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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 11章章  
介介  绍绍  
 
 

1.1  概  要 

非常感谢你对 FreeBSD 感兴趣 在下面的章节中 将介绍有关 FreeBSD
计划的各个方面 例如 它的历史 目标和开发模式 等等  

读完这章 你将了解到  
  FreeBSD 与其他计算机操作系统的关系是怎样的  
  FreeBSD 计划的历史  
  FreeBSD 计划的目标  
  FreeBSD 开放源代码开发模式的基础知识  
  FreeBSD 这个名称的由来  

1.2  欢迎使用 FreeBSD  

FreeBSD 是一个同时支持 Intel处理器体系结构 x86 和 DEC A lpha
处理器体系结构的以 4.4BSD -Lite 为基础发展而来的操作系统 其他体系
结构的 Port也正在发展中 如果你想对 FreeBSD 有一个大致的了解 可以
继续看下一节 如果你想为这一计划贡献点什么 代码 硬件 不记名的
资金 可以参见第 21 章 为 FreeBSD 作贡献  
 

注 每种要被移植到 FreeBSD 上的软件被称为一个 Port 由某个
FreeBSD 的开发者维护 这个Port的维护者首先将软件移植到FreeBSD
上 并将他所完成的这些移植工作按照Ports C ollection 的要求进行设置
编写相关的脚本 使下载软件 配置 编译 安装的全过程能够自动完
成 不需人工干预 每个Port中并没有保存软件包的源代码或者二进制
代码 而只是提供了搜索它的源代码或者二进制软件包的方法  
 

读到这里 你可能会想 FreeBSD 到底能够为你做些什么 如果你是一
个 FreeBSD 的新手 不要着急 请继续我们的旅程  

1.2.1  FreeB SD 能够做些什么 

FreeBSD 有着许多令人注目的特性 例如  
 动态的抢先式的多任务处理机制 使得应用程序与用户 即使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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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巨大的负荷下 也能够确保平滑 稳定地共享资源  
 一个 FreeBSD 系统能够允许许多用户同时处理各种事情 也就是说 像打印机和磁带机
这些系统外部设备可以让系统或网络上的所有用户适当地共享 也可以对个别用户或一
群用户使用的重要系统资源予以限制 以保护系统不致被过度使用  

 完善地支持 SLIP PPP N FS D H CP N IS 等 TCP/IP 网络协议 这意味着 FreeBSD 机器
很容易和其他系统互操作 并起到企业服务器的作用 能提供远程文件共享(NFS) 及电
子邮件(e-m ail) 等服务 可以让你的企业连上因特网(Internet) 并提供 W W W FTP 路由
(routing)及防火墙(firewall)等必备服务  

 先进的内存保护机制能够确保应用程序 或用户 之间不会互相干扰 一个应用程序的
崩溃不会影响其他应用程序的执行  

 FreeBSD 是一个纯 32 位的操作系统 已经支持 Alpha的 64 位系统 并且从一开始就是
这样设计的  

 业界标准的 X 视窗系统 X11R 6 提供了一个图形用户接口 使 FreeBSD 能够在一般的
VGA 显示卡和监视器上使用图形系统 而且你还能得到全部源代码  

 跟 Linux SCO SV R 4 BSD i N etBSD 等系统有良好的二进制兼容性  
 数以千计的应用程序 可以在 FreeBSD 的 Ports和 packages collection 中找到 你不需要
再费心到网络上到处搜索所需要的软件了  

 数以千计容易移植的第三方应用程序都可以在因特网上找到 FreeBSD 和许多商业化的Unix
系统保持着源代码级的兼容性 许多应用程序只需要很少的修改就可以直接进行编译执行  

 页式请求虚拟内存和集成的虚拟内存/缓冲存储的设计 提供了令人满意的高效率的应用
程序执行速度 尤其是运行耗费大量内存的应用软件时 仍能支持很多用户的访问  

 对称多处理技术 SM P 能够提供对多 CPU 的支持  
 完全支持 C C++ Fortran Perl这些开发工具 许多其他的用于高级研究和开发的程序
语言也在不断地加入到 FreeBSD 的软件包中去  

 完整的系统源代码使你能够最大限度地控制和修改操作系统 避开被商业化操作系统公
司操控的命运  

 FreeBSD 拥有丰富的在线文档 为你解决一切问题  
 当然 还有很多的特性 在此不一一列举了  
FreeBSD 是在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的计算机系统研究组 CSR G 开发的 4.4BSD -Lite 基础上

发展而来的 它一直保持着 BSD 系统开发的优良传统 FreeBSD 项目组花费了相当长的时间来调
整整个系统在真实计算环境下的最大可靠性和稳定性 正当许多商业上的巨人希望能提供高效及
稳定的系统时 FreeBSD 已经具备了这样的素质  

FreeBSD 所能提供的应用仅仅局限于你的想象力 从软件开发到工厂自动化 从仓库管理到
卫星的远程控制 那些商业化的UNIX 系统能够做的 FreeBSD 照样也能够胜任 甚至更多 FreeBSD
也得益于全世界的研究中心和大学为它提供令人瞩目的高质量的应用程序 这些应用程序通常只
需要花费很少的钱 甚至免费 就可以取得 当然 许多商业化的应用程序也在不断地出现  

因为 FreeBSD 的源代码是完全公开的 所以对于某些特殊的应用或项目 可以对整个系统进
行修改以符合你的任何需求 而这些特性往往是那些商业化的操作系统所不能满足的 以下提供
了一些应用 FreeBSD 的例子  

 FreeBSD 强大的 TCP/IP 网络系统性能 使它成为能够提供多种因特网服务
的理想平台  
 FTP 服务器  
 万维网服务器(标准的或安全的[SS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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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火墙和 NAT (“IP 伪装”)网关  
 电子邮件服务器  
 新闻组(USEN ET)和电子布告栏系统(BBS)  
 等等  

有了 FreeBSD 可以先用便宜的 386 PC 然后等公司规模变大了以后再升级机器 用带有 RAID
存储设备的四路至强 Xeon 处理器的服务器作为你的企业级服务器  

 你是一个计算机科学系或其他相关工程领域的学生吗 再也没有比使用
FreeBSD 所提供的实际操作经验更好的方法来学习操作系统 计算机体系结构和网络了
FreeBSD 上的许多自由使用的 CAD 数学计算 图形设计软件包能让那些在计算机应用
上有兴趣的人学到更多东西  

 有了完整的系统源代码 FreeBSD 就成为操作系统研究的极好平台 具有免费
且自由取得的特性 使得一个分处在不同地域的合作计划不必担心版权及系统开放性的
问题 而能自由地交流  

 你需要一个新的路由器 一个域名服务器 还有一个能够防止外部人员入侵你
内部网络的防火墙吗 FreeBSD 很容易把一些放在角落里已经不使用的 386 或 486 个人
计算机变成一个具有包过滤(packet-filtering)功能的高性能路由器  

 � 作为一个便宜的 X 终端解决方案 无论是使用自由发布的 XFree86 程序
还是使用 X 窗口环境自带的服务器程序 FreeBSD 都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FreeBSD 不但
可以充当远程 X 程序终端 也可以在本地执行 X 程序从而减轻中心服务器的负荷
FreeBSD 甚至可以通过网络启动(不需本地硬盘) 而变成更便宜的且易于管理的工作站  

 基本的 FreeBSD 系统拥有包括非常出名的 GNU  C/C++编译器和调试器在内的
一整套开发工具  

FreeBSD 的发行光盘既提供系统的源代码也提供直接可执行程序 可以通过匿名 FTP 的形式
从网上获取 请参看附录 A 了解如何获得 FreeBSD  

1.2.2  谁在使用 FreeB SD  

在 Internet上 有许多国际知名的大网站运行着的操作系统是 FreeBSD 包括  
 Y ahoo! (http://www.yahoo.com )  
 A pache (http://www.apache.org)  
 Be Inc (http://www.be.com )  
 Blue M ountain A rts (http://www.bluem ountain.com )  
 Pair N etworks (http://www.pair.com )  
 W histle Com m unications (http://www.whistle.com )  
 M icrosoft (http://www.m icrosoft.com )  
 H otm ail (http://www.hotm ail.com )  
 Sony Japan (http://www.sony.co.jp)  
等等  

1.3  关于 FreeBSD 计划 

下面将介绍有关这个计划的背景信息 包括大概的历史 计划的目标 以及整个计划的开发
模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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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  FreeB SD 的发展历史 

Jordan H ubbard 提供 
FreeBSD 计划最早是从 1993 开始的 源自于维护一组“非官方的 386BSD  Patchkit”计划的三个

协调人 Nate W illiam s R od G rim es和我  
我们原先的计划是做出一份 386BSD 的测试版以修正 Patchkit无法解决的错误 bug 你们中

的一些人可能还记得早期的计划名称叫“386BSD 0.5”和“386BSD  Interim ” 就是这个原因  
386BSD 是属于 Bill Jolitz 的操作系统 在当时就已经有了约一年的激烈讨论 由于 Patchkit

的急剧膨胀 我们一致决定应该帮助 Bill来改善目前的困境 在 Patchkit的基础上做一个临时
的 结构清晰的 快照 然而 Bill却在事先没有指出这个计划应该如何开展下去的情况下 收
回了对这个计划作出的允诺 最终这个计划只好中止  

没有多久 我们认为在没有 Bill支持的情况下 项目仍然有继续下去的价值 所以我们采用
David G reenm an 的提议 将这一新的计划命名为“FreeBSD ” 在和当时的几个用户进行商议后 决
定了我们最初的目标 等到一切逐步明朗化之后 整个项目开始走上正规 这个计划也逐渐成为
一个现实 为了给那些不容易访问互联网的用户提供一个得到FreeBSD 的途径 我们开始跟W alnut 
Creek CD R O M 发行商进行联系 W alnut Creek CD R O M 发行商不仅愿意为我们发行 FreeBSD 光盘
而且还为我们提供开发这一计划所需要的计算机和快速的互联网接入 没有 W alnut Creek CD R O M
的空前的支持 就不可能看到现在的 FreeBSD 会发展的那样深远 快速  

第一张 FreeBSD 光盘是在 1993 年 12 月发布的 我们把它命名为 FreeBSD 1.0 这个版本以伯
克莱加州大学的 4.3BSD -Lite(“N et/2”)为基础 带有 386BSD 上的许多组件 还有自由软件基金会
(FSF)的许多软件 对于一个早期的产品来说 它还算成功 接着 我们在 1994 年的 5 月份成功
地发布了更受欢迎的 FreeBSD 1.1 版本  

大约就在那时 发生了另一件意外的事情 Novell和 U.C. Berkeley在有关 Berkeley N et/2 磁带
版权问题上产生了法律纠纷 最后结果是 U.C. Berkeley接受大部分的 Net/2 的程序代码都是“侵占
来的”且是属于 Novell的财产这一判定——事实上这些代码是 Novell不久前刚刚从 AT& T 收购来
的 Berkeley 得到的则是 Novell对于 4.4BSD -Lite 的 祝福  4.4BSD -Lite 发行之后 便不再算
是包括 侵权 代码的产品 而所有现有的 Net/2 用户都被强烈建议更换新版本 这包括了 FreeBSD
我们被要求于 1994 年 7 月底前停止发布基于 Net/2 的产品 在此协议前提下 本计划被允许在规
定期限以前作最后一次发行 也就是 FreeBSD  1.1.5.1  

我们开始了几乎是重新创造操作系统的过程 因为 Berkeley的 CSR G 小组从 4.4 Lite中取掉了
许多有版权问题的程序代码 而导致 4.4 Lite是一个不完整的 无法启动的系统 直到 1994 年 11
份 才完成过渡过程 最终在 12 月份才把 FreeBSD  2.0 通过网络和 CD R O M 发布 虽然系统很多
地方还很粗糙 但是这一发行版还是很成功的 到 1995 年 6 月份发行 2.0.5 版的时候 它已经变
得非常强大和容易安装了  

我们在 1996 年 8 月发布的 FreeBSD  2.1.5 版 它已经在 ISP 和一些商业团体中广泛流传 另
外一个发行版沿着 2.1-STA BLE 分支继续发展 直到 1997 年 2 月发行 2.1.7.1 版后才终止了这一分
支 现在这些分支处于维护阶段 仅仅是增强一些安全性和修补一些关键错误  

1996 年的 11 月 从主开发线 -CU R R EN T 分出来 FreeBSD  2.2 作为 RELEN G _2_2 分支
作为这一分支的最早发行版是在 1997 年 4 月发布的 2.2.1 版 1997 年夏 秋之间发布了 2.2 版
这个分支直到 1998 年 11 月的 2.2.8 版时才宣告结束 正式的 3.0 发行版是在 1998 年 10 月份出现
的  

到了 1999 年 1 月 20 日又出现了新的分支 那就是 4.0-CU R R EN T 和 3.X  -STA BLE 分支 从
3.X -STA BLE 开始 3.1 版是在 1999 年的 2月 15 日 3.2 版是在 1999 年 5 月 15 日 3.3 版是在 1999
年的 9月 16 日 3.4 版是在 1999 年的 12 月 20 日 3.5 版是在 2000 年的 6月 24 日发布的 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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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又加入了对 Kerborose 安全性方面的修补 这一分支最终发展到 3.5.1 版本 这也是 3.X 分支的
最后版本  

到了 2000 年 3 月 13 日又出现了另一个分支 4.X -STA BLE 现在 我们采用“current-stable”的
分支方法 从这时开始 又有了好几个发行版 4.0 版在 2000 年 3 月发布 4.1 版在 2000 年 7 月
发布 4.2 在 2000 年 11 月发布 4.3 在 2001 年 4 月发布 4.4在 2001 年 9 月发布 沿着 4.X -STA BLE 
(R ELEN G _4)这一分支将不断发展到 2002 年  

长期开发计划的队伍在继续着 5.0-CU R R EN T trunk 的开发 现在已经可以在网上获得它
的预览版了 ftp://current.freebsd.org/pub/FreeBSD /snapshots  

1.3.2  FreeB SD 计划的目标 

FreeBSD 计划的目标是提供软件 这些软件可以为那些不管出于什么目的并且不需要有任何
限制的人所使用 我们中的许多人都为这一计划或其中的软件有相当深入的投入和研究 当然也
不介意现在或是将来能够得到资金上的补偿 我们首先和最主要的使命是为现有的任何人和即将
加入的新成员提供代码 无论他们出于什么目的 都能够最大范围地使用代码 使尽可能多的人
受益 我认为这就是自由软件的最根本目标 也是我们追求者所支持的  

在源代码树中 有些是使用 GNU 公用软件许可证(GPL) 或是 LGPL 的版权公告的 它们附带
一些限制性的文字 但只是在允许人们可以取得该软件的程度上加强了限制 而不是一般限制软
件流通的版权公告 由于使用 GPL 的软件在商业用途上会增加若干复杂性 所以当有合理的选项
时 最好把软件放在 BSD 版权声明下发行  

1.3.3  FreeB SD 的开发模式 

FreeBSD 的开发方式是非常开放和灵活的 就像从我们的计划贡献者列表中看到的那样
FreeBSD 是由世界各地许许多多的人们不断贡献他们的力量而建立起来的 我们也经常关注着那
些对我们的计划感兴趣的新开发者和新的创意 你可以通过 FreeBSD 的技术讨论邮件列表
<freebsd-hackers@ FreeBSD .org> 与 我 们 进 行 交 流 FreeBSD 官 方 公 布 的 邮 件 列 表
<freebsd-announce@ FreeBSD .org>对希望了解我们的工作 所涉及到哪些领域的人也是非常有用
的  

无论你是独立地工作 还是封闭式的团队协作 了解 FreeBSD 计划和它的开发过程是非常有
用的  

FreeBSD 的中央源代码树是通过 CVS(并行版本控制系统)来维护的 CVS 是一个在 FreeBSD 发
布中的自由使用的源代码控制工具 主 CVS 库放置在美国加利福尼亚 Santa Clara的一台机器上
在那里它被复制到大量镜像机器上 输出到世界各地 CVS 树就像我们现在将它分为-CU R R EN T
和-STA BLE 树一样 能够很容易地被复制到你的机器上 你可以参考第 19.3 节了解有关使用
FreeBSD  CV S 仓库的详细信息  

维护者是那些可以直接修改 CVS 树的人 经审定后可以修改 FreeBSD 的源代码 维护者可以
使用 com m it命令来对 CVS 仓库进行操作 提交修正的最好的方法是使用 send-pr命令 如果你
使用这个命令有什么问题的话 也可以直接发 E_m ail到<cvs-com m itters@ FreeBSD .org>  

如果把 FreeBSD 计划当作是一个公司的话 那 FreeBSD 的核心团队就相当于董事会 FreeBSD
核心团队的主要任务是提出总体上的发展计划 确定正确的发展方向 当有成员离开的情况发生
时 邀请那些富有献身精神和可靠的开发者加入到维护者队伍中来也是工作内容之一 当前的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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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团队是在 2000 年 10 月从维护者候选人队伍中选举出来的 选举每 2年举行一次 一些核心团
队的成员还负责特定的责任范围 也就是说他们必须尽力确保某个子系统能象宣称的那样正常工
作   

FreeBSD 开发者的完全列表及他们的职责范围 请见 FreeBSD  contributors List  
 

许多核心团队的成员都是自愿加入FreeBSD 开发行列的 而且没有从本计划获得

任何经济上的资助 因此“承诺”不应该被理解为“支持保证” 前面所述“董事会”的说法并

非十分精确 或许说他们是一群愿意放弃他们的生活 投身于FreeBSD 计划而非其个人其

他领域成就的人  
 

事实上 为我们提供反馈和错误修补的巨大开发队伍正是用户自己 参与 FreeBSD 开发的主
要方式就是加入 FreeBSD 技术讨论邮件列表<freebsd-hackers@ FreeBSD .org> 以此来对一些问题进
行讨论  

提供代码并不是为整个计划做贡献的唯一方法 有一个更完整的现在需要做的事的列表 可
以参考 FreeBSD 计划的官方网站 www.FreeBSD .org  

总的来说 我们的开发模式好像是一组没有拘束的同心圆 这种集中式的开发模式 主要是
考虑到 FreeBSD 用户的方便 同时也让他们能很容易地维护同一份软件 而不会把潜在的贡献者
排除在外 我们的目标是提供一个包含有大量具有一致性的应用程序 第 4章中介绍 的稳定的
操作系统 以利于用户的安装和使用 这种模式在完成目标的过程中工作得非常有效  

我们对于那些要加入 FreeBSD 开发者的期待是:具有如同当前其他人一样的投入 来确保持续
的成功  

1.3.4  当前的 FreeB SD 发行版 

FreeBSD 是一个免费使用且带有完整源代码的以 4.4BSD -Lite 为基础的系统 它广泛运行于
Intel i386 i486 Pentium Pentium  Pro Celeron Pentium  II Pentium  III(以及其他兼容的系统)和
DEC 的 Alpha 计算机系统上 它主要以 U.C. Berkeley CSR G 的软件为基础 并加入了 NetBSD
O penBSD 386BSD 和自由软件基金会的一些东西  

自 1994 年末 FreeBSD  2.0 发布以来 FreeBSD 的性能 功能性 稳定性都有了令人瞩目的提
高 最大的变化是通过集成 VM /file高速缓存修补了虚拟内存的错误 不仅提高了性能 而且减少
了 FreeBSD 对内存的需求 使得只要 5M B 内存就可以执行 FreeBSD 其他的变化主要是增加了对
NIS 客户端和服务器端的完整支持 事务 TCP 协议的支持 PPP 按需拨号的支持 集成的 DH CP
的支持 改善了 SCSI子系统 ISD N 的支持 ATM FD D I与千兆以太网的支持 提高了对最近的
Adaptec控制器的支持和进行了许许多多的错误修正  

我们也采用了用户所提出的看法和建议 尝试着提供更加合理且容易理解的安装过程 我们
欢迎你提出对于这个计划的任何建议  

除了最基本的系统软件 FreeBSD 提供了一组上千个已经移植到 FreeBSD 的一般用途软件
到写作本书的时候 已经有了 5900 种以上的软件 这些软件包括 http (W W W )服务器 游戏 程
序语言 编辑器和几乎所有的东西 这些收集只占了约 100M B 的存储器空间 所有的软件只提供
针对原始程序代码的修正 这使得我们能够容易地更新软件 而且减少了硬盘空间的浪费 如果
你想要编译该软件 只要到你希望安装的程序目录下 执行 m ake install就可以了 你要编译的每
一个程序完整的原始代码可以从 CDR O M 或本地 FTP 站点检索到 你只需要足够的磁盘空间即可
而且几乎大多数的软件都提供了事先编译好的软件包以便于安装 只要使用 pkg_add 就可以轻松
安装 而不再需要自己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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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下有许多有用的文件来帮助你安装及使用 FreeBSD 可以使用 H TM L 浏览器
来阅读  
 

The FreeBSD Handbook 

     file://localhost/usr/share/doc/handbook/index.html

The FreeBSD FAQ 

file://localhost/usr/share/doc/faq/index.html
 

你也可以访问 FreeBSD 的主站 总是频繁地更新 ����������������� �
���了解更多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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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 22 章章  
安安装装 FF rreeeeBB SSDD   

 
 

2.1  概  要 

FreeBSD 提供了一个基于文本的 易于使用的安装程序 称作
Sysinstall 这是 FreeBSD 的默认安装程序 有时有些厂商也会提供他们自
己的安装程序 这一章将描述如何用 Sysinstall来安装 FreeBSD  

读完这章你将了解  
  如何创建 FreeBSD 的安装磁盘  
  FreeBSD 如何标识硬盘 划分硬盘  
  如何启动 Sysinstall  
  Sysinstall会问你一些问题 它们是什么意思以及你如何回答  
在读本章之前 你应当  
  阅读硬件支持列表和查看当前要安装的 FreeBSD 版本 确认硬件
是否被支持  

 

基本上这些安装方法是针对 i386 PC 兼容的 体系结构
计算机来写的 对于其他平台 例如 Alpha 特定的安装说明会单独
列出来  

 

2.2  安装之前的任务 

2.2.1  收集计算机硬件信息 

在安装 FreeBSD 之前 必须详细收集计算机组件的信息 FreeBSD 的
安装程序会为你指出计算机的各个组件 如 硬盘 网卡 CDR O M 等等
的型号和制造厂商 FreeBSD 会试图识别并决定这些设备的正确配置 如
IRQ 和 IO 端口等参数 由于有些硬件希奇古怪 在不能自动识别成功的情
况下 需要手工的修改配置参数  

如果你有安装另外一个操作系统的经验 像 W indows 或 Linux 看看
这些操作系统是如何配置的会是一个比较好的主意 如果无法确定一个扩
展卡的设置 可以查看印刷在这些卡上的一些参数 通常 IRQ 的数字是 3
5 7 IO 端口地址通常用 16 进制来表示 如 0x330  

建议在安装 FreeBSD 之前先记下这些信息 如表 2-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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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收集的部件信息的例子 

设备名称 IRQ IO  端口 注  释 

第 1个硬盘 N/A N /A 4G B Seagate 第 1个 IDE 的 m aster接口 

CDROM  N /A N /A 第 1个 IDE 的 slave接口  

第 2个硬盘 N/A N /A 2G B IBM 第 2个 IDE 的 m aster接口 

第 1个 IDE 控制器 14 0x1f0  

网卡 N/A N /A Intel 10/100 

M odem  N /A N /A 3Com  56K  faxm odem  在 COM 1 口上 

 

2.2.2  备份数据 

如果计算机上有重要的数据 强烈建议你先把它们备份起来 而且在安装之前确认已经测试
了备份数据完好 FreeBSD 的安装程序在写入数据之前会提示好几次 一旦写入的过程开始执行
它就无法还原了  

2.2.3  决定将 FreeB SD 安装在哪里 

如果 FreeBSD 将占用整个硬盘 就没有这个问题 你可以跳过这一节 如果想让 FreeBSD 与
其他操作系统并存 需要了解数据是如何在硬盘上分布的 并会对你有何影响  

一个 PC 磁盘被分成许多独立的块 这些块叫作分区 根据设计 PC 仅支持每个磁盘分为四
个分区 这些分区叫作主分区 可以通过创建一个新的叫作扩展分区的方法来解决主分区数目限
制的问题 一个磁盘只可以有一个扩展分区 还可以在扩展分区中创建逻辑分区 每个分区都有
一个分区编号 ID 这个编号用来识别分区上的数据类型 FreeBSD 分区的编号是 165  

通常 每个操作系统都有一个特殊的识别分区的方法 例如 DOS 和 W indows 它们会把每
个主分区和逻辑分区用一个字母来表示 从字母 C 开始  

FreeBSD 必须被安装在主分区上 FreeBSD 把所有的数据和创建的文件都放在这个分区上
然而 如果有多个磁盘 可以在所有或部分磁盘上创建 FreeBSD 分区 当安装 FreeBSD 时 必须
有一个分区可用 这个分区可以是一个准备好的空分区 也可以是包含不再需要数据的磁盘分区  

如果已经使用了磁盘上的所有分区 需要从使用的分区中腾出一个分区来用 使用操作系统
提供的分区工具来重新分区 如 Dos或 W indows中的 fdisk  

如果有空余分区 可使用空余分区 但可能需要首先缩小一个或多个现有分区  
一个 FreeBSD 的小型安装方式可能需要占用 100M B 的磁盘空间 然而 这样就没有多余的空

间存放用户的文件 一个不带图形环境 比较实际的小型安装方式大概需要 250M B 的空间 带有
图形环境的安装方式 可能需要 350M B 甚至更多的空间 如果打算要安装许多第三方的软件 则
需要更多的空间  

可以使用商用的如 Partition M agic 分区工具来调整分区大小 FreeBSD 光盘 tools目录下也提
供了 FIPS 和 PR esizer分区调整程序  
 

不正确地使用这些工具可能会删除磁盘上的数据 确认在分区以前 已经备

份了数据  
 

2-1
假定你有一个 4G 的硬盘 而且已经安装了 W indows 磁盘分成了两个区 C 和 D 每一

个区是 2G 在 C 区有 1G 的数据 在 D 区有 0.5G 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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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意味着磁盘上有两个分区 每一个驱动器对应一个字母可以把所有已存在的数据从 D 区
拷到 C 区 这样就可以空出 D 区给 FreeBSD 使用  

2-2
假定你有一个 4G 的硬盘 而且已经安装了 W indows 当安装 W indows时创建了一个巨大的

分区 C 区有 4G 当前使用了 1.5G 的空间 想要给 FreeBSD 用 2G 的空间  
要安装 FreeBSD 可以有下面两种选择  
1 备份 W indows数据 然后重新安装 W indows 给 W indows 2G 的空间  
2 使用如 Partition M agic这样的工具 调整分区大小以缩小 W indows分区  

Alpha 需要一个专供使用的磁盘 它不能与其他操作系统共享一个磁盘 根据使用的 Alpha
机器的不同情况 这个磁盘可能是一个 SCSI磁盘或 IDE 磁盘  

要找到机器中的磁盘名及其类型 可以使用 SH O W  D EV ICE 命令  
 

>>>show device
dka0.0.0.4.0             DKA0        TOSHIBA CD-ROM XM-57 3476

dkc0.0.0.1009.0          DKC0        RZ1BB-BS 0658

dkc100.1.0.1009.0        DKC100      SEAGATE ST34501W 0015

dva0.0.0.0.1             DVA0

ewa0.0.0.3.0             EWA0        00-00-F8-75-6D-01

pkc0.7.0.1009.0          PKC0         SCSI Bus ID 7 5.27

pqa0.0.0.4.0             PQA0         PCI EIDE

pqb0.0.1.4.0             PQB0         PCI EIDE
 

这个例子来自Digital的个人工作站433au 显示了这台机器带有3个磁盘 第一个是叫作DKA 0
的 CD R O M 驱动器 其他两个是磁盘 分别叫作 DKC0 和 DK C100  

用 DK x命名的磁盘是 SCSI磁盘 例如 DK A 100 指在第 1个 SCSI总线 A 上的 SCSI ID 为
1 的 SCSI驱动器 而 DKC300 指在第 3个 SCSI总线 C 上的 SCSIID 为 3 的 SCSI磁盘 设备名
PKx指 SCSI总线适配器 正如上面列表中所列出的 SCSI CD R O M 驱动器被当作 SCSI的磁盘来
对待  

DQ x用来命名 IDE 磁盘 而 PQx是与 IDE 控制器相关联的  

2.2.4  收集网络配置细节 

如果通过网络安装 FreeBSD 例如 通过一个 FTP 站点或一个 NFS 服务器 则需要知道网
络配置情况 在安装过程中会被要求输入网络配置的信息  

如果连接到一个以太网络 或拥有通过电缆或 DSL 连接的因特网 需要知道下面一些信息  
1 IP 地址  
2 默认网关的 IP 地址  
3 主机名  
4 D N S 服务器的 IP 地址  
如果不知道这些信息 可以寻问你的系统管理员或 ISP 供应商 如果这些信息是通过 DH CP

自动获得的 那么请记录下这个情况  

如果你使用一个 m odem 拨号到 ISP 你仍要通过因特网来安装 FreeBSD 它可能会花很长时
间  

你需要知道如下信息  
1 拨到 ISP 的电话号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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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m odem 连接的 COM 端口  
3 ISP 帐户的用户名和口令  

2.2.5  检查 FreeB SD 的勘误表 

虽然 FreeBSD 计划努力保证 FreeBSD 的每个版本都尽可能地稳定 减少错误 但仍然会出现
很多问题 这些问题可以在勘误表中找到是否已被解决 可以查看 FreeBSD 的网站 在安装前你
可以检查一下勘误表 看看有没有你还不知道的问题 所有版本的信息 包括每个版本的勘误表
能够在这里找到 http://www.FreeBSD .org/releases/index.htm l  

2.2.6  准备启动磁盘 

FreeBSD 能支持很多不同的安装介质 CD R O M D V D FTP (匿名和非匿名) N FS 磁带或已
存在的 M S-D O S 分区  
 

如果有FreeBSD 的C D R O M 或D V D R O M 安装盘 可以从C D R O M 或D V D R O M

启动安装 典型的BIO S选项称为Boot O rder或类似名称 然后可以跳过这一节 FreeBSD

的C D R O M 和D V D 安装盘是可启动的 不需要其他准备就可以安装  
 

FreeBSD 的安装进程是通过启动计算机进入 FreeBSD 的安装程序开始的 要这样做 必须创
建一些用来启动的软盘 然后用它们来启动  

如果不直接从 CDR O M D V D 或 FTP 安装 需要准备自己的安装媒介 如 M S-D O S 分区
它必须在安装 FreeBSD 之前准备好 也可以通过网络从 FreeBSD 的 FTP 站点来安装  

1 获得启动磁盘映像 
启动磁盘可以在你的安装盘上找到 也可以到下面的网站上去下载  
ftp://ftp.FreeBSD .org/pub/FreeBSD /releases/i386/4.4-R ELEA SE/floppies/ 软盘映像是以.flp 为扩

展名的文件 floppies/目录包含了很多不同的映像文件 需要使用哪个完全依赖于要安装的
FreeBSD 版本和需要安装的硬件 多数情况下需要两个文件 kern.flp 和 m fsroot.flp 可以在该目录
下查看 REA D M E.TX T 文件来确认  

 
你的FT P程序必须使用binary模式来下载这些磁盘映像 一些浏览器采用text

或者ASC II模式 如果不从磁盘启动的话 这将是显示的  
 

2 准备软磁盘 
必须为下载的每个文件准备一张软盘 这些软盘必须是完好的 最简单的测试方法是动手格

式化一下 不要相信预先的格式化  
 

如果安装时发现安装程序出错 停滞或没有反应 首先要怀疑是不是软盘有

问题 找几张其他的软盘再试一下  
 

3 将映像文件写到软盘上  
像.flp 这样的文件是一些比较特殊的文件 不能用 DO S 下的 copy命令直接拷到软盘上 而应

当用特殊的工具程序将映像文件写到软盘上 如果在 DOS 或 W indows下工作 FreeBSD 提供了一
个叫作 fdim age的工具 如果使用 CD R O M 来做这些软盘 而且 CDR O M 是 E 盘 可以这样来操作  

E \>tools\fdimage floppies\kern.flp A

下面重复制作其他的.flp 文件 用上面那种形式写到另外的软盘上确保软盘上的保证为你所
复制的文件名 根据 flpfoles 放置的位置 按照需要调整命令行 如果你没有 CDR O M 可以到
FreeBSD 的 FTP 站点去下载一个 fdim age 如果使用的是一个 UN IX 系统 与 FreeBSD 类似的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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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用 dd 命令来制作启动软盘  
# dd if=kern.flp of=/dev/fd0

在 FreeBSD 中 /dev/fd0 指第一个软盘驱动器 即 A 盘 /dev/fd1 就是 B 盘 依次类推
其他类型的 UNIX 系统驱动器的命名方式可能不太一样 应该查一下相关的文件  

2.3  开始安装 

记住 默认情况下 安装不会对磁盘做任何改动 除非看到下面的信息  
 

Last Chance  Are you SURE your want continue the installation?

If you're running this on a disk with data you wish to save then WE

STRONGLY ENCOURAGE YOU TO MAKE PROPER BACKUPS before proceeding!

We can take no responsibility for lost disk contents!
 

安装可以临时中止 任何先前的安装步骤都不会改变磁盘的内容 如果担心配置的信息不正
确 只需要在该步骤之前关掉计算机 就不会对磁盘造成任何改动  

2.3.1  启动系统 

1 先关闭计算机  
2 打开计算机 启动后 它会显示一个进入系统设置菜单或 BIO S 的画面 通常使用 F2

F10 D el或 Alt+S 来完成 屏幕上的页面会告诉你应该使用哪些键 有时 你的计算机可能会显
示一个图形页面 一般的 键入 Esc会退出设置 BIO S 的界面  

3 寻找和设置要从哪个设备启动系统 这通常会以一个设备列表的方式显示出来 像软盘
CDR O M 还是第一个硬盘等等  

如果需要从软盘启动 确定软驱已被选中 如果从 CDR O M 启动 确定它也被选中 如果有
问题 可以检查一下计算机随机手册或主板 修改设置 然后保存 退出 重新启动计算机  

4 如果需要从软盘启动 就像 2.2.6 节描述的将第一张包含 kern.flp 的启动磁盘放入软驱  
如果从 CDR O M 启动 需要打开计算机 然后把安装光盘及时放入 CDR O M 中  
如果计算机以正常方式启动 然后加载已存在的操作系统 可能会出现两个问题  
a 磁盘在启动时没有及时放入 只要重新启动计算机就可以了  
b 先前的 BIO S 修改没有正确保存 需要重新进行修改并且保存修改  
5 FreeBSD 将开始启动 如果从 CDR O M 启动 将看到下面这些信息  

 

Verifying DMI Pool Data ..............

    Boot from ATAPI CD-ROM :

    1. FD 2.88MB  System Type-(00)

    /boot.config: -P

    Keyboard: yes

    BTX loader 1.00 BTX version is 1.01

    Console: internal video/keyboard

    BIOS drive A: is disk0

    BIOS drive B: is disk1

    BIOS drive C: is disk2

    BIOS drive C: is disk3

    BIOS 639kB/64512kB available memory

    FreeBSD/i386 bootstrap loader  Revision 0.8

(jkh@bento.freebsd.org  Mon Nov 20 11:41:23 GMT 2000)



FreeBSD  H andbook 第二版 中文版 

14 

|

    Hit [Enter] to boot immediately  or any other key for command prompt.

    Booting [kernel] in 9 seconds..._
 

如果从软盘启动 会看到这些信息  
 

Verifying DMI Pool Data ........

BTX loader 1.00 BTX version is 1.01

Console: internal video/keyboard

BIOS drive A: is disk0

BIOS drive C: is disk1

BIOS 639kB/261120kB available memory

FreeBSD/i386 bootstrap loader  Revision 0.8

(jkh@narf.osd.bsdi.com  Sat Apr 21 08:46:19 GMT 2001)

/kernel text=0x24f1bb data=0x307ac+0x2062c |

Please insert MFS root floppy and press enter:
 

接下来取出 kern.flp 磁盘 插入 m fsroot.flp 磁盘 然后按 Enter  
6 不管是从软盘启动还是从 CDR O M 启动 启动过程都有下面这些信息  

Hit [Enter] to boot immediately or any other key for command prompt. 

Booting [kernel] in 9 seconds...... 

或者等待 10 秒钟 或者按 Enter 就会启动内核配置菜单  

1 先关闭计算机  
2 打开计算机 等待计算机显示屏出现启动提示符  
3 把启动软盘放入软驱中 然后键入下面的命令 如果有必要的话 更换软驱的名称  

>>>BOOT DVA0 -FLAGS " -FILE "

如果从 CD R O M 启动 把 CD R O M 放入驱动器 然后键入下面的命令开始安装 如果有必要
修改一下当前 CDR O M 的名称  

>>>BOOT DKA0 -FLAGS " -FILE "

4 FreeBSD 开始启动 如果从一张软盘启动 会看到这个信息  
Please insert MFS root floppy and press enter

接着是取出 kern.flp 软盘 插入 m fsroot.flp 软盘 然后按 Enter  
5 不管是从软盘启动 还是从 CDR O M 启动 都会出现下面这些信息  

Hit [Enter] to boot immediately or any other key for command prompt.

Booting [kernel] in 9 seconds..._

按 Enter 或者等待 10 秒钟 系统开始加载内核配置菜单  

2.3.2  内核配置 

内核是操作系统的核心 它负责处理很多事情 包括访问你的系统上的所有设备 如硬盘
网卡 声卡等等 每一种被 FreeBSD 支持的硬件都有一个相应的驱动程序 每个驱动器用一个两
到三个字母的名字来表示 如 SCSI用 sa表示 串行 I/O 驱动器 用来管理 com 端口 用 sio来表
示  

当内核启动时 每个驱动程序会检查系统是否支持机器上的硬件 如果支持 驱动程序就配
置硬件 然后让它应用于内核的其余部分  

这个检查通常叫作设备检测 device probing 但是 这个并不是配置硬件的安全办法 一些
硬件驱动程序不能很好地相处 一个设备检测程序偶尔会导致其他的设备工作不正常 这是 PC
设计的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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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老的硬件的规格是 ISA 接口的—相对于 PCI接口的设备而言 ISA 规范要求每个设备都
有一个硬件编码的配置信息在里面 典型的如 IR Q IO 端口地址 这个问题通常可以使用物理跳
线来解决 或是使用一个 DOS 下的工具  

这通常就是问题的根源 因为不能有两个设备同时使用同样的 IR Q 或 IO 端口地址 比较新
的设备如 PCI设备 已经不需要这个了 通常由 BIO S 来设定设备要使用哪个 IRQ 和 IO 端口  

如果有一些 ISA 设备 必须要手动配置硬件的 IRQ 和 IO 端口地址 这就是在第 2.2.1 节列出
你可能使用的硬件的详细目录的原因  

不幸的是 默认的 IR Q 和内存端口也会发生冲突 FreeBSD 的驱动程序一般会按照设备厂商
的缺省定义来配置设备 所以大多数情况下 设备会工作的很好  

如果是运行 FreeBSD 一般不会发生硬件冲突的情况 因为大多数情况下 计算机里面不会
有两个冲突的设备  

但是第一次安装 FreeBSD 的时候 可能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因为内核包含了尽可能多的驱动
程序来支持各种硬件 所以许多不同的硬件配置都能被支持 这意味着有些驱动程序可能已经互
相冲突了 这些设备是按照一个严格的顺序来检测的 如果后来检测到的硬件与先前检测到的发
生了冲突 那你的硬件就有可能不能工作 或是安装 FreeBSD 时不能正确地检测到  

由于这一点 首先要做的第一件事是当你安装 FreeBSD 时 你先看看内核配置的驱动程序列
表 然后把它们中的一些禁用 如果没有那样的设备 就不要使用它  

图2-1显示了第一个内核配置菜单 建议选择Start kernel configuration in full-screen visual m ode
这个选项 因为它对初学者来说比较容易  

 
图 2-1  内核配置菜单 

内核配置屏幕被分成 4部分 图 2-2  
1 一个被标记成“active”的驱动程序的详细列表 它被分成很多组 如 storage 和 network

每个驱动程序都会有一个描述 它的有两三个字母的驱动器名 以及它所使用的 IR Q 存储端口
另外 如果一个运行着的驱动程序与另外一个驱动程序发生冲突 那么就会在驱动程序下显示
CON F 表示发生了冲突 并且显示出当前运行着的冲突驱动程序的总数  

2 已经标记为不活动的驱动程序 它们仍然保留在内核中 但当内核启动时 它们不会去
检测设备 这些同样像激活的驱动程序列表的形式分成很多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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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  内核设备配置的接口屏幕 

3 有关当前选择的驱动程序的更多细节 包括它的 IRQ 和内存端口地址  
4 有关正确按键功能的信息  
在这点上 通常总会有一个冲突的列表 不要为此担心 它可以被解决 所有的驱动程序都

被启用 正如已经解释过的 它们中的一些将与其它的发生冲突 现在必须调整驱动程序的列表
解决冲突问题  

1 键入 X 就会完全地展开驱动程序的列表 可以看到所有的驱动程序 你需要使用箭头
键来回滚动 选择活动的驱动程序的列表 图 2-3 显示了键入 X 后的结果  

 
图 2-3  展开驱动程序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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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禁用所有没有的设备 要禁用设备 用箭头键上下选择到那个设备 然后键入 DEL 驱
动程序将被移到禁用设备列表 如果一不小心禁用了你需要的设备 你可以使用 Tab 键切换到禁
用设备列表 选择刚禁用的设备 然后按 Enter把它移回到活动设备列表  
 

不要禁用sc0 它控制着屏幕 你需要使用它 除非是通过一根线缆来安装

如果使用的是一个U SB键盘 可以禁用atkbd0 如果使用一个普通的键盘 必须保留atkbd0  
 

3 如果没有互相冲突的硬件列表 可以跳过这步 另外 剩下的冲突设备也需要检查 如
果在消息区它们没有出现“allowed conflict”的提示 那么不是设备检测器的 IRQ /地址要改变 就是
硬件的 IRQ /地址要改变  

要改变驱动程序的 IRQ 和 IO 端口地址的配置 可以选择设备然后按 Enter 光标会移到屏幕
的第三部分 可以改变它的值 键入 Q 就完成了设备配置文件的编辑 再回到活动设备列表
如果不确定这些图是什么 你可以试试使用-1 这个值 一些 FreeBSD 设备可以安全地检测硬件以
判断正确的值是什么并配置该值  

改变硬件地址的方法跟具体的硬件有关 对于有些设备 可能需要动手从计算机中拆除那个
设备 调节跳线设置或 DIP 开关 其他的设备可能需要使用一个 DOS 下的程序重新配置 可以查
看相关设备的使用文档了解详细的信息 做完之后 需要重新启动计算机 重新配置设备以后
返回 FreeBSD 的安装程序  

4 当所有的冲突被调整好后 屏幕会如图 2-4 所示  

 
图 2-4  没有冲突的驱动器配置 

正如所看到的 活动设备列表现在变得比较短 只有存在的硬件会被列出来 现在需要保存
这些修改 然后继续下一步安装 键入 Q 退出设备配置接口 这个信息会这样显示  

Save these parameters before exiting? ([Y]es/[N]o/[C]ancel)

回答 Y 保存参数设置并启动检测 显示完检测结果后 文本形式的 Sysinstall会启动 显示如
图 2-5 所示的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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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5  Sysinstall主菜单 

2.3.3  回顾一下设备检测结果 

最后会有几百行的显示结果会被保存下来 你可以重新回顾一下  
要查看 buffer 按 Scroll Lock 按键 这会打开可以滚动的页面 使用箭头键或 PageU p 和

PageD own 查看结果 再按 Scroll Lock 键就会停止屏幕滚动  
操作完成后 当内核加载设备检测信息的时候 可以看到屏幕上的一些滚动信息 虽然与你

的设备配置可能不一致 但还是可以看看图 2-6 以作参考  
 

    avail memory = 58880000 (57500K bytes)

    Preloaded elf kernel "kernel" at 0xc065d000.

    md1: Malloc disk

    npx0: <math processor> on motherboard

    npx0: INT 16 interface

    pcib0: <Host to PCI bridge> on motherboard

    pci0: <PCI bus> on pcib0

    pcib1: <VIA 82C598MVP (Apollo MVP3) PCI-PCI (AGP bridge> at device 1.0 on pci0

    pci1: <PCI bus> on pcib1

    pci1: <Matrox MGA G200 AGP graphics accelerator> at 0.0 irq 11

    isab0: <VIA 82C586 PCI-ISA bridge> at device 7.0 on pci0

    isa0: <ISA bus> on isab0

atapci0: <VIA 82C586 ATA33 controller> port 0xe000-0xe00f at device 7.1 on pci0

ata0: at 0x1f0 irq 14 on atapci0

uhci0: <VIA 83C572 USB controller> port 0xe400-0xe41f irq 10 at device 7.2 on pci0

usb0: <VIA 83C572 USB controller> on uhci0

    usb0: USB revision 1.0

    uhub0: VIA UHCI root hub  class 9/0  rev 1.00/1.00  addr 1

    uhub0: 2 ports with 2 removable  self powered

    chip1: <VIA 82C586B ACPI interface> at device 7.3 on pci0

    fdc0: <NEC 72065B or clone> at port 0x3f0-0x3f5 0x3f7 irq6 drq2 on isa0

    fdc0: FIFO enabled  8 bytes threshold

    fd0: <1440-KB 3.5" drive> on fdc0 drive 0

    atkbdc0: <keyboard controller (i8042)> at port 0x60-0x6f on isa0

    atkbd0: <AT Keyboard> flags 0x1 irq 1 on atkbdc0

    kbd0 at atkbd0

    psm0: <PS/2 Mouse> irq 12 on atkbdc0

    psm0: model Generic PS/2 mouse  device ID 0

    vga0: <Generic ISA VGA> at port 0x3c0-0c3df iomem 0xa0000-0xbffff on isa0

    sc0: <System console> at flags 0x100 on isa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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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c0: VGA <16 virtual consoles  flags-0x300>

    sio0 at port 0x3f8-0x3ff irq 4 flags 0x10 on isa0

    sio0: type 16550A

    sio1: at port 0x2f8-0x2ff irq3 on isa0

    sio1: type 16550A

    ppc0: <Parallel port> at port 0x378-0x37f irq 7 on isa0

    ppc0: SMC-like chipset (ECP/EPP/PS2/NIBBLE) in COMPATIBLE mode

    ppc0: FIFO with 16/16/15 bytes threshold

    ppi0: <Parallel I/O> on ppbus0

    plip0: <PLIP network interface> on ppbus0

    ad0: 8063MB <IBM-DHEA-38451> [16383/16/63] at ata0-master using UDMA33

    acd0: CDROM <DELTA OTC-H101/ST3 F/W by OIPD> at ata0-slave using PIO4

    Mounting root from ufs:/dev/md0c

    /stand/sysinstall running as init on vty0
 

图 2-6  典型的设备检测结果 

仔细地检查一下检测结果确信 FreeBSD 找到了所有需要的设备 如果一个设备没有找到 可
能把它给遗漏掉了 如果设备的驱动程序要求配置 IRQ 和端口地址 应当检查键入的是否正确  

如果需要修改设备检测的 UserConfig 可以退出 sysinstall程序 再启动一遍 如图 2-7 所示  

 
图 2-7  选择退出 Sysinstall 

使用左右箭头从主安装菜单中选择 Exit Install 接下来的信息会这样显示  
 

                                  User Confirmation Requested 

                   Are you sure you wish to exit? The system will reboot 

         (be sure to remove any floppies from the drives).

                                           [ Yes ]    No
 

安装程序将重新启动 如果 CDR O M 仍留在驱动器中 可以选择[Yes] 如果你从软盘启动
那需要从计算机中取出 m fs.root软盘 在重新启动前 插入 kern.flp 软盘  

2.4  Sysinstall介绍 

Sysinstall是 FreeBSD 提供的安装应用程序 它以文本形式出现 被分成很多菜单和屏幕 可
以用它们来配置和控制安装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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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install的菜单系统可以通过箭头键 Enter Space 和其他键来控制 有关这些键的详细描
述 可以参考 sysinstall的联机手册  

要重新查看这些信息 确保 Usage 是高亮显示的 可以选择[Select]键 就像图 2-8 显示的那
样 然后按 Enter  

菜单系统的使用信息会被显示出来 重新查看之后 按 Enter键回到主菜单  

 

图 2-8  从 Sysinstall主菜单选择安装方法 

2.4.1  选择文档菜单 

从主菜单中 用箭头键选择 Doc 然后按 Enter 如图 2-9 所示  

 
图 2-9  选择文档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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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将显示文档菜单 如图 2-10 所示  

 
图 2-10  Sysinstall文档菜单 

阅读一下提供的文档是很重要的 要阅读文档 用箭头键选择 然后按 Enter 当读完文档后
按 Enter将返回到文档菜单  

要返回到主安装菜单 使用箭头键选择 Exit 然后按 Enter  

2.4.2  选择键盘菜单 

要改变键盘的标准 使用箭头选择 Keym ap 然后按 Enter 如图 2-11 所示  

 
图 2-11  Sysinstall主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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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使用上下箭头键选择菜单选项和键入空格键来选择不同的键盘标准 再次键入空格键将
会取消选择 完成后 可以选择[OK ] 然后按 Enter 如图 2-12 所示  

 
图 2-12  Sysinstall键盘分布菜单 

2.4.3  安装选项的屏幕 

选择 Options 然后按 Enter 参见图 2-13 和图 2-14  

 
图 2-13  Sysinstall主菜单 

默认值对绝大多数的用户是适用的 一般不需要修改 被选择的项目将用高亮的蓝色文字显
示在屏幕的下方 注意选项之一的 Use D efaults会把所有的值设置成默认值  

键入 F1 可以阅读有关不同选项的帮助信息 键入 Q 将回到主安装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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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4  Sysinstall选项 

2.4.4  开始一个标准的安装 

对于 Unix或 FreeBSD 的新手 建议使用 Standard 安装方式 使用箭头键选择 Standard 然后
按 Enter开始安装 如图 2-15 所示  

 
图 2-15  开始标准安装 

2.5  分配磁盘空间 

第一个任务是为 FreeBSD 分配磁盘空间 然后给那个空间作标签 以便 Sysinstall能够进行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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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下面介绍 FreeBSD 如何找到磁盘的信息  

2.5.1  B IO S 驱动器的编号方式 

在你安装和配置 FreeBSD 之前 特别是如果你有多个硬盘 应当认识到一个很重要的问
题 在运行 M S-D O C/W indows这些依赖 BIO S 设置的操作系统中 BIO S 设置驱动器启动顺序
的变化 操作系统识别的驱动器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 这允许用户可以随便地从一个磁盘驱
动器启动 而不一定非要从“prim ary m aster”启动 这种方式对一些希望通过第二个硬盘来备份
资料的人来说是最简单和方便的方式 使用 ghost或 X CO PY 这样的程序来将第一个硬盘克隆
到第二硬盘 如果第一个硬盘发生故障 或遭受病毒攻击 或由操作系统的缺陷引起的系统
混乱 都可以很容易地变换 BIO S 中驱动器的启动顺序来改变启动的系统 就像交换了驱动器
的线缆一样方便  

绝大多数带有 SCSI控制器的昂贵系统经常包括 BIO S 扩展 它允许 SCSI驱动器按顺序最多可
以支持 7个驱动器  

用户在了解了上面那么多的新特性后 突然听到 FreeBSD 并不是想像中的那样使用 BIO S 时
一定会感到很惊讶 事实上 FreeBSD 并不使用 BIO S 也没有“逻辑 BIO S 驱动器映射”的概念
这会使人很困惑 特别是驱动器在物理和外观性质上都是相同的 而且两个硬盘上还存在着相同
的数据  

使用 FreeBSD 时 BIO S 总是恢复到自然驱动器编号状态 如果需要来回交换驱动器 就只能
打开机箱改变跳线和线缆  

���� ���	
Bill为 Fred将一台比较老的Wintel计算机改装成一台 FreeBSD计算机 Bill安装了一个 SCSI

驱动器作为驱动器 0 然后在它上面安装了 FreeBSD
Fred 开始使用系统 但几天以后 他注意到那个 SCSI 驱动器报告有许多软件错误 他把这

个情况告诉了 Bill

几天以后 Bill决定查查其中的原因 所以他从仓库里拿了一个同样的 SCSI驱动器装在这台
机器上 磁盘表面检测的结果显示这个驱动器是完好的 所以 Bill 把这个驱动器作为驱动器 4

然后把系统从驱动器 0拷贝到了驱动器 4 现在 那个新安装的驱动器功能很正常 Bill决定开始
使用它 所以他在 SCSI BIOS中重新对磁盘作了编号 使系统从驱动器 4启动 FreeBSD启动后
看上去一切工作正常

Fred用了几天 不久 Bill和 Fred决定冒一下险— —将 FreeBSD升级到最新版本 Bill卸下了
驱动器 0 因为它有点问题 又用了一个新的 SCSI驱动器代替它 Bill接着使用 Fred的 Internet FTP

软盘将 FreeBSD安装在新的驱动器上 并将驱动器设为 0 安装很顺利
Fred使用新版的 FreeBSD好几天 觉得把它用在工程部门比较好… …于是 他把他所有的工

作从旧版的机器上拷了过来 所以 Fred挂上了驱动器 4 在先前那个旧 FreeBSD系统做的拷贝
Fred很惊讶地发现他先前的工作不在驱动器 4上

数据跑哪儿去了?

当 Bill从先前的驱动器 0向驱动器 4作映像拷贝的时候 驱动器 4变成“new clone” 当 Bill

调整了 SCSIBIOS的驱动器的顺序后 他认为 FreeBSD是从驱动器 4启动机器的 他已经把自己
给搞糊涂了

事实上 FreeBSD 仍然运行在驱动器 0 上 BIOS 编号的修改使得一些或所有的启动和加载系
统的代码会从当前选择的驱动器上去读取 但当 FreeBSD 内核驱动程序接管后 BIOS 驱动器的
编号将被忽略 FreeBSD将转变为通常的驱动器编号 在这个例子中 系统继续在先前的驱动器
0上操作 Fred的所有数据都在那儿 而不是在驱动器 4上 实际上 看上去系统好像运行在驱



第 2 章  安装 FreeBSD  

25 

动器 4上只是人们的一种人为想像 很幸运 没有数据丢失或损坏
比较老的驱动器 0仍然可以找回 Fred的所有工作数据也找到了 虽然在这个例子中使用的

是 SCSI驱动器 但是 IDE驱动器的使用概念也是这样的

2.5.2  磁盘组织 

FreeBSD 用来寻找文件的最小组织单位是文件名 文件名是区分大小写的 也就是说readm e.txt
和 REA D M E.TX T 是两个不同的文件 FreeBSD 不使用一个扩展名 .txt 来决定这个文件是一个
程序 一个文档 还是一些其他形式的数据  

文件被存储在目录下 一个目录可能没有文件 也可能包含许多文件 一个目录也可能包含
其他目录 可以建立一个层次型的目录 这样就很容易组织数据  

文件和目录能够通过文件或目录名来引用 它以/为起点 按目录名来排列 如果有目录 foo
它包含目录bar 而目录bar又包含文件readm e.txt 那么这个文件的全名或路径是foo/bar/readm e.txt  

目录和文件都存储在一个文件系统中 每个文件系统在最顶层都包含一个目录 叫作文件系
统的 root目录 这个 root目录能够包含其他目录  

到现在为止 这可能就是与你使用的其他操作系统相似的地方 但稍有一些不同的是 DOS
使用\来分隔文件和目录名 而 M acO S 使用 FreeBSD 不使用驱动器字母 或其他路径命名方式
你不能在 FreeBSD 上写 c:/foo/bar/readm e.txt 事实是 一个文件系统被指定为根文件系统 根文
件系统的根目录使用/标记 其余的每个文件系统都会被挂在根文件系统下的某一个目录下 无论
在 FreeBSD 系统上有多少个磁盘 每个目录似乎都是同一个磁盘的某个部分  

假定你使用三个文件系统 叫作 A B C 每个文件系统都有一个根目录 根目录又包含其
他的目录 叫作 A1 A 2(同样地 B1 B2 和 C1 C2)  

把 A 作为系统的根文件系统 如果你使用 ls命令来看看这个目录的内容 你将看到两个子目
录 A1 和 A2 目录树就是这样的  

A1 

A 2  
一个文件系统必须被挂在另一个文件系统的目录上 所以现在假设你把文件系统 B 挂在目录

A1 上 根目录 B 将替换 A1 会出现 B 文件系统的结构  

A2 

A 1 

B1 

B2 

 
原来在 B1 或 B2 目录下的文件现在都需要使用/A1/B1 或/A 1/B2 作为路径的前缀 在/A1 上的

任何文件已经被临时地隐藏起来 如果 B 从 A 上卸下 它们将被重新显现 如果 B 被挂在了 A2
上 那应该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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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2 

A 1 

B1 

B2  
路径将分别是/A2/B1 和/A 2/B2 文件系统可以一个接一个的挂接起来 继续上一个例子 C

文件系统可能被挂在 B 文件系统中 B1 目录的顶部 比如  

A2 

A 1 

C1 

B1 

B2 

C2 

 
或者将 C 被直接挂在 A 文件系统的 A1 目录下面  

A2 

A 1 

C2 

C1 

B2 

B1 

 
如果你对 DO S 很熟悉 这个很类似 DO S 中的 join 命令 当你安装 FreeBSD 时 需要创建文

件系统 决定把它们挂在哪儿 除非你要增加一个新的磁盘 否则不要改变它  
完全可以只创建一个大型的根文件系统 这样做有些缺点和一个优点  
多文件系统的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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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同的文件系统有不同的加载选项 m ount options 例如 通过小心的计划 根文件系
统可能是只读的 不可能去删除或编辑一个文件  

 FreeBSD 能自动调整文件系统的布局 一个包含很多小文件的文件系统 与包含比较少
而较大文件的文件系统分别有不同的优化方式 对于只有一个根文件系统的情况 这种
优化就没有用了  

 FreeBSD 的文件系统是非常强大的 虽然如此 计算机掉电也有可能对系统造成故障
通过多个文件系统来分散存放你的数据 系统将有可能从掉电中恢复 也很容易地从备
份中恢复数据  

单文件系统的好处 

文件系统有一个固定的大小 如果创建一个文件系统时 给它一个比较特殊的尺寸 以后可
能会发现需要把分区变得更大一些 那样必须先备份数据 需要重新创建文件系统的大小 然后
进行恢复数据的操作  
 

FreeBSD  4.4和以上的版本引入了一个新的命令 grow fs 它使得动态增加文件

系统的大小成为可能  
 

文件系统被包含在分区中 本章使用的术语 分区 和最初的分区含义不同 每个分区都会
被一个字母所识别 a直到 h 这个分区的含义来源与 Unix 中的概念 每个分区只能包含一个文
件系统 这意味着文件系统可以通过安装点或者是分区号码来描述 FreeBSD 也使用磁盘空间来
作为交换空间 swap space 交换空间给 FreeBSD 提供了虚拟内存 这允许计算机仿佛拥有了更
多的内存 当 FreeBSD 用完了物理内存 它就把一些内存中的数据转移到交换空间中 当需要时
又从交换空间转换回来  

一些分区名都有与它们相对应的规定如下表  
 
分  区 规    则 

a 通常包含根文件系统 

b 通常包含交换空间 

c 通常同所有 slice 的之和大小相同 这使得需要在整个硬盘上工作的工具在 c 分区上工作 通常不要

在这个分区上创建一个文件系统 

d 分区 d是一个特殊用途的分区 现在已经不用了 如果要在分区 d上工作的话 可能会出现一些古怪

的事情 所以 sysinstall通常不会创建分区 d 

 
每一个包含文件系统的分区都会被存放在叫作 slice的地方 Slice其实就是 FreeBSD 的分区

这是因为 FreeBSD 的 UN IX 背景 Slice的编号是从 1到 4  
Slice 编号跟在设备名后面 用一个 s作为前缀 从 1 开始 所以“da0s1”是在第 1 个 SCSI驱

动器上的第 1个 slice 一个磁盘上只可以有四个物理 slice 但你可以在某个类型的物理 slice上包
含多个逻辑 slice 这些扩展的 slice 从 5 开始编号 所以“ad0s5”是磁盘上的第 1 个扩展 slice 这
些设备通过占用一个 slice的文件系统来使用  

一个独占物理磁盘的 slice 和其他包含分区的 slice 都可以用从 a到 h 的字母来表示 这个字
母附加在设备名称的后面 所以“da0a”是在第一个 da 驱动器上 a分区 而且是独占的 “ad1s3e”

是在第 2个 IDE 磁盘上的第 3个 slice的第 5个分区  
最后 系统中的每个磁盘都被识别出来 一个磁盘的名字用一个指示磁盘类型的代号作起始

然后是一个数字 指出它是哪个磁盘 不像 slice 磁盘的编号从 0开始 常见的代码示例你可以
看看表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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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磁盘设备的代码 
代    号 含    义 

ad A TA PI (ID E) 磁盘 

da SCSI直接访问磁盘 

acd A TA PI (ID E) CD R O M  

cd SCSI CD R O M  

fd Floppy 磁盘 

 
当提到一个分区时 FreeBSD 要求命名 slice和包含分区的磁盘 当提到 slice时 应当提到磁

盘名称 可以这样来列出磁盘的名称 slice号码 然后是分区字母 就像例 2-3 所示  
例 2-3  磁盘 slice 和分区命名的例子 
名    称 含    义 

ad0s1a 第 1 个 IDE 磁盘(ad0)上的第 1个 slice(s1)的第 1个分区(a) 

da1s2e 第 2 个 SCSI磁盘(da1)上的第 2个 slice(s2)的第 5个分区(e) 

 
例2-4显示了磁盘布局的概念模型 要安装FreeBSD 必须先配置一下磁盘slice 然后在你所要使用

的slice中创建分区 接着在每个分区中创建文件系统 或交换空间 以决定文件系统在哪儿被挂上  
例 2-4  一个磁盘的概念模型 
下面这张图显示了系统附带的 FreeBSD 的第一个 IDE 磁盘的状况 假设磁盘的大小是 4GB

包含 2GB 的 slice(D O S 分区) 第一个 slice包含一个 DO S 磁盘 C 第二个 slice安装了 FreeBSD
FreeBSD 已经安装了三个分区和一个 swap 分区 三个分区中的每一个分区都拥有一个文件系统
分区 a被用作根文件系统 e作为/var目录 f作为/usr目录   

 

2.5.3  使用 FD isk 创建 Slice 
 

不要轻易地对磁盘写入信息 如果认为操作错误 最好重新来一遍 可以使用

菜单回到sysinstall然后再试一下 如果觉得很糊涂 不知道怎么退出来 可以关掉计算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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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sysinstall中选择开始一个标准的安装之后 会看到这个信息  
 

                            Message

     In the next menu  you will need to set up a DOS-style ("fdisk")

     partitioning scheme for your hard disk. If you simply wish to devote

     all disk space to FreeBSD (overwriting anything else that might be on

     the disk(s) selected) then use the (A)ll command to select the default

     partitioning scheme followed by a (Quit. If you wish to allocate only

     free space to FreeBSD move to a partition marked "unused" and use the

     (C)reate command. 

                            [  OK  ]

                     [ Press enter to continue ]
 

根据指示按 Enter 你会看到显示内核发现的所有硬盘驱动器的列表 图 2-16 显示了一个系
统带有两个 IDE 磁盘的例子,它们被叫作 ad0 和 ad2  

 
图 2-16  选择磁盘 

你可能会想为什么 ad1 没有列在这儿 为什么它丢了 是这样的  
如果有两个 IDE 硬盘 一个是第一个 IDE 控制器的主盘 一个是第二个 IDE 控制器的主盘

如果 FreeBSD 按照发现硬盘的顺序进行编号  ad0 和 ad1 同样会很好地工作的 但是如果增加了
第三个硬盘 放在第一个 IDE 控制器的副盘接口上 那它就变成了 ad1 前面一个 ad1 就会变成
ad2 因为设备名称是用来寻找文件系统的 可能会看到你的文件系统显示不正确 那就需要改变
一下你的 FreeBSD 的配置  

解决的办法就是 内核会按照 IDE 磁盘所在的位置进行编号 而不是按照发现它们的顺序
这样安排 即使没有 ad0 或 ad1 设备 在第二个 IDE 控制器上的主盘仍将是 ad2  

这个配置是 FreeBSD 内核默认的 这是显示 ad0 和 ad2 的原因 屏幕上显示的机器上的 IDE
磁盘安装在 IDE 控制器的两个主通道上 而从通道上则未安装磁盘 应当选择一个要安装 FreeBSD
的磁盘 然后键入 OK FD isk 将启动 可以在图 2-17 看到类似的内容 FDisk 显示的页面被分成
三部分  

第一部分 最初的两行显示了当前选中的磁盘的详细资料 包括它的名称 磁盘参数 和磁
盘的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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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7  典型 Fdisk 分区 

第二部分显示了当前磁盘的 slice状况 从哪儿起始 从哪儿结束 它们有多大 FreeBSD 给
它们的名称 描述和类型 这个例子显示了两个小的不用的 slice 它也显示了一个巨大的
DOS/W indows FA T 分区和一个扩展分区  

第三部分显示了 FDisk 中可用的命令  
现在所要做的是计划如何对磁盘进行分区  
如果使用整个硬盘来安装 FreeBSD (如果确定在安装过程的最后继续系统安装的话 将会删除

你的磁盘上的所有数据) 就键入 A 表示使用 use entire disk 选项 原来已存在的分区将被删除
以一个标记为 unused 的小区域替代 PC 磁盘布局的人工分区 一个大的 Slice用于 FreeBSD 接
下来可以使用箭头键选择创建新的 FreeBSD  slice 键入 S可以标记 slice为可启动分区 如图 2-18
所示 注意 标记栏中的 A 指出了这个 slice是 active 系统可以从这儿启动  

 
图 2-18  使用整个磁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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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要把一个存在的分区删除把空间留给 FreeBSD 可以选择相应 slice 然后键入 D 接着
可以键入 C 然后给出要创建的 slice的大小 键入适当的数值 然后按 Enter键  

如果已给 FreeBSD 留有空间 可以键入 C 以创建一个新的 slice 接着指定所创建的分区的大
小  

完成以后 键入 Q 修改将被保存在 Sysinstall中 但还没有写入磁盘  

2.5.4  安装启动管理器 

你现在可以选择安装一个启动管理器 如果有下面的情况 建议安装 FreeBSD 的启动管理器  
1 如果有多个驱动器 安装的 FreeBSD 没有在第一个驱动器上  
2 你在同一个磁盘上安装了另一个操作系统 想要选择是启动 FreeBSD 还是其他操作系

统 按 Enter 如图 2-19 所示  

 
图 2-19  Sysinstall的启动管理菜单 

键入 F1 可以得到帮助 讨论的问题在操作系统之间试图共享硬盘时可能遇到  

2.5.5  在另一个驱动器上创建 Slice 

如果有几个驱动器 选择完启动管理器选项后 它会回到选择驱动器的屏幕 如果希望将
FreeBSD 安装在多个磁盘上 则你可以选择其它磁盘 并使用 Fdisk 重复 Slice 过程 如图 2-20
所示  

按Tab键可以在最下面的[ O K  ]和 [ Cancel ]键之间来回切换 按Tab键选择[ O K  ] 然后按Enter
继续安装  

2.5.6  使用 D isklabel 创建分区 

必须在刚才创建的每个 slice中创建一些分区 记住每个分区是按字母来排列的 从 a到 h
分区 b c d 将按惯例排在后面  

 



FreeBSD  H andbook 第二版 中文版 

32 

 
图 2-20  退出选择驱动器 

每个应用程序得益于特殊的分区配置 特别是如果分区被分布在不止一个磁盘上 然而 对
于第一次安装 FreeBSD 时 可以不必过多地考虑如何划分你的磁盘 安装 FreeBSD 和学习如何使
用它更为重要 当熟悉了操作系统之后 可以重新安装 FreeBSD 来改变分区情况  

下面的分区方案包括四个分区 一个是交换分区 三个是文件系统分区  

表 2-3 第一个磁盘的分区情况 

分  区 文件系统 大  小 描    述 

a / 64M B 这是一个根文件系统 其他的文件系统都将被挂在这里 64M B 是一个

合理的大小 不需要在这儿存储太多的数据 常规的 FreeBSD 在此处

存放 40M B 数据 余下的空间用来存储临时数据 也可以留做将来的

FreeBSD版本在/下需要更多空间时的扩展空间

b N/A  2 3 倍 RA M 的大

小 

系统的交换空间被保存在这个分区 选择交换分区的大小有一个窍门

通常是主内存的两到三倍 所以 如果你有 64M B 的内存 那交换空间

就是在 128M B 到 192M B 之间 至少应有 64M B 的交换空间 因此如果

你的机器少于 32M B 的内存 也应该有 64M B 的交换空间 如果有多个

磁盘 可以在每个磁盘上设置一个交换空间 FreeBSD 将使用每一个磁

盘上的交换空间 这样就可以加快交换的速度 在本例中 需要仔细

地计算所有的交换空间的大小 然后合理地分配到每个磁盘上 在这

里 每个磁盘分配 64M B 

e /var 50M B /var目录包含了很多长度变化的文件 日志文件和其他配置文件 这些

文件在日复一日的运行中被读出或写入 把这些文件放在另一个文件

系统中可以允许 FreeBSD 优化对这些文件的访问 不至影响对其他目

录和文件的访问方式 

f /usr 磁盘剩余部分 其他的所有文件都被存储在/usr和它的子目录中 

 
如果要把 FreeBSD 安装到不止一个磁盘上 也必须在你配置的其他 slice上创建分区 最容易

的方法是在每个磁盘上创建两个分区 一个用作交换分区 一个用作文件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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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 并发磁盘的分区情况 

分  区 文件系统 大    小 描    述 

b N /A  见描述 正如上面讲到的 可以把交换分区分配到每个磁盘上 即使 a 分区

是空的 按惯例交换分区仍放在 b分区上 

e /diskn 磁盘的剩下部分 磁盘的其他部分占用了一个巨大的分区 这可以放置在 a 分区上

而不是 e分区上 然而 习惯上 a分区是留给根 / 文件系统的  

也可以不遵守这个习惯 但 Sysinstall会这样做 可以选择在任何地

方挂上这个文件系统 这个例子建议你将/diskn 目录挂上 这儿的 n

是每个磁盘的编号 但如果你喜欢的话 可以使用其它的方案 

 
确定了分区方案就可以使用 Sysinstall来创建分区 如下  

 

           Message

     Now you need to create BSD partitions inside of the fdisk

     partition(s) just created. If you have a reasonable amount of disk

     space (200MB or more) and don't have any special requirements simply

     use the (A)uto command to allocate space automatically. If you have

     more specific needs or just don't care for the layout chosen by

     (A)uto press F1 for more information on manual layout.

                                          [  OK ]
 

按 Enter来启动 FreeBSD 的叫作 Disklabel的分区编辑器  
图 2-21 显示了第一次启动 Disklabel时的页面 页面被分成了三个部分  
最上面几行显示了当前工作的磁盘的名称和包含所创建的分区的 slice 在这里 Disklabel称这

个为 Partition nam e而不是 slice nam e 这个页面显示了 slice中空闲空间的数量 那是因为 在
slice中留出了部分空间 但还没有指派一个分区 页面的中间显示了已经创建的分区 每个分区
包含的文件系统的名称 它们的大小和一些选项 屏幕的第三部分显示了 Disklabel中可用的按键  

 
图 2-21  Sysinstall D isklabel 编辑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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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isklabel能够自动创建分区 给它们指派默认的大小 现在测试一下 键入 A 你会看到一
个与图 2-22 很相似的页面 根据使用的磁盘大小 可以使用默认值 也可以不使用默认值 这
并不重要 就像你不一定非要接受默认值一样  

 
图 2-22  Sysinstall D isklabel编辑器配置的默认值 

要删除给出的分区 用你自己的来替换它们 可以使用箭头键选择第一个分区 然后键入 D
删除它 重复这个操作会删除所有的分区 要创建第一个分区 先确定在屏幕最上方的磁盘信息
被选中 键入 C 一个对话框将显示新分区的大小 像图 2-23 显示的 可以键入要使用的磁盘 

 
图 2-23  为根分区分配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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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区的大小 后面可以跟 M G 或者是 C 大写字母 M 代表 m egabytes 大写字母 G 代表 gigabytes
大写字母 C 代表 cylinders  

默认的大小显示将创建一个包括 slice所有空间的分区 如果你使用先前描述的分区大小 就
使用键 Backspace删除存在的数字 再键入 64M 就像图 2-24 所示的 然后按 OK  

 
图 2-24  编辑根分区大小 

选择完分区大小 将选择这个分区是创建成一个文件系统还是交换分区 对话框如图 2-25
所示 因为第一个分区将包含一个文件系统 所以选择 FS 然后按 Enter  

 
图 2-25  选择根分区的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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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 因为要创建一个文件系统 必须告诉 Disklabel文件系统将挂在哪儿 对话框如图 2-26
所示 根文件系统的加载点是/ 所以键入/ 然后按 Enter  

 
图 2-26  选择根文件系统加载点 

屏幕将显示新创建的分区 可以重复执行这个操作以创建其他分区 当创建交换分区的时候
不会看到文件系统加载点的提示 因为交换分区是不需要被挂上的 当创建最后的分区/usr 时
可以使用 slice余下的所有空间  

虽然所选择的值可能不同 FreeBSD  D iskLabel编辑器屏幕最后将与图 2-27 相似 键入 Q 就
完成了  

 
图 2-27  Sysinstall D isklabel编辑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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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选择安装内容 

2.6.1  选择发布组件 

决定安装哪些发布组件取决于系统需要使用多大空间和可用磁盘空间的大小 预先的选择范
围从安装最小可能的配置组件到全部配置组件 那些 Unix或 FreeBSD 的新手最好从这些选项中选
一个 定制安装系统组件主要是针对那些有经验的用户  

按 F1 可以看到发行组件选项的更多信息 当读完帮助之后 按 Enter将回到选择发布菜单  
如果需要一个图形用户接口 需要在相关的组件前打上 X 表示选中 XFree86 的配置和默认

的桌面选择是安装后配置步骤的一部分  
默认 XFree86 版本是 3.x 分支 你应当检查一下 看看显卡是否被 XFree86 支持 如果它只

在 XFree86 的 4.x分支下被支持 就需要在安装完后安装和配置 XFree86 4.x  
如果希望以后能够编译一个定制的内核 选择包含源代码的选项 为什么要定制内核和如何

定制内核的信息可以参考第 9章  
很明显 大多数通用系统都包含所有的组件 如果有足够的磁盘空间 可以选择如图 2-28

所示的 All 然后按 Enter 如果考虑到磁盘空间的情况 可以选择其中的一个选项 其他发行组
件可以在安装完成后添加进来  

 
图 2-28  选择组件 

2.6.2  安装 Ports C ollection 

选择完希望安装的组件之后 就可以开始安装 FreeBSD 的 Ports Collection 了 Ports Collection
是一个比较容易和方便安装软件的方法 Ports Collection 不包含编译软件所需要的源代码 它是一
个自动下载 编译 安装的文件的集合 第 4章将讨论如何使用 Ports Collection 安装程序不会检
查是否有足够的空间 如果有足够的磁盘空间 可以选择此项  
 

                                 User Confirmation Requested

     Would you like to install the FreeBSD ports coll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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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is will give you ready access to over 5 800 ported software packages

     at a cost of around 100MB of disk space when "clean" and possibly much

     more than that if a lot of the distribution tarballs are loaded

     (unless you have the extra CDs from a FreeBSD CD/DVD distribution

     available and can mount it on /cdrom in which case this is far less

     of a problem). 

     The ports collection is a very valuable resource and well worth having

     on your /usr partition so it is advisable to say Yes to this option. 

     For more information on the ports collection & the latest ports

visit

         http://www.freebsd.org/ports

[ Yes ]     No
 

如果有足够的硬盘空间 用箭头键选择[ Y es ]来安装 或选择[ N o ]跳过这个选项 按 Enter
继续 选择的组件菜单将重新显示 如图 2-29 所示  

 
图 2-29  确认组件 

如果对选项比较满意 选择 Exit 确保[ O K  ]处于高亮状态 按 Enter继续  

2.7  选择安装介质 

如果从 CDR O M 安装 移动箭头键到 Install from  a FreeBSD  CD R O M 确保[ O K  ]处于高亮状态
然后按 Enter继续安装  

其他的安装方法 选择适当的选项然后根据指示操作 键入 F1 显示安装设备的在线帮助
按 Enter回到设备选择菜单 如图 2-30 所示  

FTP 安装模式  
可以选择三种 FTP 安装模式 active FTP passive FTP 或通过 H TTP 代理  
FTP Active Install from an FTP server 

这种方式将使所有的 FTP 传输采用“A ctive”模式 这种传输方式有可能无法通过防火墙 但
可以用不支持 passive模式的比较老的 FTP 服务器来工作 如果你的连接执行 passive模式时 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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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的 发生了问题 请使用 active模式  

 
图 2-30  选择安装设备 

FTP Passive Install from an FTP server through a firewall 

这种方式指示 FreeBSD 对所有的 FTP 服务器都使用被动模式 这种方式针对不允许远程连接
进随机端口的防火墙适用  

FTP via a HTTP proxy Install from an FTP server through a http proxy 

这种方式指示 FreeBSD 对所有的 FTP 操作都使用 H TTP 协议 就像一个 web 浏览器 通过代
理服务器连接 代理服务器解释请求 然后发送到 FTP 服务器 这种方式适用于用户通过防火墙
才能访问 除了提供一个 H TTP 代理服务器外 根本不允许使用 FTP 的情形 所以 你除了需要
一个 FTP 服务器外 还需要指定一个代理服务器  
 

有一种FT P方式的代理服务器 这种方式很少见 如果你不一定非要这个的话

还是采用H T T P代理服务器这种方式  
 

对于一个 proxy FTP 服务器 你应该要提供你真正想要的服务器名称当作用户名的一部分(在
@ 符号之后) 然后 proxy服务器伪装成真正的服务器 举个例子 想从 ftp.FreeBSD .org安装 使用
proxy FTP 服务器 foo.bar.com port是 1234 在这种情况下 可以回到安装菜单 设置 FTP 用户名
ftp@ ftp.freebsdl.org 是 ftp 服务器名 用你的 Em ail地址作为口令 作为安装介质 要指定 FTP
的详细地址 ftp //foo.bar.com 1234/pub/Freebsd  

2.8  提交安装 

现在可以进行安装了 这也是最后一次可以取消刚才所做修改的机会 一旦完成这步工作
所有的修改将被写入硬盘 不能再修改了  
 

                               User Confirmation Requested

   Last Chance! Are you SURE you want to continue the installation? 

     If you're running this on a disk with data you wish to save then WE

     STRONGLY ENCOURAGE YOU TO MAKE PROPER BACKUPS before procee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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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 can take no responsibility for lost disk contents!

                                       [ Yes ]    No
 

选择[ Y es ] 然后按 Enter 继续  
安装时间的多少取决于所选择的组件和安装的设备 会有一系列的信息显示在屏幕上以指示

当前的安装状态 当显示下面的信息时 表明安装已经完成了  
 

                                         Message

    Congratulations! You now have FreeBSD installed on your system. 

    We will now move on to the final configuration questions. 

    For any option you do not wish to configure simply select No. 

    If you wish to re-enter this utility after the system is up you may

    do so by typing:/stand/sysinstall .

                                          [ OK ] 

                           [  Press enter to continue  ]
 

按 Enter 进行快速配置  
选择[ N o ] 然后按 Enter将跳过安装 所以就不会有任何修改被写入到你的系统中 将会显

示下面的信息  
 

                                          Message

    Installation complete with some errors.  You may wish to scroll

    through the debugging messages on VTY1 with the scroll-lock feature. 

    You can also choose "No" at the next prompt and go back into the

    installation menus to try and retry whichever operations have failed. 

                                           [ OK ]
 

出现这个信息表明没有安装任何东西 按 Enter键将返回到主安装菜单以退出安装  

2.9  安装后的配置过程 

成功安装之后会有很多配置选项 在启动新的 FreeBSD 系统之前 或使用/stand/sysinstall 选
择 Configure选项可以通过重新键入配置选项来进行配置  

2.9.1  网络设备配置 

如果以前为 FTP 安装配置过 PPP 这个屏幕将不会显示 可能以后才需要以上描述的配置
有关局域网和配置 FreeBSD 作为一个网关/路由器的细节信息请参考<<PPP-Pendantic PPP 
Prim er>>使用手册 网址为 http://www.FreeBSD .org/tutorials/PPP/index.htm l 

                             User Confirmation Requested 

       Would you like to configure Ethernet or SLIP/PPP network devices?

                                      [ Yes ]   No

 
要配置一个网络设备 选择[ Y es ]然后按 Enter 否则 选择[ N o ]继续  
使用箭头键选择接口进行配置 然后按 Enter  

                             User Confirmation Reques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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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 you want to try IPv6 configuration of the interface?

                                     Yes   [ No ]

在这个私有局域网中 当前的 internet类型协议(IPv4)已经足够了 使用箭头键选择[ N o ] 然
后按 Enter继续  

如果你要使用新的网络协议(Ipv6) 选择[ Y es ] 然后按 Enter 它将花费几秒钟的时间扫描
RA 服务器  

                                      User Confirmation Requested 

            Do you want to try DHCP configuration of the interface?

                 Yes   [ No ]
 

 
图 2-31  选择一个以太网设备 

 

如果不使用DH CP 动态主机配置协议 就选择[ No ] 然后按Enter 选择[ Yes ]将执行 dhclient
如果成功了 将会自动填充网络配置信息 参考第 17.8 节了解更多信息 接下来的网络配置屏幕
显示了以太网的配置信息 它将充当局域网的网关 如图 2-32 所示  

 
图 2-32  为 ed0 设置网络配置 

使用 Tab 键选择一个信息区 然后键入相应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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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ost  
完整的主机名 这个例子中是 k6-2.weeble.com  
D om ain  
机器的域名 这个例子中是 weeble.com  
IPv4 G ateway  
主机传送数据包到非本地目标的 IP 地址 只当机器是网络上的一个节点时填写 如果机器充

当局域网与 internet之间的网关 就跳过这个区域  
Nam e server  
你的本地 DNS 服务器的 IP 地址 在这个私有局域网上没有本地 DNS 服务器 所以供应商的

DNS 服务器的 IP 地址(208.163.10.2)就被启用了  
IPv4 address  
这个接口使用的 IP 地址是(192.168.0.1)  
N etm ask  
这个局域网使用的地址是 C 类地址 192.168.0.0 - 192.168.255.255 默认的子网掩码是

255.255.255.0  
Extra options to ifconfig  
将要添加的特殊的接口选项 在这个例子中没有  
完成时使用 Tab 键选择[ O K  ] 然后按 Enter  

 

                      User Confirmation Requested 

            Would you like to Bring Up the ed0 interface right now?

                            [ Yes ]   No
 

选择[ Y es ] 然后按 Enter 离开安装之后 机器就可以使用网络了  

2.9.2  配置 internet服务 
 

                               User Confirmation Requested

    Do you want to configure inetd and the network services that it provides?

                                          Yes   [ No ]
 

如果选择[ N o ] 像 telnetd 这样的几个服务将不被启用 这意味着远程用户将无法使用 telnet
登陆到你的机器 而本地用户却仍能用 telnet访问远程机器  

通过编辑文件/etc/inetd.conf 安装完之后这些服务就能被启用 可以看看第 17.12.1 节了解更
多信息  

如果希望在安装过程中配置这些服务 就选择[ Y es ] 一个额外的确认信息将被显示  
 

                              User Confirmation Requested

    The Internet Super Server (inetd) allows a number of simple Internet

    services to be enabled including finger ftp and telnetd.  Enabling

    these services may increase risk of security problems by increasing

    the exposure of your system.

    With this in mind do you wish to enable inetd?

                                       [ Yes ]   No
 

选择 [ Y es ]继续  
 

                               User Confirmation Requested

    inetd(8) relies on its configuration file /etc/inetd.conf to determ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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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ich of its Internet services will be available. The default FreeBSD

    inetd.conf(5) leaves all services disabled by default so they must be

    specifically enabled in the configuration file before they will

    function even once inetd(8) is enabled.  Note that services for

    IPv6 must be seperately enabled from IPv4 services.

    Select [Yes] now to invoke an editor on /etc/inetd.conf or [No] to

    use the current settings.

                                      [ Yes ]   No
 

选择[ Y es ]将允许在一行的开头通过删除#号来添加相应的服务 如图 2-33 所示  

 
图 2-33  编辑 inetd.conf 

添加完需要的服务后 按 Esc将显示一个提示退出并保存修改的菜单  

2.9.3  配置网关 

                              User Confirmation Requested 

           Do you want this machine to function as a network gateway?

                                     [ Yes ]    No

如果要把机器作为一个局域网的网关 来传送与其他机器之间的数据包 就选择[ Y es ]然后
按 Enter 如果机器只是一个网络的节点 那就选择[ N o ] 然后按 Enter继续  

2.9.4  匿名 FTP 服务 

                             User Confirmation Requested

     Do you want to have anonymous FTP access to this machine? 

                                       Yes    [ No ]

选择默认的[ N o ]然后按 Enter只允许拥有帐号的用户使用 FTP 来访问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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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选择允许匿名 FTP 连接 那任何人都能访问你的机器 在启用这个选项之前 应该考虑
系统的安全性 更多信息可以参考第 10 章  

如果允许匿名 FTP 可以使用箭头键选择[ Y es ]然后按 Enter 接下来的屏幕如图 2-34 所示  
按 F1 将显示帮助页面  

 

    This screen allows you to configure the anonymous FTP user.

   The following configuration values are editable

    UID:      The user ID you wish to assign to the anonymous FTP user.

               All files uploaded will be owned by this ID.

    Group:    Which group you wish the anonymous FTP user to be in.

   Comment:  String describing this user in /etc/passwd

    FTP Root  Directory

 
图 2-34  默认的匿名 FTP 配置 

  Where files available for anonymous FTP will be kept.

    Upload subdirectory

            Where files uploaded by anonymous FTP users will go.
 

在默认情况下 FTP 的根目录将被放在/var 下 如果没有足够空间 也可以通过设置/usr/ftp
来作为 FTP 根目录  

当觉得满意时 按 Enter继续  
 

                                 User Confirmation Requested 

             Create a welcome message file for anonymous FTP users?

                                      [ Yes ]    No
 

如果选择[ Y es ] 然后按 Enter 一个编辑器将自动启动允许你编辑 FTP 的欢迎信息 如图 2-3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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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5  编辑 FTP 欢迎信息 

这个文本编辑器叫作 ee 根据指示来修改信息 或者使用其他文本编辑器来修改信息 注意
屏幕底部的文件名称和位置  

按 Esc 一个通常的默认菜单是 a) leave editor 按 Enter将退出编辑环境以继续下面的过
程  

2.9.5  配置网络文件访问服务 

网络文件服务 NFS 允许通过网络来共享文件 一个机器可以被配置成一台服务器 一个
客户机 或者两者都是 参考第 17.4 节了解更多信息  

 

                               User Confirmation Requested

     Do you want to configure this machine as an NFS server? 

                                       Yes    [ No ]
 

如果不需要一个网络文件系统服务器或客户机 选择[ N o ]然后按 Enter 如果选择[ Y es ] 通
常会有一个提示信息 需要创建一个关于如何提供服务的配置文件  
 

                                         Message

    Operating as an NFS server means that you must first configure an

    /etc/exports file to indicate which hosts are allowed certain kinds of

    access to your local file systems.

    Press [Enter] now to invoke an editor on /etc/exports

                                         [ OK ]
 

按 Enter继续 一个文本编辑器将被启动来对配置文件进行编辑  
现在就可以根据指示来添加实际的共享的文件系统 或以后选择一个自己喜欢的文本编辑器

来编辑 注意屏幕底下的文件名和路径  
键入 Esc 一个通常的菜单 a) leave editor将会出现 按 Enter退出然后继续  

 

  User Confirmation Reques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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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 you want to configure this machine as an NFS client? 

 Yes   [ No ]
 

使用箭头键 选择[ Y es ]或[ N o ] 然后按 Enter  

 
图 2-36  编辑配置文件 

2.9.6  安全级别配置文件 

安全级别配置文件是一个配置选项集 它通过启用或禁用确定的程序或设置来调整期望的安
全级别 更多的信息请参看 FreeBSD  FA Q  
 

         User Confirmation Requested

     Do you want to select a default security profile for this host (select

     No for "medium" security)? 

                      [ Yes ]    No
 

选择[ N o ]然后按 Enter将把安全设为中等 选择[ Y es ] 然后按 Enter将允许选择一个不同的
安装级别 如图 2-37 所示  

 
图 2-37  安全级别选项 

键入 F1 可以显示帮助 按 Enter回到选项菜单  



第 2 章  安装 FreeBSD  

47 

使用箭头键选择 M edium 当[ O K  ]处于高亮显示时 按 Enter  
 

        Message

    Moderate security settings have been selected.

    Sendmail and SSHd have been enabled securelevels are

    Disabled  and NFS server setting have been left intact.

    PLEASE NOTE that this still does not save you from having

    to properly secure your system in other ways or exercise

    due diligence in your administration this simply picks

    a standard set of out-of-box defaults to start with.

    To change any of these settings later edit /etc/rc.conf

 [OK]

  Message

    Extreme security settings have been selected.

    Sendmail SSHd and NFS services have been disabled and

    securelevels have been enabled.

    PLEASE NOTE that this still does not save you from having

    to properly secure your system in other ways or exercise

    due diligence in your administration this simply picks

    a more secure set of out-of-box defaults to start with.

    To change any of these settings later edit /etc/rc.conf

[OK]
 

按 Enter继续后面的安装配置  

2.9.7  系统控制台的设置 

有好几个选项可以来定制系统的控制台  
    User Confirmation Requested 

           Would you like to customize your system console settings?

[ Yes ]  No

要看看配置选项 选择[ Y es ] 然后按 Enter 如图 2-38 所示  

 
图 2-38  系统控制台配置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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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经常使用的选项是屏幕保护 使用箭头键选择 Saver 然后按 Enter  
选择完自己喜欢的屏幕保护后 按 Enter 系统控制台配置菜单将被重新显示 默认的时间间

隔是 300 秒 要改变时间间隔 再选择 Saver 在屏幕保护选项菜单上 选择 Tim eout然后按 Enter
菜单将显示 如图 2-40 所示  

现在 值已经改变了 选择[ O K  ] 然后按 Enter回到系统控制台配置菜单 如图 2-41 所
示  

选择 Exit 然后按 Enter将继续安装后的配置  

 

图 2-39  屏幕保护选项 

 

图 2-40  屏幕保护计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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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1  退出系统控制台配置 

2.9.8  设置时区 

为你的机器设置时区将允许它自动更正整个地区的时间变化 完成其他时区的相关功能 可
以根据地理位置来选择  
 

   User Confirmation Requested 

              Would you like to set this machine's time zone now?

 [ Yes ]   No
 

选择[ Y es ] 然后按 Enter设置时区  
 

  User Confirmation Requested

     Is this machine's CMOS clock set to UTC? If it is set to local time

     or you don't know  please choose NO here! 

    Yes   [ No ]
 

根据机器时钟的配置情况选择[ Y es ]或[ N o ] 然后按 Enter  

 
图 2-42  选择地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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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3  选择国家 

选择适当的地域 然后按 Enter 如图 2-42 所示  
选择完国家 按 Enter 如图 2-43 所示  
选择完时区 按 Enter 如图 2-44 所示  

 
图 2-44  选择时区 

        Confirmation

   Does the abbreviation 'EDT' look reasonable?

[ Yes ]   No

2.9.9  L inux 兼容性 

     User Confirmation Requested 

              Would you like to enable Linux binary compatibility?

     [ Yes ]   No

选择[ Y es ] 然后按 Enter 将允许你在 FreeBSD 上运行 Linux软件 接着将添加 Linux兼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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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软件包 如果通过 FTP 来安装 机器需要连接到 internet上 有时 一个远程 FTP 站点没有 Linux
二进制兼容的软件包 这可能要以后再安装  

2.9.10  鼠标设置 

这个选项将允许你在控制台使用一个三键的鼠标剪切和粘贴文本 如果使用一个两键的鼠标
可以参考 m oused 的联机手册模拟一个三键的鼠标 这个例子描述了一个非 USB 接口的鼠标  

        User Confirmation Requested 

             Does this system have a non-USB mouse attached to it?

      [ Yes ]   No

选择[ Yes ] 使用一个非USB 鼠标 或[ No ]使用一个USB 鼠标 然后按Enter 如图2-45所示  
使用箭头选择 Type然后按 Enter 如图 2-46 所示  

 
图 2-45  选择鼠标的协议类型 

 
图 2-46  设置鼠标协议 

在这个例子中使用的鼠标是 PS/2 类型 所以可以使用默认的 Auto 如果要改变协议 可以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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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箭头选择另一个选项 确认之后退出这个菜单 如图 2-47 所示  
使用箭头选择 Port 然后按 Enter 如图 2-48 所示  
这个系统有一个 PS/2 鼠标 所以默认的是 PS/2 要改变端口 使用箭头选择 然后按 Enter

如图 2-49 所示  

 
图 2-47  配置鼠标端口 

 
图 2-48  设置鼠标端口 

 
图 2-49  启用鼠标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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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 鼠标程序将被启用和测试 如图 2-50 所示  
如果光标指针可以在屏幕上移动 表明鼠标工作正常  
选择[ Y es ]回到先前的菜单 然后选择 Exit 按 Enter回到安装后的配置状态  

 
图 2-50  测试鼠标的程序 

2.9.11  配置 X -Server  

要使用像 KDE G N O M E 这样的图形用户接口 需要正确配置 X server 首先检查 XFree86 的
网站 http://www.xfree86.org/ 查看显卡是否被支持 如果显卡只能被 XFree86 4.x所支持 可以参
考第 5章了解安装和配置信息  
 

     User Confirmation Requested 

            Would you like to configure your X server at this time?

  [ Yes ]   No
 

必须要了解显示器的规格和显卡的信息 如果设置得不正确 可能会损坏设

备 如果不知道这个信息 选择[ N o ]然后在安装完之后再配置 当使用/stand/sysinstall

时 可以选择C onfigure然后选择X Free86
 

如果有显卡和显示器的规格信息 选择[ Y es ] 然后按 Enter来配置 X server 如图 2-51 所示  

 
图 2-51  选择配置方法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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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好几个方法可以配置 X server X F86Setup 是一个完全图形化的简单的配置工具 使用箭头
选择 XF86Setup 然后按 Enter  
 

                Message

     You have configured and been running the mouse daemon. 

     Choose "/dev/sysmouse" as the mouse port and "SysMouse" or

   "MouseSystems" as the mouse protocol in the X configuration utility. 

       [ OK ]

 [ Press enter to continue ]
 

屏幕显示检测到鼠标 按 Enter继续  
                    Press [Enter] to switch to graphics mode. 

      This may take a while...... 

         [ OK ]

按 Enter切换到图形模式然后继续 屏幕将会变黑 然后在屏幕中央出现一个巨大的 X 请
耐心地等一下 几秒钟之后 XF86Setup 配置画面将显示出来 请仔细地阅读说明 按 Enter继
续  

要完成配置需要好几个操作 所做的配置选择取决于系统中的硬件 所以这儿只能看看一个
通常的配置情况  

在配置工具的顶部 有很多需要配置的地方 可以使用鼠标根据需要进行选择  
1 M ouse 
鼠标是需要配置的第一个项目 如果以前配置过鼠标 鼠标程序就已经运行了 应当自动指

示鼠标协议为 SysM ouse 如果使用一个双键鼠标 也可以选择 Em ulate3Buttons 如果有必要还可
以做其他设置 完成选择之后 点击 Apply 检查鼠标的动作是否工作正常 如果需要作更深入
的调整 可以重复刚才的操作 完成之后 可以移到下一个选项  

2 K eyboard 
选择适当的键盘模式 默认的键盘是 Generic 101-key PC 选择键盘的语言配置 默认的是

U.S. English 如果你用的不是 U.S. keyboard 应当选择一个不同的类型 完成键盘设置后 点击
Apply移到下一个选项  

3 Card 
在配置显卡时 点击 Read R EA D M E file可以了解相关的帮助信息 可以从列表中选择适当的

显卡 接下来需要选中 Detailed Setup 以便于检查细节 一般的 如果你的显卡在列表中 你不需
要做任何变化 完成之后 移到下一个选项  

4 M onitor 
有两种方法 一种方法是你键入显示器的水平和垂直的刷新率 选择一个列出的显示器选项

列表 选择完成后 水平和垂直刷新率将被显示 与你的显示器的规格进行比较一下 显示器必
须能够使用这些范围  

不要设置超出你显示器额定的刷新率 否则可能会损坏你的设备 如果有疑问 可以选择
ABO R T 然后去查查相关信息 这样就不会影响安装进程 以后还可以使用/stand/sysinstall来进行
X Server的配置 完成之后 移到下一个选项  

5 M ode 
选择要使用的显示模式 可以从中选择一种 一般的 使用范围为 640 480 800 600 和

1024 768 但这还具体要看显卡的性能 显示器的尺寸和眼睛的舒适度 接下来 选择要使用的
颜色深度 你可以选择 8bpp 16bpp 24bpp 和 32bpp 选择更精细的颜色要看显卡是否支持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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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之后 移到下一个选项  
6 O ther 
默认的设置一般都是可以的 不需要作修改  
如果在设置时出现错误 可以用热键来将 X 服务器杀死 然后重新配置 默认的设置可以允

许使用热键 Alt++或 Alt+-将显示模式来回切换  
7 Testing the Server 
检查完所有的设置 选择 Done后将显示下面的信息  

 

If you've finished configuring everything press the

Okay button to start the X server using the configuration

you've selected.  If you still wish to conflict some things

press one of the buttons at the top and then press "Done" again

when you've finished.
 

选择完 Okay 后 将会提示一些信息 要求你等待 系统正在启动 X 服务器 这个处理大概
持续几秒钟 耐心点 屏幕将会变黑 接着屏幕将显示信息“Congratulations  you've got a running 
server!”  

如果没有信息出现 或者出错了 可以使用热键 Ctrl+A lt+Backspace来杀死 X server 然后重
新配置  

8 R unning xvidtune 
显示的屏幕可能需要使用 xvidtune 来调整高度 宽度 有几点需要提醒 不适当的设置可能

会损坏你的设备 请注意 可以使用显示器的控制按钮来调整 X-W indows 当切换回文本模式时
可能会有一些显示的不同 但它总比损坏设备要好 xvidtune可以在以后使用/stand/sysinstall来运
行 进行任何调整前 先阅读 Xvidtune主页  

9 Saving Configuration 
当你觉得满意之后 配置信息可以被保存了 选择 Save the configuration and Exit配置文件

将被保存到/etc/X F86Config 一旦配置完成 安装程序将需要创建一个与特定 X 服务器的符号连
接  
 

             Do you want to create an 'X' link to the SVGA server? 

         (the link will be created in the directory

                 /usr/X11R6/bin) Okay?

                 [ Yes ]   No

选择[ Y es ] 然后按 Enter创建连接  

                            Link created successfully.

                 [ OK ]

按 Enter继续配置  

2.9.12  选择默认的 X 桌面 

有很多的桌面管理器可以使用 包括从最基本的桌面环境到带有很多软件的完整桌面环境
一些需要很小的存储空间和内存 一些可能需要很多 最好的测试方法是试试几个不同的环境
看哪个更适合你  

可以选择一个通用的桌面配置成默认的桌面 以便在你安装完之后可以启动它 如图 2-5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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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52  选择默认的桌面 

使用箭头选择一个桌面 然后按 Enter 选择的桌面将被安装  

2.9.13  安装软件包 

这些软件包已经预编译成二进制程序了 安装软件有一个很简单的方法 可以使用
/stand/sysinstall来添加软件包  
 

    User Confirmation Requested

     The FreeBSD package collection is a collection of hundreds of

     ready-to-run applications  from text editors to games to WEB servers

     and more. Would you like to browse the collection now? 

    [ Yes ]   No
 

选择[ Y es ] 然后按 Enter 接着将显示软件包选择屏幕 如图 2-53 所示  

 
图 2-53  选择软件包的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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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选择 All 那所有的软件包将会被显示 也可以选择一个特殊的分类 使用箭头进行选择
然后按 Enter 将会有一个菜单显示这个分类中所有可用的软件包 如图 2-54 所示  

 
图 2-54  选择软件包 

bash Shell被选中了 通过在加亮的软件上键入 Space来选择你想要的软件包 每个选择的软
件包的简短描述都会显示在屏幕左下脚 使用 Tab 键选择[ O K  ]或[ Cancel ]  

当你完成了安装标记之后 键入 Tab 键选择[ O K  ] 然后按 Enter回到软件包选择菜单 如图
2-55 所示  

 
图 2-55  安装软件包 

使用箭头选择[ Install ] 然后按 Enter 接着需要确认要安装的软件包 如图 2-56 所示  
选择[ O K  ] 然后按 Enter将开始软件的安装 安装信息将会不断地出现 如果有一些错误信

息 请作好记录 安装完之后 继续最后的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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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56  确认安装的软件包 

2.9.14  添加用户和组 

至少要在安装过程中添加一个用户 这样可以不用 root来登陆使用系统 根分区通常比较小
用 root来运行应用程序可能会很快把根分区的空间用光 屏幕信息如下  
 

          User Confirmation Requested

     Would you like to add any initial user accounts to the system? Adding

     at least one account for yourself at this stage is suggested since

     working as the "root" user is dangerous (it is easy to do things which

     adversely affect the entire system). 

            [ Yes ]   No
 

选择[ Y es ] 然后按 Enter继续添加用户 如图 2-57 所示  

 
图 2-57  选择添加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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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 Add U ser 然后按 Enter 如图 2-58 所示  

 

图 2-58  添加用户信息 

在接下来的屏幕上 可以使用 Tab 键来切换不同的项目 以便输入相关信息  
Login ID   
    新用户的登录名 
U ID  
    这个用户的 ID 编号 如果不写 系统自动添加  
Group  
    这个用户的登录组名 如果不写 系统自动添加  
Password  
    这个用户的口令 键入这个需要很仔细  
Full nam e  
    用户的全名 
M em ber groups  
    这个用户所在的组 
H om e directory  
    用户的主目录 
Login shell  
    用户登陆的 shell 默认是/bin/sh  
登录的 shell可以从/bin/sh 到/usr/local/bin/bash 等 shell中选择 不要使用一个不存在的或你不

能登录的 shell  
用户也可以被添加到组“wheel”中 通过其他命令成为一个超级用户拥有 root权限  
当你觉得满意时 键入[ O K  ] 用户和组管理菜单将会重新出现 如图 2-59 所示  
当完成了添加用户的时候 选择 Exit然后按 Enter就完成了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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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59  退出用户和组管理 

2.9.15  设置 R oot用户的口令 
 

   Message

     Now you must set the system manager's password.

     This is the password you'll use to log in as "root". 

 [ OK ] 

  [ Press enter to continue ]
 

按 Enter来设置 root的口令 口令必须正确地输入两次  

     Changing local password for root. 

 New password 

Retype new password 

口令成功键入后 安装将继续  

2.9.16  退出安装 

如果需要配置额外的网络设备或要做其他的配置 可以在这时或以后通过/stand/sysinstall 来
安装  
 

    User Confirmation Requested

     Visit the general configuration menu for a chance to set any last

     options?

                     Yes   [ No ]
 

选择[ N o ]然后按 Enter回到主安装菜单 如图 2-60 所示  
选择[X  Exit Install]然后按 Enter 需要确认是否真的退出安装  

 

  User Confirmation Requested

  Are you sure you wish to exit? The system will reboot (be sure to

     remove any floppies from the drives). 

  [ Yes ]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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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60  退出安装 

选择[ Y es ]然后取出软盘 CDR O M 驱动器将被解除锁定 这时 CDR O M 就可以从驱动器中取
出来 系统将重启以便观察可能出现的错误消息  

2.9.17  FreeB SD 的启动 

如果启动正常 将看到在屏幕上有很多信息滚动 最后会看到登录命令行 可以通过按
Scroll-Lock 和使用 PgU p 与 PgD n 来查看信息 再按 Scroll-Lock 回到命令行 记录信息可能不会
完全显示 但可以通过在命令行键入 dm esg来查看 使用你在安装过程中设置的用户名/口令来登
录  

典型的启动信息  
 

Copyright (c) 1992-2001 The FreeBSD Project. 

    Copyright (c) 1982  1986  1989  1991  1993  1994 

       The Regents of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ll rights reserved. 

    FreeBSD 4.3-RELEASE #0: Sat Apr 21 10:54:49 GMT 2001 

 jkh@narf.osd.bsdi.com:/usr/src/sys/compile/GENERIC 

    Timecounter "i8254"  frequency 1193182 Hz 

    CPU: AMD-K6(tm) 3D processor (300.68-MHz 586-class CPU) 

      Origin = "AuthenticAMD"  Id = 0x580  Stepping = 0 

      Features=0x8001bf<FPU VME DE PSE TSC MSR MCE CX8 MMX>

      AMD Features=0x80000800<SYSCALL 3DNow!>

    real memory  = 268435456 (262144K bytes) 

config> di sn0 

    config> di lnc0 

    config> di le0 

    config> di ie0 

    config> di fe0 

   config> di cs0 

    config> di bt0 

    config> di ata1 

    config> di aic0 

    config> di aha0 

config> di adv0 

    config> q 

    avail memory = 256983040 (250960K by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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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eloaded elf kernel "kernel" at 0xc044d000. 

    Preloaded userconfig_script "/boot/kernel.conf" at 0xc044d09c. 

    md0: Malloc disk 

    npx0: <math processor> on motherboard 

    npx0: INT 16 interface 

    pcib0: <Host to PCI bridge> on motherboard 

    pci0: <PCI bus> on pcib0 

    pcib1: <VIA 82C598MVP (Apollo MVP3) PCI-PCI (AGP) bridge> at device 1.0 on pci0 

    pci1: <PCI bus> on pcib1 

    pci1: <Matrox MGA G200 AGP graphics accelerator> at 0.0 irq 11 

    isab0: <VIA 82C586 PCI-ISA bridge> at device 7.0 on pci0 

    isa0: <ISA bus> on isab0 

atapci0: <VIA 82C586 ATA33 controller> port 0xe000-0xe00f at device 7.1 on pci0 

ata0: at 0x1f0 irq 14 on atapci0 

    ata1: at 0x170 irq 15 on atapci0 

uhci0: <VIA 83C572 USB controller> port 0xe400-0xe41f irq 10 at device 7.2 on pci0 

usb0: <VIA 83C572 USB controller> on uhci0 

    usb0: USB revision 1.0 

    uhub0: VIA UHCI root hub  class 9/0  rev 1.00/1.00  addr 1 

    uhub0: 2 ports with 2 removable  self powered 

    chip1: <VIA 82C586B ACPI interface> at device 7.3 on pci0 

    ed0: <NE2000 PCI Ethernet (RealTek 8029)> port 0xe800-0xe81f irq 9 at

    device 10.0 on pci0 

    ed0: address 52:54:05:de:73:1b  type NE2000 (16 bit) 

    isa0: too many dependant configs (8) 

    isa0: unexpected small tag 14 

    fdc0: <NEC 72065B or clone> at port 0x3f0-0x3f5 0x3f7 irq 6 drq 2 on isa0

    fdc0: FIFO enabled  8 bytes threshold 

    fd0: <1440-KB 3.5" drive> on fdc0 drive 0 

    atkbdc0: <keyboard controller (i8042)> at port 0x60-0x6f on isa0 

    atkbd0: <AT Keyboard> flags 0x1 irq 1 on atkbdc0 

    kbd0 at atkbd0

    psm0: <PS/2 Mouse> irq 12 on atkbdc0 

    psm0: model Generic PS/2 mouse  device ID 0 

    vga0: <Generic ISA VGA> at port 0x3c0-0x3df iomem 0xa0000-0xbffff on isa0

    sc0: <System console> at flags 0x1 on isa0 

    sc0: VGA <16 virtual consoles  flags=0x300> 

    sio0 at port 0x3f8-0x3ff irq 4 flags 0x10 on isa0 

    sio0: type 16550A 

    sio1 at port 0x2f8-0x2ff irq 3 on isa0 

    sio1: type 16550A 

    ppc0: <Parallel port> at port 0x378-0x37f irq 7 on isa0 

    ppc0: SMC-like chipset (ECP/EPP/PS2/NIBBLE) in COMPATIBLE mode 

    ppc0: FIFO with 16/16/15 bytes threshold 

    ppi0: <Parallel I/O> on ppbus0 

    lpt0: <Printer> on ppbus0 

    lpt0: Interrupt-driven port 

    plip0: <PLIP network interface> on ppbus0 

    ad0: 8063MB <IBM-DHEA-38451> [16383/16/63] at ata0-master using UDMA33 

    ad2: 8063MB <IBM-DHEA-38451> [16383/16/63] at ata1-master using UDMA33 

    acd0: CDROM <DELTA OTC-H101/ST3 F/W by OIPD> at ata0-slave using PIO4 

    Mounting root from ufs:/dev/ad0s1a 

    swapon: adding /dev/ad0s1b as swap device 

    Automatic boot in progress...

    /dev/ad0s1a: FILESYSTEM CLEAN; SKIPPING CHECKS 

    /dev/ad0s1a: clean  70119 free (655 frags  8683 blocks  0.7% fragmentation) 

    /dev/ad0s1f: FILESYSTEM CLEAN; SKIPPING CHECKS 

    /dev/ad0s1f: clean  6976313 free (51774 frags  829297 blocks  0.7% fragmentation) 

    /dev/ad0s1e: filesystem CLEAN; SKIPPING CHECKS 

    /dev/ad0s1e: clean  97952 free (9 frags  12381 blocks  0.0% fragmen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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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ing initial network setup: hostname. 

    lo0: flags=8049<UP LOOPBACK RUNNING MULTICAST> mtu 16384 

       inet6 fe80::1%lo0 prefixlen 64 scopeid 0x8

     inet6 ::1 prefixlen 128 

   inet 127.0.0.1 netmask 0xff000000 

    Additional routing options: tcp extensions=NO IP gateway=YES TCP

    keepalive=YES

    routing daemons:. 

    additional daemons: syslogd. 

    Doing additional network setup: portmap. 

    Starting final network daemons: creating ssh RSA host key 

    Generating RSA keys:  Key generation complete. 

    Your identification has been saved in /etc/ssh/ssh_host_key. 

    Your public key has been saved in /etc/ssh/ssh_host_key.pub.

    The key fingerprint is: 

    2d:02:37:d2:0e:68:93:8f:9c:46:de:92:f4:be:60:0a root@k6-2.weeble.com

     creating ssh DSA host key 

    Generating DSA parameter and key. 

    Your identification has been saved in /etc/ssh/ssh_host_dsa_key.

    Your public key has been saved in /etc/ssh/ssh_host_dsa_key.pub. 

    The key fingerprint is: 

    38:af:d2:1f:63:14:00:d8:83:fd:dd:4b:97:1c:43:6d root@k6-2.weeble.com.

    setting ELF ldconfig path: /usr/lib /usr/lib/compat /usr/X11R6/lib

    /usr/local/lib

    setting a.out ldconfig path: /usr/lib/aout /usr/lib/compat/aout

    /usr/X11R6/lib/aout

    starting standard daemons: inetd cron sendmail sshd usbd. 

    Initial rc.i386 initialization: Linux. 

    rc.i386 configuring syscons: blank_time screensaver moused. 

    Additional ABI support: Linux. 

    Local package initilization:. 

    Additional TCP options:. 

    FreeBSD/i386(k6-2.example.com)(ttyv0)

login: rpratt 

    Password:
 

生成 RSA 和 DSA 密钥在比较慢的机器上可能要花很长时间 这只是一个新安装后的首次启
动 以后的启动会变得更快一点 如果 X 服务器已经配置好 默认的桌面也选择好了 就可以在
命令行键入 startx来启动视窗环境  

一旦安装完成 就可以键入下面的命令来启动 FreeBSD  
 >>>BOOT DKC0

如果要使 FreeBSD 下次能够自动启动 使用下面的命令  
 

 >>>SET BOOT_OSFLAGS A
 >>>SET BOOT_FILE "
 >>>SET BOOTDEF_DEV DKC0
 >>>SET AUTO_ACTION BOOT

 

启动信息跟启动 i386 机器时差不多  

2.9.18  FreeB SD 关机操作 

正确关闭操作系统是很重要的 不要仅仅关闭电源 首先 在命令行输入 Su 并输入 Root口
令 变成超级用户 然后 键入 shutdown -h now 命令  

    The operating system has halted. 

