
－ｃ 或－－ｃｏｕｎｔ
计算符合范本样式的列数。
－Ｃ＜显示列数＞或－－ｃｏｎｔｅｘｔ＝＜显示列数＞或－＜显示列数＞
除
了显示符合范本样式的那一列之外，并显示该列之前后的内容。
－ｄ＜进行动作＞或－－ｄｉｒｅｃｔｏｒｉｅｓ＝＜进行动作＞
当指定要查找
的是目录而非文件时，必须使用这项参数，否则 ｇｒｅｐ 指令将回
报信息并停止动作。
－ｅ＜范本样式＞或－－ｒｅｇｅｘｐ＝＜范本样式＞
指定字符串做为查
找文件内容的范本样式。
－Ｅ 或－－ｅｘｔｅｎｄｅｄ－ｒｅｇｅｘｐ
将范本样式为延伸的普通表示法
来使用。
－ｆ＜范本文件＞或－－ｆｉｌｅ＝＜范本文件＞
指定范本文件，其内容
含有一个或多个范本样式，让 ｇｒｅｐ 查找符合范本条件的文件内
容，格式为每列一个范本样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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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 或－－ｆｉｘｅｄ－ｒｅｇｅｘｐ
将范本样式视为固定字符串的列表。
－Ｇ 或－－ｂａｓｉｃ－ｒｅｇｅｘｐ
将范本样式视为普通的表示法来使
用。
－ｈ 或－－ｎｏ－ｆｉｌｅｎａｍｅ
在显示符合范本样式的那一列之前，
不标示该列所属的文件名称。
－Ｈ 或－－ｗｉｔｈ－ｆｉｌｅｎａｍｅ
在显示符合范本样式的那一列之前，
表示该列所属的文件名称。
－ｉ 或－－ｉｇｎｏｒｅ－ｃａｓｅ
忽略字符大小写的差别。
－ｌ 或－－ｆｉｌｅ－ｗｉｔｈ－ｍａｔｃｈｅｓ
列出文件内容符合指定的范本
样式的文件名称。
－Ｌ 或－－ｆｉｌｅｓ－ｗｉｔｈｏｕｔ－ｍａｔｃｈ
列出文件内容不符合指定的
范本样式的文件名称。
－ｎ 或－－ｌｉｎｅ－ｎｕｍｂｅｒ
在显示符合范本样式的那一列之前，
标示出该列的列数编号。
－ｑ 或－－ｑｕｉｅｔ 或－－ｓｉｌｅｎｔ
不显示任何信息。
－ｒ 或－－ｒｅｃｕｒｓｉｖｅ
此参数的效果和指定“－ｄ ｒｅｃｕｒｓｅ”参
数相同。
－ｓ 或－－ｎｏ－ｍｅｓｓａｇｅｓ
不显示错误信息。
－ｖ 或－－ｒｅｖｅｒｔ－ｍａｔｃｈ
反转查找。
－Ｖ 或－－ｖｅｒｓｉｏｎ
显示版本信息。
－ｗ 或－－ｗｏｒｄ－ｒｅｇｅｘｐ
只显示全字符合的列。
－ｘ 或－－ｌｉｎｅ－ｒｅｇｅｘｐ
只显示全列符合的列。
－ｙ
此参数的效果和指定“－ｉ”参数相同。
－－ｈｅｌｐ
在线帮助。

ｉｓｐｅｌｌ（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ｖｅ ｓｐｅｌｌｉｎｇ ｃｈｅｃｋｉｎｇ）
功能说明：拼字检查程序。
语
法：ｉｓｐｅｌｌ ［－ａＡｂＢＣｌｍＭｎＮＰＳｔＶｘ］［－ｄ＜字典文件＞］［－Ｌ＜行
数＞］［－ｐ＜字典文件＞］［－ｗ＜非字母字符＞］［－Ｗ＜字符串长度＞］［要检
查的文件］
补充说明：ｉｓｐｅｌｌ 预设会使用／ｕｓｒ／ｌｉｂ／ｉｓｐｅｌｌ／ｅｎｇｌｉｓｈ．ｈａｓｈ
字典文件来检查文本文件。若在检查的文件中找到字典没有的词
汇，ｉｓｐｅｌｌ 会建议使用的词汇，或是让你将新的词汇加入个人
字典。
参

数：
－ａ
当其他程序输出送到 ｉｓｐｅｌｌ 时，必须使用此参数。
－Ａ
读取到＂＆Ｉｎｃｌｕｄｅ Ｆｉｌｅ＆＂字符串时，就去检查字符串后
所指定文件的内容。
－ｂ
产生备份文件，文件名为．ｂａ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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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
检查连字错误。
－Ｃ
不检查连字错误。
－ｄ＜字典文件＞
指定字典文件。
－ｌ
从标准输入设备读取字符串，结束后显示拼错的词汇。
－Ｌ＜行数＞
指定内文显示的行数。
－ｍ
自动考虑字尾的变化。
－Ｍ
进入 ｉｓｐｅｌｌ 后，在画面下方显示指令的按键。
－ｎ
检查的文件为 ｎｏｆｆ 或 ｔｒｏｆｆ 的格式。
－Ｎ
进入 ｉｓｐｅｌｌ 后，在画面下方不显示指令的按键。
－ｐ＜字典文件＞
指定个人字典文件。
－Ｐ
不考虑字尾变化的情形。
－Ｓ
不排序建议取代的词汇。
－ｔ
检查的文件为 ＴｅＸ 或 ＬａＴｅＸ 的格式。
－Ｖ
非 ＡＮＳＩ 标准的字符会以＂Ｍ－＾＂的方式来显示。
－ｗ＜非字母字符＞
检查时，特别挑出含有指定的字符。
－Ｗ＜字符串长度＞
不检查指定长度的词汇。
－ｘ
不要产生备份文件。

ｊｅｄ
功能说明：编辑文本文件。
语

法：ｊｅｄ ［－２ｎ］［－ｂａｔｃｈ］［－ｆ＜函数＞］［－ｇ＜行数＞］［－ｉ＜文件＞］［－Ｉ＜文件＞］［－ｓ＜字符串＞］［文件

补充说明：Ｊｅｄ 是以 Ｓｌａｎｇ 所写成的程序，适合用来编辑程序原始代码。
参

数：
－２
显示上下两个编辑区。
－ｂａｔｃｈ
以批处理模式来执行。
－ｆ＜函数＞
执行 Ｓｌａｎｇ 函数。
－ｇ＜行数＞
移到缓冲区中指定的行数。
－ｉ＜文件＞
将指定的文件载入缓冲区。
－ｉ＜文件＞
载入 Ｓｌａｎｇ 原始代码文件。
－ｎ
不要载入 ｊｅｄ．ｒｃ 配置文件。
－ｓ＜字符串＞
查找并移到指定的字符串。

ｊｏｅ
功能说明：编辑文本文件。

语
法：
ｊｏｅ ［－ａｓｉｓ］［－ｂｅｅｐ］［－ｃｓｍｏｄｅ］［－ｄｏｐａｄｄｉｎｇ］［－ｅｘａｓｋ］［－ｆｏｒｃｅ］［－ｈｅｌｐ］［－ｋｅｅｐｕｐ］［－ｌｉｇｈｔｏｆｆ］［
目录＞］［－ｃｏｌｕｍｎｓ＜栏位＞］［－ｌｉｎｅｓ＜行数＞］［－ｐｇ＜行数＞］［－ｓｋｉｐｔｏｐ＜行数＞］［－ａｕｔｏｉｎｄｅｎｔ ｃｒｌｆ ｌｉｎｕ
字符数＞］［－ｋｅｙｍａｐ＜按键配置文件＞］［－ｌｍａｒｇｉｎ＜栏数＞］［－ｒｍａｒｇｉｎ＜栏数＞］［－ｔａｂ＜栏数＞］［要编辑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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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说明：Ｊｏｅ 是一个功能强大的全屏幕文本编辑程序。操作的复杂度要比 Ｐｉｃｏ 高一点，但是功
件之间执行剪贴的动作。

参
数：
以下为程序参数
－ａｓｉｓ
字符码超过 １２７ 的字符不做任何处理。
－ｂａｃｋｐａｔｈ＜目录＞
指定备份文件的目录。
－ｂｅｅｐ
编辑时，若有错误即发出哗声。
－ｃｏｌｕｍｎｓ＜栏位＞
设置栏数。
－ｃｓｍｏｄｅ
可执行连续查找模式。
－ｄｏｐａｄｄｉｎｇ
是程序跟 ｔｔｙ 间存在缓冲区。
－ｅｘａｓｋ
在程序中，执行＂Ｃｔｒｌ＋ｋ＋ｘ＂时，会先确认是否要保存文件。
－ｆｏｒｃｅ
强制在最后一行的结尾处加上换行符号。
－ｈｅｌｐ
执行程序时一并显示帮助。
－ｋｅｅｐｕｐ
在进入程序后，画面上方为状态列。
－ｌｉｇｈｔｏｆｆ
选取的区块在执行完区块命令后，就会回复成原来的状态。
－ｌｉｎｅｓ＜行数＞
设置行数。
－ｍａｒｋｉｎｇ
在选取区块时，反白区块会随着光标移动。
－ｍｉｄ
当光标移出画面时，即自动卷页，使光标回到中央。
－ｎｏｂａｃｋｕｐｓ
不建立备份文件。
－ｎｏｎｏｔｉｃｅ
程序执行时，不显示版权信息。
－ｎｏｓｔａ
程序执行时，不显示状态列。
－ｎｏｘｏｎ
尝试取消“Ｃｔｒｌ＋ｓ”与“Ｃｔｒｌ＋ｑ”键的功能。
－ｏｒｐｈａｎ
若同时开启一个以上的文件，则其他文件会置于独立的缓冲区，而不会另外开启编辑
－ｐｇ＜行数＞
按“ＰａｇｅＵｐ”或“ＰａｇｅＤｏｗｎ”换页时，所要保留前一页的行数。
－ｓｋｉｐｔｏｐ＜行数＞
不使用屏幕上方指定的行数。
以下为文件参数
＋＜行数＞
指定开启文件时，光标所在的行数。
－ａｕｔｏｉｎｄｅｎｔ
自动缩排。
－ｃｒｌｆ
在换行时，使用 ＣＲ－ＬＦ 字符。
－ｉｎｄｅｎｔｃ＜缩排字符＞
执行缩排时，实际插入的字符。
－ｉｓｔｅｐ＜缩排字符数＞
每次执行缩排时，所移动的缩排字符数。
－ｋｅｙｍａｐ＜按键配置文件＞
使用不同的按键配置文件。
－ｌｉｎｕｍｓ
在每行前面加上行号。
－ｌｍａｒｇｉｎ＜栏数＞
设置左侧边界。
－ｏｖｅｒｗｒｉｔｅ
设置覆盖模式。
－ｒｍａｒｇｉｎ＜栏数＞
设置右侧边界。
－ｔａｂ＜栏数＞
设置 ｔａｂ 的宽度。
－ｒｄｏｎｌｙ
以只读的方式开启文件－ｗｏｒｄｗｒａｐ 编辑时若超过右侧边界，则自动换行。

ｊｏｉ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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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说明：将两个文件中，指定栏位内容相同的行连接起来。
语
法：ｊｏｉｎ ［－ｉ］［－ａ＜１ 或 ２＞］［－ｅ＜字符串＞］［－ｏ＜格式＞］［－ｔ＜
字符＞］［－ｖ＜１ 或 ２＞］［－１＜栏位＞］［－２＜栏位
＞］［－－ｈｅｌｐ］［－－ｖｅｒｓｉｏｎ］［文件 １］［文件 ２］
补充说明：找出两个文件中，指定栏位内容相同的行，并加以合
并，再输出到标准输出设备。
参

数：
－ａ＜１ 或 ２＞
除了显示原来的输出内容之外，还显示指令文件
中没有相同栏位的行。
－ｅ＜字符串＞
若［文件 １］与［文件 ２］中找不到指定的栏位，则
在输出中填入选项中的字符串。
－ｉ 或－－ｉｇｏｒｅ－ｃａｓｅ
比较栏位内容时，忽略大小写的差异。
－ｏ＜格式＞
按照指定的格式来显示结果。
－ｔ＜字符＞
使用栏位的分隔字符。
－ｖ＜１ 或 ２＞
跟－ａ 相同，但是只显示文件中没有相同栏位的
行。
－１＜栏位＞
连接［文件 １］指定的栏位。
－２＜栏位＞
连接［文件 ２］指定的栏位。
－－ｈｅｌｐ
显示帮助。
－－ｖｅｒｓｉｏｎ
显示版本信息。

ｌｏｏｋ
功能说明：查询单字。
语
件］

法：ｌｏｏｋ ［－ａｄｆ］［－ｔ＜字尾字符串＞］［字首字符串］［字典文

补充说明：ｌｏｏｋ 指令用于英文单字的查询。您仅需给予它欲查
询的字首字符串，它会显示所有开头字符串符合该条件的单字。
参

数：
使用另一个字典文件 ｗｅｂ２，该文件也位于／ｕｓｒ／ｄｉｃｔ 目

－ａ
录下。
－ｄ
只对比英文字母和数字，其余一慨忽略不予比对。
－ｆ
忽略字符大小写差别。
－ｔ＜字尾字符串＞
设置字尾字符串。

ｍｔｙｐｅ
功能说明：显示 ＭＳ－ＤＯＳ 文件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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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

法：ｍｔｙｐｅ ［－ｓｔ］［文件］

补充说明：ｍｔｙｐｅ 为 ｍｔｏｏｌｓ 工具指令，模拟 ＭＳ－ＤＯＳ
的 ｔｙｐｅ 指令，可显示 ＭＳ－ＤＯＳ 文件的内容。
参

数：
－ｓ
去除 ８ 位字符码集的第一个位，使它兼容于
７ 位的 ＡＳＣＩＩ。
－ｔ
将 ＭＳ－ＤＯＳ 文本文件中的“换行＋光标移至
行首”字符转换成 Ｌｉｎｕｘ 的换行字符。

ｐｉｃｏ
功能说明：编辑文字文件。
语
法：ｐｉｃｏ ［－ｂｄｅｆｇｈｊｋｍｑｔｖｗｘｚ］［－ｎ＜间隔秒数
＞］［－ｏ＜工作目录＞］［－ｒ＜编辑页宽＞］［－ｓ＜拼字检查器
＞］［＋＜列数编号＞］［文件］
补充说明：ｐｉｃｏ 是个简单易用、以显示导向为主的
文字编辑程序，它伴随着处理电子邮件和新闻组的
程序 ｐｉｎｅ 而来。
参