    Please press any key to rebo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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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就可以安全关闭计算机了 如果按下任意一个键 计算机将重新启动  

2.10  支持的硬件 

FreeBSD 当前可以广泛运行在 ISA V LB EISA PCI总线的 PC 上 包括 386SX 到 Intel A M D
Cyrix或 NexG en“x86”系列的机器 还有一些 Com paq A lpha的机器 支持普通的 IDE 或 ESD I驱动
配置 各种 SCSI控制器 PCM CIA 卡 USB 设备 网卡和其他网络串口设备 FreeBSD 也支持 IBM
微通道 M CA 的总线结构  

每个发行版都会提供一个 FreeBSD 支持的硬件列表 可以在名字叫作 H AR D W A R E.TX T 的文
件中找到 可以在 CDR O M 或 FTP 发行组件或 sysinstall的文档菜单中找到这个文件 对于特定的
架构 都有相应的支持硬件列表  

2.11  常见的问题 

下面将介绍常见的一些问题 像如何双重启动 FreeBSD 和 M S-D O S  

2.11.1  当遇到错误时 应该怎么做 

由于 PC 结构的限制 不可能 100% 的不出问题 所以需要做一些事来应对这些情况 先检查
你的硬件 确保你的硬件被支持 如果硬件能够被支持 但还是出问题 那就尝试着重新启动计
算机 当出现内核配置信息的时候 重新配置一下硬件信息 因为绝大多数硬件的 IRQ IO 地址
DM A 通道都有它们的生产商预先进行默认配置 如果你的硬件已经重新安装过 就需要使用配置
编辑器告诉 FreeBSD 到哪里去找相关信息 如果某个设备配置好后 安装新设备后造成原来设备
不能使用 碰到这种情况 应当卸掉这个设备的驱动程序  
 

不要在安装中把必需的驱动程序卸掉 如你的显示设备 sc0 如果安装中

在修改完配置后 仍然出现一些意想不到的情况 最好把配置文件恢复到原来的样子

把它重新启动再试一下
 

在配置模式下 可以  
1 列出在内核中安装的设备驱动程序  
2 改变不适合你机器的设备驱动程序  
3 改变驱动程序使用的 IRQ D R Q 和 IO 端口地址  
调整内核与你的硬件设置一致之后 键入 Q 以新的设置重新启动计算机 当 FreeBSD 安装

完成之后 在配置模式下做的更改会一直存在 不需要在每次启动计算机时再重新设置 即使如
此 有可能你会想建立一个定制内核使你的系统效率达到最好 可以看看第 9章  

2.11.2  M S-D O S 用户会碰到的问题与解答 

许多 FreeBSD 的用户希望在 M S-D O S PC 上安装 FreeBSD 以下是一些关于在这种系统中安装
FreeBSD 常会出现的问题  

1 求救 我没有空间了 我必须先删去所有东西吗   
如果你的机器运行在 M S-D O S 分区上 只有很少或根本没有空间来安装 FreeBSD 不要失望

可以在 FreeBSD 的安装光盘或 FreeBSD 的下载站点上找到一个叫 FIPS 的硬盘分区工具 FIPS 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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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你将现有的 M S-D O S 分区一分为二 保留原有的分区 把系统安装到空出来的分区上 首先要
用 W indows的 DEFR A G 或 NO R TO N 的磁盘工具对 DO S 分区进行碎片整理 然后 重新启动并把
FreeBSD 安装到新的分区上 看一下安装菜单 估计一下大概需要多少安装空间 有一个叫 Partition 
M agic的工具非常有用 这个工具比 FIPS 还要强大 如果经常要添加或删除操作系统 强烈建议
使用它 当然 它的价格很贵 如果只是想安装 FreeBSD 的话 FIPS 就已足够了  

2 可以在 FreeBSD 中使用压缩的 M S-D O S 文件系统吗  
不行 如果你使用 Stacker或 DoubleSpace 工具进行压缩的话 FreeBSD 只能使用剩下的没有

被压缩的部分了 剩下的文件系统会显示成一个巨大的文件 千万不要删除它 否则你会后悔的
创建一个没有被压缩的 M S-D O S 分区比较好 可以使用它来达到 M S-D O S 和 FreeBSD 相互访问  

3 能够挂上扩展 DOS 分区吗  
当然 DOS 扩展分区会被影射在 FreeBSD 分区的末尾 你的 D 盘可以成为/dev/da0s5 你的

E 盘可以成为/dev/da0s6 等等 当然 这只是假设你把它安装在第一个 SCSI 硬盘上的情况 如
果是 IDE 硬盘的话 对于 FreeBSD  4.0 以及以后的版本 应该用 ad 替换 da;对于 FreeBSD  4.0 以前
的版本 应该用 wd 替换 da 另外 挂上扩展分区以便于能用上其他的 DOS 分区 例如  

 #mount -t msdos /dev/ad0s5  /dos_d

2.11.3  A lpha 用户的问题与解答 

这节主要回答一些在 Alpha系统上安装 FreeBSD 时经常问到的问题  
1 可以从 ARC 或 Alpha BIO S 控制台启动吗? 
不行 FreeBSD 像 Com paq Tru64 和 VM S 一样 只能从 SRM 控制台启动  
2 求救 我没有空间了 我需要删除每一样东西吗? 
很不幸 是的  
3 我可以挂上 Com paq Tru64 或 VM S 的文件系统吗? 
不 这个时候不行  

2.12  高级安装指南 

本节主要描述在一些特殊的情况下如何安装 FreeBSD  

在一个没有显示器或键盘的系统上安装 FreeB SD  

这种类型的安装叫作无头安装 headless install 因为正要安装 FreeBSD 的机器不是没带显
示器 就是没有显卡 你可能会问那怎么安装 答案是可以使用一个串行控制终端 串行控制终
端基本上是使用另外一台机器来充当主显示设备和键盘 要这样做 要执行下面的几个步骤  

1 取得正确的软盘启动映像 
首先 需要取得正确的磁盘映像 以便用它来启动计算机安装程序 使用串行控制终端的目

的是告诉启动引导程序通过串行口来发送 I/O 信息 不是将显示信号输出给 VGA 设备 然后设法
从一个当地的键盘读取输入信号 现在 让我们回到这些磁盘映像 需要从 floppies 目录得到
kern.flp 和 m fsroot.flp 文件  

2 把映像文件写到软盘上 
像 kern.flp 这样的映像文件 是些不规则的文件 它们是整个软盘内容的映像 这也就是说

不能使用类似 DOS 下的 copy命令来写这些文件 必须要使用特殊的工具把这些映像写到软盘上  
如果在运行DO S的机器上创建软盘 FreeBSD 提供了一个叫作fdim age的工具 如果从CDR O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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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作软盘 而且 CDR O M 是 E 盘 那么可以这样做  

E:\>tools\fdimage floppies\kern.flp A

对每一个.flp 文件重复这个命令 每次需要更换软盘 有时需要调整命令行 这取决于你的.flp
文件存放的位置 如果没有 CDR O M 那 fdim age程序可能需要到 FreeBSD 的 FTP 站点去下载 如
果在 Unix系统下制作软盘 可能需要使用 dd 命令来写入这些映像文件 在 FreeBSD 上 可以这
样作  

# dd if=kern.flp of=/dev/fd0

在 FreeBSD 中 /dev/fd0 指第一个软驱 A 驱动器 /dev/fd1 是 B 驱动器 等等 其他的
UNIX 可能会使用不同的名称 需要检查一下系统的参考文档  

3 通过启动软盘来引导进入一个串行控制终端 
如果软盘被写保护 不要挂上软盘  

如果想用刚刚做的软盘启动 FreeBSD 将进入它通常的安装模式 要把 FreeBSD 引导进入串
行控制台 需要这样做 使用 m ount命令在 FreeBSD 系统上挂上包含 kern.flp 镜像的那个软盘  

# mount /dev/fd0 /mnt

现在已经挂上了软盘 改变当前的目录到软盘下  

# cd /mnt

这儿是设置软盘引导进入串行控制台的地方 创建一个包含”/boot/loader -h”行的叫作
boot.config的文件 所有这些是为了给引导程序一个标记以引导进入串行控制终端  

# echo "/boot/loader -h" > boot.config

现在 已经正确配置好了软盘 使用 um ount命令卸下软盘  

# cd /
# umount /mnt

现在 可以从软盘驱动器取出软盘了  
4 连接 m odem 线 
现在需要通过一根 null m odem 线来连接两台机器 只需要连接两台机器的串口 一根普通的

串行线是不行的 需要使用一根 null m odem 的线 因为接口内部进行了交叉  
5 开始启动安装 
现在开始启动安装 把 kern.flp 的那张软盘插入软盘驱动器 然后开启电源  
6 连接 “无头”的机器 
现在使用 cu 命令来连接那台机器  

# cu -l /dev/cuaa0

就这样 你已经能控制那台“无头”的机器了 它将要求你把 m fsroot.flp 的那张软盘插入驱动
器 然后它将提示选择使用哪种终端 只需选择 FreeBSD 的彩色控制台 然后继续你的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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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准备你自己的安装媒介 

有好几个原因需要你创建自己的 FreeBSD 安装媒介 这个可能是物理媒介 如磁带 FTP 站
点 M S-D O S 分区 例如  

有很多机器连接到局域网和一个 FreeBSD 磁盘 你要使用 FreeBSD 磁盘来创建一个本地 FTP
站点 然后使用这个本地 FTP 站点来代替 internet上的 FTP 站点  

你有一个 FreeBSD 磁盘不过 FreeBSD 不支持你的 CD/D V D 驱动器 但 DO S/W indows支持 把
安装文件拷贝到一个 DOS 分区 然后使用这些文件进行安装  

你要安装的计算机没有 CD/D V D 驱动器或网卡 但可以连接一个“Laplink-style”串口或并口线
缆到那台计算机  

通过一个磁带机来安装 FreeBSD  

2.13.1  用 FreeB SD 磁盘创建一个本地 FTP 站点  

FreeBSD 磁盘与 FTP 站点使用同样的目录结构 这样可以很容易地创建一个本地的 FTP 站点
这个站点在安装 FreeBSD 时 可以在网络上被其他的机器所使用  

在充当 FTP 站点的 FreeBSD 计算机上 确保 CD R O M 在驱动器里 并且把它挂在/CD R O M 目
录下  

# mount/cdrom

在/etc/passwd 上为匿名 FTP 创建一个帐户 使用 vipw 命令通过编辑/etc/passwd 文件来完成
然后添加下面一行  

ftp:*:99:99::0:0:FTP:/cdrom:/nonexistent

确保在/etc/inetd.conf上 FTP 服务被启用了  
任何通过网络连接到你计算机的机器 只要在选择安装方式时 选择通过 FTP 站点的其他方

式中键入 ftp://your m achine就可以了  
这个方法对于受防火墙保护的局域网上的机器是没有问题的 通过 Internet 不

是你的局域网 来为其他机器提供一个 FT P 服务可能会使你的计算机暴露在黑客和其他
不怀好意的人面前 如果你需要这样做 我们强烈建议你作好安全防范  

2.13.2  创建安装软盘 

如果一定要从软盘安装 虽然我们并不推荐那样做 必须准备几张软盘 至少这些软盘是
1.44M B 或 1.2M B 的 如果需要在 DOS 下作启动盘 必须要用 M SD O S 的 FO R M A T 命令格式化软
盘 如果使用 W indows 可以使用资源管理器来格式化软盘 右键单击 A:驱动器 然后选择格式
化  

不要指望厂商的预先格式化 最好还是亲自进行格式化 过去用户报告的很多问题都是由于
不正确地使用格式化设备所造成的 所以需要在这儿着重提一下  

如果在另外一台 FreeBSD 的机器上作了启动盘的话 那进行格式化是一个不错的主意 你可
以使用 disklabel和 newfs命令来创建一个 UFS 文件系统 具体操作按下面的顺序进行  

# fdformat -f 1440 fd0.1440
# disklabel -w -r fd0.1440 floppy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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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wfs -t 2 -u 18 -l 1 -i 65536 /dev/rfd0
 

如果是5.25'软盘的话 需要使用fd0.1200和floppy5
 

然后可以像其他文件系统一样挂上和写入这些磁盘 格式化这些磁盘之后 必须拷贝文件到
磁盘中 这些发行文件被分割成刚好可存进五张 1.44M B 软盘 检查所有的磁盘 找出所有可能
适合的文件 找到所有需要的配置并且将它们以这种方式安置 每一个配置都应该有一个子目录
在磁盘上 例如 a:\bin\bin.aa a:\bin\bin.ab 诸如此类 一旦进入选择安装介质的屏幕 选择“Floppy”

后面的提示将指导继续安装  

2.13.3  从一个 M S-D O S 分区安装 

如果从 M SD O S 分区进行安装 需要在 C 盘建立一个文件夹 C:\freebsd 然后从 CDR O M 或
FTP 站点上将相关文件拷贝到这个文件夹中 建议使用 DOS 下的 xcopy命令进行拷贝 使用方法
如下  

C:\> md c:\FreebSd
C:\> xcopy e:\bin c:\FreeBSD\bin\ /s
C:\> xcopy e:\manpages c:\FreeBSD\manpages\ /s

假设 C 有足够的空间 E 是已被挂上的 CDR O M  
如果没有 CD R O M 可以从 ftp.freebsd.org 站点下载发行包 每个发行包都有它自己的目录

例如 bin 发行包能在 4.4/bin 目录找到 对很多发行包 distributions 来说 如果希望从 M S-D O S
安装的话(有足够的空间的前提) 安装 c:\freebsd 下的每个文件 这个 BIN 发行包只是最低限度
的要求  

2.13.4  创建一个安装磁带 

从磁带安装也许是最简单的方式 比在线使用 FTP 或使用 CDR O M 还快 安装的程序假设是
简单地被压缩在磁带上 在拿到所有配置文件后 简单的解开它们 用下面的命令  

# cd /freebsd/distdir
# tar cvf /dev/rwt0 dist1 ...... dist2

在安装的时候 要确定安装目录有足够的空间来容纳所选择的组件 由于磁带不是随机访问
的 所以这种安装方法需要很多临时空间 需要和磁带机所存储内容一样多的空间  
 

开始安装时 在从软盘启动之前 磁带机必须已经放在驱动设备里 否则

安装过程中可能会找不到它
 

2.13.5  通过网络安装 

有三种类型的网络安装方法 串口 SLIP 或 PPP 并口 PLIP 以太网 标准的以太网控
制器 包括 PCM CIA )  

SLIP support是相当原始的 并且被限制在主要对 hard-wired 的连接 比如一台膝上型计算机
与另一台计算机间的串行线 现在的 SLIP 的安装还没有提供拨号功能 这个连接应该是硬连线的
如果可能的话 选用 PPP 方式要比 SLIP 方式好一些  

如果使用一个 M O D EM 那你就只有 PPP 这一选择了 在安装的过程中 要确定能很容易地
获得完整服务提供商的信息  

如果要使用 PAP 或 CH A P 方式连接到你的 ISP 的话 需要使用 ppp 命令进行拨号 否则 当
PPP 连接者只提供一种最简单的终端模拟器时 必须知道如何使用针对你m odem 的“A T com m a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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拨号到你的 ISP 想知道更深入的信息可以参考用户级 ppp 手册 第 16.2 节 与 FAQ 解答
http://www.FreeBSD .org/FA Q /ppp.htm l 如果还有一些问题 可以使用 set log local ....命令将日志显
示在屏幕上  

也可以通过并口电缆连接到另外一台 FreeBSD 2.0 或以后版本 机器上进行安装 通过并口
安装要比通过串口 最高 50kbytes/s 安装快得多  

最后 通过网络安装最快的方法是利用以太网 FreeBSD 支持绝大多数普通的以太网卡 每
个 FreeBSD 发行版都在硬件注释中提供支持的网卡的列表 如果要使用 PCM CIA 接口的以太网
在启动计算机之前 确信已经把它插好了 目前 FreeBSD 还不支持 PCM CIA 设备的热插拔  

通过网络安装 需要知道 IP 地址 地址的子网掩码 还有机器的名字 如果通过 PPP 进行
安装 就不需要静态的 IP 地址 IP 地址会由 ISP 给你自动指派 系统管理员会告诉你通过网络安
装的细节 如果通过主机名而不是 IP 地址 将需要名字服务器并告诉它使用的网关地址 如果正
在使用 PPP 它是提供者的 IP 地址 如果要通过一个 H TTP 的代理服务器进行 FTP 安装 需要
一个代理服务器地址 如果不知道这些 可以询问你的系统管理员或你的 ISP 服务商  

NFS 安装方式是非常直接的 只需简单地将 FreeBSD 文件拷贝到一台服务器上 然后在安装
时选择 NFS 介质 如果这个服务器需要特殊的端口才能支持 如 SUN 的工作站 你需要在安装
前进行设置  

如果有一块比较糟糕的以太网卡 只能提供很慢的传输速度 你也许希望能选到最适合的选
项 为了达到 NFS 安装的目的 这个服务器必须支持 subdir加载 例如 如果你的 FreeBSD 目录
存在 ziggy:/usr/archive/stuff/FreeBSD 然后 ziggy必须允许直接挂上 /usr/archive/stuff/FreeBSD 而
不仅是/usr或/usr/archive/stuff  

在 FreeBSD 的/etc/exports文件中 是由-alldirs选项控制的 其他的 NFS 服务器也许有不同的
方式 如果从服务器得到“Perm ission D enied”这个信息 可能是因为没有正确地启用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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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 33 章章  
UU nniixx 基基础础知知识识  
 
 

3.1  概  要 

本章将介绍 FreeBSD 操作系统的基本命令和功能 本章的许多地方是
与 Unix类操作系统相关的 如果熟悉这些知识的话 可以跳过这一章看下
一章 如果你还是个 FreeBSD 的新手 建议应当首先阅读这一章  

读完这章 你会了解到  
  U nix的文件访问权限是如何工作的  
  进程 守护程序和信号是什么  
  什么是 shell 如何改变默认登录环境  
  如何使用基本的文本编辑器  
  如何阅读联机手册 m anual page 了解更多信息  

3.2  权  限 

FreeBSD 仍然保持着 BSD  U nix的传统 它的基本原理仍然是以几个关
键的 Unix概念为基础的 首先 最显著的就是 FreeBSD 是一个多用户的
操作系统 这个系统能够允许许多毫不相关的任务同时工作 对于每一个
用户来讲 系统都能非常可靠地分享和管理着来自不同硬件设备 内存
CPU 时钟的处理请求  

因为系统支持多用户 所以系统管理的每一件事情都必须要设置谁有
读 写和执行的权限 这个权限用八进制的形式来表示 它分成三部分
文件拥有者 文件拥有者所在组和其他成员 这种表示方法如下表所示  

 

0 不能读 不能写 不能执行 --- 

1 不能读 不能写 可以执行 --x 

2 不能读 可以写 不能执行 -w- 

3 不能读 可以写 可以执行 -wx 

4 可以读 不能写 不能执行 r-- 

5 可以读 不能写 可以执行 r-x 

6 可以读 可以写 不能执行 rw- 

7 可以读 可以写 可以执行 rw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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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以使用 ls -l命令看一下一个长目录列表 它会显示每个文件的文件所有者 文件所有者
所在组和其他成员的权限信息 这里就是列表的第一行  

-rw-r—r--

从左到右 第一个字符是一个特殊的字符 它告诉你这是一个普通文件 或一个目录 或一
个特殊字符设备 或一个块设备 或一个套接字还是其他的伪设备文件 后面的三个字符“rw-”

指明了文件所有者的权限 再后面的三个字符“r--”指明了文件所有者所在组的权限 最后面的三
个字符“r--” 给出了其他用户的权限 一个破折号表示这个权限被关闭了 在这样一个设置下
意味着只有文件所有者才能读 写文件 组和其他用户只能读文件 按照上表的指示 这个文件
的权限应该是 644 每个数字分别代表着这个文件权限的三个部分 FreeBSD 又是如何来控制设
备的权限的呢 事实上 FreeBSD 把绝大多数的硬件设备看作是一个文件 就像普通文件能够被
打开 阅读 写数据一样 这些特殊的设备文件保存在/dev目录下  

目录也可以当作文件来看待 它们有读 写和执行的权限 这里的可执行跟其他文件的可执
行有一些差别 例如 当一个目录被标记为可执行时 意味着这个目录可以被查找到 并且可以
在这个目录下列目录 如果想了解如何设置权限的话 可以参考 chm od 命令的联机手册  

3.3  目录结构 

对 FreeBSD 的整体概念是建立在对其目录结构有基本认识的基础上的 需要掌握的最重要的
概念是根目录“/” 这个目录是系统启动时最先被挂上的 而且它包含了为多用户操作准备的必要
基本系统 根目录也包含了要挂上的其他文件系统的加载点 m ount point  

加载点是其他文件系统能够被连接到根文件系统的目录 标准的加载点包括/usr /var /m nt
和/cdrom 这些目录通常会引用/etc/fstab 文件中的记录 /etc/fstab 是一个描述文件系统的表 加载
点通过这个文件来决定加载位置 在/etc/fstab 中指出的绝大多数文件系统 能够在启动时根据 rc
脚本自动被挂上 除非它们包含 noauto选项 可以参考 fstab 的联机手册 了解更多有关/etc/fstab
文件格式和它所包含选项的信息  

对文件系统层次结构完整的描述可以用 hier命令来完成 现在 主要的目录结构如下  
 

/ 文件系统的根目录 

/bin/ 单用户和多用户环境下 用户使用的基本工具 

/boot/ 操作系统启动过程中使用的程序和配置文件 

/boot/defaults/ 默认的启动配置文件 查看 loader.conf的联机手册 

/dev/ 设备节点 查看 intro的联机手册 

/etc/ 系统配置文件和脚本 

/etc/defaults/ 默认的系统配置文件 查看 rc的联机手册 

/etc/m ail/ 像 sendm ail这样的用于邮件传输代理的配置文件 

/etc/nam edb/ 域名服务器程序 nam ed 的配置文件 看看 nam ed 的联机手册 

/etc/periodic/ 每天 每周 每月运行的脚本 查看 periodic的联机手册 

/etc/ppp/ PPP 配置文件 查看 ppp 联机手册 

/m nt/ 系统管理员使用的用作一个临时加载点的空目录 

/proc/ 进程文件系统 查看 procfs m ount procfs联机手册 

/root/ root帐户的主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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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sbin/ 单用户和多用户环境下使用的系统程序和管理工具 

/stand/ 在独立环境下使用的程序 

/tm p/ 临时文件 

/usr/ 主要是用户的工具和应用程序 

/usr/bin/ 通常是工具 程序工具和应用程序 

/usr/include/ 标准 C include文件 

/usr/lib/ 文档库 

/usr/libdata/ 各种工具的数据文件 

/usr/libexec/ 系统守护程序和系统工具 被其他程序执行的  

/usr/local/ 本地可执行程序 库等 也是默认的放置 port 结构的地方 Port 的文档放在

/usr/local/share/doc/port中 

/usr/obj/ 通过建立/usr/src目录树产生的特定结构的目标树 

/usr/ports FreeBSD  ports collection  

/usr/sbin/ 系统守护程序和系统工具 由用户执行的  

/usr/share/ 与特定平台无关的文件 

/usr/src/ 本地源代码文件 

/usr/X 11R 6/ X 11R 6 发行的可执行程序 库等 

/var/ 多种日志 临时文件和 spool文件 

/var/log/ 多种系统日志文件 

/var/m ail/ 用户邮箱文件 

/var/spool/ 多种打印机和邮件系统 spooling 目录 

/var/tm p/ 系统重新启动之间保存的临时文件 

/var/yp N IS 映射表 

 

3.4  装载和卸载文件系统 

文件系统可以被形象化为一棵树 root就是根 像/ /dev /usr等 根目录下的其他目录也可
能有分支 这些分支也会有它们自己的分支 像这样/usr/local等等 之所以要采用这种分离的文
件系统有很多原因 /var包含 log/ spool/和多种临时文件 所以这个目录可能会被塞满 塞满根
文件系统不是一个好主意 所以从/分离出一个/var比较好  

在其他的文件系统上 采用这种目录树结构的另一个原因是它们可能会在另外一个物理磁盘
上 或在另外一个虚拟磁盘上 例如加载 NFS 文件系统或 CDR O M 驱动器  

3.4.1  fstab 文件 

在系统启动的过程中 在第 7章有详细描述  /etc/fstab 中列出的文件系统会被自动地挂上
/etc/fstab 文件包含了一个以下面的格式排列的列表  

    device   /mount-point   fstype   options   dumpfreq   passno

de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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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设备的名称 就像上一章磁盘命名规则所提到的那样 第 12.2 节  
mount-point

一个目录 在它上面挂上文件系统  
fstype

要挂上的文件系统类型 FreeBSD 的默认文件系统是 ufs  
options

这个选项既可以是 rw 表示可读写文件系统 也可以是 ro 表示只读文件系统 可根据其他选
项的要求来定义 在系统按顺序启动过程中 一个普通的选项是 noauto 它通常不会被挂上 其
他的选项可参看 m ount的联机手册  

dumpfreq

文件系统应丢弃的天数 Passno是在根次序中检查文件系统期间的通过数  

3.4.2  m ount命令 

m ount命令通常是用来挂上文件系统的 它的最基本的操作格式  
    # mount device mountpoint

它有很多的选择选项 但主要是下面这些  
m ount 选项 
-a

挂上/etc/fstab 中列出的所有文件系统 除了那些被标记为“noauto”或已经被挂上的文件系统
可以加上-t选项来把它们排除在外  

-d

除了不实际进行操作之外 这个选项是与-v选项连在一起使用的 可以决定 m ount将要在做
什么事情  

-f

强迫挂上一个有问题的文件系统 这是很危险的 或者 当把一个文件系统的加载状态从读
写降为只读时 可以强迫撤回写入的操作  

-r

挂上只读文件系统 这与使用 rdonly命令加上-o选项完成的功能是一样的  
-t fstype 

给定文件系统类型 如果加上-a选项 就只能挂上给定类型的文件系统 “ufs”是默认的文件
类型  

-u

更新文件系统上的配置选项  
-v

更加详细  
-w

挂上可以读写的文件系统  
-o选项提供了一个用逗号分割的选项列表 包括下面这些  
nodev

不要解释文件系统上的特殊设备 有用的安全选项  
noexec

不允许在这个文件系统上执行二进制程序 有用的安全选项  
nosuid

不要在文件系统上解释 setuid 或 setgid 标记 这也是有用的安全选项  

3.4.3  um ount命令 

um ount 命令后面加上的选项可能是一个加载点 一个设备名 或是-a -A 选项 所有加-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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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项的形式将会被强迫卸载 -v 选项是显示更多的信息 -a -A 选项用来卸载所有已挂上的文
件系统 但不建议卸载根文件系统  

3.5  进  程 

FreeBSD 是一个多任务的操作系统 这意味着同时可以有多个程序一起运行 系统运行的每
个程序叫作一个进程 process 每个程序都至少要启动一个进程 系统中时刻都有很多进程在运
行 以维持系统的功能  

每一个进程都有一个叫作进程 ID 或 PID 的号码来指定 每个进程也会有一个主人 或叫属
主 和它所在的组 主人和组的信息用来决定进程能够打开什么文件和设备 使用文件的权限
绝大多数进程都有一个父进程 父进程是启动其他进程的进程 你运行的任何命令也是进程 用
这种方式运行的每个进程将使用你的 shell作为它的父进程 除这个进程以外有一个叫作 init的特
殊进程 Init总是系统的第一个进程 所以它的 PID 总是 1 当 FreeBSD 启动时 init会被内核自
动启动  

有两个命令可以用来查看系统的进程 ps和 top ps 命令用来显示当前运行的进程的列表
还可以显示它的 PID 它们使用多少内存 启动它们的命令行等等 Top 命令显示了所有运行的
进程 每隔几秒就刷新一次 以至你可以动态地观察计算机的工作状况 默认情况下 ps只显示
用户自己的正在运行的命令 例如  
 

    % ps
      PID TT STAT TIME COMMAND

      298 p0 Ss 0:01.10 tcsh

     7078 p0 S 2:40.88 xemacs mdoc.xsl (xemacs-21.1.14)

    37393 p0 I 0:03.11 xemacs freebsd.dsl (xemacs-21.1.14)

    48630 p0 S 2:50.89 /usr/local/lib/netscape-linux/navigator-linux-4.77.bi

    48730 p0 IW 0:00.00 (dns helper) (navigator-linux-)

    72210 p0 R+ 0:00.00 ps

      390 p1 Is 0:01.14 tcsh

     7059 p2 Is+ 1:36.18 /usr/local/bin/mutt -y

     6688 p3 IWs 0:00.00 tcsh

    10735 p4 IWs 0:00.00 tcsh

    20256 p5 IWs 0:00.00 tcsh

      262 v0 IWs 0:00.00 -tcsh (tcsh)

      270 v0 IW+ 0:00.00 /bin/sh /usr/X11R6/bin/startx -- -bpp 16

      280 v0 IW+ 0:00.00 xinit /home/nik/.xinitrc -- -bpp 16

      284 v0 IW 0:00.00 /bin/sh /home/nik/.xinitrc

      285 v0 S 0:38.45 /usr/X11R6/bin/sawfish
 

正如在这个例子中看到的 ps的输出形式分成了很多段 PID 是先前讨论的进程 ID PID 从
1 开始 最高到 65536 当用完 PID 号后 再从头开始分配 TT 显示了正在运行的 tty终端 目前
可以被忽略  

STA T 显示了程序的状态 也可以被忽略 TIM E 是程序消耗的 CPU 时间——这并不是从启动
程序以来经过的时间 因为它们在 CPU 上花费一些时间之前 一些程序需要一些时间来等待将要
发生的事情 最后 COM M A N D 是表示运行程序的命令行  

Ps支持许多不同的选项来改变显示的信息 最有用的选项是 auxww A 显示了一个系统所有
运行的进程的信息 不仅仅是用户自己的 u 显示了进程主人的用户名 X 显示了后台运行的进
程信息 ww 用来显示完整的命令行 一旦它比较长而超出屏幕时 就会截取其中一段  

Top 的输出也很相似 可以看看下面的例子  
 

    % 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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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st pid: 72257;  load averages:  0.13,  0.09,  0.03    up 0+13:38:33  22:39:10

    47 processes:  1 running, 46 sleeping

    CPU states: 12.6% user,  0.0% nice,  7.8% system,  0.0% interrupt, 79.7% idle

    Mem: 36M Active, 5256K Inact, 13M Wired, 6312K Cache, 15M Buf, 408K Free

    Swap: 256M Total, 38M Used, 217M Free, 15% Inuse

PID USERNAME PRI NICE SIZE RES STATE TIME WCPU CPU COMMAND

72257 nik 28 0 1960K 1044K RUN 0:00 14.86% 1.42% top

7078 nik 2 0 15280K 10960K select 2:54 0.88% 0.88% xemacs-21.1.14

281 nik 2 0 18636K 7112K select 5:36 0.73% 0.73% XF86_SVGA

296 nik 2 0 3240K 1644K select 0:12 0.05% 0.05% xterm

48630 nik 2 0 29816K 9148K select 3:18 0.00% 0.00% navigator-li

nu

175 root 2 0 924K 252K select 1:41 0.00% 0.00% syslogd

7059 nik 2 0 7260K 4644K poll 1:38 0.00% 0.00% mutt

...
 

整个输出被分为两节 头上 最初 5行 显示运行着的最后进程的 PID 系统的平均负载 反
映系统的繁忙程度 系统的正常运行时间 从上次重新启动以来的时间 和当前的时间 其他的
显示了当前运行了多少个进程 有多少内存和交换空间已经被占用 系统在不同 CPU 状态之间各
花费了多长时间  

下面是一连串的纵向排列的 ps命令的输出信息 可以看到 PID 用户名 CPU 时间的花费数
量和正在运行的命令 Top 也显示了进程所花费掉的内存空间的数量 这可以被分成两列 一列
针对所有的内存数量 一列针对常驻内存数量 整个内存数量就是应用程序需要多少内存 常驻
内存是在此刻使用的内存数量 在这个例子中 可以看到 Netscape需要使用 30M 内存 当前只使
用了 9M B Top 每隔两秒自动刷新一次 这可以通过 s选项来修改  

3.6  守护程序 信号和终止进程 

当你使用一个编辑器的时候 可以让它调用一些文件 因为它们提供了这样的功能 还是因
为它们是与一个终端连在一起的 但有一些程序却不能让用户输入信息 它们是不与终端连在一
起的 例如 一个 web 服务器花费所有的时间来回应用户的请求 它通常不需要用户有任何的输
入 从一个站点到另一个站点传送 em ail是另外一个这种类型的应用例子 我们叫这些程序为守
护程序 daem on D aem on 是希腊神话中的角色 他们为人类做好事 就像今天很多 web 服务器
和 m ail服务器也在提供持续的服务那样 这就是为什么很久以来人们看到穿着运动鞋 手持叉子
的 BSD 精灵就会高兴的原因  

有一个命名守护程序的约定 就是在程序名后面加上一个“d”字母 比如 BIN D 是 Berkeley的
Internet命名守护程序 实际执行的程序叫作 nam ed A pache web 服务器程序叫作 httpd 行式打
印机的守护程序是 lpd 等等 这只是一个约定 不是要强迫遵守的规则 例如 SEN D M A IL 的守
护程序叫作 sendm ail 而不是你想像的 m aild  

有时可能需要与一个守护程序进行通信 这些通信手段就叫作信号 signal 可以通过给守
护程序发送 signal 或是运行进程 来与它通信 可以发很多种信号 有一些有特殊的用处 其
他的会被应用程序解释 应用程序的文档会告诉你它如何解释收到的 signal 可以发一个 signal
给用户自己的一个进程 如果你想发送一个 signal给其他人的进程 它就会被忽略 Root用户除
外 它可以给每个人的进程发送 signal  

有些情况下 FreeBSD 也会给应用程序发送信号 如果一个应用程序写的很糟糕 设法访问
不该去访问的内存 FreeBSD 就会给进程发送 Segm entation V iolation signal (SIG SEG V ) 如果一个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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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程序使用 alarm 系统来发出警告 那么一段时间以后 它就会发送警告信号 SIG A LR M  
两种信号可以用来中断一个进程 SIG TER M 和 SIG K ILL SIG TER M 是一个比较友好的杀死

进程的方法 进程会获知信号 了解系统想让它停止运行 关闭可能已经打开的日志文件 在关
机之前 通常需要完成当前正在作的工作 有时它是处在一个不能打断的任务中 这个情况下进
程可以忽略 SIG TER M 信号  

SIG K ILL 无法被进程忽略 它发出这样的信号的含义是 我不关心你 程序 在做什么 立
刻停止 如果发送 SIG K ILL 给一个进程 FreeBSD 将立刻停止那个进程  

可能要用到的其他信号有 SIG H U P SIG U SR 1 和 SIG U SR 2 这些是普通用途的 signal 当他们
被发送时 不同的应用程序将作不同的事情  

比如改变一下 web 服务器的配置文件——你想让 web 服务器重新读取它的配置文件 当然你
可以停止然后重新启动 httpd 但这会造成你的服务的短暂中止 幸好绝大多数守护程序通过重新
读取它们的配置文件来对 SIG H U P signal作出回应 不同的守护程序将有不同的行为 所以 如果
有疑问 最好阅读守护程序的联机手册  

可以使用 kill命令来发送 signal 例如  
发送一个 signal给进程 
这个例子显示了如何发送一个信号给 inetd Inetd 的配置文件是/etc/inetd.conf 当它接收到

SIG H U P 时 inetd 将重新读取这个配置文件  
1 寻找要发送信号的进程 ID 可以使用 ps和 grep 命令 Grep 命令被用来搜索输出 寻找

要指定的字符 这个命令可以由一个普通用户来执行 而 inetd 必须是 root用户才能运行 所以
ps必须带上 ax选项 
 

% ps -ax | grep inetd
198  ??  IWs  0:00.00 inetd –wW

 

这儿 inetd 的 PID 是 198 有时 grep inetd 命令也出现在这个输出中 这是因为 ps必须要
找到当前运行的进程的列表  

2 使用 kill来发送信号 因为 inetd 只有 root用户才能运行 必须使用 su 来变成一个 root
用户  

% su
Password:

# /bin/kill -s HUP 198
 

与普通的 Unix 命令一样 如果它成功执行 kill将不会输出任何信息 如果发送一个 signal
给不属于自己的进程 你会看到“kill: PID : O peration not perm itted” 如果打错了 PID 有可能把信
号发错给了某个进程 这样的结果会很糟糕 也有可能把信号发给一个当前不在使用的 PID 你
将可能看到“kill: PID : N o such process”这样的信息  

为什么使用/bin/kill 许多 shell提供了内建命令 kill shell将直接发送信号 比运行/bin/kill
要好 这点非常有用 但不同的 shell需要用不同的语法来指定发送信号的名字  

 
在系统中随意地杀死进程是个坏主意 特别地 init进程ID 是1 非常特殊 运

行/bin/kill - s K ILL 1是一个快速关闭你系统的方法 在按R eturn键之前 请仔细检查kill

命令后的参数选项

3.7  Shell 

在 FreeBSD 中 许多工作是通过一个叫命令解释器 shell {俗称外壳}的命令行接口来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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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shell的主要工作是接收输入的命令然后执行它们 许多 shell的内建功能也能用来帮助完成每
天的工作 如 文件管理 文件查找 命令行编辑 宏命令 以及其他环境设置 FreeBSD 有许
多种 shell 如 sh Bourne Shell和 csh(C-shell) 许多其他的 shell 如 tcsh bash 拥有更强大的功
能 可以在 FreeBSD 的软件包中找到  

使用哪个 shell 似乎还真是个问题 如果你是一个 C 程序员 可能觉得像 tcsh 这种 C 类型的
shell 用起来比较舒服 如果使用 Linux或你是一个 Unix的新手 你可能会试一试 bash 这里要
指出的是每一种 shell都有它自己的特点 可以根据喜好自由地选择 Shell的一个基本特征是文
件名的自动补充功能 通常在你输入一个命令或文件名时 先输入几个字母 然后按 TAB 键 命
令或文件名会自动补上剩下的字母 例如 两个文件 foobar 和 foo.bar 如果要删除 foo.bar 先
输入 rm  fo[TA B].[TA B] Shell就会打出 rm  foo[BEEP].Bar [BEEP]是铃声 它能够告诉我 因为匹
配的问题 shell不能自动补充文件名 因为 foobar和 foo.bar同时以 fo开始 但它无法完成 foo 一
旦输入.后 然后键入 TAB shell就能补充完文件名  

Shell的另外一个功能就是环境变量 环境变量是存储在 shell环境空间中的可变关键字对
这个空间能够被 shell调用的任何程序读取 而且包含了许多程序配置 这儿是一个普通环境变量
的列表以及它们所代表的含义  

 

USER 现在登录的用户名称 

PA TH  以冒号分隔的目录列表以便寻找执行文件的路径 

DISPLA Y  X 11 显示连接的网络名称 如果有的话  

SH ELL 目前使用的 shell 

TER M  用户终端的名称 用来决定终端机的能力 

TER M CA P 完成几个终端功能的终端退出代码的数据库记录 

OSTY PE 操作系统的种类 如 FreeBSD  

M A CH TY PE 现在系统所用的 CPU  

ED ITO R  用户喜欢的编辑器 

PA G ER 用户喜欢的文字呼叫器 

M A N PA TH  以冒号分隔的路径以便寻找联机手册 

 
不同的 shell设置一个环境变量的方法会稍微有点不同 例如 像 tcsh 和 csh 的 C 风格 shell

可以使用setenv来设置或查看环境变量 而在像 sh和 bash的 Bourne shell下 可以使用set和 export
来查看和设置环境变量 例如 在 csh 或 tcsh 下 设置或修改环境编辑器 可以把编辑器设置成
/usr/local/bin/em acs  

    %setenv EDITOR  /usr/local/bin/emacs

在 Bourne shell下  

    %export  EDITOR="/usr/local/bin/emacs"

也可以在命令行用$放在变量的前面来取得环境变量 echo $TER M 就会显示出$TER M 的设置
值 因为 shell取得了$TER M 并把它传给 echo显示出来  

Shell里有很多特殊字符作为一些数据的特定表示 我们叫作 m eta-characters 最常用的就是*
这个字符 它代表文件名的任何字符 这些 m eta-characters会被用在文件名称的全域样式上 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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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来说 键入 echo *是和 ls有同样的效果 因为 shell将所有符合*的文件传到命令行给 echo显示
出来  

为了防止这些特殊的字符被 shell解释执行 我们可以在前面放一个反斜线(\)让它们转义 echo 
$TER M 会显示出你所设置的终端机 而 echo \$TER M 就会直接显示出 $TER M 这几个字符  

改变用户 shell 

改变用户 shell的最简单方法是用 chsh 命令 运行 chsh 就可以把你带入 EDITO R 环境变量的
编辑器中 如果编辑器没有设置的话 你就可以用 vi来代替 直接在此改变“shell ” 也可以给
chsh 加上-s的选项 这样就可以直接设置你的 shell 而不需要你在一个编辑器来设置 shell 例如
如果想把你的 shell改成 bash 只要这样做  

    % chsh -s /usr/local/bin/bash

运行不带参数的 chsh 编辑 shell同样能达到目的  
 

要使用的shell必须在/etc/shells文件中列出来 如果你从ports collection安装一个

shell 第4章 这个会自动完成 如果你是手工安装shell 那就必须像下面这样做 例

如 如果手工安装bash 并且把它放在/usr/local/bin中 你需要这样做  

    # echo "/usr/local/bin/bash">>/etc/shells

然后再执行 chsh  

3.8  文本编辑器 

在 FreeBSD 中 许多配置信息都是通过编辑不同的文本文件来完成的 所以 熟悉一个文本
编辑器是非常必要的 FreeBSD 带有许多的编辑器 可以在 ports collection 中找到 最容易和最简
单的编辑器就是 ee了 它非常容易掌握 要启动 ee 你只需要在命令行键入 ee  filenam e 这儿
的 filenam e就是将要编辑的文件名 例如 要编辑文件/etc/rc.conf 只要键入 ee /etc/rc.conf 进入
ee后 许多编辑功能就都列在屏幕的顶部 字̂符是指键盘的 Crtl键 所以 ê就是 Crtl键加上 e键
要离开 ee 只要按 escape键 然后选择离开 编辑器会提示你保存刚才的修改  

FreeBSD 也带有很多功能强大的编辑器 像 vi em acs和 vim 等 这些编辑器都有很强大的功
能 但需要认真地学习 如果打算编辑很多文本的话 学习一个功能强大的如 vim 或 em acs这样
的编辑器将在以后的工作中为你节约很多时间  

3.9  设备和设备节点 

一个设备系统中与硬件相关的活动所使用的 包括磁盘 打印机 图形卡和键盘 当 FreeBSD
启动时 显示的大都是检测到的设备信息 你可以查看/var/run/dm esg.boot文件来看看启动信息  

例如 acd0 是第一个 ID E CD R O M 驱动器 而 kbd0 则是键盘 在 Unix系统中的绝大多数设
备必须通过一个叫作设备节点的特殊文件才能被访问 它们都放在/dev目录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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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设备节点 

当在系统中添加了一个新的设备或编译支持额外的设备时 经常需要创建一个设备节点  
M A K ED EV 脚本 
系统中如果没有 DEV FS 设备节点可以使用 M AK ED EV 脚本来创建  

   # cd /dev

   # sh MAKEDEV ad1

这个例子中将创建第二个 IDE 驱动器的设备节点  
devfs (设备文件系统) 
设备文件系统或 devfs 在全局的文件系统命名空间中提供了访问内核设备的名字空间 不一

定要创建和修改设备节点 Devfs也可以为你维护这个特殊的文件系统 devfs将在 FreeBSD  5.0 中
作为默认使用项  

3.10  更多信息 

3.10.1  联机手册 

绝大多数 FreeBSD 的参考文档是以手册的形式出现的 系统的每个程序都有一个简短的联机
手册用以解释基本的操作和不同的参数 这些手册能够用 m an 命令来阅读 例如  

    % man command

com m and 是希望了解的命令的名字 例如 要知道 ls的用法  

    % man ls

联机手册被分成好几节  
1 用户命令  
2 系统调用和错误编号  
3 C 语言库函数  
4 设备驱动程序  
5 文件格式  
6 游戏和其他娱乐程序  
7 其他一些未分类的信息  
8 系统维护和操作命令  
9 内核开发  
在一些示例中 同一个主题可能会出现在手册的很多地方 例如 chm od 用户命令和 chm od

系统调用 在这个例子中 可以告诉 m an 命令 要指定哪一节的手册  

% man 1 chmod

这将显示用户命令中的 chm od 联机手册 参考一个联机手册的特殊的章节通常被附带在文章
的后面 所以第一个 chm od 引用了 chm od 用户命令和第二个 chm od 引用了系统呼叫 如果你知道
命令的名字就比较好 只需要知道如何使用 但如果无法想起命令的名字是什么 可能要使用 m 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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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上-k 选项在命令描述中搜索关键字  
% man -k mail

这个命令将显示一个带有关键字 m ail的命令列表 这与使用 apropos命令具有相同的功能
所以 可以在/usr/bin 中寻找所有的奇特的命令 只要这样做  

    % cd /usr/bin
    % man -f *

或 

    % cd /usr/bin
    % whatis *

可以达到同样的目的  

3.10.2  G N U  Info 文件 

FreeBSD 包括许多自由软件基金会提供的应用程序和工具 除了联机手册之外 这些程序都
提供叫作 info 的超文本文件 它可以用 info 命令来阅读 或者如果你有 em acs 可以使用 em acs
的 info模式来阅读  

使用 info命令  

% info

要阅读概要介绍 可以键入 h 要查看快速命令参考 可以键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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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 44 章章  
安安装装应应用用程程序序   

PP aacckkaaggeess 和和 ppoorrttss  
 
 

4.1  概  要 

FreeBSD 捆绑了很多系统工具作为基本系统的一部分 然而在实际工
作中 可能仍需要安装额外的第三方应用程序 FreeBSD 提供了两种安装
第三方应用程序的方法 FreeBSD  ports collection 和二进制软件包
package 无论用哪种方式 都可以从本地媒体(设备)或直接通过网络来
安装喜欢的和最新版本的应用程序  

读完这章 你将了解到  
  如何安装第三方的二进制软件包  
  如何从 ports collection 安装第三方软件  
  如何删除先前安装的软件包  

4.2  软件安装预览 

如果在安装第三方应用软件之前 就已经使用过 Unix系统 那大概的
安装情况是这样的  

1 下载软件 可能是源代码形式或二进制形式  
2 用 com press或 gzip 来解开软件  
3 阅读相关文档 了解如何安装  
4 如果软件是以源代码形式发布的 先编译 这可能需要编辑一个

m akefile文件 或运行一个配置脚本和其他一些工作  
5 测试和安装软件  
如果一切顺利的话 就这么简单 如果在安装一个软件包时发生一些

错误 可能需要编辑一下代码 以便使它能正常工作  
当然你可以继续使用这种传统的方式安装软件 然而 FreeBSD 提供

了两种技术 packages和 ports 就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 已经有超过 5900
个第三方的应用程序可以使用了  

一个 FreeBSD 的应用程序包是可以下载的文件集合 这些包包含了预
编译的拷贝 还有一些配置文件或文档 下载的包文件可以用 FreeBSD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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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管理命令来操作 例如 pkg_add pkg_delete pkg_info等等  
用这种方法 用一个简单的命令就可以安装一个新的应用程序 Free-BSD 的 Port是一个可以

自动从源代码编译成应用程序的文件集合 记住 如果自己来编译的话 需要执行很多步的操作
解压 打补丁 编译 安装 这些整理过的 port文件集合包含了系统需要完成这个工作的必需
信息 可以运行一些简单的命令 那些源代码就可以自动地下载 解开 打补丁 编译 直至安
装完成  

实际上 ports系统也可以用来产生需要用 pkg_add 和就要讲到的其他包管理命令安装的软件
包  

Packages和 ports是互相依赖的 假设你想安装一个依赖于已经安装的特定库的应用程序 应
用程序和那个库都已经存在于 FreeBSD  ports和 packages中 如果使用 pkg_add 命令或 ports系统
来添加应用程序 两个都注意到库是否被安装 如果没有 会自动先安装库  

这里给出的两种技术是很相似的 可能会奇怪为什么 FreeBSD 会同时使用这两种技术 其实
Packages和 ports各有它们自己的长处 使用哪一种完全取决于你自己的喜好  

 一个压缩的 package通常要比一个压缩的包含源代码的应用程序小得多  
 package 不需要进行额外的编译 对于很大的应用程序如 M ozilla K D E 或 GN O M E 这一
点很重要 特别是在你的系统比较慢的情况下  

 Package包不需要用户知道如何在 FreeBSD 上编译软件的详细过程  

 package在编译时通常使用了比较保守选项 因为它们必须能够运行在更多不同类型的系
统上 而从 port安装 可以细微调整编译选项来产生适合于处理器的代码  

 一些软件包可能已经把与它们相关的能做和不能做选项都编译进去了 例如 Apache可
能就配置进了很多不同的组件选项 从 port中建立软件 就不一定要接受默认的选项
用户可以自己来设置  

在一些例子中 同一个应用程序为适应不同的设置而编译了多个 package 例如 Ghostscript
可以使用ghostscript package和 ghostscript-nox11 package 这取决于系统中是否安装了X11服务器
这样的略微调整对 package 是可能的 但如果一个应用程序有超过一个或两个不同的编译选项时
就不能这么做了  

 一些软件的许可条件禁止只采用二进制形式发行 它们必须带上源代码  
 一些人不信任二进制发行形式 至少有了源代码 可以亲自阅读它 寻找潜在的问题  
 如果你要对软件打补丁 你就需要有源代码  
 一些人喜欢整天围着源代码转 所以他们喜欢亲自阅读源代码 修改源代码等等  
为了跟踪更新 Pores 可以订阅<freebsd-pores@freebsd.org>邮件列表
本章的其余部分将介绍如何使用 packages和 ports来安装和管理第三方软件  

4.3  寻找应用程序 

在安装任何应用程序之前 需要知道需要什么 那个应用程序的名字是什么 FreeBSD 中可
用的应用程序正在不断地增长着 幸运的是 有许多方法可以找到你所需要的程序  

 FreeBSD 站 点上拥有一个可以搜索的当前所有可用的应用程序列表 在
http://www.FreeBSD .org/ports/ 上 它分很多种类 既可以通过程序的名称来搜索 也可
以在分类中列出所有可用的应用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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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an Langille 维护着网站 FreshPorts http://www.freshports.org/ FreshPort时刻追踪着在
ports中应用程序的变化 当有任何程序被升级时 他们就会发 em ail提醒你  

 如果你不知道想要的应用程序的名字 可以通过 FreshM eat (http://www.freshm eat.net/) 或
AppW atch (http://www.appwatch.com /)这样的网站来寻找 如果找到了应用程序 可以再回
FreeBSD 的主站去看一下这个应用程序是否已经被 port收录进去了  

4.4  使用 package系统 

4.4.1  安装一个 package 

可以使用 pkg_add 工具从本地或通过网络的一台服务器上安装 FreeBSD 的 package  

 

# ftp –a ftp2.freebsd.org
Connected to ftp2.freebsd.org.

220 ftp2.freebsd.org FTP server (Version 6.00LS) ready.

331 Guest login ok, send your email address as password.

230-

230-     This machine is in Vienna, VA, USA, hosted by Verio.

230-         Questions? E-mail freebsd@vienna.verio.net.

230-

230-

230 Guest login ok, access restrictions apply.

Remote system type is UNIX.

Using binary mode to transfer files.

ftp> cd /pub/FreeBSD/ports/packages/sysutils/irc
250 CWD command successful.

ftp> get lsof-4.56.4.tgz
local: lsof-4.56.4.tgz remote: lsof-4.56.4.tgz

150 Opening BINARY mode data connection for 'xchat-1.7.1.tgz' (92375 bytes).

100% |**************************************************|  92375       00:00 ETA

226 Transfer complete.

92375 bytes received in 5.60 seconds (16.11 KB/s)

ftp> exit
# pkg_add lsof-4.56.4.tgz
#

 

如果你没有本地 package的安装盘 如 FreeBSD  cdrom 可以执行 pkg_add 命令并加上-r选
项 这将迫使程序自动决定目标文件的正确格式和版本 然后自动从一个 FTP 站点寻找和安装
package  

# pkg_add –r lsof-4.56.4

上面的例子将下载正确的 package 而不需要用户的干预就可以安装 Package 文件是以.tgz
的格式分发的 可以在 ftp://ftp.freebsd.org/pub/FreeBSD /ports/packages/ 或 FreeBSD  CD R O M 上找
到 每一个 FreeBSD 发行 CD 都把 package放在/packages目录中 packages的设计与/usr/ports树很
相似 每个分类都有它自己的目录 每个 package也能在所有目录下找到 Package系统的目录结
构是与 port的目录结构相对应的 它们以 package/port的形式互相协调工作  

4.4.2  删除一个 package 

要删除先前安装的软件 package 只要使用 pkg_delete工具  

    # pkg_delete xchat-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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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3  管理 packages  

pkg_info是用来列出和描述已安装的 package的工具  
 

# pkg_info
     cvsup-16.1    A general network file distribution system optimized for CV

     docbook-1.2       Meta-port for the different versions of the DocBook DTD

    ...
 

pkg_version 是一个用来统计所有安装的 package 版本的工具 它可以用来比较本地 package
的版本与 ports目录中的当前版本是否一致  
 

# pkg_version
    cvsup =

    docbook =

    ...
 

在第二列的符号指出了安装版本的相对时间和本地 ports目录树中可用的版本  
 
符  号 含    义 

= 在本地 ports树中与已安装的软件包相匹配 

< 已安装的版本要比在 ports树中的版本来得老 

> 已安装的版本要比在 ports树中的版本来得新 

? 已安装的软件包无法在 ports索引中找到 

* 有软件包的多种版本 

4.4.4  其他信息 

所有的 package信息都保存在/var/db/pkg目录下 已安装文件的列表和每个 package的内容和
描述都能在这个目录的相关文件中找到  

4.5  使用 Ports C ollection 

下面的章节介绍了使用 ports collection 安装和卸载程序的基本用法  

4.5.1  获取 Ports 

在使用 Ports collection 之前 首先需要获取它 Ports collection 一般是一些 M akefile 补丁文件
和描述文件的集合 它们一般放在 /usr/ports目录下  

在安装 FreeBSD 系统的时候 Sysinstall程序会询问用户是否安装 ports collection 如果当时选
择了不安装 可以按照下面的步骤获取 ports collection  

Sysinstall方法 
这种方式要重新运行 sysinstall程序 手工来安装 ports collection  
1 使用 root用户 运行 sysinstall程序  

# /stand/sysinstall

2 向下选择 Configure 按 Enter  
3 向下选择 Distributions 按 Enter  
4 向下选择 Ports 按空格键  
5 向上选择 Exit 按 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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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选择安装介质 比如 CDR O M 或 FTP 等方式  
7 按照菜单提示退出 sysinstall程序  
另外一种同步 ports collection 的方式是使用 CVSup 程序 查看/usr/share/exam ples/cvsup/ 

ports-supfile 文件或查看附录 A.6 了解 CVSup 的使用方法  
CV Sup 方法
使用 CVSup 是一种快速获取 Port 集合的方法 如果想保持 Port 树最新 或者学习更多的

CVSuP 请参考前一节提到的方法
1 安装 net/cvsup 软件包 查看附录 A.6.2 中了解安装方法  
2 作为 root用户 把/usr/share/exam ples/cvsup/ports-supfile复制到新的位置 比如/root目录

或者用户主目录下  
3 编辑 ports-supfile  
4 把 CH A N G E_TH IS.FreeBSD .org修改为离你近的 CVSup 站点 查看附件 A.6.7 了解 CV Sup

镜像站点的信息  
5 运行 cvsup  
 # cvsup -g -L 2 /root/ports-supfile 
6 经常运行可以保证 portscollection 的内容都是最新的  

4.5.2  安装 Port 

当提到 Ports collection 时 第一个要说明的就是何谓“skeleton” 简单地说 一个 port skeleton
是让一个程序在 FreeBSD 上简洁地编译并安装的所需文件的最小组合 每个 port skeleton 包含  

 一个 m akefile m akefile包括好几个部分 指出应用程序是如何编译的和它将被安装在系
统的哪个地方  

 一个 distinfo文件 这个文件包括这些信息 安装前必须下载的文件 检验文件正确与否
的校验和 checksum s 用以确保在下载过程中文件没有损坏  

 一个 files目录 这个目录包括在 FreeBSD 系统上编译和安装程序需要用到的补丁 这些
补丁基本上都是些小文件 指出特定文件作了哪些修正 它们是一些纯文本的格式 基
本上是“R em ove line 10”或 “Change line 26 to this” 这些补丁以“diffs”出名 因为它们是
用 diff程序来产生的  

这个目录也包含了在建立 port时要用到的其他文件  
 一个 pkg-com m ent文件 这是程序的一行描述  
 一个 pkg-descr文件 这是一个提供更多细节 关于该程序多行描述文件  
 一个 pkg-plist文件 这是即将被安装的所有文件的列表 它同时指出 ports 系统在重新
安装时什么文件需要被删除  

现在 已经了解了足够的 ports collection 的背景信息 你可以准备安装 port了 共有两种安
装方法 下面作具体介绍  

在安装之前 需要选择一个安装的port 有几种方法可以来这样做 最容易的方法是到FreeBSD
的网站上查看 port的列表 每个 port都有一个描述文件 需要在安装之前先浏览一下 可以通过
浏览 port列表或使用网站的搜索功能 每个 port也包括一个描述 所以可以在安装之前阅读一下
每个 port的介绍  

另外一种方法是使用 whereis命令 只需要输入“whereis <你想安装的程序>” 如果能被系统
找到 就会看到它的保存路径  

    #whereis  lsof
    lsof: /usr/ports/sysutils/ls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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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命令指出 lsof 一个系统工具 能在/usr/ports/sysutils/lsof目录中找到  
另外一种查找 port的方法是使用 ports collection 内建的搜索功能 要使用这个功能 先要进

入/usr/ports目录 然后运行 m ake search key=program -nam e 这里的“program -nam e”就是要找的程
序的名称 例如 如果要找 lsof  
 

    # cd /usr/ports
    # make search key=lsof
    Port: lsof-4.56.4

    Path: /usr/ports/sysutils/lsof

    Info: Lists information about open files (similar to fstat(1))

Maint: obrien@FreeBSD.org

Index: sysutils

    B-deps:

    R-deps:
 

留意输出内容的“Path:”行 它告诉你能在哪儿找到它 其他的信息在安装 port时是不需要的  
 

:必须具有root权限才能安装port  
 

做这一步的前提是有一张 FreeBSD 的安装光盘 如果你没有 可以从 FreeBSD 商店订购一张
www.freebsdm all.com 在确信光盘已经放入光驱之后 需要先挂上/cdrom 才可以安装 port 首
先改变目录到要安装的 port所在的目录  

    # cd /usr/ports/sysutils/lsof

进入 lsof目录 就可以看到 port skeleton 文件了 下面要编译 port 只需要在命令行简单地输
入 m ake命令 做好之后 可以看到下面的信息  
 

    # make
    >> lsof_4.57D.freebsd.tar.gz doesn't seem to exist in /usr/ports/distfiles/.

    >> Attempting to fetch from file:/cdrom/ports/distfiles/.

    ===>  Extracting for lsof-4.57

    ...

     [extraction output snipped]

    ...

    >> Checksum OK for lsof_4.57D.freebsd.tar.gz.

   ===>   Patching for lsof-4.57

    ===>   Applying FreeBSD patches for lsof-4.57

    ===>   Configuring for lsof-4.57

    ...

     [configure output snipped]

    ...

    ===>    Building for lsof-4.57

    ...

     [compilation snipped]

    ...

    #
 

一旦编译完成 回到了命令行 下面就安装port 在命令行输入m ake install  
 

    # make install
    ===>    Installing for lsof-4.57

    ...

     [install routines snipped]

    ...

    ===>     Generating temporary packing list

    ===>     Compressing manual pages for lsof-4.57

    ===>     Registering installation for lsof-4.57

    ===>    SECURITY NO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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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is port has installed the following binaries which execute with

             increased privileges.

    #

再回到命令行后 就可以运行刚才安装的应用程序了 由于 lsof是一个需要拥有更高特权才
能运行的程序 所以会出现一个安全警告 在建立和安装 port的过程中 必须注意系统出现的任
何警告  
 

也可以只运行m ake install 把m ake和m ake install两步并作一步来执行  
 

请记住有些port由于许可证的原因 不允许通过cdrom 来安装 这可能有很多

原因 包括在下载安装前需要注册 重新发布没有得到许可等等 如果希望安装一个cdrom

上没有的port 可能需要在线安装  
 

正如前一节所讲到的 这一节假定你已经连接到 Internet 上了 如果没有的话 只好通过
CDR O M 来安装了  

通过 Internet安装一个 port 实际上跟通过 CDR O M 安装是一样的 两者之间唯一的不同是程
序的源代码是从 Internet上而不是从 CDR O M 上下载  

相关的步骤是一样的  
 

    # make install
    >>lsof_4.57D.freebsd.tar.gz doesn’t seem to exist in /usr/ports/distfiles/.

    >>Attempting to fetch from ftp://ftp.FreeBSD.org/pub/FreeBSD/ports/distfiles/.

    Receiving lsof_4.57D.freebsd.tar.gz (439860 bytes): 100%

    439860 bytes transferred in 18.0 seconds (23.90 kBps)

    ===>   Extracting for lsof-4.57

    ...

     [extraction output snipped]

    ...

    >> Checksum OK for lsof_4.57D.freebsd.tar.gz.

    ===>   Patching for lsof-4.57

    ===>   Applying FreeBSD patches for lsof-4.57

    ===>   Configuring for lsof-4.57

    ...

     [configure output snipped]

    ...

    ===>   Building for lsof-4.57

    ...

     [compilation snipped]

   ...

    ===>   Installing for lsof-4.57

    ...

     [install routines snipped]

    ...

    ===>    Generating temporary packing list

    ===>    compressing manual pages for lsof-4.57

    ===>    Registering installation for lsof-4.57

    ===>   SECURITY NOTE:

            This port has installed the following binaries which execute with

            increased privileges.

    #
 

正如所看到的 唯一的不同是那些告诉你系统是从哪儿找到 port的 在下一节中 将学到如
何从系统中删除一个 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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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3  删除已经安装的 port 

现在你已经知道如何安装 port了 大概想知道如何删除它们吧 例如 已经安装好了一个 port
不久发现安装的是一个错误的 port 下面将谈到这些问题  

现在我们将删除刚才安装的 lsof 正如安装 port时一样 第一件事是必须改变 port的目录到
/usr/ports/irc/lsof 改变了目录后 准备删除 lsof 可以执行下面的 deinstall程序  

   # cd /usr/ports/irc/lsof
    # make deinstall
    ===> Deinstalling for lsof-4.57

 
就这么简单 现在已经把 lsof 从你的系统中删除掉了 如果想再重新安装它的话 可以在

/usr/ports/irc/lsof目录下执行 m ake reinstall命令  

4.6  安装后的其他活动 

在安装完一个应用软件后 用户可能想首先阅读附带的文档 修改软件的配置文件或者确认
这个程序能够在系统启动的时候同时启动等等  

每个软件的配置方法虽然不同 但是当安装完一个软件 发出 下一步该怎么办 的疑问的
时候 下面的这些窍门也许有点用  

使用 pkg_info命令查找软件安装的文件 安装的位置 比如 刚刚安装了软件 FooPackage 1.0.0
使用  

# pkg_info –L foopackage-1.0.0 | less

可以显示这个软件包安装的文件 在 m an/目录下出现的是手册文件 在 etc/目录下的是配置
文件 在 doc/目录下的是更为详细的软件文档  

如果对软件的版本不确定 可以使用  
# pkg_info | grep foopackage

来查找所有符合该名字的软件包 当然在查找中需要用实际的名字代替 foopackage  
了解了软件的手册名字以后 可以使用 m an 命令查看其内容 一般也可以用它来阅读配置文

件的的帮助  
假如这个软件有网站 可以到软件的网站查找更详细的文档或者常见问题解答 可以通过命

令  
# pkg_info foopackage-1.0.0

查看 www:一行了解该软件的网站地址信息  

4.7  疑难解答 

下面将介绍有关 ports collection 经常会被问到的问题和一些基本的解决方法 以及如果一个
port坏掉了该怎么办  

4.7.1  一些问题与解答 

1 我认为应该作一个有关 m odem 的讨论  
哦 你可能想到了你计算机的串口 这儿使用的“port”是将软件从一个版本的 Unix 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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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rting”另一个系统  
2 什么是补丁 patch  
一个补丁 patch 是一个小文件 主要描述文件如何从一个版本升级到另一个版本 它一般

是纯文本的 基本上说是些像“delete line 23” “add these two lines after line 468”或“change line 197 to 
this”这样的东西 它们以 diffs闻名 因为它们是由 diff这个程序产生  

3 tarball是指什么  
它就是以.tar 结尾的文件 或者是诸如以.tar.gz .tar.Z .tar.bz2 .tgz 结尾的文件 基本上

它是一个已经被打包或压缩的目录树 这种技术最早被用于磁带机上 但后来被广泛运用于互联
网上用来发布程序源代码 你可以看到在它里面有些什么文件 甚至可以亲自使用标准的 UNIX  tar
程序解开它们 只要这样做  
 

    % tar tvzf foobar.tar.gz
    % tar xzvf foobar.tar.gz
    % tar tvf foobar.tar
    % tar xvf foobar.tar

 

4 那 checksum 呢  
这是一个由统计文件里所有数据而产生的数字 如果有任何字符改变了 那 checksum 就不会

再跟统计的结果一样 所以经过简单的比较就可以看出差异  
5 我照你说的方法从光盘编译 port都很顺利 怎么一安装 kerm it就出错  

 

    # make install
    >> cku190.tar.gz doesn't seem to exist on this system.

    >> Attempting to fetch from ftp://kermit.columbia.edu/kermit/archives/.
 

为什么找不到 难道这张光盘没有用  
就像在从光盘编译 port那节所解释的 有些 port因为授权的限制不能放进光盘 Kerm it就是

个例子 Kerm it的授权不允许把它做的 tarball放进光盘 所以必须自己动手下载——真是抱歉  
之所以会有这些错误信息是因为当时没有连上网络 只要从 M ASTER _SITES (列在 M akefile

里)中所列的任一个网站把文件下载下来 就可以重新开始安装的步骤了  
6 我照做了 可是当要把文件放进/usr/ports/distfiles时却得到没有允许的错误信息  
Port的机制是到/usr/ports/distfiles 中找 tarball 可是因为它是符号连接(sym link)到光盘的 所

以那个目录只读而且也没有办法复制任何东西进去 用下面说的方法就可以让它去找其他地方  
 

    # make DISTDIR=/where/you/put/it install
 

7 Port的设计是只有把所有东西都放在/usr/ports 下才能用吗 我的系统管理员说要把所有
东西都放在/u/people/guests/wurzburger下 不过这样好像不能用  

可以用 POR TSD IR 和 PR EFIX 这两个变量告诉 port使用别的目录 例如  
 

    # make PORTSDIR=/u/people/guests/wurzburger/ports install
 

会在/u/people/guests/wurzburger/ports里编译 port并把所有东西安装在/usr/local下  
 

    # make PREFIX=/u/people/guests/wurzburger/local install
 

会在/usr/ports里编译 port并安装至/u/people/guests/wurzburger/local 毫无疑问的  
 

    # make PORTSDIR=.../ports PREFIX=.../local install
 

会结合这两种方式(要在这页完整地写出来实在是太长了 不过你应该了解大致的思想了)  
一些使用 im ake X 视窗系统的一部分 的 port不能很好地与 PREFIX 一起工作 而且一定要

安装在/usr/X 11R 6 下 同样的 一些 Perl port会跳过 PR EFIX 在 Perl树中安装 让这些 port去尊
重 PR EFIX 变量是一件困难或不可能的事情  



FreeBSD  H andbook 第二版 中文版 

90 

如果不想每次安装一个port都要把这些字再打一次 把这些设置放到环境变量里是个好主意
读读 shell的联机手册了解如何做  

8 我没有 FreeBSD 的光盘 不过我想要把所有的 tarball放在手边 这样就不用每次装一个
port就要等待下载 有什么好方法可以一次全下载下来吗  

要得到 ports collection 每个 tarball的话 执行  
 

    # cd /usr/ports
    # make fetch

 

对于一个简单的 port目录中的所有 tarball来说 可以这样  
 

    # cd /usr/ports/directory
    # make fetch

 

大概你已经猜到了 这只是针对一个 port  
9 我知道从临近的 FreeBSD  镜像站下载比较快 可是有办法从 M ASTER _SITES 列出的网

站以外的站下载 port吗  
可以 如果知道的话 假如 ftp.FreeBSD .org比 M A STER _SITES 上面列的任何站都近 那就这

么做  
 

    # cd /usr/ports/directory
    # make MASTER_SITE_OVERRIDE=\
ftp://ftp.FreeBSD.org/pub/FreeBSD/ports/distfiles/ fetch

 

10 在 m ake把它们下载之前 我想知道 m ake需要哪些文件  
m ake fetch-list会列出一个 port所需的文件  
11 有办法阻止 port 进行编译吗 我想在它安装前修改一下程序代码 不过每次都要边看

边按 control-C 很不方便  
用 m ake extract会在源代码下载完并解开后停止  
12 我正在试图做自己的 port 我想暂停一下编译 以便有机会看看我的补丁是否工作正常

有一个针对补丁的像 m ake extract一样的命令吗  
有的 m ake patch 就是你想要的 你大概可以找到 PATCH _D EBU G 这个更有用的选项 顺便

说一下 谢谢你的努力  
13 我已经听说一些编译器选项可能会引起错误 是真的吗 要如何确定我编译的 port 使

用了正确的设置  
是的 使用 gcc的 2.6.3 版本 FreeBSD  2.1.0 和 2.1.5 版本附带的 -02 选项可能会引起代码

错误 除非你使用-fno-strength-reduce 选项 绝大多数 port不使用-02 选项 你可以像这样来
指定编译器的选项  
 

    # make CFLAGS=‘-O2 -fno-strength-reduce’ install
 

或是通过编辑/etc/m ake.conf文件 但不幸的是 不是所有的 port都适合这样做 最可靠的做法是
执行 m ake configure 然后进入源代码目录 手工检查 M akefiles文件 但如果源代码有很多子目
录 每个子目录都有它们自己的 M akefiles文件 这样做可能会让人觉得很乏味  

默认的 FreeBSD 编译选项是比较保守的 所以如果你不对它们作修改 就不会有任何问题  
14 很难找到我想要的一些 port 存在一个有关哪个 port可用的列表吗  
看看/usr/ports目录下的 IN D EX 文件 如果想用一个关键字搜索 ports collection 也可以这样

做 例如 要搜索与 LISP 程序语言相关的 port 可以使用下面的命令  
 

    % cd /usr/ports
    % make search key=li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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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我想安装 foo port 但系统突然停止了编译 而开始编译 bar port 这是怎么回事  
是因为 Foo port需要先安装 bar— —例如 如果 foo使用图形 bar可能有一个图形处理程序的

库 或者 bar可能是一个编译 foo port时需要的工具  
16 我从 port安装了一个叫作 grizzle 程序 坦白地说 它很浪费空间 我想把它删掉 但

我不知道它把所有文件都放在哪里了 有什么线索吗  
没有问题 只要键入  

 

    # pkg_delete grizzle-6.5
 

或者你可以键入  
 

    # cd /usr/ports/somewhere/grizzle
    # make deinstall

 

17 等一下 你必须知道你使用的那个命令的版本号码 你不会真的期望我记住它 是吗  
一点也不 你可以用下面的命令把它找出来  

 

    # pkg_info -I ‘grizzle*’
    Information for grizzle-6.5:

    grizzle-6.5 - the combined piano tutorial, LOGO interpreter and shoot’em up

    arcade game.
 

版本号也可以使用 pkg_info或键入 ls /var/db/pkg命令来找到  
18 谈到磁盘空间 port目录看起来占用了相当大的空间 在那儿添加和删除一些东西安全

吗  
是的 如果你已经安装了程序 而且很清楚你不需要源代码 就没有必要保留它 最可靠的

办法是这样  
 

    # cd /usr/ports
    # make clean

 

这样将仔细检查所有 port子目录 然后将删除每个 port的除 skeletons之外的所有东西  
 

可以不需要重复地访问每个m akefile就可以达到同样的目的 例如 你可以使

用下面的命令直接删除所有的工作子目录  
 

    # find /usr/ports -depth -name work -exec rm -rf {} \;
 

19 我已经试过了 但它仍然将所有的 tarball或 distfiles中访问过的东西保留着 我要如何
将那些也删掉呢  

是的 如果你确信你已经那样做过 那些东西可能仍然保留着 它们可以用手工的方式删除
或使用 m ake distclean 命令  

20 我喜欢玩很多很多的程序 有办法一口气把所有的都装上吗  
只要这样做: 

 

    # cd /usr/ports
    # make install

 

小心点 一些 port可能用同样名称的安装文件 如果你安装两个有关图形的 port 它们都安
装在了/usr/local/bin/plot 那你可能就遇到一些麻烦了  

21 我试过了 但我想安装可能要花很长时间 所以就去睡觉了 让它自己继续安装 当我
今天早上去看的时候 它只安装了三个半的 port 到底发生了什么错误  

没有 问题是有一些 port需要问你一些我们无法回答你的问题 如 “D o you want to print on 
A 4 或 US letter sized paper?” 必须要手工回答这些问题  

22 我真的不想整天待在显示器前 有更好的主意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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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你睡觉/工作/逛公园之前 可以这样做  
 

    # cd /usr/ports
    # make -DBATCH install

 

这样就会安装每个 port 而不需要用户输入任何东西 当你回来后可以继续用下面的命令做
完其他工作  
 

    # cd /usr/ports
    # make -DINTERACTIVE install

 

23 在工作中 我们使用 frobble 但我们想按我们的要求作一些修改 有办法制作我们自己
的 package 以便可以更容易地在我们的网站上发布吗  

没有问题 假定你知道如何打补丁  
 

    # cd /usr/ports/somewhere/frobble
    # make extract
    # cd work/frobble-2.8
     [Apply your patches]

    # cd ../..
    # make package

 

24 这个 port真的很聪明 我急切地想知道你是如何做的 有什么秘密吗  
根本就没什么秘密 你只要看看/usr/ports/M k 目录 bsd.port.m k 和 bsd.port.subdir.m k 的文件 建

议对于复杂的 shell脚本感到厌恶的读者不要看这个目录下的文件  

4.7.2  帮帮我 Port损坏了   

如果你遇到 port不能用了 可以这样做  
1 修复它 Porter 的使用手册 http://www.FreeBSD .org/porters-handbook/index.htm l 包含了

“Ports”的体系结构信息的 你可以参考它修复损坏的 port或者提交你自己做的 port  
2 遇到困难时 可以通过 em ail寻求帮助 可以给 port的维护者发一封 em ail 在 SH ELL

中输入 m ake m aintainer或读一下 M akefile文件找到维护者的 em ail地址 记住要包括这个 port的
名称和版本 还有遇到的错误 如果你没有得到维护者的回复 可能要使用 send-pr 命令提交一
个错误报告  

3 可以从附近的 ftp 站点上下载升级包 主站点是 ftp.freebsd.org 在它的 Packages 目录中
有很多“主要的”软件包 但你最好先检查一下当地的镜像站点 因为这样下载起来可能要快一点
使用 pkg_add 程序将这些软件包安装到你的系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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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 55 章章  
XX   WW iinnddooww 系系统统  

 
 

5.1  概  要 

FreeBSD 使用 XFree86 为用户提供了一个功能强大的图形用户接口
XFree86 是一个开放源代码的 X 视窗系统 这章将介绍在 FreeBSD 上安装
和配置 XFree86 有关显示卡是否被 X11 所支持的问题 请查看 XFree86
的网站 www.xfree86.org  

读完本章 你将了解到  
  如何安装和配置 XFree86  
  X 视窗系统的不同组件以及它们是如何协同工作的  
  如何安装和使用不同的视窗管理器  
  如何在 XFree86 中使用 Truetype字体  
  如何为你的系统安装图形登录管理器 XDM  
  在阅读本章之前 用户应当了解  
  如何安装额外的第三方应用程序 第 4章  

5.2  理解 X  

第 1 次使用 X 你可能觉得很惊讶 它跟 W indows或 M acos这样的
窗口系统非常像 你不需要了解各种 X 组件的所有细节和它们是如何互
相作用的 然而 了解一些基本的知识可以让你很好地利用 X 的强大功
能  

5.2.1  为什么是 X  

X 并不是针对 Unix的第一个视窗系统 但它是最流行的 X 的最初开
发团队在开发 X 之前 就已经在开发另一个视窗系统了 那个系统的名字
是“W ” 很明显 就是“W indow” X 只是在罗马字母中 W 后面的一个  

X 可以被叫作“X ” “X  W indow System ” “X 11”和其他的一些名字 称
呼“X  W indows”可能会冒犯到一些人 可以看看 X 的联机手册了解更多信
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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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  X 的客户机/服务器模型 

X 从一开始就是针对网络设计的 所以采用了“client-server”模型 在 X 模型中 “X  server”

运行在有键盘 显示器和鼠标的计算机上 Server 用来管理显示信息 处理来自键盘和鼠标的输
入等 每个 X 应用 如 ����� 或 � ������ 就是一个“client” 一个 client发送信息 如 Please draw 
a window at these coordinates 给服务器 然后服务器返回处理信息 如 The user just clicked on your 
O K  button  

如果你在只有一台计算机的家里或小型办公环境中使用 FreeBSD 只需要在同一台计算机上
运行 X server和 X  client 然而 如果有很多运行 FreeBSD 的机器 你可以在桌面计算机上运行 X 
server 而在比较高档的服务器上运行 X 应用程序 在这样的环境中 X server和 X  client之间的
通信就可以通过网络来进行  

这可能会使一些人搞糊涂 因为 X 术语与他们所想像的有所不同 他们以为“X  server”是运行
在大型机器上的 而“X  client”是运行在桌面机器上的  

正如你所记得的 X server是拥有键盘和显示器用来处理输入信息的 而 X client是用来显示
视窗程序的 这一点不应当搞糊涂  

client 和 server 并不需要都运行在同一种操作系统上 或运行在同一种类型的计算机上 在
M icrosoft W indows或 Apple M acO S 运行 X 上也是可以的 在 X 中也有很多免费和商业化的应用程
序  

在 FreeBSD 上使用的 X server叫作 � ������ 在大家很熟悉的 FreeBSD 许可协议下可以免费
使用 也可以使用针对 FreeBSD 的商业化 X server  

5.2.3  视窗管理器 

X 的设计哲学有点像 Unix的设计哲学 “tools not policy” 这些意味着不需要指挥最终用户
应当如何来完成他们的工作 而是只给用户提供一些完成工作的工具 至于如何使用这些工具那
是用户自己的事情  

这种哲学大大地扩展了 X 它没有规定这些视窗在屏幕上看起来像什么 你要如何移动鼠标
需要使用什么键来切换窗体 每个窗体的工具条看起来应当像什么 窗口上是否应该具有关闭按
钮等等  

实际上 X 将这个任务交给了一个特殊的应用程序来完成—视窗管理器 有很多这样的应用
程序 如 � ������� ���� !
� "#������#� �#� ���� ���� ������� ��� $ �#	
�% � ��等 这
些管理器中的每一个都提供了一个不同的界面 其中一些支持“虚拟桌面” 有一些则允许你定制
一些键来管理你的桌面 一些有“start”按钮 一些支持“them eable”功能 允许你使用一个新桌面
来改变你的桌面外观 这些视窗管理器都可以在 Ports Collection 的 x11-wm 中找到  

另外 & � " 和 ' � ( % " 桌面环境都集成了它们自己的视窗管理器 每一个视窗管理器也有一
个不同的配置机制 针对绝大多数的配置任务 有些 GUI 工具需要你手工来写配置文件至少如
�������需要一个用 lisp 语言来写的配置文件  

焦点策略 视窗管理器的另一个特性是鼠标的“焦点策略” 每个视窗系统都需要有一个选择
窗口的方法来接受键盘的输入信息 以及当前哪个窗口处于可用状态  

通常比较熟悉的是一个叫作“click- to- focus”的焦点策略 这是 M icrosoft W indow s使用的典型
焦点策略 也就是在一个窗口上点击一下鼠标 这个窗口就处于当前可用的状态  

X 不支持任何焦点规则 而是窗口管理器控制着在任何什么时候哪个窗口拥有焦点 不同的
窗口管理器支持不同的焦点方案 但是它们都支持点击获得焦点 而且它们中的大多数都支持好
几种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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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种最常见的焦点策略  
focus- follow s- m ouse  
鼠标指示器所在的窗口是就是获得焦点的窗口 这可以不是位于顶部的窗口 可以通过将鼠

标移到另一个窗口来改变焦点而不需要在它上面点击  
sloppy- focus  
这种方式是对 focus- follow s- m ouse策略的一个小小扩展 对于 focus- follow s- m ouse 如果你

在根窗口 或桌面背景 上移动鼠标 当前就没有任何位于焦点的窗口 键盘的输入也会丢失
对于 sloppy- focus 只有当指针在键入一个新窗口时 窗口焦点才会发生变化 当退出当前窗口后
焦点也是不会变化的  

C lick- to- focus 
活动窗口由鼠标点击来选择 窗口可以被往前移动出现在所有其他窗口的前面 即使指针被

移向了另一个窗口 所有的键盘输入仍会被这个窗口接收  
许多窗口管理器支持其他与这些有些变化的策略 可以看具体窗口管理器的文档  

5.2.4  窗口部件 

提供工具而非策略的 X 方法使得在每个应用程序屏幕上看到的窗口部件 W idgets 大大地扩
展  

“widget”只是针对用户接口中所有项目的一个术语 它可以用某种方法来点击或操作 如按钮
buttons 复选框 check boxes 单选按钮 radio buttons 图标 icons 列表框 lists
M icrosoft W indows把这些叫作“控件”  

M icrosoft W indows和 Apple M acO S 都有一个快速的窗口方案 应用程序开发者被建议确保他
们的应用程序共享一个常见的所见即所得的用户界面风格 对于 X 它并不要求一个特定的图形
风格或一套固定的窗口部件集  

这样的结果是你不能期望所有 X 应用程序只拥有一个常见的所见即所得的界面 有很多的流
行的窗口部件集设置 包括 Athena(M IT 开发) % 
��� 模仿微软的窗口风格 
�#�

 和其他一
些窗口部件集  

今天 绝大多数比较新的X 应用程序将使用一个现代风格的窗口设计 像Qt被用来设计 & � "

或 GTK 被用来设计 ' � ( % " 在这样一种窗口系统下 UNIX 桌面风格的特性作了一些收敛 使
初学者感到更容易一些  

5.3  安装 X Free86 

在安装 XFree86 之前 需要决定安装哪个版本 � ������ )�� 是 XFree86 开发的一个分支 它
非常稳定 而且支持很多的图形卡 然而现在已经不对它进行更新了 � ������ *�� 是一个完全重
新设计的分支 有很多新特性 比如更好地支持各种字体和字体的反走样 不幸的是 这个新的
结构要求重新开发显示卡驱动程序 所以有些 3.X 支持的比较老的显示卡而 4.X 无法支持  

在安装过程中 FreeBSD 安装程序会提供给用户安装和配置 XFree86 3.3.6 的机会 请看第
2.9.11 节 要运行 � ������ *�� 需要在 FreeBSD 系统安装完成以后 再安装 XFree86 例如
要从 ports collection 建立和安装 � ������ *��  

# cd /usr/ports/x11/XFree86-4
# make all install cle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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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 � ������ *�� 也可以用 pkg_add 命令从一个二进制的软件包来安装 或者直接从 XFree86
的网站下载安装 FreeBSD 下使用的 XFree86 程序  

这章的其余部分将解释如何配置 XFree86 和如何设置一个高效的桌面环境  

5.4  X Free86 的配置 

5.4.1  开始之前 

在用户开始配置 � ������ *�� 之前 必须知道目标系统的一些信息  
  显示器的规格  
  显示卡的芯片类型  
  显存的大小  
XFree86 按照显示器规格决定显示器的刷新率 这些规格通常可以从显示器所带的文档中找

到 也可以从生产商的网站找到 你需要知道两个数字范围 垂直刷新率和水平刷新率  
显示卡的芯片组定义了 � ������要使用什么驱动模块来驱动硬件 对于绝大多数的芯片它都

能自动选择 但有时也可能检测错误 显示卡的显存大小决定了目标系统的刷新率和颜色深度
由于这些信息非常重要 所以用户需要知道目标系统的详细情况  

5.4.2  配置 X Free86 4.X  

配置 � ������ *�� 有如下几步 首先是用 � ������的-configure选项建立一个初始化的配置文
件 作为超级用户 可以这样做  

    # XFree86 –configure

这会在一个 XF86Config.new 的当前工作目录中产生一个 skeleton � ������配置文件 � ������

将试图探测系统中的显示设备 然后在目标系统上 写入一个配置文件以便探测硬件时能够加载
正确的驱动程序  

下一步将测试当前的配置以检验 � ������是否能在当前系统的显示设备上正常工作 要完成
这个任务 只需要这样做  

    # XFree86 -xf86config XF86Config.new

如果用户看到一个黑灰的格子桌面背景和一个 X 形的鼠标指针 那么配置就是成功的 要退
出测试 只要同时按 ����+���+!�� ����即可  

接下来 用户需要调整 XF86Config.new 配置文件以适应个人的口味 用 em acs或 ee编辑器打
开文件 要做的第一件事是为当前系统的显示器添加频率 包括垂直和水平的刷新率 这些值可
以被添加到 XF86Config.new 文件的“M onitor”部分  
 

    Section "Monitor"

             Identifier   "Monitor0"

             VendorName   "Monitor Vendor"

             ModelName    "Monitor Model"

             Horizsync    30-107

             VertRefresh  48-120

    EndSection
 

H orizsync和 VertR efresh 关键字通常不在用户的配置文件中 如果它们不存在 就需要手工添
加它们 水平同步刷新率添加在 H orizsync 关键字后面 垂直的同步刷新率添加在 VertR efresh 关
键字后面 上面的例子中已经添加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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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编辑 XF86Config.new 配置文件时 需要选择默认的分辨率和颜色深度 这是通过 Screen 来
定义的  
 

    Section "Screen"

            Identifier "Screen0"

            Device     "Card0"

            Monitor    "Monitor0"

            DefaultColorDepth 24

            SubSection "Display"

                     Depth      24

                     Modes      "1024x768"

            EndSubSection

    EndSection
 

D efaultColorD epth 关键字描述了要运行的默认的颜色深度 M odes关键字描述了给定颜色深度
下屏幕分辨率 在上面的例子中 默认的颜色深度是 24 位色 在这个颜色深度下 可以接受的分
辨率是 1024 768  

要在 24 位色下运行 1024 768 的分辨率 需要在 DefaultColorD epth 关键字后添加 24 这个数
字 再添加“D isplay”子项 加入想要运行的颜色深度和分辨率参数 注意只有 VESA 标准的模式
才能定义目标系统的显示模式  

最后 用户可以写入配置文件 然后使用这个配置文件测试一下 如果一切正常 那配置文
件需要被安装在 XFree86 能找得到的地方 如 /etc/X 11/X F86Config 或  /usr/X 11R 6/etc/ 
X 11/X F86Config. 
 

    # cp XF86Config.new /etc/X11/XF86Config
 

一旦配置文件被放在一个指定的位置 配置就完成了 为了能用 startx启动 � ������ *�� 用
户将必须安装 X11/wrapper port � ������ *�� 也可以通过 xdm 启动  

5.4.3  高级配置主题 

配置 Intel i810 显示芯片组 
配置 Intel i810 芯片组的显示卡需要有针对 XFree86 的 能够用来驱动显示卡的 AGP 程序接

口 要启用这个程序接口 需要用 kldload 命令将 agp.ko的内核模块加载到内核 这可以在启动时
由 loader自动加载 只要在/boot/loader.conf中加入下面这一行  
 

    agp_load="YES"
 

接下来 需要为编程接口创建一个设备节点 要创建 AGP 设备节点 可以在/dev目录下运行
M AK ED EV  
 

    # cd /dev

    # sh MAKEDEV agpgart

5.5  在 X Free86 中使用字体 

5.5.1  T ype1 字体 

� ������使用的默认字体不是很理想 大型的字体显得参差不齐 看起来很不专业 在 netscape
中 小字体也显得莫名其妙 然而 有几个免费的 高质量的 Type1 字体可以在 � ������中使用
version 3.X 或 version 4.X 都可以 例如 UR W 字体 x11-fonts/urwfonts 的集合就包括了标准的
type1 字体(Tim es R om an H elvetica Palatino和其他一些) 在 freefont x11-fonts/freefonts 的集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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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也包括更多的字体 但它们中的绝大部分是使用在如 Gim p 的图形软件中 在屏幕字体中使用
并不完美 另外 只要花很少的工夫 就可以在 � ������配使用 Truetype字体  

要安装上面的 Type1 字体 你只需要运行下面的命令  
 

    # cd /usr/ports/x11-fonts/urwfonts
    # make install clean

 

Freefont或其他的集合都是一样的 要告诉 X 服务器这些字体的存在 需要在 XF86Config文
件中添加一行 XFree86 版本 3配置文件在/etc/中 版本 4在/etc/X 11/中  
 

    FontPath "/usr/X11R6/lib/X11/fonts/URW/"
 

另外 在命令行 可以运行  

    % xset fp+ /usr/X11R6/lib/X11/fonts/URW
    % xset fp rehash

5.5.2  T ruetype字体 

XFree86 4.x已经内建支持 Truetype字体 有两个不同的模块能够启用这个功能 在这个例子
中使用“freetype”这个模块 因为它与其他的字体是兼容的 要启用 freetype 模块 只需要在你的
/etc/X 11/X F86Config文件中加入下面这行  
 

     Load  “freetype”
 

对于 � ������ )�)�� 需要运行额外的 Truetype字体服务器 � ����通常被用作这个目的 要安
装 ����� 只要简单地安装 port x11-servers/X fstt  

现在 要为 Truetype字体创建一个目录 然后把所有的 Truetype字体拷贝到这个目录 记住
你不能直接从 M acintosh 计算机上提取字体 它们必须是 Unix/D O S/W indows格式的 拷贝了这些
文件到这个目录后 你需要使用 ���  �	��命令来创建一个 fonts.dir的字体文件 以便让 X 字体引
擎知道你已经安装了这些新文件 ���  �	��可以在/usr/ports/x11-fonts/ttm kfdir中找到  
 

# cd /usr/X11R6/lib/X11/fonts/Truetype
# ttmkfdir > fonts.dir

 

现在需要把 Truetype 目录添加到你的字体路径中 最简单的方法是应用跟上面使用 Type1 字
体一样的方法  
 

% xset fp+ /usr/X11R6/lib/X11/fonts/Truetype
% xset fp rehash

 

或者把 FontPath 行添加到 XF86Config文件中  
现在 � ������ ' ��  ����( �����和其他的 X 应用程序已经记住了你安装的 Truetype字体 很

小的字体 如在 W eb 页面上高分辨率显示的文本 和很大的字体 在 ����
����� 下 现在看起来
已经很好了  

5.5.3  A nti-A liased 字体 

XFree86 4.0.2 支持 anti-aliased 字体 当前 绝大多数软件还没有升级到支持这个新的功能
然而 QT 用于开发 KDE 桌面的工具 已经能够支持了 所以如果运行 � ������ *�,�- 或更高
版本 Qt2.3 或更高版本 和 & � " 所有你的 KDE/Q t应用程序都能使用 anti-aliased 字体了  

要配置 anti-aliasing 需要创建一个/usr/X 11R 6/lib/X 11/X ftConfig文件 因为这个文件的配置选
项相当复杂 所以这节只描述最简单的情况  

第一 需要告诉 Xserver你要使用的 anti-aliased 字体 只需要在每个字体目录中添加这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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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r "/usr/X11R6/lib/X11/Type1"
 

同样的在其他字体的目录 如 URW Truetype 等 中也包含 anti-aliased 字体 Anti-aliasing
可以理解为可以缩放的字体 基本上 Type1 和 Truetype 所以不包括 bitm ap 字体目录 在你的
XF86Config文件中注释掉你要包含的目录  

Antialiasing会使字体边缘有些模糊 这样增加了小文本的可读性 同时能够消除大字体的 阶
梯状 问题 但如果应用于普通的文本 可能会引起视觉疲劳 要将不应用反走样的字体范围控
制在 9到 13 号之间 可以包括这些行  
 

    match

      any size > 8

      any size < 14

    edit

      antialias = false;
 

用 anti-aliasing来间隔一些等宽字体也是不适当的 这似乎是 KDE 的一个问题 要修复这个
问题需要确保每个字体之间的间距保持在 100 可以加入下面这些行  
 

    match any family == "fixed"      edit family =+ "mono";

    match any family == "console"    edit family =+ "mono";
 

这里把其他普通的修复的字体作为“m ono” 然后加入  
 

    match any family == "mono" edit spacing = 100;
 

假定要求使用等宽字体的时候 使用 Lucidux字体 这些看起来很好 同时不会引起间距问
题 你可以将最后面的行用下面这些替换  
 

    match any family == "mono"  edit family += "LuciduxMono";

    match any family == "Lucidux Mono"      edit family += "LuciduxMono";

    match any family == "LuciduxMono"       edit family =+ "Lucidux Mono";
 

最后几行的 fam ily名称的别名有些不一样  
最后 需要允许用户把每个人的.xftconfig文件添加到这个文件 加入下面一行  

 

includeif  "~/.xftconfig"
 

最后一点 对于 LCD 屏幕 需要有子像素的取样 这个基本上由 水平分割的 红 绿 蓝
三色组成 用来提高水平刷新率 显示效果要改进很多 要启用这个 需要在 xftconfig 文件的某
个地方加入下面这行  
 

match edit rgba=rgb;
 

依赖于显示的种类 后面的值可以被改为 bgr vrgb 或 vbgr 实验一下 看看哪
个会更好  

anti-aliasing在下次启动系统时就能用了 然而 注意你的程序必须知道如何使用它 现在
Qt工具包已经可以做到这一点 所以整个 & � " 环境能够使用 anti-aliased 字体了 对于 gtk+需要
加一些补丁 如果使用用打过补丁的 gtk+来编译应用程序 那 GNO M E 环境和 M ozilla也能够使用
anti-aliased 字体  

事实上 现在有一个叫作 x11/gdkxft的 port 允许你不重新编译就使用 anti-aliased 字体 参
见第 5.7.1 节了解更多信息  

对于 FreeBSD 和 XFree86 来讲 Anti-aliasing还是比较新的 配置它变得将会变的更加容易
相信不久会有越来越多的应用程序支持这个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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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X 显示管理器 

5.6.1  概要 

X 显示管理器 XDM 可用于 X 视窗系统中进行登录会话管理 它可以应用于多种情况下
包括最小的“X 终端” X 桌面 大型网络 X 显示服务器 既然 X 视窗系统不受网络和协议的限制
那么对于通过网络连接起来的运行 X 客户端和服务器端的不同机器 就会有很多的可配置项
� � % 提供了一个选择要连接到哪个显示服务器的图形接口 用以键入如登录用户名和密码这样的
验证信息  

也可以把 XDM 想像成与 getty工具一样 它为用户提供了同样功能 XD M 可以完成系统的登
录任务 然后为用户运行一个会话管理器 通常是一个 X 视窗管理器 接下来 XD M 就等待这个
程序退出 发出信号用户已经退出登录 应当退出屏幕 这时 XDM 就可以为下一个登录用户显
示登录和可选择屏幕  

5.6.2  使用 X D M  

X D M 守护程序在/usr/X 11R 6/bin/xdm 中 可以在任何时候用 root来运行这个程序 在本地机
器上 它将启动管理 X 的画面 如果要 XDM 在每次机器一启动时就开始运行 一个简单的办法
是在/etc/ttys中加入一个行记录 有关这个文件的更多的格式和使用方法 可以查看第 15.3.2.1 节
在一个虚拟终端上运行 XDM 守护程序需要修改/etc/ttys文件  
 

    ttyv8  "/usr/X11R6/bin/xdm -nodaemon"  xterm   off  secure
 

默认情况下 这个记录是禁用的 需要把第 5部分的 off改为 on 来启用它 然后重新启动 init
第一部分是这个程序将管理的终端的名称 在这里是 ttyv8 这意味着 � � % 将运行在第 9 个虚拟
终端上  

5.6.3  配置 X D M  

X D M 的配置目录是在/usr/X 11R 6/lib/X 11/xdm 中 在这个目录中 你会看到几个用来改变 XDM
行为和外观的文件 这些文件如下  

 

Xaccess 客户端授权规则 

Xresources 默认的 X 资源值 

Xservers 远程和本地显示管理列表 

Xsession 用于登录的默认的会话脚本 

Xsetup_* 登录之前用于加载应用程序的脚本 

xdm -config 运行在这台机器上的所有显示的全局配置 

xdm -errors 服务器程序产生的错误 

xdm -pid 当前运行的 XDM 的进程 ID 

 
当 � � % 运行时 这个目录中几个脚本和程序可以用来设置桌面 下面简要地描述这些文件

的用法 这些文件的更详细的语法和用法在 xdm 的联机手册中将有详细描述  
默认的配置是一个矩形的登录窗口 上面有机器的名称 登录的用户名提示“Login ”和口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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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Password ” 如果你想设计自己个性化的 XDM 屏幕 可以从这里开始  

连接到 XD M 的用来控制显示的协议叫作 X 显示管理连接协议 XD M CP 这个文件是用来
控制来自远程机器的 XD M CP 连接的 默认它允许任何客户端连接 除非 xdm -config 被修改成用
于侦听远程连接 否则是没有用处的  

这是一个默认的用来显示选项和登录屏幕的应用程序文件 这就是你能够定制登录程序外观
的地方 它的格式与 XFree86 文档中描述的默认应用程序文件是一样的  

这是一个可选的远程显示列表  

这是一个用户登录后针对 XDM 的默认会话脚本 通常 在~/.xsessionrc中每个用户将有一个
可定制的会话脚本  

在显示选择者或登录接口之前 这些将被自动运行 这是一个每个显示都要用到的脚本 叫
作 Xsetup_ 后面会跟一个本地显示的数字 例如 Xsetup_0 典型的 这些脚本将在后台运行
一个或两个程序 如 xconsole  

�	� .�
#���

这个文件包含了在可用于每个显示的默认应用程序的设置  
�	� .���
��

这个文件包含了正在设法运行的 � � % 的 X server输出信息 如果一个 XD M 正设法运行的显
示由于某种原因被挂起 那这里是一个寻找错误信息的好地方 这些信息会在每一个会话的基础
上被写到用户的~/.xsession-errors文件中  

5.6.4  运行一个网络显示服务器 

对于其他客户端来说 为了连接到显示服务器 你必须编辑访问控制规则 然后启用连接侦
听 默认的这些被设置成比较保守的值 要让 XDM 能侦听连接 先要在 xdm -config 文件中注释
掉一行  
 

    ! SECURITY:do not listen for XDMCP or Chooser requests

    ! Comment out this line if you want to manage X terminals with xdm

    DisplayManager.requestPort      0
 

然后重新启动 � � % 记住默认应用程序文件的注释以“!”字母开始 而不是“#” 用户需要设
置严格的访问控制 可以参考在 Xaccess文件中的实例记录 也可以参考 xdm 的联机手册  

5.6.5  替换 X D M  

有几个替换默认 XDM 程序的方案 其中一个是上一节已经描述过的 & � % 与 KD E 捆绑在一
起 & � % 提供了许多外观上的改进和局部的修饰 同样能让用户在启动时能选择他们喜欢的窗
口管理器  

5.7  桌面环境 

这一节描述了 FreeBSD 上用于 X 的不同桌面环境 一个“desktop environm ent”可能仅仅是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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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的窗口管理器 也可能是一个像 & � " 或 ' � ( % " 这样的完整的桌面应用程序套件  

5.7.1  G N O M E  

' � ( % " 是一个具有友好的用户界面的桌面环境 它能够使用户很容易地使用和配置他们的
计算机 ' � ( % " 包括一个面板 用来启动应用程序和显示状态 一个桌面 放置数据和应用程
序的地方 一套标准的桌面工具和应用程序和一套确保能与其他应用程序相互协同工作的约定
其他操作系统的用户在使用 GNO M E 提供的强大的图形环境时会觉得很不错  

安装 ' � ( % " 的最简单的方法是使用第 2 章描述的在 FreeBSD 安装过程中通过“D esktop 
Configuration”菜单 它们也可以很容易地从一个 package或 ports collection 安装  

要从网络安装 ' � ( % " 只要键入  
 

 # pkg_add -r gnome
 

如果想从源代码来建立 ' � ( % " 可以使用 port树  
 

 # cd /usr/ports/x11/gnome
 # make install clean

 

' � ( % " 一旦被安装好 X Server必须被告知启动 GN O M E 以代替默认的窗口管理器 如果在
适当的位置已经定制好了文件.xinitrc 只需简单地将启动当前窗口管理器的那行替换为
������ //0 ��!�#��#
� �.�����
# 如果对配置文件不想添加任何特殊改动 只需简单地键入  
 

    # echo "/usr/X11R6/bin/gnome-session" > ~/.xinitrc
 

接着 键入 startx ' � ( % " 桌面环境就可以启动了  
 

如果已经使用了一个像� � � 这样的显示管理器就不能这样做 而是用同样的

命令创建一个.xsession可执行文件 需要先编辑文件 然后用������ ��	 
������� ��

������替换已存在的窗口管理命令
 

    # echo "#!/bin/sh" > ~/.xsession
    # echo "/usr/X11R6/bin/gnome-session" >> ~/.xsession
    # chmod +x ~/.xsession

 

另一个办法是在登录时配置显示管理器允许你选择窗口管理器 在 & � "-——& � " 显示管理
器章节中将会解释如何使用 kdm 来选择窗口管理器  

在 GNO M E 上使用 Anti-aliased 字体 
当 anti-aliased 字体第一次出现在 XFree86 桌面的 KD E 环境 而且用标准的安装来支持时

它们也可以使用在如 GNO M E 环境的 gtk 应用程序上 最直接的方法是使用 ��!�	 ���库 它位于
x11/gdkxft port中 安装完这个 port之后 可以仔细地阅读/usr/X 11R 6/share/doc/gdkxft/R EA D M E 这
个文件  

接着 需要做的是告诉 gtk 应用程序从 libgdk.so文件中寻找字体渲染功能之前 加载 libgdkxft
库 这可以通过设置环境变量指向一个正确的位置来完成 对于 Bourne shell(�!�#���)或其他相似的
shell 键入下面的命令 这里启动 ' �� 程序  
 

% LD_PRELOAD=/usr/X11R6/lib/libgdkxft.so gimp
 

对于 csh 或其他相似的 shell 只要键入  
 

% setenv LD_PRELOAD /usr/X11R6/lib/libgdkxft.so
% gi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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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 
 

LD_PRELOAD=/usr/X11R6/lib/libgdkxft.so

export LD_PRELOAD
 

把这些命令加入到.xinitrc .xsession 文件中 或是/usr/X 11R 6/lib/X 11/xdm /X session 中的合适的
地方 这主要依赖于 X 是如何启动的 但是如果 linux G tk 库在运行的话 这段语句可能会产生问
题  

5.7.2  K D E 2 

K D E 是一个容易使用的现代的桌面环境 & � " 有很多很好的特性  
 一个漂亮现代的桌面  
 一个体现透明网络环境的桌面  
 一个集成的 允许你方便高效地使用 KDE 桌面和它的应用程序的帮助系统  
 所有的应用程序具有一致的所见即所得外观  
 标准的菜单和工具栏 键盘布局 颜色配置等  
 国际化 & � " 可以使用超过 40 种语言  
 统一集中的对话式桌面配置方式  
 许多有用的 & � " 应用程序  

& � " 还包括一个以 & � " 的“K Parts”技术为基础的办公软件套件 它包括电子表格 幻灯片
日程管理和新闻阅读器等软件 & � " 也包含一个与当前 Unix系统上其他 W eb 浏览器相竞争的叫
作 & 
#1���
�的浏览器 如果需要了解更多信息 请访问 & � " 的网站 www.kde.org  

与 GN O M E 或其他桌面环境一样 安装 KDE 的最容易的方法是在 FreeBSD 的安装过程中通过
“D esktop Configuration”菜单安装 另外它也可以很容易地从 packages或 ports collection 安装  

要从网络安装 & � "- 可以这样做  
 

# pkg_add -r kde2
 

要从源代码建立 KDE 使用 port树  
 

# cd /usr/ports/x11/kde2
# make install clean

 

K D E2 被安装完成后 X server必须被告知启动这个应用程序以代替默认的窗口管理器 这可
以通过编辑.xinitrc文件来完成  
 

# echo "/usr/X11R6/bin/startkde" > ~/.xinitrc
 

现在 无论什么时候用 startx进入 X-window & � "-就是你的桌面  
如果使用一个像 xdm 这样的显示管理器 那配置文件可能有点不同 需要编辑.xsession 文件

有关 kdm 的用法会在本章的后面介绍  

5.7.3  有关 K D E 2 的更多细节 

现在 KD E2 已经安装在系统中了 通过帮助页面或查看菜单可以发现很多东西 W indows或
M ac用户会有回到家的感觉  

有关 KDE 的最好的参考资料是它的在线文档 & � " 拥有它自己的 web 浏览器 & 
#1���
� 还
有很多其他的应用程序和丰富文档 这节的余下部分将讨论一些很难用走马观花的方法来学习的
技术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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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多用户系统的系统管理员可能希望给用户提供一个图形化的登录界面 当然可以使用
xdm 然而一个叫 & � % 的登录界面也是一个选择 它看起来很吸引人 还包含很多登录选项 特
别的 用户可以很容易地 通过一个菜单 选择登录后使用哪个桌面环境 & � "- ' � ( % " 或其
他  

首先 以 root用户身份运行 KDE2 的控制面板 kcontrol 通常情况下 以 root用户来运行 X
环境是很不安全的 你应当以普通用户来使用窗口管理器 打开一个终端窗口 如 xterm  或 KD E
的 konsole 用 su 来切换成 root用户 用户必须在/etc/group 的 uheel组中 然后再键入 kcontrol  

点击左面标记“system ”的图标 然后选择“Login m anager” 在右面会有几个配置选项 KDE 联
机手册会详细介绍的 点击右边的“sessions” 点击“N ew type”来添加几个窗口管理器或桌面环境
这些只是标签 所以它们用 KDE 或 GN O M E 命名它要比用 startkde或 gnom e-session 来得好 也可
以使用 failsafe标签  

可以用同样方法定制其他菜单 它们主要是起修饰和自我解释用的 完成之后 按“A pply”

按钮 退出控制中心  
要确信 & � % 理解标签(& � " ' � ( % " 等)的意思 需要编辑一些 xdm 用的文件  

 

� � ����中有些变化 ��� 现在使用它自己的配置文件 请看看� � ����的文档
 

在一个终端窗口 作为 root用户 编辑/usr/X 11R 6/lib/X 11/xdm /X session 文件 中间有一部分
是这样的  
 

    case $# in

    1)

              case $1 in

              failsafe)

                        exec xterm -geometry 80x24-0-0

                        ;;

 esac

    esac
 

需要在这部分加几行文字 假定使用的标签是 & � "-和 ' � ( % " 就像下面这样  
 

    case $# in

    1)

            case $1 in

            KDE2)

                      exec /usr/X11R6/bin/startkde

                      ;;

            GNOME)

                      exec /usr/X11R6/bin/gnome-session

                      ;;

            failsafe)

                      exec xterm -geometry 80x24-0-0

                      ;;

            esac

    esac
 

为了加上 & � " 的登录桌面背景 需要在/usr/X 11R 6/lib/X 11/xdm /X setup_0 中加入下面这行  
 

    /usr/X11R6/bin/kdmdesktop
 

现在 确信 kdm 在/etc/ttys中列出来了 并且将被启动 要这样做 可以仿照 xdm 的配置方
法 对/usr/local/bin/kdm 进行配置  

启动版本 KDE4.0.2 � ������ 可以通过它的“R EN D ER ”扩展来支持 anti-aliasing 从 2.3 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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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 Qt 支持该扩展 在有关 anti-aliasing X 11 字体的 5.5.3 节描述到了如何配置这些东西
anti-aliasing也可以用在KD E2桌面上 只需要到KDE2菜单 在Preferences -> Look and Feel -> Style
选项下 点击“U se A nti-A liasing for Fonts and Icons” 对于那些不是 KDE 的一部分的 Qt应用程序
在启动程序前需要将环境变量 QT_X FT 设置成 true  

5.7.4  X FC E  

� �2" 是被 GNO M E 使用的以 GTK  toolkit为基础的 非常容易使用和配置的轻量级桌面环境
使用上它非常像商业 Unix系统上的 2� " 环境 � �2" 的主要特性是  

 一个简单 易于使用的桌面  
 完全通过鼠标的拖动和按键来控制等  
 与 2� " 相似的主面板 菜单 小应用程序和应用程序管理器  
 集成的窗口管理器 文件管理器 声音管理器 GNO M E 兼容模块  
 有很多主题界面  
 快速 轻便 高效 对于比较老的/旧的机器或带有很少内存的机器仍然很理想  
有关 XFCE 的更多信息可以参考 XFCE 网站 www.xfce.org  

有一个二进制的 xfce软件包存在 要安装的话 执行下面的命令  
 

 # pkg_add -r xfce
 

如果要从源代码建立 可以使用 ports collection: 
 

 # cd /usr/ports/x11-wm/xfce
# make install clean

现在 要告诉 X 服务器在下次 X 启动时执行 � �2" 只要执行下面的命令  
 

# echo "/usr/X11R6/bin/startxfce" > ~/.xinitrc
 

接下来就是启动 X � �2" 将成为你的桌面 与以前一样 如果使用像 xdm 这样的显示管理
器 需要创建一个使用/usr/X 11R 6/bin/startxfce 命令的.xsession 文件 就像有关 GNO M E 的那节描
述的 或者配置显示管理器允许在启动时选择这个桌面 就像有关 kdm 的那节所描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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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 66 章章  
配配置置与与调调整整  
 
 

6.1  概  要 

正确地配置系统能大量地减少以后维护和升级系统所需的工作量 这
章将描述一些 FreeBSD 系统管理配置的情况 这章也会描述一些用来调整
FreeBSD 系统达到最佳性能的参数  

读完这章你将了解到  
  为什么和怎样在硬盘上分配空间 规划和放置文件系统和交换分
区  

  rc.conf配置文件和/usr/local/etc/rc.d 启动系统的基础知识  
  如何在网络设备上配置虚拟主机  
  如何在/etc上使用各种配置文件  
  如何使用 sysctl变量调整 FreeBSD  
  如何调整磁盘的性能和修改内核的限制  
在阅读这章之前你应当  
  了解 Unix和 FreeBSD 的基础知识 第 3章  
  熟悉如何与 FreeBSD 的源代码保持同步 第 19 章  
  内核配置和编译的基础知识 第 9章  

6.2  初步配置 

分区设计 

当使用 disklabel或 sysinstall命令划分文件系统时 需要记住 硬盘驱
动器从外磁道传输数据要比从内磁道传输数据来得快 这一点很重要 你
可以把比较小的 经常访问的如 root和 swap 放在靠近外磁道的地方 把比
较大的分区如/usr 放在内磁道上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 按照下面的顺序创
建分区是个好主意 root swap /var /usr  

/var分区的大小能反映机器的使用状况 /var主要用来存放邮箱 打印
缓存和日志文件 特别是邮箱和日志文件可能会达到一个无法预计的数量
这取决于在你的系统上有多少用户和日志文件要保存多长时间 如果想要
运行一个邮件服务器 一个超过 Gb 数量级的/var分区是必要的 另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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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r/tm p 要足够大 以便能够包含可能会添加的 package  
/usr分区保存了用于支持系统的大量文件和一个叫作/usr/local的目录 这个目录保存有从ports

目录安装的大量文件的子目录 如果根本不使用 port 也不想把系统源代码 /usr/src 保存在机
器上 你可以节省超过 1G 的/usr分区 然而 如果安装了许多 port 特别是视窗管理器和 Linux
兼容程序 建议至少要为/usr保留 2G 的空间 如果也想把系统源代码保存在你的机器上 建议
为/usr保留 3G 的空间 不要低估了这个分区所需要的空间的数量 它可能会不断增加 让你非常
地吃惊  

当调整分区的大小时 记住你的系统可能会不断增加对空间的需求 在一个分区上用完了空
间而在另一个上还有很多有可能会导致系统工作不正常  
 

一些使用sysinstall的自动默认分区 Auto- defaults 的用户会发现 一段时间以

后会发现root或/var分区实在是很小 建议尽可能把分区分的大一些
 

通常交换分区应当是主内存的两倍 例如 如果机器有128 M 的内存 交换分区应当是256M B
带有较少内存的机器可以通过增大交换分区来提高机器的性能 建议配置不少于 256M B 的交换分
区 应当记住将来随着内存的扩充 你的交换分区也要相应地扩大 当交换分区至少是主内存的
两倍时 内核的 VM 虚拟内存 页面调度算法才能调节系统到最佳状态 如果给你的机器添加
更多的内存 配置太小的交换分区会导致在 VM 页面中扫描代码效率低下  

最后 在配置有很多 SCSI 或 ID E 磁盘的较大系统中 强烈建议给每一个硬盘都创建一个
交换分区 交换分区应当拥有同样的大小 内核可以处理随意大小的交换分区 但内部数据结构
则是最大交换分区的 4倍 保持各个交换分区一样大小可以允许内核最佳地调度交换空间来访问
磁盘 不要为此过分担心 交换空间正是 UNIX 系统的长处 即使通常不使用更多的交换空间
使用它可以在机器因为一个失去控制的程序导致崩溃之前给用户以更多的时间来恢复  

为什么要分区 为什么不创建一个大的根分区 我并不介意大小问题  
有很多理由证实这不是一个好主意 首先 每个分区有不同的操作特性 把它们分开可以允

许文件系统去自动调节自己以适应那些特性 例如 根和/usr 分区通常读取比较频繁 写入比较
少 而像/var和/var/tm p 则读写都比较频繁  

通过适当地划分你的系统 在小的分区频繁写入导致的文件碎片不会影响大的分区的读取性
能 另外 将以写为主的分区放在靠近磁盘的边缘 例如放在实际的大硬盘的前面而不是放在分
区表的后面 将会提高分区的 I/O 性能 你可能也需要在比较大的分区上有很好的 I/O 性能 但
它们是如此之大 以至将它们移到磁盘的边缘将不会有对性能有重大的提升 反而将/var 移到磁
盘的边缘会有好的效果 最后 还关系到安全问题 拥有一个只读的小而灵活的分区 可以提高
从一个严重系统崩溃中恢复的机会  

6.3  核心配置 

负责系统配置信息的主要位置是在/etc/rc.conf 这个文件包含了很宽范围的配置信息 在系统
启动时主要用来配置系统 它的名字直接表明了这点 配置信息一般是 rc*这样类型的文件  

一个系统管理员应当在 rc.conf 文件中通过建立一个记录来修改/etc/defaults/rc.conf 的默认配
置 默认文件不应当被逐字地拷到/etc— —它包含默认值 而不是示例 所有与系统有关的改动应
该在记录在 rc.conf文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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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减少管理的负担 可以使用从大量应用程序的系统关联的配置文件中分离出系统无关的
配置文件策略 建议的方法是将系统无关的配置文件放在另一个文件中 例如/etc/rc.conf.site 然
后把这个文件包括进只包含系统相关信息的/etc/rc.conf  

由于 rc.conf是被 sh 命令打开执行 所以完成这个很简单 例如  
  rc.conf: 

 

          .rc.conf.site

          hostname="node15.example.com"

          network_interfaces="fxp0 lo0"

          ifconfig_fxp0="inet 10.1.1.1"
 

  rc.conf.site: 
           defaultrouter="10.1.1.254"

 saver="daemon"

           blanktime="100"

rc.conf.site文件会被分发给每一个使用rsync或相似程序的系统 同时rc.conf文件仍保持独立
通过使用 sysinstall或 m ake world 来升级系统不会覆盖 rc.conf文件 所以系统配置信息不会丢失  

6.4  应用程序配置 

一般已安装的应用程序有它自己的配置文件 有它自己的语法 这些文件与基本系统相分离
是很重要的 以至于它们能被 package 管理工具很好地定位和管理 另外 这些文件一般安装在
/usr/local/etc中 在这个例子中 一个应用程序有许多配置文件 还会创建一个子目录来保存它们  

通常当一个 port 或 package 被安装时 默认的配置文件也会被安装 这些通常可以通过
“.default”后缀来辨别 如果不存在应用程序的配置文件 它们会通过拷贝.default文件来创建 例
如 这里是/usr/local/etc/apache的配置文件  
 

-rw-r-r--  1 root  wheel   2184 May 20  1998 access.conf

-rw-r-r--  1 root wheel   2184 May 20  1998 access.conf.default

-rw-r-r--  1 root  wheel   9555 May 20  1998 httpd.conf

-rw-r-r--  1 root  wheel   9555 May 20  1998 httpd.conf.default

-rw-r-r--  1 root  wheel  12205 May 20  1998 magic

-rw-r-r--  1 root  wheel  12205 May 20  1998 magic.default

-rw-r-r--  1 root  wheel   2700 May 20  1998 mime.types

-rw-r-r--  1 root  wheel   2700 May 20  1998 mime.types.default

-rw-r-r--  1 root  wheel   7980 May 20  1998 srm.conf

-rw-r-r--  1 root  wheel   7933 May 20  1998 srm.conf.default
 

可以看到只有 srm .conf文件的大小发生了变化 apache port以后的升级就不会修改这个已变
化的文件  

6.5  启动服务 

对一个系统来说 支持许多服务是很普通的 它们可能是用不同的方式来启动的 启动方式
各有长处  

从 ports或 packages collection 安装的软件通常把一个脚本放在/usr/local/etc/rc.d 中 它会在用
start启动系统的时候 用 stop 关闭系统的时候被自动调用 这是一种期望用 root来启动服务推荐
使用的方法 这些脚本会作为安装 package的一部分被注册 当 package被删除的时候 它也会被
删除 在/usr/local/etc/rc.d 中 一个普通的启动脚本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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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in/sh

    echo -n ' FooBar'

    case "$1" in

    start)

            /usr/local/bin/foobar

            ;;

    stop)

            kill -9 'cat /var/run/foobar.pid'

            ;;

    *)

         echo "Usage: 'basename $0' {start|stop}" >&2

exit 64

            ;;

    esac

    exit 0
 

这个脚本在启动时用 start参数 在关闭时用 stop 参数来调用以完成它的任务 如果想让上面
的脚本在系统启动的时候执行 可以把该文件保存在/usr/local/etc/rc.d/FooBar.sh 并且使用 chm od
命令将该文件设置为可执行 如下所示  

    # chm od 755 FooBar.sh 
当一个特定的端口有网络连接的时候 一些服务会被 inetd 所调用 比如常见的邮件阅读服务

器 POP IM A P 等 这些服务可以通过编辑/etc/inetd.conf文件来启用 查看 inetd 命令的联机手
册中了解编辑这个文件的细节  

一些额外的系统服务也有可能不被/etc/rc.conf包括 通常这些命令在/etc/rc.local中调用它们
就像在 FreeBSD 3.1 中 没有默认的/etc/rc.local 当系统管理员建立这个文件后 这个文件会被以
通常的方式得到执行 不过 rc.local通常被作为是系统启动中最后一个被执行的文件 如果有一个
更好的地方能启动一个服务 就在那儿启动  
 

不要把任何命令都放在/etc/rc.conf中 要启动守护程序 或在启动时运行任何

命令 可以在/usr/local/etc/rc.d中添加一行脚本
 

使用 cron 程序来启动系统服务也是可以的 这种方法有很多优势 不仅仅是因为 cron 能以
cortab 主人的身份运行这些进程 而且这些服务也可以被没有 root权限的用户来启动和操作  

这利用了 cron 的一个特性 时间格式可以用@ reboot这种形式来代替 系统启动后不久 当
cron 程序运行的时候 任务就得到执行  

6.6  虚拟主机 

FreeBSD 的一个很常见的应用是虚拟主机功能 一台服务器可以虚拟成多台服务器来提供网
络服务 这只需通过分配多个网络地址给一个网络接口就可以实现  

一个给定的网络接口有一个真实 real 地址 也会有很多别名 alias 地址 这些别名通常
通过在/etc/rc.conf中添加别名记录来实现  

一个接口为 fxp0 的别名记录是这样的  
ifconfig_fxp0_alias0="inet xxx.xxx.xxx.xxx netmask xxx.xxx.xxx.xxx"

注意别名记录必须用 alias0 开始 然后按顺序逐步增加 如_alias1 _alias2 依次类推 配
置进程将在第一个缺少数字的地方停止  

别名的子网掩码的计算是很重要的 但幸运的是它非常简单 对于一个给定的接口 必须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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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正确反映网络的子网掩码的地址 任何属于这个网络的其他地址必须有一个全是 1的子网掩
码  

例如 假设 fxp0 接口连接到两个网络 10.1.1.0 的子网掩码是 255.255.255.0 而 202.0.75.16
的子网掩码是 255.255.255.240 我们要求系统使用从 10.1.1.1 到 10.1.1.5 和 202.0.75.17 到
202.0.75.20 的网络地址  

下面这些记录将为这个设计正确地配置适配器  
 

    ifconfig_fxp0="inet 10.1.1.1 netmask 255.255.255.0"

    ifconfig_fxp0_alias0="inet 10.1.1.2 netmask 255.255.255.255"

    ifconfig_fxp0_alias1="inet 10.1.1.3 netmask 255.255.255.255"

    ifconfig_fxp0_alias2="inet 10.1.1.4 netmask 255.255.255.255"

    ifconfig_fxp0_alias3="inet 10.1.1.5 netmask 255.255.255.255"

    ifconfig_fxp0_alias4="inet 202.0.75.17 netmask 255.255.255.240"

    ifconfig_fxp0_alias5="inet 202.0.75.18 netmask 255.255.255.255"

    ifconfig_fxp0_alias6="inet 202.0.75.19 netmask 255.255.255.255"

    ifconfig_fxp0_alias7="inet 202.0.75.20 netmask 255.255.255.255"
 

6.7  配置文件 

6.7.1  /etc的布局 

在配置信息中有很多的目录 这些包括  
/etc 一般的系统配置信息 这儿的数据是与特定系统相关的  
/etc/defaults 系统配置文件的默认版本  
/etc/m ail sendm ail 配置的特别信息 还有其他 M TA 的配置文件  
/etc/ppp 用于用户级和内核级 ppp 程序的配置  
/etc/nam edb nam ed 数据的默认位置 通常启动文件是定位在这儿 在/var/db 中包含了一个参

考其他数据的指示  
/usr/local/etc 安装应用程序的配置文件 可以参考每个应用程序的子目录  
/usr/local/etc/rc.d 已安装应用程序的启动/停止脚本  
/var/db 系统指定的数据文件:像 nam ed 区域文件 数据库文件等等  

6.7.2  主机名 

��������
�3��
#�

/etc/resolv.conf描述了 FreeBSD 如何访问 internet的域名系统 DNS 最常见的 resolv.conf的
记录是  

nam eserver 要查询的域名服务器的 IP 地址 服务器按照顺序查询  
search 搜索域名的列表 这通常是由本地的域名决定的  
dom ain 本地域名  
一个典型的 resolv.conf  

 

    search foobar.com

nameserver 147.11.1.11

    nameserver 147.11.100.30
 

如果使用 DH CP dhclient通常会用从 DH CP 服务器接收到的信息重写 resolv.conf文件  
������
���

/etc/hosts是因特网发展早期使用的一个简单的文本数据库 它是结合 DNS 和 NIS 提供把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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映射到 IP 地址的服务 通过 LAN 接入的计算机 可以使用这个简单的命名方案以代替设置一个
域名服务器 另外 /etc/hosts 可以被用来提供一个本地 Internet名称的记录 减少搜索域名服务
器的需求  

    # $FreeBSD$

    #

    # Host Database

    # This file should contain the addresses and aliases

    # for local hosts that share this file.

    # In the presence of the domain name service or NIS  this file may

    # not be consulted at all; see /etc/nsswitch.conf for the resolution order.

    #

    #

    ::1                          localhost localhost.my.domain myname.my.domain

    127.0.0.1                   localhost localhost.my.domain myname.my.domain

    #

    # Imaginary network.

    #10.0.0.2                   myname.my.domain myname

    #10.0.0.3                   myfriend.my.domain myfriend

    #

    # According to RFC 1918  you can use the following IP networks for

    # private nets which will never be connected to the Internet:

    #

    #        10.0.0.0 -    10.255.255.255

    #        172.16.0.0 -    172.31.255.255

    #        192.168.0.0 -    192.168.255.255

    #

    # In case you want to be able to connect to the Internet  you need

    # real official assigned numbers.  PLEASE PLEASE PLEASE do not try

    # to invent your own network numbers but instead get one from your

    # network provider (if any) or from the Internet Registry (ftp to

    # rs.internic.net  directory '/templates').

    #
 

/etc/hosts使用的简单格式  
 

     [Internet address] [offical hostname] [alias1] [alias2] ...
 