数：
－ｂ
开启置换的功能。
－ｄ
开启删除的功能。
－ｅ
使用完整的文件名称。
－ｆ
支持键盘上的 Ｆ１、Ｆ２．．．等功能键。
－ｇ
显示光标。
－ｈ
在线帮助。
－ｊ
开启切换的功能。
－ｋ
预设 ｐｉｃｏ 在使用剪下命令时，会把光标所
在的列的内容全部删除。
－ｍ
开启鼠标支持的功能，您可用鼠标点选命令
列表。
－ｎ＜间隔秒数＞
设置多久检查一次新邮件。
－ｏ＜工作目录＞
设置工作目录。
－ｑ
忽略预设值。
－ｒ＜编辑页宽＞
设置编辑文件的页宽。
－ｓ＜拼字检查器＞
另外指定拼字检查器。
－ｔ
启动工具模式。
－ｖ
启动阅读模式，用户只能观看，无法编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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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的内容。
－ｗ
关闭自动换行，通过这个参数可以编辑内容
很长的列。
－ｘ
关闭换面下方的命令列表。
－ｚ
让 ｐｉｃｏ 可被 Ｃｔｒｌ＋ｚ 中断，暂存在后台作业
里。
＋＜列数编号＞
执行 ｐｉｃｏ 指令进入编辑模式时，
从指定的列数开始编辑。

ｒｇｒｅｐ（ｒｅｃｕｒｓｉｖｅ ｇｒｅｐ）
功能说明：递归查找文件里符合条件的字符串。
语
法：ｒｇｒｅｐ ［－？ＢｃＤＦｈＨｉｌｎＮｒｖ］［－Ｒ＜范本样式＞］［－Ｗ＜列长度
＞］［－ｘ＜扩展名＞］［－－ｈｅｌｐ］［－－ｖｅｒｓｉｏｎ］［范本样式］［文件或目
录．．．］
补充说明：ｒｇｒｅｐ 指令的功能和 ｇｒｅｐ 指令类似，可查找内容包
含指定的范本样式的文件，如果发现某文件的内容符合所指定的
范本样式，预设 ｒｇｒｅｐ 指令会把含有范本样式的那一列显示出
来。
参

数：
－？
显示范本样式与范例的说明。
－Ｂ
忽略二进制的数据。
－ｃ
计算符合范本样式的列数。
－Ｄ
排错模式，只列出指令搜寻的目录清单，而不会读取文
件内容。
－Ｆ
当遇到符号连接时，ｒｇｒｅｐ 预设是忽略不予处理，加上
本参数后，ｒｇｒｅｐ 指令就会读取该连接所指向的原始文件的内容。
－ｈ
特别将符合范本样式的字符串标示出来。
－Ｈ
只列出符合范本样式的字符串，而非显示整列的内容。
－ｉ
忽略字符大小写的差别。
－ｌ
列出文件内容符合指定的范本样式的文件名称。
－ｎ
在显示符合坊本样式的那一列之前，标示出该列的列数
编号。
－Ｎ
不要递归处理。
－ｒ
递归处理，将指定目录下的所有文件及子目录一并处理。
－Ｒ＜范本样式＞
此参数的效果和指定“－ｒ”参数类似，但只
主力符合范本样式文件名称的文件。
－ｖ
反转查找。
－Ｗ＜列长度＞
限制符合范本样式的字符串所在列，必须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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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字符数。
－ｘ＜扩展名＞
只处理符合指定扩展名的文件名称的文件。
－－ｈｅｌｐ
在线帮助。
－－ｖｅｒｓｉｏｎ
显示版本信息。

ｓｅｄ（ｓｔｒｅａｍ ｅｄｉｔｏｒ）
功能说明：利用 ｓｃｒｉｐｔ 来处理文本文件。
语
件］

法：ｓｅｄ ［－ｈｎＶ］［－ｅ＜ｓｃｒｉｐｔ＞］［－ｆ＜ｓｃｒｉｐｔ 文件＞］［文本文

补充说明：ｓｅｄ 可依照 ｓｃｒｉｐｔ 的指令，来处理、编辑文本文件。
参

数：
－ｅ＜ｓｃｒｉｐｔ＞或－－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ｓｃｒｉｐｔ＞
以选项中指定的
ｓｃｒｉｐｔ 来处理输入的文本文件。
－ｆ＜ｓｃｒｉｐｔ 文件＞或－－ｆｉｌｅ＝＜ｓｃｒｉｐｔ 文件＞ 以选项中指定的
ｓｃｒｉｐｔ 文件来处理输入的文本文件。
－ｈ 或－－ｈｅｌｐ
显示帮助。
－ｎ 或－－ｑｕｉｅｔ 或－－ｓｉｌｅｎｔ
仅显示 ｓｃｒｉｐｔ 处理后的结果。
－Ｖ 或－－ｖｅｒｓｉｏｎ
显示版本信息。

ｓｏｒｔ
功能说明：将文本文件内容加以排序。
语
法：ｓｏｒｔ ［－ｂｃｄｆｉｍＭｎｒ］［－ｏ＜输出文件＞］［－ｔ＜分隔字符
＞］［＋＜起始栏位＞－＜结束栏位＞］［－－ｈｅｌｐ］［－－ｖｅｒｉｓｏｎ］［文件］
补充说明：ｓｏｒｔ 可针对文本文件的内容，以行为单位来排序。
参

数：
－ｂ
忽略每行前面开始出的空格字符。
－ｃ
检查文件是否已经按照顺序排序。
－ｄ
排序时，处理英文字母、数字及空格字符外，忽略其他
的字符。
－ｆ
排序时，将小写字母视为大写字母。
－ｉ
排序时，除了 ０４０ 至 １７６ 之间的 ＡＳＣＩＩ 字符外，忽略其
他的字符。
－ｍ
将几个排序好的文件进行合并。
－Ｍ
将前面 ３ 个字母依照月份的缩写进行排序。
－ｎ
依照数值的大小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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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输出文件＞
将排序后的结果存入指定的文件。
－ｒ
以相反的顺序来排序。
－ｔ＜分隔字符＞
指定排序时所用的栏位分隔字符。
＋＜起始栏位＞－＜结束栏位＞
以指定的栏位来排序，范围由起
始栏位到结束栏位的前一栏位。
－－ｈｅｌｐ
显示帮助。
－－ｖｅｒｓｉｏｎ
显示版本信息。

ｓｐｅｌｌ
功能说明：拼字检查程序。
语

法：ｓｐｅｌｌ

补充说明：ｓｐｅｌｌ 可从标准输入设备读取字符串，
结束后显示拼错的词汇。

ｔｒ（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
ｔｒ（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
功能说明：转换字符。
语
法：ｔｒ ［－ｃｄｓｔ］［－－ｈｅｌｐ］［－－ｖｅｒｓｉｏｎ］［第一字符集］［第二
字符集］
补充说明：ｔｒ 指令从标准输入设备读取数据，经过字符串转译
后，输出到标准输出设备。
参

数：
－ｃ 或－－ｃｏｍｐｌｅｒｍｅｎｔ
取代所有不属于第一字符集的字符。
－ｄ 或－－ｄｅｌｅｔｅ
删除所有属于第一字符集的字符。
－ｓ 或－－ｓｑｕｅｅｚｅ－ｒｅｐｅａｔｓ
把连续重复的字符以单独一个字
符表示。
－ｔ 或－－ｔｒｕｎｃａｔｅ－ｓｅｔ１
先删除第一字符集较第二字符集多
出的字符。
－－ｈｅｌｐ
在线帮助。
－－ｖｅｒｓｉｏｎ
显示版本信息。

ｕｎｉｑ
功能说明：检查及删除文本文件中重复出现的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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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
法：ｕｎｉｑ ［－ｃｄｕ］［－ｆ＜栏位＞］［－ｓ＜字符位置＞］［－ｗ＜字符位
置＞］［－－ｈｅｌｐ］［－－ｖｅｒｓｉｏｎ］［输入文件］［输出文件］
补充说明：ｕｎｉｑ 可检查文本文件中重复出现的行列。
参

数：
－ｃ 或－－ｃｏｕｎｔ
在每列旁边显示该行重复出现的次数。
－ｄ 或－－ｒｅｐｅａｔｅｄ
仅显示重复出现的行列。
－ｆ＜栏位＞或－－ｓｋｉｐ－ｆｉｅｌｄｓ＝＜栏位＞
忽略比较指定的栏位。
－ｓ＜字符位置＞或－－ｓｋｉｐ－ｃｈａｒｓ＝＜字符位置＞
忽略比较指定
的字符。
－ｕ 或－－ｕｎｉｑｕｅ
仅显示出一次的行列。
－ｗ＜字符位置＞或－－ｃｈｅｃｋ－ｃｈａｒｓ＝＜字符位置＞
指定要比较的
字符。
－－ｈｅｌｐ
显示帮助。
－－ｖｅｒｓｉｏｎ
显示版本信息。
［输入文件］
指定已排序好的文本文件。
［输出文件］
指定输出的文件。

ｗｃ（ｗｏｒｄ ｃｏｕｎｔ）
功能说明：计算字数。
语

法：ｗｃ ［－ｃｌｗ］［－－ｈｅｌｐ］［－－ｖｅｒｓｉｏｎ］［文件．．．］

补充说明：利用 ｗｃ 指令我们可以计算文件的 Ｂｙｔｅ 数、字数、或
是列数，若不指定文件名称、或是所给予的文件名为“－”，则
ｗｃ 指令会从标准输入设备读取数据。
参

数：
－ｃ 或－－ｂｙｔｅｓ 或－－ｃｈａｒｓ
只显示 Ｂｙｔｅｓ 数。
－ｌ 或－－ｌｉｎｅｓ
只显示列数。
－ｗ 或－－ｗｏｒｄｓ
只显示字数。
－－ｈｅｌｐ
在线帮助。
－－ｖｅｒｓｉｏｎ
显示版本信息。

10.文件传输
ｂｙｅ
功能说明：中断 ＦＴＰ 连线并结束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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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

法：ｂｙｅ

补充说明：在 ｆｔｐ 模式下，输入 ｂｙｅ 即可中断目前的连线作业，
并结束 ｆｔｐ 的执行。

ｆｔｐ（ｆｉｌｅ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ｐｒｏｔｏｃｏｌ）
功能说明：设置文件系统相关功能。
语

法：ｆｔｐ ［－ｄｉｇｎｖ］［主机名称或 ＩＰ 地址］

补充说明：ＦＴＰ 是 ＡＲＰＡＮｅｔ 的标准文件传输协议，该网络就是现
今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的前身。
参
－ｄ
形。
－ｉ
－ｇ
－ｎ
－ｖ

数：
详细显示指令执行过程，便于排错或分析程序执行的情
关闭互动模式，不询问任何问题。
关闭本地主机文件名称支持特殊字符的扩充特性。
不使用自动登陆。
显示指令执行过程。

ｆｔｐｃｏｕｎｔ
功能说明：显示目前以 ＦＴＰ 登入的用户人数。
语

法：ｆｔｐｃｏｕｎｔ

补充说明：执行这项指令可得知目前用 ＦＴＰ 登入系统的人数以及
ＦＴＰ 登入人数的上限。

ｆｔｐｓｈｕｔ（ｆｔｐ ｓｈｕｔｄｏｗｎ）
功能说明：在指定的时间关闭 ＦＴＰ 服务器。
语
息＂］

法：ｆｔｐｓｈｕｔ ［－ｄ＜分钟＞］［－ｌ＜分钟＞］［关闭时间］［＂警告信

补充说明：本指令提供系统管理者在设置的时间关闭 ＦＴＰ 服务
器，且能在关闭之前发出警告信息通知用户。关闭时间若设置后
为＂ｎｏｎｅ＂，则会马上关闭服务器。如果采用＂＋３０＂的方式来设置
表示服务器在 ３０ 分钟之后关闭。依次类推，假设使用＂１１３０＂的
140

格式则代表服务器会在每日的 １１ 时 ３０ 分关闭，时间格式为 ２４
小时制。ＦＴＰ 服务器关闭后，在／ｅｔｃ 目录下会产生一个名称为
ｓｈｕｔｍｓｇ 的文件，把它删除后即可再度启动 ＦＴＰ 服务器的功能。
参

数：
－ｄ＜分钟＞
－ｌ＜分钟＞

切断所有 ＦＴＰ 连线时间。
停止接受 ＦＴＰ 登入的时间。

ｆｔｐｗｈｏ
功能说明：显示目前所有以 ＦＴＰ 登入的用户信息。
语

法：ｆｔｐｗｈｏ

补充说明：执行这项指令可得知目前用 ＦＴＰ 登入系
统的用户有那些人，以及他们正在进行的操作。

ｎｃｆｔｐ（ｎｃ ｆｉｌｅ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ｐｒｏｔｏｃｏｌ）
功能说明：传输文件。
语

法：ｎｃｆｔｐ ［主机或 ＩＰ 地址］

补充说明：ＦＴＰ 让用户得以下载存放于服务器主机的文件，也能
将文件上传到远端主机放置。ＮｃＦＴＰ 是文字模式 ＦＴＰ 程序的佼佼
者，它具备多样特色， 包括显示传输速率，下载进度，自动续
传，标住书签，可通过防火墙和代理服务器等。

ｔｆｔｐ（ｔｒｉｖｉａｌ ｆｉｌｅ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ｐｒｏｔｏｃｏｌ）
功能说明：传输文件。
语

法：ｔｆｔｐ ［主机名称或 ＩＰ 地址］

补充说明：ＦＴＰ 让用户得以下载存放于远端主机的文件，也能将
文件上传到远端主机放置。ｔｆｔｐ 是简单的文字模式 ｆｔｐ 程序，
它所使用的指令和 ＦＴＰ 类似。

ｕｕｃｉｃｏ
功能说明：ＵＵＣＰ 文件传输服务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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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
法：ｕｕｃｉｃｏ ［－ｃＣＤｅｆｑｖｗｚ］［－ｉ＜类型＞］［－Ｉ＜文件＞］［－ｐ＜连
接端口号码＞］［－］［－ｒｌ］［－ｓ＜主机＞］［－Ｓ＜主机＞］［－ｕ＜用户＞］［－ｘ＜
类型＞］［－－ｈｅｌｐ］
补充说明：ｕｕｃｉｃｏ 是用来处理 ｕｕｃｐ 或 ｕｕｘ 送到队列的文件传输
工具。ｕｕｃｉｃｏ 有两种工作模式：主动模式和附属模式。当在主
动模式下时，ｕｕｃｉｃｏ 会调用远端主机；在附属模式下时，ｕｕｃｉｃｏ
则接受远端主机的调用。
参