例如: 
 

    10.0.0.1 myRealHostname.foobar.com myRealHostname foobar1 foobar2
 

可以参考 hosts的联机手册了解更多信息  

6.7.3  日志文件配置 

�4��
���
#�

Syslog.conf是 syslogd 程序的配置文件 它指出了哪种类型的 syslog信息能被记录到特定的日
志文件中  
 

    # $FreeBSD$

    #

    #        Spaces ARE valid field separators in this file. However

    #        other *nix-like systems still insist on using tabs as field

    #        separators. If you are sharing this file between systems  you

    #        may want to use only tabs as field separators here.

    #        Consult the syslog.conf (5)manual page.

    *.err;kern.debug;auth.notice;mail.crit            /dev/console

    *.notice;kern.debug;lpr.info;mail.crit;news.err /var/log/messages

    security.*                                              /var/log/security

mail.info         /var/log/maill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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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pr.info         /var/log/lpd-errs

  cron.*         /var/log/cron

*.err         root

    *.notice;news.err   root

    *.alert     root

    *.emerg         *

    # uncomment this to log all writes to /dev/console to /var/log/console.log

#console.info   /var/log/console.log

# uncomment this to enable logging of all log messages to /var/log/all.log

    #*.*         /var/log/all.log

    # uncomment this to enable logging to a remote loghost named loghost

    #*.*        @loghost

    # uncomment these if you're running inn

    # news.crit   /var/log/news/news.crit

    # news.err   /var/log/news/news.err

    # news.notice   /var/log/news/news.notice

    !startslip

    *.*         /var/log/slip.log

    !ppp

    *.*         /var/log/ppp.log
 

可以参考 syslog.conf的联机手册了解更多信息  
#���4��
���
#�

N ewsyslog.conf是 newsyslog 一个通常通过 cron 安排来运行的程序 的配置文件 newsyslog
决定什么时候日志文件重新存档或整理 Logfile会被移到 logfile.0  logfile.0 会被移到 logfile.1 等
等 另外 日志文件也会用 gzip 格式进行压缩 它们是这样命名的 logfiel.0.gz logfile.1.gz等等  

newsyslog.conf指出了哪个文件需要被管理 有多少需要被保存 什么时候它们会被调用 当
它们达到一定大小或到一个适当的周期时 日志文件需要被重新整理  
 

    # configuration file for newsyslog

    # $FreeBSD$

    #

    # filename      [owner:group] mode count size when [ZB] [/pid_file] [sig_num]

/var/log/cron 600 3  100  *   Z

    /var/log/amd.log 644 7  100  *   Z

    /var/log/kerberos.log 644 7  100  *   Z

    /var/log/lpd-errs 644 7  100  *   Z

    /var/log/maillog 644 7  *  @T00  Z

/var/log/sendmail.st 644 10  *  168   B

/var/log/messages 644 5  100  *   Z

    /var/log/all.log 600 7  *  @T00  Z

    /var/log/slip.log 600 3  100  *   Z

    /var/log/ppp.log 600 3  100  *   Z

/var/log/security 600 10  100  *   Z

    /var/log/wtmp 644 3  *  @01T05B

    /var/log/daily.log 640 7  *  @T00  Z

 /var/log/weekly.log 640 5  1  $W6D0 Z

    /var/log/monthly.log 640 12  *  $M1D0 Z

/var/log/console.log 640 5  100  *   Z
 

查看 newsyslog的联机手册了解更多信息  

6.7.4  sysctl.conf 

Sysctl.conf看起来很像 rc.conf 它的值以下面的形式来设置 variable=value 指定的值在进入
多用户模式时生效 在多用户模式下有些值是只读的  

下面是一个例子 sysctl.conf关闭了重要 signal退出时产生的日志 然后让 linux 程序知道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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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运行在 FreeBSD 下面  
 

    kern.logsigexit=0   # Do not log fatal signal exits (e.g. sig 11)

    compat.linux.osname=FreeBSD

    compat.linux.osrelease=4.3-STABLE

6.8  用 sysctl进行调整 

sysctl是一个允许用户对一个运行着的 FreeBSD 系统进行修改的接口 这包括对 TCP/IP 堆栈
和虚拟内存系统的高级选项进行调整 它通常可以让一个有经验的系统管理员极大提高系统的性
能 Sysctl可以读取和设置超过 5百个的系统变量  

基于这点 sysctl有两个功能 阅读和修改系统设置  
要查看所有变量 可以这样  

 

% sysctl -a
 

阅读一个特定的变量 例如 kern.m axproc: 
 

    % sysctl kern.maxproc
    kern.maxproc: 1044

 

设置一个特定的变量 使用 variable= value选项  
 

    # sysctl kern.maxfiles=5000
    kern.maxfiles: 2088 -> 5000

 

Sysctl变量的设置通常是字符 数字和布尔类型的 一个布尔类型的 1代表 yes 0 代表 no  

6.9  调整磁盘 

6.9.1  Sysctl变量 

3���3� �
	���#�!��

vfs.vm iodirenable sysctl可以被设置成 0 off 或 1 on 变量的默认值为 0 off 这个参数
控制着目录如何被系统缓存 大多数目录比较小 在文件系统中只使用一小片段 典型的为 1k
在缓冲存储器中使用的更小 典型的为 512 bytes 然而 即使你有很多内存 当在默认的模式
下操作时 缓冲存储器也只缓存固定数量的目录 打开这个选项可以允许缓存器使用 VM 页面缓
存来缓存目录 这样做的优势是所有的内存都能用以缓存目录 不利的是最小的用来缓存目录的
核心内存要大于 512 bytes 典型的是 4K 如果运行有大量文件处理的服务 建议把这个选项打
开 这些服务包括 web 缓存 大型邮件系统和新闻服务器 打开这个选项通常不会降低系统的性
能 只是会浪费一点内存 但你要仔细检查一下  

hw.ata.wc 
FreeBSD  通常关闭掉 IDE 写入缓存 这样做降低了写入磁盘的带宽 但是保证了磁盘数据的

严格完整性 由于 IDE 写入缓存打开 IDE 驱动器将不再按顺序把数据写入到硬盘中 当磁盘处
于比较大的负荷时 这些缓冲通常延迟了实际写入到磁盘上的数据 可能导致在系统突然掉电情
况下引起文件系统的崩溃 把该选项打开的结果是带来了磁盘性能上的丧失 最好还是改回默认
值 可以通过查看 hw.ata.wc sysctl变量来检查系统的默认情况 如果 IDE 的写入缓存被关闭 在
内核变量中把它改回 1就可以重新打开 这必须在启动时从引导程序中执行 在内核启动之后再
这样做就没有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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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 ata的联机手册以了解更多信息  

6.9.2   Soft U pdates 

Tunefs 程序能被用来很好地调整文件系统性能 这个程序有很多不同的选项 但现在只介绍
Soft U pdates的打开和关闭 可以这样做  
 

    # tunefs -n enable /filesystem

    # tunefs -n disable /filesystem
 

当一个文件系统被挂上的时候 它是不能使用 tunefs修改 softupdates的 单用户模式下 所
有分区都没有被挂上之前是启用 SoftU pdates的最佳时机  

通过使用内存缓冲器 SoftU pdates能够极大地提高文件的性能 主要是文件的创建和删除
建议在所有文件系统上都打开 SoftU pdates 用户应当清楚两点 第一 SoftU pdates能在系统出现
错误时保证系统的一致性 不过却会带来磁盘更新落后于内存几秒钟甚至 1分钟 如果你的系统
崩溃了 你可能会丢失更多的工作 第二 SoftU pdates可以推迟文件系统块的释放时间 如果在
文件系统快满了的情况下对系统进行大规模的升级 比如 m ake installworld 可能会引起磁盘空间
不足 从而造成升级失败  

6.10  调整内核限制 

6.10.1  文件和进程限制 

kern.m axfiles 
kern.m axfiles 可以根据系统的要求加大或减小 这个变量指出了在系统上文件描述符的最大

数量 当文件描述符使用完了时 file: table is full这条语句会在系统内核信息缓存中重复出现 可
以用 dm esg来查看文件描述符的情况  

每一个打开的文件 套接字或 fifo 都使用一个文件描述符 大规模的服务器可以轻易使用上
千个文件描述符 这取决于系统中同时运行着的服务的数量和类型  
kern.m axfile的默认值可以在你的内核配置中通过M AXU SER S 选项来指定 增加 M AXU SER S 的

值可以按比例的增加 kern.m axfiles的数量 当编译一个定制的内核时 根据你系统的使用情况来设
定内核的配置选项是个好主意 从这个数字中可以确定内核的其他参数的最大值 尽管一台机器可
能不会有256个用户同时连接过来 所需要的资源仍然会与一个高负载的web服务器差不多  

6.10.2  网络限制 

NM BCLU STER S 内核配置选项指出了系统可用的网络缓存 m buf 的数量 一个具有大量负
载的服务器的 m buf如果比较少 就会影响 FreeBSD 的性能发挥 每一个 cluster大概需要 2K 的内
存 所以 1024 个 cluster就需要在内核中保留 2M B 的内存给网络缓存使用 如果服务器超过 1000
个并发连接 每个连接需要占用一个 16K 的接收缓存和一个 16K 的发送缓存 那么需要提供 32M B
的内存给网络缓存以确保 web 服务器的稳定 一个直接的计算方法是乘以 2 所以 NM BCLU STER S
的值是 2 32 M B / 2 K B =64M B/2K  =32768  

6.11  增加交换空间 

不管如何规划 有时系统并不如你所愿的运行良好 如果发现交换空间不足 最好的办法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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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交换空间 有 3种方式可以做到这一点 增加新的磁盘驱动器 通过 NFS 进行文件交换 在
现有的分区上增加交换分区文件  

6.11.1  在新的磁盘驱动器上进行文件交换 

通过在增加新磁盘驱动器划分交换分区总是可行的 可以查看系统初始配置一章了解如何设
置交换分区  

6.11.2  通过 N FS 进行文件交换 

这个方法只适用于没有本地磁盘驱动器的情况 在 FreeBSD  4.x以前的版本中使用 NFS 进行
文件交换的速度不快并且效率低下 不过 4.0-R ELEA SE 以后的版本中使用它应该还是令人满意
的 通过 NFS 进行文件交换受限于网络带宽 并会增加 NFS 服务器的负荷  

6.11.3  交换分区文件 

用户可以创建一个固定大小的文件作为交换文件 在下面的例子中 使用了 64M B 大小名为
/usr/swap0 的文件  

1 确认核心加载了 vnode驱动 最近的 FreeBSD 版本的 GEN ER IC 文件中都没有使用它  
    pseudo-device   vn 1   #Vnode driver (turns a file into a device)

2 创建一个 vn-device设备 
# cd /dev

# sh MAKEDEV vn0

3 创建交换文件 
# dd if=/dev/zero of=/usr/swap0 bs=1024k count=64

4 设置正确的文件权限 
# chmod 0600 /usr/swap0

5 在/etc/rc.conf文件中启用交换文件 
swapfile="/usr/swap0"

6 通过重新启动机器或下面的命令使交换文件立刻生效  
# vnconfig –e /dev/vn0b /usr/swap0 sw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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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 77 章章  
FF rreeeeBB SSDD 的的启启动动过过程程  
 
 

7.1  概  要 

启动一个计算机和加载操作系统的过程通常叫作“bootstrap process”或
简单地叫“booting” FreeBSD 的启动过程提供了多种方式允许用户定制自
己的启动方法 比如允许从一台计算机启动不同的操作系统 或是同一操
作系统的不同核心版本  

这章将对涉及到的配置选项和如何定制FreeBSD 的启动过程作一个比
较细致地描述 包括内核启动前会发生的每一件事情 探测设备 启动 init
如果不是很清楚启动过程发生的时间 可以在开机时留意 当屏幕的文本
颜色由白变灰的时候 系统就开始了启动过程  

阅读完这章 你将了解到  
  FreeBSD 的 bootstrap 系统有哪些组件 它们如何相互影响  
  在启动 FreeBSD 时你可以给组件哪些选项来控制启动过程  

 

这章将只描述运行在Intel x86系统上的启动过程  
 

7.2  启动过程中的问题 

打开计算机和启动操作系统似乎会引起一个有趣的两难选择 根据定义
计算机在操作系统启动之前是不知道如何做事的 这包括从磁盘运行程序 所
以如果计算机没有操作系统就不能运行程序 那操作系统是如何启动的呢  

这个问题与 The A dventures of Baron M unchausen 这是一本讲述难
以置信的冒险故事的书 一书中的问题很相似 一个人沿着检修孔慢慢下
去 然后抓住他的解靴带 bootstrap 爬上来 在计算机发展的早期 术
语 bootstrap 被应用于加载操作系统的机制 它也可以缩短为“booting”  

在 x86 系统中 主要由基本输入输出系统 BIO S 负责加载操作系统
BIO S 首先检查磁盘的主引导记录 M BR 它是在磁盘的一个比较特殊的
地方 BIO S 加载和运行 M BR 而 M BR 能完成加载操作系统剩下的任务  

如果你的计算机只安装有一个操作系统 那标准的 M BR 将起作用
这个 M BR 会搜索磁盘上第一个启动 slice 然后在这个 slice上运行代码来
加载引导操作系统余下的部分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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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在磁盘上安装了多个操作系统 可以安装一个不同的 M BR M BR 可以显示多个操作系
统的列表 允许你选择其中一个来启动 FreeBSD 使用这样的 M BR 其他操作系统也会提供其他
的 M BR  

FreeBSD 的 bootstrap 系统的其余部分被分成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运行 M BR 它只知道把
计算机带入一个特殊的状态 然后运行第二阶段 第二阶段执行的程序要多一点 第三阶段就完
成加载操作系统的任务 之所以这个工作被分成三个阶段是因为 PC 的标准限制了程序的大小
它们一起作用的结果就是允许 FreeBSD 提供一个比较灵活的加载程序  

内核启动后 就会探测设备并对它们进行初始化 一旦内核启动过程完成 内核就把控制权
交给用户处理进程 init 它可以确定磁盘是否处于可用状态 Init接着就启动用户级资源配置来加
载文件系统 设置网卡来激活网络 最后就启动所有应该在 FreeBSD 一运行就启动的进程  

7.3  M BR 启动阶段 1 2 3 

7.3.1  M B R , /boot/boot0 

FreeBSD  M BR 位于/boot/boot0 上 这是 M BR 的一个拷贝 因为真正的 M BR 必须被放置在磁
盘的一个特殊部分 它在 FreeBSD 区域的外面  

boot0 非常简单 在主引导区的程序可能只有 512 个字节 如果已经安装了 FreeBSD 的 M BR
而且还安装了多个操作系统 你将会在启动时看到一个类似例 7-1 的画面  

例 7-1  boot0 画面 
 

    F1  DOS

    F2  FreeBSD

    F3  Linux

    F4  ??

    F5  Drive 1

    Default: F2
 

其他操作系统 如 W indows 95 会用自己的 M BR 来改写已存在的 M BR 如果碰到这样的事
或者你想把现有的 M BR 替换成 FreeBSD 的 M BR 可以使用下面的命令  
 

    # fdisk -B -b /boot/boot0 device
 

这里的 device是用来启动的设备 如第一个 IDE 磁盘 ad0 第二个 IDE 控制器上的第一个磁
盘 ad2 第一个 SCSI磁盘 da0 等等  

7.3.2  阶段 1  /boot/boot1, 阶段 2 /boot/boot2 

第 1 和第 2个阶段是在磁盘同一个区域的一个程序的两个部分 由于磁盘空间的限制 它们
被分成了两部分 但你必须要将它们安装在一起  

它们可以在启动 slice的启动扇区中找到 在/boot目录中的文件只是真实文件的副本 而真实
文件是存储在 FreeBSD 文件系统外面的  

Boot1 是非常简单的 它可能也只有 512 字节 它只了解 FreeBSD  磁盘标签的信息 用此信
息来执行下一阶段的 boot2 过程  

Boot2 稍微有点复杂 它了解 FreeBSD 的文件系统结构以便于找到文件 另外它也提供了一
个选择可运行的内核或引导程序的简单接口 Loader还要复杂一点 它提供了一个易于使用的启
动配置信息 通常 boot2 之后就是运行它了 但以前它被设计成可以直接运行内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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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7-2  boot2 画面 
 

    >> FreeBSD/i386 BOOT

    Default: 0:ad(0,a)/kernel

    boot:
 

如果需要替换已安装的 boot1 和 boot2 可以使用 disklabel命令  
 

    # disklabel -B diskslice
 

diskslice 是启动系统的磁盘和 slice 的位置 如 ad0s1 表示在第一个 IDE 磁盘的第一个 slice
上  
 

如果在disklabel命令中你只使用磁盘名称 如ad0 那么将创建一个危险

的没有slice磁盘 这可能不是你想要做的 所以在按R ET U R N 之前 确认你了解了disklabel

的用法
 

7.3.3  阶段 3 /boot/loader 

引导程序 loader是三步中的最后一步 它在文件系统的/boot/loader中 Loader使用一个易于
使用的内建命令集来进行友好的配置 由强大的解释器和复杂命令集提供支持  

初始化过程中 引导程序 loader将探测控制台和磁盘 并且指出从哪个磁盘启动 在此它将
设置一些参数 然后一个可以从脚本提供参数或交互的解释器会执行  

/boot/loader.rc程序将执行 这个文件一般会从/boot/defaults/loader.conf文件中读取设置 或者
使用/boot/loader.conf中的设置覆盖默认设置 Loader.rc 文件使用这些参数确定加载哪些模块和核
心  

默认情况下启动程序停顿 10 秒钟 当然你可以按任意键继续 然后启动内核 如果进程被
打断了 用户可以使用命令来调整参数 卸载或装载模块 最后进入系统或重新启动 可以阅读
loader的联机手册了解更深入的技术  

这些命令集包括  
autoboot seconds  
在规定的时间内不被打断的话 继续启动内核 它显示一个倒计时时钟 默认的时间是 10

秒钟  
boot [-options] [kernelnam e]  
直接配合所给的参数启动内核  
boot-conf  
在启动时 使用自动的变量配置模块 这只在先用 unload 并改变一些如 kernel的变量时才有

意义  
help [topic]  
显示来自/boot/loader.help 的帮助信息 如果所给的主题(topic)是索引 index 那就显示所有

的主题列表  
include filenam e ...  
执行所给的文件 这些文件将被读入并一行一行地执行 一旦有错误发生就直接停止在这个

inlucde命令这里  
load [-t type] filenam e  
加载 kernel kernel模块 或者指定的文件类型和文件名 任何跟在文件之后的参数都将会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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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这个文件来执行  
ls [-l] [path]  
列出在给定路径中的文件 如果没有指定路径 将显示 root目录的文件列表 如果有附加-l

参数 那么同时显示文件大小  
lsdev [-v]  
列出所有可以加载模块的设备 如果指定-v参数 那么会列出更详细的信息  
lsm od [-v]  
显示已被加载的模块 如果有指定-v参数 那么更详细的信息会一起列出  
m ore filenam e  
显示所指定的文件内容 在每行内容后暂停  
reboot  
立即重新启动系统  
set variable, set variable=value  
设置 loader的环境变量  
unload  
卸载所有已加载的模块  
3 Loader举例 
这里就是一些 loader使用的实际例子  
 在单用户模式下启动你的常用内核  

 

boot -s
 

 卸载你的常用内核和模块 然后仅仅引导旧 或另一个 内核  
 

unload
load kernel.old

 

可以使用 kernel.G EN ER IC 这是安装光盘上的通用 kernel 或是 kernel.old 这是上一个安装
的 kernel (如果曾经升级或重新配置过自己的 kernel的话)  
 

照着下列的步骤可以配合原先的模块来加载其他的kernel
 

unload
set kernel=" kernel.old"
boot-conf

 

 加载内核配置的脚本文件 (这是一个自动的脚本文件 用来执行在 kernel启动阶段所要
执行的命令)  

load -t userconfig_script /boot/kernel.conf

7.4  启动过程中内核的调节 

一旦内核通过 loader (一般来说) 或 boot2 (略过执行 loader) 内核将会检查它的启动标记 如
果有的话 就开始按照标记做一些必要的调节  

内核启动标记 

这儿是一些启动标记  
-a

在内核初始化期间 询问要使用哪一个设备作为根文件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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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从 CDR O M 启动  
-c

运行 UserConfig 启动时的内核配置器  
-s

从单用户模式启动  
-v

在内核启动期间显示更详细的信息  

7.5  Init 进程控制初始化 

内核一旦启动完成 它就把控制权转交给用户层命令 init 它就是/sbin/init 在 loader中 该
程序路径可以通过 init_path 指定  

7.5.1  自动重新启动顺序 

这个程序会确定系统将要使用的文件系统完整 如果不是 那么 fsck 将不能正常地去修复
磁盘驱动器 那么 init将把系统切换成单用户模式 系统管理者就可以在这时候直接处理这些
问题  

7.5.2  单用户模式 

这个模式能够通过自动重新启动顺序来完成 或在用户启动时通过加上-s选项 或在 loader
中设置 boot_single 它也可以不重新启动通过调用 shutdown 来达到 或在多用户模式下加上-h 选
项 如果系统控制台被设置成 insecure 那在开始单用户模式之前 系统将要求用户键入 root密
码  

例 7-3  在/etc/ttys 中设置一个控制台为 insecure 
 

    # name  getty                                type     status       comments

    #

    # This entry needed for asking password when init goes to single-user mode

    # If you want to be asked for password, change " secure" to "insecure" here

    console none                                  unknown off insecure
 

一个insecure的控制台代表你的控制台的安全等级是insecure的 并且要求如果

要进入单用户模式 就要输入root密码 请注意 insecure你的控制台是不安全的 所以如

果你要多一点的安全防护 请选择insecure 而不是secure
 

7.5.3  多用户模式 

如果 init正确地找到了你的文件系统 或结束了单用户模式 系统就会进入多用户模式 并
开始系统的资源配置  

资源配置 
资源配置系统将先读取默认的配置文件/etc/defaults/rc.conf 和特定系统的详细配置文件

/etc/rc.conf 接着按照/etc/fstab 来加载文件系统 然后激活网络服务和其他的系统守护程序
(daem on) 最后 执行其他用户程序的起始脚本 script 文件 rc 联机手册是资源设置系统很好
的参考 当然 直接查阅那些脚本也是个好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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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关机顺序 

使用 shutdown 命令可以控制系统进行关机 init将会执行/etc/rc.shutdown 这个脚本文件 然后
发送 TER M 信号和 KILL 信号给所有没有及时终止的所有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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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 88 章章  
用用户户和和基基本本的的帐帐户户管管理理  
 
 

8.1  概  要 

FreeBSD 允许多个用户同时使用计算机 当然 这些用户中不是同时
坐在同一台计算机前 而是其他用户可以通过网络来使用同一台计算机以
完成他们的工作 要使用系统 每一个人都要有一个帐户  

读完这章 你将了解到  
 FreeBSD 系统上不同用户帐户之间的区别  
 如何添加用户帐户  
 如何删除用户帐户  
 如何改变帐户细节 如用户的全名或首选的 shell  
 如何在每个帐户基础上设置限制来控制像内存 CPU 时间这样的
资源  

 如何使用组来使帐户管理变得更容易  
在阅读这章之前 你应当了解  
 U N IX 和 FreeBSD 的基础知识 第 3章  

8.2  介  绍 

所有对系统的访问都是通过帐户完成的 所有的进程都是用户启动的
所以在 FreeBSD 系统中用户和用户帐户的管理是非常重要的  
用户名 

用户名在 login 提示符的后面键入 用户名对于一台计算机来讲是唯
一的 登录让两个用户使用同样的用户名 创建正确的用户名有一些附加
的规则 可以查看 passwd 的联机手册 使用的用户名通常采用 8个或更少
的小写字母构成  

口令 password  
每个帐户都有一个口令与它对应 口令可以是空的 这样不需要口令

就可以访问系统 但这通常不是一个好主意 每个帐户都应当有一个口令  
用户 ID (U ID )  
U ID 是系统用来识别一个系统上不同用户 从 0到 65536 之间的数字

FreeBSD 使用 UID 来识别用户——在工作以前 任何允许指定一个用户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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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FreeBSD 命令都会把它转换成 UID 这意味着你可以用不同的用户名使用多个帐户 但它们的
UID 是一样的 FreeBSD 会把这些帐户认定是同一个用户  

组 ID  (G ID )  
G ID 是用来识别用户所在的组的 0到 65536 之间的数字 组是一种基于用户 GID 而不是他们

的 UID 的用来控制用户访问资源的机制 这可以减少一些配置文件的大小 一个用户也可以属于
多个组  

登录类 
    登录类是对组机制的扩展 当把系统分配给不同的用户使用时 它提供了额外的灵活性  
口令的定期改变 
在默认情况下 FreeBSD 不会强迫用户去改变他们的口令 你区别对待每个用户 当帐户过

了一定时间 强迫一些或所有的用户改变他们的口令  
帐户到期时间  
在默认情况下 FreeBSD 不会让帐户过期 如果你正在创建一个有使用寿命限制的帐户 你

例如 在学校里为每个学生设立的帐号 就可以指定帐户过期的时间 帐户到期后 虽然帐户的
目录和文件仍然存在 但帐户已经不能再使用了  

用户的全名 
用户名可以唯一地识别 FreeBSD 的帐户 但不会反映用户的全名 这些信息与帐户是相关的  
主目录 hom e  
主目录是用户登录后用户所在的绝对路径 一个常见的规则是把所有用户的主目录都放在

/hom e/usernam e 下 用户将会把他们的个人文件放在自己的主目录下 用户可以在那儿创建任何
目录  

用户 shell  
Shell提供了用户用来操作的默认环境 有很多不同的 shell存在 有经验的用户会根据他们

的经验来选择  
有三种类型的帐户 超级用户 系统用户和普通用户 超级用户帐户通常叫作 root 它可以

毫无限制地管理系统 系统用户一般用来运行服务 普通用户帐户则给那些登录系统 阅读邮件
等的人们使用  

8.3  超级用户帐户 

超级用户帐户通常叫作 root 它可以重新配置和管理系统 在收发邮件 检查系统或编程时
尽量不要使用 root帐户  

这是因为不像普通用户帐户 超级用户能够毫无限制地使用系统 超级用户帐户的滥用可能
会引起无法想象的灾难 普通用户帐户不会因为出错而破坏系统 所以通常要尽可能地使用普通
帐户 除非你需要额外的特权  

另外 在使用超级帐户时要再三检查输入的命令 因为一个额外的空格或缺少某个字符的命
令都可能会引起数据丢失  

所以 用户在阅读了这章后要做的第一件事是 在平时使用的时候 创建一个没有特权的用
户帐户 这样的规定对你使用的是多用户还是单用户的系统都是适用的 在这一章的后面将讨论
如何创建一个额外的帐户和如何在普通用户和超级用户之间进行切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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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系统帐户 

系统用户是那些要运行诸如 DNS m ail web 等服务的用户 使用帐户的原因就是为了安全
如果所有的服务都由超级用户来运行 那他们就可以不受约束地做任何事情 系统用户有 deam on
operator bind 或者是 news等帐户 系统管理员一般用 httpd 帐户来运行 web 服务器  

Nobody帐户是普通的没有特权的系统用户 然而 绝大多数与用户联系很密切的服务是使用
nobody的 记住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与某个用户相关的文件和进程越多 该用户拥有的权限就
越大  

8.5  用户帐户 

用户帐户是真实用户访问系统的主要方式 这些帐户把用户和环境分隔开 能阻止用户破坏
系统或影响其他用户 还可以在不影响其他用户的情况下定置他们自己的环境  

每个访问你的系统的人必须要有他们自己唯一的帐户 这让你可以找到谁做了些什么 阻止
人们破坏其他用户的设置和阅读其他人的邮件等等  

每个用户能够设置他们自己的环境 以利于他们通过改变 shell 编辑器 键盘绑定和语言等
以符合他们自己的习惯  

8.6  修改帐户 

在 Unix处理用户帐户的环境中有很多不同的命令可用 最常见的命令总结如下  
 

adduser 被推荐的用于添加新用户的命令 

rm user 被推荐的用于删除用户的命令 

chpass 一个灵活的用于修改用户数据库信息的工具 

passwd 用于修改用户口令的简单的命令行工具 

pw 一个强大而又灵活的 用来修改用户帐户的工具 

 

8.6.1  增加用户 

adduser是个简单的增加新用户的命令 它在 passwd 和 group 文件中创建用户记录 同时也为
新用户创建一个主目录 并从/usr/share/skel拷贝进一个默认的配置文件 “dotfiles” 然后给新用
户发送一个带欢迎信息的邮件  

要创建一个初始的配置文件 使用 adduser -s -config_create 既然使用 root来做常规的事情
非常危险 所以下面我们配置 adduser的默认设置 创建我们的第一个用户帐户  

例 8-1  配置 adduser 
 

# adduser -v
Use option "-silent" if you don’t want to see all warnings and ques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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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ck /etc/shells

Check /etc/master.passwd

Check /etc/group

Enter your default shell: csh date no sh tcsh zsh [sh]: zsh
Your default shell is: zsh -_ /usr/local/bin/zsh

Enter your default HOME partition: [/home]:

Copy dotfiles from: /usr/share/skel no [/usr/share/skel]:

Send message from file: /etc/adduser.message no

 [/etc/adduser.message]: no
Do not send message

Use passwords (y/n) [y]: y
 

Write your changes to /etc/adduser.conf? (y/n) [n]: y
 

Ok, let’s go.

Don’t worry about mistakes. I will give you the chance later to correct any input.

Enter username [a-z0-9_-]: jru
Enter full name []: J. Random User
Enter shell csh date no sh tcsh zsh [zsh]:

Enter home directory (full path) [/home/jru]:

Uid [1001]:

Enter login class: default []:

Login group jru [jru]:

Login group is "jru". Invite jru into other groups: guest no

 [no]: wheel
Enter password []:

Enter password again []:
 

Name: jru

Password: ****

Fullname: J. Random User

Uid: 1001

Gid: 1001 (jru)

Class:

Groups: jru wheel

HOME: /home/jru

Shell: /usr/local/bin/zsh

OK? (y/n) [y]: y
Added user "jru"

Copy files from /usr/share/skel to /home/jru

Add another user? (y/n) [y]: n
Goodbye!

#
 

总的来讲 我们把默认的 shell设置成 5�� 这是另一个可以在 ports collection 中找到的 shell
关闭欢迎邮件 然后保存配置 接着创建了一个 jru 的帐户 并且确信 jru 在 wheel组里面 这样
可以让该用户使用 su 命令转变为 root身份  
 

你输入的口令是不会回显 而只会显示星号 在输入两次口令时 不要输错

从现在起 只要使用adduser 可以不必改变的默认设置 如果程序要求你改变默认设置

先退出程序 然后执行程序时加上-s选项  
 

8.6.2  rm user 

可以使用 rm user从系统中完全删除一个用户 rm user执行下面的步骤  
1 删除用户的 crontab 记录  
2 删除属于用户的 at工作  
3 杀掉属于用户的所有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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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删除本地口令文件中的用户记录  
5 删除用户的主目录  
6 删除在/var/m ail下属于该用户的邮件  
7 删除属于该用户 在诸如/tm p 目录等临时文件存储区中的文件  
8 最后 从/etc/groups文件所有组中删除该用户  

 

如果一个组没有成员而且组名和用户名一样 组将被删除 rm user不能用来删

除超级用户的帐户  
 

rmuser不能用于删除超级用户帐户 因为该操作意味着会造成很大的破坏 默认情况下 使
用一种交互模式 使你确保知道自己正在做什么

例 8-2  交互式的删除用户帐户 
 

    # rmuser jru
    Matching password entry:

    jru:*:1000:1000::0:0:J. Random User:/home/jru:/usr/local/bin/tcsh

    Is this the entry you wish to remove? y
    Remove user's home directory (/home/jru)? y
    Updating password file updating databases done.

   Updating group file: trusted (removing group jru--personal group is empty) done.

    Removing user's incoming mail file /var/mail/jru: done.

    Removing files belonging to jru from /tmp: done.

    Removing files belonging to jru from /var/tmp: done.

  Removing files belonging to jru from /var/tmp/vi.recover: done.

    #
 

8.6.3  chpass 

chpass可以改变用户的口令 shells和个人的数据库信息 只有超级用户才能改变其他用户的
信息 除了可选择的用户名 不需要任何选项 chpass 显示一个包含用户信息的编辑器 当用户
退出该编辑器后 用户信息数据库随之更新  

例 8-3  用超级用户交互式执行 chpass 
 

    #Changing user database information for jru.

Login: jru

    Password: *

Uid [#]: 1000

    Gid [# or name]: 1000

   Change [month day year]:

    Expire [month day year]:

    Class:

    Home directory: /home/jru

    Shell: /usr/local/bin/tcsh

    Full Name: J. Random User

    Office Location:

    Office Phone:

    Home Phone:

    Other information:
 

普通用户只能改变自己帐户的其中一些信息  
例 8-4  用普通用户交互式执行 chpass 

 

    #Changing user database information for jru.

    Shell: /usr/local/bin/tcsh

    Full Name: J. Random User

    Office Lo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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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ffice Phone:

    Home Phone:

    Other information:
 

chfn chsh和ypchpass ypchfn ypchsh等程序都是到chpass的符号连接文件 由

于自动支持N IS 所以不一定要在命令前指定yp 如果感到有点糊涂 请不要着急 我们

将在第17章讲到N IS
 

8.6.4  passw d 

passwd 是普通用户改变自己口令或超级用户改变其他用户的常用方法  
 

在改变口令前 用户必须键入原来的口令 当用户离开他们的控制台时 可以

阻止一个没有经过认证的人改变他们的口令
 

例 8-5  改变你的口令 
 

    % passwd
    Changing local password for jru.

    Old password:

    New password:

    Retype new password:

    passwd: updating the database...

    passwd: done
 

例 8-6  改变另一个用户的口令 
 

    # passwd jru
    Changing local password for jru.

    New password:

    Retype new password:

    passwd: updating the database...

    passwd: done
 

就像chpass一样 yppassw d只是一个到passw d的链接 所以在N IS情况下用任何

一个命令都能工作
 

8.6.5  pw  

pw 是一个用来创建 删除 修改 显示用户和组的命令行工具 它还有系统用户和组文件编
辑器的功能 pw 有一个非常强大的命令行设置选项 但新用户可能会觉得它比这儿讲的其他命令
要复杂得多  

8.7  限制用户的行为 

如果运行一个多用户系统 不信任的用户对系统所作的修改可能会损坏你的系统 FreeBSD
提供了系统管理员限制用户访问系统资源的方法 这些限制通常被分成两种 磁盘配额和其他资
源限制  

磁盘配额为系统管理员提供了一个告诉文件系统给用户使用多少磁盘空间的方法 而且 它
还提供了一种快速检查用户所使用的磁盘数量而不需要时刻计算的方法 磁盘配额将在第 12.5 节
讨论  

其他资源限制包括限制 CPU m em ory的使用数量和用户可能会使用的其他资源 这些是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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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登录类进行分类来完成的 下面将作详细讨论  
登录的类由/etc/login.conf文件来定义 对此比较精确的表述超出了本章的范围 但 login.conf

的联机手册会有比较细致的描述  
资源限制与普通的登录限制是有区别的 首先 对于每一种限制 有软限制和硬限制之分

一个软限制可能被用户或应用程序调整过了 但不会超越硬限制 软限制可以被用户降低 但是
不能够被用户提高 第二 绝大多数资源限制是应用于用户的一个进程上面 而不是用户的整个
行为  

下面就是大多数常见的资源限制的示例  
 

coredumpsize
 

程序产生的 core文件的大小 很明显 文件大小受限于其他限制 如 文件大小 或磁盘配
额 然而 既然用户自己无法产生核心文件 而且经常不删除它们 设置这个可以减少由于一个
大型应用程序的崩溃所造成的大量磁盘空间的浪费  
 

cputime
 

这是一个用户进程能消耗掉的最大的 CPU 时间数量 超出限制的进程会被内核杀掉  
 

这是一个有关C PU 消耗时间的限制的说明 不是在使用top或ps命令时屏幕上

显示的C PU 消耗的百分比  
 

filesize
 

这是用户可以处理的一个文件的最大值 不像磁盘配额 这个限制针对单个文件的  
 

maxproc
 

这是一个用户可以运行的最大进程数 包括前台和后台进程 很明显 这不可能比系统参数
kern.m axproc 指定的限制要大 当然 如果设置得太小可能会削弱用户的处理能力 比如用户可
能同时多次登录或执行多个管道 一些像编译大的程序的任务 也可能会产生很多进程 像 m ake
cc 和其他一些预处理程序  
 

memorylocked
 

这是一个进程可以要求被锁定到主内存中的最大内存数量 一些比较关键的程序 比如 am d
可以要求在主存中锁定 以防止在系统出现问题的时候雪上加霜  
 

memoryuse
 

这是在任何时间内一个进程可能消耗的最大的内存数量 它包括核心内存和交换内存 在限
制内存消耗方面 这个不是一个完全的限制 但它是一个好的开始  
 

openfiles
 

这是一个进程可以打开的最大的文件数 在 FreeBSD 中 文件的含义同时包括套接字和 IPC
通道 所以注意不要把这个设置得太小 系统全局的变量是由 kern.m axfiles sysctl来定义的  
 

sbsize
 

这是一个用户可以消耗的网络内存数量的限制 这个参数用来对付同时产生很多网络套接子
的拒绝服务式网络攻击行为 同时也可以用来限制网络通信  
 

stacksize
 

这是一个进程堆栈可能达到的最大值 它不能单独地限制一个程序可能使用的内存数量 而
是要和其他的限制一起配合使用  

在设置资源限制时 有一些其他的事情需要记住 下面是一些常用的技巧 建议和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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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统启动的进程会被指派给守护程序的登录类 daem on  
 虽然系统的/etc/login.conf 文件是一个对于绝大多数的限制作合理配置的资源文件 但只
有你 系统管理员 才知道什么对你的系统才是最适当的 限制设得太高可能会导致
系统太开放而被滥用 而设得太低则可能会使处理效率低下  

 X 视窗系统的用户可能要比其他用户使用更多的资源 X11 本身就要使用很多资源 但
它也可以让用户同时运行更多的程序  

 记住许多限制会被应用于单个的处理进程 而不是所有的用户 例如 设置 openfiles为
50 意味着用户运行的每个进程最高只能打开 50 个文件 然而 用户可以打开的文件的
总的数量差不多是 m axproc与 openfiles的值的乘积 这个原则对内存消耗同样适用  

有关资源限制 登录类的更深入信息可以查看相关的联机手册 cap_m kdb getrlim it login.conf  

8.8  用户个性化 

本地化是由系统管理员或用户设置的一个环境变量 它可以用来调整不同的语言 字符集设
置 日期和时间标准等 这将在第 13 章中作详细讨论  

8.9  组 

组简单来讲就是许多用户的列表 组可以通过它们的组名和编号来识别 在 FreeBSD 和其
他绝大多数的 Unix 系统 中 用户 ID 和用户所在的组是内核用来判断一个程序可否做某事的两
个因素 不像用户 ID 一个进程有一个与它相关联的组的列表 你可能听说过一些有关一个用户
或进程的组 ID 的事情 在大多数情况下 这通常是指列表中的第一个组  

与组 ID 对照表对应的组名在/etc/group 中 这是一个用四个冒号来界定的文本文件 第一部
分是组名 第二部分是加密的口令 第三部分是组 ID 第四部分是以逗号分割的成员列表 它可
以用手工的方式进行编辑 对于更完整的语法描述 可以参看 group 的联机手册 如果不想手工
编辑/etc/group 你可以使用 pw 命令来增加和编辑组 例如 要增加一个叫 team two的组并确信它
存在 可以看例 8-7  

例 8-7  使用 pw 增加一个组  
 

    # pw groupadd teamtwo
    # pw groupshow teamtwo
    teamtwo:*:1100:

 

上面的 1100 数字是组 team two的组 ID 在这儿 team two没有成员 那它也就没有多大用处  
例 8-8  使用 pw 在组中添加一些成员  

 

    # pw groupmod teamtwo -M jru
    # pw groupshow teamtwo
    teamtwo:*:1100:jru

 

在例 8-8 中 使用-M 参数是为了用逗号划分开一个组成员中的用户列表 你可能知道口令
文件也会为每个用户包含一个组 当使用 pw 来询问组成员的时候 在口令文件中的组会自动被
添加到组列表中 而不会出现在成员列表中 如果你想知道一个用户属于哪个组 你可以使用 id
命令 见例 8-9  

例 8-9  使用 id 来决定组成员 
 



FreeBSD  H andbook 第二版 中文版 

132 

    % id jru

    uid=1001(jru) gid=1001(jru) groups=1001(jru) 1100(teamtwo)
 

正如你所看到的 jru 是组 jru 和组 team two的成员  
有关 pw 的更多信息 可以参看它的联机手册 更多有关/etc/group 格式的信息 可参考 group

的联机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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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 99 章章  
配配置置 FF rreeeeBB SSDD 的的内内核核  

 
 

9.1  概  要 

内核是 FreeBSD 操作系统的核心 它用来管理内存 执行安全控制
连网与磁盘访问等等 虽然现在 FreeBSD 可以进行更多地动态配置 但有
时还是需要重新配置和编译内核  

读完这章 你将了解到  
  为什么需要建立一个定制的内核  
  如何写一个内核配置文件或修改已存在的配置文件  
  如何使用内核配置文件创建和建立一个新的内核  
  如何安装一个新内核  
  如何在/dev中创建设备文件的记录  
  如何解决一些常见的问题  

9.2  为什么要定制内核 

通常 FreeBSD 具有一个叫作“m onolithic”(高度集成)的内核 这意味着
内核是一个巨大的程序 它支持很多的设备 不过如果想要改变内核的行
为 则必须重新编译一个新的内核 然后用新内核启动系统  

今天 FreeBSD 已经将内核的功能分成了很多的模块 用户可以动态
地加载和卸载内核模块 这样可以快速地调整内核以支持新加入的设备 如
在手提计算机中的 PCM CIA 卡 或加入最初内核编译时没有加入的功能
通俗地来讲 这种功能叫作 KLD  

虽然如此 使用一些内核的静态配置也是必需的 有时由于有些功能
与内核的联系非常紧密 所以它不能被动态地加载 另外 有些人不太愿
意为实现某些功能而写一个动态加载的内核模块 编译一个静态内核可能
更简单  

定制内核基本上是每一个 Unix用户必须经历的一关 这样做将会对你
的 FreeBSD 系统带来很多好处 不像 GEN ER IC 内核要支持很广泛的硬件
设备 定制的内核只需要支持你机器的硬件设备 这样会带来很多好处  

 快速启动 既然系统内核只检测你机器上的硬件 那它所花费
的启动时间将大大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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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较少的内存使用 一个定制的内核会比 GEN ER IC 内核使用较少的内存 这一点非常重
要 因为内核在处理时经常使用内存 所以 一个定制的内核对于内存较少的机器来说
是非常有用的  

 额外的硬件支持 一个定制的内核允许你加入像声卡等设备的支持 而这恰恰是
GEN ER IC 内核做不到的  

9.3  建立并安装一个定制的内核 

首先来看一下建立内核的目录 所有提到的目录都在/usr/src/sys中 这个目录也可以通过/sys
访问 有许多子目录代表了内核的不同部分 但最重要的是 arch/conf 可以在这儿配置内核 然
后进行编译 这里的 arch 代表的可能是 i386 alpha 或 pc98 在一个特定的硬件架构目录中 所
有的东西都是为这个架构服务的 其余部分的代码是与所有平台共享的 注意一下这个目录的逻
辑结构 所有支持的硬件驱动程序 文件系统 参数选项 都放在各自的目录下 另外所有放在
i386 目录下的是只跟 PC 硬件有关的 而 i386 目录之外的其他目录 则是 FreeBSD 可能移植到的
平台会共享到的部分  
 

如果你的系统没有这个/usr/src/sys目录 那么有可能内核源代码没有被安装

最快速的安装方式是以root登录 然后运行/stand/sysinstall 选择configure 接着是

D istributions 下来是src 最后sys  
 

接下来 切换到 arch/conf目录 复制一份 GEN ER IC 配置文件 并给这个文件起一个容易辨
认的名称 它就是你的内核名称 例如  

    # cd /usr/src/sys/i386/conf
    # cp GENERIC MYKERNEL

通常这个名称是大写的 如果正维护着多台不同硬件的 FreeBSD 机器 以你机器的域名来命
名它是个非常好的主意 在这个例子中我们称它为 M YK ER N EL  
 

你必须以root帐户登录再执行下面的命令 否则会因为没有权限而发生错误
 

现在 用你喜欢的文本编辑器编辑 M YK ER N EL 如果你是初学者 那唯一能用的编辑器可能
就是 vi 它由于太复杂而不在这儿介绍了 但参考书目中有许多书会介绍到它 FreeBSD 中最容
易使用的编辑器是 ee 如果你是一个初学者 它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你可以很随意改变注释行
来反映你的配置情况 如果在 Sunos或其他 BSD 系统下定制过内核 那这个文件中的绝大部分将
对你来说应该是非常熟悉的 如果使用的是诸如 DO S 这样的系统 那 GEN ER IC 配置文件读起来
就非常困难 所以在下面的配置文件章节将逐步仔细地进行介绍  
 

在你执行任何源代码的同步时要经常检查文件/usr/src/U PD A T IN G 在这个文

件中所有重要的升级都要记下来 /sur/src/U PD A T IN G总是更符合你的FreeBSD 源代码版

本 而且总是比手册所说的信息更加精确
 

现在必须编译内核的源代码 你可以选择使用两种方法 这依赖于重新编译内核的原因和正
使用的 FreeBSD 的版本  

 如果只安装了内核源代码 使用方法 1  
 如果运行的是 FreeBSD  4.0 以前的版本的话 而且不使用 m ake world 升级到 FreeBSD  4.0
或更高版本 使用方法 1  

 如果在没有升级源代码的情况下编译一个新内核 也许你只想为内核添加一个新的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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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IPFIR EW A LL 可以使用任何一种方法  
 如果作为“m ake world”进程的一部分正在重新建立内核 需要使用方法 2  
方法 1  用“传统方法”建立一个内核 

1 运行 config来产生内核源代码  
 

# /usr/sbin/config MYKERNEL
 

2 进入建立内核的目录  
 

# cd ../../compile/MYKERNEL
 

3 编译内核  
 

# make depend
# make

 

4 安装新的内核  
 

# make install
 

方法 2  用 新的方法 来建立内核 

1 进入/usr/src目录  
 

# cd /usr/src
 

2 编译内核  
 

# make buildkernel KERNCONF= MYKERNEL
 

3 安装新内核  
 

# make installkernel KERNCONF=MYKERNEL
 

在FreeBSD  4.2和更老的版本中 必须用K ER N EL=替换K ER N C O N F= 2001

年2月2日以后发布的4.2- ST A BLE可以认出K ER N C O N F=  
 

如果从没有升级过源代码树 那你应当按下面的顺序执行  
    config make depend make make install

新的内核将会被拷贝到/kernel目录下 而旧的内核将会被更名为/kernel.old 现在需要关闭系
统 然后重新用新的内核启动系统 如果发生错误 在这章结尾会有一些解决故障的办法 如果
你的新内核不能启动 请务必读一下有关如何恢复的章节  
 

如果你加入了新的设备 如声卡 那么在使用之前要先在系统的/dev目录下

创建这些设备节点  
 

9.4  配置文件 

内核设置的格式是很简单的 每一行包含了一个关键词(keyword)与一个或多个参数 而大多
数的设置都只包含一个参数 #号之后的文字是注释会被程序忽略掉 下面的每个小节 将依次介
绍每个列在 GEN ER IC 中的参数 虽然各相关主题(如网络)的关键词会放在同一小节 但是这些关
键词可能位于 GEN ER IC 的不同地方 在 LIN T 配置文件中会详细地列出各个选项(option) 比起在
同一目录下的 GEN ER IC 有更详细的解释 如果不能确定某一行设定的目的是否必要 可以查看
一下 LIN T 文件  

目前内核在处理各个选项上正转到一个比较好的模式 一般设置文件中的各个选项从内核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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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的 M akefile中得到 属于 CFLA G S 的一个-D 参数 时间一长 就造成了一个选项处理机制的问
题 没有人知道在哪个文件中使用了哪个选项  

在新的机制中 使用#ifdef来参考选项的程序代码存放在执行config时产生的opt_foo.h文件中
由 config 所产生的有效的选项清单存储在两个文件里 独立于系统架构的选项放在
/sys/conf/options 与系统架构有关的选项则放在/sys/arch/conf/options.arch 其中 arch 的一个例子便
是 i386  

数字的引号方式(Q uoting num bers) 目前所有FreeBSD 版本 包括3.x 其内核设置文

件中如果有任何属于文字形式的数字(如i386) 必须用双引号引起来 不然执行config时会

出错  

如果数字是表示数目 个数 如 m axuser 64 这个设置 则不要加双引号 目前 FreeBSD  4.x
版本已经去掉上述限制 不论是哪种形式的数字都不需要加双引号 本章的例子在文字形式的数
字前后仍加了双引号(“”) 如果你使用 FreeBSD  4.x版本 请自行去除双引号  

下面是一个带有很多额外注释的 GEN ER IC 内核配置文件的例子 这个例子与
/usr/src/sys/i386/conf/G EN ER IC 非常相似 有关内核配置更详细的选项 请参看/usr/src/sys/ 
i386/conf/LIN T  
 

#

    # GENERIC -- Generic kernel configuration file for FreeBSD/i386

    #

  # For more information on this file, please read the handbook section on

    # Kernel Configuration Files:

    #

    #    http://www.FreeBSD.org/handbook/kernelconfig-config.html

    #

    # The handbook is also available locally in /usr/share/doc/handbook

    # if you've installed the doc distribution, otherwise always see the

    # FreeBSD World Wide Web server (http://www.FreeBSD.ORG/) for the

    # latest information.

    #

    # An exhaustive list of options and more detailed explanations of the

# device lines is also present in the ./LINT configuration file. If you are

    # in doubt as to the purpose or necessity of a line, check first in LINT.

    #

    # $FreeBSD: src/sys/i386/conf/GENERIC,v 1.246 2000/03/09 16:32:55 jlemon Exp $
 

下面这个选项在每个内核中都要有  
 

    machine        i386
 

这是机器的架构 它可能是 i386 alpha或 pc98  
 

    cpu I386_CPU

    cpu I486_CPU

    cpu I586_CPU

    cpu I686_CPU
 

上面的选项指出了在你的系统中所用的 CPU 类型 可以使用多个 CPU 类型 例如 不能确
定使用的是 I586_CPU 还是 I686_CPU 然而对于一个定制的内核 最好只指定你所拥有的 CPU
类型 如果不能确定你的 CPU 类型 可以使用 dm esg命令查看启动信息来确定  

Alpha结构的机器使用下面的选项  
 

    cpu          EV4

    cpu          EV5
 

如果使用一台 Alpha机器 应当使用上面的 CPU 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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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dent         GENERIC
 

这是一个内核的标识符 你应该自己命名一个容易辨认的名称 以有别于 GEN ER IC 的名称
—G EN ER IC 放在 ident后的参数将在这个内核启动时显示在屏幕上 如果同时设置了几个内核
采用不同的名称是个不错的主意 例如 你想定制一个实验性质的内核  
 

 maxusers          32
 

这个设置的大小值定义了重要的系统表 system  tables 的大小 这个数值粗略地假设你的机
器同时会有多少用户 然而在一般情况下 最少要设置 4 个以上 特别是要运行 X W indow 或是
编译程序 原因是 m axusers 值决定了系统同时可有多少个进程(process) 其算法是 20 + 16 * 
m axusers 如果设置 m axusers值是 1 则你的系统只能同时存在 36 个进程 包括 18 个(或更多)系
统启动要占去的进程 如果执行了 X W indow 则又要用掉 15 个以上 甚至阅读一个 m an page也
会使用九个进程来过滤 解压缩和显示文件 设置 m axusers=4 则系统可以同时有 84 个进程 对
任何人应该都是足够的 如果执行程序时 得到像是“proc table full”这样的错误信息 或者你要建
一个同时会有很多人来访问的网站(如 ftp.FreeBSD .org) 这时就要增加这个设置的值 然后重新编
译内核  
 

m axusers这个参数并不限制可以登录到你系统的用户的数目 它只是系统中用

户可以最多执行的进程的个数 有一个关键词的值则真的限制了可以同时远程连接

(rem ote logins)的人数 pseudo- device pty 16  
 

    # Floating point support - do not disable.

    device           npx0       at nexus? port IO_NPX irq 13
 

npx0 是连接 FreeBSD 中浮点运算处理器的一个接口 不论用硬件的浮点运算处理器还是使用
软件仿真都需要这个设置 这个设置并不是可有可无的  
 

    # Pseudo devices - the number indicates how many units to allocate.

    pseudo-device  loop              # Network loopback
 

loop 是一个通用的 TCP/IP 接口 如果你用 telnet或 ftp 连到 localhost(等同于 127.0.0.1) 则该
连接会通过这个虚拟设备连回来 这是一定要有的设置 请不要去掉  
 

    #makeoptions     DEBUG=-g   #Build kernel with gdb(1) debug symbols

    options           MATH_EMULATE            #Support for x87 emulation
 

如果你的计算机没有浮点运算处理器(386 或 486SX ) 可以加入这行使得内核提供软件仿真的
浮点运算处理器 如果你用的是 486D X 或是 386SX 486SX (还加装了 387 487 芯片)或更高的
Pentium Pentium  II等 则不需要这行设置  
 

这个仿真的浮点运算处理器并不是很精确 如果你没有浮点运算器还需要较

高的精度 可以改用G PL_M A T H _EM U LA T E参数 这将会使用G N U 的浮点运算仿真器

至于为什么这个仿真器不是系统默认值 是因为G N U 使用许可的关系  
 

    options          INET          #InterNETworking
 

提供网络支持 就算你不打算连上网络 还是要保留这个选项 对于绝大部分的程序 这个
选项是必需的  
 

    options          INET6          #IPv6 communications protocols
 

这个启用 IPv6 通信协议  
 

    options          FFS            #Berkeley Fast Filesystem

    options          FFS_ROOT      #FFS usable as root device [keep th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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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基本的磁盘文件系统 如果要从硬盘启动 就需要保留  
 

    options          MFS            #Memory Filesystem

    options          MD_ROOT    #MD is a potential root device
 

内存映射 M em ory-m apped 文件系统 提供 RA M  disk 以供需要快速访问的资料或是暂存资
料用 如果分了很大的 swap 空间 使用这个选项可以给你带来不少好处 把/tm p 挂到 M FS 分区
是一个相当好的想法 因为不少程序都会在此暂存资料 要把/tm p 挂到 M FS R A M  disk 可以修改
/etc/fstab 加入下面一行  
 

    /dev/ad1s2b    /tmp mfs rw 0 0
 

现在重新启动系统 或是键入 m ount /tm p 命令  
 

    options          NFS           #Network Filesystem

    options          NFS_ROOT     #NFS usable as root device  NFS required
 

网络文件系统(NFS) 除非要从网络上的其他机器加载目录 否则可以用 # 号注释掉这行设
置  
 

    options          MSDOSFS      #MSDOS Filesystem
 

M S-D O S 文件系统 除非要在启动时挂上一个 DOS 格式的硬盘 否则可以放心地把这行注释
掉 如前所述 在第一次挂上一个 DOS 分区时 内核将会自动加载模块来支持它 此外 m tools
是个相当不错的软件(可在 ports里面找到) 可以让用户在访问 DOS 文件系统时 不需要挂上或卸
载软盘(而且也不需要 M SD O SFS 的支持)  
 

    options          CD9660        #ISO 9660 Filesystem

    options          CD9660_ROOT  #CD-ROM usable as root  CD9660 required
 

CD -R O M 使用的 ISO  9660 文件系统 如果没有光驱 或是很少用光驱 可以注释掉这一行(内
核会在第一次加载时动态加载模块以支持它) 音乐 CD 则不会用到这个文件系统  
 

    options          PROCFS       #Process filesystem
 

进程文件系统 Process filesystem 这是一个虚拟的文件系统 挂在/proc下 允许一些程序
像 ps来读取资料 提供系统正在执行的进程的信息  
 

    options       COMPAT_43    #Compatible with BSD 4.3 [KEEP THIS!]
 

使系统兼容 4.3BSD 不要去掉这一行 不然有些程序将无法正常运行  
 

    options          SCSI_DELAY=15000    #Delay (in ms) before probing SCSI
 

这行设置告诉内核等待 15 秒钟 以让 SCSI控制器扫描计算机上的 SCSI设备 如果只有 IDE
硬盘 可以不理会这个设置 不然你可能会想要降低这个值 也许会降到五秒以增加启动的速度
如果发现降低后 FreeBSD 无法正确辨认你的 SCSI设备 那么应该提高这个值 以延长等待时间  
 

    options          UCONSOLE            #Allow users to grab the console
 

允许用户找到控制台 console 信息 对 X W indow 很有用 举例来说 你可以输入 xterm  -C
来打开一个控制台 xterm 这个窗口将显示任何 write talk 等命令的信息 以及你发出去的信息
当然 kernel产生的信息也会出现在这里  
 

 options          USERCONFIG          #boot -c editor
 

这个选项允许你从启动菜单启动配置编辑器  
 

    options          VISUAL_USERCONFIG   #visual boot -c editor
 

这个选项允许你从启动菜单启动菜单驱动的配置编辑器  
 



第 9 章  配置 FreeBSD 的内核 

139 

    options          KTRACE              #ktrace(1) support
 

这个选项启用内核进程跟踪 在调试时很有用  
 

 options          SYSVSHM             #SYSV-style shared memory
 

提供 System  V 共享内存(SH M )的支持 最常用到 SH M 的应该是 X W indow 的 X SH M 延伸 不
少绘图相关程序(像影片播放程序 XAnim 与 Linux D O O M 游戏)会自动使用 SH M 来提高速度 如果
要使用 X W indow 最好加入这个选项  
 

    options          SYSVSEM             #SYSV-style semaphores
 

支持 System  V  sem aphores 不常用到 支持它只是在 kernel中占用几百个字节的空间  
 

    options          SYSVMSG             #SYSV-style message queues
 

支持 System  V  m essages 同 System  V  sem aphores一样的 只占用 kernel几百字节的空间  
 

ipcs命令可以显示出任何使用上述三个System  V功能的进程
 

    options     P1003_1B        #Posix P1003_1B real-time extensions

    options     _KPOSIX_PRIORITY_SCHEDULING
 

在 1993 PO SIX 中添加的实时性能方面的扩展 ports collection 中某些应用程序会用到这些 如
Star O ffice  
 

    options        ICMP_BANDLIM #Rate limit bad replies
 

这个选项启用 ICM P 错误响应的带宽限制 使用这个选项可以保护你的机器免受拒绝服务式
攻击  
 

# To make an SMP kernel  the next two are needed

    #options        SMP                           # Symmetric MultiProcessor Kernel

    #options        APIC_IO                      # Symmetric (APIC) I/O
 

上面两个选项都支持 SM P 对称多处理器技术  
 

    device          isa
 

所有 FreeBSD 支持的 PC 都需要这行设置 如果你使用 IBM  PS/2 (微通道架构)计算机 则你
无法在该机器上执行 FreeBSD  
 

    device          eisa
 

如果主板上有 EISA 总线 加入这个设置 使用这个选项可以自动扫描并设置所有连接在 EISA
总线上的设备  
 

    device          pci
 

如果主板有 PCI总线 就加入这个选项 使用这个选项可以自动扫描 PCI卡 并在 PCI到 ISA
之间建立通路  
 

    # Floppy drives

    device          fdc0        at isa? port IO_FD1 irq 6 drq 2

    device          fd0         at fdc0 drive 0

    device          fd1         at fdc0 drive 1
 

软盘控制器 fd0 是 A: 盘 fd1 是 B: 盘 ft0 则是连接到软盘的 QIC-80 磁带机 如果没有上
述设备 就注释掉这几行设置  
 

    device          ata
 

这个驱动器支持所有 ATA 和 ATA PI设备 只要在内核中加入 ata选项 就可以让内核支持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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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计算机上的所有 PCI A TA /A TA PI设备  
 

    device          atadisk                 # ATA disk drives
 

这个是 ATA PI磁盘驱动器必需的  
 

    device          atapicd                 # ATAPI CDROM drives
 

这个是 ATA PI CD R O M 驱动器必需的  
 

    device          atapifd                # ATAPI floppy drives
 

这个是 ATA PI 软盘驱动器必需的  
 

    device          atapist                 # ATAPI tape drives
 

这个是 ATA PI 磁带机驱动器必需的  
 

    options         ATA_STATIC_ID          #Static device numbering
 

这个可以静态分配控制器的编号 否则设备的编号会动态分配  
 

    # ATA and ATAPI devices

device          ata0        at isa? port IO_WD1 irq 14

    device          ata1        at isa? port IO_WD2 irq 15
 

上面的选项用在比较老的非 PCI的系统中  
 

    # SCSI Controllers

    device          ahb        # EISA AHA1742 family

    device          ahc        # AHA2940 and onboard AIC7xxx devices

    device          amd        # AMD 53C974 (Teckram DC-390(T))

    device          dpt        # DPT Smartcache - See LINT for options!

    device          isp        # Qlogic family

device          ncr    # NCR/Symbios Logic

device          sym        # NCR/Symbios Logic (newer chipsets)
 

    device          adv0       at isa?

    device          adw

    device          bt0        at isa?

    device          aha0       at isa?

    device          aic0       at isa?
 

SCSI控制器 可以注释掉你系统中没有的设备 如果只有 IDE 设备 可以把这些一起删掉  
 

    # SCSI peripherals

    device          scbus     # SCSI bus (required)

device          da         # Direct Access (disks)

    device          sa         # Sequential Access (tape etc)

  device          cd         # CD

device          pass       # Passthrough device (direct SCSI

    access)
 

SCSI外围设备 编辑的原则同上  
 

    # RAID controllers

    device          ida        # Compaq Smart RAID

    device          amr        # AMI MegaRAID

    device          mlx        # Mylex DAC960 family
 

支持 RA ID 控制器 如果没有 可以把它们注释掉或是删掉  
 

    # atkbdc0 controls both the keyboard and the PS/2 mouse

    device            atkbdc0    at isa? port IO_KBD
 

键盘控制器 atkbdc 提供 AT 键盘输入以及 PS/2 指针设备的 I/O 服务 键盘驱动程序 atkbd 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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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2 鼠标驱动程序 psm 需要这个控制器 所以不要删除它  
 

    device            atkbd0     at atkbdc? irq 1
 

atkbd 驱动程序 与 atkbdc控制器一起作用 提供连接到 AT 键盘控制器的 AT 84 键盘与 AT
加强型键盘的访问服务  
 

    device            psm0       at atkbdc? irq 12
 

如果鼠标连接到 PS/2 鼠标端口 就要使用这个设备驱动程序   
 

    device            vga0        at isa?
 

显卡驱动  
 

    # splash screen/screen saver

    pseudo-device            splash
 

启动时的启动画面支持 屏幕保护也需要这个  
 

    # syscons is the default console driver  resembling an SCO console

    device           sc0             at isa?
 

sc0 是默认的控制台驱动程序 绝大部分全屏幕程序都通过 term cap 这类 term inal database 
library 来访问控制台 因此不论你用这个驱动程序或是 VT220 兼容控制台驱动程序 vt0 并没有太
大差别 如果使用sc0在登录系统后执行全屏幕程序时遇到问题 请将你的TER M 设置成“scoansi”   
 

    # Enable this and PCVT_FREEBSD for pcvt vt220 compatible console driver

    #device           vt0      at isa?

    #options          XSERVER            # support for X server on a vt console

    #options          FAT_CURSOR        # start with block cursor

    # If you have a ThinkPAD  uncomment this along with the rest of the PCVT lines

    #options          PCVT_SCANSET=2   # IBM keyboards are non-std
 

这是一个兼容 VT220 的控制台驱动程序 并向下兼容 VT100/102 在部分与 sc0 相冲突的笔
记本计算机上 这个驱动程序运作良好 当然 当你登录系统时 记得设置 TER M 参数为 vt100
或是 vt220 当连接到网络上其他很多不同计算机时 这个驱动程序也常是很有用的 这是因为许
多计算机上的 term cap 或 term info并没有 sc0 的资料 而 vt100 则几乎所有的平台上都支持  
 

    # Power management support (see LINT for more options)

    device           apm0     at nexus? disable flags 0x20  # Advanced Power Management
 

高级电源管理支持 使用在膝上型计算机上  
 

    # PCCARD (PCMCIA) support

    device          card

    device          pcic0    at isa? irq 10 port 0x3e0 iomem 0xd0000

    device          pcic1    at isa? irq 11 port 0x3e2 iomem 0xd4000 disable
 

PCM CIA 支持 如果使用膝上型计算机 需要该选项  
 

    # Serial (COM) ports

    device           sio0     at isa? port IO_COM1 flags 0x10 irq 4

    device           sio1     at isa? port IO_COM2 irq 3

    device           sio2     at isa? disable port IO_COM3 irq 5

    device           sio3     at isa? disable port IO_COM4 irq 9
 

这是 4个串行口 在 M S-D O S/W indows中被称为 COM 1 至 CO M 4  
 

sio0到sio3可看作是M S- D O S系统中的C O M 1到C O M 4 如果内置式的调制解

调器 占用C O M 4端口 则你必须修改调制解调器的IR Q 为2(由于某些古怪的原因 IR Q  

2跟IR Q  9是一样的) 这样你才能正常使用调制解调器 部分显示卡(特别是使用S3芯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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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 用到0x*2e8这个I/O 地址 而一些便宜的串行卡 没办法正确译码16位的I/O 寻址空

间 因此两张卡会冲突 导致C O M 4无法正常使用 每个串行口都要有一个唯一的IR Q

所以C O M 3与C O M 4默认的IR Q 将无法使用  
 

    # Parallel port

    device          ppc0    at isa? irq 7
 

ISA -bus并行接口 
 

    device          ppbus    # Parallel port bus (required)
 

提供并行总线的支持  
 

    device          lpt           # Printer
 

提供并口打印机的支持  
 

要使用并口打印机 就必须同时加入上面三行设置
 

    device          plip          # TCP/IP over parallel
 

这是针对并行网络接口的驱动器  
 

    device          ppi           # Parallel port interface device
 

普通用途的 I/O  (“geek port”) + IEEE1284 I/O  
 

    #device         vpo           # Requires scbus and da
 

这是针对 Iom ega Zip 驱动器的设置 它要求 scbus和 da的支持 最好的执行效果是工作在 EPP 
1.9 模式  
 

    # PCI Ethernet NICs.

    device          de            # DEC/Intel DC21x4x ("Tulip")

device          fxp           # Intel EtherExpress PRO/100B (82557  82558)

    device          tx            # SMC 9432TX (83c170 "EPIC")

    device          vx            # 3Com 3c590  3c595 ("Vortex")

    device          wx            # Intel Gigabit Ethernet Card ("Wiseman")
 

多种 PCI网卡驱动程序 注释或删除你系统中没有的设备  
 

    # PCI Ethernet NICs that use the common MII bus controller code.

    device            miibus      # MII bus support
 

M II总线支持对于一些 PCI 10/100 Ethernet N ICs来说是必需的  
 

    device          dc            # DEC/Intel 21143 and various workalikes

    device          rl            # RealTek 8129/8139

    device          sf            # Adaptec AIC-6915 ("Starfire")

device          sis           # Silicon Integrated Systems SiS 900/SiS 7016

 device          ste           # Sundance ST201 (D-Link DFE-550TX)

    device          tl            # Texas Instruments ThunderLAN

device          vr            # VIA Rhine  Rhine II

    device          wb            # Winbond W89C840F

    device          xl            # 3Com 3c90x ("Boomerang" "Cyclone")
 

使用 M II总线控制器代码的驱动程序  
 

    # ISA Ethernet NICs.

    device            ed0    at isa? port 0x280 irq 10 iomem 0xd8000

    device            ex

device            ep

    # WaveLAN/IEEE 802.11 wireless NICs. Note: the WaveLAN/IEEE really

    # exists only as a PCMCIA device  so there is no ISA attachment nee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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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and resources will always be dynamically assigned by the pccard code.

    device            wi

    # Aironet 4500/4800 802.11 wireless NICs. Note: the declaration below will

    # work for PCMCIA and PCI cards  as well as ISA cards set to ISA PnP

    # mode (the factory default). If you set the switches on your ISA

    # card for a manually chosen I/O address and IRQ  you must specify

    # those parameters here.

    device            an

    # The probe order of these is presently determined by i386/isa/isa_compat.c.

    device            ie0     at isa? port 0x300 irq 10 iomem 0xd0000

    device            fe0     at isa? port 0x300

    device            le0     at isa? port 0x300 irq 5 iomem 0xd0000

    device            lnc0    at isa? port 0x280 irq 10 drq 0

    device            cs0     at isa? port 0x300

    device            sn0     at isa? port 0x300 irq 10

# requires PCCARD (PCMCIA) support to be activated

    #device           xe0     at isa?
 

ISA 以太网驱动器 看看/usr/src/sys/i386/conf/LIN T 了解一下哪个卡被哪个驱动程序支持  
 

    pseudo-device   ether         # Ethernet support
 

如果你有一个以太网卡 ether是必需的 它包含了通用的以太网协议代码  
 

    pseudo-device   sl      1     # Kernel SLIP
 

Sl是针对支持 SLIP 的 它已经完全被 PPP 所代替 它是早期使用的协议  
 

    pseudo-device   ppp     1     # Kernel PPP
 

ppp 提供内核模式(kernel-m ode)的 PPP 拨号支持 另外有一个 tun 则是用户模式 (user-m ode)
的 PPP 支持 tun 较为灵活且功能较多 如果要使用这个 PPP 驱动程序 请参考内核模式 PPP 这
一章节 如同 sl 后面的数字设置系统最多同时能支持几个 PPP 连接  
 

    pseudo-device   tun           # Packet tunnel.
 

tun 是在用户模式的 PPP 软件中使用 这个程序设置相当方便 且速度很快 它有一些特殊
的功能 像是在需要连接时自动拨号(dial-on-dem and) tun 后面的数字设置系统同时能支持几个
PPP 连接 参看本书的 PPP 章节 第 16.2 节 以了解更多信息   
 

    pseudo-device   pty           # Pseudo-ttys (telnet etc)
 

pty是虚拟的终端机 或仿真的登录端口 login port ctelnet或 rlogin 连接 xterm 以及其他
应用程序如 em acs也会用到 pty num ber设置系统的 pty 个数 系统默认值是 16 如果你要提高
同时连接数 可以适当增加这个数值 最高可达 256 个  
 

    pseudo-device   md            # Memory "disks"
 

内存式存储盘虚拟设备 
 

    pseudo-device   gif     4     # IPv6 and IPv4 tunneling
 

这个用于建立 IPv6 在 IPv4 上 IPv4 在 IPv6 上  IPv4 在 IPv4 上  IPv6 在 IPv6 上的协议隧
道  
 

    pseudo-device   faith   1     # IPv6-to-IPv4 relaying (translation)
 

这个伪设备能捕捉接收到的数据包 然后把它们发送给 IPv4/IPv6 翻译程序  
 

    # The `bpf' pseudo-device enables the Berkeley Packet Filter.

    # Be aware of the administrative consequences of enabling this!

    pseudo-device   bpf           # Berkeley packet fil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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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 Berkeley的封包过滤器 这个伪设备允许网络接口置于混杂模式上 在网络上捕获每个
广播封包 这些封包可以记录到磁盘上或用 tcpdum p 程序观察  
 

bpf pseudo- device也被dhclient用来获得默认路由的IP地址 如果你使用D H C P

不要注释掉这行
 

# USB support

    #device         uhci          # UHCI PCI->USB interface

#device         ohci         # OHCI PCI->USB interface

    #device         usb           # USB Bus (required)

    #device         ugen          # Generic

    #device         uhid          # "Human Interface Devices"

    #device         ukbd          # Keyboard

    #device     ulpt # Printer

    #device         umass         # Disks/Mass storage - Requires scbus and da

    #device         ums           # Mouse

    # USB Ethernet  requires mii

    #device         aue           # ADMtek USB ethernet

    #device         cue           # CATC USB ethernet

    #device         kue           # Kawasaki LSI USB Ethernet
 

支持多种 USB 设备 更多有关 FreeBSD 支持的设备请参考/usr/src/sys/i386/conf/LIN T  

9.5  建立设备节点 

几乎内核中的每个设备在/dev 目录下都有对应的节点 这些节点看上去是些普通文件 但实
际上是程序在使用对应的设备时 与内核联系的进入点 当开始安装操作系统时 可执行的外壳
脚本/dev/M A K ED EV 就创建了几乎所有支持的设备 然而 它并没有建立所有的设备 所以当你
加入对新设备的支持时 确认在这个目录下有对应的节点 如果没有 就应该创建这些设备节点
这里是一个简单的例子  

在内核中加入了对 ID E CD -R O M 设备的支持 可以这样加入  
 

    device acd0
 

这意味着你应当在/dev目录下能找到一些以 acd0 为起点的入口 通常后面有一个字母 像 c
或以 r开头 表示这是一个 raw 设备 如果那些文件不在那儿 必须到/dev目录然后键入  
 

    # sh MAKEDEV acd0
 

当这些脚本完成后 找一下在/dev目录下是否有 acd0c 和 racd0c 等几个入口 如果有的话就
表示程序已经正确执行  

以下是加入声卡节点的例子  
 

    # sh MAKEDEV snd0
 

当创建完诸如声卡这样的设备节点时 如果其他人有权访问你的机器 可能

有必要在/etc/fbtab文件中添加这些节点来保护系统安全 可看一下fbtab的联机手册以了

解更多信息
 

依上述的简单程序 建立任何 GEN ER IC 里不支持的硬件设备节点  
 

所有的SC SI控制器都使用一样的设备节点 所以无须重新建立节点 另外

网卡与SLIP/PPP虚拟设备并没有任何设备节点 所以不必担心怎么建立SLIP/PPP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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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如果出现问题怎么办 

在定制一个内核时 可能会出现四种问题 它们是  
配置失败  
当在你的内核描述中使用 config 命令发现命令失败 你可能在某个地方发生了一个小错误

幸运的是 config会显示出错的那一行的行号 你可以用 vi编辑器做修改 例如 如果看到  
 

    config:line 17:syntax error
 

可以在 vi中用命令模式输入 17G 来跳到 17 行 比较 GEN ER IC 内核或其他参考资料 以确
定你输入了正确的关键字  

编译错误  
如果编译失败 通常会在内核描述中提示一个错误 但 config 并没有找出错误 另外 查看

一下配置信息 如果仍然无法解决这个问题 可以把你的内核配置信息发邮件到 FreeBSD 普通问
题邮件列表<freebsd-questions@ FreeBSD .org> 它将很快地被解决  

内核无法启动  
如果你的新内核无法启动 或无法识别你的硬件 不要担心 幸运的是 BSD 有一个解决复

杂内核错误的很好机制 从 FreeBSD 的启动 loader中 选择一个要启动的内核 当配置一个新内
核时 记得在手头保留一个能正常启动的内核是个好主意  

在使用一个好的内核启动后 可以检查一下配置文件 设法重新建立一个内核 一个很有帮
助的文件是/var/log/m essages文件 它记载了每次成功启动的所有内核信息 同样 dm esg 命令会
列出当前启动中的内核信息  
 

你在编译内核时 确信保留着一个G EN ER IC或以其他名字命名的内核 你不

能仅依靠kernel.old 因为当安装一个新内核时 kernel.old会被老的内核所覆盖 所以 尽

快将当前正常工作的内核移到一个常见的位置否则ps等命令不会正常工作 解开编译安装

内核文件的正确命令是  
 

    #chflags  noschg /kernel
 

另外 如果设置的系统安全级别大于零 会发现这个命令无效 可以编辑/etc/rc.conf文件
设置 kern_securelevel=-1 然后重新启动即可  

如果想给内核文件或其他文件 加锁 可以用下面的命令  
 

    #chflags  schg /kernel
 

内核可以正常工作 不过 ps就根本就不工作了  
如果你在系统中安装了一个不同版本的内核 例如 在 3.x系统中安装了 4.x的内核 许多系

统内建的命令像 ps和 vm stat根本会不工作 你必须重新编译 libkvm 库以及这些程序 千万不要
随意从其他系统拷贝不同版本的内核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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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 1100 章章  
安安  全全  
 
 

10.1  概  要 

这章将对系统安全概念作一个基本介绍 还有一些通用的规则和
FreeBSD 下的高级主题 这里提到的许多主题都已经很好地应用于系统和
Internet的安全 确保你的系统安全将保护你的数据 知识产权 时间和其
他很多东西不被入侵者或类似人员所窃取  

FreeBSD 提供了许多工具和机制来确保系统和网络的安全  
读完这章 你将了解到  
  FreeBSD 的基本系统安全概念  
  FreeBSD 中可用的如 DES 和 M D 5 这样的加密 crypt 机制  
  如何设置 S/K ey 这是一种一次性的口令验证机制  
  如何设置 Kerberos 这是另一种口令验证机制  
  如何使用 IPFW 来创建防火墙  
  如何配置 IPSec  
  如何配置和使用 OpenSSH 这是 FreeBSD 系统中的 SSH 实现方式  
在阅读这章之前 你必须了解  
  基本的 FreeBSD 和 Internet概念  

10.2  介  绍 

安全是系统管理自始至终最基本的要求 所有的 BSD U nix多用户系统
都有它自身内在的安全性 建立和维护额外的安全机制 确保用户的“诚实”

大概是系统管理最艰巨的工作之一 系统仅保持着建立时最原始的安全性
而安全性必须要考虑到用户使用的便利性 通常 Unix系统能够支持巨大
的并发用户 而这些处理中绝大部分是以服务器形式处理的——这意味着
外部的实体能够同其连接和交谈 昨天的小型计算机和主机变成了今天的
桌面机 计算机已连到局域网和互联网 安全就成了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  

通过一个分层的方法 安全能够很好地实现 你所要做的就是创建很
多的安全层 然后仔细地监视系统以防入侵 不需要过多地创建安全层
否则将会影响检测面 检测是许多安全机制中最重要的方法之一 例如
在每一个二进制程序设置 schg标记没有多大意义 因为这样虽然会临时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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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二进制文件不被篡改 但是也会阻止一个入侵者作一个很容易发现的修改 最终导致你的安
全机制根本检测不到入侵者  

系统安全也涉及到许多攻击方式 包括试图摧毁或使一个系统无法使用 但不会试图去破坏
root 安全问题主要分成以下几类  

1 拒绝服务的攻击  
2 窃取用户的帐户  
3 通过可访问的服务窃取 root帐户  
4 通过用户帐户窃取 root帐户  
5 创建后门  
拒绝服务式攻击是侵占机器所需资源的一种方法 有代表性的 DoS 攻击 是一种暴力的攻

击机制 它通过压倒性的流量来破坏服务器和网络堆栈 试图使机器过载或无法使用 一些 DoS
攻击利用在系统网络堆栈中的错误 仅用一个简单的信息包就可以摧毁一台机器 这可以通过对
内核添加一个错误补丁来修复 在一些不利的条件下 只要适当地修改一下系统的选项来限制服
务器的负荷就可以防止这种攻击 顽强的网络攻击是很难对付的 例如 欺骗性信息包的攻击
既很难阻止 又非常容易的让你系统从 Internet 中断开 它虽然不会使你的机器死掉 但会把你
与 Internet的连接占满  

窃取用户帐户要比 DoS 攻击更加普遍 许多系统管理员仍然在他们的服务器上运行着基本的
���#��	 ��
��#	 ���	 和 ��	 服务 这些服务默认情况下不会通过加密连接来操作 结果是如果
系统有中等规模数量的用户 在通过远程登录的方式登录到你系统的用户中 一些人的口令会被
人窃取 仔细的系统管理员会从那些成功登录系统的远程访问日志中寻找可疑的源 IP 地址  

一个基本认知是 当一个用户的帐户被窃取了 攻击者就有可能进一步窃取 root帐户 然而
事实是在一个很安全和维护良好的系统中 拥有用户的帐户不会让入侵者得到 root 这个差别是
很重要的 因为没有访问 root的权限 入侵者是无法隐藏他行为的痕迹的 至少 除了把用户的
文件弄乱或把机器弄死机以外什么也做不了 窃取用户帐户是很普遍的事情 因为用户往往不会
对系统管理员的预先警告采取措施  

系统管理员应该牢牢记住 有许多潜在的方法获得 root帐户的访问 入侵者可能知道 root的
口令 或者可以在一个以 root权限运行的服务上找到一个错误 bug 就可以通过网络连接到那
台服务器上获得 root特权 或者入侵者使用用户帐户运行系统上有问题的 suid-root的程序来获得
特权 如果入侵者已经找到了方法获得 root特权 他就不需要安装一个后门 许多 root漏洞找到
之后 入侵者会想尽办法清除自己的访问痕迹 所以很多入侵者会安装后门 后门能给入侵者提
供一个简单的重新获取访问系统的 root权限的方法 但它也会给聪明的系统管理员一个检测入侵
的简便方式 仅仅通过防止系统被安装后门的技术手段事实上对你的系统安全是有害的 因为这
样就不能在第一时间内发现入侵者并堵上漏洞  

安全的管理方法应当使用像剥洋葱皮一样多层次 层层逼近的方法来实现 可以按下面的方
式进行分类  

1 确保 root用户和工作人员帐户的安全  
2 确保 root用户 以 root用户权限运行的服务器和 suid/sgid 二进制程序的安全  
3 确保用户帐户的安全  
4 确保口令文件的安全  
5 确保内核中内核设备和文件系统的安全  
6 快速检测系统中发生的不适当的变化  
7 偏执狂  
这一章的下一节将比较深入地讲述上面提到的每一个条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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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增强 FreeBSD 的安全 

下面这节将讲述增强系统安全的方法  

10.3.1  确保 root帐户和用户帐户的安全 

首先 如果你没有确保 root帐户的安全 就不要忙着为确保用户帐户的安全而烦恼 绝大多
数系统都会指派一个口令给 root帐户 第一件事是假定口令总是不安全的 这并不意味着你要把
口令删掉 口令通常对访问机器的控制台来说是必需的 也就是说 你不应当在控制台以外使用
它 即使是使用 su 命令 例如 确信你的 pty终端在/etc/ttys文件中是以不安全的选项被设置的
所以不能直接使用 root帐户通过 telnet或 rlogin 登录 如果使用如 sshd 这样的其他登录服务 确
认直接登录 root 也被关闭了 你可以通过编辑/etc/ssh/sshd_config 文件来做到这一点 确信
Perm itR ootLogin 被设置成 NO 要考虑到每一种访问方法 如 FTP 这样的服务经常会漏过这个检
查 只有通过系统控制台才可以直接登录 root帐户  

当然 作为一个系统管理员 你应当获得 root权限 所以我们公开几个漏洞 但我们确信这
些漏洞需要额外的口令确认才能操作 一种使得可以使用 root特权方法是增加适当的用户帐户到
wheel组 在/etc/group 中 wheel组中的用户成员可以使用 su 命令来访问 root 在他们的口令记
录中 通过把他们放置在 wheel组中 你不应该直接把工作人员的帐户置于 wheel组中 用户帐
户应当被放置在 staff组中 然后通过/etc/group 文件加入到 wheel组 事实上 那些需要访问 root
的用户成员将会被放置在 wheel组中 当然也会有其他方法 比如用 kerberos的验证方法 在 root
帐户中使用 kerberos的.k5login 文件 可以不需要把任何人放置在 wheel组中就允许使用 ksu 访问
root 如果入侵者已经获得了口令文件 侵入了一个 staff用户帐户 就有可能获得对 root的访问
虽然 wheel机制比什么都没有要好得多 但它也不是最安全的选择  

确保用户帐户和使用 root安全访问的间接方法是使用一个其他的登录方法 为用户帐户使用
加密口令 使用 vipw 命令 每一个加密的口令用一个简单的“*” 字符来代替 这个命令将升级
/etc/m aster.passwd 文件和用户名/口令数据库来关闭口令验证登录  

一个用户帐户记录如下  
 

    foobar:R9DT/Fa1/LV9U:1000:1000::0:0:Foo Bar:/home/foobar:/usr/local/bin/tcsh
 

应当被修改成这样  
 

    foobar:*:1000:1000::0:0:Foo Bar:/home/foobar:/usr/local/bin/tcsh
 

由于加密的口令无法匹配“*” 这个修改将阻止普通的登录发生 由于这一点 用户成员必须
使用另一个如使用一个公共/私有密匙对的 kerberos或 ssh 这样的机制来验证他们自己 当使用像
kerberos这样的验证机制时 通常必须确保运行 kerberos的服务器和你的桌面工作站的安全 当使
用 ssh 的一个公共/私有密匙对时 通常必须确保用来登录的机器的安全 典型的如你的工作站
当用 ssh-keygen 命令创建密匙对时 需要通过用保护密匙对的口令增加安全系数 用“*”号隐藏用
户帐户的口令也可以保证用户成员只可以通过你设定的安全访问方法来登录 这迫使所有的用户
成员为他们的所有会话使用安全的 加密的连接 这样就关闭了可以被很多入侵者使用的一个重
要的漏洞 从网络上另一个无关的 缺少安全保护的机器上监听网络  

更多间接的安全机制也能够实现安全 最好从一个更多限制性的服务器登录到一个毫无限制
的服务器 例如 如果你的主机运行有各种服务上 那么你的工作站就应该不运行任何服务 为
了确保你工作站的安全 应当尽可能少运行些服务 直到不运行任何服务 然后运行一个口令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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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的屏保 当然 一个入侵者物理访问你的工作站 它就会把你所设置的所有安全特性都破坏掉
有一个问题必须明确 你必须考虑到这样一个事实 绝大多数入侵是从那些没有物理访问工作站
或服务器权限的人那里发起 通过网络来侵入的  

使用像 kerberos这样的技术 可以立刻终止该帐户使所有机器上某个已经泄露的帐户失效
如果一个用户成员的帐户已经失去安全 应当改变它在所有机器上的口令 对于非集中式的口令
在 N 台机器上改变一个口令可能是很乱的 你可能要用 kerberos重建口令的限制 一张 kerberos
的许可证可能一段时间后会过期 但 kerberos系统可以要求用户在一段时间以后选择一个新口令
一般是一个月  

10.3.2  确保以 root运行的服务器和 suid/sgid 二进制程序的安全 

谨慎的系统管理员只运行他需要的服务器 不多也不少 要清醒地认识到第三方的服务器的
程序经常有很多错误 例如 运行一个老版本的 �� �	 或 
�� 就像是给出了一个通用的 root
帐号来让外部世界访问 运行每一个服务器 都要经过仔细地检查 许多服务器不一定需要用 root
来运行 例如 #��� �
� ���和 ��#���守护程序可以运行在一个特殊的用户沙箱中 sandbox
一个 sandbox 是不完美的 除非你遇到了许多问题 但安全的层级模式仍然保留 如果通过运行
在一个 sandbox上的一个服务器侵入 他们仍然必须要攻破 sandbox 入侵者必须通过很多的安全
层 这样他侵入的可能性就很小了 过去已经找到了很多 root的安全漏洞 包括基本的系统服务
器 如果你运行着用户通过 ���	来登录而从不用 ���#��	 或 ���	或 ��
��#	来登录的服务器 最好
把这些服务器关掉  

现在 FreeBSD 默认在 sandbox中运行 #��� 	 �
� ���和 ��#��� 还有一个叫作 #�� �	的程序
/etc/defaults/rc.conf中包含了运行 nam ed 的选项 但被注释掉了 无论你是在安装一个新的系统
还是升级一个已存在的系统 被这些 sandbox 使用的特定用户帐号可能没有被安装 谨慎的系统
管理员无论何时都要认真研究和执行 sandbox  

有许多其他的服务器通常不能运行在 sandbox中 ��#	� ��� 
�� �� �	 ��	和其他一些
你可以使用其他的服务程序来替换它们 但安装它们可能需要你做其它的很多工作 你可能必须
用 root来运行这些服务器 然后依靠其他的机制来检测可能通过它们进行的侵入活动  

其他比较大的潜在的 root漏洞是安装在系统中的 suid-root和 sgid 程序 这些程序 像 ��
��#

都放在/bin /sbin /usr/bin 或/usr/sbin 中 当然 世上没有 100% 的安全 系统默认的 suid 和 sgid
程序可能认为是比较安全的 不过 root漏洞有时候也能在这些程序中找到 1998 年在 xterm 的
Xlib 中就发现了一个 root漏洞 谨慎的系统管理员需要限制 suid 的程序 只有指定的用户可以运
行 或特殊组的指定用户所在可以访问 而其他人都不能使用 一台没有显示器的服务器通常不
需要一个 ����� 程序 sgid 程序可能也会有危险 如果一个入侵者能够攻破 sgid-km em 程序 入
侵者就可以读到/dev/km em 进而可以读到 crypted 口令文件 从而危及到受口令保护的帐户的安
全 另外 一个侵入了 km em 组的入侵者可以通过 pty 终端来监测到击键的情况 包括通过安全
方法登录的用户使用终端的情况 一个侵入 tty 组的入侵者可以写入几乎任何用户的 tty 如果用
户正在运行一个终端程序或带有键盘模拟特性的模拟器 入侵者可以偷偷地发送一个数据流来使
用户的终端显示一个命令 然后就以那个用户的身份来运行  

10.3.3  确保用户帐户的安全 

用户的帐户通常是很难确保安全的 当用严格的访问限制来约束你的用户和用“*”号来隐藏他
们输入的密码时 你不可以让所有的普通用户帐户来这样做 如果你有足够的控制 那你可以确
保用户帐户的安全 如果没有 必须时刻警惕地监视那些帐户 用户的帐户使用 ssh 和 kerberos
可能会需要付出额外的管理和提供技术支持 但与加密 crypted 的口令文件相比仍是一个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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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解决方案  

10.3.4  确保口令文件的安全 

唯一的确保安全的方法是屏蔽掉输入的口令 使用 ssh 或 kerberos来访问那些帐户 即使加
密的口令文件(/etc/spwd.db)只能被 root读取 入侵者虽然可能无法获得 root写的权限 但也可能会
获得读的权限  

你的安全脚本必须经常检查和报告口令文件的修改情况 查看下面检查文件的完整性的章
节  

10.3.5  确保内核核心 R aw 设备和文件系统的安全 

如果一个入侵者攻破 root 他就可以很方便地做任何事情 例如 绝大多数现代内核都内建
有一个数据包检测设备驱动程序 在 FreeBSD 下 它被叫作 bpf设备 一个入侵者通常会试图在
一台不安全的机器上运行一个数据包检测器 所以 绝大多数系统都不需要编译进 bpf设备  

但即使你关闭了 bpf设备 你仍然可能会对/dev/m em 和/dev/km em 担心 因为入侵者仍可以写
raw 磁盘设备 另外 核心具有一个叫作模块化加载的特性 kldload 一个入侵者可以在运行
内核时使用一个 KLD  模块来安装它自己的 bpf设备 或其他检测设备 要避免这些问题 你必须
在更高安全级别上运行内核 至少在安全级别 securelevel 1 上 Securelevel可以在用 sysctl来
设置 kern.securelevel变量 一旦你把 securelevel设置成 1 对 raw 设备的写入操作将被拒绝 特定
的 chflags标记如 schg 将被强迫执行 可以将 schg 标记被设置在特定的启动程序 目录和脚本文
件上 这样做可能有点夸大了 当在一个安全性比较高系统上操作时 升级系统可能会比较困难
可以折中一下 将系统运行在一个安全性更高的水平上 但不对每个系统文件和目录设置 schg标
记 另外一个方法是简单地将/和/usr设为只读 但是这样做有可能导致无法探测重要的入侵系统
行为  

10.3.6  检查文件的完整性 二进制程序与配置文件 

你需要保护你的核心系统配置和控制文件 例如 在/和/usr中的绝大多数文件上使用 chflags
来设置 schg位可能达不到预期的目标 因为在保护重要文件的时候 也关闭了用以检测的途径
你安全层的最外一层 检测层也许是最重要的 如果你不能检测到潜在的入侵 安全层的其余
部分可能就没有用了 你的工作是要让入侵者慢下来 而不是阻止他 以便寻找时机抓住他  

检测入侵的最好方法是查找已修改过的 丢失或不应该出现的文件 查找修改过的文件的最
好方法是从另一个访问受限制的系统进行 在一个特别的访问受限制的系统上运行你的安全检测
脚本使得潜在的入侵者无法看见 这一点很重要 为了集中优势 通常使用有限访问的机器来访
问其他机器 通常将文件系统做 NFS 只读输出到其他的机器 或通过设置 ssh 密钥对来允许有限
访问的机器 ssh 到其他机器 除了它的网络传输 NFS 是很难被察觉到的方法——这允许你可以
不被察觉的监测多个机器的文件系统 如果你的受限访问服务器通过一个交换机 switch 连接到
客户机 NFS 方法是比较好的选择 如果你的受限访问服务器是通过一个集线器 hub 或通过几
层的路由连接到客户机 NFS 方法可能很不安全 使用 ssh 可能是更好的选择  

使用一个访问受限制的机器 至少需要能读取客户文件系统 你必须写一些脚本来执行实时
的检测 挂上 NFS 之后 你可以用 find 和 m d5 这样的工具 至少每天一次对客户机文件进行 m d5
校验 当发现与以前的结果不同时 应该提示系统管理员去检查 一个好的安全脚本也会检查不
适当的 suid 程序和系统分区上新增或删除的文件  

当使用 ssh 而不是 NFS 时 编写安全脚本是很困难的 为了运行它们 你必须用 scp 传送脚
本到客户机上 使它们能够在客户机上能运行 当然也能看得见 为了安全 你也必须用 scp 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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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脚本使用的程序也传送到客户机上 因为在客户机上的这些程序也有可能被替换了 总的来
讲 当通过不安全的连接运行时 使用 ssh 可能是必要的 但它也比较难处理  

一个好的安全脚本将通过访问.rhosts .shosts .ssh/authorized_keys 等配置文件来检查用户成
员的变化 这些文件已经超出了 M D5 检查的范围  

如果放置用户目录的磁盘分区很大 它可能需要花很长时间来检查每个文件 在这种情况下
可以在那些分区上 设置 m ount标记禁止 suid 程序和设备文件是一个好主意 nodev和 nosuid 选
项正是你所看到的 不过即使如此 也应当至少一个星期扫描一次  

进程记录是操作系统提供的一个特性 占用资源少 可以作为入侵检查的一项措施 它在调
查入侵者是如何侵入系统的时候特别有用  

最后 安全脚本应当处理日志文件 日志文件将用一个尽可能安全的方法来产生 一个入侵
者设法掩盖自己的踪迹 日志文件可以指示系统管理员设法追踪到最初侵入的时间和方法 确保
日志文件持久记录日志文件的一个方法是在一个串行口运行系统控制台 通过持续不断地检测控
制台来收集信息  

10.3.7  偏执狂 

带点偏执可能不会有伤害 作为一个惯例 一个系统管理员需要添加许多安全特性 并且尽
可能地不影响到使用的便利性 更重要的是一个安全系统管理员应当经常修复漏洞  

10.3.8  拒绝服务式攻击 D oS  

这节将介绍拒绝服务式攻击 一个 DoS 攻击通常是一个包攻击 它可以使你的网络瘫痪 你
应当做一些限制 让攻击不会导致你的服务器瘫痪  

1 限制服务的进程派生 forks  
2 限制跳板 springboard 攻击(ICM P response attacks ping broadcast等)  
3 内核发送的缓存  
一个普通的 DoS 攻击通常试图让服务占用完所有进程 文件描述符和内存 直到机器死掉

�#��	有好几个选项可以来限制这种攻击 需要注意的是当无法阻止一个服务因为攻击被中断时
至少可以阻止一台机器当机 阅读一下 �#��	的联机手册 特别需要注意-c -C 和-R 选项 注意
欺骗的 IP 攻击可以绕过 �#��	的-C 选项 所以 最好一起使用这些选项  

��#	� ���有一个-OM axD aem onChildren 选项 它往往要比 sendm ail的负载限制选项工作得好
你必须指定一个 M axD aem onChildren 参数 当启动 ��#	� ���时 可能期望有很高的负载 但计算
机无法处理这么高的负载 在队列模式运行 ��#	� ���时要非常谨慎(-O D eliveryM ode=queued) 如
果你在一个很短的时间间隔内实时分发你运行的队列 如-q1m 一定要为 sendm ail指定一个合适
的 M axD aem onChildren 选项以免发生问题  

�4��
�	 可能会被直接攻击 强烈建议你使用-s选项或-a 选项 也应当注意像 �������的
reverse-identd 这样的后台连接服务 它可以被直接攻击 因为这个原因 通常不要使用 �������

的 reverse-ident特性  
在你的边界路由器上设置一道防火墙来隔离内部网络与外部网络之间的连接是非常好的安全

方法 这样可以阻止你的内部网络受到来自外部网络的攻击 这个方法可以阻断除了除非指定的
如 nam ed ntalkd sendm ail这样的服务以外的保留端口 如果设法使用其他方法来配置防火墙
你可能会忘记关闭一个服务 或你添加了一个新的内部服务而忘记了升级防火墙 你也可以在防
火墙上打开比较高的端口范围 允许有许可性质的操作 而不会危及你的低级端口的安全
FreeBSD 允许你控制用来动态绑定的端口号码的范围 通过 sysctl控制不同的 net.inet.ip.portrange 
(sysctl -a | fgrep portrange) 这将会减轻你的防火墙配置的复杂性 例如 你可以使用常见的 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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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5000 端口范围 以及更高的 49152 到 65535 端口范围 然后隔断 4000 以下的端口 当然 除
了某些特定的 Internet访问端口  

另一个常见的 DoS 攻击叫作跳板 springboard 攻击——它会让服务器不断产生回应 最终
导致服务器 局域网或其他机器超载 最常见的攻击是 ICM P ping 广播攻击  

入侵者欺骗性地用希望攻击的机器源 IP 地址向你的 LA N 广播地址发送 ping数据包 如果你
的路由器无法阻止他们 ping广播地址 LAN 就会对每个欺骗性的请求产生回应 从而侵占大量的
网络资源 特别是当入侵者使用同样的欺骗手段用几十个广播地址从几十个不同的网络进攻时
超过 120M B 的广播攻击是常有的 另外一个常见的攻击是针对 ICM P 错误报告系统的 通过产生
数据包来形成 ICM P 错误请求 一个入侵者可以占满一个服务器的网络输入 使得服务器用 ICM P
请求占满它的输出网络 如果服务器不能很快地处理 ICM P 请求的话 这种类型的攻击也可以使
服务器瘫痪 FreeBSD 内核有一个叫作 ICM P_BA N D LIM 的新的内核选项 它可以限制这些类型攻
击的效率 最后一类攻击形式与使用内部 inetd 的 udp echo 等服务有关 一个入侵者只要简单地
用服务器 A 的 echo端口的源地址和服务器 B 的 echo端口的目标地址来伪造一个 UDP 数据包 两
个服务器就来回地转发数据包 入侵者只要发送几个这种类型的数据包就可以使服务器和内部网
瘫痪 类似的问题也存在于内部 ������#端口 一个熟练的系统管理员会关闭所有这些内部的 inetd
启动的测试服务  

欺骗式数据包攻击也可以用来使内核的路由缓存超载 可以参考一下 net.inet.ip.rtexpire  
rtm inexpire 和 rtm axcache sysctl参数 随意使用一个源 IP 进行的哄骗式的数据包攻击将使内核在
路由表中产生一个临时的高速缓冲路由 可以用 netstat -rna | fgrep W 3 检查一下 这些路由大约会
超时 1600 秒 如果内核检测到缓冲路由表太大 它将动态地减少 rtexpire 但不会小于 rtm inexpire
有两个问题  

1 当一个负载量很小的服务器突然受到攻击时 内核来不及响应  
2 由于 rtm inexpire太小而无法抵抗住一个持续不断的攻击  
如果你的服务器通过 T3 或更高速度的线路连接到 Internet 可能需要通过使用 sysctl来手动

地调整 rtexpire 和 rtm inexpire 千万不要把参数设为 0 除非你想要摧毁机器 把参数设为 2 秒
对于保护路由表免受攻击是非常好的  

10.3.9  用 K erberos和 SSH 的访问问题 

如果你打算使用它们的话 在 kerberos和 ssh 之间有好几个问题需要记住 Kerberos V 是一个
非常卓越的验证协议 但在加密 telnet和 rlogin 应用程序时会有一些错误 可能会使它们不太适合
处理二进制数据流 另外 默认的 kerberos 也无法加密一个会话 除非你使用-x 选项 ssh 默认
能加密任何东西  

建议无论工作人员什么时候登录系统 都应该结合 kerberos来使用 ssh ssh 可以在编译时加
入对 kerberos的支持 我们也建议在 ssh 配置中关闭 key-forwarding 或者在它的 authorized_keys
文件中使用 from =IP/D O M A IN 选项 使得只有从特定机器用密匙才可以登录进系统  

10.4  D ES M D 5 和 C rypt 

在 Unix系统上的每个用户有一个与他们的帐号相关联的口令 很显然这些口令只有用户和操
作系统知道 为了确保这些口令的秘密 它们通过一种叫作“one-way hash“的方式来加密 它们能
被很容易地加密 但不能解密 换句话说 刚刚告诉你的通常不是真的 操作系统通常并不真正
知道口令 它只知道口令加密后的形式 获得口令的唯一方法是在可能的口令空间内实施强力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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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搜索  
Unix刚刚出现时 当时加密口令的唯一安全方式是以 DES 为基础的数据加密标准 这对于美

国用户来说没有什么问题 但 DES 的源代码不允许被输出到美国以外的国家 FreeBSD 必须找到
一个既遵守美国法律 又要与其他使用 DES 的 Unix兼容的方法  

解决方法是分解加密库让 US 用户可以安装 DES 库和使用 DES 而国际用户也有一个可用的
加密方法 FreeBSD 使用 M D 5 作为默认的加密方法 M D5 被认为要比 DES 更安全 而使用 DES
主要是为了兼容性的原因  

确定加密机制的类型 

可以很容易地辨认 FreeBSD 使用哪种加密方法 检查/etc/m aster.passwd 文件中的加密口令是
一种方法 用 M D5 hash 加密的口令通常要比用 DES hash 加密的口令长 并且以$1$字符开始 DES
口令字符没有任何鉴别特征 但它们要比 M D 5 口令短 通常是以 64 个字符的字母表来编码的
其中不包括$字符 所以通常一个不以$符号开始的很可能是 DES 口令  

也可以通过区别库来鉴别口令 DES 库能够鉴别 M D5 口令 使用 M D5 来检查用哪种方法加
密的口令 然后用 DES 加密剩下的 之所以可以这样做 是因为 DES 库也包括 M D5 但是倒过
来就不行了 因为 M D5 库不能鉴别用 DES 加密的口令  

鉴别当前系统使用的是哪个库也是很容易的 任何使用 crypt的程序是与 libcrypt连接在一起
的 每一种类型的库是与适当的执行程序有一个符号连接的 例如 在使用 DES 的系统上  
 

    % ls -l /usr/lib/libcrypt*
    lrwxr-xr-x  1 root  wheel  13 Mar 19 06:56 libcrypt.a -> libdescrypt.a

    lrwxr-xr-x  1 root  wheel  18 Mar 19 06:56 libcrypt.so.2.0 -> libdescrypt.so.2.0

    lrwxr-xr-x  1 root  wheel  15 Mar 19 06:56 libcrypt_p.a -> libdescrypt_p.a
 

在使用 M D 5 库的系统上 同样的连接也会出现 但目标库是 libscrypt而不是 libdescrypt 如
果你安装了DES用的crypt库libdescrypt 使用哪个口令格式用作新的口令可以通过在/etc/login.conf
中设置 passwd_form at来控制 要么使用 DES 要么使用 M D5 查看 login.conf的联机手册了解更
多信息  

10.5  S/K ey 

S/key 是基于单向 hash 功能的一次性口令管理方式 FreeBSD 为了考虑兼容性 使用了 M D4 
hash 函数 但其他系统则使用 M D5 和 DES-M A C 从 1.1.5 版开始 S/key已经成为 FreeBSD 的基
本系统 同时也广泛应用于其他操作系统 S/key是 Bell Com m unications R esearch Inc的注册商标  

下面将讨论三种不同的口令形式 第一种是通常使用的 Unix风格或 Kerberos口令 我们把它
叫作“U nix password” 第二种是由 S/key程序或 OPIE opiekey程序产生 然后被 keyinit或 opiepasswd
程序和登录命令接受的一次性口令 我们把它叫作 one-tim e password 最后一种口令是由专门
的口令生成程序 key/opiekey 有时是 keyinit/opiepasswd 程序 生成的一次性口令 我们把它叫作
secret password 或只是 password  
秘密口令并不是与 Unix password 没有一点关系 它们也可能是一样的 但并不推荐这样使用

S/key和 OPIE 秘密口令不像 Unix口令需要限制在 8位以内 它们可能会更长 一般都使用 6到 7
位的长度 另外 S/key或 OPIE 系统操作完全独立于 Unix password 系统  

除了口令 对于 S/key和 O PIE 有两个数据很重要 一个是以“seed”或“key”出名 包含两个字
母和五个数字 其他的被叫作一次性口令的序列号“iteration count” 在 1到 100 之间 S/key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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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种子 seed 和秘密口令来生成一次性口令 然后通过反复计算多次应用 M D4 hash 再把结
果变成六个英文字母 这六个英文字母就是你的一次性口令 如果用户提供的口令的 hash 值与先
前的口令相一致 用户就通过了认证 在每个成功的登录用户和登录程序保持同步之后 计算的
次数就不断减少 当序列号的降到 1时 S/key和 OPIE 必须被重新初始化  

有四个程序被包含在 S/key 系统中 下面将会谈到 口令程序接受一个序列号 一个种子和
一个秘密口令 然后产生一个一次性口令 keyinit和 opiepasswd 程序被用来初始化 S/key和 OPIE
然后改变口令 序列号或种子 它不是接受一个秘密口令 就是一个序列号 种子和一次性口令
keyinfo和 opieinfo程序会检查文件 然后打印出被调用的当前序列号和种子 最后 login 和 su 程
序包含了用于认证 S/key一次性口令的必须的逻辑性 login 程序也可以不使用 Unix口令  

我们将讲述四种不同的操作 第一种是通过一个安全连接使用 keyinit或 opiepasswd 程序来设
置一次性口令 或改变你的口令或种子 第二种操作是通过一个不安全的连接使用 keyinit来与 key
相关联 或通过一个安全的连接使用 opiepasswd 与 opiekey相关联 第三种是通过一个不安全的连
接使用 key/opiekey来登录 第四种是使用 key或 opiekey产生许多可以被记录或打印出来的 key  

10.5.1  安全连接的初始化 

首先是当通过一个安全连接登录时 初始化 S/key 改变你的口令 或改变你的种子 当你自
己登录时 使用不带任何参数的 keyinit程序  
 

    % keyinit
    Adding unfurl:

    Reminder - Only use this method if you are directly connected.

    If you are using telnet or rlogin exit with no password and use keyinit -s.

    Enter secret password:

    Again secret password: 

    ID unfurl s/key is 99 to17757

    DEFY CLUB PRO NASH LACE SOFT
 

对于 OPIE 则使用 opiepasswd  
 

% opiepasswd -c

 [grimreaper] ~ $ opiepasswd -f -c

Adding unfurl:

Only use this method from the console; NEVER from remote. If you are using

telnet, xterm, or a dial-in, type ^C now or exit with no password.

Then run opiepasswd without the -c parameter.

Using MD5 to compute responses.

Enter new secret pass phrase:

Again new secret pass phrase:

ID unfurl OTP key is 499 to4268

MOS MALL GOAT ARM AVID COED
 

当 Enter new secret pass phrase 或 Enter Secret password 提示语出现时 你必须键入一个口令
或短语 记住 这不是你用来登录的口令 它只是用来产生一次性登录口令 ID 行给出了你特定
的 S/key实例的参数 你的登录名 序列号和种子 当用 S/key登录系统时 系统将记住这些参数
然后把它们返回给你 所以你不必记住它们 最后一行给出了与那些参数和你的秘密口令相一致
的特定的一次性口令 如果你需要立刻重新登录 这个一次性口令就是要使用的  

10.5.2  不安全连接情况下的初始化 

通过一个不安全的连接来初始化 S/key 或改变你的秘密口令 需要已经有连接到可以运行口
令程序的地方的安全连接 这可以是 M acintosh 上桌面访问的方式 或是你信任的机器上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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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ell命令 你同时必须指定一个序列号 通常是 100 你可以使用自己的种子 或使用一个随机
产生的值 在一个不安全的连接上 可以使用 keyinit -s命令  
 

    % keyinit -s
    Updating unfurl:

    Old key: to17758

    Reminder you need the 6 English words from the key command.

    Enter sequence count from 1 to 9999: 100

    Enter new key [default to17759]: 

    s/key 100 to 17759

    s/key access pass word:

    s/key access password:CURE MIKE BANE HIM RACY GORE
 

对于 OPIE 使用 opiepasswd: 
 

 % opiepasswd
 

    Updating unfurl:

    You need the response from an OTP generator.

    Old secret pass phrase:

             otp-md5 498 to4268 ext

             Response: GAME GAG WELT OUT DOWN CHAT

    New secret pass phrase:

             otp-md5 499 to4269

             Response: LINE PAP MILK NELL BUOY TROY
 

    ID mark OTP key is 499 gr4269

    LINE PAP MILK NELL BUOY TROY
 

要接受默认的种子 键入 return 然后键入一个访问口令 转移到你的安全连接或 S/key桌面
程序 给它指定一样的参数  

 
    % key 100 to17759
    Reminder - Do not use this program while logged in via telnet or rlogin.

    Enter secret password: <secret password>
    CURE MIKE BANE HIM RACY GORE

 

或对于 OPIE  
 

    % opiekey 498 to4268
    Using the MD5 algorithm to compute response.

    Reminder: Don’t use opiekey from telnet or dial-in sessions.

Enter secret pass phrase:

GAME GAG WELT OUT DOWN CHAT
 

现在 切换到不安全的连接 拷贝产生的一次性口令到相关的程序  

10.5.3  产生一个一次性口令 

一旦初始化了 S/key 当你登录时 会看到下面的命令行  
 

    % telnet example.com
    Trying 10.0.0.1...

    Connected to example.com

    Escape character is '^]'.

    FreeBSD/i386 (example.com) (ttypa)

    login: <username>
    s/key 97 fw13894

    Password:
 



FreeBSD  H andbook 第二版 中文版 

156 

或对于 OPIE  
 

    % telnet example.com
    Trying 10.0.0.1...

    Connected to example.com

    Escape character is ’^]’.
 

    FreeBSD/i386 (example.com) (ttypa)

    login: <username>
    otp-md5 498 gr4269 ext

    Password:
 

另外 S/key和 OPIE 有一个很有用的特性 如果你在口令提示行键入 return 键 登录程序将
会把键入的口令显示出来 所以你可以看到你键入的口令 如果你试图手工键入一个 S/key 这个
非常有用 如果这台机器被配置成通过一个来自源机器的连接不接受 UNIX 口令 命令行也将包
括提示 S/key必须 指出只有 s/key一次性口令将被接受  

基于这点 你必须产生你自己的一次性口令来回答这个登录命令 这必须在一个可以运行口
令命令的可信任的系统上作 口令程序既需要序列号和种子 也需要命令行选项 你可以从你登
录的机器的命令行剪切和粘贴这些选项  

在可信任的系统上  
 

    % key 97 fw13894
    Reminder - Do not use this program while logged in via telnet or rlogin.

    Enter secret password: 

    WELD LIP ACTS ENDS ME HAAG
 

对于 OPIE  
 

    % opiekey 498 to4268
    Using the MD5 algorithm to compute response.

    Reminder: Don’t use opiekey from telnet or dial-in sessions.

Enter secret pass phrase:

GAME GAG WELT OUT DOWN CHAT
 

现在 你已经有了可以继续登录的一次性口令  
 

    login: <username>
    s/key 97 fw13894

    Password: <return to enable echo>
    s/key 97 fw13894

    Password [echo on]: WELD LIP ACTS ENDS ME HAAG

  Last login: Tue Mar 21 11:56:41 from 10.0.0.2 ...
 

10.5.4  产生多个一次性口令 

有时 你会来到你不能访问一个可信任的机器或安全连接的地方 在这个例子中 可以使用
key命令来产生许多一次性口令 例如  
 

    % key -n 5 30 zz99999
    Reminder - Do not use this program while logged in via telnet or rlogin.

    Enter secret password: <secret password>
    26: SODA RUDE LEA LIND BUDD SILT 

    27: JILT SPY DUTY GLOW COWL ROT

    28: THEM OW COLA RUNT BONG SCOT

    29: COT MASH BARR BRIM NAN FLAG

    30: CAN KNEE CAST NAME FOLK BILK
 

-n 5 按顺序请求 5个密匙 30 指定了最后的反复计算的号码是什么 注意这些将按与实际相
反的顺序打印出来 如果你是一个偏执狂 你可以手工写下这些结果 否则你可以打印出来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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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 每一行都显示了重复计算数和一次性的口令  

10.5.5  限制 U nix 口令的使用 

这种限制可能是基于主机名 用户名 终端端口或登录时的 IP 地址 这些限制可以在配置文
件/etc/skey.access中找到 skey.access的联机手册中有这个文件的完整格式和细节  

如果没有/etc/skey.access文件 这是 FreeBSD 默认的 那所有的用户将被允许使用 Unix口令
如果文件存在 那所有的用户将被要求使用 s/key 除非有其他的配置选项设置用户的认证方式
在所有的例子中 Unix口令是允许用在控制台的  

这里是一个配置文件的例子 下面列举三种普通使用的配置例子  
 

    permit Internet 192.168.0.0 255.255.0.0

    permit user fnord

    permit port ttyd0
 

第一行允许 IP 源地址与指定的值和掩码相配的用户使用 Unix 口令登录 这不应当被认为是
一种安全的机制 但应当提醒那些使用不安全连接的网络用户必须使用 s/key验证  

第二行允许指定用户名在任何时候使用 Unix 口令 在这个例子中是用户 fnord 一般来讲
那些不能使用口令程序的人或不可教育的人使用这种方法  

第三行允许所有的通过指定的终端登录的用户使用 Unix口令,ttyd0 将被用在拨号中  

10.6  K erberos 

Kerberos是一个网络附加系统/协议 它可以允许用户通过一个安全服务器的服务来验证他们
自己 像远程登录 远程拷贝 系统间的相互文件拷贝和其他高风险任务的服务将变得相当安全
和可控制  

下面的文章将用来指导你如何为 FreeBSD 设置 Kerberos 你也可以参考相关的联机手册了解
更详细的说明  

10.6.1  安装 K erberos 

K erberos是 FreeBSD 系统中的可选组件 安装这个软件的最容易的方法是在安装 FreeBSD 时
选中 krb4 或 krb5 组件 在 FreeBSD 中 Kerberos不是来自最初的 4.4BSD -Lite 而是 eBones  那
些 USA /Canada以外的地区受到美国加密代码出口限制的国家就可以使用它  

另外  M IT 的 Kerberos组件可以在 ports collection 的/security/krb5 中找到  

10.6.2  创建最初的数据库 

这只能在 Kerberos服务器上来做 首先确定你没有旧的 Kerberos数据库 到/etc/kerberosIV 的
目录然后只检查下面的文件  
 

    # cd /etc/kerberosIV
    # ls
    README      krb.conf        krb.realms

 

如果任何其他文件(如 principal.* 或 m aster_key)存在 那要使用 kdb_destroy 命令删除旧的
Kerberos数据库 或者如果 Kerberos服务没有运行 只要删除其他的文件  

你现在必须编辑 krb.conf和 krb.realm s文件来定义你的 Kerberos规则 在这个例子中 资源是
GRO N D A R .ZA 服务器是 grunt.grondar.za 可以编辑或创建 krb.conf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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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cat krb.conf
EXAMPLE.COM

EXAMPLE.COM grunt.example.com admin server

    CS.BERKELEY.EDU okeeffe.berkeley.edu

    ATHENA.MIT.EDU kerberos.mit.edu

    ATHENA.MIT.EDU kerberos-1.mit.edu

    ATHENA.MIT.EDU kerberos-2.mit.edu

    ATHENA.MIT.EDU kerberos-3.mit.edu

    LCS.MIT.EDU kerberos.lcs.mit.edu

    TELECOM.MIT.EDU bitsy.mit.edu

    ARC.NASA.GOV trident.arc.nasa.gov
 

在这个例子中 其他的资源列表不必写在这里 它们在这儿作为一个机器如何应用多种规则
的例子 你最好不要照着复制这个资源记录  

第一行命名了这个系统工作的资源 其他行包含了规则/主机的记录 每行的第一项就是一个
规则 第二个是充当一个“key distribution center”的规则中的一台主机 接在一个主机名后面的
adm in server 意味着主机也要提供一个管理数据库服务器 更多信息可以参考 Kerberos的联机
手册  

现在添加 grunt.grondar.za到 GR O N D A R .ZA 资源中 然后添加一个记录把所有在.grondar.za域
中的主机也放在这个资源中 krb.realm s文件内容如下  
 

    # cat krb.realms
    grunt.example.com EXAMPLE.COM

    .example.com EXAMPLE.COM

    .berkeley.edu CS.BERKELEY.EDU

    .MIT.EDU ATHENA.MIT.EDU

    .mit.edu ATHENA.MIT.EDU
 

其他项目出现在这儿是作为一个例子来指出一台机器如何可以知道多个资源 你也可以简单
地把它们删除  

第一行把指定的系统放在已命名的资源中 其他行显示了如何把一个特殊子域的系统默认放
在一个命名的资源中  

现在我们已经准备创建数据库 这将需要运行 Kerberos服务器 或密匙发布中心 执行命令
kdb_init  
 

    # kdb_init
    Realm name [default  ATHENA.MIT.EDU ]: EXAMPLE.COM
    You will be prompted for the database Master Password.

    It is important that you NOT FORGET this password.

    Enter Kerberos master key:
 

现在我们必须保存密匙 以便本地机器的服务能够得到它 使用 kstash 命令  
 

    # kstash

    Enter Kerberos master key:

    Current Kerberos master key version is 1.

    Master key entered. BEWARE!
 

这将把加密过的主口令保存在/etc/kerberosIV /m aster_key  

10.6.3  使它完全运行 

有两个重要的项目需要被添加到 Kerberos 每个系统的数据库中 它们的名称是 kpasswd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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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cm d 这些程序允许其他系统改变 Kerberos的口令和运行 rcp rlogin rsh 等命令  
现在 让我们添加这些记录  

 

    # kdb_edit
    Opening database...

    Enter Kerberos master key:

Current Kerberos master key version is 1.

    Master key entered.  BEWARE!

    Previous or default values are in [brackets] 

    enter return to leave the same  or new value.

    Principal name: passwd
    Instance: grunt

    <Not found>  Create [y] ? y

    Principal: passwd  Instance: grunt  kdc_key_ver: 1

    New Password: <---- enter RANDOM here

    Verifying password

    New Password: <---- enter RANDOM here

Random password [y] ? y

    Principal's new key version = 1

    Expiration date (enter yyyy-mm-dd) [ 2000-01-01 ] ?

    Max ticket lifetime (*5 minutes) [ 255 ] ?

    Attributes [ 0 ] ?

    Edit O.K.

    Principal name: rcmd
    Instance: grunt

    <Not found>  Create [y] ?

    Principal: rcmd  Instance: grunt  kdc_key_ver: 1

    New Password: <---- enter RANDOM here

    Verifying password

    New Password: <---- enter RANDOM here

    Random password [y] ?

    Principal s new key version = 1

    Expiration date (enter yyyy-mm-dd) [ 2000-01-01 ] ?

    Max ticket lifetime (*5 minutes) [ 255 ] ?

    Attributes [ 0 ] ?

    Edit O.K.

    Principal name: <---- null entry here will cause an exit
 

10.6.4  创建服务器文件 

我们现在必须分离出所有的给每个机器定义的服务 这将使用 ext_srvtab 命令创建一个文件
它必须通过安全方式被拷贝或移动到每个 Kerberos客户端的/etc/kerberosIV 目录 这个文件必须在
每个服务器和客户机上出现 因为这对 Kerberos的操作很重要  
 

    # ext_srvtab gru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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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nter Kerberos master key:

    Current Kerberos master key version is 1.

    Master key entered. BEWARE!

    Generating ‘grunt-new-srvtab’....
 

现在 这个命令只产生一个临时文件 它必须被重命名为 srvtab 以便所有的服务可以认出
它 使用 m v命令把它改为最初的名字  
 

    # mv grunt-new-srvtab srvtab
 

如果文件是针对客户系统的 那通过网络可能就会不安全 拷贝 client-new-srvtab 到可移动
式设备上 然后通过安全的物理方式进行传送 确信在客户机的/etc/kerberosIV 目录中把它重命名
为 srvtab 确定它的文件属性是 m ode 600  
 

# mv grumble-new-srvtab srvtab
    # chmod 600 srvtab

 

10.6.5  操作数据库 

现在添加一些用户记录到数据库 首先 让我们为用户 jane创建一个记录 使用 kdb_edit命
令来完成  
 

    # kdb_edit
    Opening database...

    Enter Kerberos master key:

    Current Kerberos master key version is 1.

 Master key entered.  BEWARE!

    Previous or default values are in [brackets] 

    enter return to leave the same  or new value.

    Principal name: jane
    Instance:

    <Not found>  Create [y] ? y

    Principal: jane  Instance:  kdc_key_ver: 1

    New Password: <---- enter a secure password here

    Verifying password

    New Password: <---- re-enter the password here

    Principal s new key version = 1

    Expiration date (enter yyyy-mm-dd) [ 2000-01-01 ] ?

    Max ticket lifetime (*5 minutes) [ 255 ] ?

    Attributes [ 0 ] ?

    Edit O.K.

    Principal name: <---- null entry here will cause an exit
 

10.6.6  测试系统 

首先必须启动 Kerberos 守护程序 注意如果正确地编辑你的/etc/rc.conf文件 那这将在你重
启系统的时候自动进行 这个步骤只有在 Kerberos 服务器上是必须的 Kerberos 客户机将从
/etc/kerberosIV 目录自动获得它们所需要的信息  
 

    # kerbero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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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erberos server starting

    Sleep forever on error

    Log file is /var/log/kerberos.log

    Current Kerberos master key version is 1.

    Master key entered. BEWARE!

    Current Kerberos master key version is 1

    Local realm: EXAMPLE.COM

    # kadmind -n &
    KADM Server KADM0.0A initializing

    Please do not use kill -9  to kill this job  use a

    regular kill instead

    Current Kerberos master key version is 1.

    Master key entered.  BEWARE!
 

现在 我们可以使用命令 kinit得到一个 id 为 jane的“入场券”  
 

    % kinit jane
    MIT Project Athena (grunt.example.com)

    Kerberos Initialization for "jane"

    Password:
 

下面使用 klist设法列出记号  
 

    % klist
    Ticket file:    /tmp/tkt245

    Principal:      jane@EXAMPLE.COM

Issued           Expires          Principal

    Apr 30 11:23:22  Apr 30 19:23:22  krbtgt.EXAMPLE.COM
 

现在 如果 kpasswd 程序可以得到数据库的验证 可以使用 passwd 来检查正在修改的口令  
 

    % passwd
    realm EXAMPLE.COM

    Old password for jane:

   New Password for jane:

    Verifying password

    New Password for jane:

    Password changed.
 

10.6.7  添加 su 特权 

Kerberos允许给每个需要 root权限的用户独立的 su 口令 我们现在可以添加一个被用来验证
su 到 root的 id 使用 kdb_edit 我们可以在 Kerberos数据库中创建一个记录 jane.root记录  
 

    # kdb_edit
    Opening database...

    Enter Kerberos master key:

    Current Kerberos master key version is 1.

    Master key entered.  BEWARE!

    Previous or default values are in [brackets] 

    enter return to leave the same  or new value.

    Principal name: jane
    Instance: ro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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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t found>  Create [y] ? y

    Principal: jane  Instance: root  kdc_key_ver: 1

    New Password: <---- enter a SECURE password here

    Verifying password

    New Password: <---- re-enter the password here

    Principal s new key version = 1

    Expiration date (enter yyyy-mm-dd) [ 2000-01-01 ] ?

    Max ticket lifetime (*5 minutes) [ 255 ] ? 12 <---- Keep this short!
    Attributes [ 0 ] ?

    Edit O.K.

    Principal name:      <---- null entry here will cause an exit
 

现在设法获得一些记号来确定它在做什么  
 

    # kinit jane.root
    MIT Project Athena (grunt.example.com)

    Kerberos Initialization for "jane.root"

    Password:
 

现在 我们必须添加用户到 root的.klogin 文件  
 

    # cat /root/.klogin
    jane.root@EXAMPLE.COM

 

现在设法执行 su  
 

    % su

    Password:
 

看看我们有些什么符号  
 

    # klist

    Ticket file:    /tmp/tkt_root_245

    Principal:      jane.root@EXAMPLE.COM

Issued           Expires          Principal

    May  2 20:43:12  May  3 04:43:12  krbtgt.EXAMPLE.COM
 

10.6.8  使用其他命令 

在前一个例子中 我们创建了一个叫作 jane的用户作为 root实例 这里就以这个用户为例
这是 Kerberos 默认的 如果以形式<usernam e>.root 的<principal>.<instance>作为一条记录出现
在.klogin 文件中 将允许<usernam e> su 到 root  

    # cat /root/.klogin
    jane.root@EXAMPLE.COM

同样的 如果一个用户已在它们自己的 hom e目录行中  
    % cat ~/.klogin
    jane@EXAMPLE.COM

    jack@EXAMPLE.COM

这允许在 GRO N D A R .ZA 中的已通过 jane 或 jack 验证的任何人通过 rlogin rsh 或 rcp 访问并
登录到 jane的在这个系统上的帐户或文件  

例如 jane现在登录进另一个系统 使用 Kerberos  
 

    % kinit
    MIT Project Athena (grunt.example.com)

    Passw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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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rlogin grunt
    Last login: Mon May  1 21:14:47 from grumble

    Copyright (c) 1980  1983  1986  1988  1990  1991  1993  1994

             The Regents of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ll rights reserved.

    FreeBSD BUILT-19950429 (GR386) #0: Sat Apr 29 17:50:09 SAT 1995
 

或者 jack 登录进在同一机器上的 jane帐户  
 

    % kinit
    % rlogin grunt -l jane
    MIT Project Athena (grunt.example.com)

    Password:

    Last login: Mon May  1 21:16:55 from grumble

    Copyright (c) 1980  1983  1986  1988  1990  1991  1993  1994

             The Regents of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ll rights reserved.

    FreeBSD BUILT-19950429 (GR386) #0: Sat Apr 29 17:50:09 SAT 1995
 

10.7  防 火 墙 

防火墙是引起了大家越来越多的兴趣 它能够提高私有网络的安全性 这节将介绍防火墙是
什么 如何使用它们和如何使用 FreeBSD 提供的工具来实现它们  
 

人们经常认为在内部网络与外部网络之间建立一个防火墙能够解决所有的安

全问题 但是一个糟糕的防火墙设置要比没有防火墙可能更加危险 一个防火墙可以为

你的系统增加另一个安全层 但它不可能完全阻止一些高手侵入你的系统 如果你觉得

防火墙能够完全阻止入侵者的入侵而放松了安全设置 那可能会让入侵者侵入系统变得

更加容易
 

10.7.1  什么是防火墙 

今天经常使用的防火墙主要有两种类型 第一种类型是叫作数据包过滤路由 packet filtering 
router 它主要是通过设置一定的规则来转发或阻止数据包的传输 第二种是代理服务器 proxy 
server 依靠守护程序来提供验证 然后转发数据包  

有时有些站点同时使用两种类型的防火墙 以至只有某台机器(如 bastion host)才能被允许发送
数据包到内部网络 代理服务运行在 bastion host上 通常它要比普通的验证机制安全  

FreeBSD 有一个内核数据包过滤程序(IPFW ) 在这节的余下部分将详细讲到 但由于有很多
的第三方的代理服务器可以使用 所以这篇文档中无法一一介绍代理服务器  

路由器是负责在网络之间转发数据的机器 一个数据包过滤路由器在它的内核中有额外一部
分代码 它们在决定数据包是被转发还是被阻止之前 会根据给出的规则比较每个数据包 绝大
多数现代的 IP 路由软件都有数据包过滤代码 要启用这些过滤器 你必须定义一些过滤器的规则
以便它能决定数据包被允许转发或阻止转发  

过滤代码会检查所设定的匹配一个数据包头部内容的规则来决定这个数据包是否被通过 一
旦一个匹配找到了 这个规则动作就启用了 这个规则可能会要求丢弃数据包 转发数据包 或
是发送一个 ICM P 信息给这个数据包的发送者 按顺序匹配的时候 只有匹配的第一个规则起作
用 因此 这些规则的列表可以被看作是规则链  

数据包匹配标准的变化依赖于使用的软件 但通常可以指定数据包的源 IP 地址 目标 IP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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址 源端口号 目标端口号 或是数据包类型(UD P TCP ICM P 等)的规则  

代理服务器是把普通系统守护程序(���#��	 ��	等)用作特殊服务的机器 这些服务器被叫作
proxy servers 可以在防火墙主机上运行一个代理 telnet服务器 人们可以从外部 telnet进入你的
防火墙 通过一些验证机制 然后获得访问内部网络的权利  

代理服务器通常要比普通的服务器更安全 它可以提供更广泛的验证机制 包括“one-shot”

口令系统 所以即使有人设法寻找了你使用的口令 他们也不能使用它获得访问你的系统的权利
因为口令会立即失效 由于它们不能给用户访问主机的权利 所以使得在系统上安装后门变得困
难得多  

代理服务器有很多种限制访问的方法 可以设置只有某个主机获得访问服务器的权利 或者
限制哪个用户可以跟哪个机器交谈 另外 提供的代理服务取决于代理服务器软件能提供的功能  

10.7.2  IPFW 允许你做些什么 

IPFW 是 FreeBSD 提供的软件 它是一个位于内核中的数据包过滤和审计系统 有一个用户
级的控制工具 ipfw 它们允许你定义和查询内核正在使用的规则  
IPFW 有两个相关的部分 防火墙的部分允许你执行数据包过滤 IP 审计部分允许你追踪路由器

的使用情况 比如查看路由器从某个机器得到了多少的传输量 或有多少的W W W 数据被转发  
IPIW 的设计同样可以使用在没有启动路由转发的机器上 放在输入与输出的连接之间执行数

据包过滤 这是 IPFW 一个比较特殊的用法 不过使用同样的命令和技术  

10.7.3  在 FreeB SD 上启用 IPFW  

由于 IPFW 的主要部分被捆绑在内核中 你必须要在内核配置文件中添加一个或多个选项
这取决于要使用哪个工具 然后重新编译内核  

与 IPFW 相关的有三个内核配置选项  
 

options IPFIREWALL 
 

将数据包过滤编译进内核  
 

options IPFIREWALL_VERBOSE 
 

通过 syslogd 启用记录数据包的日志 没有这个选项 即使指定 数据包也不在过滤规则中被
记录进日志  

options IPFIREWALL_VERBOSE_LIMIT=10 

限制通过 syslogd 数据包日志的记录数量 可以使用这个选项记录防火墙的活动 但不会因为
syslog 记录活动太多导致拒绝服务式攻击 当一个规则链记录到达指定的受限制的数据包时 会
自动关闭通过 syslog进行日志记录 要继续进行记录日志 必须使用 ipfw 工具刷新相关的记数器  
 

    # ipfw zero 4500
 

4500 是你希望继续日志的规则链记录  
 

先前的FreeBSD 版本包含了IPFIR EW A LL_A C C T选项 最近的发布版本已经自

动集成了这个选项  
 

10.7.4  配置 IPFW  

IPFW 的配置可以通过使用 ipfw 工具来完成 这个命令的语法看起来很复杂 但一旦理解了
它的结构就会变得很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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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这个工具可以使用四种不同的命令 addition/deletion listing flushing 和 clearing
A ddition/deletion 用来建立控制数据包如何被接受 拒绝和日志的控制规则 Listing用来检查规则
设置的内容和数据包记数器 Flushing用来删除所有规则链的记录 Clearing用来对一个或多个记
数记录进行清零  

这种形式的命令语法是  
ipfw [-N ] com m and [index] action [log] protocol addresses [options] 
当使用这种形式的命令时 使用下面的标记  
-N   
    可以在输出中解析地址的域名和端口的名称  
给出的命令可以被缩短到最短的形式 正确的命令是这样的  
add  
    添加一个记录到 firewall/accounting规则列表 
delete  
    从 firewall/accounting规则列表中删除一个记录 
先前使用的 IPFW 分离 firewall和 accounting记录 现在的版本在每个防火墙记录上提供数据

包的 accounting功能  
如果提供一个索引值 它会被放置在数据链中的一个指定点的记录位置 否则 记录会被放

置在超过上次数据链记录的索引值 100 的数据链的结尾 这不包括默认的策略 rule 65535 deny  
如果内核编译进 IPFIR EW A LL_V ER BO SE 日志选项会把匹配规则输出到系统控制台  
有效的动作是  
reject  
    丢弃数据包 然后向源地址发送一个主机或端口无法到达 ICM P 数据包  
allow  
    通过数据包 别名 pass 和 accept  
deny  
    丢弃数据包 数据源没有得到 ICM P 消息的通报  
count  
    更新数据包记数器 但不对这个数据包采取允许或丢弃的动作 会继续对下一个数据链

记录进行搜索  
每个动作可以通过加上一个简短明确的前缀来代表  
可以被指定的协议是  
all  
    匹配所有的 IP 数据包 
icm p  
    匹配 ICM P 数据包 
tcp  
    匹配 TCP 数据包 
udp  
    匹配 UDP 数据包 
地址的规则  
address/m ask [port] to address/m ask [port] [via interface] 
你可以只指定与支持端口的协议相关联的端口(UD P 和 TC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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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a是可选择的 可以指定一个本地 IP 接口的 IP 地址或域名 或是一个与通过这个接口的数
据包匹配的接口名 如 ed0 接口单位数目可以用一个可选择的通配符来表示 例如 ppp*将
匹配所有内核 PPP 接口  

指定一个 address/m ask 的语法  
 

address
 

或  
 

address/mask-bits
 

或 
 

address:mask-pattern
 

一个有效的主机名可以被指定用来代替 IP 地址 m ask-bits 是一个十进制的数 可以用来表
示地址将被设置成多少位 例如 指定 192.216.222.1/24 将创建一个允许与在 C 类子网中所有的
地址相匹配的地址范围 在这个例子中是 192.216.222 m ask-pattern 是一个将与给定的地址相逻
辑与后表示的 IP 地址 关键字 any 可以被用来指定“任何 IP 地址”  

指定将被阻止的端口号码  
port [ port [ port [...]]]

指定一个简单的端口或端口列表  
port-port

指定一个端口范围 你也可以结合一个简单的范围列表 但范围列表必须先指定  
可用的选项有  
frag  
    匹配数据报中第二个分片  
in  
    匹配进入方向的数据包 
out  
    匹配发出方向的数据包 
ipoptions spec  
    匹配 IP 头包含用逗号分割的用 spec指定的选项列表 IP 选项的支持列表是 ssrr (严格

源路由) lsrr (宽松源路由) rr (记录数据包路由路径)和 ts (记录时间标记)  
established  
    匹配已经建立 TCP 连接的后续数据包 你可以通过在数据链中通过放置一个建立的规则

来调整防火墙的性能  
setup  
    匹配试图建立一个 TCP 连接的数据包  
tcpflags flags  
    匹配 TCP 头中包含用逗号分割的 flags标记 支持的标记是 fin syn rst psh ack 和 urg  
icm ptypes types  
    匹配在 types列表中出现的 ICM P 类型 列表可以用一个以逗号隔开的联合或分离的排列

形式 通常使用的 ICM P 类型是 0 echo reply (ping reply) 3 destination unreachable  5 redirect 8 
echo request (ping request)和 11 tim e exceeded 

这种命令的语法是  
ipfw [-a] [-t] [-N]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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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使用这种命令时 有三种有效的标记  
-a  
    当列条目时 显示计数器的值 这个选项是唯一可以看到计数器值的方法  
-t  
    显示每个数据链记录的最后匹配次数 次数列表与用 ipfw 工具输入的语法是不兼容的  
-N   
试图解析给定的地址和服务名称  

语法是  
ipfw ����� 
这将把防火墙链中的所有记录都删除 除了内核中指定的固定的默认策略 索引 65535 小

心使用清空规则的命令 默认的阻止策略将迫使你的系统断开网络 直到允许记录被添加到链中  

刷新一个或多个数据包记数器的方法  
ipfw zero [index]

当不带索引值选项使用时 所有的数据包计数器将被刷新 如果带有一个索引 那刷新操作
将只影响一个指定的数据链记录  

10.7.5  使用 ipfw 命令的例子 

这个命令会阻止所有从主机 evil.crackers.org到主机 nice.people.org的 telnet端口的数据包  
 

# ipfw add deny tcp from evil.crackers.org to nice.people.org 23
 

下一个例子会阻止任何从 crackers.org网络 c类地址 到机器 nice.people.org的 TCP 传输 任
何端口 并记录日志  
 

    # ipfw add deny log tcp from evil.crackers.org/24 to nice.people.org
 

如果你不想让任何人发送 X 会话给你的内部网络 C 类子网中的一个子网 下面的命令将
会作必要的过滤  
 

    # ipfw add deny tcp from any to my.org/28 6000 setup
 

查看规则记录  
 

    # ipfw -a list
 

或使用缩写的形式  
 

    # ipfw -a l
 

也可以查看上次相配的数据链记录  
 

    # ipfw -at l

10.7.6  建立一个包过滤防火墙 
 

下面的建议仅仅是建议 每个防火墙的要求是不同的 我们不能告诉你如何

建立一个符合你特殊要求的防火墙
 

当开始设置防火墙时 除非有一个可测试的设置 可以在一个可控的环境中配置你的防火墙
否则强烈建议使用命令的日志记录功能和在内核中启用日志 这将允许你快速地确定问题所在
以便不需要太久就可以排除故障 即使初始安装已经完成 还是建议记录下阻止包的日志 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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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可能的攻击行为 或根据你的要求修改防火墙的规则  
 

如果你使用accept命令进行日志记录 它可以产生巨大的日志数据 所以巨大

的FT P/http传输产生的日志记录会使系统的性能大大下降 因为在数据包通过之前它会要

求内核做更多的工作 �������将开始使用更多的C PU 时钟进行处理 会有许多额外的日志

被记录到磁盘上 不久就会填满/var/log分区
 

你可以从/etc/rc.conf.local或/etc/rc.conf启用你的防火墙 相关的联机手册会解释如何列出当前
的防火墙配置 如果不使用当前的配置 ipfw 列表将输出当前的规则设置到一个文件 rc.conf 如
果你不使用/etc/rc.conf.local或/etc/rc.conf来启用防火墙 在任何接口被配置之前 确认你的防火墙
被启用是很重要的  

下一个问题是你的防火墙应该做些什么 这主要依赖于你允许谁能从外部访问你的网络和允
许多大程度地访问外部网络 一些常见的规则是  

 阻止所有进入的对 TCP 端口小于 1024 的访问 这是安全服务最敏感的地方 像 finger
SM TP (m ail) 和 telnet  

 阻止所有进入的 UDP 传输 没有多少有用的服务通过 UDP 传输 一般那些有用的 UDP
传输都带来了安全问题 如 Suns R PC 和 NFS 协议 这也是它的缺点 既然 UDP 是一
个无连接协议 阻止进入的 UDP 传输也会阻止对输出 UDP 传输的回应 这可能会对使
用外部 archie 服务的人们带来麻烦 如果你要允许访问 archie 将不得不允许来自端口
191 和 1525 的数据包能够通过防火墙进入内部任意 UD P 端口 #�可能是需要开放的一
个服务 它使用端口 123  

 阻止外部对内部端口 6000 的传输 端口 6000 被用来访问 X11 服务器 可能会带来一个
潜在的安全问题 X11 实际上可以使用以 6000 开始的端口范围 端口的上限取决于你可
以在机器上运行多少个 X 显示程序 RFC 1700 定义的上限是 6063  

 检查内部服务器使用什么服务(如 SQ L server 等) 阻止这些端口的访问可能是一个好主
意 因为它们通常分布于上面指定的 1 1024 的范围之外  
另外可以到下面这个网站去查看一下防火墙配置的列表 http://www.cert.org/tech_tips/ 
packet_ filtering.htm l  

就像上面提到的 这些只是建议和指导原则 guidelines 你必须根据你的具体情况决定使用什
么过滤规则 如果有人侵入了你的网络 我们不承担任何责任 即使你按照了上面提到的方法做了  

10.8  O penSSL 

自 FreeBSD 4.0 以后的版本 OpenSSL 工具包已经成为基本系统的一部分了 就像安全套接字层
v2/v3 (SSLv2/SSLv3)和传输层安全v1(TLSv1)网络安全协议一样 OpenSSL 提供了一个通用的加密库 
然而 包含在openSSL 中的某些加密算法(特别是IDEA)被出口法案加以限制 它不能不受限制地

使用 在 FreeBSD 中 IDEA 被包含在 openSSL 的源代码中 但它在默认情况下没有被编译 如果使
用 需要照着许可条款来操作 在/etc/m ake.conf中启用M AKE_IDEA 然后重新建立整个系统  

今天 RSA 算法被自由使用在美国和其他国家 在过去它是受保护的  

源代码安装 

OpenSSL 是 src-crypto 和 src-secure cvsup collections的一部分 可以查看获得 FreeBSD 附录
A 那节了解更多有关获得和升级 FreeBSD 源代码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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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IPsec 
 

在这节和其他章节中 你会注意到在一些例子后面有一个字符“ D̂ ” 这

代表先按下������键 然后再按下�键 另一个经常用到的是“ Ĉ ” 这代表先按下������

键 然后再按下�键
 

有关在FreeBSD 中的IPSec实现其他H O W T O 细节 请参考

www.daem onnews.org/200101/ipsec-howto.htm l和 http://www.freebsddiary.org/ipsec.php  
IPsec 机制提供了 IP 层与 socket层之间安全的通信方式 这节将介绍如何使用它们 有关实

现的细节 请参考开发人员手册  
当前的 IPsec 实现模式既支持传输模式也支持隧道模式 但隧道模式有一些限制 在

http://www.kam e.net/newsletter/上有比较详细的例子  
为了使用这个功能 必须将下面这些选项编译进内核  
    options          IPSEC              #IP security

    options          IPSEC_ESP         #IP security (crypto; define w/IPSEC)

10.9.1  基于 IPv4 传输模式的示例 

让我们设置一个安全的连接以便在主机 A (10.2.3.4)和主机 B (10.6.7.8)之间配置一个安全的通
道 这儿列出了几个复杂的例子 从主机 A 到主机 B 只有老的 AH 可以被使用 从主机 B 到主
机 A 新的 AH 和新的 ESP 将被结合起来  

现在 我们必须选择一个算法以用来适应“A H ”/“new A H ”/“ESP”/“new ESP” 请参考 setkey的
联机手册了解算法的命名 选择是对 AH 使用 M D 5 对新 AH 用 new-H M A C-SH A 1 对新 ESP 用
带有 8位 IV 的 new-D ES-expIV  

key的长度依赖于每个算法 例如 key的长度对于 M D 5 需要用 16 位 对于 new-H M A C-SH A 1
需要用 20 位 对于 new-D ES-expIV 需要用 8位 现在我们分别选择 M YSECR ETM Y SECR ET
K A M EK A M EK A M EK A M EK A M E PA SSW O R D 作为 key  
现在为每个协议分派一个 SPI(Security Param eter Index) 请注意我们需要为这个安全通道设计

3个 SPI 因为要产生了三个安全 header(一个是从主机 A 到主机 B 两个是从主机 B 到主机 A)
另外 你也要注意 SPI必须要超过或等于 256 我们依次选择 1000 2000 和 3000  

主机 A 主机 B
 

                                    (1)PR O TO =A H  

                                      A LG =M D 5(R FC1826) 

                                      K EY =M Y SECR ETM Y SECR ET 

                                      SPI=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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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机 A 主机 B  
                                  (2.1) 

                                     PR O TO =A H  

                                         A LG =new-H M A C-SH A 1(new A H ) 

                                         K EY =K A M EK A M EK A M EK A M EK A M E 

                                         SPI=2000 

                                  (2.2) 

                                     PR O TO =ESP 

                                         A LG =new-D ES-expIV (new ESP) 

                                            IV  length = 8 

                                         K EY =PA SSW O R D  

                                         SPI=3000 
 

现在 让我们设置安全关联 在主机 A 和 B 上执行 setkey  
 

 # setkey -c

    add 10.2.3.4 10.6.7.8 ah-old  1000 -m transport -A keyed-md5 “MYSECRETMYSECRET” ;

    add 10.6.7.8 10.2.3.4 ah  2000 -m transport -A hmac-sha1 KAMEKAMEKAMEKAMEKAME” ;

add 10.6.7.8 10.2.3.4 esp 3000 -m transport -E des-cbc "PASSWORD" ;

^D
 

事实上 除非定义了安全策略记录 否则 IPsec 通信是不起作用的 在这个例子中 你必须
设置每个主机  

    在主机 A 上  
 

    # setkey -c

    spdadd 10.2.3.4 10.6.7.8 any -P out ipsec

      ah/transport/10.2.3.4-10.6.7.8/require ;

    ̂ D
 

    在主机 B 上  
     

    # setkey -c

    spdadd 10.6.7.8 10.2.3.4 any -P out ipsec

      esp/transport/10.6.7.8-10.2.3.4/require ;

    spdadd 10.6.7.8 10.2.3.4 any -P out ipsec

      ah/transport/10.6.7.8-10.2.3.4/require ;

    ̂ D

主机 A 主机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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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2  用 IPv6 传输模式的示例 

另一个使用 IPv6 的例子  
ESP 传输模式建议使用主机 A 和 B 之间的 TCP 端口 110  

主机 A 主机 B

 
加密算法是 blowfish-cbc 它的 key是“kam ekam e” 验证算法是 hm ac-sha1 它的 key是“this is 

the test key” 在主机 A 上配置  
 

            # setkey -c <<EOF

            spdadd fec0::10[any] fec0::11[110] tcp -P out ipsec

                     esp/transport/fec0::10-fec0::11/use ;

            spdadd fec0::11[110] fec0::10[any] tcp -P in ipsec

                     esp/transport/fec0::11-fec0::10/use ;

            add fec0::10 fec0::11 esp 0x10001

-m transport

-E blowfish-cbc "kamekame"

-A hmac-sha1 "this is the test key" ;

           add fec0::11 fec0::10 esp 0x10002

-m transport

-E blowfish-cbc "kamekame"

-A hmac-sha1 "this is the test key" ;

            EOF
 

在主机 B 上: 
 

    # setkey -c <<EOF

            spdadd fec0::11[110] fec0::10[any] tcp -P out ipsec

                     esp/transport/fec0::11-fec0::10/use ;

            spdadd fec0::10[any] fec0::11[110] tcp -P in ipsec

                     esp/transport/fec0::10-fec0::11/use ;

            add fec0::10 fec0::11 esp 0x10001 -m transport

-E blowfish-cbc "kamekame "

-A hmac-sha1 "this is the test key" ;

            add fec0::11 fec0::10 esp 0x10002 -m transport

-E blowfish-cbc "kamekame"

-A hmac-sha1 "this is the test key" ;

            EOF
 

注意 SP 的方向  

10.9.3  用 IPv4 通道模式的示例 

两个安全网关之间的通道模式 
安全协议是老的 AH 通道模式 由 RFC1826 制定 用 keyed-m d5 作为验证算法 它的 key是

“this is the 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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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关 A
172.196.0.1

网关 B
172.196.0.2

网络 A 网络 B

 
在网关 A 上配置

 

            # setkey -c <<EOF

            spdadd 10.0.1.0/24 10.0.2.0/24 any -P out ipsec

     ah/tunnel/172.16.0.1-172.16.0.2/require ;

            spdadd 10.0.2.0/24 10.0.1.0/24 any -P in ipsec

                     ah/tunnel/172.16.0.2-172.16.0.1/require ;

            add 172.16.0.1 172.16.0.2 ah-old 0x10003 -m any

-A keyed-md5 "this is the test" ;

            add 172.16.0.2 172.16.0.1 ah-old 0x10004 -m any

-A keyed-md5 "this is the test" ;

            EOF
 

如果端口号码范围被忽略 就像上面一样使用“[any]” -m 指定了使用 SA 的模式 “-m  any”

意味着安全协议的模式 你可以为通道和传输模式都使用这个 SA  
在网关 B 上: 

 

            # setkey -c <<EOF

            spdadd 10.0.2.0/24 10.0.1.0/24 any -P out ipsec

                     ah/tunnel/172.16.0.2-172.16.0.1/require ;

            spdadd 10.0.1.0/24 10.0.2.0/24 any -P in ipsec

                     ah/tunnel/172.16.0.1-172.16.0.2/require ;

            add 172.16.0.1 172.16.0.2 ah-old 0x10003 -m any

-A keyed-md5 "this is the test" ;

            add 172.16.0.2 172.16.0.1 ah-old 0x10004 -m any

-A keyed-md5 "this is the test" ;
     

            EOF
 

在两个安全网关之间绑定 SA 包 
在网关 A 和 B 之间必须使用 AH 传输模式和 ESP 通道模式 在这个例子中 先应用 ESP 通道

模式 然后是 AH 传输模式  

网关 A

fec0:0:0:1::1
网关 B

fec0:0:0:2::1

网络 A 网络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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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4  使用 IPv6 的通道模式的示例 

加密算法是 3des-cbc 针对 ESP 的验证算法是 hm ac-sha1 针对 AH 的验证算法是 hm ac-m d5
在网关 A 上配置  
 

            # setkey -c <<EOF

            spdadd fec0:0:0:1::/64 fec0:0:0:2::/64 any -P out ipsec

                     esp/tunnel/fec0:0:0:1::1-fec0:0:0:2::1/require

                     ah/transport/fec0:0:0:1::1-fec0:0:0:2::1/require ;

            spdadd fec0:0:0:2::/64 fec0:0:0:1::/64 any -P in ipsec

 esp/tunnel/fec0:0:0:2::1-fec0:0:0:1::1/require

                     ah/transport/fec0:0:0:2::1-fec0:0:0:1::1/require ;

            add fec0:0:0:1::1 fec0:0:0:2::1 esp 0x10001 -m tunnel

-E 3des-cbc "kamekame12341234kame1234"

-A hmac-sha1 "this is the test key" ;

            add fec0:0:0:1::1 fec0:0:0:2::1 ah 0x10001 -m transport

-A hmac-md5 "this is the test" ;

add fec0:0:0:2::1 fec0:0:0:1::1 esp 0x10001 -m tunnel

-E 3des-cbc "kamekame12341234kame1234"

-A hmac-sha1 "this is the test key" ;

            add fec0:0:0:2::1 fec0:0:0:1::1 ah 0x10001 -m transport

-A hmac-md5 "this is the test" ;

            EOF
 

用不同的结尾来使用 SA 
在主机 A 和网关 A 之间需要使用 ESP 通道模式 加密算法是 cast128-cbc 针对 ESP 的验证

算法是 hm ac-sha1 建议在主机 A 和 B 之间使用 ESP 传输模式 加密算法是 rc5-cbc 针对 ESP
的验证算法是 hm ac-m d5  

主机 A 网关 A 主机 B

 
在主机 A 上配置: 

 

            # setkey -c <<EOF

            spdadd fec0:0:0:1::1[any] fec0:0:0:2::2[80] tcp -P out ipsec

                     esp/transport/fec0:0:0:1::1-fec0:0:0:2::2/use

                     esp/tunnel/fec0:0:0:1::1-fec0:0:0:2::1/require ;

            spdadd fec0:0:0:2::1[80] fec0:0:0:1::1[any] tcp -P in ipsec

                     esp/transport/fec0:0:0:2::2-fec0:0:0:l::1/use

                     esp/tunnel/fec0:0:0:2::1-fec0:0:0:1::1/require ;

            add fec0:0:0:1::1 fec0:0:0:2::2 esp 0x10001

-m transport

-E cast128-cbc "12341234"

-A hmac-sha1 "this is the test key" ;

            add fec0:0:0:1::1 fec0:0:0:2::1 esp 0x10002

-E rc5-cbc "kamek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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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hmac-md5 "this is the test" ;

            add fec0:0:0:2::2 fec0:0:0:1::1 esp 0x10003

-m transport

-E cast128-cbc "12341234"

-A hmac-sha1 "this is the test key" ;

            add fec0:0:0:2::1 fec0:0:0:1::1 esp 0x10004

-E rc5-cbc "kamekame"

-A hmac-md5 "this is the test" ;

      EOF

10.10  O penSSH  

安全 shell是一套用于安全地访问远程机器的网络连接工具 它可以被用来代替 rlogin  rsh
rcp 和 telnet 另外 其他的 TCP/IP 连接也可以通过 ssh 来建立隧道和转发数据 ssh 可以对所有
传输的数据包进行加密以防止被人窃听 网络入侵和攻击  

OpenSSH 是由 OpenBSD 计划维护的 建立在 SSH  v1.2.12 基础之上 并作了最新的错误修补
它也兼容 SSH 协议版本 1和版本 2 自从 FreeBSD 4.0 开始 OpenSSH 已作为基本系统的一部分了  

10.10.1  使用 O penSSH 的优势 

通常 当使用 telnet或 rlogin 时 数据是以明文的形式发送的并没有加密 在客户机和服务器
中间的任何网络检测器都可以从你的会话中偷窃到传输的用户名/口令 OpenSSH 提供了多种验证
和加密的方法来阻止这种事情的发生  

10.10.2  启用 sshd 

确信已将下面这行加入了你的 rc.conf文件  
 

    sshd_enable="YES"
 

这将在下次系统初始化时加载 ssh 程序 或者可以简单地运行 sshd 程序  

10.10.3  SSH  客户机 

Ssh 的工具与 rlogin 工作起来很像  
 

    # ssh user@example.com
    Host key not found from the list of known hosts.

    Are you sure you want to continue connecting (yes/no)? yes
    Host'example.com'added to the list of known hosts.

    user@ example.com's password: *******
 

如果使用 rlogin 或 telnet创建了一个会话 那登录会继续 当客户端连接时 SSH 会利用关键
字指纹系统来验证服务器的真实性 当第一次连接的时候 会提示用户只要键入‘yes’ 以后的登
录会自动检验已保存的指纹关键字 如果保存的指纹与登录时接收的指纹不同 SSH 客户端将发
出警告 指纹被保存在~/.ssh/known_hosts中  

10.10.4  安全拷贝 

Scp 命令与 rcp 工作起来很像 它从一个远程机器上拷贝一个文件或把一个文件拷贝到远程机
器上  
 

    # scp user@example.com:/COPYRIGHT COPYRIGHT
    user@ example.com's passw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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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PYRIGHT                      100% |*****************************|  4735

    00:00

    #
 

既然指纹已被保存在这台主机上 那当使用 scp 时 它将被验证  

10.10.5  配置 

针对 OpenSSH 程序和客户端系统的配置文件放在/etc/ssh 目录中 ssh_config文件配置客户机
系统 sshd_config文件配置守护程序  

10.10.6  ssh-keygen 

Ssh-keygen 可以用来产生 RSA 密匙来验证一个用户以代替使用口令验证  
 

    % ssh-keygen
    Initializing random number generator...

    Generating p:  .++ (distance 66)

    Generating q:  ..............................++ (distance 498)

    Computing the keys...

    Key generation complete.

    Enter file in which to save the key (/home/user/.ssh/identity):

    Enter passphrase:

    Enter the same passphrase again:

    Your identification has been saved in /home/user/.ssh/identity.

    ...
 

Ssh-keygen 将产生一个公共的和私有的密匙对来用于验证 私有密匙保存在~/.ssh/identity中
而公共密匙保存在~/.ssh/identity.pub 中 为了能工作 公共密匙必须放在远程机器的
~/.ssh/authorized_keys中  

这将允许使用密钥验证连接到基于 RSA 验证的远程机器以代替使用口令的方式  
如果使用 ssh-keygen 设置了口令 那用户为了使用私有密匙需要每次都键入这个口令  
一个 SSH v2D SA 密匙可以使用 ssh-keygen -d 命令 或 ssh-keygen -t dsa 在

FreeBSD -CU R R EN T 中 来创建 这将只在 SSH  v2 会话的中创建一个公共/私有 DSA 密匙来使用
公共密匙被存储在~/.ssh/id_dsa.pub 中 而私有密匙被存储在~/.ssh/id_dsa 中 D SA 公共密匙被放
在远程机器的~/.ssh/authorized_keys2 中 ssh-agent和 ssh-add 是用来管理多口令私有密匙的工具  

10.10.7  SSH  通道 

OpenSSH 可以在一个加密的会话中创建一个通道来封装另一个协议 下面的命令告诉 ssh 为
telnet创建一个通道  

    % ssh -2 -N -f -L 5023:localhost:23 user@foo.example.com
    %

-2

迫使 ssh 使用 2.0 版的协议  
-N

不指出命令 而只创建通道 如果忽略了 ssh 将初始化一个普通的会话  
-f

迫使 ssh 在后台运行  
-L

以 localport:rem otehost:rem oteport的形式初始化一个本地通道  
foo.bar.com 是远程或目标 SSH 服务器  
一个 SSH 通道通过在本地的主机和端口上指定一个侦听套接字来工作 它把所有到本地该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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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的连接都通过 SSH 转发到远程机的指定端口上  
在这个例子中 在本机上的端口 5023 被转发至远程机器的端口 23 由于 23 是用于 telnet的

所以这将通过 SSH 通道创建一个安全的 telnet会话  
这可以用来隐藏许多不安全的 TCP 协议如 sm tp pop3 ftp 等  
一个典型的 SSH 通道 

 

    % ssh -2 -N -f -L 5025:localhost:25 user@mailserver.example.com
    user@mailserver.example.com's password: *****

  % telnet localhost 5025
    Trying 127.0.0.1...

    Connected to localhost.

    Escape character is '^]'.

    220 mailserver.example.com ESMTP
 

可以用 ssh-keygen 和额外用户帐户来创建一个无缝的 SSH 通道环境 密匙可以被用来代替键
入口令 通道可以被运行在一个特别的用户帐户上  

���

����

假设在工作环境中 有一个接受来自外面连接的 SSH 服务器 在同一个办公网络中有一个运
行 POP3 的邮件服务器 这个网络或你家里和办公室之间的网络路径可能是不完全信任的 由于
这个原因 你必须用一个安全的方法检查你的 em ail 解决办法是创建一个到你的办公室的 SSH
服务器的 SSH 连接 通过通道连接到邮件服务器  

    % ssh -2 -N -f -L 2110:mail.example.com user@ssh-server.office-example.com

    user@ssh-server.example.com’s password: ******

当通道建立和运行时 你可以指示你的邮件客户端发送 POP3 请求到本地主机端口 2110 这
样一个连接将安全地通过通道转发到 m ail.office-foobar.com  

一些网络管理员会使用非常严格的防火墙规则 不仅过滤进入的连接 而且还过滤出去的连
接 你可能被限定只能用 22 端口来使用 SSH 和 80 端口进行 W eb 冲浪  

你希望访问另一种 也许是与工作不相关的 服务 如 Ogg V orbis的流媒体服务器 如果这
个 Ogg V orbis服务器正运行在 22 或 80 以外的端口 你就无法访问了  

解决办法是创建一个到你网络防火墙以外的一台机器的 SSH 连接 然后使用它与 Ogg V orbis
服务器建立一个通道  

    % ssh -2 -N -f -L 8888:music.example.com:8000 user@unfirewalled.myserver.com

    user@unfirewalled.myserver.com’s password: *******

你的流媒体客户端现在就可以被指向本地主机的 8888 端口 这将被转发到的主机
m usic.foobar.com 的 8000 端口 这样就成功地越过了防火墙  

10.10.8  更进一步的信息 

OpenSSH  http://www.openssh.com  
ssh  scp  ssh-keygen  ssh-agent  ssh-add 
sshd  sftp-server 
有关这些程序的更进一步的信息 请参考它们各自的联机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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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 1111章章  
打打    印印  

 
 

11.1  概  要 

FreeBSD 支持许多种类的打印机 从最老式的 im pact打印机到最新的
激光打印机 都可以通过相关的应用程序提供高质量的打印效果  

也可以通过网络来配置一个 FreeBSD 打印服务器 通过这种功能
FreeBSD 可以从其他的计算机上得到打印任务 包括其他的 FreeBSD 计算
机 W indows和 M acO S 主机 FreeBSD 能够确保每个打印作业都能完成
并能够统计用户和机器的工作状况 以使它们能达到最佳的打印效果
FreeBSD 也能生成“banner”页 来显示谁打印了什么和打印了多少  

读完这章 你将了解到  
  如何配置 FreeBSD 的后台打印 print后台打印系统  
  如何安装打印机的过滤器 处理一些特殊的打印作业 包括转换
打印文件的格式  

  如何在打印输出文件中启用 header或 banner文件  
  如何通过连接到其他计算机的打印机来打印  
  如何直接连接到网络打印机来打印  
  如何管理打印机的限制 包括打印尺寸的大小 以及阻止某些用
户的打印  

  如何记录打印机的统计情况和用户使用打印机的情况  
  如何处理打印机出现的问题  
在阅读这章之前 你应当先了解  
  如何配置和安装一个新的内核 第 9章  

11.2  介  绍 

要在 FreeBSD 下使用打印机 需要设置伯克莱线性后台打印系统 也
叫作 67� 假脱机 spooling 系统 这是 FreeBSD 下控制打印机的标准
这一节将介绍 LPD 假脱机系统 以下将简称为 67�  

如果已经熟悉 67� 或是其他的打印机 spooling系统 你可以先跳到设
置 spooling系统那一节 67� 控制任何有关连接在本机上的打印机的事情
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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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控制本地打印机及网络上其他打印机的访问权限  
  接收用户传送的文件打印 这些打印的要求被称为 jobs  
  利用队列来防止多个用户同时访问同一台打印机  
  在输出时打出 header pages 也称做 banner或 burst pages 这样用户可以在厚厚一打纸张
中找出他们自己所打印的东西  
  为连接在串口上的打印机设置适当的通信参数  
  通过网络将工作送给另一台机器上的 67�  后台打印系统  
  执行特定的过滤器 让你的工作可以兼容于使用不同打印机语言的打印机  
  统计打印机的使用情况  
通过一个配置文件 /etc/printcap 或提供特定的过滤器 可以启用 LPD 系统在不同的打印机

上执行上面全部或部分的功能  

为什么要使用后台打印系统 

如果系统只有自己一个人在用 那么你可能会觉得既不需要权限控制 header pages 也不需
要统计打印机使用情况 为什么还要用后台打印系统 如果可以直接访问打印机 那么你仍然得
使用后台打印系统 这是因为  

  67� 打印工作在后台执行 不需要等待数据传送到打印机  
  67� 可以通过过滤器在你的文件上加上日期/时间等信息 或是转换为特别的文件格式 如
Tex或 DV I格式的文件 使打印机能处理而不需要手动转换  
  很多免费及商业软件所提供的打印功能通常会需要用到系统上的后台打印系统 只要设
置好 spooling系统 将来可以很容易的让其他的程序使用打印机  

11.3  基本设置 

要使用带有 67�  spooling系统的打印机 需要同时设置好打印机硬件和 67� 软件 设置分为
两大部分  

  简单的打印机设置 这一节将告诉你如何连接打印机 告诉 LPD 如何与它通信 打印纯
文本文件到打印机  
  高级打印机设置 这一节将告诉你如何让打印机打出各种不同格式的文件 header pages
通过网络打印 设置访问权限以及统计打印机的使用情况  

简单的打印机设置 

这一节将介绍如何配置打印机硬件和 67� 软件 包括  
  硬件设置 这一节说明如何将打印机接到计算机的端口  
  软件设置 这一节说明如何设置 LPD  后台打印系统的配置文件 /etc/printcap  
如果要设置的是网络打印机 请参考使用网络数据传输接口的打印机这一节  
虽然这一节叫作“简单的打印机设置” 但其实是挺复杂的 让你的打印机可以配合 67�  后台

打印系统是设置工作中最难的一部分 一旦你的打印机可以正常工作了 较高级的功能如打印
header pages和打印机使用情况统计反而比较容易设置  

这一节介绍有哪些方法可以将打印机连到我们的个人计算机上 有哪些通信端口 连接线以
及内核的设置 如果打印机在你使用的计算机上可以通过其他操作系统来打印 你也许可以跳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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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节直接到软件设置那一节  

几乎所有可以和 PC 连接的打印机都能支持下列两种或是其中一种接口  
  串行打印机通过串口和计算机传输数据 串行接口的配备及连接线可以容易的取得及安
装 但是串行接口有时需要较特别的连接线及较复杂的设置  
  并行打印机通过并口和计算机传输数据 并口在市场上很普遍 连接线也很容易找得到
但是不容易自己制作 利用并口连接打印机十分地容易 通常不需要设置额外的通信选项  

并口有时也被称做“Centronics”接口 这是根据打印机上面的接头来命名的  
通常只有使用 PostScript的打印机才需要用到双向传输 PostScript打印机可以说是十分复杂

事实上 PostScript的打印工作常常是由程序将工作送到打印机处理后并不打出来 而是将结果再
传回到计算机 PostScript也使用双向传输将错误传回计算机 比如说 PostScript程序有问题或是
打印机卡纸 机器上的用户可能会需要这些信息 更进一步的 PostScript打印机统计打印情况最
好的方式就是使用双向传输 比如说 你可先询问打印机启动以来一共打过几张 然后送出用户
要打的东西 打完后再询问一共打了几张 由此就可得知要向用户收多少纸张的钱   

用 Centronics 连接线通过并口连接打印机和计算机 打印机的手册和计算机的手册都可以给
你足够的安装说明 记住使用的是计算机的哪个并行口 在 FreeBSD 中 第一个并行口是/dev/lpt0
第二个则是/dev/lpt1 依此类推  

用适当的连接线通过串行口连接打印机和计算机 打印机的手册和计算机的手册都可以给你
足够的安装说明 如果不确定连线是否为“合适的串行口连接线” 你可以试试下面几种不同用途
的线  

  连接调制解调器的线 这种线是一个接脚对一个接脚直接对接的 这种线也叫作
“D TE-to-D CE”连接线  
  N ull-m odem 连接线 大部分是一个接脚对一个接脚直接对接 而有少部分接脚相互交换
如send data和receive data 有少部分接脚则两端都是短接 这种线也叫作“D TE-to-D TE”

连接线  
  并行打印机连接线 某些不常见的打印机需要这种线 这种线类似 null-m odem 连接线
但是有些信号是送到相对应的接脚而不是两端短接  

应当为打印机设置通信参数 通常可以利用打印机上的控制面板或 DIP 开关设置 选择你的
计算机和打印机同时支持的最高传输速率 单位为 bit/s 也称做波特率 选择 7或 8的数据位
无 奇数或偶数的奇偶校验 1或 2停止位 同时也选择流量控制的方式 无 XO N 或 XO FF 也
称作“in-band”或“software” 流量控制 记住你的软件设置也要使用同样的值  

这节说明如何设置 FreeBSD 下的 LPD  spooling系统   
步骤如下  
1 如果需要的话 配置与设置核心 使该连接端口可被打印机使用 内核配置 这一节将

告诉你需要做些什么  
2 如果使用的是并行口 那么得设置并口的通信模式 设置并行端口的通信模式 这一节

有详细的说明  
3 测试操作系统是否可以将数据送给打印机 检查打印机连接状况 这节将给你一些关于

这方面的建议  
4 修改/etc/printcap 以正确设置 67� /etc/printcap 设置文件 一节将告诉你如何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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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系统的内核为了能支持某些设备而需要重新编译 串口和并口就是这些设备之一 如果
你的内核目前并不支持你想用的串口或并口 那么可能需要将它们加入到内核设置并重新编译
如果要检查当前内核目前是否支持串口 可以用这个命令   

# dmesg | grep sioN

其中 N 是串口的编号 从 0开始计算 如果得到的结果类似下面这个样子  
sio2 at 0x3e8-0x3ef irq 5 on isa

sio2: type 16550A

表示内核支持这个通信端口  
如果要检查内核目前是否支持并行口 可以用命令  

# dmesg | grep lptN

其中 N 是并行口的编号 从 0开始计算 如果得到的结果类似 
lpt0 at 0x378-0x37f on isa

表示内核支持这个通信端口   
可能会需要重新设置内核使得操作系统可以辨认并使用你连接打印机的并口或串口  
如果要让内核支持串口 请参考重新编译内核的章节 如果要让你的内核支持并口 请参考

关于重新编译内核的章节以及下一节  

虽然内核已经支持所需的并口或串口 你仍然需要一个程序接口在系统里协助传送和接收数
据 这也是/dev设备文件存在的目的  

为端口添加一个�dev记录  
1 用 su 命令切换成 root  
2 更改当前的目录到/dev下  

# cd /dev

3 输入  
# ./MAKEDEV port

其中 port是想要建立的设备文件名称 如果是第一个并口 可以用 lpt0 如果是第二个并口
可以用 lpt1 依此类推 如果是第一个串口 可以用 ttyd0 如果是第二个串口 可以用 ttyd1 依
此类推  

4 输入  
# ls -l port

以确定是否建立成功  

当决定要用并口时 在 FreeBSD 下需要选择使用中断驱动 interrupt-driven 或是轮询 polled
的方式与打印机沟通  

  中断驱动是 GEN ER IC 内核里默认的方式 如果选择这个方式 操作系统将利用 IRQ 来
判断打印机是否已经准备好接收数据  
  而轮询的方式则是由操作系统一直重复地去询问打印机是否已经准备好可以接收数据
如果打印机已经准备好了 那么内核再将要打印的数据送过去  

中断驱动的方式较快但是要占用一个 IRQ 地址 可以从上面两者任选一个能够正常工作的来
使用 设置通信模式有两种方式 设置内核或是使用 lptcontrol程序  

1 编辑你的内核设置文件 找出或是自行加入 lpt0 这一项 如果你要设置使用第二个并口
那就加入 lpt1 这项 如果是第三个并口就用 lpt2 依此类推  

  如果要设置使用中断驱动模式 那么要指定 irq  
device lpt0 at isa? port? tty irq N vector lptint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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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N 是并口使用的 IRQ 编号  
  如果要用轮询模式 就不要指定 irq  

device lpt0 at isa? port? tty vector lptintr

2 将设置文件保存 重新编译 安装内核并重新启动 可以参考内核配置 第 9章 一章
了解更详细的说明  

用 lptcontrol设置通信模式  
1 输入  

# lptcontrol -i -u N

将 lptN 设置为中断驱动模式  
2 输入  

# lptcontrol -p -u N

将 lptN 设置为轮询模式  
可以把上面的命令加到你的/etc/rc.local 文件里使得每次启动时都可以自动设置 可以查看

lptcontrol的联机手册了解更多有关的信息  

在设置 spooling 系统前 应该先确定操作系统可以成功地将数据送到打印机 将打印机的连
接和 spooling系统分开来测试会比较容易  

你可以送一些文字来测试你的打印机 打印机应该会马上将它们收到的数据打出来 lptest
这个程序会送 96 行每行 96 个 ASCII文字的数据给打印机以协助测试  

使用 PostScript 或是其他语言 的打印机测试起来较复杂 我们得先写一个较小的测试程序
像下面这样  
 

%!PS

100 100 moveto 300 300 lineto stroke

310 310 moveto /Helvetica findfont 12 scalefont setfont

Is this thing working?  show

showpage
 

上面这个小程序是给使用PostScript的打印机用的 不能给H ew lett Packard公司

的PC L语言使用 PC L语言可以让你打印纯文本 同时里面夹杂PC L特别的命令 PostScript

不能直接打印纯文本 因此对于这样的打印机 必需做一些特别的设置  
 

这节将告诉你如何检查 FreeBSD 是否可以使用接在并口上的打印机  
测试并口上的打印机  
1 用 su 命令切换成 root  
2 将数据传送给打印机  
  如果打印机可以直接打印纯文本 请使用 lptest 输入  

# lptest > /dev/lptN

其中 N 是你打印机所连接的并列端口 从 0开始计算  
  如果这个打印机使用 PostScript或其他的打印机语言 那么发送一个小小的测试程序给打
印机 输入  

# cat > /dev/lptN

然后 一行接着一行 小心的把你的命令打进去 因为你按下 ENTER 后 就无法再修改了
当输入完毕后 按 CON TR O L+D 或是其他产生文件结尾字符的按键 或者将你的测试程序放在一
个文件里并输入   

# cat file > /dev/lptN

其中 file就是存储你测试程序的文件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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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应该可以看到有一些东西打出来了 如果打出来的数据看起来不大正确 别担心 我们等
一会儿就修正它们  

这节将告诉你如何检查 FreeBSD 是否可以使用接在串口上的打印机  
测试串口上的打印机  
1 用 su 命令切换成 root  
2 编辑/etc/rem ote这个文件 并加入下列几行  

printer:dv=/dev/port:br#bps-rate:pa=parity

其中 port指的是串行端口的设备记录 ttyd0 ttyd1 等等 bps-rate指的是该串口的传输速度
而 parity是设置打印机是否需要奇偶校验 这个值可以是 even odd none或 zero  

下面这个例子是一台连接在串行端口上 以 19200 bps 传输的 同时不使用奇偶校验的打印
机设置方式  

printer:dv=/dev/ttyd2:br#19200:pa=none

3 用 tip 命令连上打印机 输入  
# tip printer

如果这一步失败的话 再次编辑/etc/rem ote文件同时以/dev/cuaaN 代替/dev/ttydN  
4 将数据传送给打印机  
如果这个打印机可以直接打印纯文本 使用 lptest输入  

% $lptest

如果这个打印机使用 PostScript 或其他的打印机语言 那么发送一个小小的测试程序给打印
机 一行接着一行 非常小心地将程序输入 因为退格键或是其他编辑时常用的按键对打印机可
能有特殊的意义 最后你可能要发送表示文件结尾的字符 让它知道程序结束了 对 PostScript
打印机来说 使用 CON TR O L+D 键  

或者将你的测试程序放在一个文件里并输入  
%>file

其中 file就是存储你测试程序的文件名 用 tip 将这个文件送给打印机后 按下文件结束键  
你应该可以看到有一些东西打出来了 如果打出来的数据看起来不大正确 别担心 我们以

后会修正它们的  

到目前为止 打印机应该已经连接好了 内核应该也设置无误 而且你也可以传送数据给打
印机了 现在开始设置 LPD 来控制打印机  

LPD 的设置文件是/etc/printcap 每当后台打印系统被使用时 LPD  spooling系统就会读这个文
件 所以只要这个文件一被修改 立刻就会生效  

printcap 文件的格式很简单 用你喜欢的编辑器对/etc/printcap 这个文件做一下修改 这个文
件的格式写法和其他的设置文件如/usr/share/m isc/term cap 和/etc/rem ote是相同的 关于这些设置文
件的格式 请参考 cgetent的联机手册  

要建立一个简单的后台打印系统 需要完成下列步骤  
1 为你的打印机选择一个名字 和几个好记的别名 并把它们放在/etc/printcap 文件中

请阅读 为打印机取名 这一节   
2 通过使用 sh 关闭打印 header pages的功能 默认是打开此功能 请阅读 不打印 H eader 

Pages 这一节  
3 用 sd 功能指定一个目录给后台打印系统用 请阅读 建立 Spooling目录 这一节  
4 在/etc/printcap 设置文件里用 lp 命令指定打印机连接端口在/dev下使用的设备文件 请阅

读 辨认打印机设备 一节 如果你的打印机接在串口 那么可以用 fs fc xs以及 xc等来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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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信参数 请阅读设置后台打印系统的通信参数  
5 安装一个简单的文本输入过滤器 请参考 安装文本过滤器 一节  
6 利用 lpr命令打印以测试设置是否正确 请阅读 测试 及 疑难解答 两节  

 

使用特定语言的打印机 比如说PostScrit打印机将无法直接打印纯文本 上面

以及下面要介绍的方法将假设你所要打印的文件都是不需要转换就能让打印机直接了解

的  
 

用户通常期望可以直接将纯文本的数据直接由打印机输出 而使用 LPD 打印的程序通常也是
这么假设的 如果你的打印机使用某个特定的打印机语言 而且你希望可以同时处理特定打印机
语言的数据以及纯文本的数据 那么你要另外再多安装一项以前没有提到的东西 纯文本转成
PostScript 或其他打印机语言 的自动转换程序 在 PostScript打印机上打印纯文本 一节将告
诉你怎么做  

第一步就是为你的打印机取一个名字 此外 也可为你的打印机取很多别名 因此 要取符
合功能的或是古怪的名字都可以  

在/etc/printcap 里定义的打印机 至少要有一台取别名为 lp 这是默认的打印机名称 如果用
户没有用环境变量 PR IN TER 设置打印机的名称 且在 LPD 的命令也没有指定任何打印机的话
那么别名为 lp 的打印机就会被视为默认的打印机  

通常 我们会将一台打印机的最后一个别名取为它的全名 包括制造商以及型号  
当你将打印机的名称及别名设置在/etc/printcap 文件里时 打印机的名称一定要是放在最左边

的字段 其他的别名则以垂直的线 | 分开 而且在最后一个别名以后加一个冒号 :  
在下面的例子里 描述了/etc/printcap 的大概 这个例子里定义了两台打印机 Diablo 630 以

及 Panasonic K X -P4455 PostScript激光打印机  
 

    #

#  /etc/printcap for host rose

    #

rattan|line|diablo|lp|Diablo 630 Line Printer:
 

bamboo|ps|PS|S|panasonic|Panasonic KX-P4455 PostScript v51.4:
 

在这个例子里 第一台打印机取名为 rattan 而它的别名有 line diablo lp 以及 Diablo 630 Line 
Printer 这台打印机有 lp 这个别名 因此它也是默认的打印机 第二台取名为 bam boo 而它的别
名有 ps PS S panasonic以及 Panasonic K X -P4455 PostScript v51.4  

67�  spooling系统默认为每个打印工作打印 header page H eader page包括了送出打印工作的
用户名称 送出工作的机器名称以及工作的名称 不幸的是 这些额外的信息可能会妨碍我们做
简单的打印机设置测试 因此我们不要想打印 header pager  

在/etc/printcap 用 sh 命令为特定的打印机设置不打印 header pages 这里是一个在 /etc/printcap
里使用 sh 的示例  
 

    #

#  /etc/printcap for host rose - no header pages anywhere

    #

rattan|line|diablo|lp|Diablo 630 Line Printer:\

:sh:
 

bamboo|ps|PS|S|panasonic|Panasonic KX-P4455 PostScript v51.4:\

: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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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使用的正确格式 打印机定义的第一行得从第一个字开始写的 而随后

每一行用TA B键往内缩一格 而一行如果写不完需要接到下一行时 则以反斜线字符结

尾  
 

下一步将建立一个 spooling 目录 一个在打印时会用到以及存放后台打印系统需要文件
的地方  

通常我们会将 spooling 目录指定在/var/spool目录下 你不需要备份 spooling 目录 而建立它
也只要以 m kdir命令即可  

通常将以打印机的名称建立 spooling目录 如下所示  
# mkdir /var/spool/printer-name

然而 如果在你的网络中有很多打印机的话 你也许会希望将所有的 spooling 目录放在一个
LPD 专用的目录下 以我们的打印机 rattan 和 bam boo为例  

# mkdir /var/spool/lpd
# mkdir /var/spool/lpd/rattan
# mkdir /var/spool/lpd/bamboo

 

如果你关心的是用户打印数据的隐私 那么应该要将spooling目录的权限做适

当的设置 Spooling目录应该要属于daem on这个用户同时并允许它读 写及搜索 而其他

人都无法访问此目录 因此 应该这样设置  
 

# chown daemon.daemon /var/spool/lpd/rattan

# chown daemon.daemon /var/spool/lpd/bamboo

# chmod 770 /var/spool/lpd/rattan

# chmod 770 /var/spool/lpd/bamboo
 

最后 在/etc/printcap 文件里 可以用 sd 命令来指定 spooling的目录  
 

    #

    #  /etc/printcap for host rose - added spooling directories

    #

    rattan|line|diablo|lp|Diablo 630 Line Printer:\

:sh:sd=/var/spool/lpd/rattan:
 

    bamboo|ps|PS|S|panasonic|Panasonic KX-P4455 PostScript v51.4:\

:sh:sd=/var/spool/lpd/bamboo:
 

打印机的名字一定是在定义第一行的第一个字 而其他行都要以TA B缩进

如果需要换行则需要在行末加上反斜线字符   
 

如果你没有用 sd 指定 spooling目录 那么 spooling系统默认的使用目录/var/spool/LPD  

在为通信端口添加/dev 记录那节里 我们指出了 FreeBSD 将使用/dev 目录下的哪个记录来与
打印机通信 现在我们要告诉 67� 这个信息 当 spooling系统有工作要打印时 它将会告诉过滤
器 负责送数据给打印机 使用指定的设备  

在/etc/printcap 文件中用 lp 列出/dev记录路径  
在我们的例子中 假设 rattan 使用第一个并口 而 bam boo使用第六个串口 因此在/etc/printcap

中我们设置  
 

    #

#  /etc/printcap for host rose - identified what devices to use

    #

rattan|line|diablo|lp|Diablo 630 Line Printer:\

:sh:sd=/var/spool/lpd/ratt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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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p=/dev/lpt0:
 

bamboo|ps|PS|S|panasonic|Panasonic KX-P4455 PostScript v51.4:\

:sh:sd=/var/spool/lpd/bamboo:\

:lp=/dev/ttyd5:
 

如果在/etc/printcap 文件中没有为打印机指定 lp LPD 将默认使用/dev/lp /dev/lp 当前并不存
在于 FreeBSD 中  

如果你现在安装的打印机是连接在并口上 那么请跳至安装文本过滤器这一节 否则请继续
按照下面这一节设置  

对于连接在串口上的打印机 67� 可以设置传输速率 奇偶校验以及其他的通信参数 这对
发送数据到打印机上的过滤器非常有好处 因为  

  只要编辑/etc/printcap 文件就可以使用不同的通信参数 不需要去重新编译你的过滤器   
  允许 spooling系统在多台打印机 多种不同通信参数设置的情况下用同一个过滤器  
在/etc/printcap 设置文件里 下列命令控制 lp 所指定的通信端口  
br#bps-rate

设置通信端口传输速度为 bps-rate 其中 bps-rate可以是 50 75 110 134 150 200 300
600 1200 1800 2400 4800 9600 19200 或是 38400 bit-per-second  

fc#clear-bits

打开设备后 清除 sgttyb 结构里的标记位 clear-bits   
fs#set-bits

设置 sgttyb 结构里的标记位 set-bits  
xc#clear-bits

打开通信端口后 清除本地模式位 clear-bits  
xs#set-bits

设置本地模式位 set-bits  
关于 fc fs xc以及 xs有关各个 bit的说明 请参考/usr/include/sys/ioctl_com pat.h  
当 LPD 打开由 lp 所指定的通信端口时 会先读取 sgttyb 这个结构 然后清除 fc 命令所指定

的位再设置由 fs 命令所指定的位 设置完成后 才开始使用这个结构 同样的 对 local模式位
设置也是以一样的方式处理  

在我们的例子里为第六个串行端口设置这些位 将传输速率设置成 38400 bps 而在标记位方
面 会设置 TA N D EM A N Y P LITO U T FLU SH O 以及 PA SS8 这些位 而 local模式位 我们将
设置 LITO U T 以及 PASS8 位  

bamboo|ps|PS|S|panasonic|Panasonic KX-P4455 PostScript v51.4:\

:sh:sd=/var/spool/lpd/bamboo:\

:lp=/dev/ttyd5:fs#0x82000c1:xs#0x820:

现在可以开始设置 67� 用什么文本过滤器发送工作给打印机 一个文本过滤器也叫作输入过
滤器 当 67� 有东西要打印时 它就会执行这个程序 当 LPD 运行这个程序时 它会将过滤器
的标准输入设为要打印工作的标准输入 而过滤器的标准输出则送给以 lp 命令指定的通信端口
因此过滤器必需能从标准输入读入要打印的东西 做适当的处理后 将结果从标准输出送出 而
这些输出就会被打出来 请参考 过滤器的运作方式 这一节以进一步了解过滤器  

在我们的打印机设置里 文本过滤器可能只是一个执行/bin/cat命令的 shell脚本 它将工作
送给打印机 FreeBSD 里有一个叫作 lpf的过滤器能处理倒退 底线等打印机可能无法正确处理的
数据 当然 你也可以用任何想用的过滤器 lpf过滤器在 文本过滤器 lpf 一节里有更详细的
说明  

首先 让我们做一个简单的 shell脚本文本过滤器 /usr/local/libexec/if-sim ple 用你熟悉的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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辑器编辑这个文件  
 

#!/bin/sh

    #

# if-simple - Simple text input filter for lpd

# Installed in /usr/local/libexec/if-simple

#

# Simply copies stdin to stdout.  Ignores all filter arguments.
 

/bin/cat && exit 0

exit 2
 

然后要让这个文件可执行  
# chmod 555 /usr/local/libexec/if-simple

同时 在/etc/printcap 设置文件里用 if命令告诉 LPD 来使用这个过滤器 在下面的例子里
我们在/etc/printcap 中为两台打印机都指定了过滤器  
 

    #

    #  /etc/printcap for host rose - added text filter

    #

    rattan|line|diablo|lp|Diablo 630 Line Printer:\

        :sh:sd=/var/spool/lpd/rattan:\ :lp=/dev/lpt0:\

        :if=/usr/local/libexec/if-simple:

    bamboo|ps|PS|S|panasonic|Panasonic KX-P4455 PostScript v51.4:\

    :sh:sd=/var/spool/lpd/bamboo:\

   :lp=/dev/ttyd5:fs#0x82000e1:xs#0x820:\

  :if=/usr/local/libexec/if-simple:
 

LPD 从/etc/rc 运行 通过使用 LPD _enable 来控制 默认是 NO 如果你还没有启用它 可以
加入下面这行到/etc/rc.conf 然后重新启动计算机或只运行 LPD  

    lpd_enable="YES"

to/etc/rc.conf,and then either restart your machine,or just run lpd(8).

    # lpd

你已经把 LDP 需要的设置都完成了 不过 我们需要测试看看这些设置是否可以正确地工作
测试的方法就是打出一些东西 如果要用 LPD 系统来打印 可以使用 lpr这个命令来送出一些打
印工作  

可以使用检查打印机连接状况这一节里介绍的 lpr及 lptest来产生一些测试文字   
测试简单的 LPD 设置  
输入  

# lptest 20 5 | lpr -Pprinter-name

其中 printer-nam e是/etc/printcap 里的某一台打印机名称或别名 如果要测试默认的打印机
那么在执行 lpr命令时不要指定-P 这个参数 再一次的提醒 如果你要测试的是 PostScript打印机
那么请传送PostScript程序给打印机 而不要用lptest 可以将程序放在一个文件里然后输入lpr file  

如果是 PostScript打印机 你应该会得到程序输出的结果 如果你是用 lptest的话 那么结果
看起来应该是下面这个样子  
 

! "#$%&' *+ -./01234

 "#$%&' *+ -./012345

#$%&' *+ -./0123456

$%&' *+ -./01234567

%&' *+ -./012345678
 

如果要做更进一步的测试 可以下载更大的程序 给某个特定打印机语言的打印机使用 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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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执行 lptest时添加一些额外的参数 例如 lptest 80 60 将会产生 60 行每行 80 个字符的测试数
据  

如果打印机没有反应 请参考疑难解答一节  

11.4  高级打印机设置 

这一节要讨论处理特定文件格式的过滤器 header pages 用网络打印机打印以及打印机访问
权限与打印情况统计的设置方式  

11.4.1  过滤器 

虽然 67� 负责处理网络通信设定 队列 访问权限控制以及其他许多打印相关的工作 但最
重要的工作还是由过滤器来做 过滤器负责与打印机沟通 处理设备依存关系 以及一些其他特
殊的需求 我们在之前设置打印机时安装了一个最简单 但是可以配合大部分打印机工作的文本
过滤器 请阅读安装文本过滤器这一节  

然而 如果想要更方便地转换格式 统计打印机使用情况 打印特别的打印机字体等等的要
求 应该先了解过滤器是如何运作的 这些事情都是由过滤器处理的 不幸的是 通常你得自己
提供特定的过滤器 不过值得庆幸的是 有很多一般用途的过滤器可以使用 如果没有的话 要
自己做也很容易  

FreeBSD 提供了一个/usr/libexec/lpr/lpf过滤器 这个过滤器可以让大部分的打印机打印纯文本
它只处理文件中的倒退字符以及 TAB 字符 并不做统计等工作 在 FreeBSD 的 port里也收集了
许多种不同的过滤器  

在这一节里 将要讨论下面这些内容  
  过滤器如何工作 这一节将告诉你过滤器在打印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 可以了解 LPD 使
用过滤器时做了哪些动作 这些知识也能让你在将来遇到过滤器相关的问题时能找出问
题的症结   
  67� 将所有的打印机都视为可以直接打印纯文本 因此使用 PostScript 以及使用其他语
言 的打印机就无法直接打出纯文本 在 PostScript打印机上打印纯文本 这节将告诉
你该怎么做才能解决这个问题 如果你有一个 PostScript打印机 那么建议你看看这一节  
  PostScript是一种受欢迎的输出格式 有些人 包括我 直接撰写 PostScript的程序代码
但是 PostScript打印机很贵 用非 PostScript打印机仿真 PostScript打印机 这节告诉你
如何进一步修改打印机的文本过滤器使得非PostScript打印机也能打印PostScript的数据
如果你没有 PostScript打印机 建议你看看这一节  
  转换用的过滤器 这一节说明如何让特殊的文件格式转换自动化 比如将图形或排版的
数据转换成你的打印机所能理解的格式 读完这一节后 你可以用 lpr -t命令打印 troff
数据 或是用 lpr -d 命令打印 TeX 与 D V I数据 或是用 lpr -v命令打印光栅影像数据等
等 建议阅读这一节  
  输出用的过滤器 这一节介绍 LPD 一个不常用的功能 输出用的过滤器 除非你要打印
header pages 请阅读 H eader Pages这节 不然可以略过这一节  
  文本过滤器 lpf 这一节介绍 lpf命令 这是由 FreeBSD 提供给一般的行式打印机 或类
似行式打印机的激光打印机 使用的简单文本过滤器 如果希望用一个快速的方法来统
计纯文本的打印情况 或是想要消除打印机对倒退字符的错误打印 那么可以考虑使用
lpf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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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曾经提到 过滤器是一个由 67� 运行处理打印机与通信端口间沟通的程序  
当 67� 要打印文件时 它会设置过滤器的标准输入到文件去打印 它的标准输出给打印机打

印 它的标准错误记录到日志文件 在/etc/printcap 或/dev/console中默认的用 lf来指定  
67� 要使用哪个过滤器或是要给过滤器哪些参数是由/etc/printcap 文件以及用户给 lpr命令的

参数决定的 举例来说 如果用户输入 lpr -t 那么 67� 将会使用 tf作为目标打印机所指定的 troff
过滤器 如果用户想打印的是纯文本 那么 LPD 将会使用由 if所指定的 大部分的时候是这样子
的 详情请阅读输出用的过滤器这一节  

在 /etc/printcap 文件里你可以设置三种不同种类的过滤器  
  文本过滤器 在 LPD 的文件中常称为输入用过滤器 通常将它作为默认的过滤器 负责
处理一般的文字打印 LPD 将所有打印机都视为可以直接打印纯文本 所以这个过滤器
的任务就是将打印机无法处理的字符及格式 转换为打印机所能处理的 如果你需要做
打印情况的统计 那么过滤器必需要计算总行数及每页行数来统计页数 使用文本过滤
器的命令为   

filter-name [-c] -wwidth -llength -iindent -n login -h host acct-file

其中  
-c

如果工作以 lpr -l命令送出 那么就会有这个参数 
width

值是由/etc/printcap 文件中的 pw 每页的字符宽度 所指定的 默认为 132  
length

是由 pl 每页的行数 所指定 默认为 66  
indent

是由 lpr -i命令所指定的缩进字数 默认是 0  
login

是打印该文件的用户帐户名称  
host

是送出工作的机器名称  
acct-file

是由 af所指定的统计数据文件名称  
  转换用的过滤器负责将指定文件格式转换成打印机可以打出的格式 举例来说 ditroff
排版数据无法直接交由打印机打印 不过可以安装负责转换 ditroff文件的过滤器将 ditroff
数据转换成打印机可以打印及处理的格式 转换用的过滤器这一节将会有更详细的说明
如果需要做打印情况的统计 那么转换用的过滤器也需要做统计的工作 使用转换用的
过滤器的方式为   

filter-name -xpixel-width -ypixel-height -n login -h host acct-file

其中 pixel-width 是由 px所指定的值 默认为 0 而 pixel-height是由 py所指定的值 默认
为 0  

  输出用过滤器是当没有文本过滤器 或是要打印 header pages时才使用 根据经验 输出
用过滤器是很少用到的 输出用的过滤器这一节将介绍这些过滤器 输出用过滤器只接
收两个参数 如下所示   

filter-name –w width –l length

参数-w 和-l的意思和文本过滤器中的意思是一样的   
而过滤器也应该要以下列的状态情况来结束程序   
exit 0  
如果过滤器成功地把文件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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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it 1  
如果过滤器打印失败了而想要让 67� 再呼叫一次过滤器重新打印 那么就以这个值结束 67�

收到这个值以后 就会再重试打印  
exit 2  
如果过滤器打印失败且不想再尝试了 那么就以这个值结束 67� 收到这个值将不会再重试

同时放弃打印这个文件  
FreeBSD 里提供的过滤器/usr/libexec/lpr/lpf 利用每页字符宽度及每页行数来判断什么时候要

换页以及如何统计打印机打印情况 而以用户帐户 机器以及统计数据文件来记录打印的情况  
如果想要购买过滤器 得先了解它们是否兼容于 67� 如果要兼容的话 它们必需能处理上

面所列的参数 如果你想要自己写过滤器来用 那么它们一样要处理上面所列的参数以及程序结
束码  

如果计算机只有你一个人在用而且使用的是 PostScript 或是其他的打印机语言 打印机 也
确定决不会将纯文本的数据交给你的打印机打印 而且你不会使用其他会将纯文本送给你的打印
机的程序 那么你就不需要阅读这一节  

但是 如果需要能处理 PostScript及纯文本的数据 那么就得对打印机再做一番设置 首先要
有一个文本过滤器可以查出送过来的数据是纯文本还是 PostScript 所有的 PostScript文件都是% ! 
对于其他的打印机语言 请参考你的打印机手册 如果一份工作的最前面两个字符是这样的话
我们收到的就是 PostScript的工作 而我们可以直接把这份工作交给打印机处理 如果不是的话
那么过滤器就得把这些文字转换成 PostScript然后再打印这些结果   

那要怎么设置呢  
如果是用串行端口上的打印机 有一个好方法就是安装 lprps lprps是给 PostScript打印机用

的过滤器 它负责打印机的双向沟通 它会将打印机的状态详细地更新到记录文件里 这样用户
及管理者都可以清楚地看到打印机的状态 如“toner low”或是“卡纸” 更重要的是 它还包括了
一个叫作 psif的程序 如果查出输入的工作是纯文本 则呼叫 textps这个程序 这是由 lprps所提
供的 将纯文本转换成 PostScript 最后 它会呼叫 lprps将工作送给打印机打印  

Lprps是 FreeBSD  Ports Collections collection 的一部分 当然 你可以自己取得 编译及安装
安装完 lprps以后 只要指定 psif lprps的程序之一 的路径即可 如果从 port里安装了 lprps
那么在/etc/printcap 文件里为串口的 PostScript打印机添加下面这条记录  

:if=/usr/local/libexec/psif:

应该使用 rw 命令以告诉 67� 将打印机打开为读写模式  
如果使用接在并口的 PostScript打印机 因此无法使用 lprps和打印机双向沟通 那么你可以

使用下面的 shell脚本作为文本过滤器  
 

#!/bin/sh

#

#  psif - Print PostScript or plain text on a PostScript printer

#  Script version; NOT the version that comes with lprps

#  Installed in /usr/local/libexec/psif

#

read first_line

first_two_chars='expr "$first_line" : '\ ..\ ''

if ["$first_two_chars"= "%!" ]; then

#

#  PostScript job  print i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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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ho "$first_line" && cat && printf "\004" && exit 0

exit 2

else

#

#  Plain text  convert it  then print it.

#

 echo "$first_line"; cat  | /usr/local/bin/textps && printf "\004" && exit 0

exit 2

fi
 

在上面的脚本里 textps是我们单独安装来将纯文本转成 PostScript的程序 可以使用任何将
文本转换成 PostScript的程序 FreeBSD  Ports Collections collection 里 第 4 章 有一个叫作 a2ps
的程序能做文本转成 PostScript的工作 你也许可以试试  

PostScript是高品质打印的事实标准 然而 PostScript也是一个昂贵的标准 值得庆幸的是
在 FreeBSD 下有个叫作 ' �
�������的程序能仿真 PostScript工作 这是由 Alladin Enterprises所开
发的免费程序 Ghostscript可以读取大部分PostScript文件并且将其结果输出到许多不同的设备上
包括许多非 PostScript的打印机 只要安装 Ghostscript并为打印机设置一个特殊的文本过滤器 就
可以让你的非 PostScript打印机接收 PostScript的命令  
如果从 FreeBSD  Ports Collections collection 安装 Ghostscript 那么可以很快地取得 编译并安装  
要仿真 PostScript 要有一个过滤器来判断要打印的是不是 PostScript文件 如果不是 那么

这个文件就直接交由打印机处理 否则 我们得先用 Ghostscript将文件转换成打印机可以处理的
格式  

这里有一个例子 下面的脚本是给 H ewlett Packard D eskJet 500 打印机用的文本过滤器 如果
是其他的打印机 将 gs G hostscript 命令的-sD EV ICE 参数换成你使用的设备即可 你可以用 gs 
-h 这个命令得到目前系统安装的 Ghostscript支持哪些设备  
 

#!/bin/sh

#

#  ifhp - Print Ghostscript-simulated PostScript on a DeskJet 500

#  Installed in /usr/local/libexec/hpif
     

#

#  Treat LF as CR+LF:

#

printf "\033&k2G" || exit 2
     

#

#  Read first two characters of the file

#

read first_line

first_two_chars='expr "$first_line" : '\ ..\ ''

if["$first_two_chars" = "%!" ]; then

#

#  It is PostScript; use Ghostscript to scan-convert and print it.

#

#  note that PostScript files are actually interpreted programs

#  and those programs are allowed to write to stdout  which will

#  mess up the printed output.  So  we redirect stdout to stderr

#  and then make descriptor 3 go to stdout  and have Ghostscript

#  write its output there.  Exercise for the clever reader:

#  capture the stderr output from Ghostscript and mail it back to

#  the user originating the print job.

#

exec 3>&1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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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r/local/bin/gs -dSAFER -dNOPAUSE -q -sDEVICE=djet500 \

-sOutputFile=/dev/fd/3 - && exit 0
         

#

/usr/local/bin/gs -dSAFER -dNOPAUSE -q -sDEVICE=djet500 -sOutputFile=- - \

&& exit 0

else

#

#  Plain text or HP/PCL  so just print it directly; print a form feed

#  at the end to eject the last page.

#

echo $first_line && cat && printf "\033&l0H" && 

exit 0

fi
 

exit 2
 

最后 需要用 if来指定这个过滤器  
:if=/usr/local/libexec/hpif:

这么一来 你可以输入 lpr plain.text和 lpr whatever.ps 这两者应该都可以正确打印   

在完成上面简单的打印机设置这一节介绍的设置后 下面要做的就是为要使用的文件格式 除
了 ASCII纯文本外 安装转换用的过滤器  

 

转换用的过滤器让打印不同格式的文件变得简单 举例来说 如果常常用 TeX 来产生文件
但是打印机却是 PostScript的 因此我们不能直接将由 TeX 产生的 DVI文件由打印机打出 而要
先转换成 PostScript的格式才能输出 这些转换的命令如下  

% dvips seaweed-analysis.dvi
% lpr seaweed-analysis.ps

如果安装了 DVI文件的转换程序 那么每次要打印时就可以省去自己转换格式的工作 而交
由 LPD 自己转换 因此 要打印 DVI文件时只要这一步就可以了  

% lpr -d seaweed-analysis.dvi

只要在使用 LPD 时加上-d 参数 LPD 就会将 DVI文件转换后再正确地打出 输出格式及转
换的参数这一节里详细的列出转换用的参数  

对于每一个转换用的参数 必须为打印机安装合适的转换用过滤器 同时在 /etc/printcap 文
件里指定该过滤器 转换用的过滤器和文本过滤器很相似 请阅读安装文本过滤器这一节 除了
它不是打印纯文本 过滤器将把文件转换成打印机可以处理的格式  

应该如何使用转换用的过滤器  
应该安装想使用的转换用过滤器 如果要打印 DVI数据 那么应该安装 DVI过滤器 如果要

打印 troff数据 那么应该要安装 troff过滤器  
下面这张表整理出可以配合 LPD 工作的过滤器和在/etc/printcap 里的它们的命令记录 以及要

使用这些过滤器时 lpr要加什么参数  
 

cifplot cf -c 

D V I df -d 

plot gf -g 

ditroff nf -n 

FO R TR A N  text rf -f 

troff rf -f 

raster vf -v 

plain text if none -p 或-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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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的例子里 使用 lpr -d 意思就是说打印机会需要用到它的/etc/printcap 文件的记录中由
df命令所指定的过滤器  

不管别人怎么说 像 FOR TR A N 文本或是 plot这样的格式可能都已经用不到了 在你的机器
上 你可以安装其他格式的过滤器 如此一来你就可以将那些转换用的参数用来转换其他的格式
例如 假设你想直接打印 Printerleaf文件 由 Interleaf desktop publishing program 产生的 而你不
想打印 plot文件 那么可以用 gf命令指定 Printerleaf的转换用过滤器 同时告诉用户 lpr -g命令
就是 打印 Printerleaf文件  

转换用过滤器不是 FreeBSD 本身的程序 因此它们可能被放在/usr/local目录下 通常可以将
它们放在/usr/local/libexec目录下 因为这些程序是专门给 67� 运行的 一般用户并不会需要去直
接执行它们  

要使用转换用过滤器 只要将过滤器的路径放在/etc/printcap 设置文件里并用合适的命令指定
即可  

在我们的例子里 将为名为 bam boo的打印机设置一个 DVI转换过滤器 以下是 /etc/printcap
文件的内容 其中打印机 bam boo使用了 df命令  
 

    #

#  /etc/printcap for host rose - added df filter for bamboo

#

rattan|line|diablo|lp|Diablo 630 Line Printer:\

:sh:sd=/var/spool/lpd/rattan:\

:lp=/dev/lpt0:\

:if=/usr/local/libexec/if-simple:

bamboo|ps|PS|S|panasonic|Panasonic KX-P4455 PostScript v51.4:\

:sh:sd=/var/spool/lpd/bamboo:\

:lp=/dev/ttyd5:fs#0x82000e1:xs#0x820:rw:\

:if=/usr/local/libexec/psif:\

:df=/usr/local/libexec/psdf:
 

而 D V I过滤器是一个 shell脚本 /usr/local/libexec/psdf 以下是它的源代码   
 

#!/bin/sh

#

#  psdf - DVI to PostScript printer filter

#  Installed in /usr/local/libexec/psdf

#

# Invoked by lpd when user runs lpr -d

#

exec /usr/local/bin/dvips -f | /usr/local/libexec/lprps "$@"
 

这个脚本在标准输入以过滤模式运行 dvips 参数 -f 这就是要打印的工作 然后启动
PostScrpt 打印机过滤器 lprps 同时也将 67� 传给这个脚本的参数传给该过滤器 请阅读在
PostScript打印机上打印纯文本 这一节 lprps将根据这些参数来统计打印的页数情况  

 

因为安装过滤器没有特别固定的方式 所以我们将多举一点例子来说明 这些例子也许可以
作为日后你自己做过滤器时的参考 或是如果合适的话 也可以直接拿来使用  

下面这个脚本是一个将 raster数据 其实只能给 GIF 文件使用 转成 H ewlett Packard LaserJet 
III-Si打印机所能处理的过滤器  
 

#!/bin/sh

#

#  hpvf - Convert GIF files into HP/PCL  then pr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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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stalled in /usr/local/libexec/hpvf
 

PATH=/usr/X11R6/bin:$PATH; export PATH

giftopnm | ppmtopgm | pgmtopbm | pbmtolj -resolution 300 \

&& exit 0 \

|| exit 2

它先将 GIF 格式转成 portable anym ap 然后再转成 portable graym ap 接着再转成 portable 
bitm ap 最后再转成与 LaserJet/PCL 兼容的数据   

下面是使用这个过滤器的/etc/printcap 例子  
 

    #

    #  /etc/printcap for host orchid

    #

    teak|hp|laserjet|Hewlett Packard LaserJet 3Si:\

          :lp=/dev/lpt0:sh:sd=/var/spool/lpd/teak:mx#0:\

       :if=/usr/local/libexec/hpif:\

       :vf=/usr/local/libexec/hpvf:
 

下面的转换用过滤器是将由 grpff排版系统所产生的 troff数据转成让PostScript打印机 bam boo
所能打印的格式  
 

#!/bin/sh

#

#  pstf - Convert groff's troff data into PS  then print.

#  Installed in /usr/local/libexec/pstf

#

exec grops | /usr/local/libexec/lprps "$@"
 

上面的脚本再一次使用 lprps与打印机沟通 如果我们的打印机接在并口上 那么我们可以用
下面这个脚本取代上面的脚本  
 

#!/bin/sh

#

#  pstf - Convert groff's troff data into PS  then print.

#  Installed in /usr/local/libexec/pstf

#

exec grops
 

而如果要启用这个过滤器 我们在/etc/printcap 里的添加下面这条记录  
:tf=/usr/local/libexec/pstf:

这里有一个让熟悉 FO R TR A N 的老手脸红的例子 这是一个让所有可以打印纯文本的打印机
打出 FOR TR A N 文本的过滤器 我们将在 teak 这台打印机上安装  
 

#!/bin/sh

#

# hprf - FORTRAN text filter for LaserJet 3si:

# Installed in /usr/local/libexec/hprf

#

printf "\033&k2G" && fpr && printf "\033&l0H" && 

exit 0

exit 2
 

只要在/etc/printcap 文件里添加下面这行为 teak 这台打印机指定过滤器  
:rf=/usr/local/libexec/hprf:

最后一个有点复杂的例子 要为先前提到的 teak 这台打印机新增一个可以将 DVI转成激光打
印机能处理的格式 首先 先修改/etc/printcap 文件中关于 DVI过滤器的位置  

:df=/usr/local/libexec/hpdf:

接着是比较困难的部分 制作这个过滤器 我们需要一个能将 DVI转成激光打印机 PCL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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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程序 FreeBSD  Ports Collections collection 里有一个 dvi2xx 安装这个程序能给我们 dvilj2p 这个
程序 它能将 DVI转成 LaserJet IIp LaserJet III以及 LaserJet 2000 兼容的格式   

dvilj2p 这个程序使 hpdf这个过滤器变得十分复杂 因为 dvilj2p 无法从标准输入取得数据
它得从文件中读数据 最糟糕的是 这个文件还必需以 .dvi结尾 所以用 /dev/fd/0 作为标准输入
是不行的 可以用符号连接产生一个暂时的文件名 以.dvi结尾 指向/dev/fd/0 然后强迫 dvilj2p
从标准输入读取数据  

另一个问题就是无法用/tm p 来存放暂时的连接 符号连接被用户及组 bin 所拥有 而过滤器
是以用户 daem on 的身份在执行 另外 /tm p 目录设置了 sticky bit 因此虽然过滤器建立了连接
但是因为这个连接属于其他的用户而无法删除  

因此 过滤器将会把符号连接建立在当前的目录下 也就是 spooling 目录 由 /etc/printcap
文件中的 sd 命令所指定 这是让过滤器来做这件事的最好地方 因为 通常 这里的可用空间
会比/tm p 下大的多  

所以 这个过滤器应该写  
 

#!/bin/sh

    #

#  hpdf - Print DVI data on HP/PCL printer

#  Installed in /usr/local/libexec/hpdf

PATH=/usr/local/bin:$PATH; export PATH

#

#  Define a function to clean up our temporary files.  These exist

#  in the current directory  which will be the spooling directory

#  for the printer.

#

cleanup  {

rm -f hpdf$$.dvi

    }

#

#  Define a function to handle fatal errors: print the given message

#  and exit 2.  Exiting with 2 tells LPD to do not try to reprint the

#  job.

#

fatal  {

echo "$@" 1>&2

cleanup

exit 2

}

#

#  If user removes the job  LPD will send SIGINT  so trap SIGINT

# and a few other signals  to clean up after ourselves.

#

trap cleanup 1 2 15 

#

#  Make sure we are not colliding with any existing files.

#

cleanup

#

#  Link the DVI input file to standard input the file to print .

#

ln -s /dev/fd/0 hpdf$$.dvi || fatal "Cannot symlink /dev/f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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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Make LF = CR+LF

#

printf "\033&k2G" || fatal "Cannot initialize printer"

#

#  Convert and print.  Return value from dvilj2p does not seem to be

#  reliable  so we ignore it.

#

dvilj2p -M1 -q -e- dfhp$$.dvi

#

#  Clean up and exit

#

cleanup

exit 0
 

自动转换 用过滤器转换外的另一种选择 
上面这些过滤器完整地建立了你的打印环境 但是用户们必需自己决定要使用哪一个过滤器

对应 lpr 命令下的参数 如果你的用户并不擅长使用计算机 要它们自己选择适当的过滤器可
能会造成他们的困扰 更严重的是 万一使用不正确的过滤器来转换格式 那么可能会让你的打
印机浪费许多不必要的纸张  

除了安装所有的转换用过滤器外 你也许会想要试试文本过滤器 默认的过滤器 自动扫描
要打印的文件格式 同时自动呼叫其他的转换用过滤器做适当的转换 像 file 这样的工具对于这
方面可能会有些帮助 然而 要区分出某些文件格式可能会有点困难 当然 你也可以提供专门
转换这些格式的过滤器  

FreeBSD  Ports Collection 里有一个叫作 apsfilter的文本过滤器可以进行自动扫描及转换 它可
以分辨出纯文本 PostScript以及 DVI文件 然后做适当的格式转换后再打出  

67�  spooling 系统还支持一种我们还没有介绍的过滤器 输出用过滤器 输出用过滤器和文
本过滤器一样 只有打印纯文本时才使用 但是它简单多了 如果你用了输出用过滤器但是没有
用文本过滤器 那么  

  67� 在一份工作里将只执行一次输出用过滤器 而不是为每一个文件都执行一次  
  67� 不会提供任何辨认文件开始或结束的信息给输出用的过滤器  
  67� 不会将用户的帐户及机器名称传给过滤器 因此它不能做统计的动作 事实上 它
只有得到两个参数  

filter-name –w width –l length 

其中 width 是由打印机设置里的 pw 命令所设置的 而 length 是由 pl命令所设置的 请不要被
输出用过滤器简单特性误导了 如果想要用输出用过滤器让一份工作里每个文件以一个不同的页
开始 那输出用过滤器就无法工作 你应该用的是文本过滤器 也称为输入用过滤器 请参考安
装文本过滤器这一节 此外 输出用过滤器实际上是较复杂的 因为它必需检查送给它的数据是
否含有特殊的字符 并代替 LPD 送信号给自己  

如果需要打印 header pages或是需要送控制字符等其他的初始化字符串使得可以打印 header 
page 那么使用一个输出用过滤器是必需的 但是如果你是为了要向用户收取打印 header page
的费用的话 那么这是没有用的 因为 LPD 不会将任何用户及机器的信息传给输出用过滤器  

在一台简单的打印机上 67� 允许同时拥有输出用过滤器和文本或其他过滤器 在这个情况
下 67� 会启动输出用过滤器只打印 header pages 请阅读 H eader Pages这一节 然后 67� 会
通过发送 2个字节给这个过滤器 ASCII 001 然后是 ASCII 031 来希望输出用过滤器将自己停下



FreeBSD  H andbook 第二版 中文版 

196 

来 当输出用过滤器看到这两个字节 031 001 时 它将要送 SIG STO P 信号给自己将自己停下
来 当 67� 运行完其他的过滤器后 它将通过发送 SIG CO N T 信号将输出用过滤器重新激活  

如果只有输出用过滤器而没有文本过滤器 且 67� 是要打印纯文本 那么 67� 将会用输出
用过滤器来做这些工作 按照以前的规定 输出用过滤器将会按顺序打印工作中的每个文件 而
不需要换页或是移动其他纸张 这些结果可能不是你想要的 几乎在所有的情况下 你都需要一
个文本过滤器  

我们以前介绍过的程序 lpf 不但可以作为文本过滤器 也可以当作输出用过滤器使用 如果
需要快速的设置好输出用过滤器 但不想自己写字节检测和发送信号的代码 那么你可以试试 lpf
也可以在 shell脚本中使用 lpf将必要的初始化代码送给打印机  

FreeBSD 里附带的/usr/libexec/lpr/lpf是一个文本过滤器 输入用过滤器 它可以处理缩进 命
令 lpr -i 原封不动地打出数据 以 lpr -l命令送出的工作 调整工作中的倒退字符及缩进 以
及统计打印张数 它也可以拿来当作输出用过滤器  

lpf适合在许多打印环境下使用 虽然它无法送初始化顺序给打印机 但是我们可以很容易的
写一个 shell脚本送出需要的初始化值后再执行 lpf  

为了让 lpf可以正确地统计打印张数 需要在/etc/printcap 文件里为 pw 及 pl命令填入适当的
值 它根据这些值来计算一张纸上可以打多少字 以及用户的工作需要用几张纸 关于打印机的
统计问题 请阅读统计打印机使用情况这一节  

11.4.2  H eader Pages 

如果你有很多用户 他们使用不同的打印机 那么你也许会觉得需要打印 header pages  
H eader pages 也称做 banner或 burst pages 是用来辨认打出来的工作是属于谁的 通常 header 

pages以粗体的大字 可能再加上外框打出来的 以便用户能快速地在一堆打出的文档中找到自己
的文档 不过 header pages的缺点就是每个工作都会多使用一张纸来打印 header page 它的功用
可能不会超过一分钟 而最后的下场都是丢进资源回收箱或是垃圾筒 不过 header pages是一份
工作一张 而不是一个文件一张 所以纸张的浪费可能没有你想象的那么严重  

如果你的打印机可以直接打印纯文本的话 那么 67� 可以自动为你的输出加上 header pages
如果你的打印机是 PostScript的 那么将会需要额外的程序来产生 header page 请阅读在 PostScript
打印机上打印 H eader Pages这一节  

在简单的打印机设置这节里 在/etc/printcap 文件里利用设置 sh 以不打印 header page sh 即
“suppress header”的意思 如果某一台打印机要打印 header pages的话 那么只要将 sh 命令删除
就行了  

看起来是不是很简单  
没错 你也许需要提供一个输出用过滤器将初始化字符送给打印机 下面是一个适用于

H ewlett Packard PCL 兼容打印机使用的输出用过滤器  
 

#!/bin/sh

#

#  hpof - Output filter for Hewlett Packard PCL-compatible printers

#  Installed in /usr/local/libexec/hpof

printf "\033&k2G" || exit 2

exec /usr/libexec/lpr/lpf
 

使用 of命令来指定输出用过滤器的路径 请阅读输出用的过滤器这一节了解更多信息  
下面是一个为先前提到的打印机 teak 准备的 在 teak 文件里设置要打印 header pages及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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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过滤器的例子  
 

    #

#  /etc/printcap for host orchid

    #

teak|hp|laserjet|Hewlett Packard LaserJet 3Si:\

:lp=/dev/lpt0:sd=/var/spool/lpd/teak:mx#0:\

:if=/usr/local/libexec/hpif:\

:vf=/usr/local/libexec/hpvf:\

:of=/usr/local/libexec/hpof:
 

现在 当用户用 teak 打印时 它们每个工作都会有一张 header page 如果用户们愿意花时间
亲自找出自己打的东西 那么他们可以用 lpr -h 命令设置不打出 header pages 请阅读 H eader Page
参数以了解更多 lpr的参数  
 

LPD 打完header page后会送出换页字符 如果你的打印机送出纸张的命令不是

用这个字符 你可以在/etc/printcap文件中用ff命令指定  
 

通过启用 header pages 67� 将会产生出 long header 这将用户 机器以及工作名称以大字打
印在一整页上 这里有一个例子 kelly从 rose这台印机打印 outline这个工作  
 

k ll ll

k  l l

k  l l

k k eeee  l l y y

k k e e  l l y y

k k eeeeee l l y y

kk k  e l l y y

k k  e e l l y yy

k k  eeee lll lll  yyy y

  y

  y y

yyyy

ll

t l i

t l

oooo u u ttttt l ii n nnn eeee

o o u u t l  i nn n e e

o o u u t l  i n n eeeeee

o o u u t l  i n n e

o o u uu t t l  i n n e e

oooo uuu u tt lll  iii n n eeee

r  rrr  oooo ssss   eeee

rr r   o o    s  s   e e

r     o o    ss       eeeeee

r    o o    ss e

r    o o    s s   e e

r oooo    ssss  eeee

Job: outline

Date: Sun Sep 17 11:04:58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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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在打印完这些后会送出换页字符 使得真正的打印工作会以新的一页开始打印 除非你
在/etc/printcap 文件为指定的打印机设置了 sf supress form  feeds  

如果你喜欢 LPD 可以打印 short header 只要在/etc/printcap 文件里指定 sb short banner  即
可 header page会像下面这个样子  

    rose:kelly  Job: outline  Date: Sun Sep 17 11:07:51 1995

67� 默认是先打印 header page再打印工作 如果你想要调换顺序 只要在/etc/printcap 里指定
hl header last 即可  

如果使用 67� 内建的 header pages 那么在做打印统计时可能会遇到一个问题 header pages
得免费提供 为什么  

因为只有控制打印 header page的输出用过滤器可以在打印 header pages时做打印统计 但是
这个过滤器却没有用户及机器的数据或是一个统计数据文件 所以无法向用户收钱 也不能给文
本过滤器或是转换用过滤器 这些过滤器可以直接取得用户及主机的信息 将统计结果都“多加上
一页” 因为用户可以用 lpr -h 命令设置不要打印 header page 而你可能就向这些用户多收了打印
header page的费用 基本上 lpr -h 是许多热爱环保的用户喜欢的参数 你无法鼓励别人不去使
用它  

而修改每个过滤器使它们都可以打出 header page也是不可行的 虽然这么做就可以正确地计
费 因为 LPD 并不会把用户有没有使用-h 的信息传给过滤器 这么一来 即使用户下了 lpr -h
的命令要求不打印 header page 它仍然会因为得到一张 header page而多收取了这个费用  

那么 有什么好办法吗  
你可以  
  接受 67� 的这个问题 不收取打印 header page的费用  
  安装可以取代 67� 的程序 比如说 670 #� 请参考标准后台打印系统之外的选择这一节
所介绍其他可以替代 67� 的程序  
  撰写一个智能化的输出用过滤器 在打印 header page及纯文本时 如果没有文字 输入
用 过滤器 那么一般的输出用过滤器只做初始化打印机以及一些简单的字符转换工作
如果有设置文本过滤器 那么 67� 只会用输出用过滤器来做打印 header page的工作 事
实上 输出用过滤器可以根据从 67� 产生的 header page数据来判断打印工作的用户及机
器而加以收费 唯一的问题就是输出用过滤器会无法取得记录使用情况的记录文件 它
不会从 af命令传送文件名 但是如果记录文件是固定的 你可以直接硬编码进输出用过
滤器 要用这种方式来处理的话 可以在/etc/printcap 文件里使用 sh short header 命令
上面的做法其实可能是很麻烦的 比较起来 用户应该会感谢让打印 header page免费的
系统管理员  

正如前面提到的 67� 可以为打印机产生合适的纯文本 header page 当然 因为 PostScript
不能直接打印纯文本 所以 LPD 产生 header page的功能在 PostScript打印机上是用不到的——或
几乎用不到  

一个直接产生 header page的方法是让所有的转换用过滤器及文本过滤器产生 header page 过
滤器可以让用户及机器的参数产生合适的 header page 这个方法的缺点就是即使用户以 lpr -h 的
方式送出工作 它们仍然会得到 header pages  

让我们来试试这个方法 下面的脚本可以接收三个参数 用户名称 机器名称以及工作名称
并产生 PostScript打印机能打印的 header page   
 

#!/bin/s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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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ke-ps-header - make a PostScript header page on stdout

#  Installed in /usr/local/libexec/make-ps-header

#

#

#  These are PostScript units 72 to the inch .  Modify for A4 or

#  whatever size paper you are using:

#

page_width=612

page_height=792

border=72

#

#  Check arguments

#

if [ $# -ne 3 ]; then

echo "Usage: 'basename $0' <user> <host> <job>" 1>&2

exit 1

fi

#

#  Save these  mostly for readability in the PostScript  below.

#

user=$1

host=$2

job=$3

date='date'

#

#  Send the PostScript code to stdout.

#

exec cat <<EOF

%!PS

%

%  Make sure we do not interfere with user's job that will follow

%

save

%

%  Make a thick  unpleasant border around the edge of the paper.

%

$border $border moveto

$page_width $border 2 mul sub 0 rlineto

0 $page_height $border 2 mul sub rlineto

currentscreen 3 -1 roll pop 100 3 1 roll setscreen

$border 2 mul $page_width sub 0 rlineto closepath

0.8 setgray 10 setlinewidth stroke 0 setgray

%

%  Display user's login name  nice and large and prominent

%

/Helvetica-Bold findfont 64 scalefont setfont

$page_width $user  stringwidth pop sub 2 div $page_height 200 sub moveto

$user  show

%

%  Now show the boring particulars

%

/Helvetica findfont 14 scalefont set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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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200 def

[ Job: Host: Date:  ] {

200 y moveto show /y y 18 sub def }

forall

/Helvetica-Bold findfont 14 scalefont setfont

/y 200 def

[ $job $host $date  ] {

270 y moveto show /y y 18 sub def

} forall

%

% That is it

%

restore

showpage

EOF
 

现在 每个转换用过滤器以及文本过滤器可以在打印前先呼叫这个脚本打印出 header page
然后再打印工作的内容 我们之前提过的 DVI转换用过滤器 可以被修改来产生一个 header page  
    

#!/bin/sh

#

#  psdf - DVI to PostScript printer filter

#  Installed in /usr/local/libexec/psdf

#

#  Invoked by lpd when user runs lpr -d

#
         

orig_args="$@"
 

fail  {

echo "$@" 1>&2

exit 2

    }

while getopts "x:y:n:h: " option; do

case $option in

x|y   ;; # Ignore

            n     login=$OPTARG ;;

            h     host=$OPTARG ;;

            *     echo "LPD started 'basename $0' wrong. " 1>&2

                   exit 2

                   ;;

esac

done
 

 ["$login" ] || fail "No login name"

 ["$host" ] || fail "No host name"

/usr/local/libexec/make-ps-header $login $host "DVI File"

/usr/local/bin/dvips -f  | eval /usr/local/libexec/lprps $orig_args
 

注意这个过滤器如何从参数中取出用户名称及机器名称 虽然这个过滤器使用了一些不同的
参数 请阅读过滤器的运作方式这一节 不过同样的技巧也可以应用在其他不同的过滤器上   

就如前面所提到的 这个方式很简单 只要给 lpr 命令禁用“suppress head page”选项 即-h
选项 如果用户想要少花些钱 如果打印 header pages要收费的话 那么它们将无法做到 因
为每个过滤器都会为每个工作打印 header page  

如果允许用户可以自己选择是否打印 header pager 你得使用统计打印 H eader Pages这节介绍
的技巧 写一个可以判断由 LPD 产生的 header page的输出用过滤器 并由它输出 PostScript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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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可以处理的数据 这么一来 如果用户以 lpr -h 送出工作 LPD 将不会产生 header page 而且
你的输出用过滤器也不会 否则 输出用过滤器将要根据 LPD 送出的数据然后以适当 PostScript
码将 header page送给打印机处理  

如果你的 PostScript打印机是接在串行端口上 那么可以使用 lprps里提供的输出用过滤器
psof 这个过滤器会做上面的动作 注意 psof这个过滤器将不会为 header pages计费  

11.4.3  网络打印 

FreeBSD 支持网络打印 将工作送给远程的打印机处理 网络打印有两种类型  
  访问远程机器所安装的打印机 在某一台机器上的串口或并口上接了一台打印机 然后
设置 LPD 使该台打印机可以接受网络上其他机器的使用 安装远程机器上的打印机这一
节将告诉你如何设置  
  使用直接接在网络上的打印机 这种打印机通常有一个额外的网络接口 以及 或是取
代掉原本的 传统的串口或并口 这种打印机可能有下列的工作方式  
  它可能可以使用 67� 通信协议直接接收从其他机器送来的工作 在这种情况下 就
和一般的机器上面运行 67� 没什么不同 只要照着安装远程机器上的打印机这一节里的
设置即可  
  它可能支持网络数据传输接口 这种情况下 你得将打印机“连接”到网络上的某一台
机器上 然后让该机器负责接收工作以及在打印机间传送数据 请阅读使用网络数据传
输接口的打印机里关于这类打印机安装的建议  

67�  spooling系统内建有将工作送给网络上其他执行 67� 或与 LPD 兼容 程序的机器打印
的功能 这个功能让你可以将打印机安装在一台机器上 并让网络上其他的机器使用 这个功能
也可以直接配合支持 67� 通信协议的网络接口打印机使用  

要使用远程打印 首先要先按照 简单的打印机设置 在打印机服务器上将打印机设置好
然后参考 高级打印机设置 设置所需要的参数 确定你的打印机可以和 LPD 配合运作 最后要
确定本机在 LPD 的已授权给使用远程机器列表里 请阅读 限制来自远程打印机的工作 这一节  

如果使用兼容于 67� 通信协议的网络接口打印机 那么下面讨论的打印机主机就是这台打印
机 而打印机名称则是你为打印机设置的名称 请查阅随打印机或网络接口附带的手册来设置  
 

如果你正在使用一个H ew lett Packard Laserjet打印机 那打印机名text将自动执

行LF到C R LD 的转换 所以你将不需要这个hpif脚本  
 

接着 在其他要访问这些网络打印机的机器上 它们的/etc/printcap 文件中用下面这些作一个
记录  

1 为你的网络打印机取个名字 为了简单起见 你可能会把打印机的名称及别名和打印机
服务器起一样的名字  

2 明确地将 lp 命令设置为空 :lp=:  
3 建立一个 spooling目录同时将其位置以 sd 命令指定 67� 在将工作送给打印机服务器之

前 会将这些工作放在这个目录下   
4 用 rm 命令指定打印机主机的名称  
5 用 rp 命令指定打印机主机上的打印机名称  
这些就足够了 不需要在/etc/printcap 文件里将转换用的过滤器列出 或是指定纸张的大小  
这儿有一个例子 主机 rose有两台打印机 分别为 bam boo及 rattan 我们要让 orchid 这台机

器上的用户可以使用这两台打印机 下面是 orchid 这台机器上的/etc/printcap 设置文件 查看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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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印 H eader Pages这一节 这个文件里面已经设置 teak 这台打印机了 我们将要再加入两台连
接在 rose这台机器上的网络打印机   
 

#

#  /etc/printcap for host orchid - added remote  printers on rose

#

#

#  teak is local; it is connected directly to orchid:

#

teak|hp|laserjet|Hewlett Packard LaserJet 3Si:\

:lp=/dev/lpt0:sd=/var/spool/lpd/teak:mx#0:\

:if=/usr/local/libexec/ifhp:\

:vf=/usr/local/libexec/vfhp:\

:of=/usr/local/libexec/ofhp:

#

#  rattan is connected to rose; send jobs for rattan to rose:

#

rattan|line|diablo|lp|Diablo 630 Line Printer:\

:lp=:rm=rose:rp=rattan:sd=/var/spool/lpd/rattan:

#

#  bamboo is connected to rose as well:

#

bamboo|ps|PS|S|panasonic|Panasonic KX-P4455 PostScript v51.4:\

:lp=:rm=rose:rp=bamboo:sd=/var/spool/lpd/bamboo:
 

然后 我们只要在 orchid 建立 spooling目录  
 

# mkdir -p /var/spool/lpd/rattan /var/spool/lpd/bamboo
# chmod 770 /var/spool/lpd/rattan /var/spool/lpd/bamboo
# chown daemon.daemon /var/spool/lpd/rattan /var/spool/lpd/bamboo

现在 orchid 上的用户可以将数据交给 rattan 和 bam boo 打印 例如 orchid 上的用户可以输
入  

% lpr -P bamboo -d sushi-review.dvi

而orchid上的 67� 系统将会将工作拷贝到/var/spool/LPD /bam boo spooling目录下并注明它是要
打印 DVI的工作 当 rose 这台机器上给 bam boo用的 spooling目录有空间时 这两个 LPD 就会开
始沟通将文件传给 rose 然后这工作便进入 rose 的队列直到它被打出为止 而将 DVI 转换成
PostScript 因为 bam boo是 PostScript打印机 的工作将会在 rose这台机器上执行  

如果打印机安装了一块网卡 通常有两种情况 这个接口具有后台打印系统的能力 较贵
或是只是拿来取代串口或并口 较便宜 这一节要讨论的是如何使用较便宜的那种方式 如果你
是选用较贵的接口 请参考前一节 安装远程机器上的打印机  

/etc/printcap 文件的格式允许你指定使用串口或是并口 以及 如果你使用串行端口 使用什
么传输速率 哪一种流量控制 是否需要延长转换换行字符等等 但是 却没有一种方法可以指
定以 TCP/IP 或是其他的网络连接端口与打印机连接  

如果要将数据送给这种网络打印机 需要开发一种可以被文本及转换用过滤器调用的数据传
输程序 这里有一个例子 netprint这个脚本可以读取标准输入的数据并将这些数据送到用网络连
接的打印机 我们给 netprint 指定打印机主机名作为第一个参数 并连接到的端口号作为第二个
参数  
 

这个程序只支持单向的传输 即从FreeBSD 到打印机 而很多网络打印机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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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双向传输 你可能会想要使用这些功能 如取得打印机状态 统计打印情况等  
 

#!/usr/bin/perl

#

#  netprint - Text filter for printer attached to network

#  Installed in /usr/local/libexec/netprint

#

$#ARGV eq 1 || die "Usage: $0 <printer-hostname> <port-number>";

$printer_host = $ARGV[0];

$printer_port = $ARGV[1];

require 'sys/socket.ph';

$ignore  $ignore  $protocol  = getprotobyname 'tcp' ;

$ignore  $ignore  $ignore  $ignore  $address

= gethostbyname $printer_host ;

$sockaddr = pack 'S n a4 x8'  &AF_INET  $printer_port  $address ;

socket PRINTER  &PF_INET  &SOCK_STREAM  $protocol

|| die "Can't create TCP/IP stream socket: $!";

connect PRINTER  $sockaddr  || die "Can't contact $printer_host: $!";

while <STDIN>  { print PRINTER; }

exit 0;
 

然后可以在不同的过滤器里使用这个脚本 假设我们有一台连接在网络上的 Diablo 750-N 行
式打印机 这台打印机用通信端口 5100 接收数据 这台打印机的名字叫作 scrivener 以下是给这
打印机使用的文本过滤器  
 

#!/bin/sh

#

#  diablo-if-net - Text filter for Diablo printer 'scrivener' listening

#  on port 5100.   Installed in /usr/local/libexec/diablo-if-net

#

exec /usr/libexec/lpr/lpf "$@" | /usr/local/libexec/netprint scrivener 5100
 

11.4.4  限制打印机的使用 

这一节讨论如何限制打印机的使用 67� 系统可以限制本机及远程使用打印机的用户 设置
他们是否可以打印多份 限制打印工作的大小以及打印机队列的上限  

67� 系统让用户可以很容易地将一个文件打印多份 举例来说 用户只要以 lpr -#5 命令就可
以将这个工作里的每个文件都打印 5份 不论这些文件里是什么东西  

如果你觉得打印多份会造成打印机的损坏 可以在/etc/printcap 设置文件里以 sc命令关闭 lpr
命令的-# 参数 当用户尝试以 -# 参数送出工作时 它们将看到  

lpr: multiple copies are not allowed
 

如果允许从远程使用你的打印机 请阅读安装远程机器上的打印机这一节

那么你得在远程机器上的/etc/printcap文件里也设置sc命令 否则用户仍然可以从远程的

机器上要求打印多份  
 

这里有一个例子 这是 rose 这台机器的/etc/printcap 设置文件 rattan 这台打印机十分强大
所以我们允许在它上面打印多份 但是 bam boo 这台激光打印机有点弱小 因此我们在它上面设
置了 sc命令 不允许打印多份  
 

#

#  /etc/printcap for host rose - restrict multiple copies on bamboo

#

rattan|line|diablo|lp|Diablo 630 Line Pri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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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sd=/var/spool/lpd/rattan:\

:lp=/dev/lpt0:\

:if=/usr/local/libexec/if-simple:

bamboo|ps|PS|S|panasonic|Panasonic KX-P4455 PostScript v51.4:\

:sh:sd=/var/spool/lpd/bamboo:sc:\

:lp=/dev/ttyd5:fs#0x82000e1:xs#0x820:rw:\

:if=/usr/local/libexec/psif:\

:df=/usr/local/libexec/psdf:
 

然后 也需要在 orchid 这台机器上的/etc/printcap 设置文件里为网络打印机加上 sc 命令 同
时 我们也不允许用户用 teak 这台打印机做打印多份的工作  
 

#

#  /etc/printcap for host orchid - no multiple copies for local

#  printer teak or remote printer bamboo

teak|hp|laserjet|Hewlett Packard LaserJet 3Si:\

:lp=/dev/lpt0:sd=/var/spool/lpd/teak:mx#0:sc:\

:if=/usr/local/libexec/ifhp:\

:vf=/usr/local/libexec/vfhp:\

:of=/usr/local/libexec/ofhp:

rattan|line|diablo|lp|Diablo 630 Line Printer:\

:lp=:rm=rose:rp=rattan:sd=/var/spool/lpd/rattan:

bamboo|ps|PS|S|panasonic|Panasonic KX-P4455 PostScript v51.4:\

:lp=:rm=rose:rp=bamboo:sd=/var/spool/lpd/bamboo:sc:
 

使用 sc命令以后 我们可以防止用户使用 lpr -# 但是无法防止用户执行多次 lpr 或是在一
个工作里将同样的文件送好几次 像这样  

% lpr forsale.sign forsale.sign forsale.sign forsale.sign forsale.sign

有很多方式可以防止这个滥用 包括忽略它 你可以自己尝试看看  

可以使用 UNIX 的组机制及/etc/printcap 设置文件的 rg命令来控制谁可以使用哪台打印机 只
要将允许访问打印机的用户放在某一个组中 然后用 rg命令指定这个组名称即可  

在这个组之外的用户如果它们尝试使用被限制使用的打印机 包括 root 将会看到“lpr: N ot a 
m em ber of the restricted group” 和 sc 禁止打印多份 一样 如果觉得需要限制远程用户使用你的
打印机 也得在远程机器上的设置文件里设置 rg命令 请阅读安装远程机器上的打印机这一节  

例如 让所有人都可以使用 rattan 这台打印机 但是只有在 artists组里的人可以使用 bam boo
这台打印机 下面是 rose这台机器的/etc/printcap 设置文件  
 

#

#  /etc/printcap for host rose - restricted group for bamboo

#

rattan|line|diablo|lp|Diablo 630 Line Printer:\

:sh:sd=/var/spool/lpd/rattan:\

:lp=/dev/lpt0:\

:if=/usr/local/libexec/if-simple:

bamboo|ps|PS|S|panasonic|Panasonic KX-P4455 PostScript v51.4:\

:sh:sd=/var/spool/lpd/bamboo:sc:rg=artists:\

:lp=/dev/ttyd5:fs#0x82000e1:xs#0x820:rw:\

:if=/usr/local/libexec/psif:\

:df=/usr/local/libexec/psdf:

在这里不修改其他的/etc/printcap 设置文件 比如说 orchid 机器上的 这么一来 所有 orchid
机器上的用户都可以用 bam boo 来打印 通常这种情况是因为 orchid 上的用户不多且希望他们都
可以访问打印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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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打印机只能使用一个组名称来做限制  
 

如果你有很多用户在使用打印机 也许会想要限制用户能打印的文件大小 毕竟在 spooling
目录所在的文件系统空间有限 而你得确保有足够的空间给其他的用户在打印时使用  

67� 让你可以用 m x命令限制一个打印工作中的文件大小 以 BU FSIZ 区块为单位 每一块大
小为 1024 字节 如果你将值设置为 0 那么表示对文件大小没有限制 如果没有使用 m x命令的
话 那么默认的大小是 1000 个区块  
 

这些限制将会套用在打印工作中的文件 而不是整个打印工作的大小  
 

LPD 不会拒绝接收一个文件大小超过你为打印机设置上限的文件 而会尽量将该文件小于上
限的数据放入缓存并打出 而超出上限的数据则取消 这是不是一个正确的处理方式还有待争议  

让我们为我们举例的打印机 rattan 和 bam boo 设置上限 既然这些艺术家的 PostScript文件都
蛮大的 我们将上限设置为 5 M B 而我们在纯文本行式打印机上不做任何限制  
 

#

#  /etc/printcap for host rose

#

#

#  No limit on job size:

#

rattan|line|diablo|lp|Diablo 630 Line Printer:\

:sh:mx#0:sd=/var/spool/lpd/rattan:\

:lp=/dev/lpt0:\

:if=/usr/local/libexec/if-simple:

#

#  Limit of five megabytes:

#

bamboo|ps|PS|S|panasonic|Panasonic KX-P4455 PostScript v51.4:\

:sh:sd=/var/spool/lpd/bamboo:sc:rg=artists:mx#5000:\

:lp=/dev/ttyd5:fs#0x82000e1:xs#0x820:rw:\

:if=/usr/local/libexec/psif:\

:df=/usr/local/libexec/psdf:
 

同样的 这些限制仅对本机用户有效 如果有人通过网络使用这些打印机 那么这些设置是
不会产生作用的 你得在远程的/etc/printcap 设置文件里也设置 m x 命令才行 请阅读安装远程机
器上的打印机这一节以了解更多关于远程打印的信息  

有另一种更好的方法来限定远程打印机传送过来的打印工作大小  请阅读限制来自远程打印
机的工作这一节的说明  

67�  spooling系统提供好几种方法来限制从远程传过来的打印工作   

你可以用/etc/hosts.equiv和/etc/hosts.lpd这两个文件来限制 67� 接收哪些远程机器的要求 67�

会检查发出要求的机器是否列在这些文件中 如果没有的话 那么 67� 会拒绝这些要求  
这两个文件的格式很简单 一行写一台机器名称即可 不过你得注意/etc/hosts.equiv这个文件

也被 ruserok 通信协议所使用 因此会影响到像 rsh 和 rcp 等程序 所以你得小心的设置  
举例来说 rose的/etc/hosts.LPD 设置文件是下面这样的  

orchid

violet

madrigal.fishbaum.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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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思就是 rose这台机器将会接收从 orchid violet 以及 m adrigal.fishbaum .de这三台机器送过
来的要求 如果其他的机器想要来使用 rose这台机器的 LPD 那么 LPD 将会拒绝它们  

你可以控制有多少空间保留在 spooling目录所在的文件系统上 只要在本机打印机的 spooling
目录上建立一个叫作 m infree的文件就行了 这个文件的内容是一个数字记录 当文件系统至少还
有多少磁盘区块 512 字节 的剩余空间时 才接收远程传来的打印工作  

这可以确保远程的用户不会将你的文件系统空间用完 而这块空间可以给本机用户一些保障
它们在文件系统剩余空间小于 m infree 文件里所指定的大小时 还是可以将打印工作送进打印队
列  

举例来说 我们如果想要为 bam boo设置 m infree文件 先查看/etc/printcap 文件以找出这台打
印机 spooling目录的位置 下面是关于 bam boo的设置  
 

bamboo|ps|PS|S|panasonic|Panasonic KX-P4455 PostScript v51.4:\

:sh:sd=/var/spool/lpd/bamboo:sc:rg=artists:mx#5000:\

:lp=/dev/ttyd5:fs#0x82000e1:xs#0x820:rw:mx#5000:\

:if=/usr/local/libexec/psif:\

:df=/usr/local/libexec/psdf:
 

Spooling的目录是以 sd 命令设置 可以设置当那个文件系统的剩余空间在 3 M B 即 6144 个
磁盘区块 以上时 就接收远程来的打印工作  

# echo 6144 > /var/spool/lpd/bamboo/minfree

你可以在/etc/printcap 里用 rs命令设置哪些远程用户可以使用本机的打印机 当你为本机的打
印机使用了 rs以后 LPD 只有在远程的用户名称在本机上也有同样的用户名称时 才会接收这个
打印工作 否则 LPD 会拒绝接收该工作  

这个功能 举例来说 在不同部门共享打印机时 另一个部门的某些用户需要用到打印机
你只要在你的机器上为这些用户建立帐户 那么他们就可以在他们的部门里使用你的打印机 如
果只想要让他们使用你的打印机而不能使用你机器上的其他资源的话 那么只要为它们建立
token 帐户 既没有 hom e目录也没有可用的 shell 像/usr/bin/false这样 即可  

11.4.5  统计打印机的使用情况 

纸张和墨水都是要钱的 管理也是需要花钱的——打印机常常因为运转负荷过重而发生故障
为何不向用户收取打印的费用呢 如果打算收钱 需要检查你的打印机 制定使用方式 以及制
定打印一张纸 一英尺 一公尺 等等 要收多少钱 那么要如何统计打印了多少呢  

不幸的是 LPD  spooling 系统在这方面的帮助并不大 统计的方法与你所使用的打印机 打
印的格式以及其他你想收费的项目有关  

如果要统计这个功能 得修改打印机的文本过滤器 以对打印纯文本收费 或转换用过滤器
以对其他文件格式收费 以计算打印的张数 如果无法计算的话 则向打印机查询打出的张数
你没有办法用输出用的过滤器来做统计的工作 请阅读过滤器这一节的说明  

一般来说 有两种统计的方式  
  定期统计是较常见的方式 也许是因为它比较容易 当有人打印时 过滤器将用户名称
机器以及打印的张数记录到一个记录文件里 每个月 每个学期 每年或是任何一段时
间 你可以根据这些不同打印机的记录文件来结算每个用户产生的费用 并向他们收费
然后删除这些记录再重新开始计算  
  实时统计是较少用的方式 也许是因为它比较难设置 这个方法让过滤器马上计算出用
户打印的数目并向他们收费 就像磁盘配额一样 这个统计是马上生效的 可以提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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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方式供用户检查或调整他们的“打印配额” 以防止某些用户打印过量 但是这种方法
需要一些维护数据库的程序代码以记录用户使用的配额   

67�  spooling 系统可以很容易地支持上面两种情况 因为 大部分的时候 你得提供你的过
滤器以及计算程序 这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很弹性地调整计算的方法 举例来说 不管是使用定
期统计还是实时统计 可以选择要记录哪些信息 用户名称 机器名称 工作形态 打印的张数
纸张的大小 打印工作所花的时间等等 而只要调整你的过滤器就可以了  

FreeBSD 提供两个程序让你可以快速设置好定期统计 它们是在文本过滤器 lpf那节所提到的
lpf以及 pac 这是一个可以从打印机打印记录文件读取并统计数据的程序  

在前几节 过滤器的运作方式 我们曾提到 LPD 会将记录文件名以参数的方式传给文本过
滤器和转换用过滤器 这样过滤器就知道可以将计算结果记录到哪个文件里 这个文件名在
/etc/printcap 文件里是以 af命令指定 如果不是以绝对路径来指定的话 那么这个文件将会放在相
对应于 spooling目录的位置下  

LPD 会将纸张的宽度及高度传给 lpf命令 由 pw 及 pl命令所指定 lpf使用这些参数来计算
将会用到多少张纸 而将文件送给打印机打印后 它会将这些结果记录在记录文件里 这些结果
看起来是像这个样子的  
 

2.00 rose:andy

3.00 rose:kelly

3.00 orchid:mary

5.00 orchid:mary

2.00 orchid:zhang
 

由于 lpf 没有使用文件锁定的相关操作 因此每台打印机都要有独立的统计记录文件 否则
两个 lpf 同时对同一个文件做写入的动作可能会使彼此的记录都不正确 而最简单的解决方式就
是让不同的打印机在/etc/printcap 设置文件里以 af=acct命令指定不同的统计记录文件 这些 acct
文件将会分别放置在不同的 spooling目录下   

当准备要向用户收钱时 执行 pac 这个程序 只要将目录切换到你想收钱的打印机 spooling
目录下 然后打 pac 你将会得到一份像下列的收费摘要  
 

  Login               pages/feet    runs     price

    orchid:kelly 5.00 1 $ 0.10

    orchid:mary 31.00 3 $ 0.62

    orchid:zhang 9.00 1 $ 0.18

    rose:andy 2.00 1 $ 0.04

    rose:kelly 177.00 104 $ 3.54

    rose:mary 87.00 32 $ 1.74

    rose:root 26.00 12 $ 0.52

    total 337.00 154 $ 6.74
 

pac有下列参数可以使用  
-Pprinter

    指定要处理哪一台打印机的统计数据 这个参数只有在/etc/printcap 文件里的 af命令是使
用绝对路径时才有用   
/etc/printcap

-c

    将输出的结果以费用排序 而不是以用户的名字排序  
-m

    忽略记录文件里的机器名称 如果使用这个参数 那么alpha机器上的用户sm ith和 gam m a
机器上的用户 sm ith 将会被视为同一个用户 否则 它们会被视为不同的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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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rice

    计算时以每一页收取 price元计算 而不是使用/etc/printcap 里的 pc所指定的价格或 2分
美金 默认的费率 计算 你可以用浮点数来指定 price这个参数  
-r

    颠倒排列的顺序  
-s

    将计算的结果写到一个摘要文件里 同时清除统计记录文件的内容  
name ... 