数：
－ｃ 或－－ｑｕｉｅｔ
当不执行任何工作时，不要更改记录文件的
内容及更新目前的状态。
－Ｃ 或－－ｉｆｗｏｒｋ
当有工作要执行时，才调用－ｓ 或－Ｓ 参数所
指定主机。
－Ｄ 或－－ｎｏｄｅｔａｃｈ
不要与控制终端机离线。
－ｅ 或－－ｌｏｏｐ
在附属模式下执行，并且出现要求登入的提示
画面。
－ｆ 或－－ｆｏｒｃｅ
当执行错误时，不等待任何时间即重新调用
主机。
－ｉ＜类型＞或－－ｓｔｄｉｎ＜类型＞
当使用到标准输入设备时，指定
连接端口的类型。
－Ｉ＜文件＞－－ｃｏｎｆｉｇ＜文件＞
指定使用的配置文件。
－ｌ 或－－ｐｒｏｍｐｔ
出现要求登入的提示画面。
－ｐ＜连接端口号码＞或－ｐｏｒｔ＜连接端口号码＞
指定连接端口
号码。
－ｑ 或－－ｑｕｉｅｔ
不要启动 ｕｕｘｑｔ 服务程序。
－ｒ０ 或－－ｓｌａｖｅ
以附属模式启动。
－ｓ＜主机＞或－－ｓｙｓｔｅｍ＜主机＞
调用指定的主机。
－ｕ＜用户＞或－－ｌｏｇｉｎ＜用户＞
指定登入的用户帐号，而不允许
输入任意的登入帐号。
－ｖ 或－－ｖｅｒｓｉｏｎ
显示版本信息，并且结束程序。
－ｗ 或－－ｗａｉｔ
在主动模式下，当执行调用动作时，则出现要
求登入的提示画面。
－ｘ＜类型＞或－Ｘ＜类型＞或 ｏｕｔｇｏｉｎｇ－ｄｅｂｕｇ＜类型＞
启动指定的
排错模式。
－ｚ 或－－ｔｒｙ－ｎｅｘｔ
当执行不成功时，尝试下一个选择而不结
束程序。
－－ｈｅｌｐ
显示帮助，并且结束程序。

ｕｕｃｐ
功能说明：在 Ｕｎｉｘ 系统之间传送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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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
法：ｕｕｃｐ ［－ｃＣｄｆｊｍｒＲｔｖＷ］［－ｇ＜等级＞］［－Ｉ＜配置文件
＞］［－ｎ＜用户＞］［－ｘ＜类型＞］［－－ｈｅｌｐ］［．．．来源］［目的］
补充说明：ＵＵＣＰ 为 Ｕｎｉｘ 系统之间，通过序列线来连线的协议。
ｕｕｃｐ 使用 ＵＵＣＰ 协议，主要的功能为传送文件。
参

数：
－ｃ 或－－ｎｏｃｏｐｙ
不用将文件复制到缓冲区。
－Ｃ 或－－ｃｏｐｙ
将文件复制到缓冲区。
－ｄ 或－－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ｒｉｅｓ
在传送文件时，自动在［目的］建立必
要的目录。
－ｆ 或－－ｎｏ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ｒｉｅｓ
在传送文件时，若需要在［目的］建
立目录，则放弃执行该作业。
－ｇ＜等级＞或－－ｇｒａｄｅ＜等级＞
指定文件传送作业的优先顺序。
－Ｉ＜配置文件＞或－－ｃｏｎｆｉｇ＜配置文件＞
指定 ｕｕｃｐ 配置文件。
－ｊ 或－－ｊｏｂｉｄ
显示作业编号。
－ｍ 或－－ｍａｉｌ
作业结束后，以电子邮件报告作业是否顺利完
成。
－ｎ＜用户＞或－－ｎｏｔｉｆｙ＜用户＞
作业结束后，以电子邮件向指
定的用户报告作业是否顺利完成。
－ｒ 或－－ｎｏｕｕｃｉｃｏ
不要立即启动 ｕｕｃｉｃｏ 服务程序，仅将作
业送到队列中，待稍后再执行。
－Ｒ 或－－ｒｅｃｕｒｓｉｖｅ
若［来源］为目录，则将整个目录包含子
目录复制到［目的］。
－ｔ 或－－ｕｕｔｏ
将最后一个参数视为＂主机名！用户＂。
－ｖ 或－－ｖｅｒｓｉｏｎ
显示版本信息。
－Ｗ 或－－ｎｏｅｘｐａｎｄ
不要将目前所在的目录加入路径。
－ｘ＜类型＞或－－ｄｅｂｕｇ＜类型＞启动指定的排错模式。
－－ｈｅｌｐ
显示帮助。
［源．．．］
指定源文件或路径。
［目的］
指定目标文件或路径。

ｕｕｐｉｃｋ
功能说明：处理传送进来的文件。
语
法：ｕｕｐｉｃｋ ［－ｖ］［－Ｉ＜配置文件＞］［－ｓ＜主机＞］［－ｘ＜层级
＞］［－－ｈｅｌｐ］
补充说明：当其他主机通过 ＵＵＣＰ 将文件传送进来时，可利用
ｕｕｐｉｃｋ 指令取出这些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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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

数：
－Ｉ＜配置文件＞或－－ｃｏｎｆｉｇ＜配置文件＞
指定配置文件。
－ｓ＜主机＞或－－ｓｙｓｔｅｍ＜主机＞
处理由指定主机传送过来的文
件。
－ｖ 或－－ｖｅｒｓｉｏｎ
显示版本信息。
－－ｈｅｌｐ
显示帮助。

ｕｕｔｏ
功能说明：将文件传送到远端的 ＵＵＣＰ 主机。
语

法：ｕｕｔｏ ［文件］［目的］

补充说明：ｕｕｔｏ 为 ｓｃｒｉｐｔ 文件，它实际上会执行 ｕｕｃｐ，用来将
文件传送到远端 ＵＵＣＰ 主机，并在完成工作后，以邮件通知远端
主机上的用户。
参

数：
相关参数请参考 ｕｕｃｐ 指令。

11.文件管理
ｃａｔ
作者： 日期：２００３－０８－１６ １５：０５：４２ 浏览次数：

使用权限：所有使用者
使用方式：ｃａｔ ［－ＡｂｅＥｎｓｔＴｕｖ］ ［－－ｈｅｌｐ］ ［－－ｖｅｒｓｉｏｎ］ ｆｉｌｅＮａｍｅ
说明：把档案串连接后传到基本输出（萤幕或加 ＞ ｆｉｌｅＮａｍｅ 到另一个档案）
参数：
－ｎ 或 －－ｎｕｍｂｅｒ 由 １ 开始对所有输出的行数编号
－ｂ 或 －－ｎｕｍｂｅｒ－ｎｏｎｂｌａｎｋ 和 －ｎ 相似，只不过对于空白行不编号
－ｓ 或 －－ｓｑｕｅｅｚｅ－ｂｌａｎｋ 当遇到有连续两行以上的空白行，就代换为一行的空白行
－ｖ 或 －－ｓｈｏｗ－ｎｏｎｐｒｉｎｔｉｎｇ
范例：
ｃａｔ －ｎ ｔｅｘｔｆｉｌｅ１ ＞ ｔｅｘｔｆｉｌｅ２ 把 ｔｅｘｔｆｉｌｅ１ 的档案内容加上行号后输入 ｔｅｘｔｆｉｌｅ２ 这个档案里
ｃａｔ －ｂ ｔｅｘｔｆｉｌｅ１ ｔｅｘｔｆｉｌｅ２ ＞＞ ｔｅｘｔｆｉｌｅ３ 把 ｔｅｘｔｆｉｌｅ１ 和 ｔｅｘｔｆｉｌｅ２ 的档案内容加上行号（空白行不
加）之后将内容附加到 ｔｅｘｔｆｉｌｅ３ 里。

ｃｈａｔｔｒ（ｃｈａｎｇｅ 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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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说明：改变文件属性。
语
法：ｃｈａｔｔｒ ［－ＲＶ］［－ｖ＜版本编号＞］［＋／－／＝＜属性＞］［文件或
目录．．．］
补充说明：这项指令可改变存放在 ｅｘｔ２ 文件系统上的文件或目
录属性，这些属性共有以下 ８ 种模式：
ａ：让文件或目录仅供附加用途。
ｂ：不更新文件或目录的最后存取时间。
ｃ：将文件或目录压缩后存放。
ｄ：将文件或目录排除在倾倒操作之外。
ｉ：不得任意更动文件或目录。
ｓ：保密性删除文件或目录。
Ｓ：即时更新文件或目录。
ｕ：预防以外删除。
参

数：
－Ｒ 递归处理，将指定目录下的所有文件及子目录一并处理。
－ｖ＜版本编号＞ 设置文件或目录版本。
－Ｖ 显示指令执行过程。
＋＜属性＞ 开启文件或目录的该项属性。
－＜属性＞ 关闭文件或目录的该项属性。
＝＜属性＞ 指定文件或目录的该项属性。

ｃｈｇｒｐ（ｃｈａｎｇｅ ｇｒｏｕｐ）
功能说明：变更文件或目录的所属群组。
语
法：ｃｈｇｒｐ ［－ｃｆｈＲｖ］［－－ｈｅｌｐ］［－－ｖｅｒｓｉｏｎ］［所属群组］［文
件或目录．．．］ 或 ｃｈｇｒｐ ［－ｃｆｈＲｖ］［－－ｈｅｌｐ］［－－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参
考文件或目录＞］［－－ｖｅｒｓｉｏｎ］［文件或目录．．．］
补充说明：在 ＵＮＩＸ 系统家族里，文件或目录权限的掌控以拥有
者及所属群组来管理。您可以使用 ｃｈｇｒｐ 指令去变更文件与目录
的所属群组，设置方式采用群组名称或群组识别码皆可。
参

数：
－ｃ 或－－ｃｈａｎｇｅｓ 效果类似＂－ｖ＂参数，但仅回报更改的部分。
－ｆ 或－－ｑｕｉｅｔ 或－－ｓｉｌｅｎｔ
不显示错误信息。
－ｈ 或－－ｎｏ－ｄｅ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只对符号连接的文件作修改，而不
更动其他任何相关文件。
－Ｒ 或－－ｒｅｃｕｒｓｉｖｅ
递归处理，将指定目录下的所有文件及
子目录一并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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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ｖ 或－－ｖｅｒｂｏｓｅ
显示指令执行过程。
－－ｈｅｌｐ
在线帮助。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参考文件或目录＞
把指定文件或目录的所属
群组全部设成和参考文件或目录的所属群组相同。
－－ｖｅｒｓｉｏｎ
显示版本信息。

ｃｈｍｏｄ（ｃｈａｎｇｅ ｍｏｄｅ）
功能说明：变更文件或目录的权限。
语
法：ｃｈｍｏｄ ［－ｃｆＲｖ］［－－ｈｅｌｐ］［－－ｖｅｒｓｉｏｎ］［＜权限范围
＞＋／－／＝＜权限设置．．．＞］［文件或目
录．．．］ 或 ｃｈｍｏｄ ［－ｃｆＲｖ］［－－ｈｅｌｐ］［－－ｖｅｒｓｉｏｎ］［数字代号］［文
件或目录．．．］ 或 ｃｈｍｏｄ ［－ｃｆＲｖ］［－－ｈｅｌｐ］［－－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参考
文件或目录＞］［－－ｖｅｒｓｉｏｎ］［文件或目录．．．］
补充说明：在 ＵＮＩＸ 系统家族里，文件或目录权限的控制分别以
读取，写入，执行 ３ 种一般权限来区分，另有 ３ 种特殊权限可供
运用，再搭配拥有者与所属群组管理权限范围。您可以使用 ｃｈｍｏｄ
指令去变更文件与目录的权限，设置方式采用文字或数字代号皆
可。符号连接的权限无法变更，如果您对符号连接修改权限，其
改变会作用在被连接的原始文件。权限范围的表示法如下：
ｕ：Ｕｓｅｒ，即文件或目录的拥有者。
ｇ：Ｇｒｏｕｐ，即文件或目录的所属群组。
ｏ：Ｏｔｈｅｒ，除了文件或目录拥有者或所属群组之外，其他用户
皆属于这个范围。
ａ：Ａｌｌ，即全部的用户，包含拥有者，所属群组以及其他用户。
有关权限代号的部分，列表于下：
ｒ：读取权限，数字代号为＂４＂。
ｗ：写入权限，数字代号为＂２＂。
ｘ：执行或切换权限，数字代号为＂１＂。
－：不具任何权限，数字代号为＂０＂。
ｓ：特殊？ｂ＞功能说明：变更文件或目录的权限。
参

数：
－ｃ 或－－ｃｈａｎｇｅｓ
效果类似＂－ｖ＂参数，但仅回报更改的部分。
－ｆ 或－－ｑｕｉｅｔ 或－－ｓｉｌｅｎｔ
不显示错误信息。
－Ｒ 或－－ｒｅｃｕｒｓｉｖｅ
递归处理，将指定目录下的所有文件及
子目录一并处理。
－ｖ 或－－ｖｅｒｂｏｓｅ
显示指令执行过程。
－－ｈｅｌｐ
在线帮助。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参考文件或目录＞
把指定文件或目录的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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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部设成和参考文件或目录的权限相同
－－ｖｅｒｓｉｏｎ
显示版本信息。
＜权限范围＞＋＜权限设置＞
开启权限范围的文件或目录的该
项权限设置。
＜权限范围＞－＜权限设置＞
关闭权限范围的文件或目录的该
项权限设置。
＜权限范围＞＝＜权限设置＞
指定权限范围的文件或目录的该
项权限设置。

ｃｈｏｗｎ（ｃｈａｎｇｅ ｏｗｎｅｒ）
功能说明：变更文件或目录的拥有者或所属群组。
语
法：
ｃｈｏｗｎ ［－ｃｆｈＲｖ］［－－ｄｅ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ｈｅｌｐ］［－－ｖｅｒｓｉｏｎ］［拥有
者．＜所属群组＞］［文件或目录．．］ 或
ｃｈｏｗｎ ［－ｃｈｆＲｖ］［－－ｄｅ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ｈｅｌｐ］［－－ｖｅｒｓｉｏｎ］［．所属
群组］［文件或目录．．． ．．．］ 或
ｃｈｏｗｎ ［－ｃｆｈＲｖ］［－－ｄｅ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ｈｅｌｐ］［－－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参考
文件或目录＞］［－－ｖｅｒｓｉｏｎ］［文件或目录．．．］
补充说明：在 ＵＮＩＸ 系统家族里，文件或目录权限的掌控以拥有
者及所属群组来管理。您可以使用 ｃｈｏｗｎ 指令去变更文件与目录
的拥有者或所属群组，设置方式采用用户名称或用户识别码皆
可，设置群组则用群组名称或群组识别码。
参

数：
－ｃ 或－－ｃｈａｎｇｅｓ
效果类似＂－ｖ＂参数，但仅回报更改的部分。
－ｆ 或－－ｑｕｉｔｅ 或－－ｓｉｌｅｎｔ
不显示错误信息。
－ｈ 或－－ｎｏ－ｄｅ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之对符号连接的文件作修改，而不
更动其他任何相关文件。
－Ｒ 或－－ｒｅｃｕｒｓｉｖｅ
递归处理，将指定目录下的所有文件及
子目录一并处理。
－ｖ 或－－ｖｅｒｓｉｏｎ
显示指令执行过程。
－－ｄｅ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效果和＂－ｈ＂参数相同。
－－ｈｅｌｐ
在线帮助。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参考文件或目录＞
把指定文件或目录的拥有
者与所属群组全部设成和参考文件或目 录的拥有者与所属群
组相同。
－－ｖｅｒｓｉｏｎ
显示版本信息。