    只为指定的用户打印统计信息  
在 pac 默认的输出里 你可以看到不同机器上不同用户所打印的张数 如果你不在乎用户使

用的机器 比如说用户可以用任何机器 那么可以用 pac -m 产生下列的摘要输出  
 

      Login  pages/feet   runs      price

    andy 2.00 1 $ 0.04

    kelly 182.00 105 $ 3.64

    mary 118.00 35 $ 2.36

    root 26.00 12 $ 0.52

    zhang 9.00 1 $ 0.18

    total 337.00 154 $ 6.74
 

pac计算应缴纳的金额时 会使用/etc/printcap文件里pc命令所指定的费率 默认值为2美分
即每一页或是每一英尺想要收多少钱就是在这里指定 可以在执行pac时以参数-p改变这个费率
不过-p 的单位是元 而不是分 举例来说  

# pac -p1.50

将使打印每一页以 1元 5分计算 可以用这个参数调整你所收取的费用   
最后 如果使用 pac -s将会把这些摘要信息存在一个文件里 这个文件的名称会和统计记录

文件相同 不过文件名后面会再加上_sum 然后它会将统计记录文件清空 如果再执行一次 pac
命令 那么它会先读取之前统计的结果 然后再加上从统计记录文件里所计算出来的结果  

为了要能精确统计打印的情况 必须要知道每个工作用了几张纸 这是打印机使用情况统计
最基本的问题  

对于纯文本的工作 这个问题并不难解决 只要统计这个工作里有几行并了解打印机一张纸
可以印几行就行了 别忘了考虑倒退字符以及因为同一行字符过多而换行的情况  

lpf文本过滤器 在文本过滤器 lpf这一节里介绍的 在做统计时会将这些情况都考虑进去
如果你要自己撰写有统计功能的文本过滤器 可以参考 lpf的源代码  

那么要如何统计其他格式的文件呢  
对于 DVI转成 LaserJet或 DV I转成 PostScript 可以让你的过滤器处理由 dvilj或 dvips的输出

以判断一共转换了几页 也许可以用类似的方式来处理其他的文件格式以转换程序  
但是这样的方法所计算出来的和打印机实际打出来的可能不大相同 举例来说 打印机可能

会卡纸 用完色带碳粉或墨水 或是其他的故障-而这些用户仍然需要付费  
那么该怎么办  
只有一种方法肯定是可以做出精确的统计 买一台可以告诉你一共打出多少纸张的打印机

同时将它接在串行端口或是以网络连接 几乎所有的 PostScript打印机都支持这个功能 当然其
他种类的打印机也有支持的 如网络 Im agen 激光打印机 为这些打印机修改你的过滤器 使
得过滤器在打印完成后可以从打印机取得这些信息 同时也只根据这些记录来做统计 不需要
做行数统计或是其他可能发生错误的计算方式 当然 你也可以大方地让所有的纸张打印输出
都免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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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  使用打印机 

这一节将介绍如何在 FreeBSD 下使用打印机 这里有份用户级命令的概要  
lpr  
打印工作  
lpq  
检查打印机队列  
lprm   
将工作从打印机队列中删除  
也有系统维护使用的命令 lpc 用来控制打印机及其队列 在管理打印机这一节里有更详细

的说明  
lpr lprm 和 lpq 这三个命令都接收-P printer-nam e 这是指定在 /etc/printcap 文件里设定的打

印机/队列的参数 允许你对不同的打印机作要求 删除以及检查工作 如果没有使用-P 参数
那么这些命令将使用 PR IN TER 环境变量所指定的打印机 如果也没有 PRIN TER 环境变量 那么
这些命令则会对别名为 lp 的打印机指定动作  

此后 默认打印机指的就是以 PRIN TER 环境变量设定的打印机或是当 lp 环境变量不存在时
别名为 lp 的打印机  

11.5.1  打印工作 

要打印文件 输入  
% lpr filename ...

这将把所有列出的文件以默认打印机打印 如果你没有指定任何文件 那么 lpr 将会从标准
输入读入数据 下面这个例子将会打出一些重要的系统文件  

% lpr /etc/host.conf /etc/hosts.equiv

如果要指定以特定的打印机输出 输入  
% lpr -P printer-name filename ...

下面这个例子会将当前目录下的文件列表从名为 rattan 打印机输出  
% ls -l | lpr -P rattan

因为 lpr命令以后没有指定任何一个文件 lpr将会从标准输入读入数据以打印出来 即由 ls -l
命令所产生的输出  

lpr命令有许多参数如控制输出格式 套用文件转换 一次打印出多份等等 请参看 打印参
数 这一节里有更详细的说明  

11.5.2  检查打印工作 

当使用 lpr打印时 一起送到 LPD  spooling系统的数据称为一个“打印工作” 每一台打印机都
有一个打印工作队列 而你的打印工作和其他的打印工作一样在队列里等待打印 打印机会先打
印先送到的工作  

要显示默认打印机的队列 输入 lpq 即可 如果要指定打印机 请指定-P 参数 例如  
% lpq -P bamboo

这个命令会显示叫作 bam boo的打印机队列 这里有一份 lpq 命令的输出例子   
 

bamboo is ready and printing

Rank   Owner    Job  Files Total Size

active kelly    9    /etc/host.conf  /etc/hosts.equiv 88 by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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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nd    kelly    10 standard input 1635 bytes

3rd    mary     11   ... 78519 bytes
 

上面显示一共有三个工作在 bam boo 的队列里 第一个工作由用户 kelly 送出 “工作代码”为
9 每一个工作都会有个唯一的工作代码 通常你可以忽略工作代码 但是如果你要取消某个工作
时 你就需要知道工作号码 详情请参看删除队列这一节  

工作号码 9 里包含了两个文件 用 lpr送多个文件将会被视为同一个工作 这是目前正在处
理的工作 注意“R ank”栏标示的 active 即打印机现在应该就在打印这个工作 第二个工作的数
据是用 lpr从标准输入接收数据的 而第三个工作是由用户 m ary送出的 这是一个较大的工作
而她要打印的文件因为太长而放不下 所以 lpq 命令只显示三个点  

lpq 最前面的输出通常可以看出打印机现在在做什么 至少是 LPD 觉得打印机现在应该是在
做什么  

lpq 命令可以使用-l参数以得到更详细的列表 这里有一个 lpq -l的输出例子  
 

waiting for bamboo to become ready offline ?

    kelly: 1st [job 009rose]

 /etc/host.conf 73 bytes

  /etc/hosts.equiv 15 bytes

    kelly: 2nd  [job 010rose]

standard input 1635 bytes

    mary: 3rd [job 011rose]

/home/orchid/mary/research/venus/alpha-regio/mapping 78519 bytes

11.5.3  删除打印工作 

如果你改变主意不想打印你的工作了 可以用 lprm 命令把它们从打印队列中删除 通常也可
以用 lprm 把一个正在处理的工作删除 不过可能还是会打印出部分或是全部的文件  

要从默认打印机里删除工作 首先用 lpq 找出工作代码 然后输入  
% lprm job-number

如果要从指定的打印机删除工作 那么用 -P 参数 下列的命令从打印机 bam boo的队列中删
除工作号码为 10 的工作  

% lprm -P bamboo 10

lprm 命令有一些常用的用法  
lprm  -  
    将 默认打印机 里所有属于你的工作都删除  
lprm  user  
    将 默认打印机 里所有属于用户 user的工作都删除 只有超级用户可以删除其他人的
工作 你只能删除自己的工作   
lprm   
    如果不指定工作号码 用户名称或是- lprm 将删除目前默认打印机正在处理的工作
但前提是这个工作必需是属于你的 超级用户可以删除任何目前正在处理的工作   
    如果使用-P 参数配合上面的常用用法 则上面的动作将对指定的打印机动作而不是对默
认打印机 下列的命令将会删除目前用户在打印机 rattan 队列中的所有工作  

% lprm -P rattan -
 

如果你使用的是网络打印机 lprm 将只允许你从输出工作的机器删除该工作

下面这些命令可以说明这个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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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pr -P rattan myfile
% rlogin orchid
% lpq -P rattan

    Rank   Owner   Job  Files         Total Size

    active seeyan  12...                      49123 bytes

    2nd    kelly      13   myfile                         12 bytes

% lprm -P rattan 13
rose: Permission denied

% logout
% lprm -P rattan 13
dfA013rose dequeued

cfA013rose dequeued

11.5.4  在纯文本之外 打印选项 

lpr命令提供控制格式输出 转换图形及其他文件格式 一次打出多份 工作处理方式等选项
这一节将一一介绍  

下列的 lpr 命令控制文件输出的格式 如果你的打印工作里没有纯文字或是你希望纯文字通
过 lpr处理后以特定的格式输出时 可以使用这些选项  

举例来说 下面的命令从叫作 bam boo 的打印机将 DVI 文件 由 TeX 排版系统产生  
fish-report.dvi输出  

% lpr -P bamboo -d fish-report.dvi

这些选项将套用这个工作里的每个文件 所以你不能把 DVI和 ditroff文件在同一个工作里一
起处理 而要分两次工作用不同的转换选项  
 

这些选项除了-p和-T需要为指定的打印机安装转换的过滤器外 其他的都不

用 举例来说 选项-d需要安装D V I转换过滤器 转换用的过滤器这一节有较详细的说

明  
-c

打印 cifplot文件  
-d

打印 DVI文件  
-f

打印 FOR TR A N 文本文件 
-g

打印 plot数据  
-i number

将输出缩进 num ber个字符  如果省略 num ber 则缩进 8个字符 这个选项只有在某些转换
用的过滤器上有效  
 

请不要在-i和数字之间加上空格  
-l

原封不动的打出文本数据 包括控制字符  
-n

打印 ditroff device independent troff 数据  
-p

在打印之前以 pr格式化输出 请参看 pr的联机手册了解更多的信息  
-T title

以 title取代 pr header中的文件名 这个选项只有在配合-p 选项使用时才有效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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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印 troff数据  
-v

打印 raster数据  
下面是一个以默认打印机打印格式化过的 ls 联机手册的例子  

% zcat /usr/share/man/man1/ls.1.gz | troff -t -man | lpr -t

zcat命令将 ls原始数据解压缩并传送给 troff命令 将该数据格式化后以 GNU  troff格式输出给
lpr送给 LPD  后台打印系统处理 因为在使用 lpr命令时使用了-t选项 所以后台打印系统在打
印时会把 GNU  troff转换成默认打印机所能了解的格式  

下列的选项将会让 lpr告诉 LPD 以特别的方式处理工作   
# copies

将同一工作里的每个文件都打出 copies份 系统管理员可以将这个选项关闭 以减低打印机
的障碍并鼓励使用复印机 请参见限制打印多份这一节的说明  

这个例子将会从默认的打印机打出三份 parser.c 然后打出三份 parser.h  
% lpr -#3 parser.c parser.h

 -m  
完成打印工作后 便通知用户 如果使用这个选项 当打印工作完成后 LPD 系统将会写信

给你 在这封信中将会告诉你工作是否成功地打出或是有错误以及 通常会 告诉你错误的原因  
 -s 

不要将要打印的文件拷贝到 spooling目录 而只要以符号连接 s的方式取代  
如果你要打印大的文件 可以考虑用这个选项 这可以节省 spooling目录的空间 否则 spooling

目录所在的文件系统可能会空间不足 同时也可以省下 LPD 将文件拷贝到 spooling 目录所需的
时间  

这么做有一个缺点就是当打印还没结束时 不能修改或删除打印中的文件 因为 LPD 在打印
时还会用到原始文件  
 

如果你是用网络打印机打印 那么LPD 还是会把你的文件拷贝到远程的机器

所以选项-s只有在本机上打印时才有用  
 

 -r 
当你的文件已经拷贝到 spooling目录时 或是用-s选项且打印完成时 就将原本的文件删除

请小心使用这个选项  

有一些选项是设定 lpr打印在 header pages上的文字 如果打印 header pages的话 那么这些
选项就没有作用了 请参见 H eader Pages这一节以了解如何设定 header pages  
 -C text  

将 header page上的机器名称用 text替换 主机名称通常是提交打印工作的机器名称  
 -J text 

将 header上的工作名称用 text替换 工作名称通常是一份打印工作里的第一个文件名称 如
果你是从标准输入打印数据的话 那么将会是 stdin  
 -h  

不要打印 header page  
 

在某些机器上 由于header pages产生的方式不同 这个选项可能会无效 请

参看H eader Pages这一节更详细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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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5  管理打印机 

作为打印机管理员 你必须安装 设定以及测试它们 可以用 lpc这个命令  
  打开或停止打印机  
  开启或关闭它们的队列  
  重新安排队列里工作的顺序  
我们得先知道的一个术语 如果一个打印机已经停止工作了 它将不会将队列里的任何东西

打出来 用户仍然可以将工作送过来 但是这些工作将会在队列里等待直到打印机开始工作或是
队列被清空  

如果队列被关闭了 那么没有用户 除了 root之外 可以将工作送给打印机 只有已经开启
队列的打印机可以接收其他人将工作送过来 一个打印机可以为一个已经关闭的队列开始工作
在这种情况下 原本存在队列中的工作将会一一地被打印直到没有工作为止   

通常 拥有 root权限的用户才可以用 lpc命令 一般的用户只能用 lpc命令来查询打印机工作
以及重新启动当掉的打印机  

以下是一份 lpc的命令列表 大部份的命令都需要指定 printer-nam e以指定要对哪一台打印机
下命令 printer-nam e也可以用 all表示所有排在/etc/printcap 里的打印机  

abort printer-name

取消目前的工作 同时也停止打印机工作 如果队列被关闭 用户仍然可以送工作给打印机  
clean printer-name

将打印机 spooling 目录中的旧文件删除 有时候 LPD 可能没有把打印完的工作从 spooling 目
录中删除 尤其是当打印的工作发生错误时或是有其他命令将其中止时 这个命令将会找出这些
不该存在于 spooling目录中的文件并将他们删除  

disable printer-name

关闭队列以停止接收新工作 如果打印机并未停止工作 那么队列中剩余的工作将会继续打
印直到队列中没有工作为止 关闭队列后 root仍然可以继续送工作给打印机  

这个命令在你测试一台新打印机或是新的过滤器时特别有用 你可以将队列关起来然后以
root测试打印的工作 其他用户则无法将工作送过来 除非你测试完毕后将队列以 enable 命令打
开  
down printer-name message 

这个命令等于是 disable后再接着 stop 命令 其中 m essage是当有用户以 lpq 检查打印机队列
或是以 lpc status命令检查打印机状态时所显示的信息  
enable printer-name

将打印机队列打开 这样用户就可以将工作送给打印机 但是只有在打印机已经开始工作后
队列里的工作才会被打出来  
help command-name

将 com m and-nam e 命令的说明打出 如果没有指定 com m and-nam e 那么将会打出所有可用
的命令  
restart printer-name

重新启动打印机 如果因为某些情况使得 LPD 当掉了 一般的用户可以用这个命令让打印机
重新开始工作 但是他们无法用这个命令让由 stop 或 down 命令停止的打印机开始工作 restart
命令等于 abort再接着 start命令  
start printer-name

让打印机开始工作 打印机会将队列里的工作打出  
stop printer-name

停止打印机工作 打印机将会先完成目前的工作然后停止打印队列中的任何工作 打印机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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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工作后 用户仍然可以把工作送给一个未关闭的队列中   
topq printer-name job-or-username

将打印机 printer-nam e 队列中工作代号为 job 或是属于用户 usernam e 的工作移到队列的最前
面 在这个命令里 你不可以将 all填在 printer-nam e上指定所有的打印机  
up printer-name

这是和 down 命令相对的指令 等同于 start后再接着 enable命令  
lpc 能以选项的方式接收上面的命令 如果你不输入任何命令 lpc 将会进入交谈模式 在这

里可以一直输入命令直到你以 exit命令 quit命令或是输入文件结尾字符为止  

11.6  标准后台打印系统之外的选择 

如果读完了这篇文章 现在应该彻底了解了 FreeBSD 提供的 LPD  spooling系统 不过你可能
觉得这个系统有些缺点 因此会想到 “除此之外还有哪些 spooling 系统 可以配合 FreeBSD 使
用 ” 

LPR ng  
670 #�指的是“下一代的 LPR ” LPR ng是将 PLP 完全重写 Patrick Powell和 Justin M ason PLP

的主要维护人 一起合作开发了 670 #� 670 #�的网站是 http://www.astart.com /lprng/LPR ng.htm l  

11.7  疑难解答 

用 lptest做过简单的测试后 你可能会遇到下面的问题  
打印机打了一阵子 但是并没有输出任何结果   
打印机打出上面所列的东西 但是没多久就停了 这时 可能需要按打印机上的 PRIN T 

R EM A IN IN G 或 FO R M  FEED 钮才看得到输出的结果  
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 打印机在打印前可能在等待是否还有更多的资料要打印 要解决这个

问题 可以让文本过滤器送出 FOR M  FEED 字符 或是其他需要的字符 给打印机 这个动作让
打印机打出目前打印机缓存区里的资料 同时也确定每个工作的最后一页可以完整的输出 使得
下个工作不会从前一个工作的最后一页中间输出  

下面这个 shell脚本替换/usr/local/libexec/if-sim ple 将工作送给打印机后 会再送出一个换页
字符  
 

#!/bin/sh

    #

# if-simple - Simple text input filter for lpd

# Installed in /usr/local/libexec/if-simple

    #

# Simply copies stdin to stdout.  Ignores all filter arguments.

# Writes a form feed character \f  after printing job.
 

/bin/cat && printf "\f" && exit 0

exit 2
 

打出了 阶梯效应  
你的结果可能是这个样子  

! "#$%&' *+ -./01234

"#$%&' *+ -./012345

#$%&' *+ -./0123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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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你已经成为因为换行字符冲突而产生阶梯效应的受害者 Unix 风格的操作系统只使用
ASCII码 10 line feed LF 作为换行字符 M S-D O S O S/2 以及其他操作系统使用两个字符 ASCII
码 10 以及 ASCII码 13 称作 carriage return 或 CR 很多打印机使用 M S-D O S 的表示法来代表
换行字符  

当你用 FreeBSD 打印时 你的文件只用 line feed 字符换行 当打印机看到一个 line feed 字符
时 将纸卷了一行 仍然从同一个位置继续往后打印 这就是为什么要用 carriage return 字符的原
因 将下一个字的打印位置移到纸张的最左边  

FreeBSD 希望你的打印机可以  
打印机收到 CR     打印机打印 CR 
打印机收到 LF       打印机打印 CR + LF 
有一些方法可以达到这个目地  
  用打印机上的开关或控制面板设置这些字符的处理方式 请查阅你的打印机手册并做正
确的设置  

 

如果你的计算机安装了除FreeBSD 外的操作系统 也许得常常重新设置打印机

处理C R 和LF的设置  
 

因此 可能会希望使用下面其中之一的方法  
  让 FreeBSD 的串口驱动程序自动将 LF 转换成 CR +LF 当然 打印机只能在串行口上
如果要打开这个功能 只要在 /etc/printcap 设置文件里为你的打印机用 fs 关键词设置
CRM O D 这个位即可   
  送一个句柄给打印机告诉它暂时把 LF 字符做额外的处理 请参阅你的打印机手册以了解
你的打印机是否支持此功能 如果找到适用的句柄 修改你的文本过滤器先送出这些句
柄 再送出要打印的工作  

下面这个文本过滤器的例子是使用 H ewlett-Packard PCL 代码 先让打印机将 LF 视为 LF 和
CR 处理 再送出工作 接着 再送出一个换页符以完成上一页的工作 这个过滤程序应该可以
工作在大部分的 H ewlett-Packard 打印机上  
 

#!/bin/sh

    #

# hpif - Simple text input filter for lpd for HP-PCL based printers

# Installed in /usr/local/libexec/hpif

    #

# Simply copies stdin to stdout.  Ignores all filter arguments.

# Tells printer to treat LF as CR+LF.  Ejects the page when done.
 

printf "\033&k2G" && cat && printf "\033&l0H" && exit 0

exit 2
 

而下面这个/etc/printcap 的例子是设置一台叫作 orchid 计算机 它在第一个并口连接了一台叫
作 teak 的 H ewlett-Packard LaserJet 3Si打印机 同时 它使用了上面的脚本作为它的文本过滤器  
 

    #

#  /etc/printcap for host orchid

    #

teak|hp|laserjet|Hewlett Packard LaserJet 3Si:\

:lp=/dev/lpt0:sh:sd=/var/spool/lpd/teak:mx#0:\

:if=/usr/local/libexec/hpif:
 

打印机从不换行 把每一行都印在同一行上 这个问题和上面的阶梯效应“相反” 而且也较
罕见 FreeBSD 用来换行的 LF 字符被当成 CR 字符使得打印机一直回到纸张的最左边开始打印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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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不换行 使用打印机上的设置开关或是控制面板设置使 LF 和 CR 字符这样被处理  
 

打印机收到 打印机打印 

CR CR  

LF CR  + LF 
 

打印时 打印机在一行中会少打某些字 这个情况在打印时可能会变得愈来愈严重 有越来
越多的字打不出来 这是因为打印机接收资料的速度无法跟上计算机通过串行端口发送资料的速
度 这个问题在并口打印机上应该不会发生 有两种方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如果打印机支持 XON /X O FF 流量控制 在 FreeBSD 里可以用 fs 关键词来设置 TA N D EM
位  
  如果打印机支持 carrier流量控制 用 fs关键词来设置 M D M BU F 位 确定连接打印机及
计算机的连接线可以配合 carrier流量控制使用  
  如果打印机不支持任何一种流量控制 那么在 fs 关键词里试着设置 NLD ELA Y  
TBD ELA Y CR D ELA Y V TD ELA Y 以及 BSD ELA Y 等位的组合以适当地延迟数据送到打
印机  

打印机打出看不懂的符号 而不是我们期望中的数据 这通常是因为序列打印机的通信参数
设置不正确而造成的 再检查一次 br关键词所设置的传输速率 fs及 fc关键词所设置的奇偶校验
同时也检查打印机是否也使用与/etc/printcap 文件相同的设置  

如果没有任何反应 那么可能是 FreeBSD 的问题而不是硬件的问题 为你的打印机在
/etc/printcap 设置文件里设置记录文件 使用 lf命令 下面的例子是用 lf为 rattan 这台打印机设
置记录文件  
 

rattan|line|diablo|lp|Diablo 630 Line Printer:\

:sh:sd=/var/spool/lpd/rattan:\

:lp=/dev/lpt0:\

:if=/usr/local/libexec/if-simple:\

:lf=/var/log/rattan.log
 

然后试着再打印一次 并检查记录文件 在我们的例子里 是/var/log/rattan.log这个文件 里
是否出现错误信息 然后根据错误信息来解决你的问题  

如果没有用 lf指定记录文件 LPD 默认使用/dev/conso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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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 1122 章章  
存存    储储  

 
 

12.1  概  要 

这章介绍了 FreeBSD 中磁盘的使用方法 包括内存后备存储磁盘 网
络附属磁盘和标准的 SCSI/ID E 存储设备  

读完这章 你将了解到  
  FreeBSD 中用来描述数据组织的术语 partition 和 slice  
  如何挂上和卸载文件系统  
  如何在你的系统上增加硬盘  
  如何设置虚拟文件系统  
  如何使用配额来限制磁盘空间的使用  
  如何刻录 CD 和 DV D  
  用于备份的多种存储媒介  
  如何在 FreeBSD 上使用备份程序  
  如何备份到软磁盘  

12.2  设备命名 

表 12-1 是 FreeBSD 支持的物理存储设备列表  

表 12-1 物理驱动器命名规则 

ID E hard drives ad  

ID E CD R O M  drives acd  

SCSI hard drives and U SB M ass storage devices da  

SCSI CD R O M  drives cd 

A ssorted non-standard CD R O M  drives m cd for M itsum i CD-R O M scd for Sony 
CD -R O M m atcd for M atsushita/Panasonic 
CD -R O M  

Floppy drives fd 

SCSI tape drives sa  

ID E tape drives ast  

Flash drives fla for D iskO nChip Flash device 

R A ID  drives m yxd for M ylex and am rd for A M I 
M egaR A ID idad for Com paq Sm art R A I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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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添加磁盘 

假设我们要给一台只有一个磁盘的机器增加一个新的 SCSI磁盘 首先需要关掉计算机 然后
按操作规程来安装驱动器 控制器和驱动程序  

以 root登录计算机 安装完驱动器后 检查一下/var/run/dm esg.boot有没有找到新的磁盘 新
增加的磁盘就是 da1 我们从/1 挂上它 如果你正添加一个 IDE 驱动器 在 4.0 版以前的系统里
是 wd1 而 4.0 和以后的版本的系统里是 ad1  

因为 FreeBSD 运行在 IBM -PC 兼容机上 它必须遵循 PC BIO S 的分区规范 这与传统的 BSD
分区是不同的 一个 PC 的磁盘最高只能有四个 BIO S 主 分区 如果磁盘只安装 FreeBSD 你
可以使用专用模式 另外 FreeBSD 必须安装在 PC BIO S 支持的分区内 FreeBSD 把分区叫作 slice
这可能会把人搞糊涂 你可以在只安装 FreeBSD 的磁盘上使用 slice 也可以在安装有其他操作系
统的磁盘上使用 slice 这不会影响其他操作系统的 Fdisk 分区工具  

在 slice方式表示下 驱动器被添加到/dev/da1s1e 可以读作 SCSI磁盘 编号为 1 第二个
SCSI磁盘 slice 1 的 BSD 分区 e 在有些例子中 也可以简化为/dev/da1e  

12.3.1  使用 sysinstall 

可以使用/stand/sysinstall 命令 选择它的使用菜单来分区和标记一个新的磁盘 需要有 root
权限 运行/stand/sysinstall 然后选择配置菜单 根据配置菜单 上下滚动 选择分区条目 接
下来你会看到一个安装在你系统上的硬盘的列表 如果没有看到 da1 你需要重新检查硬件安装
在/var/run/dm esg.boot文件中检查 dm esg输出信息  

选择 da1 键入 FD ISK 分区编辑器 选择 A  FreeBSD 将使用全部的磁盘 当被告知是否要
“rem ain cooperative with any future possible operating system s”时 回答 YES 使用 W 保存刚才的修改
现在使用 q退出 FD ISK 编辑器 下面会看到的有关主引导区的信息 现在你已在运行的系统上添
加了一个磁盘 就选择 None  

接下来是键入磁盘标签编辑器 Disk label Editor 这就是你要创建的 BSD 分区 一个磁盘最
多可以有 8个分区 标记为 a-h 有几个分区标签有特殊的用途 有的分区被用作 root分区 /
系统磁盘 从那儿启动的分区 必须有一个 a 分区 b 分区被用作交换分区 可以用很多磁盘用
作交换分区  

Sysinstall的标签编辑器用 e表示非 root和非 swap 分区 在标签编辑器中 可以使用 C 创建一
个文件系统 当提示这是否是一个 FS 文件系统 或 swap 时 选择 FS 然后给出一个加载点 如
/m nt 当在 post-install模式时添加一个磁盘 sysinstall不会在/etc/fstab 中创建记录 所以是否指
定加载点并不重要  

现在已经准备把新标签写到磁盘上 然后创建一个文件系统 可以按下 W 来完成 出现任何
错误都会不能创建新的分区 可以退出标签编辑器然后重新执行 sysinstall  

下面一步就是编辑/etc/fstab 为你的新磁盘添加一个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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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2  使用命令行工具 

这步安装将允许磁盘与可能安装在你计算机上的其他操作系统一起正确工作 而不会搞乱其
他操作系统的分区 推荐使用这种方法来安装新磁盘  
 

# dd if=/dev/zero of=/dev/rda1 bs=1k count=1
# fdisk -BI da1 #初始化新磁盘
# disklabel -B -w -r da1s1 auto #加上标签
# disklabel -e da1s1 #现在编辑你刚才创建的磁盘分区
# mkdir -p /1
# newfs /dev/da1s1e # 为你创建的每个分区重复这个操作
# mount -t ufs /dev/da1s1e /1 # 挂上分区
# vi /etc/fstab # 完成之后 添加合适的记录到你的/etc/fstab文件

 

如果有一个 IDE 磁盘 记得要用 ad 来替换 da 4.x以前的系统要用 wd 来替换  

如果你并没有安装其他的操作系统 可以使用专用模式 记住这种模式可能会弄乱 m icrosoft
的操作系统 但不会对它进行破坏  
 

# dd if=/dev/zero of=/dev/rda1 bs=1k count=1
# disklabel -Brw da1 auto
# disklabel -e da1               #创建'e'分区
# newfs -d0 /dev/rda1e
# mkdir -p /1
# vi /etc/fstab               # 为/dev/da1e添加一条记录
# mount /1

 

另外一种方法  
 

# dd if=/dev/zero of=/dev/rda1 count=2
# disklabel /dev/rda1 | disklabel -BrR da1 /dev/stdin
# newfs /dev/rda1e
# mkdir -p /1
# vi /etc/fstab                   # add an entry for /dev/da1e
# mount /1

12.4  基于网络 内存和文件的文件系统 

除了安装在计算机上的物理硬件如软盘驱动器 CD 硬盘之外 其他形式的磁盘——虚拟磁
盘也能被 FreeBSD 认出来 这包括网络文件系统和 coda和 m d m em ory disk 这样的内存文件系
统 还有 vnconfig或 m dconfig创建的基于文件的文件系统  

12.4.1  vnconfig: 文件式文件系统 

Vnconfig可以配置和启用 vnode伪磁盘设备 一个 vnode代表了一个文件 是文件活动的中心
这是说 vnconfig使用文件来创建和操作一个文件系统  

挂上一个存在的文件系统的映像  

例 12-1  使用 vnconfig 挂上一个存在的文件系统的映像 
# vnconfig vn0 diskimage
# mount /dev/vn0c /mnt

使用 vnconfig创建一个新的文件系统映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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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12-2  使用 vnconfig 创建一个新的后备磁盘 
# dd if=/dev/zero of= newimage bs=1k count= 5k
5120+0 records in

5120+0 records out

# vnconfig -s labels -c vn 0 newimage
# disklabel -r -w vn 0 auto
# newfs vn 0c
Warning: 2048 sector(s) in last cylinder unallocated

/dev/rvn0c: 10240 sectors in 3 cylinders of 1 tracks, 4096 sectors

5.0MB in 1 cyl groups (16 c/g, 32.00MB/g, 1280 i/g)

super-block backups (for fsck -b #) at:

32

# mount /dev/vn 0c /mnt
# df /mnt
Filesystem 1K-blocks Used Avail Capacity Mounted on

/dev/vn0c 4927 1 4532 0% /mnt

12.4.2  m d: 内存文件系统 

m d 是一个简单 高效创建内存文件系统的方法  
如例 12-3  

例 12-3  m d m em ory disk 
# dd if=newimage of=/dev/md0
5120+0 records in

5120+0 records out

# mount /dev/md0c /mnt
# df /mnt
Filesystem  1K-blocks     Used    Avail Capacity  Mounted on

    /dev/md0c        4927        1     4532     0%    /mnt

12.5  文件系统配额 

配额是操作系统的一个可选择的特性 它允许限制用户使用的磁盘空间大小或是使用的文件
数量 这可以防止某个用户占用所有的磁盘空间  

12.5.1  配置系统来启用磁盘配额 

在决定使用磁盘配额前 确信磁盘配额已经在内核中配置好了 只要在内核配置文件中添加
下面一行就行了  

options QUOTA

在默认情况下 GEN ER IC 内核是不会启用这个功能的 所以必须配置 重建和安装一个定制
的内核 请参考 FreeBSD 内核配置这章了解更多有关内核配置的信息  

接下来 需要在/etc/rc.conf中启用磁盘配额 可以通过添加下面这行来完成  
enable_quotas="YES"

为了更好的控制配额时的启动 还有另外一个可配置的变量 通常启动时 集成在每个文件
系统上的配额会被配额检查程序自动检查 配额检查功能能够确保在配额数据库中的数据正确地
反映了文件系统的数据情况 这是一个很耗时间的处理进程 它会影响系统的启动时间 如果想
跳过这一步 可以加入下面这一行  

check_quotas="NO"

如果运行的是 3.2-R ELEA SE 以前的版本 配置比较简单 只需要配置一个选项 在你的



第 12 章  存储 

221 

/etc/rc.conf中设置下面这行  
check_quotas="YES"

最后 要编辑/etc/fstab 文件 以在每一个文件系统基础上启用磁盘配额 这是启用用户和组
配额 或同时启用用户和组配额的地方 要在一个文件系统上启用每个用户的配额 可以在
/etc/fstab 记录中为要启用配额的文件系统添加下面一行 例如  

/dev/da1s2g   /home    ufs rw userquota 1 2

同样的 要启用组配额 使用组配额选项来代替用户配额关键字 要同时启用用户和组配额
可以这样做  

/dev/da1s2g    /home    ufs rw userquota groupquota 1 2

默认情况下 配额文件是存放在文件系统的以 quota.user和 quota.group 命名的根目录下 可
以查看 fstab 联机手册了解更多信息 即使联机手册说可以为配额文件指定其他的位置 这里并不
推荐这样做 因为不同的配额工具不一定遵循这样的规则 到这儿 可以用新内核重新启动系统
/etc/rc 将自动运行适当的命令来创建最初的配额文件 所以并不需要手动来创建任何零长度的配
额文件  

在通常的操作过程中 并不要求手动运行 quotacheck quotaon quotaoff命令 然而可能需要
阅读与他们的操作相似的联机手册  

12.5.2  设置配额限制 

一旦配置好了启用配额的系统 可以检查一下它们是否真的有用 可以这样做  
# quota -v

查看启用配额的每个文件系统的使用和当前配额限制的在线摘要 现在可以使用 edquota 命
令准备启用配额限制  

有几个有关如何强制限制用户或组可以分配到的磁盘空间大小的选项 你可以限制磁盘空间
的分配 或文件的数量 或两者都有 这些限制中的每一个最终可分为两类 硬限制和软限制  

一个硬限制可能无法被超越 一旦一个用户达到了他们的硬限制 他们将无法在文件系统中
得到更多的配额 例如 如果用户在文件系统上有一个 500 blocks的硬限制 而当前已经分派了
490 个 blocks 用户就只能分派剩下的 10 个 blocks 如果硬是要分派 11 个 blocks将会失败  

软限制可以被有时间限制性地被越过 这段时间可以被理解为允许限期 默认是一个星期
如果一个用户延缓时间太长的话 软限制将会变成硬限制 根本就不允许再继续占用磁盘配额
当用户回到软限制以下时 允许限期将重新开始计算  

下面是一个运行 edquota命令时看到的例子 当 edquota命令被调用时 会被转移进 EDITO R
环境变量指派的编辑器中 允许编辑配额限制  
 

# edquota -u test
 

Quotas for user test:

/usr: blocks in use: 65  limits soft = 50  hard = 75

inodes in use: 7  limits soft = 50  hard = 60

/usr/var: blocks in use: 0  limits soft = 50  hard = 75

inodes in use: 0  limits soft = 50  hard = 60
 

在每一个文件系统上 通常会看到两行 一行是 block 限制 另一行是 inode限制 简单地改
变要修改的配额限制的值 例如 提高这个用户软限制的数值到 500 硬限制的数值到 600  

/usr: blocks in use: 65  limits soft = 50  hard = 75

到: 
/usr: blocks in use: 65  limits soft = 500  hard = 600

当离开编辑器的时候 新的配额限制设置将会被保存  
有时 在 uid 的范围上设置配额限制是非常必要的 这可以通过在命令 edquota 后面加上-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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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项来完成 首先 给用户分配所需要的配额限制 然后运行命令 edquota-p protouser
startuid-enduid 例如 如果用户 test已经有了所需要的配额限制 下面的命令可以被用来复制那
些 uid为 10000到 19999的配额限制

# edquota-p test 10000-19999

更多细节请参看 edquota的联机手册

12.5.3  检查配额限制和磁盘使用 

既可以使用 quota也可以使用 repquota命令来检查配额限制和磁盘使用情况 Quota命令能够
检查单个用户和组的配额和磁盘使用情况 只有超级用户才可以检查其他用户的配额和磁盘使用
情况 repquota命令可以用来了解所有配额和磁盘的使用情况  

下面是一个使用 quota -v命令后的输出情况  
 

Disk quotas for user test uid 1002 :

 Filesystem blocks   quota   limit   grace   files   quota   limit   grace

   /usr      65* 50     75   5days   7 50     60

usr/var   0   50      75 0  50     60
 

上面的例子中表示在/usr文件系统中 这个用户超越了软限制 50 blocks 15 个 blocks 但
是他有 5天的宽限期  
 

*号表示用户当前超过了他的配额限制  
 

通常用户没有在上面使用任何磁盘空间的文件系统不会在 quota 命令的输出中显示 即使他
有一个针对文件系统的配置限制 -v选项将显示那些文件系统 如上一个例子中的/usr/var文件系
统  

12.5.4  通过 N FS 使用磁盘配额 

配额能够在NFS服务器上被配额子系统强迫使用 在NFS客户端 rpc.rquotad命令可以使quota
信息用于 quota命令 可以允许用户察看它们的 quota统计信息  

可以这样在/etc/inetd.conf中启用 rpc.rquotad  
rquotad/1      dgram rpc/udp wait root /usr/libexec/rpc.rquotad rpc.rquotad

现在重起 inetd  
# kill -HUP 'cat /var/run/inetd.pid'

12.6  创建和使用光学介质 C D 和 D V D  

12.6.1  介绍 

CD 与普通的磁盘相比有很多不同的特性 最初它们是不能被用户写入的 CD 有磁道 track
要在 FreeBSD 中制作一个 CD 你要准备好要写到 CD 上的数据文件 然后根据每个 track 写入到
CD  

ISO 9660 文件系统被设计用来处理这些差异 它通常不会对文件系统作限制 幸运的是 它
提供了一个可扩展的机制允许在制作 CD 时超越这些限制  

m kisofs程序能用来生成一个包含一个 ISO 9660 文件系统的数据文件 它有很多支持的扩展选
项 下面会具体描述 你可以从/usr/ports/sysutils/m kisofs port中安装它  

使用哪个工具来刻录 CD 依赖于 CD 刻录机是 ATA PI的还是其他类型的 ATA PI CD 刻录器使
用 burncd 程序 可以在基本系统中找到 SCSI 和 U SB CD 刻录机使用 cdrecord 程序 可以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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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utils/cdrtools中找到  

12.6.2  m kisofs 

m kisofs用于制作一个 ISO 9660 的文件系统 简单用法如下  
# mkisofs -o imagefile.iso /path/to/tree

这个命令将创建一个包含 ISO 9660 文件系统的 im agefile文件 它是目录树/path/to/tree的一个
拷贝 在处理过程中 它将文件名称映射为标准的 ISO  9660 文件系统的文件名 将排除那些不典
型的 ISO 文件系统的文件  

有很多选项能够用来克服那些限制 特别的 -R 选项能够启用 Rock R idge扩展 -J选项能
启用用于 M icrosoft系统的 Joliet扩展 -hfs能用来创建用于 M AC 的 H FS 文件系统  

对于那些即将要在 FreeBSD 系统中使用 CD 的来说 -U 能用来消除所有文件名的限制 当使
用-R 选项时 它会产生一个文件系统映像 它与你从那儿启动 FreeBSD 树是一样的 虽然它在许
多方面违反了 ISO 9660 的标准  

最后一个常用的选项是-b 这可以用来指定启动映像的位置 以产生一个叫作“El Torito”的启
动光盘 这个选项有一个参数 这个参数是指向已被写入到 CD 的目录树顶部的启动映像的路径
所以 /tm p/m yboot保存了一个可启动的 FreeBSD 系统 它的启动映像放在/tm p/m yboot/boot/cdboot
中 你应当像下面这样在/tm p/bootable.iso中生成一个 ISO 9660 文件系统的映像  

# mkisofs -U -R –b boot/cdboot –o /tmp/bootable.iso  /tmp/myboot

完成之后 如果内核中已经配置了 vn 就可以挂上文件系统  
# vnconfig –e vn0c  /tmp/bootable.iso

# mount -t cd9660 /dev/vn0c /mnt

可以发现/m nt和/tm p/m yboot是一样的  
还可以使用 m kisofs的其他选项来很好地调整它的行为 特别是修改 ISO 9660 的划分格式 创

建 Joilet和 H FS 格式的盘片  

12.6.3  burncd 

如果用的是 ATA PI的 CD  刻录机 可以使用 burncd 命令来刻录 ISO 映像到 CD 上 Burncd
是基本系统的一部分 可以使用/usr/sbin/burncd 来安装 用法如下  

# burncd -f cddevice data imagefile.iso fixate

在 cddevice上刻录 im agefile.iso的一个拷贝 默认的设备是/dev/acd0c 查看 burncd 的联机手
册的参考选项来设置写入速度 刻完之后退出 CD 然后写入声音数据  

12.6.4  cdrecord 

如果没有一个 ATA PI的 CD 刻录机 必须使用 cdrecord 来刻录你的 CD Cdrecord 不是基本系
统的一部分 必须从 sysutils/cdrtools或适当的 package安装它 基本系统的变化可能会引起这个程
序的错误 可能是由“coaster”引起的 当升级系统时 同时需要升级 port 或者如果已升级到
-STA BLE 那么使用新版本时也要升级 port  

Cdrecord 有很多选项 基本用法与 burncd 相似 刻录一个 ISO 9660 映像文件只需这样做  
# cdrecord dev=device imagefile.iso

使用 cdrecord 的比较巧妙的方法是找到使用的 dev 要找到正确的设置 可以使用 cdrecord
的-scanbus标记 这会产生这样的结果  
 

    # cdrecord -scanbus

    Cdrecord 1.9 i386-unknown-freebsd4.2  Copyright C  1995-2000 Jörg Schilling

    Using libscg version 'schily-0.1'

    scsibus0:

            0 0 0     0  'SEAGATE ' 'ST39236LW       ' '0004' Dis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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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1 0     1  'SEAGATE ' 'ST39173W        ' '5958' Disk

            0 2 0     2  *

          0 3 0     3  'iomega  ' 'jaz 1GB         ' 'J.86' Removable Disk

            0 4 0     4  'NEC     ' 'CD-ROM DRIVE:466' '1.26' Removable CD-ROM

            0 5 0     5  *

            0 6 0     6  *

            0 7 0     7  *

   scsibus1:

    1 0 0   100  *

            1 1 0   101  *

            1 2 0   102  *

            1 3 0   103  *

            1 4 0   104  *

            1 5 0   105  'YAMAHA  ' 'CRW4260         ' '1.0q' Removable CD-ROM

            1 6 0   106  'ARTEC   ' 'AM12S    ' '1.06' Scanner

            1 7 0   107  *
 

这个列表列出了设备的适当的 dev值 在这个例子中 CRW 是 1 5 0 所以正确的输入应
是 dev=1 5 0 有一个很容易的方法可以指定这个值 看看 cdrecord 的介绍了解有关音轨 控
制速度和其他的东西  

12.7  ccd 连接磁盘配置  

今天几乎每个人都收集了从 m p3 到视频文件很多的多媒体文件 我也有很多转换过的 m p3
音乐文件 现在面临一个问题是如何存储这些文件  

选择一个比较好的解决方案 最重要的是产品的速度 性能和成本 通常这三者不可能都满
足 要获得比较快和大容量的存储设备 就比较昂贵 但如果将成本降下来 那它的速度或可靠
性就会打折扣 在设计系统时 希望在两者之间达到一个平衡 对我来说 速度不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绝大多数的使用是通过百兆以太网来完成的 通过几个磁盘来传输文件要快得多 最后还要
考虑可靠性 存放在这个大容量存储设备上的所有数据都被备份到了 CD-R 盘 这个驱动器主要
充当实时存储的功能 所以如果一个驱动器坏了 我就可以换掉它 重建文件系统 把数据从 CD -R
上拷回来  

总的计算一下 需要在有限的成本下得到最大的存储容量 大型的 IDE 磁盘现在是一天比一
天便宜 我发现 W estern D igital 30.7gb 5400 R PM 硬盘只需要 130 美元 所以我买了三个 加起来
足有 90G B 的存储容量  

12.7.1  安装硬件 

我在一个已安装有一个 IDE 硬盘的系统上再安装一个磁盘 最好是每个 IDE 磁盘都使用一个
自己的 IDE 控制器 但要求系统有两个 IDE 控制器成本可能比较高 所以把两个磁盘的一个设置
成主盘 一个设置成从盘 一个放在第一个 IDE 控制器上作为系统磁盘 其他两个放在第二个控
制器上  

重启动后 系统 BIO S 被配置成自动检测硬盘 FreeBSD 检测到了它们  
 

    ad0: 19574MB <WDC WD205BA> [39770/16/63] at ata0-master UDMA33

    ad1: 29333MB <WDC WD307AA> [59598/16/63] at ata0-slave UDMA33

    ad2: 29333MB <WDC WD307AA> [59598/16/63] at ata1-master UDMA33

    ad3: 29333MB <WDC WD307AA> [59598/16/63] at ata1-slave UDMA33
 

如果 FreeBSD 没有检测到它们 请确定它们的跳线是否正确 我已经听说了使用线缆选择代
替实际的 slave/m aster配置的问题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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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要考虑的是 如何创建文件系统 我对 vinum 和 ccd 有一些研究 在一些特殊的配置
中 ccd 是比较好的选择 因为它比较简单 Vinum 显得有点超出了我的需要   
12.7.2  安装 C C D  

22� 允许用户将几个相同的磁盘通过一个逻辑文件系统连接起来 要使用 ��	 需要在内核
中配置 ��	支持选项 把这行加入到内核配置文件中 然后重建内核  

    pseudo-device   ccd 4

在 FreeBSD  4.0 和以后版本中 ��	可以作为一个内核模块来加载  
要安装 ��	 首先需要 disklabel磁盘 这儿是如何给磁盘做标记的示例  
    disklabel -r -w ad1 auto

    disklabel -r -w ad2 auto

    disklabel -r -w ad3 auto

这儿把整个硬盘创建成 ad1c ad2c和 ad3c 下一步是改变 disklabel的类型  
    disklabel -e ad1

    disklabel -e ad2

    disklabel -e ad3

这儿在每个已经设置了 EDITO R 环境变量的磁盘上打开了 disklabel 在我的例子中使用的是
vi 可以看到  

    8 partitions:

    #   size   offset    fstype   [fsize bsize bps/cpg]

      c: 60074784    0    unused  0  0     0   # Cyl.    0 - 59597

需要添加一个“e”分区给 ccd 用 这可以是“c”分区的一个拷贝 但 fstype 必须是 4.2BSD 做
完之后 你会看到下面这些  
 

    8 partitions:

    #        size   offset    fstype   [fsize bsize bps/cpg]

      c: 60074784    0    unused        0   0     0   # Cyl.    0 - 59597

      e: 60074784  0    4.2BSD        0  0     0   # Cyl.    0 - 59597

12.7.3  建立文件系统 

现在已给每个磁盘都加上了标签 下面需要建立 ��	 要这样做 需要一个叫 ccdconfig 的工
具 同时提供配置的设备的第一个参数 在这儿是/dev/ccd0c ccd0c 的设备节点可能不存在 所
以需要创建它 执行下面的命令  

    cd /dev

    sh MAKEDEV ccd0

ccdconfig需要的下一个参数是文件系统的插入页 interleave 插入页定义了在磁盘块中一个
分段或条带 stripe 的大小 通常是 512 个字节 所以 一个为 32 的插入页将是 16384 字节  

插入页为 ccdconfig附带了标记 如果你要启用驱动器镜象 需要在这儿指定它 在这个配置
中没有做 ��	的镜象 所以把它设为 0  

ccdconfig的最后配置是设备的排列问题 执行下面的命令  
    ccdconfig ccd0 32 0 /dev/ad1e /dev/ad2e /dev/ad3e

这样就配置好了 ��	 现在要创建 newfs 文件系统了  
    newfs /dev/ccd0c

12.7.4  自动创建 

最后 如果要挂上 ��	 需要先配置它 把当前的配置文件写入/etc/ccd.conf中  
    ccdconfig -g > /etc/ccd.conf

当重新启动系统时 如果/etc/ccd.conf存在 脚本/etc/rc就运行 ccdconfig -C 这样就能自动配
置 ccd 以至它能被挂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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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启动进入了单用户模式 在挂上 ��	之前 需要执行下面的命令来配置队列  
    ccdconfig -C

最后需要为 ��	在/etc/fstab 中配置一个记录 以便在启动时它能被挂上  
    /dev/ccd0c              /media       ufs     rw      2 2

12.8  步步为营: 建立一个可靠的服务器系统 

在通常的概念中 要达到这一步 需要拥有一对磁盘 这样即使其中有一个坏了 也不会影
响服务器的正常运行 如果它们工作正常 那一切都会很好 除非你的服务器的两个磁盘同时都
坏掉了 否则你的服务器是不会当机的 如果要构建一个相当坚固的服务器的话 可能需要使用
更多的磁盘驱动器 以达到想象中的可靠性  

12.8.1  介绍 

任何需要提供可靠服务的机器都需要许多额外的实时备件 或是许多离线的备用设备 以便
出现问题时及时更换 一般的 PC 硬件对于一些小型组织来说很容易备齐 在很多组织中 一旦
电源 网卡 内存或主板坏掉了 可以很容易地在几分钟内得到更换 这样可以及时地将机器放
回到生产环境中去  

但是如果一个磁盘坏掉了 那它上面的数据虽然可以从磁带备份中恢复过来 却可能花好几
个小时 由于带有多个磁盘的阵列要比磁带机运行得快得多 所以用它来恢复数据要快得多  

8 �#�� 是一个针对 FreeBSD 的卷管理工具(Volum e m anager) 它提供了一个连接到文件系统代
码的标准块 I/O 层接口 通过管理 vinum 类型的分区并允许你在这样的分区上细分和组织 叫作
卷 volum e 的逻辑设备 卷可以配置得很有弹性 高性能或两者都具备 在某些方面 8 �#��

与 ccd 很相似 但是它在实际运作中更加可靠 它只是比 ccd 设置稍微困难些 如果你只对把几
个磁盘合并成一个大逻辑磁盘感兴趣 ccd 可能更适合你的需要  

因为这中间包含了很多的术语 所以存储管理的讨论可能会有点难以理解 正如我们将在下
面看到的 术语 disk, slice, partition, subdisk 和 volum e都是指不同的东西 但它们可能呈现出与内
核一样的接口 因为这些术语所表现出来的目标互相之间是嵌套的 所以可能会对用户造成混淆  

我会将一个物理磁盘看作是一个 �������的 这儿的 partition 是指由 disklabel划分的 BSD 分
区 它不是指由 Fdisk 划分的 slice或 BIO S partition  

8 �#�� 定义了一个用来管理存储的包含四个目标的层次结构 参见图 12-1 这些不同的组
合可以用来完成错误恢复 提升性能或提供其他额外的功能 你可以查看 8 �#�� 的网站
http://www.vinum vm .org/ 深入了解一下它的详细功能  
最顶层是一个 vinum  volum e 主要提供与一个内核其他部分的标准块 I/O 层接口 从而充当一

个虚拟磁盘的功能 最底层是一个 vinum  drive 使用这个同样的接口从下面的物理设备请求 I/O
在它们中间的两个 我们把它叫作 vinum  plex和 vinum  subdisk 正如可以从它的名字猜到的那样
vinum  subdisk 是一个在 vinum 驱动器上可用空间的相应子集 它可以让你细分一个 vinum 驱动器
就像一个 BSD 分区可以细分一个 BIO S slice一样  

Plex 允许把所有的 subdisk 空间组织成一个简单的目标 一个 plex 可以用串联或条状分割把
subdisk 组织起来 这两个组织方式被用来通过 spindle 发布 I/O 请求 一个分段的 plex 每次会根
据分段的大小而交换 spindle 一个相连的 plex将只会在一个 subdisk 到达终点时才会交换 spindle  

一个 8 �#�� 卷的重要特性是它是由不止一个 plex 组成的 在不同的 spindle 上配置两个或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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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的 plex可能会产生一个会导致错误的卷  

图 12-1  V inum 目标与结构 

8 �#�� 保持着一个定义了上面的目标和它们互相之间方法情况的配置 无论什么时候发生了
变化 这个配置都会被自动地写入到所有在 8 �#�� 管理下的 spindle中  

虽然 8 �#�� 可以管理许多 spindle 但这儿只介绍特定的两个简化 spindle 查看表 12-2 了解
用 8 �#�� 组织的两个 spindle与没有用 8 �#�� 组织的两个 spindle有何不同  

表 12-2 用 Vinum  组织的两个 spindle 的特性 

组    织 全 部 容 量 失败恢复 最高读性能 最高写性能 

串联的 Plexes 没有变化 但只作为一个简单的驱动器出现 No 没有变化 没有变化 

分段状的 Plexes 

(R A ID -0) 
没有变化 但只作为一个简单的驱动器出现 No 2x 2x 

镜像卷 

(RA ID -1) 
1/2, 作为一个简单的驱动器出现 Yes 2x 没有变化 

 

表 12-2 显示了使用分段的情况下 它的容量并没有多大变化 但它的读写性能变得更好了
因此 在这儿将不使用串联作为例子 镜像卷提供了提高读性能和失败恢复的功能 但这样会牺
牲一些磁盘容量  
 

由于现在有不止一个������连在一起 所以串联和分段在增加失败可能性的情

况下 给它们带来了超越一个简单������的好处  
 

当出现三个或更多的 spindle时 8 �#�� 也支持旋转(rotate) 块交叉存取的奇偶校验功能 也
叫作 RA ID -5 它提供了比镜像更多的容量 但不完全跟分段一样 比镜像和分段更好的读
性能和失败恢复的机会 但 RAID -5 会降低写入的性能 RAID -5 需要有 5个或更多的 spindle  

上面提到的各种组织结构可以结合起来提供更好的性能 例如 将镜像和分段结合起来可以
提供带有非常快速读与失败恢复功能的磁盘  

8 �#�� 是一个 最小 的 FreeBSD 发行的一个标准组成部分 从 3.0-R ELEA SE 以来已经是一
个标准组件了  

这个名字的官方读音是 VEE-noom  
8 �#�� 来自于 Veritas V olum e M anager的灵感 但不是起源于它 这个名称来源于一个历史故

事和拉丁格言 In V ino V eritas V ino是 Vinum 的宾语形式 照字面翻译 就是 Truth lies in wine
--酒后吐真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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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已经在过去的两年中把它使用在了六个不同的服务器上而没有数据丢失 就像 FreeBSD 的
其他功能一样 8 �#�� 提供了“坚如磐石的功能” 在个人的笔记中 当我配置错了某些东西时
我看到过 Vinum 的混乱 但我从来没有在普通的操作中遇到过麻烦 Greg Lehey为 FreeBSD 写
了 8 �#�� 而且他正在试图把它移植到 NetBSD 和 OpenBSD  
 

就像FreeBSD 其他功能一样  ��� 正在不断地发展 几个隐藏的 但很重

要的错误在最近的发布版中得到了修复 最好使用最近发布的代码以满足对稳定性的要

求  
 

8 �#�� 加上谨慎的分区管理 可以实时地"warm -spare" spindle 以便用户能很清晰地了解错
误情况 损坏的 spindle在维护期间或方便的时候可以及时地被更换  

当所有的 spindle 都在工作的时候 服务器可以得到更好的性能和存储容量 如果 spindle 中
包含 root /usr或 swap 那你的主目录中所有多余的拷贝都会增加服务器失败的可能性 因此
我在这儿提醒一下 在构建一个包含 root /usr /hom e和 swap 分区的具有失败恢复功能的服务器
时要特别小心  
 

 ��� 镜像不允许删除备份 镜像不会帮助你从站点灾难或使用rm  - r - f /命

令后产生的错误中恢复  
 

可以在实际的生产使用中给一个服务器配置添加 8 �#�� 9: 但这在机器启动后再来配置就
比较困难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stand/sysinstall不支持 8 �#�� 的安装 因此 不能通过/stand/sysinstall
来直接安装一个卷
 

 ��� 当前不支持root文件系统 这个特性正在开发中  
 

因此使用 8 �#�� 来启动就有些困难 虽然你打算使用 8 �#�� 但建议你在安装 FreeBSD 时不
要用 8 �#�� 等安装之后再使用  

我把这个过程叫作“8 �#�� 步步为营法” 也就是 8 �#�� 安装和操作达到你所要求的可恢复性
或高性能目标的全过程 我的目的只是想证明我已经使用 8 �#�� 的步步为营方法能够很好地为我
工作  

在这里选择的服务器建立方法允许我为你展示在/usr和/hom e上可恢复性配置的范例 然而
8 �#�� 所提供的好处要远远超出可恢复性——也就是 高性能 高容量和可管理性  

它能够很好地提高磁盘的性能 特别是在多用户负载的情况下 8 �#�� 能很容易地将许多
小容量的磁盘连接起来组合成一个简单的大容量磁盘 但在这里的服务器建立方法中不允许我介
绍这种方法  

对于带有很多 spindle的服务器 8 �#�� 在卷管理中提供了非常好的优势 特别是加上了热插
拔的硬件时 当系统在运行时 数据可以从一个 spindle移到另一个 spindle而不会浪费生产(工作)
时间 另外这儿并没有给出具体细节 但你可以从其他文档中得到帮助 查看针对 8 �#�� 的技术
介绍“The V inum  V olum e M anager 4” vinum 的联机手册中关于 vinum 命令 vinum 设备驱动和 vinum
目标命名方法的介绍  
 

把你的磁盘空间分割的越小越好 这可以让你调整到磁盘访问的最普通类型

以便于提高磁盘的性能 然而 它也可能由于分区的太小而损失一些磁盘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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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的两个 spindle例子中 一些磁盘的损坏都会导致 8 �#�� 自动将所有磁盘的 I/O 转给那
个好的 spindle 其他的要求在控制台手动操作用降级模式来配置服务器 然后做一个快速的重启
动 不同于平常的硬件修理 当服务器在多用户的降级模式下运行时 绝大多数的恢复工作就开
始工作 以至尽可能地减少对实际生产的影响  

在第 12.8.7 节 我将告诉你在 8 �#�� 不能自动工作的情况下 需要为降级模式操作配置服务
器的方法 我也给出一旦损坏的硬件修复后回到普通操作模式的方法 你可以看看这些 8 �#�� 失
败恢复的方法  

建议从模拟的失败中使用这些方法进行练习 对于每一个失败的情况 即使当你的硬件工作
得很好的时候 我也会在下面为模拟一个失败给出提示 就像下面 12.8.1.10 节描述的 一个很小
的 Vinum 系统仍然可以在没有实际生产设备的情况下进行恢复技术的实验  

在降级模式下 有时需要用手工方式才能配置服务器 因为 8 �#�� 是一种软件的执行机制
是在 FreeBSD 内核的调用下运行的 这样一个软件 RA ID 解决方案的不利之处是无法从 BIO S 或
FreeBSD 启动过程中隐藏损坏的 spindle 因此 服务器的手工重新配置会告诉 BIO S 和启动过程损
坏的 spindle 硬件 RA ID 解决方案通常有一个优势 就是它们不要求重新配置 因为损坏的 spindle
是被隐藏的 BIO S 和启动进程无法发现  

硬件 RA ID 也可能会有一些缺点  
  硬件 RA ID 控制器它自己可能会成为系统的一个简单的失败点  
  数据通常是用一种私有的格式来保存 以至于一个磁盘驱动器不可能简单地插进另外一
个主板然后启动  
  经常不能区分和匹配不同大小和接口的驱动器  
  硬件 RA ID 驱动器经常被限制在一定的数目之内 通常是只有 4个或 8个  

8 �#�� 提供的好处是 它不会有一个简单的失败点 驱动器可以在很多主板上启动 你很容
易地区分和匹配驱动器使用的接口  
 

确保你的内核是普通的 或至少是/kernel.G EN ER IC 这将提高你更快速地

支持硬件的机会  
 

上面从正反两方面讨论的建议 对于硬件 RA ID 来说 使用在 root文件系统和 swap 分区是非
常好的选择 这对于很难进行控制台访问的服务器管理员来说尤其实际 回想起有时为了降级模
式操作需要配置服务器 一个只有软 RA ID 的服务器比较适合于办公和家庭环境使用 这样管
理员就在眼前  
 

通常,硬件R A ID 总是比软件R A ID 快 因为它运行在控制器的C PU 上 !���

会比硬件R A ID 使用更多的C PU 和内存 如果性能很重要的话 在你做决定之前先在使用

硬件R A ID 和软件R A ID 的系统上进行应用程序的基准测试  
 

这些用法可能很合适 因为普通的 PC 硬件现在能够很容易地支持低成本高性能的几百兆磁
盘空间 许多磁盘驱动器制造商现在开始出售 7200R PM 的磁盘 而且寻道时间更短 有更高的数
据传输速率 使用 ATA -100 的接口 具有很吸引人的价格 四个这样的驱动器 加上一个合适的
主板 用 8 �#�� 进行配置 然后进行合理地分区 就可以建立一个具有失败恢复 低成本 高性
能磁盘服务器  

然而 你可能确实想简单地使用 8 �#�� 一个小的系统可能只需要老的 CPU 甚至一个 4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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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可以了 一对 500M B 或更大的磁盘驱动器 它们不一定需要同样的大小 甚至也不需要同样
的接口 例如 可以混合使用 ATA PI和 SCSI 所以今天可以试一试 你将在一小时内建立起一
台具有失败恢复功能的服务器  

12.8.2  步步为营方法的各个阶段 

Greg Lehey给我们提供了步步为营方法的建议 他很清楚 8 �#�� 内部如何分配磁盘空间而避
免拷贝数据 配置 8 �#�� 目录 以便它们在/stand/sysinstall建立文件系统的地方占用同样的磁盘
空间 文件系统不需要拷贝就可以被嵌入到 8 �#�� 目标中  

8 �#�� 启动过程有好几个不同的阶段 每个阶段都将在下面的各个章节中描述 这节将介绍
一个通常的过程和它的目标 接着会给出带有两个 spindle的操作步骤 以及建议如何调整这两个
spindle以适应服务器的要求 如果你已经理解了 8 �#�� 的启动过程 那下面每一阶段的示例可
以略过 这节的其余部分给出了一个整个启动过程的概况  

阶段 1 是计划和准备阶段 我们将根据可用的资源平衡要求 然后作折中的设计 我们将计
划从没有 8 �#�� 到有一个 spindle的 8 �#�� 再到有两个 spindle的 8 �#�� 不断变换  

阶段 2 中我们在使用 4.2BSD 文件系统 UFS 文件系统 分区的一个简单 spindle上安装一个
小的 FreeBSD 系统  

阶段 3将在 8 �#�� 目标中插入来自阶段 2的非 root文件系统 注意 8 �#�� 将在这时启动和运
行 但它还不能提供失败恢复的功能 因为它只有一个 spindle存储数据  

最后在阶段 4中 我们在第 2个 spindle上配置 8 �#�� 然后做一个 root文件系统的备份 这
将在所有的文件系统上提供失败可恢复功能  

1 :

这个阶段的目标是定义我们需要的不同分区和检查它们的要求 我们也将考察可用的磁盘驱
动器和控制器 并给它们分配分区 最后 将在启动过程中决定每个分区的大小和它的用处 这
个规划完成之后 可以随意使用一些可以使启动 8 �#�� 更容易的工具  

在这个规划工程中 有几个关键的问题必须要回答  
  需要什么文件系统和分区  
  它们将如何使用  
  我们如何命名每个 spindle  
  如何为每个 spindle排列分区  
  分区是如何被指派到 spindle的  
  分区是如何配置的 可恢复性还是高性能  
  什么技术用来完成可恢复性的功能  
  使用什么 spindle  
  它们将如何被配置在可用的控制器上  
  每个分区需要多少空间  

1
在这个例子中 假设我们将建立一个很小的失败可恢复服务器  
因此 至少将需要 root /usr /hom e和 swap 分区 root /usr和/hom e文件系统都需要有失败

可恢复功能 因为服务器没有它们就无法正常工作 交换分区首先需要高性能 通常不需要可恢
复功能 因它没有包含任何重新启动后需要恢复的东西  

Spindle  
内核将从主和副 ATA 控制器上像/dev/ad0 和/dev/ad2 分别地读取主 spindle  

 



第 12 章  存储 

231 

但 ��� 也需要给每个spindle一个名字 无论它如何访问C PU ,它都会保留同样的

名字 也就是 如果驱动器移动了  ��� 名称也会随着驱动器一起移动  

这里假设你没有从内核配置中删除AT A _ST A T IC _ID 选项  

下面会讲到的一些可恢复技术 建议把一个 spindle从第 2个 ATA 控制器移到主 ATA 控制器
当然 这样移动的灵活性对 8 �#�� 是有好处的 特别是如果你正在管理许多 spindle 交换了
驱动器/控制器之后 内核将把/dev/ad2 看作是/dev/ad0 但当它被连接到/dev/ad2 时 8 �#�� 不管
它的名字是什么仍将会呼叫它 也就是说 当它被创建或第一次被 8 �#�� 认出时  

既然连接已经改变了 最好给每个 spindle一个唯一的 抽象的名字 以便无论它如何接法都
不会被混淆 建议使用制造厂商 型号 物理位置或在顺序中的成员关系作为名字 避免使用
下面这些名字 upper,lower, etc., alpha, beta, etc., SCSI1, SCSI2, etc. Seagate1,Seagate2 等等.) 这样的
名字可能会丢失它的唯一性 或即使现在看起来好像是很好的名字 有朝一日也可能会混淆顺序  
 

一旦你为spindle指定了名字 给它们做了一个永久的标签 如果你有热交换设

备 建议在每个被挂上的spindle上记下它的名字 当你以后移动spindle进行失败恢复或常

规的系统管理时 这将减少发生错误的可能性  
 

在下面的介绍中 8 �#�� 将命名 root spindle 为 YouCrazy和 rootback spindle 为 UpW indow 当
要将当前连接的两个 spindle参考为/dev/ad0 时 我将只使用/dev/ad0  

现代的磁盘驱动器使用统一的磁盘密度来操作磁盘表面 这意味着磁头从外磁道读取的数据
要比从内磁道读取的数据来得多 我们将根据系统性能的要求从这些外磁道来分配分区 如通常
使用的/stand/sysinstall  

R oot文件系统通常在最外面 虽然它并不需要有与其他文件系统一样的性能要求 然而
如果在这个例子中包含了/tm p 和/var root可能就会有一个比较大的性能提升  

FreeBSD 启动管理器假设 root文件系统位于 a分区 a分区就不一定需要在最外面的磁道上
但这个惯例可以使得它更容易地管理磁盘标签  

交换分区的性能要求比较高 所以它就紧跟在后面 这儿的 I/O 操作将非常巨大和连续不断
当交换数据时 这样可以减少磁头的搜索时间  

对于所有不显眼的比较小的分区 我们就放在/hom e和/usr中 这儿的访问没有其他文件系统
来得频繁 特别是如果有很多的 RAM 和读取缓存 读取率将会更高  

如果你的 spindle非常巨大 需要提供的容量超过了/hom e和/usr 最好在这儿添加额外的文件
系统  

我们将给这些 spindle分配分区 以便支持可恢复特性的文件系统上任何一个的损坏都不会丢
失数据  

/hom e 和/usr的可靠性可以使用 8 �#�� 镜像来完成 然而对于 root文件系统 可恢复性将会
有点不同 因为 8 �#�� 不是 FreeBSD 启动进程的一部分 这必须满足于两个同样的分区从主分区
到备份分区的周期拷贝  

内核现在已经支持了通过所有可用分区的交叉存取的交换分区 所以就不需要来自 8 �#�� 的
帮助 /stand/sysinstall将自动地为所有给定的交换分区配置/etc/fstab  

下面给出的 8 �#�� 启动方法要求有一对 spindle 以便可以呼叫 root spindle和 rootback spindle  
 

rootback spindle必须与root spindle一样或稍大一点 这是先在root spindle上分配

所有的空间 然后在rootback spindle上分配正确大小的空间  ��� 启动后 不需要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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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哪一个spindle——它们是可互换的 你以后可以把rootback spindle上剩下的空间用作

其他文件系统  

如果有不止两个 spindle bootvinum  Perl脚本和下面的方法将帮助你用 8 �#�� 初始化它们 然
而 你将必须指出如何给它们指派分区  

给分区指派空间 
对于这个例子 我将使用两个 spindle 一个在/dev/ad0 有 4,124,673 blocks (大约 2 G B) 一

个在/dev/ad2 有 8,420,769 blocks (大约 4 G B)  
最好配置这两个 spindle在不同的控制器上 以便两个可以并行操作 以至于无论哪个控制器

坏掉都可以进行失败恢复 在这个例子中两个 spindle共享一个控制器 这就要求它们连续地操作
注意镜像卷写入性能将减半 一个 spindle是在主 ATA 控制器上的主盘 其他的是在副 ATA 控制
器上的主盘  

回想一下 我们先在比较小的 spindle分配空间 然后在比较大的 spindle上分配空间  

我们将在每个 spindle上给一个 root文件系统分配 200,000 blocks (大约 93 M B) /dev/ad0s1a和
/dev/ad2s1a 在每个 spindle 上初始分配 200,265 blocks 给一个交换分区大约 186M B 的空间
/dev/ad0s1b 和/dev/ad2s1b  
 

作为启动进程的一部分 将在每个交换分区上用掉265 blocks 这些空间通常

是 ��� 用来存储配置信息的 减少的空间可以用作一个 ��� 分区 但不能用作 ���  

subdisk  

如果你觉得用M B来计算分配空间更方便 那也没什么问题  
 

这样将在root spindle上为8 �#�� 分区 /dev/ad0s1e和ad2s1f 留下4,124,673 - 200,000 - 200,265 
= 3,724,408 blocks (大约 1,818 M B) 这里给 8 �#�� 配置信息分配 265 blocks 给/hom e分配 1,000,000 
blocks (大约 488 M B) 余下的给/hom e 2,724,408 blocks (大约 1,330 M B) 参见图 12-2  

图 12-2 的左边显示了 spindle ad0 是处于阶段 2的结尾 右边显示了它处于阶段 3的结尾  

 
图 12-2  V inum  配置前和配置后的 Spindle ad0  

在 rootback spindle上分配分区 
在 rootback spindle上 rootback 和 swap 分区的大小必须与 root spindle的 root和 swap 分区大小

相匹配 那为 Vinum 分区留下了 8,420,769 - 200,000 - 200,265 = 8,020,504 blocks /hom e和/usr的
镜像在 root spindle上获得了同样的空间 这样就剩下了 2 G B 空间 我们以后可以使用它 参见
图 12-3  



第 12 章  存储 

233 

图 12-3 左边显示了 spindle ad2 是阶段 4的开始 右边是它的结束  

 
图 12-3  V inum 配置前后的 Spindle ad2 

准备工具 
第 12.8.8 节给出的 bootvinum  Perl脚本 如果在机器一启动时就运行将使 8 �#�� 的启动过程

更加容易 它可能会超过 200 行 如果你不想亲自输入这些脚本 建议你把它拷贝到一个软盘或
想一个办法使它更容易读取 以便以后需要时能够很容易地使用 例如  
 

# fdformat -f 1440 /dev/fd0
# newfs_msdos -f 1440 /dev/fd0
# mount /dev/fd0 /mnt
# cp /usr/share/examples/vinum/bootvinum /mnt

12.8.3  阶段 2 最小 O S 安装 

在这个阶段我们的目标是完成最小化的 FreeBSD 安装 使用这种方法是为了可以在以后安装
8 �#�� 我们将只使用 4.2BSD 也就是 UFS 的分区 因为那是/stand/sysinstall唯一支持的分区类
型  

2
1 从安装设备上通过运行/stand/sysinstall来启动 FreeBSD 安装进程  
2 根据需要 Fdisk 所有的 spindle分区  

 

确信为所有spindle选择了BootM gr  
 

3 正如上面一节描述的 用适当的 block 分配方案来给 root spindle分区 例如在一个 2GB
的spindle上 给root使用200,000 blocks 给swap使用200,265 blocks 给/hom e使用1,000,000 blocks
把余下的部分(2,724,408 blocks)给/usr 默认的 /stand/sysinstall将自动地把这些指定为/dev/ad0s1a
/dev/ad0s1b /dev/ad0s1e和/dev/ad0s1f  
 

如果你更喜欢软更新 soft updates 可以使用4.4- R ELEA SE或以后的版本

这是启用它们的很好机会  
 

4 正如上面一节描述的 用适当的 block 分配方案来给 rootback spindle分区  
例如在一个 4GB 的 spindle上 给/rootback 使用 200,000 blocks 给 swap 使用 200,265 blocks

把余下的部分(8,020,504 blocks)给/N O FU TU R E 默认的 /stand/sysinstall将自动地把这些指定为
/dev/ad2s1e /dev/ad2s1b 和/dev/ad2s1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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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实际上并不需要一个/N O FU T U R E U FS文件系统 我们需要一个vinum

分区 但那是给定的/stand/sysinstall空间限制的最好选择 以N O FU T U R E和rootback开

始的加载点名称将给下面一节出现的启动脚本提供指示  
 

5 给其他的 spindle划分想要的 swap 和一个简单的/NO FU TU R Exx文件系统  
6 即使你想以后终止已经加载的很多组件 也可以现在选择一个小的系统安装  

 

在这一点上不要担心系统配置选项 先安装好 ��� 然后在适当的地方获

得分区  
 

7 退出/stand/sysinstall 然后重新启动 作一个快速的测试以判断最小化安装已经成功  
在图 12-2 的左边和图 12-3 的左边显示了磁盘的状况  

12.8.4  阶段 3 配置 R oot Spindle 

在这一阶段 我们的目标是安装 8 �#�� 然后在 root spindle运行 我们将把存在的/usr和/hom e
文件系统嵌入一个 8 �#�� 分区 注意已创建的 8 �#�� 卷将不具备失败恢复功能 因为现在只使用
了一个 8 �#�� 驱动器 当这个系统启动进入多用户模式时 将自动启动 8 �#��  

�

1 以 root登录  
2 将在 root文件系统需要一个目录保存 8 �#�� 启动过程中用到的几个文件  

# mkdir /bootvinum
# cd /bootvinum

3 准备 8 �#�� 启动过程中需要用到的几个文件 我已经写了一个 Perl脚本 可以为你准备
所有需要的文件 把这些脚本通过软盘 磁带 网络或其他可行的方法拷贝到/bootvinum 如果在
启动时你不能把这个脚本拷贝到机器上 那看看下面一节用手工的方法完成  

# cp /mnt/bootvinum .
# ./bootvinum

 

当成功运行的时候 bootvinum 不会产生输出 如果遇到一些错误 当你在用

/stand/sysinstall创建分区的时候 有一些东西会出错  
 

运行 bootvinum 将  
  根据/etc/fstab 文件中找到的配置情况创建/etc/fstab.vinum  
  在/etc/fstab 中为上面提到的每一个 spindle创建新的磁盘标签 保存几份当前磁盘标签的
拷贝  
  为了在每个 spindle上建立 8 �#�� 目标 创建必须的作为输入到 vinum  create的文件  
  创建许多迟早用得上的/etc/fstab.vinum 预备文件 以防 spindle出现错误  
你可以看看这些文件学习给 8 �#�� 磁盘分区的情况 或学习创建 8 �#�� 目标需要的命令  
4 现在必须为/dev/ad0 安装新的 spindle分区 这要求/dev/ad0s1b 没有被用作交换分区 所

以必须在单用户模式下重新启动  
a. 首先重新启动系统  

# reboot

b. 接着 进入单用户模式  
 

Hit [Enter] to boot immediately, or any other key for command prompt.

Booting [kernel] in 8 seconds...

Type ’?’ for a list of commands, ’help’ for more detailed help.

ok boot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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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在单用户模式 安装上面创建的新分区  
# cd /bootvinum
# disklabel -R ad0s1 disklabel.ad0s1
# disklabel -R ad2s1 disklabel.ad2s1

 

如果你有额外的spindle 用适合它们的相应命令重复一遍  
 

6 我们将第一次启动 8 �#�� 它将在/dev/vinum 下创建几个设备节点 所以必须挂上 root
文件系统为读/写访问  

# fsck -p /
# mount /

7 现在是创建 8 �#�� 目标的时候了 这将在一个 8 �#�� 分区中在 root spindle上嵌入一个存
在的非 root文件系统 还将加载 8 �#�� 内核模块 然后启动 8 �#��  

# vinum create create.YouCrazy

你将看到像下面一样的你创建的 8 �#�� 目标列表  
 

1   drives:

D  YouCrazy State: up Device /dev/ad0s1h Avail: 0/1818 MB (0%)

2  volumes:

V  home State: up Plexes: 1 Size: 488 MB

V  usr State: up Plexes: 1 Size: 1330 MB

2  plexes:

P  home.p0 C  State: up Subdisks: 1 Size: 488 MB

P  usr.p0 C  State: up Subdisks: 1 Size: 1330 MB

2  subdisks:

S  home.p0.s0 State: up PO:    0 B Size: 488 MB

S  usr.p0.s0 State: up PO:    0 B Size: 1330 MB
 

你也将看到几个描述了已经创建的 8 �#�� 目标的内核信息  
8 我们的非 root文件系统现在将嵌入到一个 8 �#�� 分区 因此可以通过 8 �#�� 卷来使用

测试一下这个嵌入的系统工作是否正常很重要  
# fsck -n /dev/vinum/home
# fsck -n /dev/vinum/usr

这不会产生错误 如果它产生了错误 不需要修复它们 而是回去检查一下配置 8 �#�� 前后
的 root spindle分区表 看看你是否能找出一些错误 可以通过使用 disklabel –R 回到分区表修改
disklabel.*.b4vinum 文件  

9 当我们挂上了可读写的 root文件系统 就可以安装/etc/fstab 了  
# mv /etc/fstab /etc/fstab.b4vinum
# cp /etc/fstab.vinum /etc/fstab

10 现在的工作是在单用户模式下做的 也可以很安全地回到多用户模式  
# ^D

11 以 root登录  
12 编辑/etc/rc.conf 添加下面这行  

start_vinum="YES"

12.8.5  阶段 4: 配置 R ootback Spindle 

在这个阶段 目标是获得从 root spindle到 rootback spindle的所有数据的多余拷贝 我们将先
在 rootback spindle上创建必需的 8 �#�� 目标 然后将要求 8 �#�� 从 root spindle到 rootback spindle
拷贝数据 最后使用 dum p 和 restore命令拷贝 root文件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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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现在 8 �#�� 正运行在 root spindle上 可以把它调用到 rootback spindle 以便我们的 8 �#��

卷可以具备失败可恢复的功能  
# cd /bootvinum
# vinum create create.UpWindow

你将看到像下面一样的你创建的 8 �#�� 目标列表  
 

2 drives:

D YouCrazy State: up Device /dev/ad0s1h  Avail:  0/1818 MB (0%)

D UpWindow State: up Device /dev/ad2s1h  Avail:  2096/3915 MB (53%)

2 volumes:

V home State: up Plexes: 2 Size:  488 MB

V usr State: up Plexes: 2 Size: 1330 MB

4 plexes:

P home.p0   C State: up Subdisks: 1 Size: 488 MB

P usr.p0   C State: up Subdisks: 1 Size: 1330 MB

P home.p1   C State: faulty Subdisks: 1 Size: 488 MB

P usr.p1   C State: faulty Subdisks: 1 Size: 1330 MB

4 subdisks:

S home.p0.s0 State: up PO: 0 B Size: 488 MB

S usr.p0.s0 State: up PO: 0 B Size: 1330 MB

S home.p1.s0 State: stale PO: 0 B Size: 488 MB

S usr.p1.s0 State: stale PO: 0 B Size: 1330 MB
 

你将看到几个描述了已经创建的 8 �#�� 目标的内核信息 虽然有些不太完善或有点陈旧  
2 现在我们告诉 8 �#�� 拷贝驱动器 YouCrazy 到驱动器 UpW indow 上的每一个 subdisk 这

将修改新创建的 8 �#��  subdisk的状态从stale到up 它也将修改新创建的 8 �#��  plex的状态从stale
到 up  

首先执行已经添加到/hom e的新 subdisk  
 

# vinum start -w home.p1.s0
reviving home.p1.s0

(time passes . . . )
home.p1.s0 is up by force

home.p1 is up

home.p1.s0 is up
 

我的5400 R PM  EID E spindle拷贝速度大概是3.5 M B/s 你的速度可能不太一样  
 

3 接着 执行已经添加到/usr的新 subdisk  
 

# vinum -w start usr.p1.s0
reviving usr.p1.s0

 (time passes . . . )
usr.p1.s0 is up by force

usr.p1 is up

usr.p1.s0 is up
 

所有的 8 �#�� 目标将在这点上正式地启用 8 �#�� 列表的输出是这样的  
 

2 drives:

D YouCrazy State: up Device /dev/ad0s1h Avail: 0/1818 MB (0%)

D UpWindow State: up Device /dev/ad2s1h Avail: 2096/3915 MB (53%)

2 volumes:

V home State: up Plexes: 2 Size: 488 M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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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usr State: up Plexes: 2 Size: 1330 MB

4 plexes:

P home.p0 C State: up Subdisks: 1 Size: 488 MB

P usr.p0 C State: up Subdisks: 1 Size: 1330 MB

P home.p1 C State: up Subdisks: 1 Size: 488 MB

P usr.p1 C State: up Subdisks: 1 Size: 1330 MB

4 subdisks:

S home.p0.s0 State: up PO: 0 B Size: 488 MB

S usr.p0.s0 State: up PO: 0 B Size: 1330 MB

S home.p1.s0 State: up PO: 0 B Size: 488 MB

S usr.p1.s0 State: up PO: 0 B Size: 1330 MB
 

4 拷贝 root文件系统 以便你能得到一个备份  
 

# cd /rootback
# dump 0f - / | restore rf -
# rm restoresymtable
# cd /

 

你可能会看到像这样的错误  
 

./tmp/rstdir1001216411: (inode 558) not found on tape

cannot find directory inode 265

abort? [yn] n
expected next file 492, got 491

 

它们看起来不会带来什么影响 我怀疑它们使用了包含/tm p 的文件系统或是连接到 dum p 和
restore的管道  

5 在恢复的过程中创建一个在它上面可以挂上一个已损坏的 root文件系统的目录  
# mkdir /rootbad

6 删除现在不使用的加载点  
# rmdir /NOFUTURE*

7 在剩下的 spindle上创建空 8 �#�� 驱动器  
# vinum create create.ThruBank
# ...

在这点上 建立可靠的服务器的工作已经完成了 图 12-2 的右边和图 12-3 的右边显示了磁
盘的情况  

你可能想做一个快速的重启动切换到多用户状态 然后给它一个快速的试验驱动器 这也是
一个完成其他组件安装的好方法 添加 package port和需要的用户 根据要求配置/etc/rc.conf  
 

你完成了服务器的配置之后 在把服务器放到实际的生产中去时 记住要像

上面指出的那样多做几个root到/rootback的拷贝  

制定一个周期更新/rootback的时间表  

在普通的服务器操作中 将/rootback加载为只读是个好主意 然而 这会使

周期性地更新变得更复杂  

不要忘记仔细检查/var/log/m essages中的错误  ��� 可能会自动消除用户没

有注意到的硬件错误 你必须监视这样的错误 在再次发生错误导致丢失数据前及时修

复它们 你也可以在服务器启动时看看 ��� 没有被损坏的目标  

12.8.6  从这里去哪儿 

现在已经建立好了一个可靠的服务器 接下来需要做几件事情  



FreeBSD  H andbook 第二版 中文版 

238 

下面几步将在 rootback spindle上用余下的空间创建另一个 8 �#�� 卷  
 

这个卷不具备失败可恢复的功能 因为它在一个简单的spindle上只有一个plex  
 

1 用下面的内容创建一个文件  
volume hope

plex name hope.p0 org concat volume hope

sd name hope.p0.s0 drive UpWindow plex hope.p0 len 0
 

为hope.p0.s0 subdisk指定长度为0 表示要 ��� 使用下面驱动器上剩下的所有

空间  
 

2 把这些命令转给 vinum  create  
# vinum create filename

3 现在我们 newfs卷 然后挂上它  
# newfs -v /dev/vinum/hope
# mkdir /hope
# mount /dev/vinum/hope /hope

4 如果想在启动时就挂上/hope 需要编辑/etc/fstab  

你可能已经熟悉了使用 vinum  list命令得到所有 8 �#�� 目标的列表 加上-v选项可以得到更
多的细节描述  

如果有很多 spindle 你想把它们组织起来进行连接 镜像或分段卷 那可以试试这些命令
vinum  concat drivelist vinum  m irror drivelist或 vinum  stripe drivelista  

在为其他 spindle决定最后的组织情况以前 查看 vinum 的联机手册了解一下配置的例子和重
要的性能参考  

下面要介绍的失败恢复方法将给你一些使用更多 8 �#�� 命令的经验  

12.8.7  失败设想 

这节包含了几个可能的失败情况描述 对于每一种失败的情况 都有一小段关于如何在降级
模式下操作配置你的服务器 如何从失败中恢复 如何退出降级模式和如何模拟失败的介绍  
 

对这些用法作一个硬拷贝 并把它们驻留在C PU 中 小心不要干扰数据的流

通  
 

 

我们假设在/dev/ad0上的启动块和磁盘标签都是完好的 如果你的BIO S能从

一个驱动器启动而不是C : 你可以在多处应用这个限制  
 

1 使用 bootm gr从/dev/ad2s1a加载内核  
a. 在 BootM gr中键入 �;选择 Drive 1  
b. 键入 �/选择 FreeBSD  
2 内核加载以后 键入任何一个除 �#��� 以外的键打断启动进程 进入单用户模式 直接

使用一个 root文件系统的记录  
 

Hit [Enter] to boot immediately, or any other key for command prompt.

Booting [kernel] in 8 seco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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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ype ’?’ for a list of commands, ’help’ for more detailed help.

ok boot -as
 

3 选择/rootback 作为你的 root文件系统  
 

Manual root file system specification:

<fstype>:<device> Mount <device> using filesystem <fstype>

e.g. ufs:/dev/da0s1a

? List valid disk boot devices

<empty line> Abort manual input
 

mountroot> ufs:/dev/ad2s1a
 

4 现在你已经在单用户模式下了 修改/etc/fstab 去掉坏的 root文件系统  
 

如果你使用下面一节介绍的bootvinum  Perl脚本 则需要使用下面这些命令来

为降级模式配置服务器  
 

# fsck -p /
# mount /
# cd /etc
# mv fstab fstab.bak
# cp fstab_ad0s1_root_bad fstab
# cd /
# mount -o ro /
# vinum start
# fsck -p
# ^D

 

从备份中恢复/dev/ad0s1a 或用这些命令拷贝/rootback 到那儿  
 

# umount /rootbad
# newfs /dev/ad0s1a
# tunefs -n enable /dev/ad0s1a
# mount /rootbad
# cd /rootbad
# dump 0f - / | restore rf -
# rm restoresymtable

 

a 进入单用户模式  
# shutdown now

b 把/etc/fstab 换回普通形式 然后重新启动  
 

# cd /rootbad/etc
# rm fstab
# mv fstab.bak fstab
# reboot

 

c 重新启动 然后当出现 BootM gr提示符时 键入 �/从/dev/ad0 启动  

这种失败可以通过关闭单用户模式来模拟 然后像上面一节显示的那样启动  

这节将处理/dev/ad2 整个失败情况  
为降级模式配置服务器 
1 内核加载后 键入除 �#���以外的任何键打断启动进程 进入单用户模式  

 

Hit [Enter] to boot immediately, or any other key for command prompt.

Booting [kernel] in 8 seco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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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ype ’?’ for a list of commands, ’help’ for more detailed help.

ok boot -s
 

2 修改/etc/fstab 以去掉坏的驱动器 如果你使用下面一节介绍的 bootvinum  Perl脚本 使用
这些命令将为降级模式配置你的服务器  
 

# fsck -p /
# mount /
# cd /etc
# mv fstab fstab.bak
# cp fstab_only_have_ad0s1 fstab
# cd /
# mount -o ro /
# vinum start
# fsck -p
# ^D

 

如果你不修改准备使用/etc/fstab 可以使用 ed 命令来做一个 另外可以用 fsck 和 m ount命令
然后使用你喜欢的编辑器进行编辑  

我们假设你的服务器启动了 并且只在/dev/ad0 上以降级模式的形式运行多用户模式 现在
在/dev/ad2 上有一个新的 spindle  

你将需要一个新的 spindle 有足够的空间来包含 root和 swap 分区加上一个巨大的足够包含
/hom e和/usr的 8 �#�� 分区 

1 在新的 spindle上创建一个 BIO S 分区 slice  
# /stand/sysinstall

a 选择 Custom  
b 选择 Partition  
c 选择 ad2  
d 创建一个足够包含上面提到的每一件东西的 FreeBSD  slice 类型 165  
e 写入修正  
f 是的 你完全确定  
g 选择 BootM gr  
h 退出 Partitioning  
i 退出/stand/sysinstall  
2 在当前的分区上创建磁盘标签分区  

# disklabel ad0 > /tmp/ad0
# disklabel -e ad2

这将带你进入你喜欢的编辑器  
a 从/tm p/ad0 到 ad2 的 disklabel为 a和 b分区拷贝几行  
b 添加 a和 b分区的大小为 h分区寻找适当的偏移量  
c 从 c分区的大小中减去这个偏移量以便为 h分区找到正确的大小  
d 用上面计算出的大小和偏移量定义一个 h分区  
e 给 vinum 设置 fstype列  
f 保存文件然后退出你的编辑器  
3 告诉 8 �#�� 有关你的新驱动器的信息  
a 告诉 8 �#�� 用一个当前配置信息的拷贝启动一个编辑器  

# vinum create

b 参考驱动器 UpW indow 加上驱动器 设置设备为/dev/ad2s1h  
c 保存文件然后退出你的编辑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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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现在 8 �#�� 又有了两个 spindle 重新激活镜像  
# vinum start -w usr.p1.s0
# vinum start -w home.p1.s0

5 现在必须把/rootback 恢复到一个当前的 root文件系统的拷贝 这些命令将完成这个工作  
 

# newfs /dev/ad2s1a
# tunefs -n enable /dev/ad2s1a
# mount /dev/ad2s1a /mnt
# cd /mnt
# dump 0f - / | restore rf -
# rm restoresymtable
# cd /
# umount /mnt

 

a 进入单用户模式  
# shutdown now

b 返回/etc/fatab 到普通的形式 然后重新启动  
 

# cd /etc
# rm fstab
# mv fstab.bak fstab
# reboot

 

你可以通过拔去/dev/ad2 或通过下面这个过程模拟这种失败  
a 关机进入单用户模式  
b 卸下所有非 root文件系统  
c 弄乱/dev/ad2 上的所有已存在 8 �#�� 配置和分区  

# vinum stop
# dd if=/dev/zero of=/dev/ad2s1h count=512
# dd if=/dev/zero of=/dev/ad2 count=512

�	


一些 BIO S 可以从驱动器 1或 2启动 经常叫 C: 或 D : 而其他的可能只能从驱动器 1启动
如果你的BIO S都能从这两种模式启动 恢复的最快路径可能是直接在单用户模式从/dev/ad2回复
然后安装/etc/fstab_only_have_ad2s1 作为/etc/fstab 必须根据上一节方法对/dev/ad2 进行失败恢复  

如果你的 BIO S 只能从驱动器 1启动 那必须为/dev/ad2 从控制器上拔掉驱动器 YouCrazy 然
后把它插入/dev/ad0 的控制器 接着 根据上几节介绍的方法对/dev/ad2 进行错误恢复  

12.8.8  V inum 附录 

下面的 bootvinum  Perl脚本会读取/etc/fstab 文件和当前的驱动器分区 它接着就在当前目录和
/etc中的几种不同的/etc/fstab 写入几个文件 这些文件简化了 8 �#�� 的安装和从 spindle的失败恢
复  
 

#!/usr/bin/perl -w

use strict;

use FileHandle;
 

my $config_tag1 = ’$Id: vinumBootstrap.sgml,v 1.28 2001/10/14 14:08:39 bob Exp bob $’;

# Copyright (C) 2001 Robert A. Van Valzah

#

# Bootstrap Vinum

#

# Read /etc/fstab and current partitioning for all spindles mentioned th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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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enerate files needed to mirror all file systems on root spindle.

# A new partition table for each spindle

# Input for the vinum create command to create Vinum objects on each spindle

# A copy of fstab mounting Vinum volumes instead of BSD partitions

# Copies of fstab altered for server’s degraded modes of operation

# See handbook for instructions on how to use the the files generated.

# N.B. This bootstrapping method shrinks size of swap partition by the size

# of Vinum’s on-disk configuration (265 sectors). It embeds existing file

# systems on the root spindle in Vinum objects without having to copy them.

# Thanks to Greg Lehey for suggesting this bootstrapping method.

# Expectations:

# The root spindle must contain at least root, swap, and /usr partitions

# The rootback spindle must have matching /rootback and swap partitions

# Other spindles should only have a /NOFUTURE* file system and maybe swap

# File systems named /NOFUTURE* will be replaced with Vinum drives
 

# Change configuration variables below to suit your taste

my $vip = ’h’; # VInum Partition

my @drv = (’YouCrazy’, ’UpWindow’, ’ThruBank’, # Vinum DRiVe names

’OutSnakes’, ’MeWild’, ’InMovie’, ’HomeJames’, ’DownPrices’, ’WhileBlind’);

# No configuration variables beyond this point
 

my %vols; # One entry per Vinum volume to be created

my @spndl; # One entry per SPiNDLe

my $rsp; # Root SPindle (as in /dev/$rsp)

my $rbsp; # RootBack SPindle (as in /dev/$rbsp)

my $cfgsiz = 265; # Size of Vinum on-disk configuration info in sectors

my $nxtpas = 2; # Next fsck pass number for non-root file systems
 

# Parse fstab, generating the version we’ll need for Vinum and noting

# spindles in use.

my $fsin = "/etc/fstab";

#my $fsin = "simu/fstab";

open(FSIN, "$fsin") || die("Couldn’t open $fsin: $!\n");
 

my $fsout = "/etc/fstab.vinum";

open(FSOUT, ">$fsout") || die("Couldn’t open $fsout for writing: $!\n");
 

while (<FSIN>) {

my ($dev, $mnt, $fstyp, $opt, $dump, $pass) = split;

next if $dev =~ /^#/;

if ($mnt eq ’/’ || $mnt eq ’/rootback’ || $mnt =~ /^\/NOFUTURE/) {

my $dn = substr($dev, 5, length($dev)-6); # Device Name without /dev/

push(@spndl, $dn) unless grep($_ eq $dn, @spndl);

$rsp = $dn if $mnt eq ’/’;

next if $mnt =~ /^\/NOFUTURE/;

}

# Move /rootback from partition e to a

if ($mnt =~ /^\/rootback/) {

$dev =~ s/e$/a/;

$pass = 1;

$rbsp = substr($dev, 5, length($dev)-6);

print FSOUT "$dev\t\t$mnt\t$fstyp\t$opt\t\t$dump\t$pass\n";

next;

}

# Move non-root file systems on smallest spindle into Vinum

if (defined($rsp) && $dev =~ /^\/dev\/$rsp/ && $dev =~ /[d-h]$/) {

$pass = $nxtpas++;

print FSOUT "/dev/vinum$mnt\t\t$mnt\t\t$fstyp\t$opt\t\t$dump\t$pass\n";

$vols{$dev}->{mnt} = substr($mnt, 1);

next;

}

print FSOUT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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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lose(FSOUT);

die("Found more spindles than we have abstract names\n") if $#spndl > $#drv;

die("Didn’t find a root partition!\n") if !defined($rsp);

die("Didn’t find a /rootback partition!\n") if !defined($rbsp);

# Table of server’s Degraded Modes

# One row per mode with hash keys

#   fn FileName

#   xpr eXPRession needed to convert fstab lines for this mode

#   cm1 CoMment 1 describing this mode

#   cm2 CoMment 2 describing this mode

#   FH FileHandle (dynamically initialized below)

my @DM = (

{ cm1 => "When we only have $rsp, comment out lines using $rbsp",

fn => "/etc/fstab_only_have_$rsp",

xpr => "s:^/dev/$rbsp:#\$&:",

},

{ cm1 => "When we only have $rbsp, comment out lines using $rsp and",

cm2 => "rootback becomes root",

fn => "/etc/fstab_only_have_$rbsp",

xpr => "s:^/dev/$rsp:#\$&: || s:/rootback:/\t:",

},

{ cm1 => "When only $rsp root is bad, /rootback becomes root and",

cm2 => "root becomes /rootbad",

fn => "/etc/fstab_${rsp}_root_bad",

xpr => "s:\t/\t:\t/rootbad: || s:/rootback:/\t:",

},

);
 

# Initialize output FileHandles and write comments

foreach my $dm (@DM) {

my $fh = new FileHandle;

$fh->open(">$dm->{fn}") || die("Can’t write $dm->{fn}: $!\n");

print $fh "# $dm->{cm1}\n" if $dm->{cm1};

print $fh "# $dm->{cm2}\n" if $dm->{cm2};

$dm->{FH} = $fh;

}
 

# Parse the Vinum version of fstab written above and write versions needed

# for server’s degraded modes.

open(FSOUT, "$fsout") || die("Couldn’t open $fsout: $!\n");

while (_FSOUT>) {

my $line = $_;

foreach my $dm (@DM) {

$_ = $line;

eval $dm->{xpr};

print {$dm->{FH}} $_;

}

}
 

# Parse partition table for each spindle and write versions needed for Vinum

my $rootsiz; # ROOT partition SIZe

my $swapsiz; # SWAP partition SIZe

my $rspminoff; # Root SPindle MINimum OFFset of non-root, non-swap, non-c parts

my $rspsiz; # Root SPindle SIZe

my $rbspsiz; # RootBack SPindle SIZe

foreach my $i (0..$#spndl) {

my $dlin = "disklabel $spndl[$i] |";

# my $dlin = "simu/disklabel.$spndl[$i]";

open(DLIN, "$dlin") || die("Couldn’t open $dlin: $!\n");
 

my $dlout = "disklabel.$spnd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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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n(DLOUT, ">$dlout") || die("Couldn’t open $dlout for writing: $!\n");
 

my $dlb4 = "$dlout.b4vinum";

open(DLB4, ">$dlb4") || die("Couldn’t open $dlb4 for writing: $!\n");
 

my $minoff; # MINimum OFFset of non-root, non-swap, non-c partitions

my $totsiz = 0; # TOTal SIZe of all non-root, non-swap, non-c partitions

my $swapspndl = 0; # True if SWAP partition on this SPiNDLe

while (_DLIN>) {

print DLB4 $_;

my ($part, $siz, $off, $fstyp, $fsiz, $bsiz, $bps) = split;
 

if ($part && $part eq ’a:’ && $spndl[$i] eq $rsp) {

$rootsiz = $siz;

}

if ($part && $part eq ’e:’ && $spndl[$i] eq $rbsp) {

if ($rootsiz != $siz) {

die("Rootback size ($siz) != root size ($rootsiz)\n");

}

}

if ($part && $part eq ’c:’) {

$rspsiz = $siz if $spndl[$i] eq $rsp;

$rbspsiz = $siz if $spndl[$i] eq $rbsp;

}

# Make swap partition $cfgsiz sectors smaller

if ($part && $part eq ’b:’) {

if ($spndl[$i] eq $rsp) {

$swapsiz = $siz;

} else {

if ($swapsiz != $siz) {

die("Swap partition sizes unequal across spindles\n");

}

}

printf DLOUT "%4s%9d%9d%10s\n", $part, $siz-$cfgsiz, $off, $fstyp;

$swapspndl = 1;

next;

}

# Move rootback spindle e partitions to a

if ($part && $part eq ’e:’ && $spndl[$i] eq $rbsp) {

printf DLOUT "%4s%9d%9d%10s%9d%6d%6d\n", ’a:’, $siz, $off, $fstyp,

$fsiz, $bsiz, $bps;

next;

}

# Delete non-root, non-swap, non-c partitions but note their minimum

# offset and total size that’re needed below.

if ($part && $part =~ /^[d-h]:$/) {

$minoff = $off unless $minoff;

$minoff = $off if $off < $minoff;

$totsiz += $siz;

if ($spndl[$i] eq $rsp) { # If doing spindle containing root

my $dev = "/dev/$spndl[$i]" . substr($part, 0, 1);

$vols{$dev}->{siz} = $siz;

$vols{$dev}->{off} = $off;

$rspminoff = $minoff;

}

next;

}

print DLOUT $_;

}

if ($swapspndl) { # If there was a swap partition on this spindle

# Make a Vinum partition the size of all non-root, non-swap,

# non-c partitions + the size of Vinum’s on-disk configu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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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t its offset so that the start of the first subdisk it contains

# coincides with the first file system we’re embedding in Vinum.

printf DLOUT "%4s%9d%9d%10s\n", "$vip:", $totsiz+$cfgsiz, $minoff-$cfgsiz,

’vinum’;

} else {

# No need to mess with size size and offset if there was no swap

printf DLOUT "%4s%9d%9d%10s\n", "$vip:", $totsiz, $minoff,

’vinum’;

}

}

die("Swap partition not found\n") unless $swapsiz;

die("Swap partition not larger than $cfgsiz blocks\n") unless $swapsiz>$cfgsiz;

die("Rootback spindle size not >= root spindle size\n") unless $rbspsiz>=$rspsiz;
 

# Generate input to vinum create command needed for each spindle.

foreach my $i (0..$#spndl) {

my $cfn = "create.$drv[$i]"; # Create File Name

open(CF, ">$cfn") || die("Can’t open $cfn for writing: $!\n");

print CF "drive $drv[$i] device /dev/$spndl[$i]$vip\n";

next unless $spndl[$i] eq $rsp || $spndl[$i] eq $rbsp;

foreach my $dev (keys(%vols)) {

my $mnt = $vols{$dev}->{mnt};

my $siz = $vols{$dev}->{siz};

my $off = $vols{$dev}->{off}-$rspminoff+$cfgsiz;

print CF "volume $mnt\n" if $spndl[$i] eq $rsp;

print CF <<EOF;

plex name $mnt.p$i org concat volume $mnt

sd name $mnt.p$i.s0 drive $drv[$i] plex $mnt.p$i len ${siz}s driveoffset ${off}s

EOF

}

}
 

第一节的 bootvinum  Perl脚本将使工作变得更容易 但它可能也需要手动执行一些或全部配
置 这个附录描述你如何手工地来模仿使用这个脚本  

1 对���������!作一个拷贝进行定制  
# cp /etc/fstab /etc/fstab.vinum

2 编辑���������!�3�#��  
a 修改 root spindle上的非 root分区的 device列为�	�3�3�#�� �� #�  
b 修改 root spindle上的非 root分区的 pass列为 -, ), etc  
c 删除任何加载点与�� ( �< =< 0 ">匹配的行  
d 从 e到 a修改��

�!�� 的 device列  
e 修改/rootback 的 pass列为 1  
3 为进行编辑准备 disklabel  

 

# cd /bootvinum

# disklabel ad0s1 > disklabel.ad0s1

# cp disklabel.ad0s1 disklabel.ad0s1.b4vinum

# disklabel ad2s1 > disklabel.ad2s1

# cp disklabel.ad2s1 disklabel.ad2s1.b4vinum
 

4 编辑�����	�� ��!����	?�/文件  
a 在 root spindle上  
i  减少 b分区的大小到 265 blocks  
ii  注意 a和 b分区的大小和偏移量  
iii 注意分区 d-h 的最小的偏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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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注意所有非 root 非 swap 分区的大小和偏移量 /hom e 大概是在 e上 而/usr大概是
在 f上  

v  删除分区 d-h  
vi 用比上面介绍的分区 d-h 的最小的偏移量还少 265 blocks的偏移量创建一个新的 h分
区 设置它的大小为比上面提到的分区 d-h 的最小偏移量还小的 c 分区加上+265 
blocks  

 

 ��� 可以使用任何除c之外的分区 它不一定要为你的所有 ��� 分区使用h  
 

vii 设置这个新的分区的 fstype为 vinum  
b 在 rootback spindle上  
i  把 e分区移到 a  
ii  检验一下 a和 b分区的大小是否与 root spindle的匹配  
iii 注意分区 d-h 的最小的偏移量  
iv 删除分区 d-h  
v  用比上面介绍的分区 d-h 的最小的偏移量还少 265 blocks的偏移量创建一个新的 h分
区 设置它的大小为比上面提到的分区 d-h 的最小偏移量还小的 c 分区加上+265 
blocks  

vi 设置这个新分区的 fstype为 vinum  
5 创建一个名叫 create.Y ouCrazy的包含下面这些行的文件  

 

drive  YouCrazy device /dev/ad0s1h

volume home

plex name home.p0 org  concat volume home

sd name  home.p0.s0 drive YouCrazy plex home.p0 len $hl driveoffset $ho

volume usr

plex name usr.p0 org concat volume usr

sd name usr.p0.s0 drive YouCrazy plex usr.p0 len $ul driveoffset $uo
 

这里  
  • $hl是上面提到的/hom e的长度  
  • $ho是上面提到的/hom e的比上面提到的最小偏移量还小的偏移量加上 265 blocks  
  • $ul是上面提到的/usr的长度  
  • $uo是上面提到的/usr的比上面提到的最小偏移量还小的偏移量加上 265 blocks  
6 创建一个叫作 create.U pW indow 的包含下面这些行的文件  

 

drive UpWindow device /dev/ad2s1h

plex name home.p1 org concat volume home

sd  name home.p1.s0 drive UpWindow plex home.p1 len $hl driveoffset $ho

plex name usr.p1 org concat volume usr

sd  name usr.p1.s0 drive UpWindow plex usr.p1 len $ul driveoffset $uo
 

这里设置了$hl,$ho, $ul,和$uo  

感谢 
 

我非常感谢G reg Lehey写了V inum 而且在每一部分都提供了非常有帮助的注释 另

外 也要感谢D ag- Erling Sm ørgrav, M ichael Splendoria, C hern Lee, Stefan A eschbacher, 

Flem ing Froekjaer, Bernd W alter, A leksey Baranov和D oug Sw arin 是他们给出了一些有帮助

的建议和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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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9  硬件 R A ID  

FreeBSD 支持很多硬件 RA ID 控制器 如 Adaptec 3W are M ylex D PT A M I D ell H P
IBM 等 而且 FreeBSD 支持的硬件 RA ID 控制器也在不断地增长 所以最好检查一下 FreeBSD 发
行版本的参考信息

12.10  用磁带机备份 

主流的磁带机有 4m m 8m m Q IC m ini-cartridge和 DLT  

12.10.1  4m m D D S: D igital D ata Storage  

在 Conner买下 Archive 主要的 QIC 制造商 之后 4m m 磁带机取代了 QIC 而成为工作站备
份数据的设备而停止了 QIC 设备的生产 4m m 的驱动器更加小和安静 但对于数据保存的可信度
仍不及 8m m 驱动器 它要比 8m m 的便宜和小得多(3 2 0.5 inches, 76 51 12 m m ) 和 8m m 的
一样 读写头的寿命都不长 因为它们同样是用螺旋式的方式来读写的  

数据传输的速度约在 150 K B/s到 500 K B/s之间 可存储的空间从 1.3 G B 到 2.0 G B 之间 硬
件压缩可使空间加倍 磁带库单元可以有 6 台磁带机 120 个磁带匣 以自动切换的方式使用同
一个磁带柜 磁带库的容量可达 240 G B D D S-3 标准现在支持的磁带机容量最高可达到 12G B
或压缩的 24G B  
4m m 和 8m m 同样都使用螺旋式读写的方式 所有螺旋式读写的优点及缺点 都可在 4m m 和

8m m 磁带机上看到 磁带在经过 2000 次的使用或 100 次的全部备份后 就该退休了  

12.10.2  8m m E xabyte  

8m m 磁带机是最常见的 SCSI 磁带机 也是磁带交换的最佳选择 几乎每个工作站都有一台
exabyte 2 G B 8m m 磁带机 8m m 磁带机可信度高 方便 安静 卡匣小 4.8 3.3 0.6 inches 122 
84 15 m m 而且不贵 8m m 磁带机的下边是一个短短的读写头 而读写头的寿命取决于磁带

经过读写头时 相对高速运动情况 数据传输的速度约在 250 K B/s到 500 K B/s之间 可存储的空
间从 300 M B 到 7 G B 硬件压缩可使空间加倍 磁带库单元可以有 6台磁带机 120 个磁带匣
以自动切换的方式使用同一个磁带柜 磁带库的容量可达 840 G B  

数据是使用螺旋式读写的方式记录在磁带上的 读写头和磁带约相差 6度 磁带以 270 度缠
绕着轴 并抵住读写头 轴适时地旋转 使得磁带具有高密度 从一端到另一端并可使磁道紧密
地分布  

12.10.3  Q IC  

Q IC-150 是最常见的磁带机 和 4 m m 及 8 m m 比较 QIC 磁带机比较贵 最高可能要 5倍的
价钱 每 GigaByte 假如你需要的是六台左右的磁带机 那么 QIC 将是正确的选择 QIC 是最常
见的磁带机 每个工作站都会有一台 QIC 磁带机 QIC 磁带机具有几种不同的存储密度 QIC 磁
带机并不“安静” 读写时的声音都可清淅地听到 QIC 磁带机的规格 6 4 0.7 inches 15.2 10.2 
1.7 m m M ini-cartridges用的同样是 1/4"宽的磁带 将在后面讨论到 QIC 不具有磁带库及切换
的功能  

数据传输的速度介于 150 K B/s和 500 K B/s之间 可存储的空间从 40 M B 到 15 G B 较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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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IC 磁带机具有硬件压缩的功能 QIC 的使用率愈来愈低 渐渐被 DAT 所取代  
数据以磁道的方式记录在磁带上 磁道数及磁道的宽度会根据容量而有所不同 通常新的磁

带机具有向后兼容 backward-com patibility 的读取功能 通常也具备写入的功能 对于数据的
安全性 QIC 具有不错的评价 磁带在经过 5000 次的使用后 就该退休了  

12.10.4  D L T  

在这一章列出的磁带机中 DLT 具有最快的数据传输速率 1/2 12.5 m m 的磁带包含在单
轴的磁带匣 4 x 4 x 1 inches 100 x 100 x 25 m m 中 磁带匣的一边是一个旋转匣道 通过匣道
的开合 可以让磁带卷动 磁带匣内只有一个轴 而本章中所提到的其他磁带匣都是有两个轴的
9磁道磁带机例外  
数据传输的速度约 1.5 M B/s 是 4m m 8m m 和 QIC 磁带机的三倍 可存储的空间从 10 G B 到

20 G B 具有磁带机数据库 磁带机数据库单元可以有 1到 20 台磁带机 5到 900 个磁带匣 磁
带机数据库的容量可达 50 G B 到 9 TB 如果要压缩的话 DLT IV 型磁带机最高可支持 70G B 的存
储容量  

数据存储在平行于磁带运行方向的磁道上 就像 QIC 磁带 一次写入两个磁道 读写头的
寿命相当长 每当磁带停止前进 磁带与读写头之间没有相对运动  

12.10.5  A IT  

A IT 是 sony 开发的一种新格式 每个磁带最高可以存储 50G B 磁带机使用内存芯片来保存
磁带上的索引内容 这个索引能够被磁带机驱动器快速阅读来搜索磁带机上文件所处的位置 而
不像其他的磁带机需要化几分钟的时间才能找到文件 像 SAM S A lexandria这样的软件 能够操
作四十或者更多的 AIT 磁带库 直接使用内存芯片来进行通信把内容显示在屏幕上 以决定把什
么文件备份到哪个磁带上 加载和恢复数据  

像这样的库成本大概在 20000 美元左右 零售市场可能还要贵一点  

12.10.6  第一次使用新的磁带 

当在一块完全空白的磁带上尝试写入数据时 会得到类似下面这样的错误信息  
sa0 ncr1:4:0 : NOT READY asc:4,1

sa0 ncr1:4:0 : Logical unit is in process of becoming ready

信息指出这块磁带没有块编号 Identifier Block block 编号 0 在 QIC-525 之后的所有 QIC
磁带 都采用 QIC-525 标准 必须写入一个 Identifier Block 对于这种问题 有以下两种解决的
办法  

用 m t fsf 1 可以让磁带机对磁带写入 Identifier Block  
使用面板上的按钮退出磁带  
再插入一次 并存储 dum p 数据到磁带上  
这时 dum p 会传回 DUM P: End of tape detected 然后你会得到这样的错误信息  
H A R D W A R E FA ILU R E info:280 asc:80 96 

这时用 m t rewind 来倒转磁带 磁带操作的后续操作就完成了  

12.11  备份程序 

有三个主要的备份程序 dum p tar和 cp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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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1.1  D um p 和 R estore 

dum p 和 restore 是 Unix 传统的备份程序 它以 block 而不是以文件为单位来备份数据 链接
或目录 dum p 备份的是设备上的整个文件系统 不能只备份一个文件系统的部分或是用到两个以
上文件系统的目录树 dum p 不会写文件和目录到磁带机 而是写入包含文件和目录的原始数据块  
 

如果在你的root目录使用dum p 将不需要备份/hom e /usr或其他目录 因为

这些是典型的其他文件系统或符号连接到那些文件系统的加载点  
 

D um p 最早出现于 AT& T U N IX 的 Version 6 约 1975 默认的参数适用于 9-track 磁带 6250 
bpi 所以如果要用高密度的磁带 最高可达 62.182 ftpi 就不能用默认的参数 而要另外指定
参数  这些默认值必须在命令行被修改以更好地利用当前磁带机的功能  

rdum p 和 rrestore 可以通过网络在另一台计算机的磁带机上备份数据 这两个程序都是依靠
rcm d 和 ruserok 来访问远程的磁带机 因此 运行备份的用户必须要有远程主机的 rhosts访问权
rdum p 和 rrestore的参数必须适用于远程主机 例如 当你从 FreeBSD 连到一台 Sun 工作站 kom odo
去使用磁带机时 使用/sbin/rdum p 0dsbfu 54000 13000 126 kom odo:/dev/nrsa8 /dev/rda0a 2>& 1 要
注意的是 必须检查你的情况 因为执行远程命令会牵涉到“安全” security 的问题 指数据的
安全性 也可以通过 ssh 用一个更安全的方式来使用 rdum p 和 rrestore  

例 12-4  通过 ssh 使用 rdum p 
   # /sbin/dump -0uan -f - /usr | gzip -2 | ssh1 -c blowfish \

targetuser@targetmachine.example.com dd of=/mybigfiles/dump-usr-l0.gz

12.11.2  tar 

tar同样是在 AT& T U nix V ersion 6 约 1975 年 中出现的 tar可以直接对文件系统操作 它
直接将文件和目录写到磁带上 tar不支持像 cpio那样多的选项 但 tar不需要用像 cpio那样奇怪
的命令行管道  

许多版本的 tar不支持通过网络备份 而 GN U 版的 tar FreeBSD 用的就是 GNU 版的  提供
与 rdum p 相同的语法来使用远程的设备 例如要 tar Sun 工作站 kom odo上一台 Exabyte磁带机 就
使用 /usr/bin/tar cf komodo:/dev/nrsa8 . 2>&1 对于不支持远程设备的 tar 可以使用一个管道
pipeline 和 rsh 来传送数据给远程的磁带机  

# tar cf - . | rsh hostname dd of=tape-device obs=20b

如果你担心通过网络备份会有安全问题 应当使用 ssh 而不是使用 rsh  

12.11.3  cpio 

cpio是 Unix最早用来作文件交换的磁带机程序 它有执行字节交换 byte-swapping 的选项
可以用几种不同的格式写入 并且可以将数据用管道传 pipe 给其他程序 cpio 没办法自动查
找目录树内的文件列表 必须通过标准输入 stdin 来指定  

cpio不支持通过网络的备份方式 可以使用 pipeline和 rsh 来传送数据给远程的磁带机  
 

# for f in directory_list; do
find $f >> backup.list
done
# cpio -v -o --format=newc < backup.list | ssh user@ host "cat > backup_device

 

这里的 directory_list是要备份的目录列表 user@ host结合了将要执行备份的用户名和主机名
backup_device是写入备份的设备 如/dev/nrsa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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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1.4  pax 

pax是符合 IEEE/PO SIX 标准的程序 多年来各种不同版本的 tar和 cpio间有些不兼容 为了
防止这种情况 并使其标准化 PO SIX 出了这套新的工具程序 pax尝试可以读写各种 cpio和 tar
的格式 并可以自己增加新的格式 它的命令集比 tar更接近 cpio  

12.11.5  A m anda 

� � �#	� A dvanced M aryland N etwork D isk A rchiver 并非单一的程序 而是一个客户机/服务
器 client/server 模式的备份系统 一台 Am anda服务器可以备份任意数量执行 Am anda的客户机
或是将连上 Am anda 服务器的计算机上的数据备份到一台磁带机上 一个常见的问题是 数据写
入磁带机的时间将超过取得数据的时间 而 Am anda 解决了这个问题 它使用一个“holding disk”

来同时备份几个文件系统 Am anda建立“archive sets”的一组磁带 用来备份在 Am anda的配置文
件中所列出的完整的文件系统  

Am anda 配置文件提供完整的备份控制及 Am anda 产生的网络传输 Am anda 可以使用上述任
何一个备份程序来向磁带写入数据 Am anda可以从 port或 package取得 它并非系统默认安装的  

12.11.6  D o N othing 备份策略 

Do nothing 不是一个程序 而是最被广泛使用的备份策略 不需要预算 不需要备份的计
划表 全部都不用 如果你的数据发生了什么问题 忽略它  

假如你的时间和数据不值得你做这些事 那么“D o nothing”将是最好的备份程序 要注意的是
Unix是相当好用的工具 你可能在几个月内 就发现你已经收集了不少对你来说相当具有价值的
文件和程序  

Do nothing 对于像/usr/obj或其他可由你的计算机产生的文件来说 是最好的方法 例如这
本手册包含有 H TM L 或 Postscript格式的文件 这些文档格式是从 SGM L 输入文件创建的 创建
H TM L 或 Postscript格式的文件的备份就没有必要了 只要经常备份 SGM L 文件就够了  

12.11.7  哪个备份程序最好 

在 dum p 时期 Elizabeth D . Zwicky测试了所有以上列出的备份程序 在各种各样怪异的文件
系统中 dum p 是你明智的选择 Elizabeth 建立起各种各样 奇怪或常见的文件系统 并用各种备
份程序 测试在各种文件系统上备份及恢复数据 这些怪异之处包括 具有 hole和一个 null block
的文件 文件名具有有趣字符 funny character 无法读写的文件及设备 在备份时改变文件大
小 在备份时建立或删除的文件 她将结果刊在 

LISA  V  in O ct. 1991. torture-testing Backup and A rchive Program s 
http://reality.sgi.com /zwicky_neu/testdum p.doc.htm l  

12.11.8  应急恢复程序 

在遇到任何的灾难前 只需要执行以下四个步骤  
第一 打出你的每个磁盘驱动器的磁盘标签 disklabel 例如: disklabel da0 | lpr 文件系统

表 /etc/fstab 以及所有的启动信息 并将每个拷贝两份   
第二 确定遇到情况时 用来启动及修复的软盘 boot.flp fixit.flp 具有你所有的设备代号

并且能够使用 最简单的方法是用软盘启动 然后检查启动信息 如果设备都被列出 并且可
以正常使用 就可以跳到第三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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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则 必须建立两张传统的可启动软盘 并包含 fdisk disklabel newfs m ount 以及所使用
的备份程序 这些程序必须被静态连接 如果使用的是 dum p 那么这张软盘就必须包含 restore  

第三 定期将数据备份到磁带 任何在上次备份后的改变都无法恢复 记得将磁带写保护  
第四 测试在第二步所建立的软盘及备份的磁带 将过程记录下来 并和这张可启动的软盘

和磁带放在一起 也许你在恢复时会想要 而这份记录将防止你破坏你的磁带 怎么说呢 因为
你可能将 tar xvf /dev/rsa0 打成 tar cvf /dev/rsa0 而重写了备份磁带  

为了安全 你可以每次都做两份备份磁带及一张启动磁盘 并将其中一份备份磁带存放在其
它地方 其它地方不是指同一栋办公大楼的地下室 世贸中心的一些公司应该学到了一些教训
而是真的要让你的磁带离你的计算机远远的  

例 12-5  一个建立启动磁盘的 shell 脚本例子  
    #!/bin/sh

    #

    # create a restore floppy

    #

    # format the floppy

    #

    PATH=/bin:/sbin:/usr/sbin:/usr/bin

    fdformat -q fd0

    if [ $? -ne 0 ]

    then

      echo "Bad floppy  please use a new one"

      exit 1

    fi

    # place boot blocks on the floppy

    #

    disklabel -w -B /dev/fd0c fd1440

    #

    # newfs the one and only partition

    #

    newfs -t 2 -u 18 -l 1 -c 40 -i 5120 -m 5 -o space /dev/fd0a

    #

    # mount the new floppy

    #

    mount /dev/fd0a /mnt

    #

    # create required directories 

    #

    mkdir /mnt/dev

    mkdir /mnt/bin

    mkdir /mnt/sbin

    mkdir /mnt/etc

    mkdir /mnt/root

    mkdir /mnt/mnt # for the root partition

    mkdir /mnt/tmp

    mkdir /mnt/var

    #

    # populate the directories

    #

    if [ ! -x /sys/compile/MINI/kerne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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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n

      cat << EOM

    The MINI kernel does not exist  please create one.

    Here is an example config file:

    #

    # MINI -- A kernel to get FreeBSD on onto a disk.

    #

    machine "i386"

    cpu "I486_CPU"

    ident MINI

    maxusers 5

    options INET # needed for _tcp _icmpstat _ipstat

# udpstat _tcpstat _udb

    options FFS #Berkeley Fast File System

    options FAT_CURSOR #block cursor in syscons or pccons

    options SCSI_DELAY=15 #Be pessimistic about Joe SCSI device

    options NCONS=2 #1 virtual consoles

    options USERCONFIG #Allow user configuration with -c XXX

    config kernel  root on da0 swap on da0 and da1 dumps on da0

    device isa0

  device pci0

    device fdc0    at isa? port "IO_FD1 "bio irq 6 drq 2 vector fdintr

    device fd0 at fdc0 drive 0

    device ncr0

    device scbus0

    device sc0 at isa? port "IO_KBD" tty irq 1 vector scintr

    device npx0 at isa? port "IO_NPX" irq 13 vector npxintr

    device da0

    device da1

device da2

    device sa0

    pseudo-device loop # required by INET

    pseudo-device gzip # Exec gzipped a.out's

    EOM

        exit 1

    fi

    cp -f /sys/compile/MINI/kernel /mnt

    gzip -c -best /sbin/init > /mnt/sbin/init

    gzip -c -best /sbin/fsck > /mnt/sbin/fsck

    gzip -c -best /sbin/mount > /mnt/sbin/mount

    gzip -c -best /sbin/halt > /mnt/sbin/halt

    gzip -c -best /sbin/restore > /mnt/sbin/restore

    gzip -c -best /bin/sh > /mnt/bin/sh

    gzip -c -best /bin/sync > /mnt/bin/sync

    cp /root/.profile /mnt/ro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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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p -f /dev/MAKEDEV /mnt/dev

    chmod 755 /mnt/dev/MAKEDEV

 chmod 500 /mnt/sbin/init

    chmod 555 /mnt/sbin/fsck /mnt/sbin/mount /mnt/sbin/halt

    chmod 555 /mnt/bin/sh /mnt/bin/sync

    chmod 6555 /mnt/sbin/restore

    #

    # create the devices nodes 

    #

    cd /mnt/dev

    ./MAKEDEV std

    ./MAKEDEV da0

    ./MAKEDEV da1

    ./MAKEDEV da2

    ./MAKEDEV sa0

    ./MAKEDEV pty0

    cd /

    #

    # create minimum 文件系统 table
    #

    cat > /mnt/etc/fstab <<EOM

    /dev/fd0a   /   ufs   rw 1 1

    EOM

    #

    # create minimum passwd file

    #

    cat > /mnt/etc/passwd <<EOM

    root:*:0:0:Charlie &:/root:/bin/sh

    EOM

    cat > /mnt/etc/master.passwd <<EOM

    root::0:0::0:0:Charlie &:/root:/bin/sh

    EOM

    chmod 600 /mnt/etc/master.passwd

    chmod 644 /mnt/etc/passwd

    /usr/sbin/pwd_mkdb -d/mnt/etc /mnt/etc/master.passwd

    #

    # umount the floppy and inform the user

    #

    /sbin/umount /mnt

    echo "The floppy has been unmounted and is now ready. "
 

主要的问题在于 你的硬件还能用吗 由于已经做好定期的备份工作 就不必担心软件的问
题  

假如硬件已经损坏 首先 必须先将已损坏的硬件换掉  
如果硬件没有问题 再检查一下你的软盘 如果用的是传统的启动磁盘 以 single-user 在

出现 boot: 后键入 -s 启动 并跳过下面这段  
如果使用的是具有 boot.flp 和 fixit.flp 的启动磁盘 首先 用这张磁盘启动 当屏幕出现安装

选单时 选择 Fixit-R epair m ode with CD R O M  or floppy. 根据屏幕的提示 插入有 fixit.flp 的磁盘
restore 其他需要用到的程序就会出现在/m nt2/st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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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修复每一个文件系统  
试着挂上 m ount 你的第一个磁盘的 root分区 例如 m ount /dev/da0a /m nt 假如这个磁盘

标签已经损坏 使用 disklabel 来重新分割并重新分配磁盘标签 利用你以前保留下来的数据
使用 newfs来建立文件系统 并重新挂上软盘读写的 root分区 m ount -u -o rw /m nt 然后使用备
份程序及备份磁带来修复文件系统 例如 restore vrf /dev/sa0 最后 unm ount这个文件系统 例
如 um ount /m nt 对于每个损坏的文件系统都重复一次  

当你的系统正常启动后 将你的数据备份到新的磁带 任何造成数据丢失的灾难都可能再次
发生 现在花一些时间 也许可以使你免于下次的灾难  

12.12  用软盘备份 

12.12.1  能够使用软盘来备份数据吗 

软磁盘通常是用来备份的设备中不太合适的设备  
  这种设备不太可靠 特别是长期使用  
  备份和恢复都很慢  
  它们只有非常有限的存储容量  
然而 如果没有其他的备份数据的方法 那软盘备份总比没有备份要好  
如果必须使用软盘的话 必须确保盘片的质量 软盘在办公室中使用已经有许多年了 最好

使用一些名牌厂商的新产品以确保质量  

12.12.2  如何备份数据到软盘 

最好的备份数据到软盘的方法是使用 tar程序加上-M 选项 它可以允许将数据备份到多张软
盘上  

要备份当前目录和子目录中所有的文件可以使用这个命令 需要有 root权限  
# tar Mcvf /dev/rfd0 *

当第一张盘满的时候 tar会指示你插入下一张盘 插入第二张盘之后就按回车 这个步骤可
能需要重复很多次 直到这些文件备份完为止  

12.12.3  可以压缩备份吗 

不幸的是 tar在为多卷文件作备份时是不允许使用-z 选项的 当然 可以用 gzip 压缩所有
的文件 把它们打包到软盘 以后在用 gunzip 解开  

12.12.4  如何恢复备份 

要恢复所有文件: 
# tar Mxvf /dev/rfd0

要恢复第一张软盘中的个别文件  
# tar Mxvf /dev/rfd0 filename

tar程序会提示你插入后面的软盘 直到它找到所需要的文件  
如果你知道哪个文件在哪个盘上 你就可以插入那张盘 然后使用上面同样的命令 如果软

盘上的第一个文件与前面的文件是连续的 那 tar 命令会警告你它无法恢复 即使你不要求它这
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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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 1133 章章  
本本地地化化 II1188NN //LL 1100NN 的的  

使使用用与与设设置置  

13.1  概  要 

FreeBSD 是一个由分布于全世界的用户和贡献者组成的项目 这章将
讨论FreeBSD 的国际化和本地化的问题 允许非英语用户也能使用FreeBSD
很好地工作 在系统和应用水平上 主要是通过执行 i18N 标准来实现的
这里我们将为读者提供详细的介绍  

读完这章 你将了解到  
  在现代操作系统中 不同的语言和地域是如何来编码的  
  如何为你的登录 shell设置本地化  
  如何用非英语语言来配置你的控制台  
  如何使用不同的语言有效地使用 X window  
  哪里可以找到更多有关开发符合 i18N 标准的应用程序的信息  
阅读这章之前 你应当了解  
  如何安装第三方应用程序 第 4章  

13.2  基础知识 

13.2.1  什么是 I18N /L 10N  

开发人员依据 I18N 标准缩短了国际化开发的进程 用 国际化 的第
一和最后一个字母和中间字母的数量表示该计划名 L10N 依据
“localization”使用同样的命名规则 I18N /L10N 方法 协议和应用结合在一
起 允许用户使用他们自己所选择的语言 I18N 应用程序使用 I18N 工具
来编程 它允许开发人员写一个简单的文件 就可以将显示的菜单和文本
翻译成本地语言 我们非常鼓励程序员遵循这种规则  

13.2.2  为什么要使用 I18N /L 10N  

I18N /L10N 标准能够很好地支持你查看 输入或处理非英语语言  

13.2.3  I18N 支持哪些语言 

I18N 和 L10N 不是 FreeBSD 特有的 当前 它能支持世界上绝大部分
主力语言 包括但不限于 中文 德文 日文 朝鲜文 法文 俄文 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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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文等等  

13.3  使用本地化语言 

I18N 不是 FreeBSD 特有的 它是一个规则 我们鼓励你帮助 FreeBSD 完善这一规则 本地化
设置指下面三个条目三个 语言代码 Language Code 国家代码 Country Code 和字符编码
Encoding 本地名字可以用下面这些部分来构造  

LanguageCode_CountryCode.Encoding

13.3.1  语言和国家代码 

为了用特殊的语言来对 FreeBSD 系统进行本地化 或其他支持 I18N 的 Unix 用户必须要知
道相应的国家和语言代码 国家代码告诉应用程序使用哪一种语言规范 另外 W EB 浏览器
SM TP/PO P 服务器 web 服务器等等都是以这个为基础的 下面就是一个国家和语言代码的例子  
 

en_U S 美国英语 

ru_R U  俄语 

zh_TW  繁体中文 

13.3.2  编码 

一些语言不使用 ASCII编码 它们使用 8位 更宽或多位的字符 可以查看 m ultibyte的联机
手册了解更多细节 比较老的应用程序可能会无法认出它们 把它们误认为是控制字符 比较新
的应用程序通常会认出 8位字符 根据执行情况 用户可能需要使用更宽或多位字符支持的标准
来重新编译这个应用程序 或者将它正确配置 为了能够输入或处理更宽或多位字符 FreeBSD  
Ports collection 已经为每一个语言提供了相应的程序 可以在各自的 FreeBSD  port中参考一下 I18N
的文档  

需要特别指出的 用户需要看看应用程序的文档以决定如何正确配置 或需要使用正确的值
来配置 M akefile与编译器  

记住下面这些: 
  特定语言的简单 C 字符集 如 ISO _8859-1 ISO _8859-15 K O I8-R CP437  
  更宽或多位编码 如 EUC Big5  
你可以在 =�� @� � � 0 ������4 ftp://ftp.isi.edu/in-notes/iana/assignm ents/character-sets 检查一下

现行的字符集列表  
 

FreeBSD  5.0 版本以后使用 X 11 兼容的本地编码来代替  

13.3.3  I18N 应用 

在 FreeBSD 的 Port和 Package 系统中 I18N 应用程序已经使用 I18N 来命名了 然而 它们
不总是支持所需要的语言  

13.3.4  设置本地化 

理论上 在登录 shell 中只需要输出他/她的本地名字的值作为 LAN G 通常是通过用户的
~/.login_conf文件或用户登录 shell的配置 ~/.profile ~/.bashrc ~/.cshrc 完成的 这需要设置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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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本地子集 例如 LC_CTY PE  LC_CTIM E 等 请参考特定语言的 FreeBSD 文档以了解更多
信息  

你应当在配置文件中设置下面两个值  
  设置 LAN G  为 PO SIX 的本地化语言功能  
  设置 M M _CH A R SET 为使用 M IM E 字符集的应用程序
这包括用户的 shell配置 特定的应用配置和 X11 配置  

下面会描述到两种方法来设置本地化 第一种是在 login class中分配环境变量 第二种是增
加环境变量 分派到系统 shell的启动文件中  

这个方法是允许本地名字和M IM E 字符集设置所需要的环境变量为每一个可能的shell重新分
配一次 以代替给每一个 shell启动文件添加指定的 shell分配 用户级水平的设置可以由用户自
己来做 管理员级的设置需要由超级用户来做  

这是在用户主目录中的一个.login_conf文件的例子 它已为 Latin-1 编码作了变量设置  
german:German User:\

:charset=ISO-8859-1:\

:lang=de_DE.ISO_8859-1:
 

de_D E.ISO 8859- 1主要用于FreeBSD  5.0和以上版本  
 

下面是一个为繁体中文 BIG 5 编码设置变量的.login_conf的例子 需要注意很多变量设置 因
为一些软件不能支持针对中文 日文和朝鲜文的本地化变量规则  
 

#Users who do not wish to use monetary units or time formats

#of Taiwan can manually change each variable

taiwan:Taiwanese User:\

lang=zh_TW.Big5:\

lc_all=zh_TW.Big:\

lc_collate=zh_TW.Big5:\

lc_ctype=zh_TW.Big5:\

lc_messages=zh_TW.Big5:\

lc_monetary=zh_TW.Big5:\

lc_numeric=zh_TW.Big5:\

lc_time=zh_TW.Big5:\

charset=big5:\

xmodifiers="@im=xcin": #Setting the XIM Input Server
 

可以查看下一节和 login.conf的联机手册了解更多细节  

检查/etc/login.conf中正确语言用户的种类 确信这些设置出现在/etc/login.conf中  
 

language_name: accounts_title:\
:charset= MIME_charset:\
:lang= locale_name:\
:tc=default:

 

查看前面使用 Latin-1 的例子 它看起来像这样  
 

german:German Users Accounts:\

:charset=ISO-8859-1:\

:lang=de_DE.ISO_8859-1:\

:tc=default:
 

使用 vipw 改变登录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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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vipw 增加新用户 然后做一个这样的记录  
user:password:1111:11: language:0:0:User Name:/home/user:/bin/sh

使用 adduser改变登录类型 
使用 adduser增加新的用户 然后这样做  
  在/etc/adduser.conf 中设置 defaultclass = language 在这个例子中 记住你必须为所有其他
语言的用户键入一个默认的类  
  另一个不同的方法是每次回答指定的语言 
Enter login class: default []:

  还有就是为希望添加不同语言的每个用户使用下面这个命令  
adduser -class language

使用 pw 改变登录类型  
如果使用 pw 来增加新的用户 以这种形式调用  

# pw useradd user_name -L language

�����
 

这个方法并不建议使用 因为它要求为每个可能的登录程序选择一个不同的

安装 应当使用登录类的方法 这章前面讲到  
 

要增加本地名字和 M IM E 字符集 只要在/etc/profile 或/etc/csh.login 的 shell启动文件中设置
两个环境变量 我们使用德语作为例子  

在/etc/profile中: 
 

LANG=de_DE.ISO_8859-1; export LANG

MM_CHARSET=ISO-8859-1; export MM_CHARSET
 

或在/etc/csh.login 中: 
 

setenv LANG de_DE.ISO_8859-1

setenv MM_CHARSET ISO-8859-1
 

另外 可以把上面的指令添加到/usr/share/skel/dot.profile 与上面用在/etc/profile中的很相似
文件 或/usr/share/skel/dot.login 与上面用在/etc/csh.login 中的很相似 文件  

对于 X11: 
在$H O M E/.xinitrc中: 

LANG=de_DE.ISO_8859-1; export LANG

或  
setenv LANG de_DE.ISO_8859-1

这依赖于你的 shell 看看上面的章节  

13.3.5  控制台设置 

对于所有的简单 C 字符集 在/etc/rc.conf中用正在讨论的语言设置正确的控制台字符  
font8x16=font_name
font8x14=font_name
font8x8=font_name

这儿的 font_nam e 来自/usr/share/syscons/fonts 目录 不带.fnt 后缀 也可以通过使用
/stand/sysinstall程序为你的简单 C 字符集设置正确的键盘布局和屏幕布局 进入 sysinstall 选择
configue 然后 console 你也可以在/etc/rc.conf文件中添加下面几行  

scrnmap=screenmap_name
keymap=keymap_name
keychange="fkey_number sequence"

这儿的 screenm ap_nam e 的名称是来自/usr/share/syscons/scrnm aps 目录 没有.scm 后缀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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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映射字体的屏幕布局通常被作为一个工作区 用来在 VGA 适配器字体矩阵上扩展 8位到 9位
如果屏幕字体是使用一个 8位的排列 要移动这些字母离开这些区域  

如果在你的/etc/rc.conf文件中通过设置下面这项来启用 � 
���	 	��� 
#  
    moused_enable="YES"

那么需要在下一段检查鼠标信息  
默认情况下 syscons 驱动程序的鼠标指针在字符集中占用 0xd0 0xd3 的范围 如果你的语

言使用这个范围 必须把指针范围移出这个范围 要在 5.0 以前的 FreeBSD 版本中启用工作区
需要在内核中添加下面这行  

    options SC_MOUSE_CHAR=0x03

对于 FreeBSD  5.0 和以后的版本 需要在/etc/rc.conf文件中添加下面这行  
    mousechar_start=3

这儿的 keym ap_nam e来自/usr/share/syscons/keym aps目录 没有带.kbd 后缀  
因为功能键的范围不能被定义在键盘映射中 所以 keychange 通常需要安排功能键来匹配选

择的终端类型 也可以在/etc/ttys中为所有 ttyv*记录设定正确的控制台终端类型 当前 预定义是
这样的  
 

ISO -8859-1 或 ISO -8859-15 cons25l1 

ISO -8859-2 cons25l2 

K O I8-R  cons25r 

K O I8-U  cons25u 

CP437 (hardware default)或 US-A SCII cons25 
 

对于多字节字符语言 可以在/usr/ports/language 目录中使用正确的 FreeBSD  port 一些 port
以控制台出现 而系统把它作为串行 vtty终端 因此 必须为 X11 和伪串行控制台准备足够的 vtty
终端 这儿是在控制台中使用其他语言的应用程序的部分列表  
 

Traditional Chinese (BIG -5) chinese/big5con 

Japanese japanese/ja-kon2-* 或 japanese/M ule_W nn 

K orean korean/ko-han 

13.3.6  X 11 设置 

虽然 X11 不是 FreeBSD 计划的一部分 但我们已经为 FreeBSD 用户包含了一些信息 具体细
节可以参考 XFree86 的 web 站点 在~/.X resources中 可以适当调整特定应用的 I18N 设置 如
字体 菜单等  

安装 X11 True Type-Com m on 服务器和安装对应语言的 truetype字体 设置正确的本地信息可
以允许你在菜单上看到你所选的语言  

X11 输入方法 XIM 协议是所有 X11 客户端的一个新标准 所有将作为 XIM 客户端来写的
X11 应用程序从 XIM 输入服务器输入 不同的语言有几种 XIM 服务器可用  

13.3.7  打印机设置 

一些简单的 C 字符集通常是用硬编码来编码进打印机的 更宽或多位的字符集需要特定的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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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 我们建议使用 �������� 也可以使用特定语言的转换器把文档转换成 Postscript或 PD F 格式  

13.3.8  内核和文件系统 

FreeBSD  FFS 文件系统是纯 8位的 所以它能应用于任何简单的 C 字符集 但不会有字符集
名字储存在文件系统中 它是不知道任何有关编码规则的 FFS 不支持任何更宽或多位字符设置
形式的 官方的 FFS 不支持任何更宽的或多位的字符集形式 然而一些更宽的或多位的字符集已
经通过添加补丁来对 FFS 进行支持 不过它们只是临时性的修正 我们决定不把他们包括在源代
码树中 可以参考相关语言的 web 站点查看更多信息和修正文件  

FreeBSD 的 M S-D O S 文件系统已经能够配置成功用来在 M SD O S 统一字符编码和 FreeBSD 文
件系统字符集之间互相转换 可以查看 m ount_m sdos的联机手册了解更多细节  

13.4  编译 I18N 程序 

许多 FreeBSD  Port已经支持 I18N 了 它们中的一些都用-I18N 作标记 这些和其他很多程序
已经内建 I18N 的支持 不需要考虑其他的事项了  

然而一些像 % 4�A 6 这样的程序需要用特殊的字符重新配置 这通常可以在 m akefile或在源代
码中通过一个值来设定  

13.5  将 FreeBSD 本地化 

13.5.1  俄语(K O I8-R 编码) 

有关 KO I8-R 编码的详细信息 请查看 KO I8-R 参考 KO I8-R  R eferences (R ussian N et Character 
Set) http://koi8.pp.ru  

把下面的行加入到你的~/.login_conf文件  
me:My Account:\

:charset=KOI8-R:\

:lang=ru_RU.KOI8-R:

  对于 FreeBSD  5.0 以前的版本 添加下面这行到内核配置文件  
options   SC_MOUSE_CHAR=0x03

对于 FreeBSD  5.0 和以后的版本 添加下面这行到/etc/rc.conf文件  
mousechar_start=3

  在/etc/rc.conf中使用下面的设置  
 

keymap="ru.koi8-r"

scrnmap="koi8-r2cp866"

font8x16="cp866b-8x16"

font8x14="cp866-8x14"

font8x8="cp866-8x8"
 

  对于在/etc/ttys中每个 ttyv*记录 要使用 cons25r作为终端类型  
查看这章的前面部分中关于设置控制台的例子  

既然绝大多数带俄语字符的打印机遵循 CP866 的标准 那么需要一个针对 KOI8-R --> CP8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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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换的特定输出过滤器 这样一个过滤器默认安装在/usr/libexec/lpr/ru/koi2alt中 一个支持俄语的
打印机/etc/printcap 记录是这样的  

lp|Russian local line printer:\

:sh:of=/usr/libexec/lpr/ru/koi2alt:\

:lp=/dev/lpt0:sd=/var/spool/output/lpd:lf=/var/log/lpd-errs:

下面的例子是在挂上 M SD O S 文件系统后 fstab 记录启用对俄语文件名的支持  
/dev/ad0s2      /dos/c  msdos   rw -W=koi2dos -L=ru_RU.KOI8-R 0 0

1 先描述没有 X 的本地设置 
 

R ussian K O I8- R 本地化方法可能在低于3.3的X Free86版本中不能工作 从

/x11/X Free86安装的X Free86 port是最新的版本 所以如果你从port安装X Free86 它就会

很好地工作 除非你使用一个老版本的FreeBSD 否则这是没有问题的  
 

2 进入 russian/X .language目录 执行下面的命令  
# make install

上面的 port安装了 KO I8-R 字体的最新版本 XFree86 3.3 已经支持了一些 KO I8-R 字体 但
这些更好  

在你的/etc/X F86Config文件中检查“Files”那节 需要在其他 fontpath 记录前加入下面这几行  
FontPath   "/usr/X11R6/lib/X11/fonts/cyrillic/misc"

FontPath   "/usr/X11R6/lib/X11/fonts/cyrillic/75dpi"

FontPath   "/usr/X11R6/lib/X11/fonts/cyrillic/100dpi"

如果你使用一个高分辨率的显示模式 可以交换 75 dpi 和 100 dpi行  
3 要激活俄语键盘 添加下面的几行到 XF86Config配置文件中的“K eyboard”部分  
对于 XFree86 v3.*: 

XkbLayout  "ru"

XkbOptions "grp:caps_toggle"

对于 XFree86 v4.*: 
Option "XkbLayout"   "ru"

Option "XkbOptions"  "grp:caps_toggle"

要确信 XkbD isable已经关闭 被注释掉 了 RUS/LA T 的切换用 CapsLock 键 老的 CapsLock
功能仍然可以使用 Shift+CapsLock 只在 LAT 模式 完成  

如果你的键盘有“W indows”键 注意在俄语模式中 一些非字母顺序的键会造成映射错误 可
以在 XF86Config文件中添加下面这行  

对于 XFree86 v3.*: 
XkbVariant "winkeys"

对于 XFree86 v4.*: 
Option "XkbVariant" "winkeys"

 

俄语的X K B键盘无法用在老的X Free86版本中 俄语X K B键盘也不能用在非本

地化应用程序上 最低程度的本地化应用程序应当呼叫一个X tSetLanguageProc (N U LL, 

N U LL, N U LL)早期的功能 看看K O I8- R 的有关本地化X 11应用程序的用法  

13.5.2  设置繁体中文 

FreeBSD -Taiwan 计划有一个使用很多中文 chinese/*应用程序的 FreeBSD  I18N /L10N 的教程
http://freebsd.sinica.edu.tw/~ncvs/zh-l10n-tut/index.htm l zh-l10n-tut 的编辑是 Clive Lin<Clive@  
CirX .org> 你也可以在 freebsd.sinica.edu.tw 通过 cvsup 下载下面的软件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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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tta-port tag=. 针对中文的 Beta版 Ports Collection 

zh-L10N -tut tag=. 用 Big5 编码的繁体中文 FreeBSD 本地化指南 

zh-doc tag=. FreeBSD 的 Big5 繁体中文文档翻译计划 
 

Chuan-H sing Shen<s874070@ m ail.yzu.edu.tw>已经使用 FreeBSD -Taiwan 的 zh-L10N -tut创建了
Chinese FreeBSD  Collection (CFC) 这些软件包和脚本文件可以在 ftp://ftp.csie.ncu.edu.tw/O S/ 
FreeBSD /taiwan/CFC/ 找到  

13.5.3  德语的本地化 (针对所有的 ISO  8859-1 语言) 

Slaven R ezic <eserte@ cs.tu-berlin.de>写了一个在 FreeBSD 机器上如何使用日耳曼语言的教程
这篇教程是用德语写的 可以在网站 http://www.de.FreeBSD /de/um laute/ 找到  

13.5.4  日语和朝鲜语的本地化 

对于日语 可以参考 http://www.jp.FreeBSD .org 对于朝鲜语 可以参考 http://www.kr. 
FreeBSD .org  

13.5.5  非英语的 FreeB SD 文档 

一些 FreeBSD 的贡献者已经将部分 FreeBSD 文档翻译成了其他语言 可以通过主站的链接或
/usr/share/doc目录查到相应的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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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 1144 章章  
声声    卡卡  

 
 

14.1  概  要 

FreeBSD 支持很多种声卡 允许你从计算机输出各种高保真的音乐
这包括 M P3 W A V O gg V orbis 等等格式的音乐文件 FreeBSD  Ports 
Collection 中也包含了很多编辑音乐文件的应用程序  

读完这章 你将了解  
  如何在系统中发现声卡  
  如何配置你的系统以便声卡能达到最佳状态  
  通过使用专门的程序测试声卡的工作状态的方法  
  如何解决声卡安装的一些问题  
  如何重放和编码 M P3  
  如何抓取 CD 音轨到数据文件  
阅读这章之前 你应当了解  
  如何配置和安装一个新内核 第 9章  

14.2  寻找正确的设备 

在开始以前 应该知道你拥有的声卡的型号 它所用的芯片 它是 PCI
还是 ISA 接口的卡 FreeBSD 广泛地支持很多 PCI及 ISA 卡 如果在下面
列表中没有发现与你一样的卡 请参考 pcm 联机手册 这里不是完整的列
表 不过已经列出了大部分通用的声卡  

  Crystal 4237 4236 4232 4231 
  Y am aha O PL-Sax 
  O PTi931 
  Ensoniq A udioPCI 1370/1371 
  ESS Solo-1/1E 
  N eoM agic 256A V /ZX  
  Sound Blaster Pro 16 32 A W E64 A W E128 Live 
  Creative V iBR A 16 
  A dvanced A sound 100 110 and Logic A LS120 
  ES 1868 1869 1879 1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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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 ravis U ltraSound 
  A ureal V ortex 1 or 2 
内核中使用的驱动程序依赖于你所拥有的声卡类型 下面的章节提供了更多的信息以及你需

要添加什么到内核设置中  

14.2.1  C reative A dvance和 ESS 声卡 

如果有上面这些卡中的某一个 在内核中加入 
device pcm

如果有 PnP ISA 卡 也在内核中加入 
device sbc

对于非 PnP ISA 卡 在内核中加入 
device pcm 和 device sbc0 at isa? port0x220 irq 5 drq 1 flags 0x15

上面显示的都是默认设置 你可能需要改变 IRQ 或其他设置 其他信息请参考 sbc联机手册  
 

未经修补的FreeBSD  4.0以前的版本不支持Sound Blaster Live 建议在尝试使用

这张卡以前更新到最新版的-ST A BLE  

14.2.2  G ravis U ltraSound 卡 

对于 PnP ISA 卡 在内核中加入 
device pcm

device gusc

如果有非 PnP ISA 卡 在内核中加入 
device pcm

device gus0 at isa? port 0x220 irq 5 drq 1 flags 0x13

可能需要更改 IRQ 或其他设置以匹配你的声卡 请参考 gusc联机手册了解更多信息  

14.2.3  C rystal声卡 

对于 Crystal卡 在内核中加入  
device pcm

device csa

14.2.4  通用支持 

对于 PnP ISA 或 PCI卡 在内核设置中加入 
device pcm

如果有不含 bridge驱动程序的非 PnP ISA 声卡 在内核中加入 
device pcm0 at isa? irq 10 drq 1 flags 0x0

可能需要改变 IRQ 或其他以匹配你的声卡  

14.2.5  板载声卡 

如果要支持一些内建在主板上的声卡 需要在内核配置中加入下面这行  
options PNPBIOS

14.3  重新编译内核 

在加入所需的驱动程序至内核设置后 需要重新编译内核 其他信息请参考本书的第 9.3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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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  建立和测试设备装载的节点 

重新启动后 登录并执行 dm esg | grep pcm 会出现类似下面的输出信息  
# dmesg | grep pcm

pcm0: <SB16 DSP 4.11> on sbc0

你的系统的输出信息可能与这里的不太一样 如果没有 pcm 设备出现 可能是前面某个步骤
错了 请重新检查一下内核设置以确定选择了正确的设备  

如果没有错误信息而只显示 pcm 0 必须使用 root执行下面的命令  
# cd /dev

# sh MAKEDEV snd0

如果命令返回 pcm 1 执行上面描述的同样的步骤 使用 snd1 替换 snd0  
 

上面的命令并不是创建一个/dev/snd设备 
 

M A K ED EV 将创建一组设备节点包括  
 

/dev/audio     与 SPA R C 兼容的声音设备 

/dev/dsp        数字声音设备 

/dev/dspW      像/dev/dsp 但每次取样为 16 bits 

/dev/m idi     m idi访问设备 

/dev/m ixer     控制端口混音设备 

/dev/m usic     Level 2 音序接口 

/dev/sequencer     音序设备 

/dev/pss       可编程设备接口 
 

如果顺利 现在应该有个可正常工作的声卡了 如果没有 请参考下一节  

14.5  常见的问题 

1 我遇到一个 unsupported subdevice X X 错误  
一个或多个设备节点没有被正确创建 请重复上面的步骤  
2 我遇到一个 sb_dspwr(X X ) 超时错误  
I/O  端口没有设置正确  
3 我遇到 a bad irq X X 的错误  
IR Q 设置有误 请确定设置的 IRQ 和声卡 IRQ 一致  
4 我遇到 “xxx: gus pcm  not attached out of m em ory”的错误 这是什么造成的  
如果发生了 表示没有足够的内存来使用这个设备  

14.6  M P3 音乐 

M P3 能提供近乎 CD 的音质 没有理由让你的 FreeBSD 工作站不使用这样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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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6.1  M P3 播放器 

最流行的 XFree86 M P3 播放器是 XM M S X  M ultim edia System $ �#�� 的皮肤 skins 也能
被用在 � % % �上 � % % �也支持插件  

� % % �能从 audio/xm m s port或 package安装 � % % �接口是很直观的 它有一个播放目录
一个图形均衡器等 这些都很像 ��#��  也可以在 audio/m pg123 port中选择一个命令行的 M P3
播放器  

可以在命令行通过指定声音设备和 M P3 文件来运行 � �/-) 可以这样做  
 

    # mpg123 -a /dev/dsp1.0 Foobar-GreatestHits.mp3

    High Performance MPEG 1.0/2.0/2.5 Audio Player for Layer 1  2 and 3.

    Version 0.59r (1999/Jun/15). Written and copyrights by Michael Hipp.

    Uses code from various people. See 'README' for more!

    THIS SOFTWARE COMES WITH ABSOLUTELY NO WARRANTY! USE AT YOUR OWN RISK!

    Playing MPEG stream from BT - Foobar-GreastHits.mp3 ...

    MPEG 1.0 layer III  128 kbit/s  44100 Hz joint-stereo
 

在你的系统中 /dev/dsp1.0 应该被 dsp 设备接口所替换  

14.6.2  转换 C D 音轨 

在把 CD 或 CD 音轨转换成 M P3 时 CD 上的声音数据必须被转到硬盘上 这可以通过把
CDD A (CD  D igital A udio)数据转成 W AV 文件来完成 cdda2wav工具是 sysutils/cdrtools套件的一部
分 下面的命令可以把整个 CD 转成 每个音轨 W AV 文件  

    # cdda2wav -D 0 1 0 -B

-D  0 1 0 指出了 SCSI设备是 0 1 0 它是与 cdrecord -scanbus输出相符合的 转换每个
音轨 可以加上-t选项  

    # cdda2wav -D 0 1 0 -t 7

这个例子可以从 CDR O M 上抓取 7个音轨 可以指定一个范围 如 1到 7  
    # cdda2wav -D 0 1 0 -t 1+7

�		�-��3只支持 SCSI CD R O M 驱动器 对于 IDE 驱动器 可以选择/audio/cdd 或其他一些工
具  

14.6.3  M P3 编码 

现在 可以选择 lam e这个 m p3 编码器 可以在 port目录的 audio/lam e中找到  
使用转换的 W AV 文件 可以使用下面的命令把 audio01.wav转成 audio01.m p3  

 

    # lame -h -b 128 \

--tt "Foo Song Title" \

--ta "FooBar Artist" \
--tl "FooBar Album" \
--ty "2001" \
--tc "Ripped and encoded by Foo" \
--tg "Genre" \
audio01.wav audio01.mp3

 

128K bit/s是 M P3 使用的标准比特率 多数使用 160 或 192 更高的比特率可能需要更多的磁
盘空间 -h 选项可以打开“higher quality but a little slower”模式  

14.6.4  M P3 解码 

为了把 m p3 转成 CD 它们必须被转成不被压缩的 W A V 格式 XM M S 和 m pg123 都支持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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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式  
在 � % % �中写入磁盘  
1 运行 � % % �  
2 在窗口上单击右键打开 � % % �菜单  
3 在 Options中选择 Preference  
4 改变 Output Plugin 为 Disk W riter Plugin  
5 键入 Configure  
6 键入一个要写的非压缩文件的目录  
7 打开一个 M P3 文件 把 volum e设成 100% EQ 设为关闭  
8 键入 Play -- X M M S 将显示正在播放的 M P3 文件 但听不见声音 说明它正在转换 M P3
9 如果要听 M P3 记得将 Output Plugin 设回默认值  
在 � �/-)中写入标准输出 stdout  
运行 m pg123 -s audio01.m p3 > audio01.pcm  
� % % �用W AV 格式写一个文件 而 � �/-)把M P3写成PCM 音乐格式 这些格式能用 �	���
�	 

或 !��#�	程序来写成 CDR 光盘 可以查看第 12.6 节的在 FreeBSD 中使用 CD burner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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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 1155 章章  
串串口口通通信信  
 
 

15.1  概  要 

Unix一直都支持串口通信 事实上 早期的 Unix系统就是利用串行线
输入和输出数据 那时常见的“term inal”包括了一个每秒 10 个字符的串行
打印机和键盘 现在这些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这章将介绍一些利用
FreeBSD 进行串行通信的方法  

读完这章 你将了解到  
  如何通过终端连接到你的 FreeBSD 系统  
  如何使用 m odem 拨号到远程主机  
  如何允许远程用户通过 m odem 登录到你的系统  
  如何从串行控制台引导你的系统  
阅读这章之前 你应当了解  
  如何配置和安装一个新的内核 第 9章  
  理解 Unix的权限和进程 第 3章  
  查看使用的串行设备 m odem 或多端口卡 技术参考手册  

15.2  介  绍 

15.2.1  术语 

bit/s  
每秒位——数据的传输速度  
DTE  
数据终端设备——比如计算机  
DCE  
数据通信设备——比如 m odem  
R S-232  
用于硬件串行通信的 EIA 标准  
当讨论通讯数据速度的时候 这节不会使用术语“baud” Baud 指电气

标准传输率 它已经使用了很长时间 而“bit/s” bits per second 才是正确
使用的术语 至少它不会打扰那些爱争吵的家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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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2  线缆和端口 

要连接一个 m odem 或终端到你的 FreeBSD 系统 需要有一个串行端口和连接到串行设备的适
当的线缆 如果你比较熟悉硬件和它要求的线缆 可以跳过这一节  

有好几种不同的串行线缆 两个最普通的类型是 null-m odem 线缆和标准 RS-232 线缆 硬件
的规格说明会有详细描述  

Null-m odem   
一根 null-m odem 线缆会让像“signal ground”这样的信号直接通过 而转换其他的信号  
如果你想自己选择线缆 可以做一个使用 null-m odem 的线缆 下表显示了一个 DB-25 连接

器上 RS-232C 信号名和 pin 号码的线缆  
 

TxD  2 连接到 3 R xD  

R xD  3 连接到 2 TxD  

D TR  20 连接到 6 D SR  

D SR  6 连接到 20 D TR  

SG  7 连接到 7 SG  

D CD  8 连接到 4 R TS 

R TS 4  5 CTS 

CTS 5 连接到 8 D CD 
 

一个标准的串行线缆会直接通过所有的 RS-232C 信号 这是连接一个 m odem 到你的 FreeBSD
系统的线缆类型 线缆的类型需要针对一些终端  

串行端口是 FreeBSD 主机与终端传输数据的设备 这节描述了端口的种类和它们在 FreeBSD
上是如何编址的  

有好几种端口存在 在购买和做线缆之前 需要确定它是否适合你机器的终端  
绝大多数的终端有 DB25 端口 个人计算机包括运行 FreeBSD 的 PC 机 有 DB25 或 DB9 端口

如果你的计算机有一个多端口的串行卡 你可以使用 RJ-12 或 R J-45 端口 请仔细查看硬件的说
明  

在 FreeBSD 中可以通过/dev目录中的一个记录来访问每个串行端口 存在两种不同的记录  
  呼入端口被命名为/dev/ttydN 这儿 N 是端口号 从零开始 通常使用呼入端口作为终端
呼入端口要求数据线使用载波检测 DCD 信号来工作  
  呼出端口被命名为/dev/cuaaN 通常不使用呼出端口作为终端 而只用作 m odem 连接 如
果串行线或终端不支持载波检测数据传输 你可以使用呼出端口  

如果你已经连接一个终端到第一个串行端口 在 M SD O S 上是 COM 1 那么可以使用/dev/ttyd0
来作为终端 如果它是在第二个串行端口 COM 2 那就是/dev/ttyd1 依此类推  

15.2.3  内核配置 

FreeBSD 默认支持 4个串行端口 在 M S-D O S 下 这些是 COM 1 CO M 2 CO M 3 和 CO M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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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eeBSD 当前支持“dum b”多端口串行接口卡 如 BocaBoard 1008 和 2016 与许多 Digiboard 和
Stallion Technologies制造的智能多接口卡一样好 然而默认的内核只会寻找标准的 COM 端口  

要查看你的内核是否支持串口 只要在内核启动时查看一下启动信息 或使用/sbin/dm esg 命
令重新检测内核启动信息 注意寻找包括 sio字符的信息  
 

要看看带有sio字符的信息 可以使用下面的命令  
 

    # /sbin/dmesg | grep 'sio'

例如 在一个带有 4个串口的系统上 这些是串口特定的内核启动信息  
 

    sio0 at 0x3f8-0x3ff irq 4 on isa

    sio0  type 16550A

    sio1 at 0x2f8-0x2ff irq 3 on isa

    sio1  type 16550A

    sio2 at 0x3e8-0x3ef irq 5 on isa

    sio2  type 16550A

    sio3 at 0x2e8-0x2ef irq 9 on isa

    sio3  type 16550A
 

如果你的内核没有认出所有串口 那么需要为你的系统定制一个内核 更多有关配置内核的
细节 可以查看第 9章  

在你的内核配置文件中相关的设备行是这样的  
 

    device  sio0  at isa? port "IO_COM1" tty irq 4 vector siointr

    device  sio1  at isa? port "IO_COM2" tty irq 3 vector siointr

    device  sio2  at isa? port "IO_COM3" tty irq 5 vector siointr

    device  sio3  at isa? port "IO_COM4" tty irq 9 vector siointr
 

你可以注释掉或完全删除你没有的设备 请查看 sio 中如何为多端口主板写入配置信息的联
机手册 如果使用了一个不同版本的 FreeBSD 的配置文件 请小心点 因为设备的标记在两个版
本之间已经改变了  
 

这里端口IO _C O M 1代替了0x3f8 端口IO _C O M 2代替了0x2f8 端口IO _C O M 3

代替了0x3e8 端口IO _C O M 4代替了0x2e8 这些都是各自端口相应的端口地址 中断4

3 5 9都是经常用的中断 也要注意有些正常的串行端口可能无法在一些ISA总线的PC

上共享中断 多端口板卡有板载的电子设备 允许在板上所有16550A的设备共享一个或

两个中断请求  

15.2.4  设备专用文件 

内核中的绝大多数设备可以通过“device special files”来访问 它就在/dev目录下 Sio设备通
过/dev/ttydN 拨入 和/dev/cuaaN 拨出 设备来访问 FreeBSD 也提供了初始化的设备 /dev/ttyidN
和/dev/cuai0N 和锁定的设备 /dev/ttyldN 和/dev/cual0N 初始化的设备在每次端口被打开时被
用来初始化设备通信端口参数 例如使用 CTS/R TS 的流控制信号的 crtscts 锁定设备被用来锁定
端口的标记以阻止用户或程序改变某个参数 查看 term ios sio和 stty的联机手册了解更多信息  

 

FreeBSD 5.0已把自动创建设备接点的devfs文件系统作为系统的默认设置 如果

你在运行启用devfs的FreeBSD 版本 可以跳过这一节  
 

一个在/dev目录下的 M A K ED EV  shell脚本管理着设备专用文件 要使用 M A K ED EV 来建立拨
号设备专用文件 可以使用 COM 1 port 0 cd 进入/dev 然后执行命令 M AK ED EV  ttyd0 同样
地 要建立拨号设备专用文件以使用 COM 2 port 1 可以执行 M AK ED EV  tty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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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A K ED EV 不仅仅创建/dev/ttydN 设备专用文件 也创建/dev/cuaaN /dev/cuaiaN  /dev/cualaN
/dev/ttyldN 和/dev/ttyidN 节点  

建立完新设备专用文件后 需要检查文件的权限来确定谁可以在这些文件上读写——你可能
不想让普通的用户使用你的 m odem 吧 在/dev/cua*文件上的默认权限应该是足够了  

    crw-rw----    1 uucp     dialer    28  129 Feb 15 14 38 /dev/cuaa1

    crw-rw----    1 uucp     dialer    28  161 Feb 15 14 38 /dev/cuaia1

    crw-rw----    1 uucp     dialer    28  193 Feb 15 14 38 /dev/cuala1

这些允许用户 uucp 和在组 dialer中的用户使用呼出设备  

15.2.5  串行端口配置 

ttydN 或 cuaaN 设备是应用程序使用的设备 当一个进程打开某个设备时 它将有一个终
端 I/O 设置的默认配置 你可以在命令行查看这些设置  

    # stty -a -f /dev/ttyd1

当你修改了这个设备的设置 这个设置会生效 除非设备被关闭 当它被重新打开时 它将
回到默认设置 要修改默认设置 可以打开和调整“initial state”设备的设置 例如 要为 ttyd5 打
开 CLO CA L 模式 8位通信和默认的 XON /X O FF 流控制 键入  

    # stty -f /dev/ttyid5 clocal cs8 ixon ixoff

串行设备的系统初始化是用/etc/rc.serial文件控制的 这个文件会影响串行设备的默认设置  
要防止某个设置被一个应用程序所修改 需要调整“lock state”设备 例如 要锁定 ttyd5 的速

度为 57600 bit/s 键入  
    # stty -f /dev/ttyld5 57600

现在 一个打开 ttyd5 和设法改变端口速度的应用程序将被固定在 57600bit/s 很自然地 你
需要确定初始状态和设备的写入权限只能为 root所改动  

15.3  终  端 

当你在计算机控制台或是在一个连接的网络上时 终端提供了一个方便和低成本的访问
FreeBSD 系统的方法 这一节描述了如何在 FreeBSD 上使用终端  

15.3.1  终端的用法和类型 

早期的 Unix系统没有控制台 人们通过将终端连接到计算机的串口登录和使用程序 它很像
用一个 m odem 和一些终端软件拨号进入一个远程的系统只执行文本任务的工作 今天的 PC 已经
可以使用高质量的图形了 但与今天的其他 Unix操作系统一样 建立一个登录会话的能力仍然存
在 通过使用一个终端连接到一个没有使用的串口 你就能登录和运行任何文本程序或在 X 视窗
系统中运行一个 xterm 窗口程序  

对于商业用户 你可以用任何终端连接到 FreeBSD 系统 然后把它们放在员工的桌面上 对
于一个家庭用户 可以使用一台比较老的 IBM  PC 或 M acintosh 运行一个终端连接到一台运行着
FreeBSD 的高性能机器上  

对于 FreeBSD 可以有三种终端  
  D um b 终端  
  充当终端的 PC  
  X  终端  
下面一小节将描述每一种终端  



FreeBSD  H andbook 第二版 中文版 

272 

D um b 终端需要专门的硬件 让你通过串行线连接到计算机 它们被叫作“dum b”是因为它们
只能够用来显示 发送和接收文本 你不能在它上面运行任何程序  

有好几百种 dum b 终端 包括 Digital Equipm ent Corporation 的 VT-100 和 W yse的 W Y -75 只
有几种可以在 FreeBSD 上工作 一些高端的终端可以显示图形 但只有某些软件包可以使用这些
高级特性  

如果一个 dum b 终端有足够的能力来显示 发送和接收文本 那任何个人计算机也都可以作
为一个 dum b 终端 你所需要的只是适当的线缆和一些终端模拟软件  

这样一个配置被广泛运用于家庭 例如 如果你的妻子整天占涌 FreeBSD 系统控制台上工作
你也可以从一台低档的个人计算机登录到 FreeBSD 系统执行一些文本的工作  

X 终端是最复杂的终端系统 它们通常需要使用以太网来连接 它们能显示任何 X 应用程序
我们介绍 X 终端只是为了感兴趣 然而 这章不会涉及 X 终端的安装 配置或使用  

15.3.2  配置 

这节描述了在一个终端上启用一个登录会话需要在 FreeBSD 系统上配置些什么 假设你已经
配置好了内核来支持串行端口  

在第 7 章中我们介绍了 init进程依赖于系统启动时所有的处理控制和初始化 通过 init来执
行的一些任务将先读取/etc/ttys文件 然后在可用的终端上启用一个 getty 进程 getty 进程可用来
接收一个登录名并启动 login 程序  

然而 要为你的 FreeBSD 系统配置终端 你需要以 root来执行下面的步骤  
1 如果没有 需要为串行端口在/dev目录下添加一行记录到/etc/ttys  
2 指定/usr/libexec/getty在特定端口上运行 然后从/etc/gettytab 文件指定适当的 getty类型  
3 指定默认的终端类型  
4 设置端口为 on  
5 确定端口是否为 secure  
6 迫使 init重新读取/etc/ttys文件  
作为可选的步骤 你可以通过在/etc/gettytab 中建立一个记录 在第 2步创建一个定制的 getty

类型来使用 这一章不会介绍具体做法 你可以查看 gettytab 和 getty的联机手册了解更多信息  

/etc/ttys文件列出了你的 FreeBSD 系统上允许登录的所有端口 例如 第一个虚拟控制台 ttyv0
在这个文件中有一个记录 你可以使用这个记录登录进控制台 这个文件也包含其他虚拟控制台
的记录如串口和伪 ttys终端 对于一个硬连线的终端 只要列出串行端口的/dev记录而不需要/dev
部分 例如/dev/ttyv0 可以写做 ttyv0  

默认的 FreeBSD 安装包括一个支持最初四个串口 ttyd0 到 ttyd3 的/etc/ttys文件 如果你从那
些端口中某一个使用终端 就不需要添加一个记录  

例 15-1  添加终端记录到/etc/ttys 
假设我们连接两个终端到 FreeBSD 系统 一个 W yse-50 和一个老的运行 Procom m 终端软件模

拟 VT-100 终端的 286IBM  PC /etc/ttys文件中的相应的记录是这样的  
    ttyd1    "/usr/libexec/getty std.38400"    wy50    on    insecure

    ttyd5   "/usr/libexec/getty std.19200"  vt100  on  insecure

  第一部分指定了终端设备文件的名称 它可以在/dev中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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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部分是要执行的命令 通常是 getty getty初始化然后打开一行 设置速度 用户名
的命令并执行登录程序  

getty程序在它的命令行接收一个可选的参数用以指定 getty类型 一个 getty类型会在终端行
描述一个特征 像 bps rate和 parity getty程序从/etc/gettytab 文件读取这些特征  

文件/etc/gettytab 包含了许多老的和新的终端行记录 在很多例子中 以 std 开头的记录将能
够在硬连线终端的情况下工作 这些记录忽略了奇偶性 这是一个从 110 到 115200 bit/s的 std 记
录 当然 你可以在这个文件中添加你自己的记录 Gettytab 的联机手册提供了更多的信息  

当在/etc/ttys 中设置 getty 类型的时候 确信在终端上的通信设置匹配 在我们的例子中
W yse-50 不使用奇偶校验 用 38400 bit/s来连接 286 PC 不使用奇偶校验 用 19200bit/s来连接  

  第三部分是通常连接到那个 tty行的终端类型 对于拨号端口 unknown 或 dialup 通常被
用在这个地方 对于硬连线的终端 终端类型不会改变 所以你可以从 term cap 数据库文件中设
置一个真正的终端类型  

在我们的例子中 W yse-50 使用真正的终端类型 而运行 7�
�
� � 的 286 PC 将被设置成在
VT-100 上的模拟  

  如果端口被启用 可以指定第四个部分 在第二部分 这里设置为 on”将执行初始化
进程来启动程序 getty 如果没有设置 将没有 getty 在端口上因此就没有登录界面  

最后部分被用来指定端口是否安全 标记一个安全的端口意味着你信任它允许用 root帐户从
那个端口登录 不安全的端口将不允许 root登录 在一个不安全的端口上 用户必须用无特权的
帐户登录 然后使用 su 或一个相似的机制来获得超级用户的权限  

对/etc/ttys文件做一个必要的修改后 你必须发送一个 SIG H U P 信号给初始化进程来迫使它重
新读取配置文件 例如  

    # kill -HUP 1
 

init总是系统运行时的第一个进程 因此它的PID 总是1  
 

如果能够正确设置 所有的线缆都是合适的 终端将可以启用了 然后一个 getty进程将在每
个终端运行 你将在你的终端上看到登录命令行  

15.3.3  连接可能出现的问题 

即使你小心翼翼地注意细节 仍然可能会在设置终端时出错 这儿有一个有关问题和解决办
法的列表  

确定终端连接好和打开了 如果把一台个人计算机充当一个终端 确信终端模拟软件运行在
正确的串口上  

确信线缆被稳固地连接在终端和 FreeBSD 计算机上 确信用了正确的电缆  
确定终端和 FreeBSD 的传输速度和奇偶设置已经一致了 如果你有一个图像显示终端 确信

对比度已经调节好了 如果它是一个可打印的终端 确信纸张和墨水已经准备好了  
确定一个 getty进程正在运行和服务终端 例如 可以用 ps命令得到运行 getty程序的列表

键入  
    # ps -axww|grep getty

你将看到一个进程的记录 例如 下面的显示表明一个 getty正在第二个串行端口 ttyd1 运行
正在/etc/gettytab 中使用 std.38400 的记录  

    22189  d1  Is+ 0 00.03 /usr/libexec/getty std.38400 ttyd1

如果没有 getty 进程运行 确信你已经在/etc/ttys中启用了端口 在修改完 ttys文件后 记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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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 kill -H U P 1  

确信终端和 FreeBSD 使用相同的 bit/s传输率和奇偶校验设置 检查一下 getty 进程确信当前
使用的正确的 getty类型 如果没有 编辑/etc/ttys然后运行 kill -H U P 1  

将终端 或终端模拟软件 从“half duplex”或“local echo”换成“full duplex”  

15.4  拨入服务 

为拨入服务配置 FreeBSD 系统与连接到终端是非常相似的 除非你正在使用 m odem 设备来拨
号而不是终端  

15.4.1  外置 vs.内置 m odem  

外置 m odem 看起来很容易拨号 因为 外置 m odem 可以通过储存在非易失性的 RAM 中的参
数来配置 它们通常提供指示器来显示重要的 RS-232 信号的状态 不停闪光的信号灯能给用户
留下比较深刻的印象 而且指示器也可以用来查看 m odem 是否正常地工作  

内置 m odem 通常没有非易失性的 RA M 所以对它们的配置可能会限制在通过 DIP 开关的设
置上 如果你的内置 m odem 有指示灯 也很难看的到  

如果使用一个外置的 m odem 那需要适当的电缆线 一个标准的串行线应当够用了  
  Transm itted D ata SD  
  R eceived D ata R D  
  R equest to Send R TS  
  Clear to Send CTS  
  D ata Set R eady D SR  
  D ata Term inal R eady D TR  
  Carrier D etect CD  
  Signal G round SG  
FreeBSD 需要对速度超过 2400bit/s的 RTS 和 CTS 信号进行流控制 当一个呼叫被应答或线路

被挂起的时候 CD 信号就会被侦测到 一个会话完成之后 DTR 信号就会刷新 m odem 一些线
缆不需要任何信号就可以连接 所以如果当线路被挂起时 一个登录任务没有终止 则可能在线
缆上遇到了问题  

像其他 Unix类操作系统一样 FreeBSD 使用硬件信号来寻找出一个呼叫什么时候会回复或一
个线路会被挂起 FreeBSD 避免发送命令给 m odem 或监视 m odem 的状况 如果你熟悉连接 m odem
到基于 PC 的 BBS 这可能看起来有点糟糕  

15.4.2  串行接口的考虑 

FreeBSD 支持以 NS8250- N S16450- N S16550-和 NS16550A 为基础的 EIA  R S-232C 通信接
口 8250 和 16450 设备有单字符缓冲 16550 设备提供了一个 16 个字符的缓冲 这可以提高更多
的系统性能 因为单字符缓冲设备比 16 个字符的缓冲需要更多的系统资源来工作 所以基于
16550A 的接口卡可能更好 如果系统没有活动的串口 或有一个巨大的负载 16 字符缓冲的卡
对于低错误率的通信来说更好  



第 15 章  串口通信 

275 

 
15.4.3  快速预览 

对于终端 init会在每个配置串口上为每个拨入连接产生一个getty进程 例如 如果一个m odem
被附带在/dev/ttyd0 中 用命令 ps ax可以显示下面这些  

     4850 ??  I 0 00.09 /usr/libexec/getty V19200 ttyd0

当一个用户拨上 m odem 并使用它进行连接时 CD 信号就会被 m odem 认出 内核注意到载
波信号已经被检测到 需要完成 getty 端口的打开 Getty 发送一个在指定的初始线速度上登录命
令行 Getty会检查合法的字符是否被接收 在一个典型的配置中 如果发现“垃圾” getty就会设
法调节速度 直到它接收到合理的字符  

用户在键入他/她的登录名称后 getty执行/usr/bin/login 这会要求用户输入密码来完成登录
然后启动用户的 shell  

15.4.4  配置文件 

在/etc目录中 有三个需要编辑的系统配置文件控制允许拨号访问 FreeBSD 系统 /etc/gettytab
包含了针对/usr/libexec/getty 守护程序的配置信息 /etc/ttys信息告诉/sbin/init什么 tty 设备将运行
在系统上的 getty进程 可以把端口初始化命令放在/etc/rc.serial脚本中  

在 Unix 上 关于拨号 m odem 的想法主要有两种 一种是把本地接口配置成一个固定速度
以至一个远程用户拨号时都保持一个固定速度 这样配置的好处是远程用户总是可以立即看到一
个系统的登录界面 这种做法的缺点是系统不知道一个用户真正的数据速度是多少 所以像 eam cs
全屏程序将不会调节屏幕刷新来确保对比较慢的连接有比较好的回应  

其他配置 RS-232 m odem 的方法是随着远程用户连接的速度的变化而变化 例如 连接到
m odem 的 V.32bis 14.4 K bit/s 连接可以使 m odem 在 19.2 K bit/s上运行 RS-232 接口 2400 bps
的连接使得 RS-232 接口运行在 2400 bit/s上  

因为 getty 不了解任何特殊的 m odem 的连接速度报告 getty 会给出一个登录消息 在一个初
始速度和检测字符的信息会作出回应 如果用户看到垃圾字符 假定它知道键入了 �#��� 键 直
到他看到了一个熟悉的命令行界面  

如果数据速度不匹配 getty 会把用户键入的任何东西都看作“junk” 设法回到更低的速度
然后给出登录命令行界面 很明显 这个登录顺序看起来不如 locked-speed 的方法 但一个低速
度连接的用户将更好地交互接收来自全屏幕程序的回应  

/etc/gettytab

/etc/gettytab 是一个用来配置 getty 信息的 term cap 风格的文件 请查看 gettytab 的联机手册了
解完整的文件格式和功能列表  

如果把m odem 的数据通信率锁定在一个特殊的速度上 不需要对/etc/gettytab文件作任何变化  

需要在/etc/gettytab 中设置一个记录来给出 getty 的有关 m odem 上的速度信息 如果你有一个
2400 bit/s的 m odem 可以使用已存在的 D2400 的记录  
 

    #

    # Fast dialup terminals  2400/1200/300 rotary can start either way

    #

    D2400|d2400|Fast-Dial-2400 \

nx=D1200 tc=2400-baud

    3|D1200|Fast-Dial-1200 \

nx=D300 tc=1200-baud

    5|D300|Fast-Dial-300 \

nx=D2400 tc=300-bau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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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有一个更高速度的 m odem 必须在/etc/gettytab 中添加一个记录 这儿是一个可以使用
的一个最高为 19.2 K bit/s的接口用在 14.4 K bit/s的 m odem 上的记录  
 

    #

    # Additions for a V.32bis Modem

    #

    um|V300|High Speed Modem at 300 8-bit \

nx=V19200 tc=std.300

    un|V1200|High Speed Modem at 1200 8-bit \

nx=V300 tc=std.1200

    uo|V2400|High Speed Modem at 2400 8-bit \

nx=V1200 tc=std.2400

    up|V9600|High Speed Modem at 9600 8-bit \

nx=V2400 tc=std.9600

    uq|V19200|High Speed Modem at 19200 8-bit \

nx=V9600 tc=std.19200
 

上面的例子 也可以使用 9600 bit/s for V .32 2400 bit/s  1200 bit/s 300 bit/s 直到 19.2 
K bit/s 通信率的调节使用 nx= “next table” 来实现 每条线使用一个 tc= “table continuation”

的记录来代表对于一个特殊传输率的标准设置  
如果你有一个 28.8 K bit/s的 m odem 或者想利用 14.4k/sm odem 的压缩功能 你需要使用一个

更高的超过 19.2 K bit/s的通信速度 这是一个启动 57.6 K bit/s的 gettytab 记录的例子  
 

    #

    # Additions for a V.32bis or V.34 Modem

    # Starting at 57.6 Kbit/s

    #

    vm|VH300|Very High Speed Modem at 300 8-bit \

nx=VH57600 tc=std.300

    vn|VH1200|Very High Speed Modem at 1200 8-bit \

nx=VH300 tc=std.1200

    vo|VH2400|Very High Speed Modem at 2400 8-bit \

nx=VH1200 tc=std.2400

    vp|VH9600|Very High Speed Modem at 9600 8-bit \

nx=VH2400 tc=std.9600

    vq|VH57600|Very High Speed Modem at 57600 8-bit \

nx=VH9600 tc=std.57600
 

如果你有一个低速的 CPU 或一个庞大负载的系统 而且没有 16550A 的串行端口 你可能会
在 57.6 K bit/s上产生 sio错误  

/etc/ttys

/etc/ttys文件的配置在例 15-1 中介绍过 配置 m odem 与它相似 但必须指定一个不同的终端
类型 锁定速度和匹配速度配置的通用格式是  

    ttyd0   "/usr/libexec/getty xxx"   dialup on

上面的第一个条目是这个记录的设备特定文件——ttyd0 意味着/dev/ttyd0 是这个 getty 将被监
视的文件 第二个条目“/usr/libexec/getty xxx”是将运行在设备上的进程 init 第三个条目 dialup 是
默认的终端类型 第四个参数 on 指出了线路是可操作的 init 也可能会有第五个参数 secure
但它将只被用作拥有物理安全的终端 如系统终端  

默认的终端类型可能依赖于本地设置 拨号是传统的默认终端类型 以至用户可以定制他们
的登录脚本来注意终端什么时候拨号 和自动调节它们的终端类型 然而 作者发现它很容易在
指定 vt102 作为默认的终端类型 既然用户刚才在它们的远程系统上使用的是 VT102 模拟器  

对/etc/ttys作修改之后 可以发送 init进程一个 H UP 信号来重读文件 可以使用下面的命令
来发送信号  

    # kill -HUP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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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这是第一次设置系统 可能要在发信号 init之前等一下 等到你的 m odem 正确地配置并
连接好  

对于一个锁定速度的配置  ttys记录必须有一个为 getty提供固定速度的记录 对于一个速度
被锁定在 19.2kbit/s的 m odem ttys记录是这样的  

    ttyd0   "/usr/libexec/getty std.19200"   dialup on

如果 m odem 被锁定在一个不同的数据速度 为 std.speed 使用适当的速度来代替 std.19200
确信使用了一个在/etc/gettytab 中列出的正确的类型  

在一个匹配速度的设置中  ttys记录需要参考在/etc/gettytab 中适当的起始 auto-baud 记录
例如如果你为一个以 19.2 K bit/s开始的可匹配速度的 m odem 添加上面建议的记录 你的 ttys记录
可能是这样的  

    ttyd0   "/usr/libexec/getty V19200"   dialup on

/etc/rc.serial

高速 m odem 像 V.32 V .32bis 和 V.34 m odem s 需要使用硬件 RTS/CTS 流控制 可以在
/etc/rc.serial中添加 stty命令来设置硬件流控制标记  

例如 在拨入和拨出初始设备的#1's CO M 2 串行端口上设置 term ios标记 crtscts 下面这
些行会被添加到/etc/rc.serial中  

    # Serial port initial configuration

    stty -f /dev/ttyid1 crtscts

    stty -f /dev/cuai01 crtscts

15.4.5  M odem 设置 

如果一个 m odem 的参数能被存储在非易失性的 RAM 中 你将使用一个终端程序来设置参数
使用同样的通信速度来连接 m odem 作为初始速度 getty将使用和配置 m odem 的非易失性 RAM 来
匹配这些要求  

  CD  asserted when connected 
  D TR  asserted for operation; dropping D TR  hangs up line and resets m odem  
  CTS transm itted data flow control 
  D isable X O N /X O FF flow control 
  R TS received data flow control 
  Q uiet m ode no result codes  
  N o com m and echo 
请阅读你的 m odem 的文档找到需要用什么命令和 DIP 接口设置 例如要在一个 USR obotics 

Sportster 14400 的外置 m odem 上设置上面的参数 可以用下面这些命令  
    ATZ

    AT&C1&D2&H1&I0&R2&W

你也可能想要在 m odem 上寻找机会调节这个设置 例如它是否使用 V.42bis和 M N P5 压缩  
U SR  Sportster 14400 外置 m odem 也有一些用来设置的 DIP 开关 也许可以使用这些设置作为

一个例子  
  Switch 1  U P  D TR  N orm al 
  Switch 2  D o not care V erbal R esult Codes/N um eric R esult Codes  
  Switch 3  U P  Suppress R esult Codes 
  Switch 4  D O W N   N o echo offline com m ands 
  Switch 5  U P  A uto A ns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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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witch 6  U P  Carrier D etect N orm al 
  Switch 7  U P  Load N V R A M  D efaults 
  Switch 8  D o not care Sm art M ode/D um b M ode  

modem / getty
modem login: modem

getty modem

对于一个锁定速度的配置 需要配置 m odem 来获得一个不依赖于通信率的稳定的
m odem -to-com puter的传输率 在一个 USR  Sportster 14400 外置 m odem 上 下面这些命令将锁定
m odem -to-com puter的传输率  

    ATZ

    AT&B1&W

对于一个变速的配置 需要配置你的 m odem 调节它的串行端口传输率匹配接收的传输率 在
一个 USR  Sportster 14400 的外置 m odem 上 下面这些命令将锁定 m odem 的错误修正传输率适合命
令要求的速度 但允许串行端口速度适应 non-error-corrected 的连接  

    ATZ

    AT&B2&W

大多数高速的 m odem 提供了用来查看当前操作参数的命令 在 USR  Sportster 14400 外置
m odem 上 命令 ATI5 显示了存储在非易失性 RA M 中的设置 要查看正确的 m odem 操作参数
可以使用命令 ATZ A TI4  

如果你有一个不同牌子的 m odem 检查 m odem 的使用手册查看如何用不同方法检查你的
m odem 的配置参数  

15.4.6  疑难解答 

这儿是几个检查拨号 m odem 的步骤  

把 m odem 连接到 FreeBSD 系统 启动系统 如果 m odem 有一个指示灯 当登录时看看 m odem
的 DTR 指示灯是否会亮 如果它亮 会在系统控制台出现命令行 意味着 FreeBSD 已经在适当的
通信端口启动了一个 getty进程 等待 m odem 接收一个呼叫  

如果 DTR 指示灯不亮 通过控制台登录到 FreeBSD 系统 然后执行 ps ax命令查看 FreeBSD
是否在正确的端口运行着一个 getty进程 你将在进程显示中看到像这样的一行  

      114 ??  I 0 00.10 /usr/libexec/getty V19200 ttyd0

      115 ??  I 0 00.10 /usr/libexec/getty V19200 ttyd1

如果看到是这样的  
      114 d0  I 0 00.10 /usr/libexec/getty V19200 ttyd0

说明 m odem 不接收呼叫 这意味着 getty已经在通信端口打开了 这指出线缆有问题或 m odem
的错误配置 因为 getty不能打开通信端口  

如果你没有看到任何 getty进程等待打开想要的 ttydN 端口 检查在/etc/ttys中的记录看看那儿
是否有错误 另外 检查日志文件/var/log/m essages看看是否有一些来自 init或 getty的问题的日志
信息 如果有任何信息 仔细检查配置文件/etc/ttys和/etc/gettytab 还有适当的设备文件/dev/ttydN
是否有错误 丢失记录或丢失了设备指定文件  

设法拨入系统 确信使用 8位 没有奇偶检验 在远程系统上的 1停止位 如果你不能立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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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一个命令行 试试每隔一秒键入enter 如果你仍没有看到一个登录界面 设法发送一个BREA K
字符 如果正使用一个高速的 m odem 来拨号 在锁定拨号 m odem 的接口速度后再试试  

如果你不能得到一个登录 prom pt 再检查一下/etc/gettytab 重复检查  
  在/etc/ttys中指定的初始可用的名称与/etc/gettytab 中的一个可用的相匹配  
  每个 nx=记录与另一个 gettytab 可用名称匹配  
  每个 tc=记录与另一个 gettytab 可用名称相匹配  
如果你拨号但 FreeBSD 系统上的 m odem 没有回应 确信 m odem 能回应电话 如果 m odem 看

起来配置正确了 通过检查 m odem 的指示灯来确认 DTR 线连接正确  
如果你做了好几次 它仍然无法工作 打断一会 等会再试试 如果还不能工作 也许你应

该发一封电子邮件给<freebsd-questions@ FreeBSD .org>寻求帮助  

15.5  拨出服务 

下面将让你的主机通过 m odem 连接到另一台计算机上 这只要适当地建立一个终端作为远程
主机就可以  

这可以用来登录进一个 BBS  
如果你用 PPP 有问题 那这种连接可以用来从 internet上下载一个文件 如果你必须 FTP 一

些东西 而 PPP 断了 使用终端会话来 FTP 它们 然后使用 zm odem 来把它们传输到你的机器上  

15.5.1  我的 Stock H ayes M odem 不被支持 我该怎么办 

事实上 联机手册对于这个的描述已经过期了 有一个通用的 H ayes拨号已经建立在里面了
只要在你的/etc/rem ote文件中使用 at=hayes  

H ayes 驱动器不够“聪明”只能认出一些比较新的 m odem 的高级特性——如 BUSY N O  
D IA LTO N E 或 CO N N ECT 115200 的信息将被搞乱 当你使用的时候 你必须把这些信息关掉  

另外 拨号的延迟是 60 秒 你的 m odem 可能使用另外的时间或提示认为有其他的通信问题
试试 ATS7=45& W  
 

实际上tip不支持所有的H ayes m odem s 解决方法是编辑/usr/src/usr.bin/tip/tip

目录中的tipconf.h文件 很明显 你需要它的源代码才能这样做  
 

把行#define H A Y ES 0 修改成#define H A Y ES 1 然后 m ake和 m ake install 这样就好了  

15.5.2  我如何键入这些 A T 命令 

在/etc/rem ote文件中编译一个叫作“direct“的记录 例如 如果你的 m odem 连接在第一个串行
端口 /dev/cuaa0 就加入下面这行  

    cuaa0 dv=/dev/cuaa0 br#19200 pa=none

使用 br命令来启用你 m odem 支持的最高传输速度 然后键入 tip cuaa0 你就可以连接到你的
m odem 了 如果在你的系统上没有/dev/cuaa0 可以这样  

    # cd /dev
    # shMAKEDEV cuaa0

或以 root使用 cu 执行下面的命令  
 # cu -lline -sspeed

line是串行端口 如./dev/cuaa0 speed 是速度 如 57600 当你键入~.就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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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5.3  现在 pn 性能@ 标记不能工作 

在电话号码性能中的@ 标记告诉计算机在/etc/phones文件中查找一个电话号码 但@ 标记也是
一个在像/etc/rem ote这样的可用文件中的特殊字符 用一个反斜线符号退出  

    pn=\@

15.5.4  我如何在命令行拨电话号码 

在你的/etc/rem ote文件中通常放着一个叫作“generic”的记录 例如  
 

    tip115200|Dial any phone number at 115200 bit/s \

dv=/dev/cuaa0 br#115200 at=hayes pa=none du

    tip57600|Dial any phone number at 57600 bit/s \

dv=/dev/cuaa0 br#57600 at=hayes pa=none du
 

然后 你可以这样  
    # tip -115200 5551234

如果你更喜欢 cu 而不是 tip 使用一个通用的 cu 记录  
    cu115200|Use cu to dial any number at 115200bit/s \

dv=/dev/cuaa1 br#57600 at=hayes pa=none du

然后键入  
        # cu 5551234 -s 115200

15.5.5  必须每一次输入 bit/s速率吗 

把 tip 1200 或 cu 1200 放入记录中 继续进行并使用和 br能力相当的 bit/s速率 tip 认为一个
好的默认值是 1200 bit/s 这也是它寻找 tip 记录的原因 但你不必采用 1200 bit/s  

15.5.6  我通过一个终端服务器访问了很多主机 

除非每次都要等到你连接到主机然后键入 CON N ECT <host>,否则使用 tip 的 cm 功能 例如
在/etc/rem ote中的这些记录  
 

pain|pain.deep13.com|Forrester's machine:\

:cm=CONNECT pain\n:tc=deep13:

muffin|muffin.deep13.com|Frank's machine:\

:cm=CONNECT muffin\n:tc=deep13:

deep13:Gizmonics Institute terminal server:\

:dv=/dev/cuaa2:br#38400:at=hayes:du:pa=none:pn=5551234:
 

将让你键入 tip pain 或 tip m uffin 连接到主机 pain 或 m uffin 和 tip deep13 连接到终端服务器  

15.5.7  tip 能为每个站点试用多个线路吗 

经常有一个问题 一个大学有几个 m odem 线路 和几千个学生设法使用它们......在/etc/rem ote
中为你的大学作一个记录 然后为 pn 功能使用@ 标记  
 

big-university:\

:pn=\@:tc=dialout

dialout:\

:dv=/dev/cuaa3:br#9600:at=courier:du:pa=none:
 

接着 在/etc/phones中列出大学的电话号码  
 

big-university 5551111

big-university 5551112

big-university 5551113

big-university 5551114
 

Tip 将按顺序试用每一个 然后就停止 如果想继续测试 隔一段时间再运行 t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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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5.8  为什么我必须键入 C trl+P 两次才发送 C trl+P 一次 

2���+7 是默认的“强制”字符 被用来告诉 tip 下一个字符是文字的数据 你可以用~s给任何其
他的字符设置强制字符 这意思是“设置一个变量”  

在新的一行键入~sforce= single-char single-char 是任何简单的字符 如果你遗漏了
single-char 那强制字符就是空字符 这可以键入 2���+- 或 2���+���� 来完成 一个更好的
single-char是 �����+2���+� 这只被使用在一些终端服务器上  

通过在你的$H O M E/.tiprc文件中指定下面这行 就可以得到你想要的任何强制字符  
force=<single-char>

15.5.9  突然我键入的每一样东西都变成了大写 

你必须已经键入了 2���+� tip 的“raise character” 会临时地指定成坏掉的 caps-lock 键  
使用上面的~s来合理地设置各种 raisechar 事实上 如果你从来不想使用这些特性的话 你

可以用同样的方法设置强制字符  
这儿有一个很好的.tiprc文件的例子 对 "� ���用户来说 必须键入 2���+-和 2���+�  

force=^^

raisechar=^^

^̂是 �����+2���+�  

15.5.10  我如何用 tip 做文件传输 

如果你正在与另一台 UNIX 系统对话 你可以用~p(put)和~t(take)发送和接收文件 这些命令
可以在远程系统上运行 cat和 echo来接收和发送文件 语法是这样的  

~p local-file [remote-file]

~t remote-file [local-file]

不需要错误检查 所以你使用另外一个协议 如 zm odem  

15.5.11  我如何用 tip 运行 zm odem  

要接收这些文件 可以在远程终端启动发送程序 然后 键入~C rz在本地开始接收他们 要
发送文件 可以在远程终端启动接收程序 然后 键入~C rz files把他们发送到远程系统  

15.6  设置串行控制台 

15.6.1  介绍 

FreeBSD 可以通过一个串口只使用一个哑 dum b 终端就可以启动一个系统 这样一种配置
只有两种人能使用 希望在机器上安装 FreeBSD 的系统管理员 他没有键盘或显示器 还有就是
要调试内核或设备驱动程序的开发人员  

就像第 7 章描述的 FreeBSD 可以使用一个三步的启动过程 最先两步被储存在 FreeBSD 启
动磁盘的启动 slice 的启动代码块中 启动块然后就被加载 接着运行第三步启动引导器
/boot/loader  
为了设置串行控制台 你必须配置启动代码块 启动引导器代码和内核  

15.6.2  串行控制台的配置 

1 准备一个串行线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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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需要使用一个 null-m odem 的线缆或一个标准的串行线和一个 null-m odem 适配器 看看第
15.2.2 节有关串行线的讨论  

2 拔去你的键盘  
绝大多数的 PC 在开机检测的时候会检测到键盘 如果键盘没有被检测到 将会出现一个错

误 一些机器会提示丢失键盘 就不会继续引导系统  
如果你的计算机出现错误 但仍能继续启动 你可以不必理它  
如果你的计算机没有键盘拒绝启动 那你需要配置 BIO S 来避免这个错误 看看你的主板的

使用说明了解更多细节  
 

在BIO S中设置键盘N ot installed并不意味着你不能使用键盘 这样做只是告诉

BIO S不要在机器开机检测时检测键盘 以至不会提示说系统找不到键盘 即使你设置了

N ot installed 只要把你的键盘插上去仍然可以使用  
 

如果你的系统有一个PS/2鼠标 如果机会好的话 你也可以像键盘一样把它

拔下来 这是因为PS/2鼠标与键盘的一些硬件是共享的 你的鼠标插上去 系统会认为

键盘仍在那儿  
 

3 插一个哑 dum b 终端到 COM 1 sio0  
如果你没有一个哑终端 你可以使用一个比较老的带有一个 m odem 程序的 PC/X T 机器 或在

其他 UNIX 机器上的串口 如果你没有 COM 1 sio0 去找一个 这时 你没有办法只能选择
COM 1 来启动系统 如果你已经在另一台设备上使用 COM 1 你必须临时删除那个设备 然后
安装一个新的系统启动块和内核  

4 确信你的内核配置文件已经为 COM 1 sio0 设置了适当的标记  
有关的标记是  
0x10

启用控制台支持 其他的控制台标记会被忽略 除非它被设置了 现在 绝大多数的设置都
有控制台的支持 这个标记的第一个就是首选的 这个单独选项是不能确保串口适用于控制台的
设置下面的标记或加上下面描述的-h 选项 和这个放在一起  

0x20

不管下面有没有讨论 都迫使这个选项支持控制台 这个标记在 FreeBSD  2.X 中替换了
COM CO N SO LE 选项 标记 0x20 必须和 0x10 一起使用  

0x40

保存这个设置 确保这个设置不能用于普通访问 你不要把这个标记放在你要使用的串口设
置中 这个标记的唯一的用处是在进行远程内核调试时用于指派单位 看看开发人员手册了解更
多信息  
 

在FreeBSD  4.0- C U R R EN T和以后的版本中 标记0x40通常是不同的 有另一

个标记可以来指定一个串口用于远程调试  
 

例如  
    device sio0 at isa? port "IO_COM1" tty flags 0x10 irq 4

看看 sio的联机手册了解更多信息 如果标记没有被设置 你必须运行 UserConfig或重新编译
内核  

5 在启动磁盘的 a分区的根目录创建一个 boot.config文件  
这个文件将指导启动块代码如何启动系统 为了激活串行控制台 你必须有一个或多个下面

的选项——如果你要多个选项 在同一行必须都包含它们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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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换内部和串行控制台 你使用这个来交换控制台设备 例如 如果你从内部控制台启动
你可以使用-h 来直接使用启动引导器和内核来使用串口作为它的控制台设备 另外 如果你从串
口启动 你可以使用-h 来告诉启动引导器和内核使用显示设备作为控制台  

-D

切换单一和双重控制台配置 在单一配置中 控制台将是本机的控制台 显示设备 或串口
在双重控制台配置中 显示设备和串口将同时成为控制台 无论-h 的选项的情形 然而 双控制
台配置只在启动块运行的过程中起作用 一旦启动引导器获得控制 由-h 选项指定的控制台将成
为唯一的控制台  

-P

在启动时 探测键盘 如果键盘找不到 -D 和-h 选项会自动设置  
 

由于启动块的当前版本的限制 -P选项只能探测扩展的键盘 少于101键的键

盘将无法被探测到 如果你碰到这个情况 你必须避免使用-P选项 不幸的是这个问题

还没有解决  
 

使用-P 选项来自动选择控制台 或使用-h 选项来激活控制台  
你也可以使用 boot联机文档中所描述的其他选项  
除了-P 选项 所有选项将被传给启动引导器 /boot/loader 启动引导器将通过检查-h 选项

的状态来决定是显示设备成为控制台 还是串口成为控制台 这意味着如果你指定-D 选项 但在
/boot.config中没有-h 选项 你在启动代码块时使用串口作为控制台 启动引导器将使用内部显示
设备作为控制台  

6 启动机器 
当你启动你的 FreeBSD 时 启动块将把/boot.config的内容发给控制台 例如  
    /boot.config -P

    Keyboard  no

如果你把-P 放在/boot.config中并指出键盘存在或不存在 那将只出现第二行 这些信息会被
定位到串口或内部控制台 或两个都是 完全取决于/boot.config中的选项  
 

none internal console 

-h serial console 

-D  serial and internal consoles 

-D h serial and internal consoles 

-P keyboard present internal console 

-P keyboard absent serial console 
 

出现上面信息后 在启动块加载启动引导器和更多信息被映到屏幕之前将有一个小小的停顿
在通常情况下 你不需要打断启动进程 但为了确信设置是否正确 你也可以这样做  

键入任何键 而不是 Enter 控制台会打断启动进程 启动块将进入命令行模式 你看到  
    >> FreeBSD/i386 BOOT

    Default  0 wd 0 a /boot/loader

    boot

检验上面出现的信息 可能是串口 或内部控制台 或两个都是 完全取决于你在/boot.config
中的选项 如果信息出现在正确的控制台 键入 Enter继续启动进程  

如果你要使用串行控制台 但你没有看到命令行 那可能设置有问题 这时 你键入-h 然后
单击 Enter/R eturn 来告诉启动块 然后是启动引导器和内核 选择串口作为控制台 一旦系统起
来了 回去检查一下是什么出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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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动引导器加载完后 你将进入启动进程的第三步 你仍然可以在启动引导器通过设定你喜
欢的环境来切换内部控制台和串行控制台 看看第 15.6.5 节  

15.6.3  摘要 

这是几个在这章要讨论的几个设置和选择的控制台的摘要  

案例 1 你为 sio0 设置标记为 0x10 
    device sio0 at isa? port "IO_COM1" tty flags 0x10 irq 4

nothing internal internal internal 

-h serial serial serial 

-D  serial and internal internal internal 

-D h serial and internal serial serial 

-P keyboard present internal internal internal 

-P keyboard absent serial and internal serial serial 

案例 2 你为 sio0 设置标记为 0x30 
    device sio0 at isa? port "IO_COM1" tty flags 0x30 irq 4

nothing internal internal serial 

-h serial serial serial 

-D  serial and internal internal serial 

-D h serial and internal serial serial 

-P keyboard present internal internal serial 

-P keyboard absent serial and internal serial serial 

15.6.4  串行控制台的提示 

默认的串口被设置成 9600 波特 8位 没有奇偶校验 1个停止位 如果你希望改变速度
你必须重新编译启动块 在/etc/m ake.conf中添加下面一行 然后编译新的启动块  

    BOOT_COMCONSOLE_SPEED=19200

如果串行控制台用其他方法来配置而不是在启动时用-h 或内核使用的串行控制台与启动块
使用的不同 那你必须在内核配置文件中添加下面这行 然后编译内核  

    options CONSPEED=19200

使用串口而不是 sio0 作为控制台需要做一些重编译 如果你无论如何都要使用另一个串口
重新编译启动块 启动引导器和内核  

1 得到内核源代码 看第 19 章  
2 编辑/etc/m ake.conf文件 然后设置 BOO T_CO M CO N SO LE_PO R T 作为你要使用 0x3F8  

0x2F8 0x3E8 or 0x2E8 端口的地址 只有 sio0 到 sio3 CO M 1 through CO M 4 能被使用 多
接口串行卡将不会工作 不需要任何中断设置  

3 创建一个定制的内核配置文件 在你要使用的串口添加合适的标记 例如 如果要将 sio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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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 M 2 作为控制台  
device sio1 at isa? port "IO_COM2" tty flags 0x10 irq 3

或 
device sio1 at isa? port "IO_COM2" tty flags 0x30 irq 3

其他端口的控制台标记也不要设  
4 重新编译和安装启动块  

# cd /sys/boot/i386/boot2
# make
# make install

5 重编译和安装启动引导器  
# cd /sys/boot/i386/loader
# make
# make install

6 重建和安装内核  
7 用 disklabel将启动块写到启动磁盘上 然后从新内核启动  

如果你想通过串行控制台进行内核调试 你需要在编译内核时加上下面选项  
    options BREAK_TO_DEBUGGER

    options DDB

你可能希望通过串行线得到一个登录命令行 现在你可以看到启动信息 通过串行控制台键
入内核调试信息 可以这样做  

用一个编辑器打开/etc/ttys文件 然后定位到下面的行  
 

    ttyd0 "/usr/libexec/getty std.9600" unknown off secure

    ttyd1 "/usr/libexec/getty std.9600" unknown off secure

    ttyd2 "/usr/libexec/getty std.9600" unknown off secure

    ttyd3 "/usr/libexec/getty std.9600" unknown off secure
 

ttyd0 到 ttyd3 相当于 CO M 1 到 CO M 4 可以打开或关闭某个端口 如果你已经改变了串口的
速度 你必须修改标准的 9600 与当前的例如 19200 相匹配  

你也可以改变终端的类型从不知名的到你串行终端的真实类型 编辑完这个文件 你必须 kill 
-H U P 1 来使这个修改生效  

15.6.5  从启动引导器修改控制台 

前面一节描述了如何通过调整启动块来设定串行控制台 这节将讲到在启动引导器中通过键
入一些命令和环境变量来指定控制台 由于启动引导器会被启动进程的第三步所调用 启动块以
后 在启动引导器中的设置将忽略在启动块中的设置  

你可以很容易地指定启动引导器和内核来使用串行控制台 只需要在/boot/loader.rc 中写入下
面这行  

    set console=comconsole

你最好把上面一行放在文件的第一行 以至于尽早地在启动时看到串行控制台的启动信息
同样地 你可以指定内部控制台为  

    set console=vidconsole

如果你不设置启动引导环境变量控制台 启动引导器和内核将使用在启动块时用-h 选项指定
的控制台  

在版本 3.2 或以后的版本中 你可以在/boot/loader.conf.local或/boot/loader.conf中指定控制台
而不是在/boot/loader.rc中 在这个方法中 你的/boot/loader.rc文件将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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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clude /boot/loader.4th

    start

然后 创建/boot/loader.conf.local放上下面的行  
    console=comconsole

或 
    console=vidconsole

看看 loader.conf的联机手册了解更多信息  
 

此时 启动引导器在启动程序块中没有等价于- p选项的选项 也没有提供基

于键盘操作的自动选择内部控制台和串行控制台
 

你需要使用一个串口而不是 sio0 重新编译启动引导器作为串行控制台 下面的步骤跟第
15.6.4.2 节描述的相似  

15.6.6  警告 

这里本意是想告诉人们如何设定没有显示设备或键盘的专用服务器 不幸的是 绝大多数系
统没有键盘可以让你启动 而没有显示设备就不让你启动 使用 AM I BIO S 的机器可以通过在
CM O S 中将“raphics adapter”项设为“N ot installed”来在启动时不需要显示适配器  

然而 许多机器不支持这个选项 如果你的系统没有显示硬件就拒绝启动 对于这些机器
即使你没有显示器 你也必需在你机器上插上显示适配器 建议你试试用 AM I BIO S 的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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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 1166 章章  
PP PP PP 和和 SSLL IIPP   

 
 

16.1  概  要 

FreeBSD 有很多方法可以将计算机与计算机连接起来 如果通过一个
拨号 m odem 来建立一个网络或 Internet连接 或允许其他人与你连接 要
使用 PPP 或 SLIP 这章描述了设置基于 m odem 的通信服务的细节  

读完这章 你将了解  
  如何设置用户级 PPP  
  如何设置内核级 PPP  
  如何设置 PPPoE PPP over Ethernet  
  如何设置 PPPoA PPP over A TM  
  如何配置和安装一个 SLIP 客户端和服务器  
在阅读这章之前 你应当  
  熟悉基本的网络术语  
  理解拨号连接和 PPP SLIP 的基础知识  
你可能想知道在用户级 PPP 和 内核级 PPP 之间有什么主要的不同

回答很简单 用户级 PPP 在用户空间处理输入输出数据 而不是在内核空
间 用户级 PPP 在内核与用户之间拷贝数据 花费可能要昂贵一些 但它
允许提供更多特性的 PPP 执行机制 用户级 PPP 使用 tun 设备与外部联系
而内核级 PPP 使用 PPP 设备  

 

在这一章中 用户级PPP将简单地写作PPP 除非特别需

要区别它与其他PPP软件如Pppd的不同 另外 在这章所解释的所有

命令都需要在root下执行  

16.2  使用用户级 PPP 

用户级 PPP 

这篇文档假设你具备下面这些条件  
  有一个 ISP 提供的用于连接使用 PPP 的帐号  
  有一个 m odem 或其他连接到你的系统并正确配置好的设备 允许
你连接到你的 I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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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P 的拨号号码  
  登录名称和口令 可能是一个规则的 Unix 风格的登录和口令 也可能是 PA P 或 CH A P
登录和口令  

  一个或几个域名服务器的 IP 地址 通常 你将会从 ISP 那儿得到两个 IP 地址 如果他们
至少给你一个 那你就可以在 Ppp.conf文件中启用 dns命令来告诉 设置域名服务器
这个特性依赖与你的 ISP 的支持 DNS 交换的 PPP 执行机制  

下面的信息是由你的 ISP 提供的 但不是必需的  
  ISP 的网关地址 网关是你要连接和被设置成默认路由的机器 如果没有这个信息 那在
连接时你的 ISP 的 PPP 服务器会自动告诉你正确的值  

这个 IP 号码被 作为 H ISA D D R  
  需要的子网掩码 如果你的 ISP 不提供给你 你可以使用 255.255.255.255  
  如果 ISP 提供给你一个静态的 IP 地址和主机名 可以键入它 否则 可以由 ISP 来动态
指定  

如果你不知道这些信息 请与你的 ISP 联系  
 

在这节中 所有例子显示的配置文件信息都通过行来编号 这些编号只是为

了在解释和讨论时变得更方便 而并不意味着实际存在着这些号码 但是各种中的TA B

和空格的缩进不能忽略  
 

正如前面提到的 使用 tun 设备 如果这个设备没有被编译进内核 将要求把它作为
一个模块来加载 Tunnel驱动是动态的 所以设备的任何号码都可以被创建 你不应当仅限于内
核配置的值  
 

应当指出的是tunnel驱动按要求创建设备 所以ifconfig –a将不会显示任何tun

设备  
 

通常情况下 绝大所数用户将只使用一个 tun 设备(/dev/tun0) 参考下面的 tun0 可以把 tunN
中的 N 用你系统中适合的号码来替换  

对于没有启用 DEV FS 的 FreeBSD 应当先检查一下是否存在 tun0 设备  
最简单的方法是重新编译设备 要重新编译设备 可以这样做  
    # cd /dev
    # sh MAKEDEV tun0

如果需要在内核中有 16 个 tunnel设备 你必须创建它们 这可以通过执行下面的命令来完成  
    # cd /dev
    # sh MAKEDEV tun15

检查系统中 IP 地址与主机名的匹配情况 反之亦然 它可以被配置成寻找描述 IP 分布的主
机地图 第一个是一个叫作/etc/hosts的文件 查看 host的联机手册了解更多信息 第二个是 Internet
域名服务 DNS 有关 DNS 和 DN S 服务的信息 请参考第 17.9 节  

最后是用来执行名称映射的系统呼叫的设置 但你必须告诉它哪儿可以找到信息 对于
FreeBSD  5.0 以前的版本 可以通过编辑/etc/host.conf 文件来完成 FreeBSD  5.0 则使用
/etc/nsswitch.conf文件  

/etc/host.conf 
对于 FreeBSD  5.0 以前的版本 这个文件包含了下面两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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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sts

    bind

这个要求你先看文件/etc/hosts 如果名字找不到 可以参考 DNS  
/etc/nsswitch.conf 

对于 FreeBSD  5.0 或以后的版本 这个文件将包含至少下面几行  
    hosts: files dns

这个要求你先看文件/etc/hosts 如果名字找不到 可以参考 DNS  
/etc/hosts 

这个文件可能包含了在你局域网中其他机器的 IP 地址和名称 它也会包含将要运行 PPP 的
机器的记录 假设你的机器叫作 foo.bar.com IP 地址是 10.0.0.1 /etc/hosts应当包括  

    127.0.0.1  localhost.example.com   localhost

    ::1 localhost.example.com   localhost

    10.0.0.1  foo.example.com foo

上面的两行定义了别名 localhost作为当前的机器 不管你是否拥有自己的 IP 地址 这些行的
IP 地址将总是 127.0.0.1 和 ::1 最后一行把域名 foo.bar.com 映射成 IP 地址 10.0.0.1  
 

127.0.0.1和 localhost就是指本地机器  
 

如果你的 ISP 分配给你一个静态的 IP 地址和域名 你不需要使用它来作为你的主机名 也不
需要把它添加到/etc/hosts中  

/etc/resolv.conf 
/etc/resolv.conf文件告诉你如何做 通常 你需要键入下面几行  
    domain example.com
    nameserver x.x.x.x
    nameserver y.y.y.y

x.x.x.x 和 y.y.y.y地址是由你的 ISP 提供的 nam eserver行作为你的 ISP 提供商 Dom ain 行被
设置成你的主机域名 参考 resolv.conf的联机手册了解更多细节  

如果你正在运行一个本地的域名服务器 替换掉 nam eserver行  
    nameserver 0.0.0.0

enable dns 命令 在/etc/ppp/ppp.conf 文件键入— —看下面 将告诉 PPP 请求你的 ISP 确认
nam eserver的值 如果你的 ISP 提供了不同的地址 或如果在/etc/resolv.conf文件中没有 nam eserver
行 PPP 将用 ISP 提供的值来改写文件  

PPP 和 Pppd 都使用/etc/ppp 目录中的配置文件 用户级 PPP 的例子可以在/usr/share/exam ples/ 
ppp/中找到  

配置 PPP 要求根据你的需要编辑几个文件 是否需要把它们放进去取决于你的 ISP 是否静态
或动态地分配 IP 地址  

和静态 IP 地址 
你将需要编辑/etc/ppp/ppp.conf配置文件 它看起来像下面这个例子  
    1     default:

    2       set log Phase Chat LCP IPCP CCP tun command

    3       ident user-PPP VERSION (built COMPILATIONDATE)

    4       set device /dev/cuaa0

    5       set speed 115200

    6       set dial "ABORT BUSY ABORT NO\\sCARRIER TIMEOUT 5 \

    7 \"\" AT OK-AT-OK ATE1Q0 OK \\dATDT\\TTIMEOUT 40 CONNECT"

    8       set timeout 180

    9       enable dns

    10

    11    provi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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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set phone " (123) 456 7890"

    13   set authname foo

    14      set authkey bar

    15      set login "TIMEOUT 10 \"\" \"\" gin:--gin: \\U word: \\P col: PPP"

    16      set timeout 300

    17      set ifaddr x.x.x.x y.y.y.y 255.255.255.255 0.0.0.0

    18      add default HISADDR
 

行 1:  
    指定默认的记录 当 PPP 运行时 这个记录中的命令将自动执行  
行 2:  
    启用登录参数 当配置完成时 为了避免产生过多的日志文件 这行将简化为  
    set log phase tun

行 3:  
    告诉 PPP 如何确定自己的同类 如果在分配和设置连接时出现问题 提供一些同类管理
员的信息是很有用的  
行 4:  
    指定 m odem 将连接哪个端口 COM 1 是/dev/cuaa0 CO M 2 是/dev/cuaa1  
行 5:  
    设置你连接的速度 如果 115200 不行 试试 38400  
行 6 和 7: 
    拨号命令 用户级 PPP 使用一个与 chat程序相似的语法 参考联机手册了解语法的相关
信息  
    注意这个命令为了可读性的需要会在下一行继续 如果这个行的最后一个字符是“\” 在
ppp.conf中的任何命令都可以这样做  
行 8:  
    设置连接的时间间隔 默认的是 180 秒  
行 9:  
    告诉 PPP 要求同类确认本地的设置 如果你运行本地的域名服务器 这将被删除  
行 10:  
    为了可读性的需要设置一个空行 空行可以被 PPP 略过  
行 11:  
    为一个叫作 provider的供应商指定一个记录  
行 12:  
    设置你提供商的电话号码 多个电话号码可以使用冒号 : 或管道符号 | 作为间隔
两个字符之间的区别在 ppp 的联机手册中有描述 总的来讲 如果你要循环使用这些号码
可以使用冒号 如果你想使用第一个号码 当第一个号码失败了再用第二个号码 就使用管
道字符 总是引用电话号码的记录设置  
行 13 &  14:  
    指定用户名和口令 当使用一个 Unix风格的登录命令时 这些值可以通过 set login 命令
来参考使用\U 和\P 变量 当使用 PAP 或 CH A P 进行连接时 这些值在认证时会被使用  
行 15:  
    如果你正在使用 PA P 或 CH A P 在这点上将没有登录 这行将被注释掉或删掉 登录命
令是 chat类型的命令 在这个例子中 是这样的  

 

    J. Random Provider

    login: f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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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ssword: bar
    protocol: PPP

 

    你将需要改变这个脚本以适合自己的需要 当第一次写这个脚本时 应当确保在你登录
时已经启用了 chat  
行 16:  
    设置默认的连接时间 在这里连接在 300 秒内无响应将被断开 如果你不想设置成超时
将这个值设置成 0 或在命令行使用-ddial  
行 17:  
    设置接口地址 字符 x.x.x.x将被你的 ISP 提供给你的 IP 地址所替换 字符 y.y.y.y将被你
ISP指定的IP地址替换作为他们的网关 如果ISP没有给你一个网关地址 可以使用10.0.0.2/0
如果需要使用一个“guessed”地址 确信你在/etc/ppp/ppp.linkup 中创建了一个记录 如果这行
被省略 ppp 就不能运行在-auto模式  
行 18:  
    从你的ISP网关添加一个默认的路由 H ISA D D R 这个特殊字被第9行的网关地址所替换
这行出现在第 9行后面是很重要的 否则 H ISA D D R 将不会被初始化  
如果你不希望用-auto运行 PPP 这行将被移到 ppp.linkup 文件  
当你有一个静态IP 地址并且用-auto模式运行ppp的时候 不需要添加一个记录到ppp.linkup

你可以在连接以后创建一个记录来调用程序 这在以后的 sendm ail的例子中会解释 配置文件的
例子可以在/usr/share/exam ples/ppp/目录中找到  

如果你的 ISP 不给你指定静态的 IP 地址 PPP 可以自动分配本地和远程的地址 这可以在连
接之后通过“guessing”一个 IP 地址然后允许 PPP 使用 IP 配置协议 IPCP 来正确设置 ppp.conf
配置是与静态配置 IP 地址一样的 看下面  

    17      set ifaddr 10.0.0.1/0 10.0.0.2/0 255.255.255.255

另外 注意不要包括行数字 它只是一个参考 至少缩排一个空格是必要的  
行 17:  
/字符后的号码是 PPP 要求的地址位号码 你可以根据你的需要使用 IP 号码 但上面的例子

也可以工作  
最后的参数(0.0.0.0)告诉 PPP 使用 0.0.0.0 地址而不是使用 10.0.0.1 地址 是一些 ISP 必需的

不要使用 0.0.0.0 作为 set ifaddr的首选 同样的它可以阻止 PPP 在-auto模式设置一个最初的路由  
如果不运行-auto模式 需要在/etc/ppp/ppp.linkup 中创建一个记录 连接建立之后 Ppp.linkup

被启用 基于这点 PPP 将指派接口地址 它现在可以添加路由表记录  
    1     provider:

    2     add default HISADDR

行 1:  
    在建立一个连接时 PPP 将在 ppp.linkup 中根据下面的值寻找一个记录 第一 正如我
们在 ppp.conf中使用的设法建立一个相配的标签 如果它失败了 寻找一个作为我们网关的
IP 地址 这个记录是一个四个八字节的 IP 风格的标签 如果我们仍没有找到记录 可以寻找
M YA D D R 记录  
行 2:  
    这行告诉 PPP 添加一个默认的指给 H ISA D D R 的路由 H ISA D D R 将用网关的 IP 号码来
替换  

当你配置来接收连接在局域网上的一台机器的输入调用时 你必须决定你是否要把数据包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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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 LA N 如果你这样做 必须为你的 LAN 子网每一个分配一个 IP 号码 在/etc/ppp/ppp.conf文件
中使用命令启用 proxy 检查在/etc/rc.conf文件中包含有下面这行  

    gateway_enable="YES"

哪个 getty? 
配置 FreeBSD 的拨号服务一节提供了一个有关使用 getty来启用拨号服务的描述  
另外 还有一个叫 m getty的 它是 getty的一个智能版本 使用的优势是它可以主动与 m odem

进行对话 意思是如果在/etc/ttys中的端口被关闭 那你的 m odem 将不能回电话  
M getty的最新版本已经支持自动检测 PPP 数据流 允许你的客户端不需要写任何脚本就可以

访问服务器 参考 M getty和 AutoPPP 的联机手册了解更多信息  

ppp 命令通常必须使用 root来运行 就像下面描述的一样 如果你愿意让一个普通用户将 ppp
运行在服务器模式 那必须在/etc/group 中把他们添加进 network 组 从而获得运行 PPP 的权限  

你也必须让他们能使用 allow 命令访问配置文件的一个或多个部分  
    allow users fred mary

如果这个命令被使用在默认的部分中 它可以让指定的用户访问任何东西  

创建一个包含下面各行的叫作/etc/ppp/ppp-shell的文件  
 

    #!/bin/sh

    IDENT=`echo $0 | sed -e 's/^.*-\(.*\)$/\1/'`

    CALLEDAS="$IDENT"

    TTY=`tty`

    if [ x$IDENT = xdialup ]; then

            IDENT=`basename $TTY`

    fi

    echo "PPP for $CALLEDAS on $TTY"

    echo "Starting PPP for $IDENT"

    exec /usr/sbin/ppp -direct $IDENT
 

这个脚本将被执行 现在使用下面的命令创建一个连接到这个脚本的叫作PPP-dialup的标记  
    # ln -s PPP-shell /etc/ppp/ppp-dialup

你将可以为你的所有拨号用户使用这个脚本作为 shell 这儿是一个来自/etc/password 的使用
pchilds用户名的拨号 PPP 用户的例子  

    pchilds:*:1011:300:Peter Childs PPP:/home/ppp:/etc/ppp/ppp-dialup

创建一个包含 0 byte文件的/hom e/ppp 的目录 这可以阻止/etc/m otd 被显示出来  
-r--r--r--   1 root     wheel           0 May 27 02:23 .hushlogin

-r--r--r--   1 root     wheel    0 May 27 02:22 .rhosts

像上面一样创建 PPP-shell文件 为每个拥有静态 IP 地址的帐户创建一个连接到 PPP-shell
的标记  

例如 如果有三个拨号用户 fred sam 和 m ary 你可以路由 C 类网络 你需要键入下面这
些行  

    # ln -s /etc/ppp/ppp-shell /etc/ppp/ppp-fred
    # ln -s /etc/ppp/ppp-shell /etc/ppp/ppp-sam
    # ln -s /etc/ppp/ppp-shell /etc/ppp/ppp-mary

这些用户的每个拨号帐户将把他们的shell连接到上面创建的连接标记上 例如 m ary的 shell
将是/etc/ppp/ppp-m 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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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c/ppp/ppp.conf文件包含下面这些行  
 

    default:

      set debug phase lcp chat

      set timeout 0

    ttyd0:

      set ifaddr 203.14.100.1 203.14.100.20 255.255.255.255

      enable proxy

    ttyd1:

      set ifaddr 203.14.100.1 203.14.100.21 255.255.255.255

      enable proxy
 

必要的缩进是重要的  
 

根据/usr/share/exam ples/ppp/ppp.conf文件的内容 你必须为每个静态拨号用户添加一部分 我
们继续以 fred sam 和 m ary为例  
 

    fred:

      set ifaddr 203.14.100.1 203.14.101.1 255.255.255.255

    sam:

      set ifaddr 203.14.100.1 203.14.102.1 255.255.255.255

    mary:

      set ifaddr 203.14.100.1 203.14.103.1 255.255.255.255
 

如果必要的话 /etc/ppp/ppp.linkup 文件将包含每个静态 IP 用户的路由信息 下面的行将通过
客户端的 PPP 连接为 203.14.101.0 这样的 C 类地址添加一个路由  
 

    fred:

      add 203.14.101.0 netmask 255.255.255.0 HISADDR

    sam:

      add 203.14.102.0 netmask 255.255.255.0 HISADDR

    mary:

      add 203.14.103.0 netmask 255.255.255.0 HISADDR
 

通过启用 AUTO _PPP 选项来配置和编译 m getty可以允许 m getty检测到 PPP 连接的 LCP 状态
然后自动产生一个 PPP shell 然而 由于没有默认的 login/password 必须使用 PA P 或 CH A P 来
验证用户  

这节假设用户已经用 AUTO _PPP 选项成功地配置 编译和安装了 m getyy v0.99beta或更高的
版本  

确信你的/usr/local/etc/m getty+sendfax/login.config文件包含下面这行  
    /AutoPPP/ - -            /etc/ppp/ppp-pap-dialup

这将告诉 m getty运行 PPP-pap-dialup 脚本来检测 PPP 连接  
创建一个叫作/etc/ppp/ppp-pap-dialup 的文件 包含下面这行  
    #!/bin/sh

    exec /usr/sbin/ppp -direct pap$IDENT

在/etc/ttys中启用每个拨号行 在/etc/ppp/ppp.conf中创建一个相应的记录 这将和上面创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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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一起存在  
    pap:

      enable pap

      set ifaddr 203.14.100.1 203.14.100.20-203.14.100.40

      enable proxy
 

每个用这个方法登录的用户将必须在/etc/ppp/ppp.secret 文件中有一个用户名和口令 或者在
/etc/password 文件中添加下面这行来验证用户  

    enable passwdauth

如果希望为一些用户分配一个静态 IP 地址 可以在/etc/ppp/ppp.secret中指定一个号码作为第
三个选择 查看/usr/share/exam ples/ppp/ppp.secret.sam ple中的例子  

可以按要求来配置 PPP 以提供 DN S和 NetBIO S 域名服务地址 要启用这些 PPP 1.x版的扩展
需要把下面这些行添加到/etc/ppp/ppp.conf的相关行  

    enable msext

    set ns 203.14.100.1 203.14.100.2

    set nbns 203.14.100.5

对于 PPP 第 2 版或以后的版本  
    accept dns

    set dns 203.14.100.1 203.14.100.2

    set nbns 203.14.100.5

这将告诉客户端主和辅助域名服务器的地址和一个 NetBIO S 域名服务的主机 在第 2版或以
后的版本中 如果 set dns行被忽略 PPP 将使用在/etc/resolv.conf中找到的值  

一些 ISP 把它们的系统设置成使用 PAP 或 CH A P 验证机制 这些 ISP 将不会给出一个登录连
接时出现的命令行 但将立刻启用对话 PPP  

PA P 比 CH A P 的安全性要差一点 但安全并不仅仅指这儿的口令 PAP 使用纯文本的方式来
发送 而且只通过串行线传送 对于 crackers来说想“偷听”并没有任何机会  

参考 PPP 和静态 IP 地址或 PPP 和动态 IP 地址章节 需要做下面的修改  
 

    7       set login

    ...

    12      set authname MyUserName
    13      set authkey MyPassword

 

行 7:  
    如果你使用 PAP 或 CH A P 你的 ISP 通常不要求登录进服务器 因此禁用“set login”字符  
行 12:  
    这行指定了你的 PAP/CH A P 用户名 你必须为 M yU serN am e输入正确的值  
行 13:  
    这行指定了你的 PAP/CH A P 口令 你将必须为 M yPassword 输入正确的值 也需要添加下
面一行  
    15      accept PAP

或 
    15      accept CHAP

���

只有在一个合适的端口被设置好后才可以和运行在后台的 ppp 程序进行交谈 添加下面一行
到配置文件  

    set server /var/run/ppp-tun%d DiagnosticPassword 0177

这将告诉 PPP 侦听指定的 Unix 域的套接字 允许访问前要求客户端给出指定的口令 在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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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中的% d 可以被使用中的 tun 设备的号码代替  
一旦一个套接字被设置完成 pppctl程序可以被用在脚本中操作运行着的程序  

你现在可以用 ppp 配置 但在准备开始前 有几个重要的事情需要做 包括编辑/etc/rc.conf
文件 确信设置了 hostnam e行  

    hostname="foo.example.com"

如果你的 ISP 给你提供了一个静态 IP 地址和域名 最好你使用这个名称作为你的主机名 寻
找可用的网络接口 如果要配置你的系统来拨号进入 ISP 确信 tun0 设备被添加到列表中 否则
删除它  

    network_interfaces="lo0 tun0" ifconfig_tun0=
 

ifconfig_tun0变量应当是空的 另外必须创建一个叫作/etc/start_if.tun0的文件

这个文件包含下面这行  
 

    ppp -auto mysystem

这个脚本在配置网络的时候被执行 用自动模式来启动你的 PPP 守护程序 如果你有一个
LAN而这个机器充当一个网关 可能也希望使用-alias 参考相关联机手册了解更多细节
 

用下面一行在/etc/rc.conf文件中设置路由程序为 NO  
    router_enable="NO"

路由守护程序没有启动 这点很重要 默认是启动的 因为路由会删除由 PPP 创建的默认
路由表记录  

要保证 sendm ail_flags行不包括-q 选项 否则 sendm ail将每次对网络作一次查询 这样可能
会让你的机器拨不上号 你可以这样试试  

    sendmail_flags="-bd"

另外 当通过键入下面这行启用 PPP 连接时 必须迫使 sendm ail重新检查邮件的队列  
    # /usr/sbin/sendmail -q

你可以在 ppp.linkup 中使用!bg命令来自动让它这样做  
 

1 provider:

2 delete ALL

3 add 0 0 HISADDR

4 !bg sendmail -bd -q30m
 

如果你不这样 可能要设置 dfilter 过滤器阻止 SM TP 传输 参考相关文件了解更多细节  
现在 唯一要做的是重新启动计算机 启动完计算机之后 可以键入  
    # ppp

然后 dial provider来启动 PPP 会话 或者要 ppp 自动建立服务 需要键入  
    # ppp -auto provider

当第一次设置 PPP 时 下面几步是必须的  

1 确保 tun 设备被编译进内核  
2 确保 tunX 设备文件在/dev目录中可用  
3 在/etc/ppp/ppp.conf中创建一个记录 pm dem and 的例子应当适用于绝大多数 ISP  
4 如果有一个动态的 IP 地址 在/etc/ppp/ppp.linkup 中创建一个记录  
5 更新/etc/rc.conf文件  
6 如果需要拨号 创建一个 start_if.tun0 脚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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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确保 tun 设备被编译进内核  
2 确保 tunX 设备文件在/dev目录中可用  
3 在/etc/passwd 中创建一个记录 使用 vipw 程序  
4 在这个用户的主目录 hom e 创建一个运行 ppp -direct direct-server或相似的命令  
5 在/etc/ppp/ppp.conf中创建一个记录 direct-server例子很合适  
6 在/etc/ppp/ppp.linkup 中创建一个记录  
7 更新/etc/rc.conf文件  

16.3  使用内核级 PPP 

16.3.1  设置内核级 PPP 

在开始设置 PPP 之前 需要确信 pppd 程序在/usr/sbin 中 而且/etc/ppp 目录存在  
pppd 工作在两种模式中  
1 作为一个客户端——假如要通过 PPP 串行连接或 m odem 线把机器连接到互联网上  
2 作为一个服务器——你的机器在网络上 其他计算机使用 PPP 连接到它  
在两种情况下 你将必须设定一个选项文件 (/etc/ppp/options 或 ~/.ppprc)  
需要一些 m odem /serial软件 以便你可以拨号和建立与远程主机的连接  

16.3.2  使用 pppd 作为客户端 

下面的/etc/ppp/options可以被用来连接到 CISCO 的终端服务器 PPP 线  
 

    crtscts # enable hardware flow control

    modem # modem control line

    noIPdefault # remote PPP server must supply your IP address.

# if the remote host doesn't send your IP during IPCP

# negotiation  remove this option

    passive # wait for LCP packets

    domain ppp.foo.com      # put your domain name here

    :<remote_ip> # put the IP of remote PPP host here

# it will be used to route packets via PPP link

# if you didn't specified the noIPdefault option

# change this line to <local_ip>:<remote_ip>

    defaultroute # put this if you want that PPP server will be your

# default router
 

要连接  
1 使用 kerm it拨号到远程主机 键入用户名和口令  
2 退出 kerm it  
3 键入下面这行  

# /usr/src/usr.sbin/pppd.new/pppd /dev/tty01 19200

确信使用了适当的速度和设备名称  
现在你的计算机可以用 PPP 连接了 如果连接失败 可以在/etc/ppp/options文件中添加 debug

选项 在控制台检查信息以跟踪问题  
使用下面的/etc/ppp/pppup 脚本 所有的 3步操作将自动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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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in/sh

ps ax |grep pppd |grep -v grep

    pid=`ps ax |grep pppd |grep -v grep|awk '{print $1;}'`

    if ["X${pid}" != "X" ] ; then

            echo 'killing pppd  PID=' ${pid}

            kill ${pid}

    fi

    ps ax |grep kermit |grep -v grep

    pid=`ps ax |grep kermit |grep -v grep|awk '{print $1;}'`

    if ["X${pid}" != "X" ] ; then

            echo 'killing kermit  PID=' ${pid}

            kill -9 ${pid}

    fi

    ifconfig ppp0 down

    ifconfig ppp0 delete

    kermit -y /etc/ppp/kermit.dial

    ppp0d /dev/tty01 19200
 

/etc/ppp/kerm it.dial 是一个用来拨号和在远程主机上做必要验证的 kerm it 脚本 使用下面的
/etc/ppp/pppdown 脚本来断开 PPP 连接线路  
 

    #!/bin/sh

    pid=`ps ax |grep pppd |grep -v grep|awk '{print $1;}'`

    if [ X${pid} != "X" ] ; then

            echo 'killing pppd  PID=' ${pid}

            kill -TERM ${pid}

    fi

    ps ax |grep kermit |grep -v grep

    pid=`ps ax |grep kermit |grep -v grep|awk '{print $1;}'`

    if ["X${pid}" != "X" ] ; then

            echo 'killing kermit  PID=' ${pid}

            kill -9 ${pid}

    fi

    /sbin/ifconfig ppp0 down

    /sbin/ifconfig ppp 0 delete

    kermit -y /etc/ppp/kermit.hup

    /etc/ppp/ppptest
 

通过执行/usr/etc/ppp/ppptest 查看 PPP 是否仍在运行  
 

    #!/bin/sh

    pid=`ps ax| grep pppd |grep -v grep|awk '{print $1;}'`

    if [ X${pid} != "X" ] ; then

            echo 'Pppd running: PID=' ${pid-NONE}

    else

            echo 'No pppd running.'

    fi

    set -x

    netstat -n -I ppp0

    ifconfig ppp0
 

要挂起 m odem 执行/etc/ppp/kerm it.hup  
 

    set line /dev/tty01    ; put your modem device here

    set speed 19200

    set file type binary

    set file names literal

    set win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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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t rec pack 1024

    set send pack 1024

    set block 3

    set term bytesize 8

    set command bytesize 8

    set flow none

    pau 1

    out +++

    inp 5 OK

    out ATH0\13

    echo \13

    exit
 

这儿是一个使用 chat代替 kerm it的其他方法  
下面两行完成一个 pppd 连接  

 

/etc/ppp/options:

/dev/cuaa1 115200

    crtscts # enable hardware flow control

    modem # modem control line

    connect "/usr/bin/chat -f /etc/ppp/login.chat.scrIPt"

    noIPdefault # remote PPP serve must supply your IP address.