ｃｋｓｕｍ（ｃｈｅｃｋ ｓｕ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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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说明：检查文件的 ＣＲＣ 是否正确。
语

法：ｃｋｓｕｍ ［－－ｈｅｌｐ］［－－ｖｅｒｓｉｏｎ］［文件．．．］

补充说明：ＣＲＣ 是一种排错检查方式，该演算法的标准由 ＣＣＩＴＴ
所指定，至少可检测到 ９９．９９８％的已知错误。指定文件交由 ｃｋｓｕｍ
演算，它会回报计算结果，供用户核对文件是否正确无误。若不
指定任何文件名称或是所给予的文件名为＂－＂，则 ｃｋｓｕｍ 指令会
从标准输入设备读取数据。
参

数：
－－ｈｅｌｐ
在线帮助。
－－ｖｅｒｓｉｏｎ
显示版本信息。

ｃｍｐ（ｃｏｍｐａｒｅ）
功能说明：比较两个文件是否有差异。
语
法：ｃｍｐ ［－ｃｌｓｖ］［－ｉ ＜字符数目＞］［－－ｈｅｌｐ］［第一个文
件］［第二个文件］
补充说明：当相互比较的两个文件完全一样时，则该指令不会显
示任何信息。若发现有所差异，预设会标示出第一个不同之处的
字符和列数编号。若不指定任何文件名称或是所给予的文件名为
＂－＂，则 ｃｍｐ 指令会从标准输入设备读取数据。
参

数：
－ｃ 或－－ｐｒｉｎｔ－ｃｈａｒｓ
除了标明差异处的十进制字码之外，
一并显示该字符所对应字符。
－ｉ＜字符数目＞或－－ｉｇｎｏｒｅ－ｉｎｉｔｉａｌ＝＜字符数目＞
指定一个
数目。
－ｌ 或－－ｖｅｒｂｏｓｅ
标示出所有不一样的地方。
－ｓ 或－－ｑｕｉｅｔ 或－－ｓｉｌｅｎｔ
不显示错误信息。
－ｖ 或－－ｖｅｒｓｉｏｎ
显示版本信息。
－－ｈｅｌｐ
在线帮助。

ｃｐ（ｃｏｐｙ）
功能说明：复制文件或目录。
语
法：ｃｐ ［－ａｂｄｆｉｌｐＰｒＲｓｕｖｘ］［－Ｓ ＜备份字尾字符串＞］［－Ｖ ＜
备份方式＞］［－－ｈｅｌｐ］［－－ｓｐａｒｅｓ＝＜使用时机＞］［－－ｖｅｒｓｉｏｎ］［源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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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或目录］［目标文件或目录］ ［目的目录］
补充说明：ｃｐ 指令用在复制文件或目录，如同时指定两个以上
的文件或目录，且最后的目的地是一个已经存在的目录，则它会
把前面指定的所有文件或目录复制到该目录中。若同时指定多个
文件或目录，而最后的目的地并非是一个已存在的目录，则会出
现错误信息。
参

数：
－ａ 或－－ａｒｃｈｉｖｅ
此参数的效果和同时指定＂－ｄｐＲ＂参数相
同。
－ｂ 或－－ｂａｃｋｕｐ
删除，覆盖目标文件之前的备份，备份文件
会在字尾加上一个备份字符串。
－ｄ 或－－ｎｏ－ｄｅ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当复制符号连接时，把目标文件或
目录也建立为符号连接，并指向与源文件或目录连接的原始文件
或目录。
－ｆ 或－－ｆｏｒｃｅ
强行复制文件或目录，不论目标文件或目录
是否已存在。
－ｉ 或－－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ｖｅ
覆盖既有文件之前先询问用户。
－ｌ 或－－ｌｉｎｋ
对源文件建立硬连接，而非复制文件。
－ｐ 或－－ｐｒｅｓｅｒｖｅ
保留源文件或目录的属性。
－Ｐ 或－－ｐａｒｅｎｔｓ
保留源文件或目录的路径。
－ｒ
递归处理，将指定目录下的文件与子目录一并处理。
－Ｒ 或－－ｒｅｃｕｒｓｉｖｅ
递归处理，将指定目录下的所有文件与
子目录一并处理。
－ｓ 或－－ｓｙｍｂｏｌｉｃ－ｌｉｎｋ
对源文件建立符号连接，而非复制
文件。
－Ｓ＜备份字尾字符串＞或－－ｓｕｆｆｉｘ＝＜备份字尾字符串＞
用
＂－ｂ＂参数备份目标文件后，备份文件的字尾会被加上一个备份字
符串，预设的备份字尾字符串是符号＂￣＂。
－ｕ 或－－ｕｐｄａｔｅ
使用这项参数后只会在源文件的更改时间较
目标文件更新时或是 名称相互对应的目标文件并不存在，才复
制文件。
－ｖ 或－－ｖｅｒｂｏｓｅ
显示指令执行过程。
－Ｖ＜备份方式＞或－－ｖｅｒｓｉｏｎ－ｃｏｎｔｒｏｌ＝＜备份方式＞
用＂－ｂ＂参
数备份目标文件后，备份文件的字尾会被加上一个备份字符串，
这字符串不仅可用＂－Ｓ＂参数变更，当使用＂－Ｖ＂参数指定不同备份
方式时，也会产生不同字尾的备份字串。
－ｘ 或－－ｏｎｅ－ｆｉｌｅ－ｓｙｓｔｅｍ
复制的文件或目录存放的文件系
统，必须与 ｃｐ 指令执行时所处的文件系统相同，否则不予复制。
－－ｈｅｌｐ
在线帮助。
－－ｓｐａｒｓｅ＝＜使用时机＞
设置保存稀疏文件的时机。
－－ｖｅｒｓｉｏｎ
显示版本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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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ｕｔ
作者： 日期：２００３－０８－１６ １５：０７：０４ 浏览次数：

使用权限：所有使用者
用法：ｃｕｔ －ｃｎｕｍ１－ｎｕｍ２ ｆｉｌｅｎａｍｅ
说明：显示每行从开头算起 ｎｕｍ１ 到 ｎｕｍ２ 的文字。
范例：
ｓｈｅｌｌ＞＞ ｃａｔ ｅｘａｍｐｌｅ
ｔｅｓｔ２
ｔｈｉｓ ｉｓ ｔｅｓｔ１
ｓｈｅｌｌ＞＞ ｃｕｔ －ｃ０－６ ｅｘａｍｐｌｅ
起前 ６ 个字元
ｔｅｓｔ２
ｔｈｉｓ ｉ

＃＃ ｐｒｉｎｔ 开头算

ｄｉｆ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
功能说明：比较文件的差异。
语
法：ｄｉｆｆ ［－ａｂＢｃｄｅｆＨｉｌｎＮｐＰｑｒｓｔＴｕｖｗｙ］［－＜行数＞］［－Ｃ ＜
行数＞］［－Ｄ ＜巨集名称＞］［－Ｉ ＜字符或字符串＞］［－Ｓ ＜文件
＞］［－Ｗ ＜宽度＞］［－ｘ ＜文件或目录＞］［－Ｘ ＜文件
＞］［－－ｈｅｌｐ］［－－ｌｅｆｔ－ｃｏｌｕｍｎ］［－－ｓｕｐｐｒｅｓｓ－ｃｏｍｍｏｎ－ｌｉｎｅ］［文件
或目录 １］［文件或目录 ２］
补充说明：ｄｉｆｆ 以逐行的方式，比较文本文件的异同处。所是
指定要比较目录，则 ｄｉｆｆ 会比较目录中相同文件名的文件，但
不会比较其中子目录。
参

数：
－＜行数＞
指定要显示多少行的文本。此参数必须与－ｃ 或－ｕ
参数一并使用。
－ａ 或－－ｔｅｘｔ
ｄｉｆｆ 预设只会逐行比较文本文件。
－ｂ 或－－ｉｇｎｏｒｅ－ｓｐａｃｅ－ｃｈａｎｇｅ
不检查空格字符的不同。
－Ｂ 或－－ｉｇｎｏｒｅ－ｂｌａｎｋ－ｌｉｎｅｓ
不检查空白行。
－ｃ
显示全部内文，并标出不同之处。
－Ｃ＜行数＞或－－ｃｏｎｔｅｘｔ＜行数＞
与执行＂－ｃ－＜行数＞＂指令相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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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 或－－ｍｉｎｉｍａｌ
使用不同的演算法，以较小的单位来做比
较。
－Ｄ＜巨集名称＞或 ｉｆｄｅｆ＜巨集名称＞
此参数的输出格式可用
于前置处理器巨集。
－ｅ 或－－ｅｄ
此参数的输出格式可用于 ｅｄ 的 ｓｃｒｉｐｔ 文件。
－ｆ 或－ｆｏｒｗａｒｄ－ｅｄ
输出的格式类似 ｅｄ 的 ｓｃｒｉｐｔ 文件，但
按照原来文件的顺序来显示不同处。
－Ｈ 或－－ｓｐｅｅｄ－ｌａｒｇｅ－ｆｉｌｅｓ
比较大文件时，可加快速度。
－ｌ＜字符或字符串＞或－－ｉｇｎｏｒｅ－ｍａｔｃｈｉｎｇ－ｌｉｎｅｓ＜字符或字符
串＞
若两个文件在某几行有所不同，而这几行同时都包含了选
项中指定的字符或字符串，则不显示这两个文件的差异。
－ｉ 或－－ｉｇｎｏｒｅ－ｃａｓｅ
不检查大小写的不同。
－ｌ 或－－ｐａｇｉｎａｔｅ
将结果交由 ｐｒ 程序来分页。
－ｎ 或－－ｒｃｓ
将比较结果以 ＲＣＳ 的格式来显示。
－Ｎ 或－－ｎｅｗ－ｆｉｌｅ
在比较目录时，若文件 Ａ 仅出现在某个目
录中，预设会显示：
Ｏｎｌｙ ｉｎ 目录：文件 Ａ 若使用－Ｎ 参数，则 ｄｉｆｆ 会将文件 Ａ 与一
个空白的文件比较。
－ｐ
若比较的文件为 Ｃ 语言的程序码文件时，显示差异所在
的函数名称。
－Ｐ 或－－ｕｎｉ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ａｌ－ｎｅｗ－ｆｉｌｅ
与－Ｎ 类似，但只有当第
二个目录包含了一个第一个目录所没有的文件时，才会将这个文
件与空白的文件做比较。
－ｑ 或－－ｂｒｉｅｆ
仅显示有无差异，不显示详细的信息。
－ｒ 或－－ｒｅｃｕｒｓｉｖｅ
比较子目录中的文件。
－ｓ 或－－ｒｅｐｏｒｔ－ｉｄｅｎｔｉｃａｌ－ｆｉｌｅｓ
若没有发现任何差异，仍
然显示信息。
－Ｓ＜文件＞或－－ｓｔａｒｔｉｎｇ－ｆｉｌｅ＜文件＞
在比较目录时，从指定
的文件开始比较。
－ｔ 或－－ｅｘｐａｎｄ－ｔａｂｓ
在输出时，将 ｔａｂ 字符展开。
－Ｔ 或－－ｉｎｉｔｉａｌ－ｔａｂ
在每行前面加上 ｔａｂ 字符以便对齐。
－ｕ，－Ｕ＜列数＞或－－ｕｎｉｆｉｅｄ＝＜列数＞
以合并的方式来显示文
件内容的不同。
－ｖ 或－－ｖｅｒｓｉｏｎ
显示版本信息。
－ｗ 或－－ｉｇｎｏｒｅ－ａｌｌ－ｓｐａｃｅ
忽略全部的空格字符。
－Ｗ＜宽度＞或－－ｗｉｄｔｈ＜宽度＞
在使用－ｙ 参数时，指定栏宽。
－ｘ＜文件名或目录＞或－－ｅｘｃｌｕｄｅ＜文件名或目录＞
不比较选
项中所指定的文件或目录。
－Ｘ＜文件＞或－－ｅｘｃｌｕｄｅ－ｆｒｏｍ＜文件＞
您可以将文件或目录类
型存成文本文件，然后在＝＜文件＞中指定此文本文件。
－ｙ 或－－ｓｉｄｅ－ｂｙ－ｓｉｄｅ
以并列的方式显示文件的异同之处。
－－ｈｅｌｐ
显示帮助。
－－ｌｅｆｔ－ｃｏｌｕｍｎ
在使用－ｙ 参数时，若两个文件某一行内容
相同，则仅在左侧的栏位显示该行内容。
151

－－ｓｕｐｐｒｅｓｓ－ｃｏｍｍｏｎ－ｌｉｎｅｓ
之处。

在使用－ｙ 参数时，仅显示不同

ｄｉｆｆｓｔａ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 ｓｔａｔｕｓ）
功能说明：根据 ｄｉｆｆ 的比较结果，显示统计数字。
语

法：ｄｉｆｆ ［－ｗＶ］［－ｎ ＜文件名长度＞］［－ｐ ＜文件名长度＞］

补充说明：ｄｉｆｆｓｔａｔ 读取 ｄｉｆｆ 的输出结果，然后统计各文件的
插入，删除，修改等差异计量。
参

数：
－ｎ＜文件名长度＞
指定文件名长度，指定的长度必须大于或
等于所有文件中最长的文件名。
－ｐ＜文件名长度＞
与－ｎ 参数相同，但此处的＜文件名长度＞包
括了文件的路径。
－ｗ
指定输出时栏位的宽度。
－Ｖ
显示版本信息。

ｆｉｌｅ
功能说明：辨识文件类型。
语
法：ｆｉｌｅ ［－ｂｅＬｖｚ］［－ｆ ＜名称文件＞］［－ｍ ＜魔法数字文件
＞．．．］［文件或目录．．．］
补充说明：通过 ｆｉｌｅ 指令，我们得以辨识该文件的类型。
参

数：
列出辨识结果时，不显示文件名称。
详细显示指令执行过程，便于排错或分析程序执行的情

－ｂ
－ｃ
形。
－ｆ＜名称文件＞
指定名称文件，其内容有一个或多个文件名
称呢感，让 ｆｉｌｅ 依序辨识这些文件，格式为每列一个文件名
称。
－Ｌ
直接显示符号连接所指向的文件的类别。
－ｍ＜魔法数字文件＞
指定魔法数字文件。
－ｖ
显示版本信息。
－ｚ
尝试去解读压缩文件的内容。

ｆｉｎ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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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说明：查找文件或目录。
语
法：ｆｉｎｄ ［目录．．．］［－ａｍｉｎ ＜分钟
＞］［－ａｎｅｗｅｒ ＜参考文件或目录＞］［－ａｔｉｍｅ ＜２４ 小时
数＞］［－ｃｍｉｎ ＜分钟＞］［－ｃｎｅｗｅｒ ＜参考文件或目录
＞］［－ｃｔｉｍｅ ＜２４ 小时数
＞］［－ｄａｙｓｔａｒｔ］［－ｄｅｐｙｈ］［－ｅｍｐｔｙ］［－ｅｘｅｃ ＜执行指
令＞］［－ｆａｌｓｅ］［－ｆｌｓ ＜列表文件
＞］［－ｆｏｌｌｏｗ］［－ｆｐｒｉｎｔ ＜列表文件＞］［－ｆｐｒｉｎｔ０ ＜列
表文件＞］［－ｆｐｒｉｎｔｆ ＜列表文件＞＜输出格式
＞］［－ｆｓｔｙｐｅ ＜文件系统类型＞］［－ｇｉｄ ＜群组识别码
＞］［－ｇｒｏｕｐ ＜群组名称＞］［－ｈｅｌｐ］［－ｉｌｎａｍｅ ＜范本样
式＞］［－ｉｎａｍｅ ＜范本样式＞］［－ｉｎｕｍ ＜ｉｎｏｄｅ 编号
＞］［－ｉｐａｔｈ ＜范本样式＞］［－ｉｒｅｇｅｘ ＜范本样式
＞］［－ｌｉｎｋｓ ＜连接数目＞］［－ｌｎａｍｅ ＜范本样式
＞］［－ｌｓ］［－ｍａｘｄｅｐｔｈ ＜目录层级＞］［－ｍｉｎｄｅｐｔｈ ＜目
录层级＞］［－ｍｍｉｎ ＜分钟＞］［－ｍｏｕｎｔ］
［－ｍｔｉｍｅ ＜２４ 小时数＞］［－ｎａｍｅ ＜范本样式
＞］［－ｎｅｗｅｒ ＜参考文件或目录
＞］［－ｎｏｇｒｏｕｐ］［ｎｏｌｅａｆ］ ［－ｎｏｕｓｅｒ］［－ｏｋ ＜执行指令
＞］［－ｐａｔｈ ＜范本样式＞］［－ｐｅｒｍ ＜权限数值
＞］［－ｐｒｉｎｔ］［－ｐｒｉｎｔ０］［－ｐｒｉｎｔｆ ＜输出格式
＞］［－ｐｒｕｎｅ］［－ｒｅｇｅｘ ＜范本样式＞］［－ｓｉｚｅ ＜文件大
小＞］［－ｔｒｕｅ］［－ｔｙｐｅ ＜文件类型＞］［－ｕｉｄ ＜用户识别
码＞］［－ｕｓｅｄ ＜日数＞］［－ｕｓｅｒ ＜拥有者名称
＞］［－ｖｅｒｓｉｏｎ］［－ｘｄｅｖ］［－ｘｔｙｐｅ ＜文件类型＞］
补充说明：ｆｉｎｄ 指令用于查找符合条件的文件。任
何位于参数之前的字符串都将被视为欲查找的目
录。
参

数：
－ａｍｉｎ＜分钟＞
查找在指定时间曾被存取过的文
件或目录，单位以分钟计算。
－ａｎｅｗｅｒ＜参考文件或目录＞
查找其存取时间较
指定文件或目录的存取时间更接近现在的文件或目
录。
－ａｔｉｍｅ＜２４ 小时数＞
查找在指定时间曾被存取
过的文件或目录，单位以 ２４ 小时计算。
－ｃｍｉｎ＜分钟＞
查找在指定时间之时被更改的文
件或目录。
－ｃｎｅｗｅｒ＜参考文件或目录＞
查找其更改时间较
指定文件或目录的更改时间更接近现在的文件或目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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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ｔｉｍｅ＜２４ 小时数＞
查找在指定时间之时被更
改的文件或目录，单位以 ２４ 小时计算。
－ｄａｙｓｔａｒｔ
从本日开始计算时间。
－ｄｅｐｔｈ
从指定目录下最深层的子目录开始查
找。
－ｅｘｐｔｙ
寻找文件大小为 ０ Ｂｙｔｅ 的文件，或目
录下没有任何子目录或文件的空目录。
－ｅｘｅｃ＜执行指令＞
假设 ｆｉｎｄ 指令的回传值为
Ｔｒｕｅ，就执行该指令。
－ｆａｌｓｅ
将 ｆｉｎｄ 指令的回传值皆设为 Ｆａｌｓｅ。
－ｆｌｓ＜列表文件＞
此参数的效果和指定＂－ｌｓ＂参
数类似，但会把结果保存为指定的列表文件。
－ｆｏｌｌｏｗ
排除符号连接。
－ｆｐｒｉｎｔ＜列表文件＞
此参数的效果和指定
＂－ｐｒｉｎｔ＂参数类似，但会把结果保存成指定的列表
文件。
－ｆｐｒｉｎｔ０＜列表文件＞
此参数的效果和指定
＂－ｐｒｉｎｔ０＂参数类似，但会把结果保存成指定的列表
文件。
－ｆｐｒｉｎｔｆ＜列表文件＞＜输出格式＞
此参数的效
果和指定＂－ｐｒｉｎｔｆ＂参数类似，但会把结果保存成指
定的列表文件。
－ｆｓｔｙｐｅ＜文件系统类型＞
只寻找该文件系统类
型下的文件或目录。
－ｇｉｄ＜群组识别码＞
查找符合指定之群组识别
码的文件或目录。
－ｇｒｏｕｐ＜群组名称＞
查找符合指定之群组名称
的文件或目录。
－ｈｅｌｐ 或－－ｈｅｌｐ
在线帮助。
－ｉｌｎａｍｅ＜范本样式＞
此参数的效果和指定
＂－ｌｎａｍｅ＂参数类似，但忽略字符大小写的差别。
－ｉｎａｍｅ＜范本样式＞
此参数的效果和指定
＂－ｎａｍｅ＂参数类似，但忽略字符大小写的差别。
－ｉｎｕｍ＜ｉｎｏｄｅ 编号＞
查找符合指定的 ｉｎｏｄｅ 编
号的文件或目录。
－ｉｐａｔｈ＜范本样式＞
此参数的效果和指定
＂－ｉｐａｔｈ＂参数类似，但忽略字符大小写的差别。
－ｉｒｅｇｅｘ＜范本样式＞
此参数的效果和指定
＂－ｒｅｇｅｘｅ＂参数类似，但忽略字符大小写的差别。
－ｌｉｎｋｓ＜连接数目＞
查找符合指定的硬连接数
目的文件或目录。
－ｉｎａｍｅ＜范本样式＞
指定字符串作为寻找符号
连接的范本样式。
－ｌｓ
假设 ｆｉｎｄ 指令的回传值为 Ｔｒｕｅ，就将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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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或目录名称列出到标准输出。
－ｍａｘｄｅｐｔｈ＜目录层级＞
设置最大目录层级。
－ｍｉｎｄｅｐｔｈ＜目录层级＞
设置最小目录层级。
－ｍｍｉｎ＜分钟＞
查找在指定时间曾被更改过的文
件或目录，单位以分钟计算。
－ｍｏｕｎｔ
此参数的效果和指定＂－ｘｄｅｖ＂相同。
－ｍｔｉｍｅ＜２４ 小时数＞
查找在指定时间曾被更改
过的文件或目录，单位以 ２４ 小时计算。
－ｎａｍｅ＜范本样式＞
指定字符串作为寻找文件或
目录的范本样式。
－ｎｅｗｅｒ＜参考文件或目录＞
查找其更改时间较
指定文件或目录的更改时间更接近现在的文件或目
录。
－ｎｏｇｒｏｕｐ
找出不属于本地主机群组识别码的
文件或目录。
－ｎｏｌｅａｆ
不去考虑目录至少需拥有两个硬连接
存在。
－ｎｏｕｓｅｒ
找出不属于本地主机用户识别码的文
件或目录。
－ｏｋ＜执行指令＞
此参数的效果和指定＂－ｅｘｅｃ＂
参数类似，但在执行指令之前会先询问用户，若回
答＂ｙ＂或＂Ｙ＂，则放弃执行指令。
－ｐａｔｈ＜范本样式＞
指定字符串作为寻找目录的
范本样式。
－ｐｅｒｍ＜权限数值＞
查找符合指定的权限数值的
文件或目录。
－ｐｒｉｎｔ
假设 ｆｉｎｄ 指令的回传值为 Ｔｒｕｅ，就将
文件或目录名称列出到标准输出。格式为每列一个
名称，每个名称之前皆有＂．／＂字符串。
－ｐｒｉｎｔ０
假设 ｆｉｎｄ 指令的回传值为 Ｔｒｕｅ，就
将文件或目录名称列出到标准输出。格式为全部的
名称皆在同一行。
－ｐｒｉｎｔｆ＜输出格式＞
假设 ｆｉｎｄ 指令的回传值
为 Ｔｒｕｅ，就将文件或目录名称列出到标准输出。格
式可以自行指定。
－ｐｒｕｎｅ
不寻找字符串作为寻找文件或目录的
范本样式。
－ｒｅｇｅｘ＜范本样式＞
指定字符串作为寻找文件
或目录的范本样式。
－ｓｉｚｅ＜文件大小＞
查找符合指定的文件大小的
文件。
－ｔｒｕｅ
将 ｆｉｎｄ 指令的回传值皆设为 Ｔｒｕｅ。
－ｔｙｐ＜文件类型＞
只寻找符合指定的文件类型
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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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ｕｉｄ＜用户识别码＞
查找符合指定的用户识别
码的文件或目录。
－ｕｓｅｄ＜日数＞
查找文件或目录被更改之后在指
定时间曾被存取过的文件或目录，单位以日计算。
－ｕｓｅｒ＜拥有者名称＞
查找符合指定的拥有者名
称的文件或目录。
－ｖｅｒｓｉｏｎ 或－－ｖｅｒｓｉｏｎ
显示版本信息。
－ｘｄｅｖ
将范围局限在先行的文件系统中。
－ｘｔｙｐｅ＜文件类型＞
此参数的效果和指定
＂－ｔｙｐｅ＂参数类似，差别在于它针对符号连接检查。

ｇｉｔ（ｇｎｕ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ｖｅ ｔｏｏｌｓ）
功能说明：文字模式下的文件管理员。
语

法：ｇｉｔ

补充说明：ｇｉｔ 是用来管理文件的程序，它十分类似 ＤＯＳ 下的
Ｎｏｒｔｏｎ Ｃｏｍｍａｎｄｅｒ，具有互动式操作界面。它的操作方法和
Ｎｏｒｔｏｎ Ｃｏｍｍａｎｄｅｒ 几乎一样，略诉如下：
Ｆ１ ：执行 ｉｎｆｏ 指令，查询指令相关信息，会要求您输入欲查
询的名称。
Ｆ２ ：执行 ｃａｔ 指令，列出文件内容。
Ｆ３ ：执行 ｇｉｔｖｉｅｗ 指令，观看文件内容。
Ｆ４ ：执行 ｖｉ 指令，编辑文件内容。
Ｆ５ ：执行 ｃｐ 指令，复制文件或目录，会要求您输入目标文件
或目录。
Ｆ６ ：执行 ｍｖ 指令，移动文件或目录，或是更改其名称，会要
求您输入目标文件或目录。
Ｆ７ ：执行 ｍｋｄｉｒ 指令，建立目录。
Ｆ８ ：执行 ｒｍ 指令，删除文件或目录。
Ｆ９ ：执行 ｍａｋｅ 指令，批处理执行指令或编译程序时，会要求
您输入相关命令。
Ｆ１０ ：离开 ｇｉｔ 文件管理员。

ｇｉｔｖｉｅｗ（ｇｎｕ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ｅ ｔｏｏｌｓ ｖｉｅｗｅｒ）
功能说明：Ｈｅｘ／ＡＳＣＩＩ 的看文件程序。
语

法：ｇｉｔｖｉｅｗ ［－ｂｃｈｉｌｖ］［文件］

补充说明：ｇｉｔｖｉｅｗ 指令可用于观看文件的内容，它会同时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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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进制和 ＡＳＣＩＩ 格式的字码。
参
－ｂ
－ｃ
－ｈ
－ｉ
－ｌ
－ｖ

数：
单色模式，不使用 ＡＮＳＩ 控制码显示彩色。
彩色模式，使用 ＡＮＳＩ 控制码显示色彩。
在线帮助。
显示存放 ｇｉｔｖｉｅｗ 程序的所在位置。
不使用先前的显示字符。
显示版本信息。

ｉｎｄｅｎｔ
功能说明：调整 Ｃ 原始代码文件的格式。
语
法：ｉｎｄｅｎｔ ［参数］［源文件］ 或 ｉｎｄｅｎｔ ［参数］［源文
件］［－ｏ 目标文件］
补充说明：ｉｎｄｅｎｔ 可辨识 Ｃ 的原始代码文件，并加以格式化，
以方便程序设计师阅读。
参