                # if the remote host doesn't send your IP during

                      # IPCP negotiation  remove this option

    passive          # wait for LCP packets

    domain <your.domain>  # put your domain name here

    : # put the IP of remote PPP host here

                # it will be used to route packets via PPP link

                    # if you didn't specified the noIPdefault option

                    # change this line to <local_ip>:<remote_ip>

    defaultroute # put this if you want that PPP server will be

                # your default router

/etc/ppp/login.chat.script:
 

下面将继续在一个单一的行上  
 

    ABORT BUSY ABORT 'NO CARRIER' " " AT OK ATDT<phone.number>

      CONNECT " " TIMEOUT 10 ogin:-\\r-ogin: <login-id>

      TIMEOUT 5 sword: <password>

一旦这些被安装和修改正确 所需要做的是运行 pppd 像这样  
    # pppd

16.3.3  使用 pppd 作为一个服务器 

/etc/ppp/options应当包含下面这些  
 

    crtscts # Hardware flow control

    netmask 255.255.255.0 # netmask ( not required )

    192.114.208.20:192.114.208.165 # IP's of local and remote hosts

# local IP must be different from one

# you assigned to the ethernet ( or other )

# interface on your machine.

# remote IP is IP address that will be 

# assigned to the remote machine

    domain ppp.foo.com # your domain

    passive # wait for LC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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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dem # modem line
 

下面的/etc/ppp/pppserv脚本将启用告诉 	作为一个服务器  
 

    #!/bin/sh

    ps ax |grep pppd |grep -v grep

    pid=`ps ax |grep pppd |grep -v grep|awk '{print $1;}'`

    if ["X${pid}" != "X" ] ; then

            echo 'killing pppd  PID=' ${pid}

            kill ${pid}

fi

    ps ax |grep kermit |grep -v grep

    pid=`ps ax |grep kermit |grep -v grep|awk '{print $1;}'`

    if ["X${pid}" != "X" ] ; then

            echo 'killing kermit  PID=' ${pid}

            kill -9 ${pid}

    fi

    # reset ppp interface

    ifconfig ppp0 down

    ifconfig ppp0 delete

    # enable autoanswer mode

    kermit -y /etc/ppp/kermit.ans

    # run ppp

    pppd /dev/tty01 19200
 

使用这个/etc/ppp/pppservdown 脚本停止服务器  
 

    #!/bin/sh

    ps ax |grep pppd |grep -v grep

    pid=`ps ax |grep pppd |grep -v grep|awk '{print $1;}'`

    if ["X${pid}" != "X" ] ; then

            echo 'killing pppd  PID=' ${pid}

            kill ${pid}

    fi

    ps ax |grep kermit |grep -v grep

    pid=`ps ax |grep kermit |grep -v grep|awk '{print $1;}'`

    if ["X${pid}" != "X" ] ; then

            echo 'killing kermit PID=' ${pid}

            kill -9 ${pid}

    fi

    ifconfig ppp0 down

    ifconfig ppp0 delete

    kermit -y /etc/ppp/kermit.noans
 

下面的 kerm it脚本(/etc/ppp/kerm it.ans)将启用或禁用 m odem 的 autoanswer模式 如下  
 

 set line /dev/tty01

    set speed 19200

    set file type binary

    set file names literal

    set win 8

    set rec pack 1024

    set send pack 1024

    set block 3

    set term bytesize 8

    set command bytesize 8

    set flow none

    pau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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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t +++

    inp 5 OK

    out ATH0\13

    inp 5 OK

    echo \13

    out ATS0=1\13   ; change this to out ATS0=0\13 if you want to disable

                    ; autoanswer mod

    inp 5 OK

    echo \13

    exit
 

一个叫作/etc/ppp/kerm it.dial的脚本被用来在远程主机上拨号和验证 必须根据你的需要来定
制它 在这个脚本中输入你的登录名和口令 也必须根据你的 m odem 和远程主机的回应来改变输
入声明  
 

    ;

    ; put the com line attached to the modem here:

    ;

    set line /dev/tty01

    ;

    ; put the modem speed here:

    ;

    set speed 19200

 set file type binary ; full 8 bit file xfer

    set file names literal

    set win 8

    set rec pack 1024

    set send pack 1024

    set block 3

    set term bytesize 8

    set command bytesize 8

    set flow none

    set modem hayes

    set dial hangup off

    set carrier auto ; Then SET CARRIER if necessary

    set dial display on  ; Then SET DIAL if necessary

    set input echo on

    set input timeout proceed

    set input case ignore

    def \%x 0 ; login prompt counter

    goto slhup

    :slcmd ; put the modem in command mode

    echo Put the modem in command mode.

    clear ; Clear unread characters from input buffer

    pause 1

    output +++ ; hayes escape sequence

    input 1 OK\13\10 ; wait for OK

    if success goto slhup

    output \13

    pause 1

    output at\13

    input 1 OK\13\10

    if fail goto slcmd ; if modem doesn't answer OK  try again

    :slhup ; hang up the phone

    clear ; Clear unread characters from input buffer

    pause 1

    echo Hanging up the phone.

    output ath0\13 ; hayes command for on h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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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put 2 OK\13\10

    if fail goto slcmd ; if no OK answer  put modem in command mode

    :sldial ; dial the number

    pause 1

    echo Dialing.

    output atdt9 550311\13\10 ; put phone number here

    assign \%x 0 ; zero the time counter

    :look

    clear ; Clear unread characters from input buffer

    increment \%x ; Count the seconds

    input 1 {CONNECT }

    if success goto sllogin

    reinput 1 {NO CARRIER\13\10}

    if success goto sldial

    reinput 1 {NO DIALTONE\13\10}

    if success goto slnodial

    reinput 1 {\255}

    if success goto slhup

    reinput 1 {\127}

    if success goto slhup

    if < \%x 60 goto look

    else goto slhup

    :sllogin ; login

    assign \%x 0 ; zero the time counter

    pause 1

    echo Looking for login prompt.

    :slloop

    increment \%x ; Count the seconds

    clear ; Clear unread characters from input buffer

    output \13

    ;

    ; put your expected login prompt here:

    ;

    input 1 {Username: }

    if success goto sluid

    reinput 1 {\255}

    if success goto slhup

    reinput 1 {\127}

    if success goto slhup

    if < \%x 10 goto slloop ; try 10 times to get a login prompt

    else goto slhup ; hang up and start again if 10 failures

    :sluid

    ;

    ; put your userid here:

    ;

    output PPP-login\13

    input 1 {Password: }

    ;

    ; put your password here:

    ;

    output PPP-password\13

    input 1 {Entering SLIP mode.}

    echo

    qu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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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lnodial

    echo \7No dialtone.  Check the telephone line!\7

    exit 1

    ; local variables:

    ; mode: csh

    ; comment-start: "; "

    ; comment-start-skIP: "; "

    ; end:
 

16.4  通过以太网使用 PPP(PPPoE) 

这节将介绍如何通过以太网设置 PPP(PPPoE)  

16.4.1  配置内核 

如果必需的 netgraph 支持没有被编译进内核 那它需要被 动态加载  

16.4.2  设置 ppp.conf 

这儿是一个 ppp.conf例子  
 

    default:

 set log Phase tun command # you can add more detailed logging if you wish

      set ifaddr 10.0.0.1/0 10.0.0.2/0
 

    name_of_service_provider:

      set device PPPoE:xl1 # replace xl1 with your ethernet device

      set authname YOURLOGINNAME

      set authkey YOURPASSWORD

      set dial

      set login

      add default HISADDR

16.4.3  运行 PPP 

用 root来运行  
    # ppp -ddial name_of_service_provider

16.4.4  在启动时运行 PPP 

把下面这些行加到你的/etc/rc.conf文件中  
 

    PPP_enable="YES"

    PPP_mode="ddial"

    PPP_nat="YES"   # if you want to enable nat for your local network otherwise NO

    PPP_profile="name_of_service_provider"

16.4.5  使用一个 PPPoE 的服务标签 

有时 必须要使用一个服务标签 service tag 来建立你的连接 服务标签用来区别不同的PPPoE
服务器 你可以在 ISP 提供的文档中得到必要的服务标签信息 如果找不到 向你的 ISP 寻求技
术支持  

作为最后一种方法 你可以试试 http://www.roaringpenguin.com /pppoe/所建议的方法 请记住
这可能会重新配置你的 m odem 使它失效 所以操作之前 请认真考虑好 简单地安装你的 I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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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的 m odem 程序 然后用这个程序访问系统菜单 你的配置名称会在那儿列出来 它通常是 ISP  
配置名称将在ppp.conf中被用在PPPoE 的配置记录中作为set device命令的提供者部分 如下  
    set device PPPoE:xl1:ISP

不要忘记为你的以太网卡 xl1 修改成适当的设备  
不要忘记修改 ISP 为你上面找到的适当名称 其他的信息请参考  
Cheaper Broadband with FreeBSD  on D SL http://www.daem onnews.org/200101/pppoe.htm l  

16.4.6  带有一个 3C om  H om eC onnect A D SL  M odem 的 PPPoE 双连接 

这个 m odem 不遵循 RFC 2516 另外 不同的数据包类型已经被用作以太网的框架 为了让
FreeBSD 能使用这个设备进行通信 必须要设置 sysctl 这可以通过修改/etc/sysctl.conf文件来让系
统在启动时自动完成  

    net.graph.nonstandard_PPPoe=1

或直接执行下面的命令 sysctl -w net.graph.nonstandard_PPPoe=1  
不幸的是 因为这是系统范围的设置 所以它不能同时使用一个普通的 PPPoE 客户端和一个

3Com  H om eConnect A D SL M odem 进行连接  

16.5  通过 AT M 使用 PPP(PPPoA ) 

下面描述了如何通过 ATM 来设置 PPP 也叫作 PPPoA 现在 唯一支持的硬件是 Alcatel 
Speedtouch U SB A D SL m odem  

安装 PPPoA  

PPPoA 在 FreeBSD 中被作为一个 port来提供 因为这个硬件程序在 alcatel 的许可协议下是不
能发布的 http://www.alcatel.com /consum er/dsl/disclaim er_lx.htm 要安装这个 port 只要使用 ports 
collection 第 4 章 安装 net/pppoa port 然后根据指示操作  

16.6  使用 SLIP 

16.6.1  设置 SL IP 客户端 

下面是在静态主机网络上设置 FreeBSD 的方法 对于动态主机名的分配情况 每次拨号后 IP
地址都会发生变化 你可能需要作一个比较复杂的设置  

第一 需要决定 m odem 连接到哪个端口 许多人会设置一个符号连接 如/dev/m odem 来指代
一个真正的设备名称如/dev/cuaaN 这允许你抽象化真实的设备名称 当需要在/etc和.kerm rc文件
中修复整个系统上的许多文件时 这是一件非常麻烦的事情  
 

/dev/cuaa0是C O M 1 cuaa1是C O M 2等  
 

确信在内核配置文件中包含下面这行  
    pseudo-device   sl 1

它包含在 GEN ER IC 内核中 所以这不会是一个问题 除非你已经删除它了  

1 添加机器的网关和域名服务器到/etc/hosts文件 如下  
 

127.0.0.1 localhost logho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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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6.152.64.181 water.CS.Example.EDU water.CS water

136.152.64.1 inr-3.CS.Example.EDU inr-3 SLIP-gateway

128.32.136.9 ns1.Example.EDU ns1

128.32.136.12 ns2.Example.EDU ns2
 

2 确信在你的/etc/host.conf文件中 host出现在 bind 之前 否则 可能会出现一些不可预料
的事情  

3 编辑/etc/rc.conf文件  
a. 通过编辑下面这行来设置你的主机名  

hostname="myname.my.domain"

机器的全部 Internet主机名将被放在这儿  
b. 通过修改下面这行添加 sl0 到网络接口的列表中  

从 network_interfaces="lo0"

到 network_interfaces="o0 sl0" 

c. 通过加入下面这行设置 sl0 的启动标记  
ifconfig_sl0="inet ${hostname} SLIP-gateway netmask 0xffffff00 up"

d. 通过修改下面这行来指定默认的路由  

从 defaultrouter="NO"

到 defaultrouter="Slip-gateway" 

4 创建一个包含下面这些行的/etc/resolv.conf文件  
domain CS.Example.EDU

nameserver 128.32.136.9

nameserver 128.32.136.12

正如你看到的 这些设置域名服务器的地址 当然 真实的域名名称和地址依赖于你的环境  
5 设置 root和 toor的口令 或任何其他没有口令的帐户
6 重新启动机器 然后确信它工作正常  

1 拨号 在命令行键入 SLIP 键入你的机器名和口令 需要键入什么依赖于实际环境的需
要  

如果使用 kerm it 可以试试这个  
 

# kermit setup

set modem hayes

set line /dev/modem

set speed 115200

set parity none

set flow rts/cts

set terminal bytesize 8

set file type binary

# The next macro will dial up and login

define SLIP dial 643-9600  input 10 => if failure stop -

output SLIP\x0d input 10 Username: if failure stop -

output silvia\x0d input 10 Password: if failure stop -

output ***\x0d echo \x0aCONNECTED\x0a
 

当然 你必须修改主机名和口令来适应你的具体情况 做完之后 只需要从 kerm it命令行键
入 SLIP 来连接  
 

在文件系统中放置一个纯文本形式的口令是个坏主意  
  

2 离开 kerm it 然后以 root来键入  
# slattach -h -c -s 115200 /dev/mod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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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能 ping 通在其他路由器上的主机 就是连接好了 如果不行 可以试试-a 来代替-c
作为 slattach 的参数  

执行下面的命令  
# kill -INT `cat /var/run/slattach.modem.pid`

杀掉 slattach 记住你必须用 root来做 然后回到 kerm it 如果你要暂停 可以运行 fg 从
那儿退出(q)  

slattach 的联机手册讲必须使用 ifconfig sl0 down 来使接口关闭 但这似乎没有做任何变化  
有时 你的 m odem 拒绝连接 遇到这种情况 你只要启动 kerm it 然后再退出 通常在试第

二次的时候就可以了  

如果它不工作 抽空告诉我 下面是经常被问到的问题解答  
  不要在 slattach 中使用-c和-a 这个不是致命的 一些用户报告这可以解决他们的问题  
  使用 sl0 来代替 s10 注意书写
  试试 ifconfig sl0 来看你的接口情况 例如 你可以这样  
# ifconfig sl0
sl0: flags=10<POINTOPOINT>

inet 136.152.64.181 --> 136.152.64.1 netmask ffffff00

  另外 netstat -r将得到路由表 万一你用 ping时得到了“no route to host”信息 像下面这
样  
 

# netstat -r
Routing tables

Destination       Gateway       Flags     Refs     Use  IfaceMTU    Rtt    Netmasks:

 (root node)

 (root node)

Route Tree for Protocol Family inet:

 (root node) =>

default           inr-3.Example.EDU  UG         8   224515  sl0 - -

localhost.Exampl localhost.Example.  UH         5    42127  lo0 -       0.438

inr-3.Example.ED  water.CS.Example.E  UH        1        0  sl0 - -

water.CS.Example  localhost.Example.  UGH       34 47641234  lo0 -       0.438

 (root node)
 

连接起来后一段时间 你的系统的数字会发生变化  

16.6.2  设置一个 SLIP 服务器 

这章提供了在 FreeBSD 系统上设置 SLIP 服务器服务的建议  

这节实际上是非常技术性的 所以需要有一些背景信息 假设你熟悉 TCP/IP 网络协议 特别
是网络和接点地址 网络掩码 子网 路由和路由协议 如 RIP 在一个拨号服务器上配置 SLIP
服务要求有这些方面的知识 如果你不熟悉他们 请读读 O'R eilly &  A ssociates  Inc出版的 Craig 
H unt的 TCP/IP N etwork A dm inistration 一书或 Douglas Com er的有关 TCP/IP 协议的书  

另外假设你已经设置好了你的 m odem 配置好了适当的系统文件来允许通过 m odem 登录系
统 如果你还没有准备好你的系统 请看看配置拨号服务的指南 如果你有一个浏览器 可以看
看 http://www.FreeBSD .org/网站上的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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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它的典型配置中 使用 FreeBSD 作为一个 SLIP 服务器 一个 SLIP 用户拨号到你的 FreeBSD  
SLIP 服务器系统 然后用一个特殊的 SLIP 登录 ID 登录 使用/usr/sbin/sliplogin 作为指定用户的
shell 程序查看/etc/sliphom e/slip.hosts文件来寻找一个特定用户的匹配行 如果找到一个匹配 通
过串行线连接到一个可用的 SLIP 接口 然后运行 shell脚本/etc/sliphom e/slip.login 配置 SLIP 接口  

����

例如 如果一个 SLIP 用户 ID 是 Shelm erg Shelm erg在/etc/m aster.passwd 中的记录可能是这样
的  

    Shelmerg:password:1964:89::0:0:Guy-SLIP:/usr/users/Shelmerg:/usr/sbin/sliplogin

当 Shelm erg 登录时 Sliplogin 将搜索/etc/sliphom e/slip.hosts 寻找一个匹配的用户 ID 例如
这行可能是这样的  

    Shelmerg        dc-SLIP sl-helmer       0xfffffc00       autocomp

Sliplogin 将找到匹配行 将串行线与下一个可用的 SLIP 接口联系起来 然后像这样执行
/etc/sliphom e/slip.login  

    /etc/sliphome/slip.login 0 19200 Shelmerg dc-SLIP sl-helmer 0xfffffc00 autocomp

如果一切都好 /etc/sliphom e/slip.login 将为 SLIP 接口执行 ifconfig 来设置本地的 IP 地址
(dc-slip) 远程 IP 地址(sl-helm er) SLIP 地址的子网掩码(0xfffffc00)和其他标记(autocom p) 如果出
现错误 sliplogin 通常通过 syslog 守护程序来记录信息日志 这通常记录到/var/log/m essages 文件
查看 syslogd 和 syslog.conf的联机手册 也可以检查/etc/syslog.conf文件看看 syslogd 记录了什么
和记录在哪儿  

我们可以开始设置系统了  

FreeBSD 的默认内核通常使用两个定义的 SLIP 接口 sl0 和 sl1 你可以使用 netstat -i来看
看这些接口是否在你的内核中被定义  

使用 netstat -i的输出  
 

    Name  Mtu   Network     Address IPkts   Ierrs    Opkts   Oerrs  Coll

    ed0   1500  <Link>0.0.c0.2c.5f.4a     291311  0  174209    0    133

    ed0   1500  138.247.224 ivory 291311    0 174209    0    133

    lo0   65535 <Link>       79    0  79    0 0

    lo0   65535 loop        localhost           79      0  79    0 0

    sl0*  296   <Link>                             0      0 0    0 0

    sl1*  296   <Link>                             0      0 0    0 0
 

sl0 和 sl1 接口指出了有两个 SLIP 接口被编译进了内核  
然而 FreeBSD 的默认内核没有配置成转发数据包 默认的你的 FreeBSD 机器不能充当一个

路由器 如果要你的机器充当一个路由器 必须编辑文件/etc/rc.conf修改变量 gateway_enable 为
YES  

你也必须为使修改生效而重新启动系统 注意在默认的内核配置文件(/sys/i386/conf/G EN ER IC)
末尾有这样一行  

    pseudo-device sl 2

这是定义内核中可用的 SLIP 设备的号码的行 在这行的末尾的数字是 SLIP 连接的最大数字  
请参考第 9章配置 FreeBSD 的内核来配置你的内核  

正如先前提到的 在/etc/slip 主目录 hom e 中的三个文件 是配置/usr/sbin/sliplogin 的一部
分 slip.hosts 它定义了 SLIP 用户和他们相关的 IP 地址 SLIP.login 通常配置 SLIP 接口 slip.logout
当串行连接停止时 取消 slip.login 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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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lip.hosts  
/etc/sliphom e/slip.hosts包含了四个项目  
  SLIP 用户的登录 ID  
  SLIP 连接的本地地址 
  SLIP 连接的远程地址 
  网络掩码 
本地和远程地址可能是主机名 网络掩码可能是通过查找/etc/networks而得出结果 在一个简

单的系统上 /etc/sliphom e/slip.hosts是这样的  
 

    #

    # login local-addr      remote-addr     mask          opt1    opt2

    #  (normal compress noicmp)

#

    Shelmerg  dc-SLIP     sl-helmerg     0xfffffc00      autocomp
 

在这行的末尾是一个或几个选项  
  norm al——没有压缩头文件 
  com press——压缩头文件 
  autocom p——如果远程端允许 启动 IP 头压缩 
  noicm p——禁用 ICM P 数据包 
为你的SLIP连接选择本地还是远程地址依赖你是在一个TCP/IP子网中 还是你正在你的SLIP

服务器上使用“proxy A R P” 如果你不能确定选用哪个方法或如何分配 IP 地址 请参考第 16.6 节
的介绍 或咨询你的 IP 网络管理员  

如果要为你的 SLIP 客户端使用一个分离的子网 你必须根据指定的 IP 网络号码来分配子网
号码 然后根据这个子网为你的 SLIP 客户端分派 IP 号码 接着 你将能够在离你最近的 IP 路由
器上通过 SLIP 服务器分派一个静态路由给 SLIP 子网 或在你的 SLIP 服务器上安装 gated 配置
它使它能与你的其他路由器用适当的路由协议进行交谈 以便通知它们有关你的 SLIP 服务器路由
的情况  

另外 如果要使用“proxy A R P”方法 必须根据你的 SLIP 服务器的以太网子网来指派客户端
的 IP 地址 你也必须调整/etc/sliphom e/slip.login 和/etc/sliphom e/slip.logout 脚本使用 arp 管理
proxy-A R P 在 SLIP 服务器 ARP 表中的记录  

slip.login  
典型的/etc/sliphom e/slip.login 文件是这样的  

 

    #!/bin/sh -

    #

    #    @(#)SLIP.login  5.1 (Berkeley) 7/1/90

    #

    # generic login file for a SLIP line.  Sliplogin invokes this with

    # the parameters:

    #      1            2           3            4              5         6 7-n

    #   SLIPunit  ttyspeed  loginname  local-addr  remote-addr  mask  opt-args

    #

    /sbin/ifconfig sl$1 inet $4 $5 netmask $6
 

这个SLIP.login文件为带有本地 远程和SLIP接口的网络掩码的适当的SLIP接口运行ifconfig   
如果你决定使用 proxy A R P 方法 你的/etc/sliphom e/slip.login 文件将可能是这样的  

 

    #!/bin/sh -

    #

    #       @(#)SLIP.login  5.1 (Berkeley) 7/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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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generic login file for a SLIP line.  Sliplogin invokes this with

    # the parameters:

    #       1           2          3             4              5         6 7-n

    #   SLIPunit  ttyspeed  loginname  local-addr  remote-addr  mask  opt-args

    #

    /sbin/ifconfig sl$1 inet $4 $5 netmask $6 

    # Answer ARP requests for the SLIP client with our Ethernet addr

    /usr/sbin/arp -s $5 00:11:22:33:44:55 pub
 

在这个 slip.login 中其他的行 arp -s $5 00:11:22:33:44:55 pub 在 SLIP 服务器的 AR P 表中创建
了一个 ARP 记录 当以太网上的另一个 IP 节点要求回应客户端的 IP 地址时 这个 ARP 记录使
得 SLIP 服务器使用 SLIP 服务器的以太网 M AC 地址产生回应  

当使用上面的例子时 确信用你系统以太网卡的 M A C 地址重新替换了以太网 M AC 地址
(00:11:22:33:44:55) 要不然你的“proxy A R P”将干脆不工作 你可以通过寻找运行 netstat -i的结果
来发现你的 SLIP 服务的以太网 M AC 地址 输出的第二行是这样的  

    ed0   1500  <Link>0.2.c1.28.5f.4a         191923 0   129457     0   116

这儿指出这个特殊系统的以太网 M AC 地址是 00:02:c1:28:5f:4a  
SLIP.logout  
/etc/sliphom e/slip.logout不是一定需要的 但如果你决定创建它 这儿是一个基本的 SLIP.logout

脚本  
 

    #!/bin/sh -

    #

    #       SLIP.logout

    #

    # logout file for a SLIP line.  Sliplogin invokes this with

    # the parameters:

    #      1            2           3            4              5        6 7-n

    #   SLIPunit  ttyspeed  loginname  local-addr  remote-addr  mask  opt-args

    #

    /sbin/ifconfig sl$1 down
 

如果你正在使用 proxy A R P 你要在/etc/sliphom e/slip.logout中为你的 SLIP 客户端删除 ARP 记
录  
 

    #!/bin/sh -

    #

    #       @(#)slip.logout

    #

    # logout file for a SLIP line.  Sliplogin invokes this with

    # the parameters:

    #      1           2           3       4             5           6 7-n

    #   SLIPunit  ttyspeed  loginname  local-addr  remote-addr   mask  opt-args

    #

    /sbin/ifconfig sl$1 down

    # Quit answering ARP requests for the SLIP client

    /usr/sbin/arp -d $5
 

当 SLIP 客户端退出登录时 arp -d $5 删除了登录时加入的 ARP 记录  

如果你没有使用“proxy A R P”方法在你的 SLIP 客户端和你网络的其余部分之间路由数据包
你可能必须添加静态路由到接近的默认路由器来路由你的 SLIP 客户端子网 或安装和配置 g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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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至它会告诉缺省路由器有关你的 SLIP 子网的信息  

添加静态路由到最近的默认路由器可能会出问题 如果你在配置中有一个使用多种路由器的
网络 如 Cisco 和 Proteon 不仅仅要为 SLIP 子网配置静态路由 还必须被告知哪个静态路由要
告诉其他路由器的情况 所以使用静态路由需要相当的经验和仔细的调整  

gated

解决令人头痛的静态路由问题的办法是安装 gated 和使用适当的路由协议配置它来告诉其他
路由器的情况 可以去下载 gated 的软件包 http://www.gated.m erit.edu/ 安装 然后写一个文件来
配置你的 gated 这儿是一个例子  
 

    #

    # gated configuration file for dc.dsu.edu; for gated version 3.5alpha5

    # Only broadcast RIP information for xxx.xxx.yy out the ed Ethernet interface

    #

    #

    # tracing options

    #

    traceoptions "/var/tmp/gated.output" replace size 100k files 2 general ;

    rip yes {

      interface sl noriPout norIPin ;

      interface ed rIPin rIPout version 1 ;

      traceoptions route ;

    } ;

    #

    # Turn on a bunch of tracing info for the interface to the kernel:

    kernel {

      traceoptions remnants request routes info interface ;

    } ;

    #

    # Propagate the route to xxx.xxx.yy out the Ethernet interface via RIP

    #

    export proto rip interface ed {

      proto direct {

          xxx.xxx.yy mask 255.255.252.0 metric 1; # SLIP connections

      } ;

    } ;

    #

    # Accept routes from RIP via ed Ethernet interfaces

    import proto rip interface ed {

      all ;

    } ;
 

上面的例子中的 gated.conf文件用 RIP 向以太网广播关于 SLIP 子网 xxx.xxx.yy的路由信息 如
果你正使用一个不同的以太网驱动程序而不是 ed 驱动程序 你必须适当地修改 ed 接口的参考
这个例子文件为了调试 gated 的活动也设置成追踪/var/tm p/gated.output 如果 gated 工作得很好
你可以关闭追踪选项 你必须修改xxx.xxx.yy成你自己的SLIP 子网的网络地址 确信在proto direct
子句中也修改了子网掩码  

一旦安装和配置了 gated 需要告诉 FreeBSD 启动脚本运行 gated 代替 routed 最简单的办法
是在/etc/rc.conf文件中设置 router和 router_flags变量 请参考 gated 的联机手册了解更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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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 1177 章章  
高高级级网网络络  
 
 

17.1  概  要 

这章将介绍在 Unix 系统上经常使用的网络服务 我们将介绍如何定
义 安装 测试和维护所有的 FreeBSD 网络服务 另外 还有很多参考例
子可以让你更好地掌握这章的内容  

读完这章 你将了解到  
  网关和路由的基础知识  
  如何将 FreeBSD 设置成一个网桥  
  如何安装一个网络文件系统  
  如何为无盘工作站网络启动设置网络  
  如何设置一个用来共享用户帐号的网络信息服务器  
  如何使用 DH CP 来自动设置网络  
  如何设置一个域名服务器  
  如何同步时间和日期 用 NTP 协议设置一个时间服务器  
  如何设置网络地址转换 NAT  
  如何管理 inetd 守护程序  
阅读这章之前 你应当了解  
  理解/etc/rc脚本的基础知识  
  熟悉基本的网络术语  

17.2  网关与路由 

为了让一台计算机能找到另一台计算机 需要有一种机制来描述两台
计算机之间如何通信 这个机制就是路由(routing) 一个路由(route)是由一
对地址所定义的 一个目标以及一个网关(gateway) 这对地址表示 要送
到目标的数据包 必须经过网关 目标分为三种类型 主机 子网(subnet)
和默认路由 (default route) 如果没有其他的路由可以使用 这时就会使用
默认路由 稍后我们会对默认路由作进一步的说明 此外 网关也有三种
类型 主机 传输接口(interface 也称为 “links”) 和以太网络硬件地址(M A C
地址)  



第 17 章  高级网络 

311 

 
17.2.1  一个例子 

为了说明不同类型的路由选择 我们使用由 netstat -r命令取得的数据作为例子  
 

% netstat -r

Routing tables

Destination Gateway Flags Refs   Use Netif Expire

Default outside-gw UGSc 37   418 ppp0

localhost localhost UH  0   181  lo0

test0 0:e0:b5:36:cf:4f UHLW  5 63288  ed0     77

10.20.30.255 link#1 UHLW  1  2421

example.com link#1 UC  0     0

host1 0:e0:a8:37:8:1e UHLW  3  4601  lo0

host2 0:e0:a8:37:8:1e UHLW  0     5  lo0 =>

host2.example.com link#1 UC  0     0

224 link#1 UC  0     0
 

第一行是默认路由(我们会在下一段说明) 第二行则是本地主机 localhost 路由  
由 Netif列可以知道 localhost 所使用的接口是 lo0 也就是 loopback 设备 这表示通过它的所

有的数据包不会被送上网络 而是在内部处理  
接下来是 0:e0:...这些地址 这些都是以太网络硬件地址 也就是 M AC 地址 FreeBSD 会自动

识别在同一个以太网络中的主机(如 test0) 并且将它加入路由表 然后通过 ed0 这个接口直接与
它通信 在 Expire列会显示与这种路由相关的过期时间 如果在一个指定的时间内我们没有接受
到来自主机的回音 就启动这个定时器 超时后这条路由会自动被删除 这些主机是用一种称为
RIP(R outing Inform ation Protocol)的机制来识别 RIP 是通过最短路径决策来产生路由的  

FreeBSD 也会替本地子网添加子网路由(10.20.30.255 是子网 10.20.30 的广播地址 foobar.com
则是与这个子网相关的域名) link#1 代表主机的第一块以太网卡 你也许也注意到了 这些路由
都没有指定接口  

局域网主机和本地子网的路由是由 �
���	这个守护程序 daem on 自动设置的 如果没有运
行 routed 那就只有静态定义的路由存在  

host1 这一行通过使用以太网地址指出了我们的主机 因为我们是发送端主机 FreeBSD 知道
该使用 loopback 接口(lo0) 而不是通过以太网接口发送出去  

host2这两行是为了示范当我们使用ifconfig alias时的情况(这么做的原因请参考以太网络这个
部分) lo0 之后的=>符号表示我们不仅仅在使用 loopback 由于这是用于本地主机的地址 而且
它也是一个别名 这种路由只有在支持别名的主机上才会显示出来 所有其他本地主机对这种路
由只会简单的显示一行 link#1   

最后一行(目标子网络 224)是用于多播 M ultiCasting 我们会在下一节说明  
我们将讨论的其他列是 Flags 每一个路由的不同属性都在这里显示 下面的表格是这些属性

的简短说明  
 

U  启用(Up) 代表正常运作  
H  主机(H ost) 通向一台主机的路由  
G 网关(G ateway) 任何送到目标的数据包都会先被这台主机接收 然后再由这台主机转发  
S 静态(Static) 这种路由是人工设置的 并非由系统自动产生   
C Clone 以此路由为基础产生新的路由 这种路由通常只在局域网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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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W asCloned 表示这个路由是以属性为 C(Clone)的路由为基础自动产生的  
L Link 路由包括以太网络硬件的参考   
17.2.2  默认路由 

当本地系统需要连接到远程主机时 它会先检查路由表以决定是否已经有一个已知的路径存
在 如果远程主机位于我们已经知道如何到达的子网 系统就会检查看是否能通过这个路由进行
连接  

如果所有已知路由都无法使用 系统只有最后一个选择 默认路由 默认路由是一种特殊类
型的网关路由(通常也是系统中唯一的一个) 而且一定会在标记段用一个 c来标记 对于本地局域
网络中的主机 这个网关被设置成无论什么主机都有一个与外界的直接连接(无论是用 PPP Cable 
m odem T1 还是另一个网络接口)  

如果你正在为一台机器配置一个默认路由 而这台机器又充当连接外部世界的网关 那默认
路由就是你的 ISP(Internet Service Provider)站点的网关机器  

让我们看看一个默认路由的例子 这是一个很常见的情况  

 
主机 Local1 与 Local2 在你的站点中 Local1 通过一个拨号点对点(PPP)连接与 ISP 相连 这个

服务器计算机通过一个局域网被连接到另一个网关计算机  
这两台主机的默认路由如下  

 

Local2 Local1 ethernet 

Local1 T1-G W  PPP 
 

一个常见的问题是“为什么 或如何 将默认路由设成 T1-G W 而不是它被连接到的 ISP 服
务器 ” 

记住 既然 PPP 接口使用的地址是属于 ISP 的局域网络 在这个局域网络中所有主机的路由
就会自动产生 因此自然也就得到 T1-G W 这台机器的路由 所以多余的设置是不需要的  

最后一点需要注意的是 一般都是把 X.X .X .1 这个地址作为你局域网的网关地址 因此 使
用同样的例子 如果你的本地 C 类地址空间是 10.20.30 而 ISP 用 10.9.9 那么默认的路由是这
样的   
 

Local2 (10.20.30.2) Local1 (10.20.30.1) 

Local1 (10.20.30.1  10.9.9.30) T1-G W  (10.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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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3  D ual-H om ed 主机 

还有一种配置方式是应该知道的 那就是一台连接两个不同网络的主机 从技术上来讲 任
何作为网关的机器都可以视为 dual-hom ed 主机 但是这个术语仅用来表示同时连接两个局域网络
的机器  

举例来说 一台机器有两块以太网卡 两块网卡的 IP 地址都在不同的子网上 另外一个例子
就是 一台机器只有一块以太网卡 但是用了 ifconfig加上别名 第一个例子在同时使用两个物理
以太网络 第二个例子是只有一个物理网络 但是有两个逻辑子网络  

此外 需要设置路由表让每个子网都知道这台机器是通往另一个子网的网关 当我们需要在
某个连接或两个连接中执行数据包过滤(packet filtering)或防火墙(firewall)安全时 还需要启动
FreeBSD 的包转发功能  

17.2.4  路由传播 

我们已经讨论了如何定义通向外部世界的路由 但是还不知道别人是怎么找到我们的  
已经知道通过设置路由表 这样所有送到某段地址的数据包(在例子中是一个 class-C 的子网)

都会被送到一台位于目标网络的特定主机 接着这台主机会将数据包转发给真正的接收者  
当你得到一个地址空间时 你的 ISP 会设置他们的路由表 以便所有送给你的数据包都会通

过你的 PPP 连接送到你的站点 但是位于其他国家的计算机是如何将数据包送到你的 ISP 呢  
有一个系统(与分布式 DN S 信息很像)不断地记录所有分配的地址空间 并且为它们定义到因

特网骨干(Internet Backbone)的连接点 “Backbone”是负责全球因特网通信的骨干线路 每一台位于
骨干线路上的机器(backbone m achine)都保存一份对应表 有了这份对应表 数据包就可以送到你
的 ISP 最后到达你的网络  

此外 你的 ISP 也必须让骨干线路上的机器知道你是通过这家 ISP 连上网络的 这就是路由
传播  

17.2.5  疑难解答 

有时候路由传播(routing propagation)出了问题 导致某些地方的计算机无法与你连接 也许
traceroute这个最有用的命令可以帮你找出路由是在哪里中断的 如果你无法与远程主机连接 这
个命令一样有用(例如当 ping失败时)   

traceroute这个命令是以要连接的远程主机作为参数 它会将数据包所经过的网关显示出来
而不论最后是否能成功到达远程主机 请参考 traceroute的联机手册了解更多信息   

17.3  网  桥 

17.3.1  介绍 

有时 把一个物理网络 如一个以太网段 分成两个分离的网络而没有创建 IP 子网 需要使
用一个路由器来将两个子网连起来 连接这两个网络的设备就叫作网桥 带有两个网络接口卡的
FreeBSD 系统就可以充当一个网桥  

网桥通过每个网络接口设备的 M AC 层地址 以太网地址 来工作 当 IP 包的源和目标在不
同网络上时 它会在两个网络之间进行通信  

在我看来 网桥就像一个提供很多端口的以太网交换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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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2  网桥的一些功能 

今天 网桥经常用于下面两种情况  

一种情形是你的物理网络中的通信量超载 但你不希望因为某些原因就使用路由器来划分子
网 让我们来看一个报社的例子 编辑部和出版部都在同一个子网中 编辑部的用户使用服务器
A 来作为文件服务 出版部的用户使用服务器 B 他们用一个以太网来连接所有的用户 网络的
高负载使网络性能大大下降  

如果编辑部的用户被隔离在一个网段内 出版部的用户使用另一段 两个网络段通过一个网
桥来连接 前往网桥另一边的网络传输才被发送到其他网络 这样减少了在每个网段的拥塞现象  

第二个普通的功能是使用不需要 IP 伪装的防火墙功能 通常一个小公司是通过 DSL 或 ISD N
来连接到 ISP 的 假如他们可以使用 13 个全球访问的 IP 地址 在他们的网络上带有 10 台 PC 机
在这种情形下 因为划分子网的原因 使用一个带有路由功能的防火墙是很困难的 一个带有网
桥功能的防火墙能够被配置并接在 DSL/ISD N 的后面 而不会有任何 IP 编号的问题  

17.3.3  配置网桥 

一个网桥要求至少两个网卡 不幸的是 不是所有的网卡在 FreeBSD 中都能支持充当网桥
阅读 bridge联机手册了解更多信息 在继续之前 先安装和测试两个网卡  

要启用网桥支持 需要添加  
    options BRIDGE

声明你的内核配置文件 然后重新编译内核  

如果计划使用网桥来充当一个防火墙 你需要添加 IPFIR EW A LL 选项 阅读第 10.7 节了解配
置信息  

如果想允许非 IP 数据包 比如 ARP 通过网桥 有一个非正式的防火墙选项需要设置 这
个选项是 IPFIR EW A LL_D EFA U LT_TO _A CCEPT 确信在设置之前 你了解这样做带来的影响  

如果你想使用网桥来充当一个流量分配器 你需要在内核配置中添加 DUM M Y N ET 选项 阅
读 dum m ynet联机手册了解更多信息  

17.3.4  启用网桥 

添加一行  
    net.link.ether.bridge=1

到/etc/sysctl.conf在启动机器后启用网桥 如果你要通过 ipfw 来过滤数据包 可以这样做  
    net.link.ether.bridge_ipfw=1

17.3.5  性能 

我的网桥/防火墙是一台带有 3Com  3C900B 和 3C905B 两个网卡的 Pentium  90 机器 受保护的
网络运行 10M 半双工的网络模式 在网桥与我的路由器(Cisco 675)之间的连接运行 100M 全双工的
网络模式 没有启用包过滤功能 我发现在 ping受保护的 10M 网络与 Cisco 675 时 通过网桥而
增加的响应时间只有 0.4 毫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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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6  其他信息 

如果你要从网络登录进网桥时 指派给其中一个网卡一个 IP 地址是个好主意 给网桥所有网
卡都指定 IP 地址的想法就不怎么样了  

如果在你的网络中有多个网桥 主意在两个工作站之间不能有超过一个路径的连接 技术上
这意味着它不支持生成树连接管理  

17.4  N FS 

在许多不同的文件系统中 FreeBSD 支持网络文件系统 NFS N FS 允许你通过网络在不同
机器之间共享目录和文件 使用 NFS 用户和程序能访问远程系统上的文件 就像它们是本地文
件一样  

NFS 有几个好处  
  本地工作站不需要太多的磁盘空间 因为通常使用的数据可能被保存在某台机器上 其
他用户也可以通过网络访问到它  

  用户不需要在每台机器上都有自己的 hom e 目录 一旦它们通过 NFS 建立了一个目录
它就可以在任何地方被访问到  

  像软盘和 CDR O M 驱动器这样的存储设备能够被网络上的其他机器所共享  

17.4.1  它如何工作 

NFS 有两部分组成——客户端和服务端 它们是一个主从关系 客户端索取数据 服务端提
供数据 服务器与客户端共享数据 为了这个系统能正确运行 有几个处理必须配置和运行  

服务器端必须运行下面的程序  
 

程    序 描    述 

nfsd 响应 NFS 客户端的请求 

m ountd 响应 nfsd 发出的请求 

portm ap 允许 NFS 客户端寻找 NFS 服务器端使用的是哪个 port 
 

客户端只需要运行一个简单的程序  
nfsiod 哪个服务请求来自 NFS 服务器 

17.4.2  配置 N FS 

在一个 FreeBSD 系统上设置相当简单 可以在/etc/rc.conf文件中作几处修改 这样需要运行
的进程在启动时就可以被自动运行了  

确定在 NFS 服务器上有  
 

    portmap_enable="YES"

    nfs_server_enable="YES"

    nfs_server_flags="-u -t -n 4"

    mountd_flags="-r"
 

无论 NFS 服务器什么时候被启用时 m ountd 将会自动运行 NFSD 的-u -t标记会告诉它服
务 UDP 和 TCP 客户端 -n 4 标记告诉 nfsd 启动它自己的 4个拷贝  

在客户端 确信有这些  
    nfs_client_enable="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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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fs_client_flags="-n 4"

象 nfsd -n 4 告诉 nfsiod 启动它自己的 4个拷贝  
最后的配置步骤要求创建一个叫作/etc/export的文件 输出的文件会指定在你的服务器上哪个

文件系统将被共享 以及它们需要与哪个客户端共享 在文件中的每一行指定一个将被共享的文
件系统 有很多选项可以用在这个文件中 但这儿只提到几个 你可以在 export的联机手册中找
到其余的选项  

这儿是/etc/export记录的几个例子  
下面一行把/CD R O M 指向三个具有同样域名的不同的机器上 或者在你的/etc/hosts 文件中有

同样的域名 -ro 标记使得文件系统共享为只读 由于这个标记 远程系统将不能对共享文件系
统作任何修改  

    /cdrom -ro moe larry curly

下面一行通过IP地址将/hom e共享给三个不同的主机 如果你有一个不运行DN S的私有网络
这是很有用的设置 -alldirs标记允许在被指定文件系统下的所有目录都能同样被输出  

    /home -alldirs  10.0.0.2 10.0.0.3 10.0.0.4

下面一行将/a共享给不同域的两台机器 -m aproot=0 标记允许远程系统的 root用户以 root来
写入共享文件系统 没有-m aproot=0 标记 即使有远程访问的 root权限 他们也不能修改共享文
件系统  

    /a -maproot=0  host.domain.com box.example.com

一个客户端要访问一个输出文件系统 必须要有权限才能这样做 确信你的客户端已经在
/etc/exports文件中列出了  

记住无论你什么时候修改/etc/exports文件 都必须重新启用 m ountd 这样修改才会起作用
可以通过发送一个 H UP 信号给 m ountd 进程来完成  

    # kill -HUP `cat /var/run/mountd.pid`

现在 如果已经作了这些修改 需要重新启动 让 FreeBSD 启用你刚才做的修改 或以 root
来运行下面这些命令  

在 NFS 服务器上  
 # portmap

    # nfsd -u -t -n 4
    # mountd -r

在 NFS 客户端上  
    # nfsiod -n 4

现在可以准备挂上一个远程文件系统了 可以有两种方法 在这些例子中 服务器的名字将
是服务器 客户机的名字就是客户机 如果你要挂上一个远程文件系统 或只要测试你的配置
可以在客户端以 root来运行这样一个命令  

    # mount server:/home /mnt

这将把服务器的/hom e 目录挂接在客户机的/m nt目录上 如果每一样都设置正确 你将能进
入客户端的/m nt 看到服务器上的所有文件  

如果要永久地挂上一个远程文件系统 需要在/etc/fstab 文件中添加它 例如  
    server:/home   /mnt    nfs rw  0 0

查看 fstab 的联机手册了解更多信息  

17.4.3  实际应用 

NFS 有很多非常不错的用途  
  在网络中有很多机器 需要共享 CDR O M 或软盘驱动器 这是比较便宜和方便的做法  
  在网络中有很多的机器 你的个人文件散布在各个地方 你需要一个中央 NFS 服务器来
存放所有用户的目录和共享网络中剩余的机器 所以无论你在哪儿登录 你将使用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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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 hom e目录  
  可以利用共享的 CDR O M 从其他计算机安装软件  
  设置一个所有机器都共享的普通目录/usr/port/distfiles 当需要从多个机器安装一个 port
时 可以不用再重新下载源代码了  

17.4.4  am d 

A m d 是一个很有名的自动加载程序 也是一个有用的自动挂上远程文件系统的程序 文件系
统一段时间不运作 它将被 �� 	自动卸载 �� 	提供了一个简单的可选择的静态加载方法  

�� 	通过将自己作为一个 NFS 服务器来操作/host和/net目录 当一个文件访问这些目录中的
某一个时 �� 	会寻找相应的远程加载点 然后加载它 /net被用来从一个 IP 地址挂上一个文件
系统 而/host被用来从一个主机名挂上一个远程文件系统  

在/host/foobar/usr中 一个对文件的访问将激活 �� 	设法在主机 foobar上挂上/usr输出  

例 17-1  用 am d 挂上输出  
    % showmount -e foobar
    Exports list on foobar:

    /usr 10.10.10.0

    /a 10.10.10.0

    % cd /host/foobar/usr
 

正如例子中显示的 showm ount显示了把/usr作为一个输出 当改变目录为/host/foobar/usr时
�� 	设法分离主机名 foobar 然后自动挂上希望的输出  

可以通过在/etc/rc.conf文件中添加下面一行来启动 �� 	  
    amd_enable="YES"

另外 默认的 am d 标记被设置成  
    amd_flags="-a /.amd_mnt -l syslog /host /etc/amd.map /net /etc/amd.map"

/etc/am d.m ap 文件定义了用来加载输出的默认选项 /etc/am d.conf文件定义了 �� 	的更多的高
级特性 参考 am d 和 am d.conf的联机手册了解更多信息  

17.4.5  与其他系统相集成的问题 

某些用于 ISA  PC 系统的以太网卡(Ethernet adapter) 可能会导致网络发生严重的问题 尤其是
使用 NFS 的时候 这个问题并非 FreeBSD 特有的 但是 FreeBSD 多少会受到影响  

这个问题几乎总是发生在同时拥有(FreeBSD ) PC 系统与高性能工作站的网络上 例如硅图
(Silicon G raphics Inc.) 和太阳(Sun M icrosystem s Inc.)所制造的工作站 一开始 客户端成功地挂
上 NFS 文件系统 一些操作也都顺利完成 但是服务器突然对客户端的请求毫无反应 而其他客
户端却仍能正常工作 无论这些客户端是 FreeBSD 系统还是工作站 在许多系统上 只要出现这
个问题就无法正常地将客户端关闭 因为没有办法解决这种问题 唯一的办法就是不断地重新启
动(reset)客户端  

虽然 FreeBSD “正确”的解决方法是改用性能更好的网卡 不过也有一个简单可行的办法 如
果你的 FreeBSD 系统是服务器 在挂上 NFS 时加上-w=1024 这个参数 如果是客户端 则在挂上
NFS 时加上-r=1024 这个参数 这些参数可以加在客户端 fstab 文件的第四个字段 或者是 m ount
命令的参数-o后面  

有时候会出现另一种问题 但是经常被误认为是我们在上面所提到的问题 当 NFS 服务器和
客户端位于不同的网络时 务必确定你的路由器会发送必要的 UDP 信息 否则就无法使用 NFS  

在接下来的例子中 fastws是一台高性能工作站的名称 freebox 是一台 FreeBSD 系统的主机
名 并且使用低性能的网卡 另外 /sharedfs是输出(export)的 NFS 文件系统(请参考 m an ex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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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project则是在客户端的 NFS 挂载点(m ount point) 在所有情况下 注意其他的选项 例如 hard
soft和 bg可能应用在的应用程序中会更好  

以 FreeBSD 系统(freebox)作为客户端的例子 在 freebox上的/etc/fstab 文件中  
    fastws:/sharedfs /project nfs rw -r=1024 0 0

在 freebox上运行一个手工加载命令  
    # mount -t nfs -o -r=1024 fastws:/sharedfs /project

以 FreeBSD 系统为服务器的例子 在 fastws的/etc/fstab 文件中   
    freebox:/sharedfs /project nfs rw -w=1024 0 0

在 fastws上直接使用 m ount命令  
    # mount -t nfs -o -w=1024 freebox:/sharedfs /project

几乎所有 16 位的以太网卡对读取或写入的容量都没有限制  
如果你有兴趣 这部分会告诉你错误发生时的情况 同时也会说明无法复原的原因 NFS 一

般是以 8K 为数据的传输单位 但是以太网络的数据包最大为 1500 字节 因此 NFS 发送的数据会
被切割为许多的以太网络数据包 而接收端则必须接收 组合数据包 然后形成一个单元 高性
能工作站可以将包含 NFS 数据的数据包依序取出(pum p out) 但是在比较廉价的网卡上 较晚送出
的数据包可能会跑得比先送出的数据包还快 导致 NFS 的数据无法重新组合 当超时值到达后
接收端就会要求发送端将数据再送一次 但是提供 NFS 服务的机器会将整个 8K 的数据重新送出
而上面所说的整个程序就会再重复一次 最后进入一个不会停止的循环  

借着让 NFS 的数据传输单位小于以太网络数据包 可以保证每个数据包都可以正确地被接收
及响应 从而避免这个问题  

当一台高性能的工作站以高速将数据送给 PC 系统时 即使这台 PC 所用的是较好的网卡 这
种情况仍可能发生 当情况发生时 被影响的 NFS 数据会被重新发送 不过数据包会有一定的机
会被接收 重组 然后送出响应  

17.5  无盘操作 

FreeBSD 机器可以从一台 NFS 服务器使用 NFS 文件系统来从网络启动 且无需硬盘就可以操
作 对于标准配置文件 无需作任何修改 这样一个系统很容易配置 因为所有必须的细节都可
以容易地找到   

  至少有两种方法可以通过网络来加载内核  
  PX E: Intel的预启动运行环境系统是通过内建在一些网卡或主板上的 ROM 来运行的 查
看 pxeboot的联机手册了解更多细节  

  etherboot port(/usr/port/net/etherboot)可以引导 ROM 代码通过网络来启动内核 代码不是被
固化在用来启动的网卡的 PRO M 中 就是从软盘 硬盘 上启动 或从一个运行 M S-D O S
的系统上启动 有很多网卡都被支持  

  有一个示例脚本(/usr/local/share/exam ples/clone_root)可以来指导你创建和维护在服务器上
的工作站根文件系统 这个脚本可能需要你做一些修改 但可以很容易地上手  

  标准的系统启动文件放在/etc中 它用来检测和支持无盘系统的启动  
  如果需要的话 可以将文件交换设置到一个 NFS 文件或一个本地硬盘  
有好几种方法可以来设置无盘工作站 下面将描述一个完整的系统设置 主要强调标准

FreeBSD 启动脚本的简单性和兼容性 这个系统主要有下面的特性  
  无盘工作站使用一个共享的只读的 root文件系统 和一个共享只读的/usr文件系统  
Root文件系统是一个标准 FreeBSD 根的副本 它带有一些指定无盘操作的配置文件 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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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它们属于哪个工作站  
能够被写入的 root部分会被 m fs文件系统所覆盖 当系统重新启动之后 所有的修改将被丢

失  
  内核可以使用 DH CP(或 BO O TP)和 TFTP 通过 �����!

�来被加载  

 

这个系统是不安全的 它必须处在一个受保护的网络区域中 其他主机无法

被信任  
 

安装说明 

有两个协议通常被用来通过网络启动一个工作站获得它的配置 BOO TP 和 DH CP 它们在工
作站启动时会被使用好几次  

  �����!

�使用 DH CP(默认)或 BO O TP(需要一个配置选项)来寻找内核 (PX E 使用 DH CP) 
  内核使用 BOO TP 来定位 NFS 根  
有时 可能只使用 BOO TP 来配置系统 bootpd 服务器程序被包含在基本的 FreeBSD 系统中

然而 相比 BO O TP D H CP 有许多的优势 良好的配置文件 使用 PXE 的可能性 加上许多其他
的不会直接与无盘操作相关的东西 我们将在后面着重地讨论如何使用 ISC D H CP 软件包来做一
个纯粹的 BOO TP 和 BO O TP+D H CP 的配置  

使用 ISC D H CP 配置 
���.	��服务器可以回答 BOO TP 和 DH CP 的请求 从 4.4 版开始 ���.	��不再是基本系统

的一部分了 需要先安装/usr/port/net/isc-dhcp3 或相应的软件包 请参考第 4章有关 port和 package
的安装说明  

一旦 ���.	��被安装好 它就需要运行一个配置文件 通常被命名为/usr/local/etc/dhcpd.conf
下面是一个例子  
 

              default-lease-time 600;

              max-lease-time 7200;

              authoritative;

              option domain-name "example.com";

              option domain-name-servers 192.168.4.1;

       option routers 192.168.4.1;

              subnet 192.168.4.0 netmask 255.255.255.0 {

                use-host-decl-names on;

                option subnet-mask 255.255.255.0;

                option broadcast-address 192.168.4.255;

           host margaux {

                  hardware ethernet 01:23:45:67:89:ab;

                  fixed-address margaux.example.com;

                  next-server 192.168.4.4; 

                  filename "/tftpboot/kernel.diskless"; 

                  option root-path "192.168.4.4:/data/misc/diskless"; 

                }

              }

 这个选项告诉 dhcpd 在主机声明中发送正确的值作为无盘主机的主机名 另一个方法是在
主机声明中添加一条 option host-nam e m argaux  

  next-server是指派 TFTP 服务器 默认将使用同样的主机作为 DH CP 服务器  
  filenam e直接定义了 �����!

�将加载的内核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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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X E是一个有关的文件名 它能加载pxeboot 而不是内核(option filenam e 

“pxeboot”)  
 

  R oot-path 选项在通常的 NFS 符号中定义了根文件系统的路径  
使用 BO O T P 配置 
下面是一个相同的 bootpd 配置方法 可以在/etc/bootptab 中找到  
请注意 为了使用 BOO TP �����!

�必须使用非默认的选项 NO_D H CP_SU PPO R T 来编译

PXE 需要 DH CP !

�	的唯一优势是它存在于基本系统中  
 

.def100:\

                :hn:ht=1:sa=192.168.4.4:vm=rfc1048:\

                :sm=255.255.255.0:\

                :ds=192.168.4.1:\

                :gw=192.168.4.1:\

                :hd="/tftpboot":\

                :bf="/kernel.diskless":\

  :rp="192.168.4.4:/data/misc/diskless":

              margaux:ha=0123456789ab:tc=.def100
 

Etherboot 的 网 站 http://etherboot.sourceforge.net/ 包 含 了 一 些 额 外 的 文 档
http://etherboot.sourceforge.net/doc/htm l/userm an.htm l 它们主要是针对 Linux系统 但是里面包含
了许多有用的信息 下面就简要地介绍一下如何在 FreeBSD 系统上使用 �����!

�  

首先必须要安装 �����!

�软件包 可能需要编译 �����!

� port 通常可以在/usr/port/net/ 
etherboot中找到 如果 port树已经被安装在你的系统中 只要在这个目录中键入 m ake 就可以完
成所有安装工作 可以参考第 4章有关 port和 package的安装信息  

在我们的安装中将使用一个启动软盘 其他方法 如 PRO M 或 dos程序 请参考 �����!

�的
文档  

先制作一个启动软盘 插入软盘 然后改变当前的目录到 src目录 再键入  
         # gmake bin32/devicetype.fd0

D evicetype 是无盘工作站上使用的以太网卡的类型 在同一个目录中的 NIC 文件就是指
devicetype  

需要在 TFTP 服务器上启用 ���	  
1 从 tftpd 将提供文件的地方创建一个目录 如 /tftpboot 
2 添加这行到/etc/inetd.conf文件  

tftp  dgram   udp   wait   nobody  /usr/libexec/tftpd   tftpd /tftpboot
 

有些PX E版本要求TFT P的T C P版本 在这个例子中 在添加一行 把dgram  udp

替换成stream  tcp  
 

3 告诉 inetd 重新读取它的配置文件  
# kill -HUP ‘cat /var/run/inetd.pid’

你可以在服务器的任何地方放置 tftpboot目录 但对于实际的放置位置 在 inetd.conf中的值
必须与在 dhcpd.conf中的值保持一致  

也需要启用 NFS 服务 然后在 NFS 服务器上输出适当的文件系统  
1 把下面这行添加到/etc/rc.conf: 

nfs_server_enable="YES"

2 通过添加下面这行到/etc/export中来定位无盘根目录的位置 以便输出文件系统 调整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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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载点和工作站的名称  
/data/misc -alldirs -ro margaux

3 告诉 m ountd 重新读取它的配置文件 如果确实需要在第 1 步配置 NFS 服务 你可能需
要重新启动一下  

# kill -HUP ‘cat /var/run/mountd.pid’

使用下面这些选项来为无盘的客户端创建一个内核配置文件 除了平常要用到的  
          options     BOOTP # Use BOOTP to obtain IP address/hostname

          options     BOOTP_NFSROOT  # NFS mount root filesystem using BOOTP info

          options     BOOTP_COMPAT   # Workaround for broken bootp daemons.

你可能也会要用到 BOO TP_N FSV 3 和 BO O TP_W IR ED _TO 请参考 LIN T 文件 建立内核 参
考第 9章 然后把它拷贝到 tftp 目录 在 dhcpd.conf中列出的名字后面  

需要为无盘工作站创建一个根文件系统 通常在 dhcpd.conf中用 root-path 列出来的位置说明
了这一点 这样做的最简单的方法是使用/usr/share/exam ples/diskless/clone_root shell脚本 这个脚
本需要定制 至少你需要调整创建文件系统的位置  

可以参考每个脚本上面的注释 它们解释了基本文件系统是如何建立的 文件是如何有选择
地被指定版本转给无盘操作 或给一个子网 或给一个单独的工作站的 它们也为无盘操作的配
置文件/etc/fstab 和/etc/rc.conf提供了例子  
在/usr/share/exam ples/diskless中的 READM E 文件包含了许多有兴趣的背景信息 但在 diskless目

录中 和其他例子一起 它们实际上证明了与使用 clone_root和/etc/rc.diskless不同的配置方法 这可
能会让人感到糊涂 使用它们只是作为参考 要是按他们描述的方法来做 你也需要定制rc脚本  

到 FreeBSD  4.4-R ELEA SE 时 在 clone_root和/etc/rc.diskless1 脚本之间有一个小的不兼容的地
方 请参考 PR conf/312001对 clone_root 作一些适当的调整 也可以看看 PR conf/298702 对
/etc/rc.diskless2 作一些小的调整  

如果需要的话 可以在服务器上通过 NFS 运行文件交换的工作 详细的 bootptab 或 dhcpd.conf
选项没有在其文档中仔细说明 但不管怎样 这儿是一些使用 isc-dhcp 3.0rc11 的参考  

1 添加下面这些行到 dhcpd.conf: 
 

# Global section

option swap-path code 128 = string;

option swap-size code 129 = integer 32;

host margaux {

... # Standard lines  see above

option swap-path "192.168.4.4:/netswapvolume/netswap";

option swap-size 64000;

}
 

有一点 至少对于 FreeBSD 客户端来讲 DH CP/BO O TP 选项中的代码 128 是 NFS 交换文件的
路径 而代码 129 是交换文件的大小  

/etc/bootptab 将会使用下面的语法   
T128=“192.168.4.4:/netswapvolume/netswap”:T129=64000

2 在 NFS 交换文件服务器上 创建交换文件 
 

                                                             
1 http://www.freebsd.org/cgi/query-pr.cgi?pr=31200 
2 http://www.freebsd.org/cgi/query-pr.cgi?pr=298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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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kdir /netswapvolume/netswap
# cd /netswapvolume/netswap
# dd if=/dev/zero bs=1024 count=64000 of=swap.192.168.4.6
# chmod 0600 swap.192.168.4.6

 

192.168.4.6 是无盘客户端的 IP 地址  
3 在 NFS 交换文件服务器上 添加下面一行到/etc/export中 

/netswapvolume -maproot=0:10 -alldirs margaux

然后就像上面一样 告诉 � 
�#�	重新读取输出文件  

用一个只读的����运行
如果无盘工作站被配置成运行 X 你将必须调整 xdm 配置文件 默认情况下会把错误日志放

在/usr中  
使用一个非 ������� 的服务器
当 root文件的服务器不是运行 FreeBSD 时 你将必须在一台 FreeBSD 机器上创建 root文件系

统 然后使用 tar或 cpio把它拷贝到它的目标位置  
在这种情况下 可能在/dev 中的一些特殊文件有些问题 因为一些设备文件的主设备号或者

次号码的大小在不同操作系统中可能不同 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是在 FreeBSD 客户机上通过 NFS
在一个已挂载的目录中运行 M AK ED EV  

17.6  ISD N  

Dan K egel的 ISD N  Page http://alum ni.caltech.edu/~dank/isdn/ 是一个取得有关 ISD N 信息的好
地方  

一个对 ISD N 快速且简单的说明如下  
  如果你住在欧洲 建议你研究一下 ISD N 卡这个部分  
  如果你打算使用 ISP 提供的拨号式 ISD N 建议考虑终端适配器(Term inal A dapter) 这样在
更换 ISP 时可以提供足够的灵活性及产生最少的问题  

  如果你要通过 ISD N 专线将两个局域网络连在一起 或是与 Internet连接 建议你考虑独
立的路由器(router)和网桥(bridge)  

成本是考虑决定使用哪个方案的主要因素 下面的选项列出了从最低成本到最高成本的方案  

17.6.1  ISD N 卡 

FreeBSD 的 ISD N 程序只支持 DSS1/Q .931 ( Euro-ISD N )标准的被动式卡 从 FreeBSD  4.4 开始
一些主动式卡也开始被支持 而且它的固件 firm ware 也支持其他的信号协议 这也包括 Prim ary 
R ate (PR I) ISD N 卡  

@�	#*!�	允许你通过 IP over raw H D LC 或同步 PPP 连接到其他 ISD N 路由器 可以通过支持
isppp 的内核 PPP 或一个修改过的 sppp 驱动器 或通过使用用户级的 ppp 实现 使用用户级 ppp
绑定两个或多个 ISD N  B 通道也是可能的  

现在 FreeBSD 支持的 PC ISD N 卡越来越多 有报告显示 它可以在所有欧洲国家和世界其他
许多国家使用  

被动式 ISD N 卡绝大多数采用 Infineon (以前使用 Siem ens)的 ISA C/H SCX /IPA C ISD N 芯片组
另外 ISA 接口的卡也使用 Cologne Chip 的芯片 PCI接口的卡也使用 W inbond W 6692 的芯片  

当前 支持的主动式 ISD N 卡是 AV M  B1 (ISA 和 PCI) BR I卡和 AVM  T1 PCI PR I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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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 ��	#*!�	的文档可以查看 FreeBSD 系统的/usr/share/exam ples/isdn/目录 或是 ��	#*!�	的
主页 http://www.freebsd-support.de/i4b/  

如果你有兴趣让 ��	#*!�	 支持其他 ISD N 协议 ISD N  PC 卡或是其他增加功能 请与
<hm @ FreeBSD .org>联系  

有一个邮件列表 上面有许多有关的安装 配置和问题解答的讨论 如果你想加入讨论 请
寄一封电子邮件至 <m ajordom o@ FreeBSD .org>并且以  

    subscribe freebsd-isdn

作为信件内容  

17.6.2  ISD N 终端适配器 

调制解调器(m odem )是给一般的电话线用的 同样的道理 终端适配器(TA Term inal A dapter)
是给 ISD N 用的  

大部分的 TA 是用标准的 hayes调制解调器AT 命令集 所以可以用来取代一般的调制解调器  
其本上 TA 除了连接速度较快 其他运作都与调制解调器类似 所以设置 PPP 的步骤与调制

解调器完全一样 但是尽量把串行端口的速度调到最高  
使用 TA 与 ISP 连接的优点之一就是动态 PPP(D ynam ic PPP) 随着可以使用的 IP 地址愈来愈

少 大部分的 ISP 不愿意再提供静态 IP 地址 而大部分的路由器也都没有动态取得 IP 的功能  
TA 的运作完全依赖 PPP 的 daem on 所以在 FreeBSD 上只要将 PPP 设置好了 可以轻易的将

调制解调器升级成 ISD N 但是你在使用 PPP 与调制解调器时发生的问题依然存在  
如果对连接的稳定性要求很高 那应该用 kernel模式的 PPP 而非用户模式的 iijPPP  
目前已知在 FreeBSD 下可以正常工作的 TA 如下  
  M otorola BitSurfer和 Bitsurfer Pro 
  A dtran 
大部分 TA 应该都能正常地运作 TA 的厂商们都尽量让他们的产品能够接受标准的 AT 命令

集  
外接式 TA 的问题之一是 你必须使用一块品质良好的串行卡 普通的调制解调器同样也有

这个问题  
请参考 FreeBSD 串行硬件指南 http://www.FreeBSD .org/tutorials 了解更多关于串行设备的信

息 以及异步(asynchronous)与同步(synchronous)串行端口之间的不同  
一个与标准 PC 串行端口连接(异步)的 TA 就算是用 128K bit/s进行连接 传输速度最高只有

115.2K bit/s 如果要完全利用所有带宽 就必须改用同步串行卡  
不要认为只要买内置式 TA 就不需要担心上述同步/异步的问题  内置式 TA 所用的也是标准

PC 串行端口的芯片 使用内置式 TA  的原因只是不必再买一条串行线 也不必再找一个电源插座  
一块同步串行卡与 TA 一起使用时的速度至少跟路由器一样快 你可以用安装有 FreeBSD 的

简单的 386 机器作为路由器 也许更有弹性  
选择 sync/TA 或路由器是一个严谨的问题 在线讨论区里有不少讨论 建议你参考以前

http://www.freebsd.org/search.htm l 的讨论 

17.6.3  独立的 ISD N 网桥/路由器 

ISD N 网桥或路由器并非只能在 FreeBSD 或其他操作系统上使用 请阅读网络相关书籍以取得
更多关于 routing和 bridging的信息  

在这里会交互使用路由器和网桥这两个名词  
随着 ISD N 路由器/网桥的成本不断下降 ISD N 路由器/网桥的使用会愈来愈普遍 ISD N 路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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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是一个小盒子 可以直接与你的以太网络(或网卡)连接 同时自行管理与其他网桥/路由器间的
连接 并且也拥有处理 PPP 或其他协议的能力  

路由器的速度远比一个标准的 TA 快得多 因此路由器可以充分利用同步 ISD N 的带宽 采用
ISD N 路由器与网桥的问题之一就是不同牌子间机器的协同工作能力  如果你打算与 ISP 连接
建议你先跟 ISP 讨论你的需求  

如果你打算将两个局域网络相连 例如 从家里连接到办公室 这是最容易 同时成本也是
最低的维护方案  既然要互相连接的两端都是使用相同的设备 可以确定连接将会正常地进行  

如果要将家里或分公司的网络与总公司连接 可以使用下面的例子  

例 17-2  分公司或家庭网络 
使用 10 Base T 以太网络 如果需要的话 可以通过 AUI/10BT transceiver 将路由器与网络线

(network cable)连接  

 
如果家里/分公司只有一台计算机 你可以直接用双绞线与路由器连接   

例 17-3  办公室或其他局域网络 
使用双绞线的以太网络  

 
大多数路由器/网桥的优点之一就是可以同时使用两个独立的 PPP 连接 除了少数拥有两个串

行口的 TA 外 大部分的 TA 都没有这种能力 不要和通道绑定 channel bonding 和 M PP 等东西
混淆  

这是一个非常有用的特性 如果你只想用其中一个 ISD N 线路与互联网连接 这时路由器就
可以负起管理之责 让一个 B 通道(64K bit/s)与互联网连接 而另一个 B 通道则用来接听电话
或是与第一个 B 通道做动态绑定 dynam ically bound (M PP 等)以增加带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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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太网网桥不但能用 IP 通信 同时也能使用 IPX /SPX  或其他你喜欢的通信协议  

17.7  N IS/Y P 

17.7.1  它是什么 

NIS 是指网络信息服务 是由 Sun M icrosystem s开发的 Unix中央管理系统 现在它已成为了
一个工业标准 现在所有主流的 Unix系统(Solaris  H P-U X  A IX  Linux  N etBSD  O penBSD
FreeBSD 等都支持 NIS ) 

N IS 以前以 Yellow Pages而闻名 但因为商标的原因 SUN 改变了名称 老的术语 yp 仍能
经常看见和使用  

它是一个基于 client/server的系统 允许在一个 NIS 域中的一组机器共享一批配置文件 这允
许一个系统管理员设置 NIS 客户端系统时只需要添加一个小小的配置数据 从一个唯一的位置删
除或修改配置数据  

它与 W indows N T 的域系统很相似 虽然两者的内部运行不太相似 但基本的功能是相仿的  

17.7.2  应当知道的术语和进程 

当你在 FreeBSD 上试图运行 NIS 时 无论你是要创建一个 NIS 服务器还是运行一个 NIS 客户
端 将遇到有几个术语和重要的用户进程  
 

N IS dom ainnam e 一个 NIS 主服务器和它所有的客户端都有一个 NIS 域名 与一个 NT 域名相似 NIS 域名不需要

任何东西充当 DNS 

portm ap 为了启用 RPC 它必须被运行 如果 portm ap 不运行 它将不可能运行一个 NIS 服务器 或充当

一个 NIS 客户端 

ypbind “binds”一个 NIS 客户端为它的 NIS 服务器 它将使用系统的域名 然后使用 RPC 连接到服务

器 Ypbind 是在一个 NIS 环境中 client-server通信的核心 如果 ypbind 在一个客户机上死掉

它将不能访问 NIS 服务器 

ypserv 只运行在 NIS 服务器上 它自己就充当 NIS 服务器的处理 如果 ypserv 死掉了 那服务器将不

能再响应 NIS 的请求 有一些 NIS 的运行程序 在服务器死掉之前 他们不能重新连接到另一

个服务器 在这个例子中 唯一能做的是重新启动服务器进程 或客户端的 ypbind 进程 

rpc.yppasswdd 另一个只运行在 NIS 的主服务器上的进程 它是一个允许 NIS 客户端改变它们的 NIS 密码的程

序 如果这个程序没有运行 用户将必须登录到 NIS 主服务器上 改变它们的密码 

17.7.3  它是如何工作的 

在一个 NIS 环境中 有三种类型的主机 主服务器 从服务器和客户机 服务器充当一个主
机配置信息的中央知识库 主服务器拥有这个信息的权威拷贝 从服务器镜像主服务器的信息作
为冗余 客户机依靠服务器来给它们提供这个信息  

在很多文件中的信息能以这种风格被共享 文件通常通过 NIS 来共享 无论客户机的一个进
程什么时候需要信息 都能在这些文件中被找到  

机器的类型 
  一个 NIS 主服务器 这个服务器与主域控制器相类似 维护着所有 NIS 客户机使用的文
件 passwd group 和其他被 NIS 客户机使用的不同的文件都依靠主服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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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一台机器来讲 作一个服务多个N IS域的主服务器是可能的 然而 这不包

含在本次介绍中 这里只讲到了一个小范围的N IS环境  
 

  N IS 从服务器 与 NT 的备份域控制器相似 NIS 从服务器维持着 NIS 主数据文件的拷贝
NIS 从服务器提供了冗余 在很多重要的环境中需要 他们也会帮助平衡主服务器的负
载 NIS 客户端总是依附于最先得到回应的服务器上 这包括副服务器响应  

  N IS 客户端 像很多 NT 工作站 登录时需要有 NIS 服务器来鉴别  

17.7.4  使用 N IS/Y P 

这节将介绍设置简单的 NIS 环境  
 

这节假定你运行FreeBSD  3.3或以后版本 这里给出的用法只能用在FreeBSD  3.0

以后的版本中 但不能保证一定没有问题  
 

让我们来假设一下 你是一所大学实验室的系统管理员 这个实验室包含了 15 台 FreeBSD
机器 当前没有集中的管理 每台机器都有它自己的/etc/passwd 和/etc/m aster.passwd 这些文件被
同步保存 当前 当你为实验室添加一个用户时 你必须在所有 15 台机器上都运行 adduser 毫
无疑问 这种做法必须要修改 所以你决定让实验室启用 NIS 使用两台机器作为服务器  

因此 实验室的配置应该是这样的  
 

ellington 10.0.0.2 N IS m aster 

coltrane 10.0.0.3 N IS slave 

basie 10.0.0.4 Faculty workstation 

bird 10.0.0.5 Client m achine 

cli[1-11] 10.0.0.[6-17] O ther client m achines 
 

如果你第一次设置了一个 NIS 方案 考虑如何着手做是一个好主意 无论你的网络有多大
都必须做一个规划  

��

这不是你过去用的“域名” 它应叫作“N IS 域名” 当一个客户端发送请求信息时 它包含了
NIS 域的名称 这允许网络上的多台服务器决定哪台服务器要回答哪个请求 可以把 NIS 域名看
成是一组主机的名称  

一些组织选择他们的 internet域名来作为他们的 NIS 域名 当你设法检查网络问题时 这可
能会引起混乱 NIS 域名在你的网络中是唯一的 用它来描述一组机器是有帮助的 例如 Acm e 
Inc.公司的艺术部门可能是在“acm e-art”N IS 域中 在这个例子中 假定你选择了名称 test-dom ain  

然而 一些操作系统使用它们的 NIS 域来作为它们的 Internet域 如果在网络中有多台机器
有这个限制 你必须使用 Internet域作为你的 NIS 域名  

当你选择一台机器用做一个 NIS 服务器时 有几件事情需要记住 如果一个客户机使用它的
NIS 域不能连接到服务器 通常机器就不能用了 用户和组信息的缺乏导致很多系统趋于停滞
记住 你应当确信选择一台不会轻易重启的机器 NIS 服务器应当使用一台单独的服务器 如果
你有一个没有过度使用的网络 可以将运行 NIS 服务的机器运行其他服务 记住 如果 NIS 服务
器变得不可用 它将影响所有的 NIS 客户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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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 NIS 信息的拷贝都存储在一个叫作 NIS 主服务器的机器上 被用来存储数据的数据库
叫作 NIS 地图 m ap 在 FreeBSD 中 这些地图被保存在/var/yp/[dom ainnam e]中 [dom ainnam e]
是 NIS 的域名 一个简单的 NIS 服务器能支持几个域 因此 它会有几个这样的目录 每个都支
持特定的域 每个域将有它自己独立的设置地图  

NIS 主和副服务器会处理所有 ypserv程序的 NIS 请求 Ypserv可以接受来自 NIS 客户机的请
求 翻译请求域和地图的名称给一个对应的数据库文件和从数据库传输数据给客户机  

设置一个 � @�主服务器
设置一个主服务器依赖于你的需要 需要把下面这行添加到文件/etc/rc.conf中 FreeBSD 将为

你完成余下的工作  
1 nisdom ainnam e=“test-dom ain” 
这行将设置 NIS 域名为 test-dom ain  
2 nis_server_enable=“Y ES” 
这将告诉 FreeBSD 当网络下次启用时 启动 NIS 服务器进程  
3 nis_yppasswdd_enable=“Y ES” 
这将启用 rpc.yppasswdd 守护程序 正如上面提到的 它将允许用户从一个客户机改变他们的

密码  
 

依赖于你的N IS设置 你可能必须添加更多的记录 看看有关N IS服务器和N IS

客户端 第17.7.10 的章节了解更多细节  
 

现在 你所要做的是以超级用户的身份运行/etc/netstart 它将为你设置一切 你可以使用
/etc/rc.conf文件中定义的值  

初始化 � @�地图
NIS 地图是数据库文件 保存在/var/yp 目录下 它们来自于 NIS 主服务器的/etc目录的配置文

件 有一个例外 /etc/m aster.passwd 文件 这是有原因的 你不需要把密码传给在 NIS 域中所有
的服务器你的 root和其他管理帐户信息 因此 在我们初始化地图之前 你应当  

    # cp /etc/master.passwd /var/yp/master.passwd
    # cd /var/yp
    # vi master.passwd

你应当删除所有的关于系统帐户的记录 bin tty km em gam es 等 另外 也不要把你不
需要的帐户传给 NIS 客户机  
 

确保/var/yp/m aster.passw ord既来在组中也不是可读的 m ode 600 如果合适

的话 使用chm od命令  
 

当完成之后 该初始化 NIS 地图了 FreeBSD 包含了一个叫作 ypinit的脚本来为你做这个
注意 这个脚本可以用于绝大多数的 Unix系统 但不是全部 在 Digital U nix/Com paq Tru64 U nix
系统上叫作 ypsetup 因为我们正为一个 NIS 主服务器产生一个地图 我们就将给 ypinit添加一个
-m 选项 要产生 NIS 地图 确信你已经完成了上面的几步 运行  
 

    ellington# ypinit -m test-domain
    Server Type: MASTER Domain: test-domain

    Creating an YP server will require that you answer a few questions.

    Questions will all be asked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procedure.

    Do you want this procedure to quit on non-fatal errors? [y/n: n] n

    Ok  please remember to go back and redo manually whatever fails.

    If you don't  something might not work.

    At this point  we have to construct a list of this domains YP serv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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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od.darktech.org is already known as master server.

    Please continue to add any slave servers  one per line. When you are

    done with the list  type a <control D>.

    master server   :  ellington

    next host to add: coltrane
    next host to add:  ̂ D

    The current list of NIS servers looks like this:

    ellington

    coltrane

    Is this correct?  [y/n: y] y

    [..output from map generation..]

    NIS Map update completed.

    ellington has been setup as an YP master server without any errors.
 

ypinit将从/var/yp/M akefile.dist中创建/var/yp/M akefile 当创建完成之后 假设你只在一个简单
的 NIS 服务环境的 FreeBSD 机器上操作这个文件 既然 test-dom ain 有一个副服务器 你必须编辑
/var/yp/M akefile文件  

    ellington# vi /var/yp/Makefile

你应当注意一下叫作 ǸO PU SH  =“True”的那行  
设置一个 � @�从服务器
设置一个 NIS 从服务器要比设置主服务器简单 对从服务器做日志记录然后编辑你以前所做

的文件/etc/rc.conf 唯一的不同是当运行 ypinit时 我们现在必须使用-s选项 所以我们的命令行
看起来是这样的  
 

    coltrane# ypinit -s ellington test-domain

    Server Type: SLAVE Domain: test-domain Master: ellington

    Creating an YP server will require that you answer a few questions.

Questions will all be asked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procedure.

    Do you want this procedure to quit on non-fatal errors? [y/n: n] n

    Ok  please remember to go back and redo manually whatever fails.

    If you don't  something might not work.

    There will be no further questions. The remainder of the procedure

    should take a few minutes  to copy the databases from ellington.

    Transferring netgroup...

    ypxfr: Exiting: Map successfully transferred

    Transferring netgroup.byuser...

    ypxfr: Exiting: Map successfully transferred

    Transferring netgroup.byhost...

    ypxfr: Exiting: Map successfully transferred

    Transferring master.passwd.byuid...

    ypxfr: Exiting: Map successfully transferred

    Transferring passwd.byuid...

    ypxfr: Exiting: Map successfully transferred

    Transferring passwd.byname...

    ypxfr: Exiting: Map successfully transferred

    Transferring group.bygid...

    ypxfr: Exiting: Map successfully transferred

    Transferring group.byname...

    ypxfr: Exiting: Map successfully transferred

    Transferring services.byname...

    ypxfr: Exiting: Map successfully transferred

    Transferring rpc.bynum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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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pxfr: Exiting: Map successfully transferred

    Transferring rpc.byname...

    ypxfr: Exiting: Map successfully transferred

    Transferring protocols.byname...

    ypxfr: Exiting: Map successfully transferred

    Transferring master.passwd.byname...

    ypxfr: Exiting: Map successfully transferred

    Transferring networks.byname...

    ypxfr: Exiting: Map successfully transferred

    Transferring networks.byaddr...

    ypxfr: Exiting: Map successfully transferred

    Transferring netid.byname...

    ypxfr: Exiting: Map successfully transferred

    Transferring hosts.byaddr...

    ypxfr: Exiting: Map successfully transferred

    Transferring protocols.bynumber...

    ypxfr: Exiting: Map successfully transferred

    Transferring ypservers...

    ypxfr: Exiting: Map successfully transferred

    Transferring hosts.byname...

    ypxfr: Exiting: Map successfully transferred

    coltrane has been setup as an YP slave server without any errors. 

    Don't forget to update map ypservers on ellington.
 

你现在必须有一个叫作/var/yp/test-dom ain 的目录 NIS 主服务器的地图应当在这个目录里
你需要确定这些是同步更新的 接下来在你的从服务器的/etc/crontab 记录这样做  

    20      *       *       *       *       root   /usr/libexec/ypxfr passwd.byname

    21      *       *       *       *       root   /usr/libexec/ypxfr passwd.byuid

现在 在从服务器上运行命令/etc/netstart 将再次启动 NIS 服务器  

一个 NIS 客户机将使用 ypbind 守护程序建立与一个特殊 NIS 服务器的绑定 Ypbind 检查系统
的默认域 开始在局域网上广播 RPC 请求 这些请求指定了 ypbind 正试图建立绑定的域的名称  

如果一个服务器已配置成服务于被请求域接收一个广播 它将对 ypbind 作出回应 它将记录
服务器的地址 如果有几个服务器可用 ypbind 将使用第一个作出回应的请求 客户系统将指挥
所有它的 NIS 请求给那台服务器 Ypbind 将偶尔“ping”服务器来确定它仍在运行 如果它在一段
时间内无法接收一个回应 ypbind 将解除对该域的绑定 再开始广播  

设置一个 � @�客户端
把一个 FreeBSD 机器设置成为一个 NIS 客户机是很简单的  
1 为了设置 NIS 域名和在网络启动时启用 ypbind 需要编辑/etc/rc.conf文件然后添加下面

这行  
nisdomainname="test-domain"

nis_client_enable="YES"

2 要从 NIS 服务器输入所有可能的密码 把这行添加到你的/etc/m aster.passwd 文件中 使
用 vipw  

    +
 

这行将为每个人在N IS服务器的密码地图中添加一个正确的帐户 通过这行

有很多种方法来配置你的N IS客户端 看看下面的网络组节了解更多信息 更多的细节请

查看O ’R eilly公司出版的 M anaging N FS and N IS 一书
另外 你应当确保在/etc/m aster.passw d文件中至少有一个本地帐户 这个帐户也是

w heel组的一个成员 如果N IS发生什么错误 可以用这个帐户远程登录 变成root后 就
可以修复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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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要从 NIS 服务器输入所有可能的组 只需要在/etc/group 文件中加入这行  
    + *

完成这步之后 你将能够运行 ypcat passwd 然后看看 NIS 服务器的 passwd 地图  

17.7.5  N IS 安全 

通常 任何一个远程用户都能发布一个 RPC 给 ypserv 然后重新得到你的 NIS 服务器的地图
让远程用户知道你的域名 要阻止这种未授权的处理 ypserv支持叫作 securenets的特性 它能被
用来限制给定的一组主机的访问 一开始 ypserv将试图从一个叫作/var/yp/securenets的文件加载
securenets信息  
 

    # allow connections from local host -- mandatory

    127.0.0.1   255.255.255.255

    # allow connections from any host

    # on the 192.168.128.0 network

    192.168.128.0 255.255.255.0

    # allow connections from any host

    # between 10.0.0.0 to 10.0.15.255

    # this includes the machines in the testlab

    10.0.0.0       255.255.240.0
 

如果 ypserv从遵守这些规则的一个地址中接收到一个请求 它将处理这个请求 如果地址不
符合这个规则 请求将不被理睬 一个警告信息将被记录下来 如果/var/yp/securenets文件不存在
ypserv将允许来自其他任何主机的连接  

Ypserv程序也支持 W ietse V enem a's tcpwrapper软件包 这允许管理员使用 tcpwrapper配置文
件来访问控制以代替/var/yp/securenets  
 

所有这些访问控制机制虽然都提供了部分安全性 但是并不能防止伪造IP攻击

建议将所有域N IS相关的传输都使用防火墙阻止   
 

使用的服务器可能无法服务于拥有老的 TCP/IP 运行机制的合法 NIS 客户端 当它在运行广播
时 这种运行机制会把所有的主机位设置成零 或者当计算广播地址时无法获得子网掩码 当这
些问题中的一些通过改变客户机的配置而被修复时 其他的问题可能迫使客户系统又发生问题
或放弃/var/yp/securenets  

以这样一种老的 TCP/IP 运行机制在服务器上使用/var/yp/securenets 是很糟糕的 将导致一个
庞大的网络丢失 NIS 功能  

tcpwrapper包的使用增加了你的 NIS 服务器的反应时间 额外的延迟可能太长而导致客户程
序的超时 特别是在一个繁忙的网络上或是在一个比较慢的 NIS 服务器上 如果你的客户系统有
不止一个发生这样的情况 你应当把有问题的客户系统转移到 NIS 副服务器上 以迫使他们约束
他们自己  

17.7.6  排除一些登录用户 

在我们的实验室中 有一台叫作 basie 的机器 假定用来作为一台工作站 我们不想把这台
机器排除在 NIS 域之外 然而 在主 NIS 服务器上的 passwd 文件包含了 faculty和 students帐户
我们该怎么办  

有一个办法可以阻止一些特殊用户来登录这台机器 即使他们在 NIS 数据库中 要做的是在
客户机器上的/etc/m aster.passwd 文件的末尾添加-usernam e 这儿的 usernam e是你希望阻止它登录
的用户的名字 这通常可以使用 vipw 来完成 它可以完全检查你的/etc/m aster.passwd 的变化 就
像你完成编辑后 重建数据库一样 例如 如果我们要阻止一个叫 bill的用户登录 basie机器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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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这样  
 

    basie# vipw
[add -bill to the end  exit]

    vipw: rebuilding the database...

    vipw: done

    basie# cat /etc/master.passwd

    root:[password]:0:0::0:0:The super-user:/root:/bin/csh

    toor:[password]:0:0::0:0:The other super-user:/root:/bin/sh

    daemon:*:1:1::0:0:Owner of many system processes:/root:/sbin/nologin

    operator:*:2:5::0:0:System &:/:/sbin/nologin

    bin:*:3:7::0:0:Binaries Commands and Source,, :/:/sbin/nologin

    tty:*:4:65533::0:0:Tty Sandbox:/:/sbin/nologin

    kmem:*:5:65533::0:0:KMem Sandbox:/:/sbin/nologin

    games:*:7:13::0:0:Games pseudo-user:/usr/games:/sbin/nologin

    news:*:8:8::0:0:News Subsystem:/:/sbin/nologin

    man:*:9:9::0:0:Mister Man Pages:/usr/share/man:/sbin/nologin

    bind:*:53:53::0:0:Bind Sandbox:/:/sbin/nologin

    uucp:*:66:66::0:0:UUCP pseudo-user:/var/spool/uucppublic:/usr/libexec/uucp/uucico

    xten:*:67:67::0:0:X-10 daemon:/usr/local/xten:/sbin/nologin

    pop:*:68:6::0:0:Post Office Owner:/nonexistent:/sbin/nologin

    nobody:*:65534:65534::0:0:Unprivileged user:/nonexistent:/sbin/nologin

    +:::::::::

-bill

    basie#

17.7.7  使用网络组 

如果需要一些特殊的规则来服务少量的用户或机器的话 这个方法工作起来比较好 在比较
大的网络中 你可能忘记了阻止一些用户登录到比较敏感的机器上 或你已经把每台机器给分离
开了 因此 就丧失了 NIS 的优势——集中化的管理  

针对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案叫作网络组 netgroup 它的目的是能够使用 Unix文件系统的普通
组 主要的不同是缺少一个数字 ID 和通过包括用户帐户和其他网络组来定义一个网络组的能力  

网络组被用来支持带有上百个用户和机器的大型的 复杂的网络 一方面 如果你被迫要处
理这样的情形 这是好事情 另一方面 这个复杂性使得它无法使用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解释网络
组 这节其余的部分使用的例子将讨论这个问题  

让我们假设在你的实验室 你的成功的有关 NIS 的介绍引起了上级的兴趣 你的下一步工作
是将扩展 NIS 域来覆盖校园里的其他机器 下面的两个表包含了新用户和新机器的名字  
 

alpha beta IT 部门的临时雇员 

charlie delta IT 部门的新实习生 

echo foxtrott golf  ... 普通雇员 

able baker  ... 当前的实习生 

 

war death fam ine pollution 你的绝大多数重要的服务器 只有 IT 部门被允许登录进这些机器 

pride greed envy wrath lust sloth 不太重要的服务器 所有的 IT 部门都允许登录进这些机器 

one two three four  ... 普通的工作站 只有真正的雇员可以允许使用这些机器 

trashcan 没有任何重要数据的机器 即使临时雇员也可以访问的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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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正设法通过分离每个用户来运行这些限制 你将必须在不允许登录到系统的每个用户
的系统 passwd 文件中添加-user一行 如果你只忘记了一个记录 你就会有麻烦 在最初的设置
过程中这样做是切实可行的 然而 你将在日复一日的操作中忘记添加这行  

使用网络组来处理这种情形提供了几个优势 每个用户不需要被分离 你可以指派一个或更
多的组来允许或阻止组成员的登录 如果你添加了一个新的机器 你将必须定义网络组的登录限
制 如果添加了一个新用户 你将必须添加用户给一个或多个网络组 那些变化是互相不受约束
的 如果你的 NIS 设置计划得比较仔细 只需要修改一个中央的配置文件来同意或拒绝访问机器  

第一步是设置 NIS 地图网络组的初始化 FreeBSD 的 ypinit程序默认状态下是不会创建这个
地图的 但一旦它被创建 它的 NIS 运行机制就会支持它 要创建一个空的地图 只要键入  

    ellington# vi /var/yp/netgroup

然后开始添加内容 例如 我们需要至少四个网络组 IT em ployees IT apprentices  norm al 
em ployees和 interns. 
 

    IT_EMP (,alpha,test-domain) (,beta,test-domain)

    IT_APP (,charlie,test-domain) (,delta,test-domain)

    USERS (,echo,test-domain) (,foxtrott,test-domain) \

(,golf,test-domain)

    INTERNS (,able,test-domain) (,baker,test-domain)
 

IT_EM P IT_A PP 等是网络组的名称 每个括弧中的组添加了一个或多个用户帐户给它 在
一个组中有三个部分  

1 主机名 如果你不指定一个主机 表示所有的主机 如果你指定一个主机 你将进入一
个黑暗 恐怖 充满混乱的领域  

2 属于这个网络组的帐户的名称  
3 帐户的 NIS 域 可以从其他 NIS 服务器输入帐户然后进入你的网络组  

 

网络组名超过8个字符就不能用了 特别是如果在你的N IS域中有运行其他操

作系统的机器 名字是严格区分大小写的 使用大写字母来充当你的网络组名称来区分

用户 机器和网络组名是一个很容易的方法

一些N IS客户机不能处理带有大量登录用户的网络组 例如 一些比较老版本的

Sunos 如果一个网络组包含超过15个记录就会出现问题 你可以通过多创建几个少于15

个用户的子网络组来解决这个问题 一个真正的网络组是由很多子网络组组成的  
 

    BIGGRP1  (,joe1,domain)  (,joe2,domain)  (,joe3,domain) [...]

    BIGGRP2  (,joe16,domain)  (,joe17,domain) [...]

    BIGGRP3  (,joe31,domain)  (,joe32,domain)

    BIGGROUP  BIGGRP1 BIGGRP2 BIGGRP3
 

如果你需要在一个单一的网络组中超过 225 个用户 你需要重复这个过程  
激活和分发你的新 NIS 地图是很容易的  
    ellington# cd /var/yp
    ellington# make

这将产生三个 NIS 地图 netgroup netgroup.byhost 和 netgroup.byuser 如果你的新 NIS 地图是
可用的 可以使用 ypcat来检查  

    ellington% ypcat -k netgroup
    ellington% ypcat -k netgroup.byhost
    ellington% ypcat -k netgroup.byuser

第一个命令的输出类似于/var/yp/netgroup 的内容 如果你没有指定明确的主网络组 第二个
命令将不会产生输出 第三个命令被用来为一个用户得到一个网络组的列表  

客户端设置很简单 要配置一个服务器 war 你只需要启动 vipw 然后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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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替换这行  
+@IT_EMP

现在 只有被 netgroup IT_EM P 定义的用户数据能被输入到 war的密码数据库中 只有这些用
户被允许登录  

不幸的是 这个限制也适用于 shell的~功能和所有转换用户名称和用户 ID 的程序中 另外
cd ~user将不会工作 ls -l将显示数字 ID 以替换用户名 要修正这个 你将必须输入所有用户的
记录 不允许他们登录进你的服务器  

这个可以通过在/etc/m aster.passwd 文件中添加一行来完成 这行将包含+
/sbin/nologin 意味着输入所有的记录 但用/sbin/nologin 来替换 shell 可以通过在/etc/m aster.passwd
文件中放置一个默认的值在 passwd 的记录替换  

修改完后 如果有一个新的雇员加入到 IT departm ent 你将必须修改一个 NIS 地图 你可以
在它们的本地/etc/m aster.passwd 版本中通过替换 old + 来使用一个相似的针对一些不重
要的服务器访问  

    +@IT_EMP:::::::::

    +@IT_APP:::::::::

    +:::::::::/sbin/nologin

对于普通工作站的相应的行是这样的  
    +@IT_EMP:::::::::

    +@USERS:::::::::

    +:::::::::/sbin/nologin

接着 一切都将变得很好 除非几个星期以后有一个总的策略的改变 IT departm ent要雇佣
实习生 IT 实习生被允许使用普通的工作站和一些不重要的服务器 IT 学徒被允许登录到主服务
器 你需要添加一个新的网络组 IT_IN TER N 给这个网络组添加新的 IT 实习生 开始在这台机
器上修改配置 正如有句老话所说的 “Errors in centralized planning lead to global m ess”  

N IS 的从其他网络组创建网络组的功能可以用来解决这种情形 一个可能是基于角色的网络
组的创建 例如 你可以查一个叫作 BIG SR V 的网络组来定义针对一些重要服务器的登录限制
这些包含网络组的网络组被允许登录这些机器 你的 NIS 地图的网络组的新记录是这样的  

    BIGSRV     IT_EMP  IT_APP

    SMALLSRV  IT_EMP  IT_APP  ITINTERN

    USERBOX   IT_EMP  ITINTERN USERS

如果你能用同样的限制来定义机器的组 这个定义登录限制的方法会工作得很好 不幸的是
这是一个例外 不是一个惯例 大多数情况下 你将需要在每台机器上定义登录限制的能力  

特定机器的网络组定义可能是由于基本策略发生了变化 在这个例子中 每个机器的
/etc/m aster.passwd 文件都包含以“+”开始的两行 它们中的第一个用允许登录到这台机器的帐号添
加了一个网络组 第二个添加了所有用/sbin/nologin 作为 shell的其他帐户 使用机器名 ALL-CA PS
的版本作为网络组的名称是个好主意 这行看起来是这样的  

    +@BOXNAME:::::::::

    +:::::::::/sbin/nologin

一旦你对所有机器完成了这个任务 将不必再修改/etc/m aster.passwd 的本地版本 所有更深
入的修改可以通过修改 NIS 地图来完成 这儿是一个网络组地图的例子  
 

    # Define groups of users first

    IT_EMP ( alpha test-domain) ( beta test-domain)

    IT_APP ( charlie test-domain) ( delta test-domain)

DEPT1 ( echo test-domain) ( foxtrott test-domain)

    DEPT2 ( golf test-domain) ( hotel test-domain)

    DEPT3 ( india test-domain) ( juliet test-domain)

ITINTERN ( kilo test-domain) ( lima test-domain)

    D_INTERNS ( able test-domain) ( baker test-dom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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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Now  define some groups based on roles

    USERS     DEPT1   DEPT2     DEPT3

    BIGSRV    IT_EMP  IT_APP

    SMALLSRV  IT_EMP  IT_APP    ITINTERN

    USERBOX  IT_EMP  ITINTERN  USERS

    #

    # And a groups for a special tasks

    # Allow echo and golf to access our anti-virus-machine

    SECURITY  IT_EMP ( echo test-domain) ( golf test-domain)

    #

    # machine-based netgroups

    # Our main servers

    WAR       BIGSRV

    FAMINE    BIGSRV

    # User india needs access to this server

    POLLUTION  BIGSRV ( india test-domain)

    #

    # This one is really important and needs more access restrictions

    DEATH     IT_EMP

    #

    # The anti-virus-machine mentioned above

    ONE       SECURITY

    #

    # Restrict a machine to a single user

    TWO ( hotel test-domain)

    # [...more groups to follow]
 

如果使用多种数据库来管理你的用户帐户 将能够用你的数据库的报告工具创建第一部分的
地图 这样 新的用户将自动访问你的机器  

最后一点忠告 使用基于机器的网络组是不明智的 如果你正在为学生实验室配置几百台同
样的机器 你可以使用基于角色的网络组来代替基于机器的网络组以确保 NIS 地图的大小保持在
一个合理的限制之内  

17.7.8  需要记住的一些重要事情 

现在 仍有许多与你所在的 NIS 环境不同的事情要做  
  每次你希望给实验室添加一个用户 你必须把它添加到一个主 NIS 服务器 然后必须重
建 NIS 地图 如果忘记了这样做 新的用户将不能登录 例如 如果需要添加一个新的
用户 jsm ith 到实验室 我们将  
# pw useradd jsmith
# cd /var/yp
# make test-domain

你也可以运行 adduser jsm ith 来代替 pw useradd jsm ith  
  把管理员帐户排除在 NIS 地图之外 不要把管理员帐户和密码传给那些无权访问那些服
务器的用户的机器  

  确保 NIS 主服务器和从服务器的安全 减少它们的当机机会 如果某人关掉这台机器
也能有效地展现给众多用户 而不用登录到实验室  

这是一个任何中央管理系统都有的主要缺点 大概也是最重要的缺点 如果不能保护好你的
NIS 服务器 你将会有很多愤怒的用户  

17.7.9  N IS v1 兼容性 

FreeBSD 的 4���3已经支持 NIS v1 客户端了 FreeBSD 的 NIS 的运行机制只使用 NIS v2 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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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 它也向后兼容老系统使用的 V1 协议 4!�#	守护程序将设法建立一个与 NIS v1 服务器的
绑定 注意 当提供了普通客户端呼叫的支持时 ypserv的这个版本不使用 v1 地图传输请求了
因此 它不能被用来作为一个主或从服务器来与比较老的使用 V1 协议的 NIS 服务器连接起来
但幸运的是 今天已经没有这样的服务器在使用了  

17.7.10  充当 N IS 客户端的 N IS 服务器 

注意 当在多服务器域上运行 ypserv时 服务器也是 NIS 客户机 迫使服务器绑定它们自己
而不是允许它们广播绑定的请求 可能会让它们互相之间绑定 一些奇怪的错误模式可能是由一
个服务器当掉和其他机器过分依赖它而导致的 最终所有的客户机将超时 然后试图绑定其他服
务器 但由于延迟时间太长 而导致错误情况仍然存在  

你可以通过运行 ypbind 加-S 标记来迫使一个主机绑定一个特定的服务器 如果不想每次重新
启动 NIS 服务器时都手工这样做 可以在/etc/rc.conf文件添加下面这两行  

nis_client_enable="YES" # run client stuff as well

nis_client_flags="-S NIS domain, server"

查看 ypbind 的联机手册了解更多信息  

17.7.11  libscrypt v.s. libdescrypt 

当你正试图运行 NIS 时 可能会遇到的非常常见的事情是加密 crypt 库的兼容性 如果你
的 NIS 服务器使用 DES crypt库 它将只支持使用 DES 的客户机 要检查你的服务器和客户机正
在使用哪个时 可以查看在/usr/lib 中的连接 如果一台机器被配置成使用 DES 库 情形如下  
 

    % ls -l /usr/lib/*crypt*
    lrwxrwxrwx  1 root  wheel     13 Jul 15 08:55 libcrypt.a@ -> libdescrypt.a

    lrwxrwxrwx  1 root  wheel     14 Jul 15 08:55 libcrypt.so@ -> libdescrypt.so

    lrwxrwxrwx  1 root  wheel     16 Jul 15 08:55 libcrypt.so.2@ -> libdescrypt.so.2

    lrwxrwxrwx  1 root  wheel     15 Jul 15 08:55 libcrypt_p.a@ -> libdescrypt_p.a

-r--r--r--  1 root  wheel 13018 Nov  8 14:27 libdescrypt.a

    lrwxr-xr-x  1 root  wheel     16 Nov  8 14:27 libdescrypt.so@ -> libdescrypt.so.2

-r--r--r--  1 root  wheel 12965 Nov  8 14:27 libdescrypt.so.2

-r--r--r--  1 root  wheel 14750 Nov  8 14:27 libdescrypt_p.a
 

如果机器被配置成使用标准的 FreeBSD  M D 5 crypt库 情形如下  
 

    % ls -l /usr/lib/*crypt*
    lrwxrwxrwx  1 root  wheel     13 Jul 15 08:55 libcrypt.a@ -> libscrypt.a

    lrwxrwxrwx  1 root  wheel     14 Jul 15 08:55 libcrypt.so@ -> libscrypt.so

    lrwxrwxrwx  1 root  wheel   16 Jul 15 08:55 libcrypt.so.2@ -> libscrypt.so.2

    lrwxrwxrwx  1 root  wheel     15 Jul 15 08:55 libcrypt_p.a@ -> libscrypt_p.a

-r--r--r--  1 root  wheel   6194 Nov  8 14:27 libscrypt.a

    lrwxr-xr-x  1 root  wheel     14 Nov  8 14:27 libscrypt.so@ -> libscrypt.so.2

-r--r--r--  1 root  wheel   7579 Nov  8 14:27 libscrypt.so.2

-r--r--r--  1 root  wheel   6684 Nov  8 14:27 libscrypt_p.a
 

如果你在一个 NIS 客户机上有验证问题 这是一个寻找问题的好地方 如果要为一个不同的
网络配置一个 NIS 服务器 你将必须在所有系统中使用 DES 因为它是最常见的标准  

17.8  D H C P 

17.8.1  什么是 D H C P 

D H CP 动态主机配置协议 描述了一个系统连接到网络 然后获得必需的通信信息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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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FreeBSD 使用 ISC(Internet Software Consortium )D H CP 运行机制 所以这儿所有的运行信息是使
用 ISC 的版本  

17.8.2  这节包含些什么 

这节将描述与 FreeBSD 集成在一起的 DH CP 系统的一部分 因此 服务器的一部分没有被描
述 除了下面的参考以外 DH CP 联机手册也是很有用的资源  

17.8.3  它如何工作 

DH CP client 在客户机上运行 首先它开始广播配置信息的请求 默认的这些请求在 UDP68
端口 服务器在 UD P 67 端口作回复 给客户机一个 IP 地址和其他如子网掩码 路由 DNS 服务
器的相关网络信息 所有这些信息以 DH CP“lease”的形式出现 在这种方式中 不再活动的 IP 地
址将被自动收回 DH CP 客户机能获得很多来自服务器的信息 一个详尽的列表可以在
dhcp-options的联机手册中找到  

17.8.4  与 FreeB SD 集成 

FreeBSD 完全集成了 ISC D H CP 客户端 dhclient D H CP 客户端支持在安装和基本系统中被提
供 消除了在任何情况下运行一个 DH CP 服务器的网络中需要详细的网络配置知识的要求
Dhclient已经被包含在 3.2 以后的 FreeBSD 发行版中了  

D H CP 被 �4��#�����支持 当在 sysinstall中配置一个网络接口时 第一个要问的问题是“D o you 
want to try D H CP configuration of this interface?”肯定的回答将运行 dhclient 如果成功了 将自动添
加网络配置信息  

要再启动时使用 DH CP 必须要做两件事  
  确信 bpf设备被编译进内核 需要在内核配置文件中添加 pseudo-device bpf 然后重建内
核 更多详细信息请参考第 9章  

默认情况下 Bpf设备已经在 GEN ER IC 内核中了 所以如果你没有定制内核 你不需要为了
让 DH CP 工作而创建一个  

  编辑包含下面行的/etc/rc.conf文件  
ifconfig_fxp0=“DHCP”

 

确信用你想动态配置的接口名称替换fxp0  
 

如果使用针对其他位置中的 dhclient 或如果你希望传递额外的标记给 dhclient 也要包括下
面这些  

    dhcp_program="/sbin/dhclient"

    dhcp_flags=" "

D H CP 服务器 dhcpd 在 ports collection 中被包含在 isc-dhcp2 port中 这个 port包含了全部 ISC 
D H CP 的发行组件 从客户端到服务器 传输代理和配置文件  

17.8.5  有关的文件 

  /etc/dhclient.conf 
D hclient 要求一个配置文件/etc/dhclient.conf 典型的这些文件只包含注释 这个配置文件在

dhclient.conf的联机手册上有描述  
  /sbin/dhclient 
D hclient静态连接在/sbin  
  /sbin/dhclient-scri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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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hclient-script 是 FreeBSD 指 定 的 DH CP 客 户 端 配 置 脚 本 它 在 dhclient-script
http://www.freebsd.org/cgi/m an.cgi?query=dhclient-script& sektion=8 中描述 但不需要用户做任何
修改  

  /var/db/dhclient.leases 
D H CP 客户端保存了一个数据库文件 将这个文件中作为一个日志 dhclient.leases

http://www.freebsd.org/cgi/m an.cgi?query=dhclient.leases& sektion=5 给出了一个比较长的描述  

17.8.6  更进一步的阅读 

DH CP 协议的完整描述在 RFC2131 中 它的 URL 是 http://www.freesoft.org/CIE/R FC2131 信
息源已放在 dhcp.org上  

17.9  D N S 

17.9.1  概要 

FreeBSD 使用一个叫作 BIN D (Berkeley Internet N am e D om ain)的程序来运行 DNS 协议 DN S 是
一个用来映射 IP 地址的协议 例如 查询 www.FreeBSD .org将返回一个 The FreeBSD  Project's web
服务器的 IP 地址的回应 而查询 ftp.FreeBSD .org将返回一个相应的 FTP 机器的 IP 地址  

DN S 通过一个复杂的根域名服务器和其他小范围的域名服务器来定位 internet 这篇文章参考
了 BIN D 8.x BIN D 9.x可以从 net/bind9 port中安装  

RFC1034 和 R FC1035 定义了 DN S 协议 当前 BIN D 主要由 Internet Software Consortium  
(www.isc.org)维护  

17.9.2  术语 

要理解这篇文章 应当了解一些与 DNS 相关的术语  
 

forward D N S 将主机名映射为 IP 地址 

origin 指代了包括特定区域文件的域 

nam ed bind nam e server FreeBSD 中为 BIN D 命名的服务器软件包的一般名称 

resolver 一台机器为区域信息查询名字服务器的系统进程 

reverse D N S 与 DNS 相反 把 IP 地址映射为主机名 

root zone 照字面意思 一个“.” 指 root或开始区域 所有其他的区域跟在后面 就像所有的

文件都跟在 root目录后一样 它是 Internet区域层次结构的开始 

zone 每一个单独的域 子域 DNS 指示的区域 
 

区域 zone 的例子: 
  �是根区域  
  org.是根区域下的一个区域  
  foobar.org是 org. 区域下的一个区域  
  foo.foobar.org.是 foobar.org. 区域下的一个区域中的子域  
  1.2.3.in-addr.arpa是一个参照了所有 3.2.1.* 下面的 IP 地址的区域  
正如所看到的 越特定的部分越位于在它的左边 例如 foobar.org�要比 org�特殊 而 org�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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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 root区域特殊 一个主机名的每个部分的设计更像一个文件系统 比如/dev目录在 root下面   
17.9.3  运行域名服务器的原因 

域名服务器通常有两种形式 一个授权的域名服务器 和一个带有缓存的域名服务器  
一个授权的域名服务器  
  需要服务全球的 DNS 信息 针对查询的正式回复  
  注册一个域名 例如 foobar.org IP 地址需要被指派给主机名  
  需要与 DNS 记录相对应的一个 IP 地址块 IP 到主机名  
  一个备份的域名服务器 叫作 slave 当主机停掉或无法访问时 需要对此作出回应  
一个带有缓存的域名服务器  
  一个本地 DNS 服务器要比一个外部的域名服务器反应更快  
  在网络传输量很大时 做一些限制是必要的  
当查询 www.FreeBSD .org时 通常需要向上搜索 ISP 的域名服务器 然后重新获得回应 对于

一个本地的带有缓存的域名服务器 查询必须通过缓存的域名服务器才能与外部网络进行联系
既然信息已经被缓存起来 每一个查询将不需要都通过局域网的外部连接  

17.9.4  它如何工作 

在 FreeBSD 中 BIN D 程序被叫作 #�� �	  
 

nam ed BIN D 守护程序 

ndc 守护程序的控制程序 

/etc/nam edb BIN D 区域信息放置的目录 

/etc/nam edb/nam ed.conf 守护程序配置文件 
 

区域文件通常被包含在/etc/nam edb 目录下 也包括被域名服务器服务的区域信息  

17.9.5  启动 BIN D  

既然 BIN D 是默认安装的 配置它就很简单了 要保证在启动时就启用 nam ed 程序 可以把
下面这行加到/etc/rc.conf中  

    named_enable="YES"

如果要手动启动程序 
    # ndc start

17.9.6  配置文件 

确信在/etc/nam edb/localhost.rev中正确地创建了本地的反向 DNS 区域文件  
 

  # cd /etc/namedb
    # sh make-localhost
/etc/namedb/named.conf

    // $FreeBSD$

    //

    // Refer to the named(8) manual page for details.  If you are ever going

    // to setup a primary server  make sure you've understood the hairy

    // details of how DNS is working.  Even with simple mistakes  you can

    // break connectivity for affected parties  or cause huge amount of

    // useless Internet traff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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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ptions {

            directory "/etc/namedb";

    // In addition to the "forwarders" clause  you can force your name

    // server to never initiate queries of its own  but always ask its

    // forwarders only  by enabling the following line:

    //

    //      forward only;

    // If you've got a DNS server around at your upstream provider  enter

    // its IP address here  and enable the line below.  This will make you

    // benefit from its cache  thus reduce overall DNS traffic in the

    Internet.

    /*

            forwarders {

                    127.0.0.1;

            };

    */
 

就像注释中所说的 使用 forward 将启用 DNS 的缓存 在通常的情况下 一个域名服务器
将循环地查询 Internet 寻找某个域名服务器 直到它找到了它要找的答案 把这个启用之后 将
会让它先向上查询域名服务器 然后使用它的缓存 如果向上的有问题的域名服务器有很大的通
信量 启用缓存域名服务器是很有必要的  
 

127.0.0.1在这儿不能工作 在你连接时把这改成一个上游的一个域名服务器的

IP地址  
 

            /*

             * If there is a firewall between you and name servers you want

             * to talk to  you might need to uncomment the query-source

             * directive below.  Previous versions of BIND always asked

             * questions using port 53  but BIND 8.1 uses an unprivileged

             * port by default.

             */

            // query-source address * port 53;

            /*

             * If running in a sandbox  you may have to specify a different

             * location for the dumpfile.

*/

            // dump-file "s/named_dump.db";

    };

    // Note: the following will be supported in a future release.

    /*

    host { any; } {

            topology {

                    127.0.0.0/8;

            };

    };

    */

    // Setting up secondaries is way easier and the rough picture for this

    // is explained below.

    //

    // If you enable a local name server  don't forget to enter 127.0.0.1

    // into your /etc/resolv.conf so this server will be queried first.

    // Also  make sure to enable it in /etc/rc.con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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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one "." {

            type hint;

            file "named.root";

    };

    zone "0.0.127.IN-ADDR.ARPA" {

            type master;

            file "localhost.rev";

    };

    zone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IP6.INT" {

            type master;

  file "localhost.rev";

    };

    // NB: Do not use the IP addresses below  they are faked  and only

    // serve demonstration/documentation purposes!

    //

    // Example secondary config entries.  It can be convenient to become

    // a secondary at least for the zone where your own domain is in.  Ask

    // your network administrator for the IP address of the responsible

    // primary.

    //

    // Never forget to include the reverse lookup (IN-ADDR.ARPA) zone!

    // (This is the first bytes of the respective IP address  in reverse

    // order  with ".IN-ADDR.ARPA" appended.)

    //

    // Before starting to setup a primary zone  better make sure you fully

    // understand how DNS and BIND works  however.  There are sometimes

    // unobvious pitfalls.  Setting up a secondary is comparably simpler.

    //

    // NB: Don't blindly enable the Example s below. :-)  Use actual names

    // and addresses instead.

    //

    // NOTE!!! FreeBSD runs bind in a sandbox (see named_flags in rc.conf).

    // The directory containing the secondary zones must be write accessible

    // to bind.  The following sequence is suggested:

    //

    //      mkdir /etc/namedb/s

    //      chown bind:bind /etc/namedb/s

    //      chmod 750 /etc/namedb/s
 

在一个 sandbox中有关运行 BIN D 的信息 可以看看在 sandbox中运行 nam ed 的说明  
 

    /*

    zone "domain.com" {

            type slave;

            file "s/domain.com.bak";

            masters {

                    192.168.1.1;

            };

    };

    zone "0.168.192.in-addr.arpa" {

            type slave;

            file "s/0.168.192.in-addr.arpa.bak";

            masters {

                    192.168.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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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在 nam ed.conf中 这些是针对转发域和反向区域的记录的例子 在每个服务的新区域中 一
个新的区域记录必须被添加到 nam ed.conf中 例如 最简单的区域记录 foobar.org是这样的  
 

    zone " example.org "{

type master;

        file "example.org";

    };
 

这个区域是一个主服务器 可以通过类型声明来显示  
 

    zone "example.org" {

type slave;

        file "example.org";

    };
 

在辅助域名服务器例子中 区域信息作为特殊的区域从主域名服务器被传输 并在被指定的
文件中被保存 当主服务器当机或无法访问 辅助域名服务器将替换主服务器来提供服务  

一个针对 foobar.org的区域文件(/etc/nam edb/foobar.org)是这样的  
 

    $TTL 3600

    example.org. IN SOA ns1.example.org. admin.example.org. (

                            5               ; Serial

                            10800           ; Refresh

                            3600            ; Retry

                            604800          ; Expire

                            86400 )         ; Minimum TTL

    ; DNS Servers

    @       IN NS           ns1.example.org.

    @       IN NS           ns2.example.org.

    ; Machine Names

    localhost      IN A  127.0.0.1

    ns1             IN A    3.2.1.2

    ns2             IN A    3.2.1.3

    mail            IN A    3.2.1.10

    @               IN A    3.2.1.30

    ; Aliases

   www             IN CNAME @

    ; MX Record

    @               IN MX   10      mail.example.org.
 

每个后面有一个“�”的域名是一个正确的域名 没有一个点将无法参考它的来源
例如 w w w 被翻译成 w w w + origin 在我们的假设的区域文件中 我们的区域是foobar.org.
所以 w w w 将翻译为 w w w .foobar.org  

一个区域文件的格式是这样的  
    recordname      IN recordtype   value

绝大多数使用 DNS 记录  
SO A   
区域认证的开始  
NS  
一个授权的域名服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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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一个主机地址  
CN A M E  
用一个规范的名字作为一个别名  
M X   
邮件交换  
PTR   
一个域名指示器 用在反向域名信息中  

 

example.org. IN SOA ns1.example.org. admin.example.org. (

                            5               ; Serial

                            10800           ; Refresh after 3 hours

                            3600            ; Retry after 1 hour

                            604800          ; Expire after 1 week

                            86400 )         ; Minimum TTL of 1 day

example.org.

域名 也是这个区域文件的来源  
ns1.example.org.

这个区域的主/认证域名服务器  
admin.example.org.

这个区域的可信任的管理员的 em ail地址 Em ail地址中的@ 被.替换  
5

这个文件的序列号 必须在每次每个区域文件修改时增加 现在 每个管理员都喜欢用
yyyym m ddrr格式来作为序列号 2001041002 意思是上次修改的时间是 04/10/2001 后面的 02 是
这天的第 2次修改 序列号是很重要的  

    @       IN NS           ns1.example.org.

这是一个 NS 记录 每个将回复认证信息的域名服务器必须有这样一个记录 这里的@ 是给
exam ple.org的 @ 将转换成来源  
 

    localhost IN A    127.0.0.1

    ns1 IN A    3.2.1.2

    ns2 IN A    3.2.1.3

    mail IN A    3.2.1.10

@ IN A    3.2.1.30
 

A 记录指出了机器的名字 就如上面看到的 ns1.exam ple.org将指定给 3.2.1.2 另外 来源符
号@ 在这儿也被使用 @ 翻译成了 origin  

    www             IN CNAME @

规范的名称记录通常被用来给一台机器以别名的 在这个例子中 www 被别名成与来源联系
的机器地址 或 exam ple.org (3.2.1.30) CN A M E 能被用来提供别名主机名  

    @               IN MX   10      mail.example.org.

M X 记录指出了哪个邮件服务器可以用来接受邮件 m ail.exam ple.org是邮件服务器的主机名
10 成了那台邮件服务器的优先权  

如果有几个邮件服务器 它们的优先权是 3 2 1 一个试图分发给 exam ple.org的邮件服务
器将先运行最高级优先权 M X 然后是第二优先权 依次类推 直到邮件被正确分发完  

对于 in-addr.arpa 的区域文件 也可以使用同样的格式 除了使用 PTR 记录来代替 A 或
CNA M E  
 

    $TTL 3600

  1.2.3.in-addr.arpa. IN SOA ns1.example.org. admin.example.org. (

                            5               ; Serial

                            10800           ; Refre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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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00            ; Retry

                            604800          ; Expire

                            3600 )          ; Minimum

    @       IN NS   ns1.example.org.

    @       IN NS   ns2.example.org.