数：
－ｂａｄ 或－－ｂｌａｎｋ－ｌｉｎｅｓ－ａｆｔｅｒ－ｄｅｃｌａｒａｔｉｏｎｓ
在声明区段
或加上空白行。
－ｂａｐ 或－－ｂｌａｎｋ－ｌｉｎｅｓ－ａｆｔｅｒ－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ｓ
在程序或加上空
白行。
－ｂｂｂ 或－－ｂｌａｎｋ－ｌｉｎｅｓ－ａｆｔｅｒ－ｂｌｏｃｋ－ｃｏｍｍｅｎｔｓ
在注释区段
后加上空白行。
－ｂｃ 或－－ｂｌａｎｋ－ｌｉｎｅｓ－ａｆｔｅｒ－ｃｏｍｍａｓ
在声明区段中，若出
现逗号即换行。
－ｂｌ 或－－ｂｒａｃｅｓ－ａｆｔｅｒ－ｉｆ－ｌｉｎｅ
ｉｆ（或是 ｅｌｓｅ，ｆｏｒ 等等）与
后面执行区段的＂｛＂不同行，且＂｝＂自成一行。
－ｂｌｉ＜缩排格数＞或－－ｂｒａｃｅ－ｉｎｄｅｎｔ＜缩排格数＞
设置｛ ｝缩
排的格数。
－ｂｒ 或－－ｂｒａｃｅｓ－ｏｎ－ｉｆ－ｌｉｎｅ
ｉｆ（或是 ｅｌｓｅ，ｆｏｒ 等等）与后
面执行跛段的＂｛＂不同行，且＂｝＂自成一行。
－ｂｓ 或－－ｂｌａｎｋ－ｂｅｆｏｒｅ－ｓｉｚｅｏｆ
在 ｓｉｚｅｏｆ 之后空一格。
－ｃ＜栏数＞或－－ｃｏｍｍｅｎｔ－ｉｎｄｅｎｔａｔｉｏｎ＜栏数＞
将注释置于程
序码右侧指定的栏位。
－ｃｄ＜栏数＞或－－ｄｅｃｌａｒａｔｉｏｎ－ｃｏｍｍｅｎｔ－ｃｏｌｕｍｎ＜栏数＞
将注
释置于声明右侧指定的栏位。
－ｃｄｂ 或－－ｃｏｍｍｅｎｔ－ｄｅｌｉｍｉｔｅｒｓ－ｏｎ－ｂｌａｎｋ－ｌｉｎｅｓ
注释符号
自成一行。
－ｃｅ 或－－ｃｕｄｄｌｅ－ｅｌｓｅ
将 ｅｌｓｅ 置于＂｝＂（ｉｆ 执行区段的结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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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
－ｃｉ＜缩排格数＞或－－ｃｏｎｔｉｎｕａｔｉｏｎ－ｉｎｄｅｎｔａｔｉｏｎ＜缩排格数
＞
叙述过长而换行时，指定换行后缩排的格数。
－ｃｌｉ＜缩排格数＞或－－ｃａｓｅ－ｉｎｄｅｎｔａｔｉｏｎ－＜缩排格数＞
使用
ｃａｓｅ 时，ｓｗｉｔｃｈ 缩排的格数。
－ｃｐ＜栏数＞或－ｅｌｓｅ－ｅｎｄｉｆ－ｃｏｌｕｍｎ＜栏数＞
将注释置于 ｅｌｓｅ
与 ｅｌｓｅｉｆ 叙述右侧定的栏位。
－ｃｓ 或－－ｓｐａｃｅ－ａｆｔｅｒ－ｃａｓｔ
在 ｃａｓｔ 之后空一格。
－ｄ＜缩排格数＞或－ｌｉｎｅ－ｃｏｍｍｅｎｔｓ－ｉｎｄｅｎｔａｔｉｏｎ＜缩排格数
＞
针对不是放在程序码右侧的注释，设置其缩排格数。
－ｄｉ＜栏数＞或－－ｄｅｃｌａｒａｔｉｏｎ－ｉｎｄｅｎｔａｔｉｏｎ＜栏数＞
将声明区
段的变量置于指定的栏位。
－ｆｃ１ 或－－ｆｏｒｍａｔ－ｆｉｒｓｔ－ｃｏｌｕｍｎ－ｃｏｍｍｅｎｔｓ
针对放在每行最
前端的注释，设置其格式。
－ｆｃａ 或－－ｆｏｒｍａｔ－ａｌｌ－ｃｏｍｍｅｎｔｓ
设置所有注释的格式。
－ｇｎｕ 或－－ｇｎｕ－ｓｔｙｌｅ
指定使用 ＧＮＵ 的格式，此为预设值。
－ｉ＜格数＞或－－ｉｎｄｅｎｔ－ｌｅｖｅｌ＜格数＞
设置缩排的格数。
－ｉｐ＜格数＞或－－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ｉｎｄｅｎｔａｔｉｏｎ＜格数＞
设置参数的
缩排格数。
－ｋｒ 或－－ｋ－ａｎｄ－ｒ－ｓｔｙｌｅ
指定使用 Ｋｅｒｎｉｇｈａｎ＆Ｒｉｔｃｈｉｅ 的格
式。
－ｌｐ 或－－ｃｏｎｔｉｎｕｅ－ａｔ－ｐａｒｅｎｔｈｅｓｅｓ
叙述过长而换行，且叙
述中包含了括弧时，将括弧中的每行起始栏位内容垂直对其排
列。
－ｎｂａｄ 或－－ｎｏ－ｂｌａｎｋ－ｌｉｎｅｓ－ａｆｔｅｒ－ｄｅｃｌａｒａｔｉｏｎｓ
在声明区
段后不要加上空白行。
－ｎｂａｐ 或－－ｎｏ－ｂｌａｎｋ－ｌｉｎｅｓ－ａｆｔｅｒ－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ｓ
在程序后不
要加上空白行。
－ｎｂｂｂ 或－－ｎｏ－ｂｌａｎｋ－ｌｉｎｅｓ－ａｆｔｅｒ－ｂｌｏｃｋ－ｃｏｍｍｅｎｔｓ
在注释
区段后不要加上空白行。
－ｎｂｃ 或－－ｎｏ－ｂｌａｎｋ－ｌｉｎｅｓ－ａｆｔｅｒ－ｃｏｍｍａｓ
在声明区段中，
即使出现逗号，仍旧不要换行。
－ｎｃｄｂ 或－－ｎｏ－ｃｏｍｍｅｎｔ－ｄｅｌｉｍｉｔｅｒｓ－ｏｎ－ｂｌａｎｋ－ｌｉｎｅｓ
注释
符号不要自成一行。
－ｎｃｅ 或－－ｄｏｎｔ－ｃｕｄｄｌｅ－ｅｌｓｅ
不要将 ｅｌｓｅ 置于＂｝＂之后。
－ｎｃｓ 或－－ｎｏ－ｓｐａｃｅ－ａｆｔｅｒ－ｃａｓｔｓ
不要在 ｃａｓｔ 之后空一
格。
－ｎｆｃ１ 或－－ｄｏｎｔ－ｆｏｒｍａｔ－ｆｉｒｓｔ－ｃｏｌｕｍｎ－ｃｏｍｍｅｎｔｓ
不要格式
化放在每行最前端的注释。
－ｎｆｃａ 或－－ｄｏｎｔ－ｆｏｒｍａｔ－ｃｏｍｍｅｎｔｓ
不要格式化任何的注
释。
－ｎｉｐ 或－－ｎｏ－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ｉｎｄ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参数不要缩排。
－ｎｌｐ 或－－ｄｏｎｔ－ｌｉｎｅ－ｕｐ－ｐａｒｅｎｔｈｅｓｅｓ
叙述过长而换行，且
叙述中包含了括弧时，不用将括弧中的每行起始栏位垂直对其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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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
－ｎｐｃｓ 或－－ｎｏ－ｓｐａｃｅ－ａｆｔｅｒ－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ｃａｌｌ－ｎａｍｅｓ
在调用
的函数名称之后，不要加上空格。
－ｎｐｒｏ 或－－ｉｇｎｏｒｅ－ｐｒｏｆｉｌｅ
不要读取 ｉｎｄｅｎｔ 的配置文
件．ｉｎｄｅｎｔ．ｐｒｏ。
－ｎｐｓｌ 或－－ｄｏｎｔ－ｂｒｅａｋ－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ｔｙｐｅ
程序类型与程序名
称放在同一行。
－ｎｓｃ 或－－ｄｏｎｔ－ｓｔａｒ－ｃｏｍｍｅｎｔｓ
注解左侧不要加上星号
（＊）。
－ｎｓｏｂ 或－－ｌｅａｖｅ－ｏｐｔｉｏｎａｌ－ｓｅｍｉｃｏｌｏｎ
不用处理多余的空
白行。
－ｎｓｓ 或－－ｄｏｎｔ－ｓｐａｃ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ｓｅｍｉｃｏｌｏｎ
若 ｆｏｒ 或 ｗｈｉｌｅ
区段仅有一行时，在分号前不加上空格。
－ｎｖ 或－－ｎｏ－ｖｅｒｂｏｓｉｔｙ
不显示详细的信息。
－ｏｒｉｇ 或－－ｏｒｉｇｉｎａｌ
使用 Ｂｅｒｋｅｌｅｙ 的格式。
－ｐｃｓ 或－－ｓｐａｃｅ－ａｆｔｅｒ－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ｃａｌｌｓ
在调用的函数名
称与＂｛＂之间加上空格。
－ｐｓｌ 或－－ｐｒｏｃｎａｍｅｓ－ｓｔａｒｔ－ｌｉｎｅｓ
程序类型置于程序名称
的前一行。
－ｓｃ 或－－ｓｔａｒｔ－ｌｅｆｔ－ｓｉｄｅ－ｏｆ－ｃｏｍｍｅｎｔｓ
在每行注释左侧加
上星号（＊）。
－ｓｏｂ 或－－ｓｗａｌｌｏｗ－ｏｐｔｉｏｎａｌ－ｂｌａｎｋ－ｌｉｎｅｓ
删除多余的空白
行。
－ｓｓ 或－－ｓｐａｃ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ｓｅｍｉｃｏｌｏｎ
若 ｆｏｒ 或 ｓｗｉｌｅ 区段今
有一行时，在分号前加上空格。
－ｓｔ 或－－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ｏｕｔｐｕｔ
将结果显示在标准输出设备。
－Ｔ
数据类型名称缩排。
－ｔｓ＜格数＞或－－ｔａｂ－ｓｉｚｅ＜格数＞
设置 ｔａｂ 的长度。
－ｖ 或－－ｖｅｒｂｏｓｅ
执行时显示详细的信息。
－ｖｅｒｓｉｏｎ
显示版本信息。

ｌｎ（ｌｉｎｋ）
功能说明：连接文件或目录。
语
法：ｌｎ ［－ｂｄｆｉｎｓｖ］［－Ｓ ＜字尾备份字符串＞］［－Ｖ ＜备份方
式＞］［－－ｈｅｌｐ］［－－ｖｅｒｓｉｏｎ］［源文件或目录］［目标文件或目
录］ 或 ｌｎ ［－ｂｄｆｉｎｓｖ］［－Ｓ ＜字尾备份字符串＞］［－Ｖ ＜备份方式
＞］［－－ｈｅｌｐ］［－－ｖｅｒｓｉｏｎ］［源文件或目录．．．］［目的目录］
补充说明：ｌｎ 指令用在连接文件或目录，如同时指定两个以上
的文件或目录，且最后的目的地是一个已经存在的目录，则会把
前面指定的所有文件或目录复制到该目录中。若同时指定多个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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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或目录，且最后的目的地并非是一个已存在的目录，则会出现
错误信息。
参

数：
－ｂ 或－－ｂａｃｋｕｐ
删除，覆盖目标文件之前的备份。
－ｄ 或－Ｆ 或－－ｄｉｒｅｃｔｏｒｙ
建立目录的硬连接。
－ｆ 或－－ｆｏｒｃｅ
强行建立文件或目录的连接，不论文件或目
录是否存在。
－ｉ 或－－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ｖｅ
覆盖既有文件之前先询问用户。
－ｎ 或－－ｎｏ－ｄｅ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把符号连接的目的目录视为一般文
件。
－ｓ 或－－ｓｙｍｂｏｌｉｃ
对源文件建立符号连接，而非硬连接。
－Ｓ＜字尾备份字符串＞或－－ｓｕｆｆｉｘ＝＜字尾备份字符串＞
用
＂－ｂ＂参数备份目标文件后，备份文件的字尾会被加上一个备份字
符串，预设的字尾备份字符串是符号＂￣＂，您可通过＂－Ｓ＂参数来
改变它。
－ｖ 或－－ｖｅｒｂｏｓｅ
显示指令执行过程。
－Ｖ＜备份方式＞或－－ｖｅｒｓｉｏｎ－ｃｏｎｔｒｏｌ＝＜备份方式＞
用＂－ｂ＂参
数备份目标文件后，备份文件的字尾会被加上一个备份字符串，
这个字符串不仅可用＂－Ｓ＂参数变更，当使用＂－Ｖ＂参数＜备份方式＞
指定不同备份方式时，也会产生不同字尾的备份字符串。
－－ｈｅｌｐ
在线帮助。
－－ｖｅｒｓｉｏｎ
显示版本信息。

ｌｏｃａｔｅ
功能说明：查找文件。
语
法：ｌｏｃａｔｅ ［－ｄ ＜数据库文件＞］［－－ｈｅｌｐ］［－－ｖｅｒｓｉｏｎ］［范
本样式．．．］
补充说明：ｌｏｃａｔｅ 指令用于查找符合条件的文件，它会去保存
文件与目录名称的数据库内，查找合乎范本样式条件的文件或目
录。
参

数：
－ｄ＜数据库文件＞或－－ｄａｔａｂａｓｅ＝＜数据库文件＞ 设置 ｌｏｃａｔｅ
指令使用的数据库。ｌｏｃａｔｅ 指令预设的数据库位于
／ｖａｒ／ｌｉｂ／ｓｌｏｃａｔｅ 目录里，文件名为 ｓｌｏｃａｔｅ．ｄｂ，您可使用这
个参数另行指定。
－－ｈｅｌｐ
在线帮助。
－－ｖｅｒｓｉｏｎ
显示版本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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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ｓａｔｔｒ（ｌｉｓｔ 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ｅ）
功能说明：显示文件属性。
语

法：ｌｓａｔｔｒ ［－ａｄｌＲｖＶ］［文件或目录．．．］

补充说明：用 ｃｈａｔｔｒ 执行改变文件或目录的属性，可执行 ｌｓａｔｔｒ
指令查询其属性。
参

数：
－ａ
显示所有文件和目录，包括以＂．＂为名称开头字符的额外
内建，现行目录＂．＂与上层目录＂．．＂。
－ｄ
显示，目录名称，而非其内容。
－ｌ
此参数目前没有任何作用。
－Ｒ
递归处理，将指定目录下的所有文件及子目录一并处
理。
－ｖ
显示文件或目录版本。
－Ｖ
显示版本信息。

ｍａｔｔｒｉｂ
功能说明：变更或显示 ＭＳ－ＤＯＳ 文件的属性。
语
法：ｍａｔｔｒｉｂ ［＋／－］［ａｈｒｓ］［－／Ｘ］［文
件］ 或 ｍａｔｔｒｉｂ ［－／Ｘ］［文件］
补充说明：ｍａｔｔｒｉｂ 为 ｍｔｏｏｌｓ 工具指令，模拟 ＭＳ－ＤＯＳ 的 ａｔｔｒｉｂ
指令，可变更 ＭＳ－ＤＯＳ 文件的属性。
参

数：
＋／－
＂＋＂代表开启指定的文件属性。＂－＂代表关闭指定的文件
属性。
ａ
备份属性。使备份程序可用来判断文件是否已经备份过。
ｈ
隐藏属性。
ｒ
只读属性。
ｓ
系统属性。
－／
列出指定目录及子目录下所有文件的属性。
－Ｘ
显示文件属性时，中间不输入空格。

ｍｃ（ｍｉｄｎｉｇｈｔ ｃｏｍｍａｎｄｅｒ）
功能说明：提供一个菜单式的文件管理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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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
法：ｍｃ ［－ａｂｃｄｆｈｋＰｓｔｕＵＶｘ］［－Ｃ ＜参数＞］［－ｌ ＜文件
＞］［－ｖ ＜文件＞］［目录］
补充说明：执行 ｍｃ 之后，将会看到菜单式的文件管理程序，共
分成４个部分。
参

数：
－ａ
当 ｍｃ 程序画线时不用绘图字符画线。
－ｂ
使用单色模式显示。
－ｃ
使用彩色模式显示。
－Ｃ＜参数＞
指定显示的颜色。
－ｄ
不使用鼠标。
－ｆ
显示 ｍｃ 函数库所在的目录。
－ｈ
显示帮助。
－ｋ
重设 ｓｏｆｔｋｅｙｓ 成预设置。
－ｌ＜文件＞
在指定文件中保存 ｆｔｐｆｓ 对话窗的内容。
－Ｐ
程序结束时，列出最后的工作目录。
－ｓ
用慢速的终端机模式显示，在这模式下将减少大量的绘
图及文字显示。
－ｔ
使用 ＴＥＭＰＣＡＰ 变量设置终端机，而不使用预设置。
－ｕ
不用目前的 ｓｈｅｌｌ 程序。
－Ｕ
使用目前的 ｓｈｅｌｌ 程序。
－ｖ＜文件＞
使用 ｍｃ 的内部编辑器来显示指定的文件。
－Ｖ
显示版本信息。
－ｘ
指定以 ｘｔｅｒｍ 模式显示。

ｍｃｏｐｙ
功能说明：复制 ＭＳ－ＤＯＳ 文件。
语

法：ｍｃｏｐｙ ［－ｂｎｍｐＱｔ／］［源文件］［目标文件或目录］

补充说明：ｍｃｏｐｙ 为 ｍｔｏｏｌｓ 工具指令，可在 ＭＳ－ＤＯＳ 文件系统中
复制文件或是在 ＭＳ－ＤＯＳ 与 Ｌｉｎｕｘ 的文件系统之间复制文件。
ｍｃｏｐｙ 会 ＭＳ－ＤＯＳ 磁盘驱动器代号出现的位置来判断如何复制文
件。
参
－ｂ
－ｎ
－ｍ
－ｐ

数：
批处理模式。
覆盖其他文件时，不需进行确认而直接覆盖。
将源文件修改时间设为目标文件的修改时间。
将源文件属性设为目标文件的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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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Ｑ
－ｔ
－／

复制多个文件时，若发生错误，则立即结束程序。
转换文本文件。
复制子目录以及其中的所有文件。

ｍｄｅｌ
功能说明：删除 ＭＳ－ＤＯＳ 文件。
语

法：ｍｄｅｌ ［文件．．．］

补充说明：ｍｄｅｌ 为 ｍｔｏｏｌｓ 工具指令，模拟 ＭＳ－ＤＯＳ 的 ｄｅｌ 指令，
可删除 ＭＳ－ＤＯＳ 文件系统中的文件。

ｍｄｉｒ
功能说明：显示 ＭＳ－ＤＯＳ 目录。
语

法：ｍｄｉｒ ［－ａｆｗｘ／］［目录］

补充说明：ｍｄｉｒ 为 ｍｔｏｏｌｓ 工具指令，模拟 ＭＳ－ＤＯＳ 的 ｄｉｒ 指令，
可显示 ＭＳ－ＤＯＳ 文件系统中的目录内容。
参

数：
－／
显示目录下所有子目录与文件。
－ａ
显示隐藏文件。
－ｆ
不显示磁盘所剩余的可用空间。
－ｗ
仅显示目录或文件名称，并以横排方式呈现，以便一次
能显示较多的目录或文件。
－Ｘ
仅显示目录下所有子目录与文件的完整路径，不显示其
他信息。

ｍｋｔｅｍｐ
功能说明：建立暂存文件。
语

法：ｍｋｔｅｍｐ ［－ｑｕ］［文件名参数］

补充说明：ｍｋｔｅｍｐ 可建立一个暂存文件，供 ｓｈｅｌｌ ｓｃｒｉｐｔ 使用。
参
－ｑ
－ｕ

数：
执行时若发生错误，不会显示任何信息。
暂存文件会在 ｍｋｔｅｍｐ 结束前先行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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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名参数］
格式。

文件名参数必须是以＂自订名称．ＸＸＸＸＸＸ＂的

ｍｍｏｖｅ
功能说明：在 ＭＳ－ＤＯＳ 文件系统中，移动文件或目录，或更改名
称。
语

法：ｍｍｏｖｅ ［源文件或目录．．．］［目标文件或目录］

补充说明：ｍｍｏｖｅ 为 ｍｔｏｏｌｓ 工具指令，模拟 ＭＳ－ＤＯＳ 的 ｍｏｖｅ 指
令，可在 ＭＳ－ＤＯＳ 文件系统中移动现有的文件或目录，或是更改
现有文件或目录的名称。

ｍｒｅａｄ
功能说明：将 ＭＳ－ＤＯＳ 文件复制到 Ｌｉｎｕｘ／Ｕｎｉｘ 的目录中。
语

法：ｍｒｅａｄ ［ＭＳ－ＤＯＳ 文件．．．］［Ｌｉｎｕｘ 文件或目录］

补充说明：ｍｒｅａｄ 为 ｍｔｏｏｌｓ 工具指令，可将 ＭＳ－ＤＯＳ 文件复制到
Ｌｉｎｕｘ 的文件系统中。这个指令目前已经不常用，一般都使用
ｍｃｏｐｙ 指令来代替。

ｍｒｅｎ
功能说明：更改 ＭＳ－ＤＯＳ 文件或目录的名称，或是移动文件或目
录。
语

法：ｍｒｅｎ ［源文件或目录．．．］［目标文件或目录］

补充说明：ｍｒｅｎ 为 ＭＳ－ＤＯＳ 工具指令，模拟 ＭＳ－ＤＯＳ 的 ｒｅｎ 指令，
可更改 ＭＳ－ＤＯＳ 文件或目录名称。除此之外，ｒｅｎ 也可移动文件
或目录，但仅限于在同一设备内。

ｍｓｈｏｗｆａｔ
功能说明：显示 ＭＳ－ＤＯＳ 文件在 ＦＡＴ 中的记录。
语

法：ｍｓｈｏｗｆａｔ ［文件．．．］

补充说明：ｍｓｈｏｗｆａｔ 为 ｍｔｏｏｌｓ 工具指令，可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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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Ｓ－ＤＯＳ 文件在 ＦＡＴ 中的记录编号。

ｍｔｏｏｌｓ
功能说明：显示 ｍｔｏｏｌｓ 支持的指令。
语

法：ｍｔｏｏｌｓ

补充说明：ｍｔｏｏｌｓ 为 ＭＳ－ＤＯＳ 文件系统的工具程序，可模拟许多
ＭＳ－ＤＯＳ 的指令。这些指令都是 ｍｔｏｏｌｓ 的符号连接，因此会有一
些共同的特性。
参

数：
－ａ
长文件名重复时自动更改目标文件的长文件名。
－Ａ
短文件名重复但长文件名不同时自动更改目标文件的短
文件名。
－ｏ
长文件名重复时，将目标文件覆盖现有的文件。
－Ｏ
短文件名重复但长文件名不同时，将目标文件覆盖现有
的文件。
－ｒ
长文件名重复时，要求用户更改目标文件的长文件名。
－Ｒ
短文件名重复但长文件名不同时，要求用户更改目标文
件的短文件名。
－ｓ
长文件名重复时，则不处理该目标文件。
－Ｓ
短文件名重复但长文件名不同时，则不处理该目标文
件。
－ｖ
执行时显示详细的说明。
－Ｖ
显示版本信息。

ｍｔｏｏｌｓｔｅｓｔ
功能说明：测试并显示 ｍｔｏｏｌｓ 的相关设置。
语

法：ｍｔｏｏｌｓｔｅｓｔ

补充说明：ｍｔｏｏｌｓｔｅｓｔ 为 ｍｔｏｏｌｓ 工具指令，可读取与分析 ｍｔｏｏｌｓ
的配置文件，并在屏幕上显示结果。

ｍｖ
功能说明：移动或更名现有的文件或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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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
法：ｍｖ ［－ｂｆｉｕｖ］［－－ｈｅｌｐ］［－－ｖｅｒｓｉｏｎ］［－Ｓ ＜附加字尾
＞］［－Ｖ ＜方法＞］［源文件或目录］［目标文件或目录］
补充说明：ｍｖ 可移动文件或目录，或是更改文件或目录的名称。
参

数：
－ｂ 或－－ｂａｃｋｕｐ
若需覆盖文件，则覆盖前先行备份。
－ｆ 或－－ｆｏｒｃｅ
若目标文件或目录与现有的文件或目录重复，
则直接覆盖现有的文 件或目录。
－ｉ 或－－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ｖｅ
覆盖前先行询问用户。
－Ｓ＜附加字尾＞或
－－ｓｕｆｆｉｘ＝＜附加字尾＞
与－ｂ 参数一并使用，可指定备份文
件的所要附加的字尾。
－ｕ 或－－ｕｐｄａｔｅ
在移动或更改文件名时，若目标文件已存在，
且其文件日期比源文件新，则不覆盖目标文件。
－ｖ 或－－ｖｅｒｂｏｓｅ
执行时显示详细的信息。
－Ｖ＝＜方法＞或
－－ｖｅｒｓｉｏｎ－ｃｏｎｔｒｏｌ＝＜方法＞
与－ｂ 参数一并使用，可指定备
份的方法。
－－ｈｅｌｐ
显示帮助。
－－ｖｅｒｓｉｏｎ
显示版本信息。

ｏｄ（ｏｃｔａｌ ｄｕｍｐ）
功能说明：输出文件内容。
语
法：ｏｄ ［－ａｂｃｄｆｈｉｌｏｖｘ］［－Ａ ＜字码基数＞］［－ｊ ＜字符数目
＞］［－Ｎ ＜字符数目＞］［－ｓ ＜字符串字符数＞］［－ｔ ＜输出格式
＞］［－ｗ ＜每列字符数＞］［－－ｈｅｌｐ］［－－ｖｅｒｓｉｏｎ］［文件．．．］
补充说明：ｏｄ 指令会读取所给予的文件的内容，并将其内容以
八进制字码呈现出来。
参

数：
－ａ
此参数的效果和同时指定＂－ｔａ＂参数相同。
－Ａ＜字码基数＞
选择要以何种基数计算字码。
－ｂ
此参数的效果和同时指定＂－ｔｏＣ＂参数相同。
－ｃ
此参数的效果和同时指定＂－ｔＣ＂参数相同。
－ｄ
此参数的效果和同时指定＂－ｔｕ２＂参数相同。
－ｆ
此参数的效果和同时指定＂－ｔｆＦ＂参数相同。
－ｈ
此参数的效果和同时指定＂－ｔｘ２＂参数相同。
－ｉ
此参数的效果和同时指定＂－ｔｄ２＂参数相同。
－ｊ＜字符数目＞或－－ｓｋｉｐ－ｂｙｔｅｓ＝＜字符数目＞
略过设置的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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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数目。
－ｌ
此参数的效果和同时指定＂－ｔｄ４＂参数相同。
－Ｎ＜字符数目＞或－－ｒｅａｄ－ｂｙｔｅｓ＝＜字符数目＞
到设置的字符
数目为止。
－ｏ
此参数的效果和同时指定＂－ｔｏ２＂参数相同。
－ｓ＜字符串字符数＞或－－ｓｔｒｉｎｇｓ＝＜字符串字符数＞
只显示符
合指定的字符数目的字符串。
－ｔ＜输出格式＞或－－ｆｏｒｍａｔ＝＜输出格式＞
设置输出格式。
－ｖ 或－－ｏｕｔｐｕｔ－ｄｕｐｌｉｃａｔｅｓ
输出时不省略重复的数据。
－ｗ＜每列字符数＞或－－ｗｉｄｔｈ＝＜每列字符数＞
设置每列的最大
字符数。
－ｘ
此参数的效果和同时指定＂－ｈ＂参数相同。
－－ｈｅｌｐ
在线帮助。
－－ｖｅｒｓｉｏｎ
显示版本信息。

ｐａｓｔｅ
功能说明：合并文件的列。
语
法：ｐａｓｔｅ ［－ｓ］［－ｄ ＜间隔字符
＞］［－－ｈｅｌｐ］［－－ｖｅｒｓｉｏｎ］［文件．．．］
补充说明：ｐａｓｔｅ 指令会把每个文件以列对列的方式，一列列地
加以合并。
参

数：
－ｄ＜间隔字符＞或－－ｄｅｌｉｍｉｔｅｒｓ＝＜间隔字符＞
字符取代跳格字符。
－ｓ 或－－ｓｅｒｉａｌ
串列进行而非平行处理。
－－ｈｅｌｐ
在线帮助。
－－ｖｅｒｓｉｏｎ
显示帮助信息。

用指定的间隔

ｐａｔｃｈ
功能说明：修补文件。
语
法：ｐａｔｃｈ ［－ｂｃｅＥｆｌｎＮＲｓｔＴｕｖＺ］［－Ｂ ＜备份字首字符串＞］［－ｄ ＜工作目录＞］［－Ｄ ＜标示符号
＞］［－Ｆ ＜监别列数＞］［－ｇ ＜控制数值＞］［－ｉ ＜修补文件＞］［－ｏ ＜输出文件＞］［－ｐ ＜剥离层级＞］［－ｒ ＜
绝文件＞］［－Ｖ ＜备份方式＞］［－Ｙ ＜备份字首字符串＞］［－ｚ ＜备份字尾字符串
＞］［－－ｂａｃｋｕｐ－ｉｆ
－ｍｉｓｍａｔｃｈ］［－－ｂｉｎａｒｙ］［－－ｈｅｌｐ］［－－ｎｏｂａｃｋｕｐ－ｉｆ－ｍｉｓｍａｔｃｈ］［－－ｖｅｒｂｏｓｅ］［
始文件 ＜修补文件＞］ 或 ｐａｔｈ ［－ｐ ＜剥离层级＞］ ＜ ［修补文件］

补充说明：ｐａｔｃｈ 指令让用户利用设置修补文件的方式，修改，更新原始文件。倘若一次仅修改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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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文件，可直接在指令列中下达指令依序执行。如果配合修补文件的方式则能一次修补大批文件，
这也是 Ｌｉｎｕｘ 系统核心的升级方法之一。
参

数：
－ｂ 或－－ｂａｃｋｕｐ
备份每一个原始文件。
－Ｂ＜备份字首字符串＞或－－ｐｒｅｆｉｘ＝＜备份字首字符串＞
设置文件备份时，附加在文件名称前面的
字首字符串，该字符串可以是路径名称。
－ｃ 或－－ｃｏｎｔｅｘｔ
把修补数据解译成关联性的差异。
－ｄ＜工作目录＞或－－ｄｉｒｅｃｔｏｒｙ＝＜工作目录＞
设置工作目录。
－Ｄ＜标示符号＞或－－ｉｆｄｅｆ＝＜标示符号＞
用指定的符号把改变的地方标示出来。
－ｅ 或－－ｅｄ
把修补数据解译成 ｅｄ 指令可用的叙述文件。
－Ｅ 或－－ｒｅｍｏｖｅ－ｅｍｐｔｙ－ｆｉｌｅｓ
若修补过后输出的文件其内容是一片空白，则移除该文件。
－ｆ 或－－ｆｏｒｃｅ
此参数的效果和指定＂－ｔ＂参数类似，但会假设修补数据的版本为新 版本。
－Ｆ＜监别列数＞或－－ｆｕｚｚ＜监别列数＞
设置监别列数的最大值。
－ｇ＜控制数值＞或－－ｇｅｔ＝＜控制数值＞
设置以 ＲＳＣ 或 ＳＣＣＳ 控制修补作业。
－ｉ＜修补文件＞或－－ｉｎｐｕｔ＝＜修补文件＞
读取指定的修补问家你。
－ｌ 或－－ｉｇｎｏｒｅ－ｗｈ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忽略修补数据与输入数据的跳格，空格字符。
－ｎ 或－－ｎｏｒｍａｌ
把修补数据解译成一般性的差异。
－Ｎ 或－－ｆｏｒｗａｒｄ
忽略修补的数据较原始文件的版本更旧，或该版本的修补数据已使 用过。
－ｏ＜输出文件＞或－－ｏｕｔｐｕｔ＝＜输出文件＞
设置输出文件的名称，修补过的文件会以该名称存放。
－ｐ＜剥离层级＞或－－ｓｔｒｉｐ＝＜剥离层级＞
设置欲剥离几层路径名称。
－ｆ＜拒绝文件＞或－－ｒｅｊｅｃｔ－ｆｉｌｅ＝＜拒绝文件＞
设置保存拒绝修补相关信息的文件名称，预设的
文件名称为．ｒｅｊ。
－Ｒ 或－－ｒｅｖｅｒｓｅ
假设修补数据是由新旧文件交换位置而产生。
－ｓ 或－－ｑｕｉｅｔ 或－－ｓｉｌｅｎｔ
不显示指令执行过程，除非发生错误。
－ｔ 或－－ｂａｔｃｈ
自动略过错误，不询问任何问题。
－Ｔ 或－－ｓｅｔ－ｔｉｍｅ
此参数的效果和指定＂－Ｚ＂参数类似，但以本地时间为主。
－ｕ 或－－ｕｎｉｆｉｅｄ
把修补数据解译成一致化的差异。
－ｖ 或－－ｖｅｒｓｉｏｎ
显示版本信息。
－Ｖ＜备份方式＞或－－ｖｅｒｓｉｏｎ－ｃｏｎｔｒｏｌ＝＜备份方式＞
用＂－ｂ＂参数备份目标文件后，备份文件的字
尾会被加上一个备份字符串，这个字符串不仅可用＂－ｚ＂参数变更，当使用＂－Ｖ＂参数指定不同备份方
式时，也会产生不同字尾的备份字符串。
－Ｙ＜备份字首字符串＞或－－ｂａｓｅｎａｍｅ－ｐｒｅｆｉｘ＝－－＜备份字首字符串＞
设置文件备份时，附加在文
件基本名称开头的字首字符串。
－ｚ＜备份字尾字符串＞或－－ｓｕｆｆｉｘ＝＜备份字尾字符串＞
此参数的效果和指定＂－Ｂ＂参数类似，差别
在于修补作业使用的路径与文件名若为 ｓｒｃ／ｌｉｎｕｘ／ｆｓ／ｓｕｐｅｒ．ｃ，加上＂ｂａｃｋｕｐ／＂字符串后，文件
ｓｕｐｅｒ．ｃ 会备份于／ｓｒｃ／ｌｉｎｕｘ／ｆｓ／ｂａｃｋｕｐ 目录里。
－Ｚ 或－－ｓｅｔ－ｕｔｃ
把修补过的文件更改，存取时间设为 ＵＴＣ。
－－ｂａｃｋｕｐ－ｉｆ－ｍｉｓｍａｔｃｈ
在修补数据不完全吻合，且没有刻意指定要备份文件时，才备份文件。
－－ｂｉｎａｒｙ
以二进制模式读写数据，而不通过标准输出设备。
－－ｈｅｌｐ
在线帮助。
－－ｎｏｂａｃｋｕｐ－ｉｆ－ｍｉｓｍａｔｃｈ
在修补数据不完全吻合，且没有刻意指定要备份文件时，不要备
文件。
－－ｖｅｒｂｏｓｅ
详细显示指令的执行过程。
168

ｒｃｐ（ｒｅｍｏｔｅ ｃｏｐｙ）
功能说明：远端复制文件或目录。
语
法：ｒｃｐ ［－ｐｒ］［源文件或目录］［目标文件或目
录］ 或 ｒｃｐ ［－ｐｒ］［源文件或目录．．．］［目标文件］
补充说明：ｒｃｐ 指令用在远端复制文件或目录，如同时指定两个
以上的文件或目录，且最后的目的地是一个已经存在的目录，则
它灰把前面指定的所有文件或目录复制到该目录中。
参

数：
－ｐ
保留源文件或目录的属性，包括拥有者，所属群组，权
限与时间。
－ｒ
递归处理，将指定目录下的文件与子目录一并处理。

ｒｈｍａｓｋ
功能说明：产生与还原加密文件。
语
法：ｒｈｍａｓｋ ［加密文件］［输出文件］ 或 ｒｈｍａｓｋ ［－ｄ］［加
密文件］［源文件］［输出文件］
补充说明：执行 ｒｈｍａｓｋ 指令可制作加密过的文件，方便用户在
公开的网络上传输该文件，而不至于被任意盗用。
参
－ｄ

数：
产生加密过的文件。

ｒｍ（ｒｅｍｏｖｅ）
功能说明：删除文件或目录。
语

法：ｒｍ ［－ｄｆｉｒｖ］［－－ｈｅｌｐ］［－－ｖｅｒｓｉｏｎ］［文件或目录．．．］

补充说明：执行 ｒｍ 指令可删除文件或目录，如欲删除目录必须
加上参数＂－ｒ＂，否则预设仅会删除文件。
参
数：
－ｄ 或－－ｄｉｒｅｃｔｏｒｙ
直接把欲删除的目录的硬连接数据删成
０，删除该目录。
－ｆ 或－－ｆｏｒｃｅ
强制删除文件或目录。
－ｉ 或－－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ｖｅ
删除既有文件或目录之前先询问用
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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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 或－Ｒ 或－－ｒｅｃｕｒｓｉｖｅ
递归处理，将指定目录下的所有文
件及子目录一并处理。
－ｖ 或－－ｖｅｒｂｏｓｅ
显示指令执行过程。
－－ｈｅｌｐ
在线帮助。
－－ｖｅｒｓｉｏｎ
显示版本信息。

ｓｌｏｃａｔｅ（ｓｅｃｕｒｅ ｌｏｃａｔｅ）
功能说明：查找文件或目录。
语
法：ｓｌｏｃａｔｅ ［－ｕ］［－－ｈｅｌｐ］［－－ｖｅｒｓｉｏｎ］［－ｄ ＜目录＞］［查
找的文件］
补充说明：ｓｌｏｃａｔｅ 本身具有一个数据库，里面存放了系统中文
件与目录的相关信息。
参

数：
－ｄ＜目录＞或－－ｄａｔａｂａｓｅ＝＜目录＞
－ｕ
更新 ｓｌｏｃａｔｅ 数据库。
－－ｈｅｌｐ
显示帮助。
－－ｖｅｒｓｉｏｎ
显示版本信息。

指定数据库所在的目录。

ｓｐｌｉｔ
功能说明：切割文件。
语
法：ｓｐｌｉｔ ［－－ｈｅｌｐ］［－－ｖｅｒｓｉｏｎ］［－＜行数＞］［－ｂ ＜字节
＞］［－Ｃ ＜字节＞］［－ｌ ＜行数＞］［要切割的文件］［输出文件名］
补充说明：ｓｐｌｉｔ 可将文件切成较小的文件，预设每 １０００ 行会
切成一个小文件。
参

数：
－＜行数＞或－ｌ＜行数＞
指定每多少行就要切成一个小文件。
－ｂ＜字节＞
指定每多少字就要切成一个小文件。
－Ｃ＜字节＞
与－ｂ 参数类似，但切割时尽量维持每行的完整
性。
－－ｈｅｌｐ
显示帮助。
－－ｖｅｒｓｉｏｎ
显示版本信息。
［输出文件名］
设置切割后文件的前置文件名，ｓｐｌｉｔ 会自
动在前置文件名后再加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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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ｅｅ
功能说明：读取标准输入的数据，并将其内容输出成文件。
语

法：ｔｅｅ ［－ａｉ］［－－ｈｅｌｐ］［－－ｖｅｒｓｉｏｎ］［文件．．．］

补充说明：ｔｅｅ 指令会从标准输入设备读取数据，将其内容输出
到标准输出设备，同时保存成文件。
参

数：
－ａ 或－－ａｐｐｅｎｄ
附加到既有文件的后面，而非覆盖它．
－ｉ－ｉ 或－－ｉｇｎｏｒｅ－ｉｎｔｅｒｒｕｐｔｓ
忽略中断信号。
－－ｈｅｌｐ
在线帮助。
－－ｖｅｒｓｉｏｎ
显示版本信息。

ｔｍｐｗａｔｃｈ（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ｗａｔｃｈ）
功能说明：删除暂存文件。
语

法：ｔｍｐｗａｔｃｈ ［－ａｆｑｖ］［－－ｔｅｓｔ］［超期时间］［目录．．．］

补充说明：执行 ｔｍｐｗａｔｃｈ 指令可删除不必要的暂存文件，您可
以设置文件超期时间，单位以小时计算。
参

数：
－ａ 或－－ａｌｌ
删除任何类型的文件。
－ｆ 或－－ｆｏｒｃｅ
强制删除文件或目录，其效果类似 ｒｍ 指令的
＂－ｆ＂参数。
－ｑ 或－－ｑｕｉｅｔ
不显示指令执行过程。
－ｖ 或－－ｖｅｒｂｏｓｅ
详细显示指令执行过程。
－ｔｅｓｔ
仅作测试，并不真的删除文件或目录。

ｔｏｕｃｈ
功能说明：改变文件或目录时间。
语
法：ｔｏｕｃｈ ［－ａｃｆｍ］［－ｄ ＜日期时间＞］［－ｒ ＜参考文件或目
录＞］［－ｔ ＜日期时间＞］［－－ｈｅｌｐ］
［－－ｖｅｒｓｉｏｎ］［文件或目
录．．．］ 或 ｔｏｕｃｈ ［－ａｃｆｍ］［－－ｈｅｌｐ］［－－ｖｅｒｓｉｏｎ］［日期时间］［文
件或目录．．．］
补充说明：使用 ｔｏｕｃｈ 指令可更改文件或目录的日期时间，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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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取时间和更改时间。
参

数：
－ａ 或－－ｔｉｍｅ＝ａｔｉｍｅ 或－－ｔｉｍｅ＝ａｃｃｅｓｓ 或－－ｔｉｍｅ＝ｕｓｅ
只更改
存取时间。
－ｃ 或－－ｎｏ－ｃｒｅａｔｅ
不建立任何文件。
－ｄ＜时间日期＞
使用指定的日期时间，而非现在的时间。
－ｆ
此参数将忽略不予处理，仅负责解决 ＢＳＤ 版本 ｔｏｕｃｈ 指
令的兼容性问题。
－ｍ 或－－ｔｉｍｅ＝ｍｔｉｍｅ 或－－ｔｉｍｅ＝ｍｏｄｉｆｙ
只更改变动时间。
－ｒ＜参考文件或目录＞
把指定文件或目录的日期时间，统统
设成和参考文件或目录的日期时间相同。
－ｔ＜日期时间＞
使用指定的日期时间，而非现在的时间。
－－ｈｅｌｐ
在线帮助。
－－ｖｅｒｓｉｏｎ
显示版本信息。

ｕｍａｓｋ
功能说明：指定在建立文件时预设的权限掩码。
语

法：ｕｍａｓｋ ［－Ｓ］［权限掩码］

补充说明：ｕｍａｓｋ 可用来设定［权限掩码］。［权限掩码］是由 ３ 个
八进制的数字所组成，将现有的存取权限减掉权限掩码后，即可
产生建立文件时预设的权限。
参
－Ｓ

数：
以文字的方式来表示权限掩码。

ｗｈｅｒｅｉｓ
功能说明：查找文件。
语
法：ｗｈｅｒｅｉｓ ［－ｂｆｍｓｕ］［－Ｂ ＜目录＞．．．］［－Ｍ ＜目录
＞．．．］［－Ｓ ＜目录＞．．．］［文件．．．］
补充说明：ｗｈｅｒｅｉｓ 指令会在特定目录中查找符合条件的文件。
这些文件的烈性应属于原始代码，二进制文件，或是帮助文件。
参

数：
－ｂ
只查找二进制文件。
－Ｂ＜目录＞
只在设置的目录下查找二进制文件。
－ｆ
不显示文件名前的路径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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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
只查找说明文件。
－Ｍ＜目录＞
只在设置的目录下查找说明文件。
－ｓ
只查找原始代码文件。
－Ｓ＜目录＞
只在设置的目录下查找原始代码文件。
－ｕ
查找不包含指定类型的文件。

ｗｈｉｃｈ
功能说明：查找文件。
语

法：ｗｈｉｃｈ ［文件．．．］

补充说明：ｗｈｉｃｈ 指令会在环境变量￥ＰＡＴＨ 设置的目录里查找符
合条件的文件。
参

数：
－ｎ＜文件名长度＞
指定文件名长度，指定的长度必须大于或
等于所有文件中最长的文件名。
－ｐ＜文件名长度＞
与－ｎ 参数相同，但此处的＜文件名长度＞包
括了文件的路径。
－ｗ
指定输出时栏位的宽度。
－Ｖ
显示版本信息。

12.其它
ｙｅｓ
作者： 日期：２００３－０８－１６ １４：５９：４０ 浏览次数：

１．命令说明
输出回应的字符串。ｙｅｓ 回应“ｙ”字符，后者指定字符。
２．路径
／ｕｓｒ／ｂｉｎ／ｙｅｓ
３．语法
ｙｅｓ ［－－ｈｅｌｐ］ ［－－ｖｅｒｓｉｏｎ］ ｓｔｒｉｎｇ
４．参数
－－ｈｅｌｐ 显示帮助字符。 －－ｖｅｒｓｉｏｎ 显示版本信息
５．相关命令
173

无
６．举例说明
［ｒｏｏｔ＠ｂｉｘｕａｎ／］＃ｙｅｓ ＂ＯＫ＂ ／／回应“ＯＫ”字符串。
命令执行结果如下：
ＯＫ
ＯＫ
ＯＫ
．．．
Ｃｔｒｌ＋ｃ ／／按 Ｃｔｒｌ＋ｃ 键中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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