    2       IN PTR  ns1.example.org.

    3       IN PTR  ns2.example.org.

    10      IN PTR  mail.example.org.

    30      IN PTR example.org.
 

这个文件得到了上面我们假设的域的域名映射的 Ip 地址  

17.9.7  缓存域名服务器 

缓存域名服务器 caching nam e server 是一个不需要授权的域名服务器 它只要对它自己做
一个简单的查询 以后使用时就记住了 要设置一个缓存域名服务器 只需要像平常配置域名服
务器一样 省略掉包含的区域  

17.9.8  在 Sandbox 中运行 nam ed 

为了添加更多的安全性 你需要在 sandbox 中运行 nam ed 这将减少潜在的危害 如果在它
的命令行包含一个 sandbox 目录 nam ed 将在完成处理这个命令行时 chroot进那个目录 默认的
FreeBSD 安装包含一个带有 group 的用户 bind 如果我们要在/etc/nam edb/sandbox目录中添加一个
sandbox 可以这样运行  

     # /usr/sbin/named -u bind -g bind -t /etc/namedb/sandbox <path_to_named.conf>

为了成功运行 nam ed 需要按下面进行配置 我们将假设你的 sandbox 的位置是
/etc/nam edb/sandbox  

  创建 sandbox的目录: /etc/nam edb/sandbox  
  创建其他必需的目录: etc 和 var/run  
  拷贝/etc/localtim e 到 sandbox/etc  
  确定在 sandbox中的所有文件和目录的拥有者为 bind:bind: 
# chown -R bind:bind /etc/namedb/sandbox
# chmod -R 750 /etc/namedb/sandbox

当在 sandbox中运行 nam ed 时 需要知道一些事情  
  nam ed.conf文件和所有你的区域文件必须在 sandbox中  
  为了在日志信息中有正确的时间 sandbox/etc/localtim e是必需的  
  nam ed 将它的进程 ID 写入到一个 sandbox/var/run 文件中  
  用于通信的 unix socket将被创建在 sandbox/var/run 中  
  当使用 ndc工具时 通过使用# ndc -c /etc/nam edb/sandbox/var/run/ndc 你必须指定你在
sandbox中创建的 Unix socket的位置  

  如果启用了日志文件 那日志文件必须在 sandbox中  
如果下面一行在/etc/rc.conf文件中 nam ed 可以在 sandbox中被正确启动  
    named_flags="-u bind -g bind -t /etc/namedb/sandbox <path_to_named.conf>"

17.9.9  如何使用域名服务器 

如果安装正确 域名服务器能通过网络和本地机器来访问 /etc/resolv.conf必须用本地 IP 地
址包含一个域名服务器的记录 所以它将先寻找本地域名服务器  

要通过网络访问它 机器必须在它自己的域名服务器配置选项中将 IP 地址设置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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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10  安全 

虽然 BIN D 是最常用的 DNS 运行程序 但也有很多安全方面的问题 一些可能的或可利用的
安全漏洞时常被找到  

订 阅 CER T(http://www.cert.org)或 者 freebsd-announce(http://www.Free BSD . org/handbook/ 
eresources.htm l #ER ESO U R CES-M A IL)是一个好主意 它们会经常发布最新的 Internet和 FreeBSD
的安全问题  
 

如果一个问题出现了 需要及时地寻找修复错误的源代码 并做出修补  

17.9.11  更进一步的阅读 

BIN D /nam ed 联机手册 ndc nam ed nam ed.conf 
  O fficial ISC Bind Page http://www.isc.org/products/BIN D  
  BIN D  FA Q http://www.nom ium .com /resources/faqs/bind-faqs.htm l  
  O 'R eilly D N S and BIN D  4th Edition http://www.oreilly.com /catalog/dns4  
  R FC1034 - D om ain N am es - Concepts and Facilities ftp://ftp.isi.edu/in-notes/rfc1034.txt  
  R FC1035 - D om ain N am es - Im plem entation and Specification ftp://ftp.isi.edu/in-notes/ 
rfc1035.txt  

17.10  N T P 

17.10.1  概要 

随着系统的运行 计算机的时钟可能会发生漂移 走快或走慢 计算机时钟变得不再正确
NTP (N etwork Tim e Protocol)是一种确保计算机时钟正确的方法  

许多 Internet服务依赖于或得益于精确的计算机时钟 例如 一个 web 服务器如果它
在一定时间被修改了的话 那它就可以接受一个发送文件的请求 像 cron 这样的服务需要
在一个给定的时间内运行命令 如果时钟发生错误 这些命令就无法像我们所期望的那样
运行  

FreeBSD 包含了 ntpd N TP 服务器 它可以用来查询其他的 NTP 服务器以便与为你的机器设置
时钟或为其他机器提供时钟服务  

17.10.2  选择适当的 N TP 服务器 

为了同步你的时钟 你需要一个或多个 N TP 服务器 网络管理员或 ISP 可以为你提供
这个服务 下面是一个可以提供这种服务的 N TP 服务器列表 http://w w w .eecis.udel.edu/~ 
m ills/ntp/servers. htm 确信你明白你选择的服务器的规则 如果需要的话 需要请求对方
开放权限  

17.10.3  配置你的机器 

如果希望在启动机器时就同步你的时钟 可以使用 ntpdate 这对那些频繁重启和很少要求同
步的一些桌面机器是比较适合的 但绝大多数的机器会运行 ntpd  

对于那些运行 ntpd 的机器来说 在启动时使用 ntpdate 也是一个好主意 无论机器的当前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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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与正确时钟之间的变化有多大 Ntpd 会逐渐地改变时钟 而 ntpdate会设置时钟  
要在启动时启用 ntpdate 需要在/etc/rc.conf中添加一行 ntpdate_enable=“Y ES” 
也需要在 ntpdate_flags中指定所有希望同步的和所有已被传递给 ntpdate的服务器  

NTP 可以用在 ntp.conf中描述的格式通过/etc/ntp.conf文件来配置 这儿是一个简单的例子  
 

server ntplocal.example.com prefer

server timeserver.example.org

server ntp2a.example.net
 

driftfile /var/db/ntp.drift
 

server 选项指定了哪个服务器将被使用 如果一个服务器被指定为优先的 比如
ntplocal.exam ple.com 那这个服务器就比其他服务器更有优先权 如果它与其他服务器的响应很不
同 那从那个有优先权的服务器接受的响应将被丢弃 首选项一般都是给具有高精度的 NTP 服务
器使用的  

Driftfile 选项指定了哪个文件被用来储存系统时钟的频率偏置 Ntpd 使用这个来自动补偿时
钟的自然漂移 即使它与外部时钟源断开了一段时间 也可以让它保持一个具有相当正确的设置  

Driftfile 选项指定了哪个文件被用来存储有关先前来自你正在使用的 NTP 服务器的回应 这
个文件包含了针对 NTP 的内部信息 它不会被任何其他处理所修改  

默认情况下 你的 NTP 服务器将可以访问 internet上的所有主机 在 ntp.conf文件中的一些限
制选项允许你控制哪台机器能够访问你的服务器  

如果你想拒绝所有的机器访问你的 NTP 服务器 添加下面这行到/etc/ntp.conf  
restrict default ignore

如果你只想在你自己网络内的机器同步他们的时钟 当不让他们配置服务器或作相反的同步
添加下面这行  

restrict 192.168.1.0 mask 255.255.255.0 notrust nomodify notrap

这儿的 192.168.0.1 是你网络中的一个 IP 地址 而 255.255.255.0 是你网络的子网掩码  
/etc/ntp.conf可以包含多个限制选项 更多细节 可以参看 ntp.conf的访问控制支持单元  

17.10.4  运行 N TP 服务器 

要确保 NTP 服务器在启动时就启动 需要在/etc/rc.conf中添加一行  
xntpd_enable="YES"

如果你希望传递额外的标记给 ntpd 可以在/etc/rc.conf中编辑 xntpd_flags参数  
如果在不重新启动机器的情况下启动服务的话 运行 ntpd 确保在/etc/rc.conf中从 xntpd_flags

指定一些其他的参数 例如  
# ntpd -p /var/run/ntpd.pid

17.10.5  以一个临时的 Internet连接使用 ntpd(8) 

ntpd 不需要永久地连接到 Internet就可以完成功能 然而 如果你使用的临时连接是按照按
需拨号配置的 这是一个好主意 因为它可以阻止 NTP 通信触发连接而导致连接长时间在线 如
果你使用用户级 PPP 可以在/etc/ppp/ppp.conf中使用过滤指示器 例如  
 

set filter dial 0 deny udp src eq 123 # Stop NTP form starting a dial out

set filter dial 1 permit 0 0

set filter alive 0 deny udp src eq 123 # Stop inbound NTP traffic from

keeping the connection open

set filter alive 1 deny udp dst eq 123 # Stop outbound NTP traffic fr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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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eping the connection open

set filter alive 2 permit 0/0 0/0
 

更多细节 可以在 ppp 的联机手册中看看 PACK ET FILTER IN G 那节 和在/usr/share/ 
exam ple/ppp/中例子  
 

一些ISP会阻断一些数字比较低的端口 阻止N T P回应到达你的机器  

17.10.6  更多信息 

有关 NTP 服务器的文档可以在/usr/share/doc/ntp 中找到  

17.11  网络地址转换 

17.11.1  概要 

FreeBSD 的网络地址转换程序 通常以 natd 最为著名 它是一个接收 IP 数据包 把本地机器
改为数据的源 IP 地址 然后再把这些数据包重新封包为 IP 数据流 Natd 通过改变 IP 地址和端口
源来完成这些 以便当数据被接收回来的时候 能决定数据的真实源地址 然后返回它的最初的
请求 NAT 的最普通用法是 Internet连接共享  

17.11.2  设置 

由于在 IPv4 协议基础上可用的 IP 地址越来越少 而且随着 cable 和 D SL 这样的宽带接入用
户的越来越多 人们更加需要用到 Internet连接共享 通过使用 natd 来使用连接共享可以让几台
机器通过一个 IP 地址来访问因特网 这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要这样做 在 Iternet上的 FreeBSD 机器必须充当一个网关 这个网关机器必须有两个 NIC-
一个用于连接到路由器 另一个用于连接到内部局域网 所有在局域网上的机器需要通过一个 hub
或交换机连接起来  

 
这样设置使那些无法访问 Internet的机器可以通过这个网关来访问外部网络  

17.11.3  配置 

下面这个选项必须存在于内核配置文件中  
    options IPFIREWALL

    options IPDIVERT

另外 作为选择 下面几项也是可以的  
     options IPFIREWALL_DEFAULT_TO_ACCEPT

     options IPFIREWALL_VERBO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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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几项必须在/etc/rc.conf文件中  
 

gateway_enable="YES"

    firewall_enable="YES"

    firewall_type="OPEN"

    natd_enable="YES"

    natd_interface="fxp0"
    natd_flags=""

 

gateway_enable= Y ES  把机器设为一个网关 运行 sysctl -w net.inet.ip.forwarding=1 也是同样的
结果  

firewall_enable= Y ES  在启动时在/etc/rc.firewall文件中启用防火墙规则  
firewall_type= O PEN  这个指定一个预先确定什么可以进入的防火墙规则  

查看/etc/rc.firewall了解更多情况  
natd_interface= fxp0  确定哪个接口是传输数据包的 连接 Internet的接口  
natd_flags=  在启动时通过 natd 的任何额外选项  
 

前面在文件中的定义将在启动时运行 natd 接口是 fxp0 这也可以手动运行  
在 LA N 后面的每台机器和接口将在私有网络空间中被分派 IP 地址 它会有一个默认的 natd

机器的内部 IP 地址网关  
例如 LA N 中的客户机 a b 有 IP 地址 192.168.0.2 和 192.168.0.3 而 natd 机器的 LAN 接口

有一个 IP 地址 192.168.0.1 客户机 a b 的默认网关就是 natd 机器的 IP 地址 192.168.0.1 natd
机器的内部或外部接口都不需要作任何修改就可以工作  

17.11.4  端口重定向 

Natd 的缺点是不能从 Internet访问 LAN 客户端 在 LA N 中的客户端能够与外部世界连接 但
不能接收输入信息 如果你设法在某台客户机器上运行 Internet 服务 这将是一个问题 一个简
单的方法是在 natd 机器上重定向 Internet端口到一个 LAN 机器上  

例如 一个 IRC 服务器运行在客户机 A 上 一个 web 服务器运行在客户机 B 上 如果能让这
个设置正常工作 在端口 6667 上 irc 80 的连接必须被重新定位到各自的机器上去  

-redirect端口必须用适当的选项被传给 natd 语法是这样的  
-redirect_port proto targetIP:targetPORT[-targetPORT]

                     [aliasIP:]aliasPORT[-aliasPORT]

   [remoteIP[:remotePORT[-remotePORT]]]

在上面的例子中 结果是这样的  
-redirect_port tcp 192.168.0.2:6667 6667

-redirect_port tcp 192.168.0.3:80 80

这将重新把适当的端口定位为 LAN 客户机  
-redirect端口被用来指出端口的范围 例如 tcp 192.168.0.2:2000-3000 2000-3000 将重新定

位所有在端口 2000 到 3000 上的接收数据的连接  
当直接运行 natd 或用/etc/rc.conf中的选项替换的话 这些选项可以被使用 

  natd_flags=""

更多的配置选项 请参看 natd 的联机手册  

17.11.5  地址重定向 

如果有几个 IP 可以使用 地址重定向是很有用的 然而它们必须在一台机器上 基于这点
natd 可以分配每个 LAN 客户机一个它自己的扩展 IP 地址 Natd 接着用适当的扩展 IP 地址从 LA N
客户端重新写入输出数据包 然后重新把所有的接收数据在一个特殊的 IP 地址上返回给指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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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 N 客户机 这以静态 NA T 出名 例如 IP 地址 128.1.1.1 128.1.1.2 和 128.1.1.3 属于 natd 网
关机器 128.1.1.1 能被用作 natd 网关机器的扩展 IP 地址 而 128.1.1.2 和 128.1.1.3 被转回 LA N
客户机 A 和 B  

-redirect地址的语法是这样的  
-redirect_address localIP publicIP

localIP LA N 客户端的内部 IP 地址  
PublicIP 与 LA N 客户端对应的外部 IP 地址  
在这个例子中  
像-redirect端口 这些标记被定位在/etc/rc.conf中 对于地址重定向 既然所有的在特殊 IP

地址上接收的所有数据已经被重定向 那端口重定向就不需要了  
在 natd 机器上的扩展 IP 地址必须是活动的 对于外部的接口要使用别名 参考 rc.conf配置

文件了解详细的信息  

17.12  inetd 超级服务器  

17.12.1  概要 

inetd 被称为“Internet Super-Server” 因为它管理几个守护程序的连接 提供网络服务的程序
通常作为守护程序 inetd 充当一个其他程序的管理服务器 当一个连接被 inetd 接收时 它将决
定连接将前往哪个程序 通过运行一个 inetd 可以减少独立地运行每个守护程序给系统带来的负
载  

起初 inetd 用来产生其他程序 但几个普通的协议将直接被使用 如 chargen auth 和 daytim e  
这节将通过它的命令行选项和配置文件/etc/inetd.conf介绍配置 inetd 的基础知识  

17.12.2  设置 

inetd 将通过/etc/rc.conf 系统来进行初始化 inetd_enable 选项默认被设置成”N O ” 但通过
sysinstall可以被多次打开  

    inetd_enable="YES"

或 
inetd_enable="NO"

inetd 在启动时可以被启用或禁用 另外 不同的命令行选项能够通过 inetd_flags选项来传给
inetd  

17.12.3  命令行选项 

inetd 语法  
inetd [-d] [-l] [-w] [-W ] [-c m axim um ] [-C rate] [-a address | hostnam e] [-p filenam e] [-R  rate] 

[configuration file] 
-d 
打开调试选项  
-l  
打开成功连接的日志  
-w  
打开 TCPwrapper作为扩展服务 默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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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打开 TCPwrapper作为 inetd 内建的内部服务 默认的  
-c m axim um   
指定默认的每个设备的最大的并发访问数量 默认是无限的  
-C rate  
指定默认的在一分钟内从一个 IP 地址调用一个服务所需的最大次数 默认是无限的  
-R  rate  
指定在一分钟内调用一个服务所需的最大时间 默认是 256 0 允许被无限制地调用  
-a  
指定一个特殊的绑定 IP 地址 可以指定一个主机名  
当 IPv4 和 IPv6 绑定都想要时 每个希望绑定的协议被要求有在/etc/inetd.conf中的每个服

务记录 例如 一个基本的 TCP 服务将需要两个记录 一个用作 tcp4 协议 另一个用作 tcp6
协议  

-p  
指定一个其他文件用来存储进程 ID  
这些选项可以在/etc/rc.conf中使用 inetd_flags 选项来传给 inetd 默认的 inetd_flags被设置成

“-wW ” 这可以为 inetd 的内部和外部服务打开 TCPwrapper 对于新手来说 这些参数不需要被
修改或在/etc/rc.conf中修改  

17.12.4  inetd.conf 

inetd 的配置可以通过/etc/inetd.conf文件来控制  
当/etc/inetd.conf作了修改的时候 inetd 能够通过发送一个 H angU P 信号给 inetd 进程来重新读

取它的配置文件  

例 17-4  发送一个 H angU P 信号给 inetd 
    # kill -HUP `cat /var/run/inetd.pid`

配置文件的每一行会指定一个不同的程序 在文件中的可以在这行前加上一个 # 号
/etc/inetd.conf的格式是这样的  
 

    service-name

    socket-type

    protocol

    {wait|nowait}[/max-child[/max-connections-per-ip-per-minute]]

    user[:group][/login-class]

    server-program

    server-program-arguments
 

一个使用 IPv4 的 ftpd 程序的记录是  
    ftp     stream  tcp     nowait  root    /usr/libexec/ftpd       ftpd -l

service-name

这是特殊程序的服务名 它必须在/etc/services文件中指定一个服务 这个决定了哪个 inetd 的
端口必须被侦听 如果一个新的服务被创建 它必须先在/etc/services文件中设置  

socket-type

是 stream dgram raw 还是 seqpacket stream 被用来作为 TCP 程序连接 而 dgram 被用来作
为利用 UDP 的传输协议  

protocol

其中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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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p tcp4 TCP IPv4 

udp udp4 U D P IPv4 

tcp6 TCP IPv6 

udp6 U D P IPv6 

tcp46 Both TCP IPv4 and v6 

udp46 Both U D P IPv4 and v6 
 

{wait|nowait}[/max-child[/max-connections-per-ip-per-minute]]

wait|nowait指出了调用 �#��	的程序是否能够利用它自己的 socket dgram  socket类型必须使用
wait选项 而数据流 socket程序通常是多线程的 应当使用 nowait W ait通常提交多个 socket给
一个进程 而 nowait给每个新 socket产生一个子进程  

�#��	 可以产生的最大进程数目可以使用 m ax-child 选项来设置 除此之外 另一个限制从一
个简单的地方到一个特殊的程序的限制最大连接的选项能被启用 m ax-connections-per-ip-per- 
m inute 就是这样做的 这儿的 10 将限制任何特殊的连接到一个特殊服务的 IP 地址的次数保持在
每分钟 10 次 这对阻止有意或无意的资源消耗和 DoS 攻击很有用的 在这个领域中 wait或 nowait
是强制性的 m ax-child 和 m ax-connections-per-ip-per-m inute 是可选择的 一个没有任何 m ax- 
child 或 m ax-connections-per-ip-per-m inute限制的多线程程序将是 nowait 

带有 10 个进程的最大限制的同样的程序将读成 nowait/10 
另外 同样的每分钟每个 IP 地址限制在 20 个连接的设置和 10 个子进程的最大限制将写成

nowait/10/20 
这些选项可以通过默认的 ��#���	程序设置来完成 如下  
    finger stream tcp  nowait/3/10 nobody /usr/libexec/fingerd fingerd -s

user

用户是运行特殊程序的用户名 通常情况下 程序运行在 root用户下 出于安全目的 它可
以用其他用户的身份来运行的一些服务器 或至少没有用户使用的  

server-program

当连接被接受时 程序将被执行 如果程序是被 �#��	 所提供的一个服务 那内部的服务将
被启用  

server-program-arguments

这个选项通过指定连接服务程序的参数 用 argv[0]来启动 在启动时直接传到程序 如果
m ydaem on -d 是命令行 m ydaem on -d 将是服务程序的参数值 另外 如果程序是一个内部服务
在这儿使用 internal  

17.12.5  安全 

在安装时请选择安全选项 许多 �#��	 程序可能默认是被启用的 如果对于一个特殊的程序
没有特殊的需要 可以把它停止 可以在有问题的程序前面加上一个“#” 然后发送一个 hangup
信号给 �#��	 一些程序 如 fingerd 根本就不需要 因为它们会给攻击者提供很多信息  

一些守护程序是没有安全意识的 或者是允许长时间的 不存在超时的连接 这样会让攻击
者发送一些连接请求给一个特殊的守护程序 因而占用了可用的资源 在某个程序上放上
ip-per-m inute和 m ax-child 限制可能是一个好主意  

17.12.6  其他方面 

	�4��� � ��� � ���
 	�����	 ������#和 ����都是 �#��	提供的内部服务  
����服务提供了验证(ident identd)网络服务 参考 �#��	的联机手册了解更深入的信息  



 

351

 
 
 

第第 1188 章章  
电电子子邮邮件件  

 
 

18.1  概  要 

电子邮件是现在使用最广泛的通信方式之一 这章将对在 FreeBSD 上
运行一个邮件服务器做一个基本的介绍 然而 它并不是一个完整的参考
事实上有许多重要的细节都被略过了 有关这个主题的更完整的介绍 可
以参考附录 B 中所列出的很多精彩的书籍  

读完这章 你会了解到  
  什么软件组件是与发送和接收 em ail有关的  
  基本的 ��#	� ���配置文件  
  如何使用你的邮件服务器阻止一些非法的邮件中继  
  如何处理一些基本的邮件服务器的问题  
在阅读这章之前 你必须了解  
  正确地配置你的网络连接 第 17 章  
  正确地为你的邮件服务器配置 DNS 信息 第 17 章  
  知道如何安装第三方软件 第 4章  

18.2  使用电子邮件 

邮件交换共有 5个部分 它们是 用户端程序 服务器端程序 DN S
PO P 或 IM A P 协议 邮件主机  

18.2.1  用户端程序 

用户端程序就是如 ��� �#� � ��� 这些的程序 或是更复杂一点的
GUI程序如 !���� ��� ���还有一些老的像 W W W 浏览器一样的程序 这些
程序只是单纯地通过呼叫 sendm ail程序或是通过 TCP 来传送 把所有的邮
件传输工作交给“邮件主机”来处理  

18.2.2  邮件主机服务器守护程序 

邮件主机服务器守护程序通常是指那些在后台执行的 sendm ail 或是
sm ail 还有像 1� ��� 
�����或 ���� 这些 还有其他一些 但这些用的不
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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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器守护程序通常有两个功能——接收和发送邮件  
它不允许你通过 POP 或 IM A P 来连接读取邮件 你需要一个额外的守护程序  
需要记住 ��#	� ���的一些比较老的版本有些安全问题 到现在这些问题都已经解决了 通

常 将你的软件升级到最新版是个好主意  

18.2.3  E m ail和 D N S 

域名系统 DN S 以及它的守护程序 nam ed 在邮件分发的过程中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为了从你的站点向另一个站点分发邮件 服务器守护程序将在 DNS 中寻找站点来决定将接收

邮件的主机  
当有邮件被发送给你的时候 它就用同样的方法工作 DNS 包含了主机名到 IP 地址和主机名

到邮件主机映射的数据库 IP 地址用一个 A 记录来指定 M X 记录指定为接收邮件的邮件主机
如果你没有一个针对你主机名的一个 M X 记录 邮件将被直接分发到你的主机  

18.2.4  接收邮件 

为你的域接收邮件是通过邮件主机来完成的 它会把收集的邮件发送给你 然后存储起来以
便阅读或挑选 为了获得保存的邮件 你需要连接到邮件主机 可以用 POP 或 IM A P 方式来做
如果要直接从邮件主机阅读邮件 POP 或 IM A P 服务器不是必需的  

如果你要运行一个 POP 或 IM A P 服务器 有两件事你必须做  
1 从 ports collection 得到一个 POP 或 IM A P 守护程序 安装到你的系统  
2 修改/etc/inetd.conf文件来加载 POP 或 IM A P 服务器  

18.2.5  邮件主机 

邮件主机是服务器给的一个名字 主要是从你的主机 也可能是你的网络发送和接收邮件  

18.3  sendm ail配置 

��#	� ���是 FreeBSD 上默认的邮件传输代理(M TA )程序 ��#	� ���的工作是从邮件用户代理
M U A 那里接收邮件 然后根据配置文件的定义把它们分发给适当的邮箱 ��#	� ��� 也能够接
受网络连接 把邮件分发给非本地邮箱或传给另一个程序  

��#	� ���使用下面的配置文件  
 

/etc/m ail/access  sendm ail访问控制数据库文件 

/etc/m ail/aliases  邮箱别名 

/etc/m ail/local-host-nam es  用来接收邮件的主机名列表 

/etc/m ail/m ailer.conf  邮件程序配置 

/etc/m ail/m ailertable  邮件分发列表 

/etc/m ail/sendm ail.cf  sendm ail的主配置文件 

/etc/m ail/virtusertable  虚拟用户和域列表 

18.3.1  /etc/m ail/access 

访问数据库定义了什么主机或 IP 地址能访问本地邮件服务器和哪种类型访问 主机可能会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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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OK R EJECT R ELA Y 或者简单地通过 ��#	� ���的错误检测程序来检测给定的邮件错误 主
机默认是列为 OK 只要邮件的最终目的地是本地机器 它允许发送邮件到这个主机 列出 REJECT
的主机将拒绝所有的邮件连接 它们的主机名上带有 RELA Y 选项的主机被允许通过这个邮件服
务器发送邮件到任何目的地  

例 18-1  配置 sendm ail访问数据库 
    cyberspammer.com 550 We don't accept mail from spammers

    FREE.STEALTH.MAILER@ 550 We don't accept mail from spammers

    another.source.of.spam REJECT

    okay.cyberspammer.com OK

    128.32 RELAY
 

在这个例子中 我们有 5个记录 与左边列表匹配的邮件发送者受到右边列表动作的影响
前两个例子给出了一个 sendm ail错误检测程序检测到的错误代码 当一个邮件与左边列表相匹配
时 这个信息会被发送到远程主机上 下一个记录会拒绝来自 Internet 上一个特定主机
another.source.of.spam 的邮件 下一个记录会接受来自主机 okay.cyberspam m er.com 的邮件连接 它
要比上面的那行 cyberspam er.com 更加确切 更多特定的匹配会覆盖不确切的匹配 最后的记录会
允许转发来自 128.32 作为起始 IP 地址的主机的电子邮件 这些主机将能够通过当前这个邮件服
务器前往其他邮件服务器发送邮件 当这个文件被更新的时候 你必须在/etc/m ail/中运行 m ake来
升级数据库  

18.3.2  /etc/m ail/aliases 

别名数据库包含了一个扩展为用户 文件 程序或其他别名的虚拟邮箱的列表 这儿是几个
在/etc/m ail/aliases中使用的例子  

例 18-2  邮件别名 
    root: localuser

    ftp-bugs: joe eric paul

    bit.bucket:  /dev/null

    procmail: "|/usr/local/bin/procmail"
 

别名的格式是与冒号左边的邮箱名称相配的 将把它扩展为在右边的标记 第一个例子简单
地把邮箱 root扩展为一个 localuser 它可以在别名数据库中找到 如果没有找到匹配的 那这个
信息会被分发给本地用户 localuser 下一个例子显示了一个邮件列表 发给 ftp-bugs 邮箱的邮件
会被扩展为三个本地邮箱 joe eric 和 paul 注意可以用 user@ dom ain.com 的形式来指定一个远程
邮箱 下一个例子将显示将邮件写到一个文件 在这个例子中是/dev/null 最后的例子显示了发送
邮件给一个程序 在这个例子中 邮件信息通过一个 Unix管道被写到/usr/local/bin/procm ail的标准
输入中  

当这个文件改动的时候 必须在/etc/m ail/中运行 m ake来更新数据库  

18.3.3  /etc/m ail/local-host-nam es 

这是一个 sendm ail被接受作为本地主机名的主机名列表 可以放入任何 ��#	� ���将从那儿接
收邮件的域名或主机 例如 如果这个邮件服务器从域 exam ple.com 和主机 m ail.exam ple.com 接收
邮件 它的 local-host-nam es可以是这样的  

    example.com

    mail.example.com

当这个文件改动时 sendm ail必须被重新启动以读取改动后的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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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4  /etc/m ail/m ailer.conf 

m ailer.conf 配置文件保存了一个包含习惯了使用给定动作的真正的邮寄者列表 很老的软件
程序针对邮寄者的名称和路径是硬编码的 /usr/sbin/sendm ail 这意味着它们可能与像 postfix这样
的其他邮件程序不兼容 今天 /usr/sbin/sendm ail是一个可以在/etc/m ail/m ailer.conf中看到的和执
行正确的二进制程序的软件包 当另一个邮件传输代理程序被安装在系统上时 m ailer.conf 将被
升级以反映正确执行的程序  

18.3.5  /etc/m ail/sendm ail.cf 

��#	� ���的主配置文件 sendm ail.cf控制着 ��#	� ���的全部行为 从重写 em ail地址到为远程
邮件服务器发出拒绝信息的每一样东西 自然地 作为这样一个不同的角色 这个配置文件是很
复杂的 它的细节超出了这节的范围 幸运的是 这个文件在标准服务器上很少需要被修改 主
��#	� ��� 配置文件可以用 m 4 宏来定义 ��#	� ��� 的特性和行为 请参考/usr/src/contrib/sendm ail 
/cf/R EA D M E 以了解更多细节 当 sendm ail.cf文件被修改时 ��#	� ���必须重新启动以使修改生效  

18.3.6  /etc/m ail/virtusertable 

V irtualusertable 会为虚拟域和邮箱映射邮件给真实邮箱 这些邮箱可能是本地的或远程的
/etc/m ail/aliases中定义的一个别名或一个文件  

例 18-3  虚拟域邮件影射 
    root@example.com root

    postmaster@example.com postmaster@noc.example.net

    @example.com joe

在上面的例子中 我们映射了一个域 exam ple.com 这个文件用一个最初匹配的顺序处理 第
一条项目 映射 root@ exam ple.com 到本地邮箱 root 下一个记录映射 postm aster@ exam ple.com 给主
机 noc.exam ple.net上的邮箱 postm aster 最后 如果来自 exam ple.com 的没有什么被匹配 它将与
匹配最后一个映射 这儿将被映射到本地邮箱 joe  

18.4  疑难解答 

你可能会发现主机实际上是在另外一个域里面 例如 如果你是在 foo.bar.edu 而你要找一
台在 bar.edu 域中的叫 m um ble的机器 你就必须用完整的域名 m um ble.bar.edu 而不是用 m um ble  

传统上这在 BSD  BIN D  resolver中是可行的 然而目前随 FreeBSD 附带的 BIN D 早已不再为同
一域外的非 FQD N  提供默认的缩写服务了 因此这个不完整的主机名称 m um ble 必须以
m um ble.foo.bar.edu 这种形式才能找到 或者它将在根域被找到  

这跟先前版本的处理是不一样的 前一版会继续找 m um ble.bar.edu 以及 m um ble.edu 如果你
想知道为什么这种方式是不好的或甚至会造成安全方面的漏洞 请参阅 RFC 1535  

如果想要求一个良好的工作环境 可以使用 
    search foo.bar.edu bar.edu

以代替前一版所用的 dom ain foo.bar.edu 
把这一行放在/etc/resolv.conf中 然而 请一定要确定这个搜寻的顺序不会造成 R FC 1535 中

所谓的“boundary between local and public adm inistration”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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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下面是从 ��#	� ��� FA Q 中得到的回答  
    * 我得到了一个如下的信息 "Local configuration error"

    553 relay.domain.net config error: mail loops back to myself

    554 <user@domain.net>... Local configuration error

    我要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你已经通过使用一个 M X 记录把邮件发送给了将被转寄给一个特定主机 relay.dom ain.net 的

域 如 dom ain.net 而这个转寄的机器不认为它自己是 dom ain.net 请把 dom ain.net 添加到
/etc/sendm ail.cw 文件 (如果你用 FEA TU R E(use_cw_file) 的话)  或是把“cw dom ain.net”添加到
/etc/sendm ail.cf文件  

��#	� ��� FA Q 可以在/usr/src/usr.sbin/sendm ail里找到 如果想要对你的邮件设定动任何“手脚”

建议你先把它看一看  

你想要把局域网络上的 FreeBSD 主机连到因特网上 而这台 FreeBSD 主机将会成为这个局域
网络的邮件网关 这个 PPP 连接不必一直保持在联机状态  

至少有两个方法可以达到这个要求 另外的方法就是使用 UUCP  
关键在于要找到一个网络主机来为你的域提供副 M X 主机服务 举例来说  
    bigco.com. MX 10 bigco.com.

MX 20 smalliap.com.

只有一部主机被指定当作你的最终收信主机(在bigco.com 主机的/etc/sendm ail.cf文件中添加cw 
bigco.com )  

当寄信人的 sendm ail程序试图分发邮件的时候 它会试着通过 m odem 连接到你的机器上 如
果你并非处于在线状态 所以它老是得到一个超时的错误 此时 sendm ail 就会自动把信分发给副
M X 主机 比如你的 ISP 这个副 M X  主机会每 15 分钟 在/etc/rc.conf中的设置是 sendm ail_flags 
=-bd -q15m 连接到你主机 把信送给主 M X 站点  

你可能会想把下面这段设成一个登录脚本  
 

    #!/bin/sh

    # Put me in /usr/local/bin/pppbigco

    ( sleep 60 ; /usr/sbin/sendmail -q ) &

    /usr/sbin/ppp -direct pppbigco
 

如果你想要为一般用户创建一个分开的登录脚本的话 最好用 sendm ail -qR bigco.com 代替上
面那一段的脚本 这样做会迫使所有的邮件以你的顺序立即被处理  

更深入的方法可以参考下面这段  
这段资料是从 freebsd-isp 邮件列表中拿来的<freebsd-isp@ FreeBSD .org>  
    > 我们为用户提供次要 M X 主机的服务 用户每天都会上线好几次并且自动把 
    > 信件取回主要 M X 主机(当有他们的邮件时我们并没有通知他们) 我们的 
    > m ailqueue 程序每 30 分钟清一次邮件队列 那段时间他们就必须上线 
    > 30 分钟以确保他们的信件有送达他们的主要 M X 主机  
    > 
    > 有任何指令可以启动 sendm ail并令它把所有邮件寄出吗 当然该用户在 
    > 我们的机器上没有 root 的权限  
     
    在 sendm ail.cf 的“privacy flags”部分 有这么一个设定 
    O pgoaway restrictqr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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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要让非 root 用户也可以启动队列处理的程序 请把 restrictqrun 去掉 你可能也要
重新安排你的 M X 设定 我们是用户的主要 M X 主机 而且我们还设定了这个  

    # If we are the best MX for a host  try directly instead of generating

    # local config error.

    OwTrue

这样一来 别的机器就不会去试着连往你用户的机器而会直接把信送给你 然后你再把信送
给你的用户就可以了 这个设定只对“主机”有效 所以你必须请你的用户在 DNS 中把他们的邮件
主机取名为“custom er.com ”或是“hostnam e.custom er.com ” 只需要在 DNS 中为“custom er.com ”多加一
个 A 记录就行了  

18.5  高级主题 

下面这节将介绍邮件配置和为整个域安装邮件  

18.5.1  基本配置 

在基本配置情况下 设置/etc/resolv.conf或运行一个你自己的名称服务器时 你能够发送邮件
给外部的域 如果想把邮件发送给某个特定的主机 可以这样做  

  运行你自己的域名服务器和你自己的域 例如 FreeBSD .org  
  获得直接分发给你主机的邮件 你可以直接使用你当前的 DN S 名称 例如 exam ple. 
FreeBSD .org  

不管你选择上面的哪一个 为了直接从你的主机上发送邮件 你必须有一个固定 静态 的
IP 地址 不是动态 PPP 拨号 如果处在一个防火墙后面 必须通过 SM TP 传输 如果要在自己
的主机上接收邮件 需要确定两件事  

  确定在 DNS 中的 M X 记录指向你主机的 IP 地址  
  确定在 DNS 中没有针对你主机的 M X 记录  
上面的每一个都允许你直接从主机上接收邮件  
试试这个  

 

    # hostname
    example.FreeBSD.org

    # host example.FreeBSD.org
    example.FreeBSD.org has address 204.216.27.XX

 

如果你看到这些 直接使用<yourlogin@ exam ple.FreeBSD .org>应该没有问题  
如果你看到这些  
    # host example.FreeBSD.org
    example.FreeBSD.org has address 204.216.27.XX

    example.FreeBSD.org mail is handled (pri=10) by hub.FreeBSD.org

所有发送到主机(exam ple.FreeBSD .org) 的邮件在同样的用户名下将在 hub 上被最终的收集
而不是直接被发送到你的主机  

上面的信息是通过你的 DN S 服务器来处理的 支持邮件路由信息的 DNS 记录是邮件交换
M X 记录 如果没有 M X 记录存在 邮件将通过它自己的 IP 地址被直接发送给主机  
freefall.FreeBSD .org的 M X 记录如下所示  

 

    freefall MX  30  mail.crl.net

    freefall        MX  40  agora.rdrop.com

    freefall        MX  10  freefall.FreeBSD.org

    freefall        MX  20  who.cdrom.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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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你看到的 freefall有很多M X 记录 最低的M X 数字是最终接收邮件的主机 而如果freefall
很忙或当机的话 邮件会按照 M X 数字的优先级尝试下一个  

为了更高效地使用交换式 M X 站点 应当把你的机器从不同的地点接入 Internet 你的 ISP 或
其他友好的站点可以毫无问题地为你提供这种服务  

18.5.2  为一个域设置邮件主机 

为了设置一个邮件主机 需要把要发送到其他工作站中的许多邮件直接转交给它 基本上
你要声明该域的所有主机的邮件都由某台机器接收 在这个例子中是*.FreeBSD .org 然后把它转
到你的邮件服务器上 所以你的用户能通过 POP 或直接在服务器上检查他们的邮件  

要使工作最简单 带有同样用户名的用户帐号应当同时存在于两台机器上 使用 adduser 来
这样做  

将使用的邮件主机必须为每个工作站指定一个邮件交换记录 这可以在 DNS 配置中这样来设
置  

    example.FreeBSD.org    A   204.216.27.XX       ; Workstation

       MX  10 hub.FreeBSD.org  ; Mailhost

无论 A 记录指向哪儿 这将为工作站重新定位邮件到邮件主机 邮件被发送到 M X 主机 你
不能自己这样做 除非你正运行着一个 DNS 服务器 如果没有或不能 那就运行你自己的 DNS
服务器 可以询问你的 ISP  

如果正在使用虚拟 em ail主机 下面的信息将派上用场 我们假设你有一个带有他们自己域
的客户 在这个例子中是 custom er1.org 你要把 custom er1.org 的所有邮件发送到被命名成
m ail.m yhost.com 的邮件主机 DNS 记录将是这样的  

    customer1.org      MX  10  mail.myhost.com

如果你只为域处理 em ail 就不需要一个 A 记录  
 

必须清楚 这意味着ping custom er1.org将不能工作 除非一个A记录存在  
 

最后一件必须要做的是在你的邮件主机上告诉 ��#	� ���接收邮件的是什么域或主机名 有好
几种方法可以做到这一点 下面方法中可以任选一种  

  如果你使用 FEA TU R E(use_cw_file) 可以把主机添加到/etc/sendm ail.cw 文件中 如果你使
用 sendm ail 8.10 或更高版本 这个文件是/etc/m ail/local-host-nam es  

  如果你使用 sendm ail 8.10 或更高版本 在/etc/sendm ail.cf 或/etc/m ail/sendm ail.cf中添加一
行 cwyour.hos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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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 1199 章章  
前前沿沿话话题题  
 
 

19.1  概  要 

FreeBSD 是个持续发展中的操作系统 对于那些喜欢追逐技术前沿的
用户而言 有几个简单的方法可以使你的系统和最新发展中的版本保持同
步 不过注意 并非每个人都适合这么做 这章将帮助你决定到底应该要
追随发展中的版本 还是使用稳定版  

读完这章 你将了解到  
  两种不同的开发分支 FreeBSD -STA BLE 和 FreeBSD -CU R R EN T  
  如何确保你的系统保持与 28 �� 28 �或 2=% 同步  
  如何使用 m ake world 来重建和重新安装整个基本系统  
读这章之前 你需要了解  
  正确设置你的网络连接 第 17 章  
  如何安装第三方软件 第 4章  

19.2  FreeBSD - C U R R EN T 与
FreeBSD - ST A BLE 

FreeBSD 有两个开发分支 FreeBSD -CU R R EN T 和 FreeBSD -STA BLE
这章将介绍有关如何确保你的系统与每个相关的目录树保持同步的信息
首先讨论 FreeBSD -CU R R EN T 然后是 FreeBSD -STA BLE  

19.2.1  是否使用 FreeB SD -C U R R E N T  

正如你读到的 FreeBSD -CU R R EN T 是开发分支中比较“追求技术前
沿”的一个 如果你是个 FreeBSD 新手 你要认真考虑是否要使用它  

FreeBSD -CU R R EN T 从字面上理解就是 FreeBSD 的当前工作版 内容
包括正在发展中 实验中 还有一些过渡时期的程序 这些程序有可能被
放进下一个正式发行版中 通常我们每天都会去编译 FreeBSD -CU R R EN T
的源代码 但是有时候程序还是有可能会出问题 这些问题都会尽快解决
但是有时候这些问题可能会带来麻烦 在新功能加入的 24 小时内也都有可
能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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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eeBSD -CU R R EN T 的用户主要是下面三类人  
1 正在源代码树的一些地方积极工作的 FreeBSD 组成员 对他们来说 保持“CU R R EN T”

是绝对必要的  
2 FreeBSD 的测试组成员 他们花时间去检查各种问题 以确保 FreeBSD -CU R R EN T 能够

尽可能地维持在最稳定的状态 同时这些测试人员也能够对 FreeBSD 的变革和未来的方向提出建
议   

3 FreeBSD 组 或一些其他 的外部成员 他们只不过希望密切注意系统的变化 使用当
前的源代码来作参考 如阅读 而非运行 这些人有时候也会提出建议或是贡献他们所写的代码  

1 快速得到预发行版程序 因为你听说有一些比较酷的新特性 你想成为第一个拥有它的
人  

2 得到错误修复的快捷方法  
3 官方支持 我们会尽力帮助那三类“正当”FreeBSD -CU R R EN T 用户 但是我们没时间

为他们提供技术支持 我们这么做不是因为我们很吝啬 或是因为我们不想帮助大家(如果我们是
这样的人 也不会为 FreeBSD 努力了) 实在是因为无法每天回答 400 个问题 同时还要为 FreeBSD
而努力 可以确定的一点就是 如果给各位选择到底是要回答绝大多数开发者和用户的问题还是
改进 FreeBSD 大多数人都会选择提高 FreeBSD 的能力  

1 加入 FreeBSD -CU R R EN T 邮件列表<freebsd-CU R R EN T@ FreeBSD .org>和 FreeBSD  CV S 
com m it m essage 邮件列表<cvs-all@ FreeBSD .org>这两个邮件列表 不仅仅是一个好主意 而且因
为它是精华 如果没有加入 FreeBSD -CU R R EN T 邮件列表 就无法知道其他人对现在的系统有什
么意见 也可能因此在其他人早就发现的甚至已经解决了的问题面前陷入困境 更重要的是 可
能会错过一些能使你的系统保持稳定的重要公告  

而 FreeBSD  CV S com m it m essage 邮件列表<cvs-all@ FreeBSD .org>则允许你看看每次修改所提
交的日志记录 同时也会附上关于可能产生问题的相关信息   

如果想要加入这些列表的话 只要写一封信给<m ajordom o@ FreeBSD .org> 把下面这些放在你
的信件正文中   

subscribe freebsd-CURRENT

subscribe cvs-all

你也可以写上 help 则 M ajordom o 就会发送一篇关于如何订阅或取消订阅所有我们提供的邮
件列表的完整说明   

2 从 ftp.FreeBSD .O R G 取得原始程序 可以从下面三种方法中选一种来用  
a 以 supfile 文件使用 cvsup 程序 附录 A.6 节介绍 这是我们推荐的方法 它可以让一次

就可以下载完整的 collection 以后只要下载改变过的部分就可以了 很多人用 cron 来运行 cvsup
这样能够确保源代码会自动更新 如果想使用这个方法 只要   

#pkg_add -f  ftp://ftp.FreeBSD.org/pub/FreeBSD/development/CVSup/cvsupit.tgz

b 使用 ftp FreeBSD -CU R R EN T 的源代码树通常是通过 ftp://ftp.FreeBSD .O R G /pub/FreeBSD / 
FreeBSD -CU R R EN T 来释出的 我们的 FTP 服务器也允许你以压缩或打包的形式抓取整个源代码
树 例如你想下载   

usr.bin/lex

你可以执行下面的命令以 tar文件的形式获得整个目录  
ftp> cd usr.bin
ftp> get lex.tar

c 使用 CTM 工具 附录 A.5 节介绍 如果你网络连接状况很糟糕 连接成本太高或只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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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em ail访问 2=% 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然而可能会有很多连接错误而得到很多坏掉的文件 这
导致它不能很好地工作而且又提高了长时间运行出错的机会 我们建议你用一个 9600 bit/s 的
m odem 或更快的连接来使用 CVSup  

3 如果抓取源代码是为了运行而不仅仅是查看的话 建议把整个 FreeBSD -CU R R EN T 都下
载回去 不要只下载一部分 这是因为这些程序互相都有关联性 如果只想编译其中的部分程序
的话 你一定会遇到困难  

在编译 FreeBSD -CU R R EN T 之前 请先仔细阅读/usr/src下的 M akefile 在升级的过程中 至
少要在第一时间执行 m ake world 第 19.4 节 阅读 FreeBSD -CU R R EN T 邮件列表<freebsd- 
CU R R EN T@ FreeBSD .org>可以让你跟上其他面发展的进程 有时当我们在进入下一个版本的时候
这就变得很有必要  

4 大家活动起来 如果你正在使用 FreeBSD -CU R R EN T 我们想知道你对它有什么意见
特别是对增强性能或错误修正方面有建议 如果你在建议时能附上相关程序代码的话那就更好了  

19.2.2  使用 FreeB SD 的稳定版 

FreeBSD -STA BLE 是在推出下一个主版本之前的一个开发分支 它的变化并不大 实验性或
是未测试过的功能不会出现在这个分支上(请看 FreeBSD -CU R R EN T) 这仍然是一个开发分支 意
味着在任何给定的时间 FreeBSD -STA BLE 的源代码可能或不可能适合任何特定的目的 它只是
另一个工程开发版 不是针对最终用户的  

如果你对跟踪或贡献 FreeBSD 的开发进程感兴趣 特别是由于它与 FreeBSD 的下一发行版相
关 那你应当考虑使用 FreeBSD -STA BLE  

如果只是对分支作一些安全修复的话 你不需要跟着 FreeBSD -STA BLE 这样做 每一个安全
方案都会解释如何修复它所影响的发行版的问题 仅仅为了安全原因就追踪整个开发分支可能会
带来很多不必要的变化  
 

那通常不是真的 虽然我们支持它们已经好多年了 但我们不可能永远继续支

持旧版本的 FreeBSD 一 个 旧 FreeBSD 版 本 的 当前安全策略的完整描述 在

w w w .FreeBSD .org/security  
 

虽然我们努力确保FreeBSD -STA BLE 分支一直能够正确地编译和运行 但这不是绝对的保证
另外 当代码被加入 FreeBSD -STA BLE 之前 它是在 FreeBSD -CU R R EN T 上开发的 更多的人是
运行 FreeBSD -STA BLE 而不是 FreeBSD -CU R R EN T 所以不可避免的 一些错误或问题可能会在
FreeBSD -STA BLE 中发现 而不会出现在 FreeBSD -CU R R EN T 中  

由于这些原因 我们并不建议你盲目地追踪 FreeBSD -STA BLE 还有特别重要的是如果没有
事先在你的开发环境中彻底地测试代码 就不要把任何生产服务器升级到 FreeBSD -STA BLE  

如果你不知道如何做的话 我们建议你运行最新的 FreeBSD 发行版 然后使用二进制升级机
制来从一个版本转移到另一个版本  

1 加入 FreeBSD -STA BLE 邮件列表<freebsd-STA BLE@ FreeBSD .org> 这个邮件列表会提供
有关 STA BLE 的必要信息 或是其他别需要注意的事项 当程序开发人员想要进行一些比较具有
争议性的修改或升级时 他们也会在这个邮件列表里发表公告 给用户一个表达意见的机会
FreeBSD  CV S com m it m essage邮件列表<cvs-all@ FreeBSD .org>可以允许你查看针对每个修正提交的
日志记录 其中包括了许多重要的信息 这也是一个值得订阅的邮件列表 想要加入这些邮件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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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的话 只要寄一封电子邮件到<m ajordom o@ FreeBSD .org> 并在内容中注明   
subscribe freebsd-Stable

subscribe cvs-all

你也可以写上 help 则 M ajordom o 就会发送一篇关于如何订阅或取消订阅所有我们提供的邮件列
表的完整说明  

2 如果正在安装一个全新的系统 并且希望能够尽量地稳定 可以从 ftp://releng3.Free 
BSD .org/pub/FreeBSD /取得最新分支的 snapshot 安装的方法跟其他 release差不多   

如果已经运行了 FreeBSD 的前一个版本 而且希望通过源代码来升级 可以很容易地通过
ftp.FreeBSD .org来完成 可以使用下面三种方法中的任一种   

a 使用 CTM 工具 附录 A.5 除非你有一个好的速度十分稳定的 TCP/IP 网络连接 否则这
就是你最好的选择  

b 以这个 supfie 文件 ftp://ftp.FreeBSD .org/pub/Free BSD /FreeBSD -current/src/share/exam ple/s 
cvsup/stadle-supfile 使用 cvsup 附录 A.6 这是我们推荐使用的方法 因为这个方法允许你一
次性地抓取完整的源代码 然后再下载已经修改过的部分 很多人使用 cron 运行 cvsup 来确保他
们的源代码自动升级到最新版 有一个很简单的方法 你只要键入   

# pkg_add -f  ftp://ftp.FreeBSD.org/pub/FreeBSD/development/CVSup/cvsupit.tgz

c 使用 ftp FreeBSD -STA BLE 的源代码树可以在 ftp://ftp.FreeBSD .O R G /pub/FreeBSD /FreeBSD  
-STA BLE 取得  

我们使用的是 FTP 服务器也允许你利用压缩或打包的方式把整个目录下载回去 如果看到   
usr.bin/lex

你可以执行下面的命令以 tar文件的形式得到整个目录  
ftp> cd usr.bin
ftp> get lex.tar

3 基本上 如果需要快速按需要访问源代码 而且使用的网络带宽也不是问题的话 可以
使用 cvsup 或是 ftp 要不然就使用 2=%  

4 在编译 STA BLE 之前 先仔细阅读一下/usr/src 下的 M akefile 在升级的过程中 至少要
在第一时间执行 m ake world 第 19.4 节 阅读 FreeBSD -STA BLE 邮件列表 <freebsd-STA BLE 
@ FreeBSD .org>可以让你跟上其他方面发展的进程 有时当我们在进入下一个版本的时候 这就变
得很有必要  

19.3  同步你的源代码 

有很多方法可以通过 Internet连接(或是 em ail)让 FreeBSD 的源代码在给定的 FreeBSD 计划源
代码范围或整个源代码范围内保持最新版本 这依赖于你对哪些部分感兴趣 我们提供的主要服
务是 Anonym ous CV S 附录 A.4 CV Sup 附录 A.6 和 CTM 附录 A.5  
 

当只升级源代码树的某个部分时 唯一支持的升级进程是升级整个树然后重

新编译用户级和内核级源代码 例如 所有的运行在用户水平的程序 如那些在/bin和/sbin

中的程序 只升级源代码树的一部分 仅仅升级内核级或仅仅用户级都将出现问题

这些问题可能是内核编译错误或是数据丢失  
 

� #
#4� 
�� 28 �和 28 ��是采用 pull的方式来更新 source的 以 28 ��来说 当用户(或是
cron)运行 cvsup 程序 它会和远程的 cvsupd 服务器取得联系 然后就会更新你的文件 你取回的
更新文件是最新的 而且只有当你想要的时候 才会拿到这些文件 可以很轻易地限制更新动作
只更新你感兴趣的某个文件或某个目录 更新的动作是由服务端 root根据你有什么以及你要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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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实时完成的 � #
#4� 
�� 28 � 比起 28 �� 来说是简单很多了 它只是一个 28 � 的扩充版 允
许你可以直接从远程的 CV S 仓库中取得修改过的部分 28 ��也可以做到这一点 而且更有效率
但是 � #
#4� 
�� 28 �使用起来则容易得多  

另一方面 2=% 并不是交互式地比较和对照你所拥有的源代码和服务器上的源代码或是你取
得的更新部分 相反的 会有一个脚本文件专门用来辨别修改过的文件 这个程序是由主 CTM 服
务器来执行 每天会比较几次 并把两次执行期间内修改过的文件加以压缩 给它们一个序号
然后就加以编码 (以可打印的 ASCII字符为主) 并以 em ail的方式寄出 当你收到它的时候 这些
“CTM  deltas”就可以由 ctm .rm ail这个程序来处理 它可以自动解码 确认并在用户的源代码上应
用这些修改 这个程序比 CVSup 更有效率 而且这个动作对我们的服务器来说是比较轻松的 因
为这是一个 push 的动作而不是 pull的动作  

当然还有很多方法可以使用 如果你不小心把你的部分程序清除掉了 CVSup 会扫描出来
并自动为你把不足的部分补齐 CTM 并不会为你做这些动作 而 Anonym ous CV S 则会觉得十分困
惑 如果你删除掉了部分源代码(而且没有备份) 你可以从头开始 (从最新的 CV S“base delta”) 并
用 CTM 来重建它们 或是用 anoncvs来完成 只要把不正确的地方删掉再重新做同步的动作即可  

19.4  使用 m ake w orld 重建整个系统 

一旦同步了本地的某个 FreeBSD 版本的源代码树 (STA BLE CU R R EN T 等等) 就可以利用这
个源代码树重建整个系统  

在做这事之前 我想不需要再强调做备份有多重要 做一个 m ake w orld
可能很简单 但当你出错时 可能无法启动你的系统 请确信一定要做备份 将一张修
复软盘放在手边 可能不一定会使用它 但有一张总比没有好! 

FreeBSD - ST A BLE 和 FreeBSD - C U R R EN T 分支都是开发中的
版本 开发 FreeBSD 的都是人 不可能避免错误 有时这些错误是无害的 只会让系统
产生一些警告信息 而不是修改一些数据让你的系统无法启动 或损坏你的文件 或者
更糟 如果真的发生这些问题 写上这些问题的标题 并发邮件到相应的邮件列表
解释问题的原因和它将影响哪些系统 当问题解决的时候 会发布一个“all clear”的声明  

如果想追踪FreeBSD - ST A BLE 或FreeBSD - C U R R EN T 而无法读到FreeBSD - stable

的邮件列表<freebsd- stable@ FreeBSD .org>或FreeBSD - current的邮件列表<freebsd- current 

@ FreeBSD .org> 那你可能是在自找麻烦  

19.4.1  读一下/usr/src/U PD A T IN G  

在做其他事情之前 先读一下/usr/src/U PD A TIN G 这个文件包含了很多可能会遇到的很重要
的信息 或指定了运行某个命令的顺序 如果 UPD A TIN G 与你在这儿读到的有些什么抵触 以
UPD A TIN G 为准  
 

就像先前描述的 阅读U PD A T IN G 无法代替订阅正确的邮件列表 这两个是

互相补充的 不是对立的  

19.4.2  检查/etc/m ake.conf 

检查文件/etc/defaults/m ake.conf 和/etc/m ake.conf 第一个包含了一些默认的定义— —它们中的
绝大多数已被注释掉了 当你从源代码重建它们时 把它们添加到/etc/m ake.conf中 记住你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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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任何东西在你每次运行 m ake时也会被用到 所以把它设置得适合你的系统是很明智的  
一个典型的用户将会把/etc/defaults/m ake.conf 文件中的 CFLA G S 和 NO PR O FILE 行拷贝到

/etc/m ake.conf文件中 然后不做注释  
检查其他的定义(CO PTFLA G S, N O PO R TD O CS 等等) 决定它们是否与你相关  

19.4.3  升级/etc/group 

/etc 目录包含了大部分的系统管理信息 就像你启动系统时运行的脚本一样 这些脚本随着
FreeBSD 的版本变化而改变 一些配置文件在系统运行中被使用 特别是/etc/group  

当“m ake world”的安装部分已经确定了有默认用户名或组存在时 这正是时候 当执行一个升
级时 如果看起来有三个组不存在会在升级时引起错误  

这里的绝大部分例子是当 ppp 组被添加的时候 当部分子系统安装时使用了一个不存在的组
名 用户会面对安装失败的可能  

解决方案是检查/usr/src/etc/group 并比较你自己的组列表 如果在新文件中没有某组 那可以
把它们拷贝过去 同样地 你需要在/etc/group 中重命名组 使它有同样的 GID 但在/usr/src/etc/group
中是一个不同的名称  
 

如果你是一个偏执狂 可以检查你的系统看看哪个文件是将被你重命名或删

除的组所拥有的  
 

    # find / -group GID -print

将显示所有被组 GID 所拥有的文件 它可能是一个组名 或是一个数字组 ID  

19.4.4  转入单用户模式 

可能需要在单用户模式下编译系统 除了可以使编译速度明显加快之外 重新安装系统将触
及到许多重要的系统文件 所有的标准系统程序 库和文件等 在运行系统时改变这些可能会引
起问题 特别是你在系统中有活动的用户  

另一种方法是在多用户模式下编译系统 然后进入单用户模式安装 如果你喜欢这样做 只
要在下一步不拖延等到编译完成就可以了  

作为超级用户 可以执行  
    # shutdown now

将会进入单用户模式  
另外一种方法是重新启动系统 并在启动命令行 键入-s选项 系统将启动进入单用户模式

在 shell命令行只要键入下面这些  
 

    # fsck -p
    # mount -u /
    # mount -a -t ufs
    # swapon -a

 

这个检查文件系统 重新以读写方式挂上根文件系统 通过参考/etc/fstab 来挂上所有其他的
UFS 文件系统 然后把交换分区打开  

19.4.5  删除/usr/obj 

作为系统重建的一部分 它们会在目录/usr/obj下被替换 目录被放在/usr/src下面 你可以加
速 m ake world 的进程 然后通过删除这个目录来删除一些令你头痛的东西 一些在/usr/obj下的文
件可能有一些需要先删除的不可变的标记设置  

    # cd /usr/ob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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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chflags -R noschg *
    # rm -rf *

19.4.6  重新编译源代码 

把通过运行 m ake 得到的输出文件保存到另一个文件是个好主意 如果发生什么错误 需要
有一个错误信息的副本 而这可能不会帮助你诊断发生了什么事情 如果把你的问题提交到
FreeBSD 的一个邮件列表 它可以帮助其他人  

这样做的最容易办法是使用 script命令 用一个参数来指定一个保存所有输出文件的名称
在重建 world 之前 你可以马上这样做 然后当处理完成后 键入 exit  
 

    # script /var/tmp/mw.out
    Script started  output file is /var/tmp/mw.out

    # make TARGET
    ... compile compile compile ...
    # exit

    Script done ...
 

如果你这样做 不要把输出保存在/tm p 中 这个目录可能在你下次重新启动时会被清空 一
个好的储存地方是在/var/tm p 中 或在 root的 hom e目录  

你必须在/usr/src目录中 
    # cd /usr/src

(除非你的源代码在其他地方 在这个例子中 将改在那个目录中)  
使用 m ake world 命令来重建系统 这个命令会从描述了如何编译 FreeBSD 来重建系统的

M akefile文件中读取指令 并按这种规则来编译系统  
通常键入的命令行格式是这样的  
    # make -x -DVARIABLE target

在这个例子中 -x 是 m ake 的一个选项 查看 m ake 联机手册中的例子 -DV A R IA BLE 将一
个传给 M akefile 文件的变量 M akefile 的行为是受这些变量控制的 这些与在/etc/m ake.conf中的
设置变量是一样的 这儿提供了设置这些变量的另一种方法  

    # make -DNOPROFILE=true target

这是指定不需要被编译的库的另一种方法 需要符合/etc/m ake.conf文件中的相关行  
    NOPROFILE= true

    # Avoid compiling profiled libraries

target告诉 m ake 要做什么 每个 M akefile 定义了许多不同的“target” 选择的 target决定了将
发生什么  

一些 target被列在 M akefile 文件中 但并不意味着你可以运行 而是它们通过建立进程把重
建系统的必需步骤分解成了许多小步骤  

大多数时间 不需要键入任何参数 所以可以键入下面的命令  
    # make target

从 FreeBSD 的 2.2.5 版本开始 world target被分解成两部分 buildworld 和 installworld 正如
它的名字所表达的 buildworld 完全在/usr/obj下编译了一个完全新的树 installworld 把这棵树安装
在当前机器上  

这非常有用 主要有 2个原因  
第一 它允许你安全地编译安装而不影响你系统的任何组件 而且编译安装是自主型的

selfhosted 因为这个原因 你可以在一台机器上以多用户模式安全地运行 buildworld 但仍然建
议你在单用户模式下运行 install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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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它允许在网络上使用 NFS 来升级多台机器 如果你有三台机器 你想升级 A  B 和 C
运行 m ake buildworld 然后在 A 上 m ake installworld B 和 C 从 A 上用 NFS 挂上/usr/src和/usr/obj
你就可以运行 m ake installworld 来进行升级 B 和 C  

虽然 world target仍然存在 但还是不鼓励你使用它 运行  
    # make buildworld

现在可以通过指定-j选项来编译 它可以产生多个并发进程的处理 这在多处理器的机器上
是很重要的 然而 既然绝大多数的编译处理是 IO 处理多于 CPU 处理 它在单 CPU 机器上也是
有用的  

在一个典型的单 CPU 机器上 你可以运行  
    # make -j4 buildworld

如果你有一个多处理器的机器 可以使用一个 SM P 的配置内核 可以试试 6 到 10 看看它
们的速度怎么样  

许多因素会影响到编译时间 但现在一台 500 M H z 带有 128 M B 内存的 Pentium  3 机器 大
概需要使用 3个半小时的时间来编译 FreeBSD -CU R R EN T 的树 在处理时是没有任何窍门或捷径
的 一个 FreeBSD -STA BLE 树将编译得快一些  

19.4.7  编译和安装一个新的内核 

要充分发挥新系统的性能 你需要重新编译内核 这是必需的 就像某个内存结构发生了变
化 像 ps和 top 这样的程序就不能工作 除非内核和源代码的版本是一致的 最简单 安全的方
法是以 GEN ER IC 为基础来编译和安装一个内核 当 GEN ER IC 不能很好地支持你系统的所有设备
时 就需要回到单用户模式 这是一个很好的检测系统的方法 从 GEN ER IC 启动以后 修改你
的系统 你可以在你普通内核配置文件的基础上编译一个新的内核  

如果升级到 FreeBSD  4.0 或更高版本 不赞成使用标准内核编译程序 在第 9章描述 而是
应当运行这些命令  

    # cd /usr/src
    # make buildkernel
    # make installkernel

如果升级到低于 FreeBSD  4.0 的版本 可以使用标准的内核编译程序 然而建议使用新的
config 使用下面的命令行  

    # /usr/obj/usr/src/usr.sbin/config/config KERNELNAME

19.4.8  重新启动进入单用户模式 

应当重新启动进入单用户模式来测试新的内核  

19.4.9  安装新的系统程序 

如果正在编译一个新版本的 FreeBSD 而且已经使用 m ake buildworld 那么现在可以使用
installworld 来安装新的系统程序  

运行  
    # make installworld

 

如果你在m ake buildw orld命令行指定了变量 也必须在m ake installw orld命令行

指定同样的变量 这里不需要指定其他的选项  
 

例如 如果你运行  
    # make -DNOPROFILE=true build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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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必须安装  
    # make -DNOPROFILE=true installworld

否则 它将设法安装在 m ake buildworld 过程中没有建立的配置库  

19.4.10  通过 m ake w orld 来升级文件 

重新 m ake world 将不会用新的或修改过的配置文件来升级某个目录 特别是/etc /var 和/usr  
升级这些文件的最简单的方法是使用 m ergem aster命令 如果你不想这样做的话 必须要手工

操作 强烈建议使用 m ergem aster 然而 如果你已经这样做 那你可以跳过这个直接进入下一节
可以先看看它的联机手册 然后在/etc下编译一个备份以避免出错  

如果你想手工升级 则不需要把所有文件从/usr/src/etc拷到/etc 这些文件中的某些必须先被
安装 这是因为/usr/src/etc目录不是你所看到的目录/etc的一个拷贝 另外 这些文件是在/etc下
而不是在/usr/src/etc下  

最简单的方法是把这些文件手工安装到一个新的目录 然后进行修改  
���� 把你的目录备份起来会比较安全一些 可以这样   

    # cp -Rp /etc /etc.old

- R 执行一个递归拷贝 -P保存文件时间 文件的所有者以及诸如此类的信息  

你必须建立一个虚拟的目录来安装新的/etc和其他文件 /var/tm p/root是一个选择 在这个下
面有许多子目录  

    # mkdir /var/tmp/root
    # cd /usr/src/etc
    # make DESTDIR=/var/tmp/root distrib-dirs distribution

这将建立必需的目录结构和安装文件 许多创建在/var/tm p/root下的空的子目录将被删除 最
简单的方法是这样  

    # cd /var/tmp/root
    # find -d . -type d | xargs rmdir 2>/dev/null

这将删除所有空目录 现在/var/tm p/root 包含了所有将被放在/下面的文件 现在必须仔细检
查每个文件 查出与你现存的文件有什么不同  

注意有些文件将会被安装在/var/tm p/root下并且带上一个 . 在写入时 只有这样的文件才
会在/var/tm p/root/和/var/tm p/root/root/中被启动 确定你使用了 ls -a 来列出它们  

这样做的最简单方法是使用 diff来比较两个文件  
    # diff /etc/shells /var/tmp/root/etc/shells

这将显示你的/etc/shells文件和新的/etc/shells文件之间的不同  
用一个时间标记来命名新的根目录 /var/tm p/root 所以你可以很容易地比较版本

之间的不同 通常重建系统意味着你必须升级/etc 这是相当烦琐的  

可以保存一个合并到目录中的最后设置的修改文件的拷贝来加快这个处理过程 下

面的程序给出了一个好主意  

1 像通常一样M ake w orld 当要升级/etc和其他目录时 给出一个以当前日期命名

的target目录 如果你在14th February 1998做这件事情 就可以这样  
 

# mkdir /var/tmp/root-19980214
# cd /usr/src/etc
# make DESTDIR=/var/tmp/root-19980214 \
distrib-dirs distribution

 

2 从这个目录中合并入修改的部分  
完成时 不要删除目录/var/tm p/root- 19980214  

3 当已经下载了最新版本的源代码并且重建之后 接着做第 1步 这将产生一个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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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叫作 /var/tm p/root- 19980221 假如你作修改时等了一个月  
4 可以使用 diff来看看与一周前相比发生了哪些变化  
# cd /var/tmp
# diff -r root-19980214 root-19980221

通常在/var/tm p/root- 19980221/etc和/etc之间有一些小小的变化 因为变化比较小

所以可以很容易地把这些修改存入/etc目录  

5 现在可以删除两个/var/tm p/root- *目录中比较旧的那个了  
# rm -rf /var/tmp/root-19980214

6 每次你需要合并这些修改到/etc中 只要重复执行这个操作 可以使用date来自

动产生目录的名称  
# mkdir /var/tmp/root-`date "+%Y%m%d "

19.4.11  升级/dev 

� "8 ��� 如果你正在使用 DEV FS 这是不需要的  
在绝大多数情况下 m ergem aster工具将知道必须要升级设备时 可以自动地完成这个任务

这些指示将告诉你如何手动地升级设备  
出于安全考虑 这是一个多步的处理过程  
1 拷贝/var/tm p/root/dev/M A K ED EV  到/dev  

# cp /var/tmp/root/dev/MAKEDEV /dev

如果使用 m ergem aster来升级/etc 那你的 M A K ED EV 脚本也必须被升级 如果有必要 可以
手动拷贝它  

2 现在 对当前的/dev 作一个大概的快照 snapshot 这个快照需要保存权限 所有者
每个文件的主次号码 但它不包括时钟标记 这样做的最简单方法是使用 awk 来显示它们的一些
信息  

# cd /dev
# ls -l | awk '{print $1  $2  $3  $4  $5  $6  $NF}' > /var/tmp/dev.out

3 重新编译所有的设备  
# sh MAKEDEV all

4 写入另一个目录的快照 这会输出到/var/tm p/dev2.out 现在检查这两个文件中你没有创
建的设备 一般不会有很多 但这样总归比较安全  

# diff /var/tmp/dev.out /var/tmp/dev2.out

可以使用下面的命令 
# sh MAKEDEV sd0s1

重新创建 slice记录 你的系统环境需要根据具体情况作适当的修改  

19.4.12  升级/stand 

这步只是作为操作完全的选择 它可以被略过  
 

你可能需要升级/stand 目录下的文件 这些文件包含了许多与/stand/sysinstall程序的硬连接
这个程序是被静态连接的 所以当没有其他文件系统被挂上时 它仍能工作  

    # cd /usr/src/release/sysinstall
    # make all install

19.4.13  重新启动 

现在已经完成了 当一切文件都出现在应该的位置后 你可以重新启动系统了 一个简单的
fastboot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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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fastboot 
19.4.14  完成 

你已经成功升级了你的 FreeBSD 系统 祝贺你  
如果发生些错误 重新建立系统是很容易的 例如 如果意外地删除了作为升级系统一部分

的/etc/m agic file命令将停止工作 在这种情况下 可以这样来修复  
    # cd /usr/src/usr.bin/file
    # make all install

19.4.15  问题解答 

这个问题不太容易回答 因为它依赖于实际发生了多大的变化 例如 如果你只运行 CVSup
而且下面这些文件也被升级了  
 

src/games/cribbage/instr.c

src/games/sail/pl_main.c

src/release/sysinstall/config.c

src/release/sysinstall/media.c

src/share/mk/bsd.port.mk
 

那就不需要重新编译整个系统 你只需要到相应的子目录 然后 m ake all install 就这么简单
但如果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 例如/src/lib/libc/stdlib 那你必须重新编译整个系统 或者至少它的
那些组件需要被重新静态连接一下  

一天下来 你可能会兴奋地大叫 你可以每隔两个星期重新编译一次系统 不断地跟上最新
的修正 或者你可能想重新编译那些修改过的东西 你必须很自信地知道可以区分出所有相互之
间的依赖关系  

当然 这都依赖于是如何经常升级的和你是否正在跟踪 FreeBSD -STA BLE 与 
FreeBSD -CU R R EN T  

这通常是硬件出问题了 重新 编译系统是强迫测试硬件的很有效的方法 同时也会频繁地
产生内存问题 这些通常表明在收到奇怪的 signal后会产生编译器错误  

如果重新启动 m ake 编译会在不同的地点停止 可以明确指出的是硬件的问题  
在这个例子中 除了通过替换机器的硬件部件来决定是哪一个坏了 别无他法  

最简短的回答是 可以 /usr/obj 包含所有的在编译过程中产生的目标文件 通常 在编译
整个系统的第一步是删除这个目录 然后重新启动 在这个例子中 你完全理解之后 可以删除
/usr/obj 然后将释放很多的磁盘空间 大概是 340M B  

然而如果你知道在“m ake world”时可以跳过这步 这将在编译时运行得更快 因为绝大多数源
代码不一定要重新编译 有一个不是很重要的问题是可能会混进一些依赖性的问题 导致你用旧
的方法编译时会出错 这通常会在 FreeBSD 邮件列表中产生争论 当有人说他们建立失败时 就
是不明白是因为他们抄近路造成的  

如果你想经历危险 接着 m ake world 通过定义 NOCLEA N 来 m ake 像这样  
# make -DNOCLEAN world

这依赖于你发现问题之前 进程已经执行到什么样的程度 通常 “m ake world”进程会建立新
的基本工具的拷贝 如 gcc m ake 和系统库 这些工具和库接着将被安装 新的工具和库也会
被重新建立和重新安装 整个系统 现在包括普通的用户程序 如 ls或 grep 就用新的系统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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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建立  
如果你很清楚在最后一个步骤 因为你已经检查过了你存储的输出 那你可以这样做  

...fix the problem...
# cd /usr/src
# make -DNOCLEAN all

这将不会取消先前的“m ake world”工作 如果你在“m ake world”的输出中 看到这样的信息  
--------------------------------------------------------------

Building everything..

--------------------------------------------------------------

那大概可以安全地这样做  
如果你没有看到这样的信息 或者不能确定 那最好重新启动建立程序  

这是很简单的任务 可以为很多机器节约好几个小时的编译时间 只要在一台中央机器上运
行 buildworld 然后在远程机器和 installworld 上 用 NFS 把/usr/src和/usr/obj挂上就可以了  

  运行在单用户模式下  
  把/usr/src和/usr/obj目录放在连接多个磁盘的分离文件系统上 如果可能的话 把这些磁
盘放在不同的磁盘控制器上  

  更好的是使用 ccd 设备用这些文件系统连接多个磁盘  
  关闭配置 在/etc/m ake.conf中设置“N O PR O FILE=true” 你几乎不需要做什么
  在/etc/m ake.conf中 设置 CFLA G S 为“-O  -pipe” 最优化选项“-O 2”会更慢 在“-O ” 和

“-O 2”之间的性能差异通常是不用考虑的 “-pipe”让编译器使用管道 而不是用通信的
临时文件 这可以节省对磁盘的访问 会增加内存的使用量  

  编译时加上-j<n>选项 以便并行地运行多个进程 这通常对一个单处理器或多处理器的
机器都是有帮助的  

  /usr/src文件系统可以加上 noatim e选项来被挂上 或卸下 这阻止了文件系统记录文件
访问时间 你大概不需要这个信息  

# mount -u -o noatime /usr/src
 

这个例子假设/usr/src是在你自己的文件系统上 如果它不是 如果它是这个

例子中/usr的一部分 那你将必须使用文件系统的加载点 而不是/usr/src  
 

  包含/usr/obj 的文件系统可以用“async”选项来被挂上 或卸下 这可以让磁盘进行异步
操作 写入一完成 数据就会在几秒钟以后被写入到磁盘 这允许按丛的方式来写入操
作 会提供更好的性能  

 

记住这个选项会让你的文件系统变的脆弱 加上这个选项可能会增加掉电引

起故障的机会 当机器重新启动时 文件系统将处于无法恢复的状态  
 

如果/usr/obj在这个文件系统上是唯一的东西 那它就不是问题 如果你在同一个文

件系统上有其他的有价值的数据 那在启用这个选项前先做好备份  
# mount -u -o async /usr/obj

 

正如上面所说的 如果/usr/obj不在它自己的文件系统上 在这个例子中用相

应的加载点名称来替换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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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 2200 章章  
LL iinnuuxx 二二进进制制兼兼容容模模式式  
 
 

20.1  概  要 

FreeBSD 提供了与其他几种类 Unix 操作系统兼容的模式 其中包括
Linux 正是这一点 你可能会问为什么 FreeBSD 要能够运行 Linux二进制
程序 问题的答案很简单 许多公司和开发人员只为 Linux 开发程序 因
为它是目前计算机世界中最热门的技术 这样就导致这些 FreeBSD 用户必
须把这些公司和开发人员开发的应用程序移植到本地 FreeBSD 版本上来
问题是这些公司中的绝大多数都无法知道有多少人会使用他们的 FreeBSD
版本的产品 所以许多公司仍然只开发 Linux 平台的产品 那么 FreeBSD
用户应该做些什么呢 这就是使用 Linux二进制兼容性的原因  

简单来讲 这种兼容性允许 FreeBSD 用户能够不做任何修改就可以运
行大约 90% 的 Linux应用程序 这些包括 ����( ����� Linux版的 � ������

� 	
!� � ��
!�� 0 ���7��4��5 和 7 8 % $ ��� ( ����� $ 
�	7������ � 

�

A �� �等 据说在某些情况下 在 FreeBSD 上 Linux 程序的性能比它们在
Linux上运行得还要好  

然而 一些依赖 Linux 本身操作系统特性的程序就无法在 FreeBSD 上
运行 如果它们使用 Linux的/proc文件系统 它与 FreeBSD 的/proc文件系
统是不同的 或如启用虚拟 8086 模式这样特定的 i386 呼叫 那 Linux 的
兼容模式就无法工作  

读完这章 你将了解到  
  如何在你的系统中启用 Linux兼容模式  
  如何安装额外的 Linux共享库  
  如何在 FreeBSD 上安装 Linux应用程序  
  在 FreeBSD 上 Linux兼容模式的执行细节  
阅读这章之前 你需要知道  
  如何安装第三方软件 第 4章  

20.2  安  装 

默认情况下 Linux 兼容模式没有被打开 启用这个功能的最容易的方
法是调用 Linux K LD 对象 (K ernel LoaD able object) 可以在命令行通过键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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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ux来调用这个模块  
如果想让 Linux二进制兼容性总是被启用 可以在/etc/rc.conf中加入下面一行  

Linux_enable="YES"

这将按顺序执行/etc/rc.i386 中的动作  
 

   # Start the Linux binary compatibility if requested.

    #

    case ${Linux_enable} in

    [Yy][Ee][Ss])

        echo -n ' linux';   linux > /dev/null 2>&1

        ;;

    esac
 

如果要确定 KLD 是否正常加载 可以使用命令 kldstat  
 

% kldstat
Id Refs Address    Size     Name

 1    2 0xc0100000 16bdb8   kernel

 7    1 0xc24db000 d000     Linux.ko
 

如果不想或者就是无法将 Linux K LD 加载 需要在内核中静态连接进 Linux 运行模式 必须
将  

options  LINUX

这一行加进内核配置文件 然后按照内核配置的说明编译安装新的内核  

20.2.1  安装 Linux 运行态库 

有两种方法 要么使用 Linux_base port 要么手工安装它们  

这是最容易的方法 只需要像安装其他 port一样来安装 简单如下  
# cd /usr/ports/emulators/Linux_base

    # make install distclean

现在应当是工作在 Linux 兼容模式下了 一些程序可能会提示系统库的版本不正确 通常这
不是一个问题  

如果没有安装 ports collection 就需要手工安装库 你将需要 Linux共享库 而且需要创建一
个“shadow root”目录/com pat/Linux 任何通过 Linux程序打开的共享库都首先会在这个目录中查看
所以 如果一个 Linux程序要加载了/lib/libc.so FreeBSD 将首先打开/com pat/Linux/lib/libc.so 如果
它不存在 它将设法打开/lib/libc.so 共享库应当安装在/com pat/Linux/lib 下  

通常 你需要寻找一个 Linux 程序需要的共享库 一段时间后 系统中安装的共享库越来越
多 就可以运行大多数新的 Linux应用程序了  

如果你安装 Linux_base 的 port 仍然出现你的应用程序报告丢失共享库的信息的话 该如何
知道 Linux程序需要哪个共享库 基本上 有两种可能性  

如果你访问一个 Linux 系统 看看应用程序需要什么共享库 把它们拷贝到你的 FreeBSD 系
统 看下面的例子  

我们假设你使用 FTP 来得到 Linux程序 Doom 把它放在你要访问的 Linux系统上 你可以通
过运行 ldd Linuxdoom 检查它需要什么共享库 就像这样  
 

    % ldd linuxdoom
    libXt.so.3 (DLL Jump 3.1) => /usr/X11/lib/libXt.so.3.1.0

    libX11.so.3 (DLL Jump 3.1) => /usr/X11/lib/libX11.so.3.1.0

    libc.so.4 (DLL Jump 4.5pl26) => /lib/libc.so.4.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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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需要得到所有上面这些文件 并把它们放在/com pat/Linux 下 第一列的名字用符号连接指
向它们 这意味着你已经在 FreeBSD 系统中拥有这些文件了  
 

    /compat/Linux/usr/X11/lib/libXt.so.3.1.0

/compat/Linux/usr/X11/lib/libXt.so.3 -> libXt.so.3.1.0

    /compat/Linux/usr/X11/lib/libX11.so.3.1.0

    /compat/Linux/usr/X11/lib/libX11.so.3 -> libX11.so.3.1.0

    /compat/Linux/lib/libc.so.4.6.29 /compat/Linux/lib/libc.so.4 -> libc.so.4.6.29
 

如果你已经有了一个与ldd输出的第一列的主修订号相匹配的Linux共享库 你

将不需要把最后一列命名的文件拷贝到你的系统 你已经完成了工作 如果有一个新的

版本 那无论如何都要拷贝一个共享库 你可以删掉旧的 你只要做一个符号连接到新

的版本 所以 如果你有这些库在你的系统上  
/compat/Linux/lib/libc.so.4.6.27

/compat/Linux/lib/libc.so.4 -> libc.so.4.6.27
 

而且 你根据ldd输出的要求发现需要一个更新版本的库  
libc.so.4 (DLL Jump 4.5pl26) ->libc.so.4.6.29

如果结尾的数字只有一到两个版本过期 那也不要担心拷贝/lib/libc.so.4.6.29 因为

程序在稍微旧一些的版本上也能很好地工作 然而 如果喜欢的话 你可以替换libc.so

剩下这些  
/compat/Linux/lib/libc.so.4.6.29

/compat/Linux/lib/libc.so.4 ->libc.so.4.6.29
 

符号连接机制仅仅是Linux程序需要的 FreeBSD 的实时连接器会自己寻找匹

配的主修订号 你不需要为此担心  

20.2.2  安装 Linux E L F 程序 

ELF 格式的程序需要额外的“标记”  如果要执行一个没有标记的 ELF 程序 将会得到如下
的信息   

    % ./my-Linux-elf-binary
    ELF binary type not known

    Abort

为了帮助 FreeBSD 内核分辨 FreeBSD  ELF 程序和 Linux程序 请使用 brandelf工具  
    % brandelf -t Linux my-Linux-elf-binary

G N U 的工具现在会自动把适当的标记信息放到 ELF 程序中 以后遇到这个问题的机会会越来
越少  

20.2.3  配置主机名解析器 

如果 DNS 不能正常工作或是得到下列信息   
    resolv+: "bind" is an invalid keyword resolv+:

    "hosts" is an invalid keyword

你就需要配置/com pat/Linux/etc/host.conf 这个文件 此文件包含   
    order hosts bind

    multi on

order这一行指出/etc/hosts 先被搜索再接着搜索 DNS 如果/com pat/Linux/etc/host.conf没有安
装 Linux 程序会读取 FreeBSD 的/etc/host.conf 然后提示不兼容 FreeBSD 语法 如果没有使用
/etc/resolv.conf文件设置 DNS 可以删除 b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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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  安装 M athem atica 

这节描述了在 FreeBSD 系统上安装 Linux版的 % ����� ����� *�� % ����� �����的 Linux版能在
FreeBSD 下很好地运行 然而 由 W olfram 打包的二进制程序需要被打上标记 以便 FreeBSD 知
道需要使用 Linux A BI来执行它们  

Linux 版的 % ����� ����� 或 % ����� ����� �
� ���	�#�� 能够从 W olfram 那里 http://www. 
wolfram .com / 直接订购  

20.3.1  标记 Linux 程序 

Linux程序可以在 W olfram 发布的 CDR O M 的 % ����� ����� U nix目录中找到 你必须将这个目
录树拷贝到本地硬盘上 以便能在运行安装程序之前用 brandelf来标记 Linux程序  
 

    # mount /cdrom
    # cp -rp /cdrom/Unix/ /localdir/
    # brandelf -t Linux /localdir/Files/SystemFiles/Kernel/Binaries/Linux/*
    # brandelf -t Linux /localdir/Files/SystemFiles/FrontEnd/Binaries/Linux/*
    # brandelf -t Linux /localdir/Files/SystemFiles/Installation/Binaries/Linux/*
    # brandelf -t Linux /localdir/Files/SystemFiles/Graphics/Binaries/Linux/*
    # brandelf -t Linux /localdir/Files/SystemFiles/Converters/Binaries/Linux/*
    # brandelf -t Linux /localdir/Files/SystemFiles/LicenseManager/Binaries/Linux/mathlm
    # cd /localdir/Installers/Linux/
    # ./MathInstaller

 

另外 也可以简单地用下面的命令将默认的 ELF 标记成 Linux  
    # sysctl -w kern.fallback_elf_brand=3

这将让 FreeBSD 知道没有标记的 ELF 程序使用 Linux A BI 所以将可以直接从 CD R O M 来运行
安装程序  

20.3.2  取得 M athem atica 的口令 

在你安装 M athem atica之前 必须要先取得一个对应到机器编号 m achine ID 的口令  
一旦已经安装了 Linux兼容实时运行库 而没有给 % ����� �����打补丁 可能需要在安装目录

时 通过运行 m athinfo来获得机器编号 m achine ID 这个机器的 ID 以你的第一个网卡的 M AC
地址为基础  

    # cd /localdir/Files/SystemFiles/Installation/Binaries/Linux
    # mathinfo
    disco.example.com 7115-70839-20412

当你用电话 传真或是 em ail向 W olfram 注册时 你就可以获得机器编号 他们会给你包含
一组数字的口令 当运行 % ����� �����时 可能需要键入这个信息  

20.3.3  通过网络来运行 M athem atica 前端 

% ����� �����使用一些特殊的字体来显示字符 与现在使用的标准字体不一样(integrals sum s
G reek letters等) X 协议要求将这些字体安装在本地 这意味着必须从 CDR O M 拷贝这些字体然后
安装到本地机器 这些字体通常保存在 CDR O M 的/cdrom /U nix/Files/System Files/Fonts 或在硬盘的
/usr/local/M athem atica/System Files/Fonts目录下 实际的字体在目录 Type1 和 X 中 有好几种方法
可以使用它们  

第一种方法是把它们拷贝到一个已存在的字体目录/usr/X 11R 6/lib/X 11/fonts中 这样会要求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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辑 fonts.dir 文件 添加字体名字 然后改变第一行的字体的数字 另外 你也需要在拷贝字体的
目录中运行 m kfontdir程序  

第二种方法是拷贝目录到/usr/X 11R 6/lib/X 11/fonts  
 

    # cd /usr/X11R6/lib/X11/fonts
# mkdir X

    # mkdir MathType1
    # cd /cdrom/Unix/Files/SystemFiles/Fonts
    # cp X/* /usr/X11R6/lib/X11/fonts/X
    # cp Type1/* /usr/X11R6/lib/X11/fonts/MathType1
    # cd /usr/X11R6/lib/X11/fonts/X
    # mkfontdir
    # cd ../MathType1

 # mkfontdir
 

现在 添加新的字体目录到你的字体目录  
    # xset fp+ /usr/X11R6/lib/X11/fonts/X

# xset fp+ /usr/X11R6/lib/X11/fonts/MathType1
    # xset fp rehash

如果正在使用 XFree86 服务器 需要通过把它们添加到你的 XF86Config文件来让这些字体目
录自动加载  

如果没有一个叫作/usr/X 11R 6/lib/X 11/fonts/Type1 的目录 可以改变上例中的 M athType1 目录
的名称  

20.4  安装 M aple 

M aple是一个类似于 M athem atica的商业计算程序 你可以从网站 http://www.m aplesoft.com
买到这个软件 然后在那儿注册得到一个许可证 要在 FreeBSD 上安装这个软件 只要执行下面
这些步骤  

1 从软件的发行目录中执行 INSTA LL shell脚本命令 当进入安装程序的提示符时 选择
“R edH at”选项 一个典型的安装目录是/usr/local/m aple  

2 如果你不这样做 可以从 M aple W aterloo Software (http://register.m aplesoft.com )公司为 m aple
订购一个许可 然后把它拷贝到/usr/local/m aple/license/license.dat  

3 通过运行 m aple中的 IN STA LL_LIC shell脚本来安装 �6"� �� 许可管理器 然后 为你的
机器指定许可服务器的主机名  

4 然后 在 usr/local/m aple/bin/m aple.system .type文件中加入下面这些脚本  
 

----- snip ------------------

*** maple.system.type.orig    Sun Jul 8 16:35:33 2001

--- maple.system.type    Sun Jul 8 16:35:51 2001

***************

*** 72 77 ****

--- 72 78 ----

# the IBM RS/6000 AIX case

MAPLE_BIN="bin.IBM_RISC_UNIX"

;;

+ "FreeBSD"|\

"Linux")

# the Linux/x86 case

# We have two Linux implementations one for Red Hat and

----- snip end of patch -----
 

请注意 “FreeBSD ”|\后面不应当出现空格 这个补丁主要是指示 � ���把“FreeBSD ”识别为一



第 20 章  Linux 二进制兼容模式 

375 

种 Linux系统 /bin/m aple shell脚本命令 bin/m aple.system .type shell脚本依次呼叫 unam e -a来寻找
操作系统的名称 根据 OS 的名称 它就可以知道使用哪个程序  

5 启动许可服务器  
下面的脚本安装在/usr/local/etc/rc.d/lm grd.sh 是一个很方便的启动 lm grd 的方法  

 

----- snip ------------

#! /bin/sh

PATH=/usr/local/sbin:/usr/local/bin:/sbin:/bin:/usr/sbin:/usr/bin:/usr/X11R6/bin

PATH=${PATH}:/usr/local/maple/bin:/usr/local/maple/FLEXlm/UNIX/LINUX

export PATH

LICENSE_FILE=/usr/local/maple/license/license.dat

LOG=/var/log/lmgrd.log

case "$1" in

start)

lmgrd -c ${LICENSE_FILE} 2>> ${LOG} 1>&2

echo -n " lmgrd"

;;

stop)

lmgrd -c ${LICENSE_FILE} -x lmdown 2>> ${LOG} 1>&2

;;

*)

echo "Usage: ‘basename $0’ {start|stop}" 1>&2

exit 64

;;

esac

exit 0

----- snip ------------
 

6 开始测试 m aple: 
% cd /usr/local/maple/bin

% ./xmaple

现在已经成功启动了 m aple 记得写信告诉 M aplesoft你想要一个本地 FreeBSD 版本  

  FLEX lm 许可管理器可能是一个使用比较困难的工具 关于这个的介绍你可以查看这个网
站 http://www.globetrotter.com  

  lm grd 有时会出现错误 你可以清理一下存储器再做 一个正确的许可文件是这样的  
 

# =======================================================

# License File for UNIX Installations ("Pointer File")

# =======================================================

SERVER chillig ANY

#USE_SERVER

VENDOR maplelmg

FEATURE Maple maplelmg 2000.0831 permanent 1 XXXXXXXXXXXX \

PLATFORMS=i86_r ISSUER="Waterloo Maple Inc. " \

ISSUED=11-may-2000 NOTICE=" Technische Universitat Wien" \

SN=XXXXXXXXX
 

序列号被X代替了 “chillig”是一个主机名  

20.5  安装 O racle 

20.5.1  前言 

本节主要描述了在 FreeBSD 系统上安装 Linux版的 Oracle 8.0.5 和 Oracle 8.0.5.1 企业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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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5.2  安装 Linux 环境 

确信已经从 ports collection 安装了 linux-base和 linux_devtools 这些 port将在 FreeBSD  3.2 版
本以后添加到 collection 如果你使用 FreeBSD  3.2 或更老的版本 请升级你的 ports collection 也
可以考虑升级你的 FreeBSD 版本 如果运行 Linux_base-6.1 或 Linux_devtools-6.1 有点困难 可能
必须使用这些软件包的 5.2 版本  

如果要运行智能代理 将需要安装 Red H at Tcl包 tcl-8.0.3-20.i386.rpm 安装这些包的命令
是这样的  

    # rpm -i --ignoreos --root /compat/Linux --dbpath /var/lib/rpm package

包的安装通常不会出现错误  

20.5.3  创建 oracle环境 

在安装 oracle之前 必须设置一个正确的环境 这篇文章只描述了在 FreeBSD 上运行 Oracle for 
Linux所要做的比较特殊的事项 不像在 oracle安装指南中所描述的那样  

正如 oralce安装指南所描述的 必须设置最大的共享内存 不要在 FreeBSD 下使用 SH M M A X
SH M M A X 只不过用来计算 SH M M A X PG S 和 PG SIZE 因此要定义 SH M M A X PG S 所有其他使用的
选项可以参考指南 例如  
 

    options SHMMAXPGS=10000

    options SHMMNI=100

    options SHMSEG=10

    options SEMMNS=200

    options SEMMNI=70

    options SEMMSL=61
 

设置这些选项来适应 oracle的使用 确信内核配置文件中有下面这些  
    options SYSVSHM #SysV shared memory

    options SYSVSEM #SysV semaphores

    options SYSVMSG #SysV interprocess communication

创建一个 oracle帐户 正如创建其他帐户一样 把/com pat/Linux/bin/bash 添加到/etc/shells中
然后为 oracle帐户设置 shell为/com pat/Linux/bin/bash  

除了普通的 oracle变量外 还有如 ORA CLE_H O M E 和 OR A CLE_SID 必须设置下面的环境变
量  
 

LD _LIBR A R Y _PA TH  $O R A CLE_H O M E/lib 

CLA SSPA TH  $O R A CLE_H O M E/jdbc/lib/classes111.zip 

PA TH  /com pat/Linux/bin/com pat/Linux/sbin/com pat/Linux/usr/bin/com pat/Linux/usr/sbin/bin/sbin/usr/bin 

/usr/sbin /usr/local/bin $O R A CLE_H O M E/bin 
 

在.profile中仔细地设置所有的环境变量 一个完整的例子是  
 

ORACLE_BASE=/oracle; export ORACLE_BASE

ORACLE_HOME=/oracle; export ORACLE_HOME

LD_LIBRARY_PATH=$ORACLE_HOME/lib

export LD_LIBRARY_PATH

ORACLE_SID=ORCL; export ORACLE_S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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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ACLE_TERM=386x; export ORACLE_TERM

CLASSPATH=$ORACLE_HOME/jdbc/lib/classes111.zip

export CLASSPATH

PATH=/compat/linux/bin:/compat/linux/sbin:/compat/linux/usr/bin

PATH=$PATH:/compat/linux/usr/sbin:/bin:/sbin:/usr/bin:/usr/sbin

PATH=$PATH:/usr/local/bin:$ORACLE_HOME/bin

export PATH

20.5.4  安装 O racle 

由于 Linux的模拟器有一个小错误 所以必须在启动安装程序之前在/var/tm p 目录下创建一个
名叫.oracle的目录 可以把它设为可写的 也可以设置目录的属主是 oracle 你必须没有问题地安
装 oracle 如果有问题 请检查一下 oracle发行组件 或先配置它 你安装完 oracle之后 完成下
面两节介绍的修补工作  

一个经常出现的问题是 TCP 协议的适配器没有安装好 结果你不能启动任何 TCP 监听器 下
面的工作将帮助你解决这个问题  
 

    # cd $ORACLE_HOME/network/lib
    # make -f ins_network.mk ntcontab.o
    # cd $ORACLE_HOME/lib
    # ar r libnetwork.a ntcontab.o
    # cd $ORACLE_HOME/network/lib
    # make -f ins_network.mk install

 

不要忘记再运行 root.sh  

当安装 oracle时 一些工作需要在 root下执行 这会被记录在一个叫作 root.sh 的 shell脚本中
root.sh 被写在 orainst目录中 完成对 root.sh 下面的补丁后 需要使用它来对 chown 做一个适当的
定位 或在一个 Linux 本地 shell下运行脚本  
 

    *** orainst/root.sh.orig Tue Oct 6 21:57:33 1998

--- orainst/root.sh Mon Dec 28 15:58:53 1998

    ***************

    *** 31 37 ****

    # This is the default value for CHOWN

    # It will redefined later in this script for those ports

    # which have it conditionally defined in ss_install.h

    ! CHOWN=/bin/chown

    #

    # Define variables to be used in this script

--- 31 37 ----

    # This is the default value for CHOWN

    # It will redefined later in this script for those ports

    # which have it conditionally defined in ss_install.h

    ! CHOWN=/usr/sbin/chown

    #

    # Define variables to be used in this script
 

当不是从 CD 安装 Oracle时 可以为 root.sh 在源代码上打补丁 它叫作 rthd.sh 它在源代码
树的 orainst目录中  

脚本 genclntsh 被用来创建一个简单的共享客户端库 它被用来建立 dem os 完成下面的补丁
就注释掉 PATH 的定义  
 

    *** bin/genclntsh.orig Wed Sep 30 07:37:19 1998

--- bin/genclntsh Tue Dec 22 15:36:49 199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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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2 38 ****

    #

    # Explicit path to ensure that we're using the correct commands

    #PATH=/usr/bin:/usr/ccs/bin export PATH

    ! PATH=/usr/local/bin:/bin:/usr/bin:/usr/X11R6/bin export PATH

    #

    # each product MUST provide a $PRODUCT/admin/shrept.lst

--- 32 38 ----

    #

    # Explicit path to ensure that we're using the correct commands

    #PATH=/usr/bin:/usr/ccs/bin export PATH

    ! #PATH=/usr/local/bin:/bin:/usr/bin:/usr/X11R6/bin export PATH

    #

    # each product MUST provide a $PRODUCT/admin/shrept.lst

20.5.5  运行 O racle 

如果已经按上面的指示去操作了 就可以像在 Linux下一样运行 ( ����� B  

20.6  安装 SA P R /3 (4.6B -  ID ES) 

使用 FreeBSD 的 SA P 系统安装不会被 SAP 支持团队所支持——他们只支持某些特定的平台  

20.6.1  前言 

这篇文章描述了将安装一个带有Oracle 8.0.5 for Linux的SA P R /3 4.6B ID ES-System 到FreeBSD  
4.3 机器上 包括 FreeBSD  4.3-STA BLE 和 Oracle 8.0.5 的安装  

虽然这篇文章深入地描述了许多重要的安装步骤 但它也不可能取代 ( �����和 �� 7 0 �)的安
装指南 请参看 Linux版附带的文档和特定的 oracle问题  

20.6.2  软件 

下面的 CDR O M 被用作 SAP 的安装  
 

名    称 号    码 描    述 

K ER N EL 51009113 SA P K ernel O racle/Installation /A IX Linux Solaris 

R D BM S 51007558 O racle /R D BM S 8.0.5.X  /Linux 

EX PO R T1 51010208 ID ES / D B-Export / D isc 1 of 6 

EX PO R T2 51010209 ID ES / D B-Export / D isc 2 of 6 

EX PO R T3 51010210 ID ES / D B-Export / D isc3 of 6 

EX PO R T4 51010211 ID ES / D B-Export / D isc4 of 6 

EX PO R T5 51010212 ID ES / D B-Export / D isc5 of 6 

EX PO R T6 51010213 ID ES / D B-Export / D isc6 of 6 
 

另外 使用的是 ( ����� � ���3�� Linux版的 8.0.5 预发布版 Linux内核是 2.0.33 和 FreeBSD  
4.3 stable  

20.6.3  SA P-N otes 

在安装或使用 SAP R /3 之前 请先看看下面的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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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    码 主    题 

0171356 SA P Software auf Linux: grundlegenden A nm erkungen 

0201147 IN ST: 4.6C R /3 Inst. on U N IX  - O racle 

0373203 U pdate / M igration O racle 8.0.5 --> 8.0.6/8.1.6 LIN U X  

0072984 R elease of D igital U N IX  4.0B for O racle 

0130581 R 3SETU P step D IPG N TA B term inates 

0144978 Y our system  has not been installed correctly 

0162266 Q uestions and tips for R 3SETU P on W indows N T / W 2K  

20.6.4  硬件要求 

下面的设备配置对 �� 7 0 �) �4���� 来说已经足够了  
 

组    件 4.6B 4.6C 

Processor 2 x 800M H z Pentium  III 2 x 800M H z Pentium  III 

M em ory 1G B ECC 2G B ECC 

H ard D isc Space 50-60G B (ID ES) 50-60G B (ID ES) 
 

如果用于实际的生产中 就需要使用 Xeon 处理器 更高速度和容量的存储器(SCSI  R A ID )
和 USV ECC-R A M 内存 在安装时将创建 27G B 的数据库文件 建议配置容量更大的磁盘 通
常安装完之后 还需要扩展一些空间  

我使用带有 2个 800M H z Pentium  III处理器的主板 Adaptec 29160 U ltra160 SCSI适配器(能够
访问一个 40/80 G B D LT 磁带机和 CDR O M ) M ylex A celleR A ID (2 个通道 firm ware 6.00-1-00 with 
32M B R A M ) M ylex R A ID 控制器挂上 2个 17G (m irrored)的硬盘和 4个 36G B 的硬盘(RA ID  level 5)  

20.6.5  安装 FreeB SD  4.3-ST A B L E  

首先要安装 FreeBSD  4.3 stable 我通过 FTP 进行默认安装  

首先得到磁盘映像 kern.flp 和 m fsroot.flp 然后把它们放到软驱中 我从 ftp7.de.freebsd.org安
装 请选择适当的镜像  

    # dd if=kern.flp of=/dev/fd0 
    # dd if=mfsroot.flp of=/dev/fd0

不要忘记使用两个软盘 用 kern.flp 启动 然后根据指示操作 使用下面的分区方案  
 

文 件 系 统 大小(1k-blocks) 大小(GB) 加  载  点 

/dev/da0s1a 1.016.303 1 / 

/dev/da0s1b  6 <swap> 

/dev/da0s1e 2.032.623 2 /var 

/dev/da0s1f 8.205.339 8 /usr 

/dev/da1s1e 45.734.361 45 /com pat/Linux/oracle 

/dev/da1s1f 2.032.623 2 /com pat/Linux/sapm nt 

/dev/da1s1g 2.032.623 2 /com pat/Linux/usr/sap 
 

预先用了 M ylex软件配置和调整两个逻辑驱动器 以便在系统启动的时候能够自动启动  
请注意这个磁盘分区与 SAP 推荐的是不一样的 SAP 建议把 oracle子目录分离出来 我决定

只简单地创建几个子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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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 FreeBSD  4.3 stable以前的版本 很容易得到最新的版本 对于更老的版本 我把自己的
脚本放在/etc/cvsup 中 设置 FreeBSD  4.3 的 28 ��是很容易的 就像这样  

    # cp /etc/defaults/make.conf /etc/make.conf
    # vi /etc/make.conf

/etc/m ake.conf文件要求激活下面这些记录  
 

    SUP_UPDATE=    yes

    SUP=           /usr/local/bin/cvsup

    SUPFLAGS= -g -L 2

    SUPHOST=       cvsup8.FreeBSD.org

    SUPFILE=       /usr/share/examples/cvsup/stable-supfile

    PORTSSUPFILE=  /usr/share/ examples /cvsup/ports-supfile

    DOCSUPFILE=    /usr/share/ examples /cvsup/doc-supfile
 

适当地改变 SUPH O ST 的值 在/usr/share/exam ples/cvsup 中的 supfiles是很好的 如果你不加
载所有的 docfiles 可以把相应的 DOCSU PFILE 记录禁用 启动 �3��来得到最新的 stable源代码
是很容易的  

    # cd /usr/src
    # make update

要做的第一件事是安装源代码 进入 root 执行下面的工作  
    # cd /usr/src
    # make world

如果这个完成 就可以继续创建和配置新的内核 通常这是定制内核配置文件的地方 就像
计算机被命名成 troubadix 配置文件的一般名称也是 troubadix  

    # cd /usr/src/sys/i386/conf
    # cp GENERIC TROUBADIX
    # vi TROUBADIX

在这一步可以定义使用或不使用的驱动器等 看看相关的文档或 LIN T 文件得到帮助  
也可以像下面描述的一样包含一些适当的参数来创建新的内核 

 

    # cd /usr/src/sys/i386/conf
    # config TROUBADIX
    # cd /usr/src/sys/compile/TROUBADIX
    # make depend
    # make
    # make install

 

m ake install完成之后 需要重新启动计算机运行新的内核  

20.6.6  安装 Linux 环境 

我在下载要求的 RPM 文件时遇到了一些问题 所以你可以试试下面的站点  
  ftp7.de.freebsd.org/pub/FreeBSD /distfiles/rpm  
  ftp.redhat.com /pub/redhat/Linux/6.1/en/os/i386/R edH at/R PM S 

首先需要安装 Linux 基本系统(as root)  
    # cd /usr/ports/emulators/Linux_base
    # make package

接下来 安装 Linux开发工具  
    # cd /usr/ports/devel/Linux_devtools
    # make pack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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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儿是一个要安装的软件包列表  
  cracklib-2.7-5.i386.rpm  
  cracklib-dicts-2.7-5.i386.rpm  
  pwdb-0.60-1.i386.rpm  
  pam -0.68-7.i386.rpm  
我用下面的命令来安装这些软件包  
    # rpm -i --ignoreos --root /compat/Linux --dbpath /var/lib/rpm <package_name>

除了 pam 包 还要  
    # rpm -i --ignoreos --nodeps --root /compat/Linux --dbpath /var/lib/rpm\pam-0.68-7.i386.rpm

要让 ( �����运行智能代理 也必须安装 RedH at Tcl包 tcl-8.0.5-30.i386.rpm 可能会有其他
的原因需要重新连接 ( ����� 但那是 Oracle-Linux的问题 不是 FreeBSD 的问题  

20.6.7  创建 SA P/R 3 环境 

对于简单的安装 创建下面的文件系统就已经足够了  
 

加  载  点 大    小 

/com pat/Linux/oracle 45 G B 

/com pat/Linux/sapm nt 2 G B 

/com pat/Linux/usr/sap 2 G B 
 

我也创建了一些链接 所以 FreeBSD 也要寻找正确的路径  
# ln -s /compat/Linux/oracle /oracle

    # ln -s /compat/Linux/sapmnt /sapmnt
    # ln -s /compat/Linux/usr/sap /usr/sap

�� 7 0 �)需要两个用户和三个组 用户名依赖于 SAP 系统的包含三个字母的系统 ID(SID ) 这
些 SID 可以被 SAP 保留 对于 ID ES 安装 我使用 ID S 我们就定义下面几个组 组 ids可能不同
这些只是安装时我使用的值  
 

组 id 组    名 描    述 

100 dba D ata Base A dm inistrator 

101 sapsys SA P System  

102 oper D ata Base O perator 
 

对于默认的 oracle安装 只有组 dba被使用 和 oper组一样 你也可以使用组 dba  
也需要下面的用户  

 

用户 id 用户名 普通名称 组 附加组 描述 

1000 idsadm  <sid>adm  sapsys oper SA P A dm inistrator 

1002 oraids ora<sid> dba oper D B A dm inistrator 
 

用 adduser添加用户 要求 SAP 管理员有下面的记录  
 

    Name: idsadm            <sid>adm

    Password: ******

    Fullname: SAP IDES Administrator

    Uid: 1000

    Gid: 101 (saps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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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lass:

    Groups: sapsys dba

    HOME: /home/idsadm      /home/<sid>adm

    Shell: /bin/sh
 

对于数据库管理员  
 

    Name: oraids          ora<sid>

    Password: ****** 

    Fullname: Oracle IDES Administrator 

    Uid: 1002 

    Gid: 100 (dba) 

    Class:

    Groups: dba 

    HOME: /oracle/IDS     /oracle/<sid>

    Shell: /bin/sh
 

这也包括组 oper 这个例子中正使用组 dba和 oper  

这些目录通常被创建为分离的文件系统 这完全根据你的需求 我选择创建成简单的目录
先设置一些目录的所有者和权限(如 user root)  
 

    # chmod 775 /oracle
    # chmod 777 /sapmnt
    # chown root:dba /oracle
    # chown idsadm:sapsys /compat/Linux/usr/sap
    # chmow 775 /compat/Linux/usr/sap

 

第二 将创建目录作为 user ora<sid> 这些将成为/oracle/ID S 的子目录  
 

    # su - oraids
    # mkdir mirrlogA mirrlogB origlogA origlogB
    # mkdir sapdata1 sapdata2 sapdata3 sapdata4 sapdata5 sapdata6
    # mkdir saparch sapreorg
    # exit

 

第三步 创建目录作为 user idsadm  (<sid>adm )  
 

    # su - idsadm
    # cd /usr/sap
    # mkdir IDS
    # mkdir trans
    # exit

 

SA P R /3 要求在/etc/services文件中有一些记录 在安装过程中 这些不会被设置正确 请添
加下面的记录  
 

    sapdp00  3200/tcp # SAP Dispatcher. 3200 + Instance-Number

    sapgw00  3300/tcp # SAP Gateway. 3300 + Instance-Number

    sapsp00  3400/tcp # 3400 + Instance-Number

    sapms00  3500/tcp # 3500 + Instance-Number

    sapmsIDS 3600/tcp # SAP Message Server. 3600 + Instance-Number
 

SA P 要求至少两个定位 他们不是默认的 Redhat安装的部分 SAP 提供从它们的 FTP 服务器
下载的必需 RPM 看看你需要的 RPM 注释的列表  

也可能只创建适当的连接 例如 从 de_D E 和 en_U S 但不推荐把这放在一个实际的生产
系统中 下面的语言设置是需要的  

    de_DE.ISO-885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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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n_US.ISO-8859-1

如果它们不出现 可能在安装时有问题 如果这些被忽略了 不费一番周折就别想登录进 SAP
系统  

SA P R /3 系统需要许多资源 我因此添加了下面的参数在内核配置文件中  
 

    # Set these for memory pigs (SAP and Oracle):

    options MAXDSIZ=" (1024*1024*1024) "

    options DFLDSIZ=" (1024*1024*1024) " # System V options needed.

    options SYSVSHM #SYSV-style shared memory

    options SHMMAXPGS=262144 #max amount of shared mem. pages

    options SHMMNI=256 #max number of shared memory ident if.

    options SHMSEG=100 #max shared mem.segs per process

    options SYSVMSG #SYSV-style message queues 

    options MSGSEG=32767 #max num. of mes.segments in system

    options MSGSSZ=32 #size of msg-seg. MUST be power of 2

    options MSGMNB=65535 #max char. per message queue

    options MSGTQL=2046 #max amount of msgs in system

    options SYSVSEM #SYSV-style semaphores 

    options SEMMNU=256 #number of semaphore UNDO structures

    options SEMMNS=1024 #number of semaphores in system

    options SEMMNI=520 #number of semaphore indentifiers

    options SEMUME=100 #number of UNDO keys
 

这篇文档中指定的最小值是来自 SAP 没有针对 Linux的描述 看看 H P-U X 的相关介绍了解
更多信息  

20.6.8  安装 SA P R /3 

在安装过程中 有许多 CDR O M 要被挂上和卸下 建议用多个 CD R O M 驱动器 可以把它们
都挂上 我决定拷贝 CDR O M 的内容到相应的目录  

    /oracle/IDS/sapreorg/<cd-name>

<cd-nam e>是 K ER N EL R D BM S EX PO R T1 EX PO R T2 EX PO R T3 EX PO R T4  EX PO R T5
和 EX PO R T6 这些中的一个 所有的文件系统都是大写的 其他使用-g选项来挂上 所以使用下
面的命令  

    # mount_cd9660 -g /dev/cd0a /mnt
    # cp -R /mnt/* /oracle/IDS/sapreorg/<cd-name>
    # umount /mnt

首先 需要准备一个安装目录  
    # cd /oracle/IDS/sapreorg
    # mkdir install
    # cd install

然后 安装脚本被启动 需要拷贝所有相关的文件到安装目录  
/oracle/IDS/sapreorg/KERNEL/UNIX/INSTTOOL.SH

由于这是一个完全定制化的 SAP R /3 D em o 系统的 ID ES 安装 我们有 6 个而不是仅仅 3 个
EXPO R T-CD 基于这点 安装模板 CEN TR D B.R 3S 用来安装一个标准的中央环境(R /3 和 Database)
而不是一个 ID ES 中央环境 所以从 EXPO R T1 目录拷贝相应的 CEN TR D B.R 3S 另外 R3SETU P 将
只要求 3个 EX PO R T-CD  

确信 LD_LIBR A R Y _PA TH 被设置正确  
# export LD_LIBRARY_PATH=/oracle/IDS/lib:/sapmnt/IDS/exe:/oracle/805_32/li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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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安装目录以 root启动 R3SETU P  
# cd /oracle/IDS/sapreorg/install
# ./R3SETUP -f CENTRDB.R3S

然后脚本问一些问题  
 

Enter SA P System  ID  [C11] ID S<ret> 

Enter SA P Instance N um ber [00] <ret> 

Enter SA PM O U N T D irectory [/sapm nt] <ret> 

Enter nam e of SA P central host [troubadix.dom ain.de] <ret> 

Enter nam e of SA P db host [troubadix] <ret> 

Select character set [1] (W E8D EC) <ret> 

Enter O racle server version (1) O racle 8.0.5  (2) 

O racle 8.0.6  (3) O racle 8.1.5  (4) O racle 8.1.6 

 1<ret> 

Extract O racle Client archive [1] (Y es  extract) <ret> 

Enter path to K ER N EL CD [/sapcd] /oracle/ID S/sapreorg/K ER N EL 

Enter path to R D BM S CD [/sapcd] /oracle/ID S/sapreorg/R D BM S 

Enter path to EX PO R T1 CD [/sapcd] /oracle/ID S/sapreorg/EX PO R T1 

D irectory to copy EX PO R T1 CD [/oracle/ID S/sapreorg/CD 4_D IR ] <ret> 

Enter path to EX PO R T2 CD [/sapcd] /oracle/ID S/sapreorg/EX PO R T2 

D irectory to copy EX PO R T2 CD [/oracle/ID S/sapreorg/CD 5_D IR ] <ret> 

Enter path to EX PO R T3 CD [/sapcd] /oracle/ID S/sapreorg/EX PO R T3 

D irectory to copy EX PO R T3 CD [/oracle/ID S/sapreorg/CD 6_D IR ] <ret> 

Enter path to EX PO R T4 CD [/sapcd] /oracle/ID S/sapreorg/EX PO R T4 

D irectory to copy EX PO R T4 CD [/oracle/ID S/sapreorg/CD 7_D IR ] <ret> 

Enter path to EX PO R T5 CD [/sapcd] /oracle/ID S/sapreorg/EX PO R T5 

D irectory to copy EX PO R T5 CD [/oracle/ID S/sapreorg/CD 8_D IR ] <ret> 

Enter path to EX PO R T6 CD [/sapcd] /oracle/ID S/sapreorg/EX PO R T6 

D irectory to copy EX PO R T6 CD [/oracle/ID S/sapreorg/CD 9_D IR ] <ret> 

Enter am ount of R A M  for SA P + D B  850<ret> (in M egabytes) 

Service Entry M essage Server [3600] <ret> 

Enter G roup-ID  of sapsys [101] <ret> 

Enter G roup-ID  of oper [102] <ret> 

Enter G roup-ID  of dba [100] <ret> 

Enter U ser-ID  of <sid>adm  [1000] <ret> 

Enter U ser-ID  of ora<sid> [1002] <ret> 

N um ber of parallel procs [2] <ret> 
 

如果没有把 CD 拷贝到不同的位置 那 SA P 的安装程序就不能找到需要的 CD 它会要求你
挂上 CDR O M 或键入加载路径  

CEN TR D B.R 3S 包含有程序错误 在我的例子中 它重复要求 EXPO R T4 指出正确的键
(6_LO CA TI O N 然后 7_LO CA TIO N  等) 所以你可以键入正确的值 不要生气 处理下面要提到
的问题 每一样东西都要直接通过 oracle数据库软件安装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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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6.9  安装 O racle 8.0.5 

请看看相应的 SAP 注释 和 Oracle的关于 Linux的说明 还有 oracle D B 可能出现的问题 更
多有关安装 oracle的信息 请参考安装 oracle章节  

如果 ( ����� ��,�;将被使用 一些其他的库需要被成功地重新连接 因为 Oracle 8.0.5 是与一
个老的 glibc连接的 Redhat 6.0 但 RedH at 6.1 已经使用了一个新的 glibc 所以必须安装下面额
外的软件包来保证连接正常  
 

compat-libs-5.2-2.i386.rpm

compat-glibc-5.2-2.0.7.2.i386.rpm

compat-egcs-5.2-1.0.3a.1.i386.rpm

compat-egcs-c++-5.2-1.0.3a.1.i386.rpm

compat-binutils-5.2-2.9.1.0.23.1.i386.rpm
 

查看相应的 SAP 注释或 oracle的说明了解更多信息 如果这不是选项 你可以使用最初的程
序 或使用与最初的 Redhat系统重连接的程序  

要编译智能代理 必须安装 RedH at Tcl包 如果你不能得到 tcl-8.0.3-20.i386.rpm 一个更新
的像 tcl-8.0.5-30.i386.rpm 也可以用  

除了重连接 安装是直截了当的  
 

# su - oraids
# export TERM=xterm
# export ORACLE_TERM=xterm
# export ORACLE_HOME=/oracle/IDS
# cd /ORACLE_HOME/orainst_sap
# ./orainst

 

用 Enter来确认所有的屏幕直到软件被安装好 除了必须取消 Oracle O n-Line Text V iewer选择
之外 因为这不是当前可用的 Linux O racle会要求用 i386-glibc20-Linux-gcc重新连接以代替 gcc
egcs 或 i386-redhat-Linux-gcc 由于时间紧迫 我决定使用 ( ����� ��,�; 7��7�
	����
#版本  

这个安装很容易 挂上 CD 启动安装程序 它就会要求 oracle hom e目录的定位 然后拷贝
那儿所有的程序 不用删除先前安装的 RDBM S  

然后 oracle数据库就可以毫无问题地运行了  

20.6.10  继续 SA P R /3 的安装 

首先检查设置环境 users idsam d (<sid>adm )和 oraids (ora<sid>) 它们现在都有使用主机名
的.profile .login 和.cshrc文件 在这个例子中 系统的主机名是域名 你必须在所有三个文件中
改变 hostnam e为 hostnam e -s  

然后 R3SETU P就重新启动或继续 R3SETU P就创建tablespaces然后从EXPO R T1到EX PO R T6
用 R3load 加载数据进入数据库  

当数据库被加载完成 需要一些口令 对于测试安装 你可以使用默认口令  
 

Enter Password for sapr3 sap<ret> 

Confirum  Password for sapr3 sap<ret> 

Enter Password for sys change_on_install<r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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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Confirm  Password for sys change_on_install<ret> 

Enter Password for system  m anager<ret> 

Confirm  Password for system  m anager<ret> 
 

在这点上 有几个 dipgntab 的问题  

像下面那样用 user oraids (ora<sid>)启动 oracle监听器  
    umask 0; lsnrctl start

另外 你也可能得到 ORA -12546 错误 因为 socket没有正确的权限  

20.6.11  后续安装步骤 

这是必需的 因为临时许可只能用 4 个星期 不要忘记键入正确的操作系统 FreeBSD  4.3 
Stable 首先得到硬件的密匙 以用户 idsadm 登录然后呼叫 saplicense  

    # /sapmnt/IDS/exe/saplicense -get

呼叫 saplicense需要一个选项列表 要得到许可密匙 需要安装使用  
    # /sapmnt/IDS/exe/saplicense -install

你就被要求键入下面的值  
 

    SAP SYSTEM ID   = <SID 3 chars>

    CUSTOMER KEY = <hardware key,11 chars>

    INSTALLATION NO = <installation,10 digits>

    EXPIRATION DATE = <yyyymmdd,usually "99991231">

    LICENSE KEY  = <license key,24 chars>
 

在客户机 000 中创建一个用户 作为一个用户名 我通常选择 wartung 或英语中的 service
要求的大概配置是 sap_new 和 sap_all 出于额外的安全考虑 默认用户口令应当被改变 这包括
用户 sap*和 ddic  

在客户端 000 不同的用户 ddic和 sap* 至少要做下面这些  
 

配置传输系统 作为 Stand-A lone Transport D om ain Entity STM S 

为系统创建/编辑配置 RZ10 

维护操作模式和建议 RZ04 

 
这些和所有其他的后续安装步骤在 SAP 的安装指南中有描述  

文件/oracle/ID S/dbs/initID S.sap 包含了 SA P 的备份情况 这儿是使用的磁带机压缩的大小 要
运行 sapdba / brbackup 来得到这些 我改变了下面的值  
 

    compress = hardware

    archive_function = copy_delete_save

    cpio_flags = "-ov --format=newc --block-size=128 --quiet"

    cpio_in_flags = "-iuv --block-size=128 --quiet"

    tape_size = 38000M

    tape_address = /dev/nsa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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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pe_address_rew = /dev/sa0
 

解释  
com press  
我使用的磁带机是 H P D LT1 它支持硬件压缩  
archive_function  
这个定义了保存 oracle 文件日志的默认行为 新的日志文件被保存到磁带机上 保存的日志

文件会被再次保存然后再删除 如果你需要恢复数据库 而其中一个磁带机已经损坏了 这可以
防止出现麻烦   

cpio_flags  
默认的使用-B 来设置 blocksize为 5120 Bytes 对于 DLT-Tapes H P 建议至少 32K  blocksize

所以我使用--block-size=128 for 64K --form at=newc必需的 使用的数字要超过 65535 最后项
-quiet是需要的  

cpio_in_flags  
标记需要从磁带机加载回数据 格式是自动验证的  
tape_size  
这通常给出了磁带机的存储容量 出于安全原因 这个值要比实际的值要小一些  
Value 
这比实际的值要稍微小一点   
tape_address  
被 cpio使用的非 rewindable设备 
tape_address_rew  
被 cpio使用的 rewindable设备  

下面的 SAP 参数将在安装以后调整  
 

ztta/roll_extension 250000000 

abap/heap_area_dia 300000000 

abap/heap_area_nondia 400000000 

em /initial_size_M B 256 

em /blocksize_kB 1024 

ipc/shm _psize_40 70000000 
 

SA P-N ote 0013026: 
 

ztta/dynpro_area 2500000 

 
SA P-N ote 0157246: 

rdisp/R O LL_M A X FS 16000 

rdisp/PG _M A X FS 30000 
 

根据上面的参数 在带有1G内存的系统上 可以像下面这样查看内存的使用

情况  



FreeBSD  H andbook 第二版 中文版 

388 

Mem: 547M Active,305M Inact,109M Wired,40M Cache,112M Buf,3492K Free

20.6.12  安装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如果在这阶段 R3SETU P 有问题 可以编辑文件 CEN TR D B.R 3S 定位到[O SU SER SID A D M _ 
IN D _O R A ]然后编辑下面的值  

    HOME=/home/idsadm (was empty)

    STATUS=OK (had status ERROR)

然后可以重新启动 R3SETU P  
    # ./R3SETUP -f CENTRDB.R3S

在 这 一 阶 段 R3SETU P 可 能 也 会 出 问 题 只 要 编 辑 CEN TR D B.R 3S 定 位 到
[OSU SER D BSID _IN D _O R A ] 然后编辑下面的值  

    STATUS=OK

然后重新启动 R3SETU P  
    # ./R3SETUP -f CENTRDB.R3S

在开始安装之前 不要取消选定 Oracle O n-Line Text V iewer 既然这个选项当前没有用于
Linux 这在安装时是需要标记的 在 oracle安装中取消选定这个产品 然后重新安装  

如果这个错误还出现 正确的定位可能已经丢了 SA P 注释0171356列出了必须要安装的RPM
saplocales-1.0-3 saposcheck-1.0-1 for R edH at 6.1 在这个例子中 你跳过了所有相关的错误
设置了相应的状态从 ER R O R 到 OK 然后需要重新启动 R3SETU P SA P 系统不会被正确地配置
你就不能用一个 sapgui连接到系统 即使系统被重新启动 设法使用一个旧的 Linux sapgui连接
会得到下面的信息  
 

    Sat May 5 14:23:14 2001

    *** ERROR => no valid userarea given [trgmsgo. 0401]

    Sat May 5 14:23:22 2001

    *** ERROR => ERROR NR 24 occured [trgmsgi. 0410]

    *** ERROR => Error when generating text environment. [trgmsgi. 0435]

    *** ERROR => function failed [trgmsgi. 0447]

    *** ERROR => no socket operation allowed [trxio.c 3363]

    Speicherzugriffsfehler
 

这个问题归咎于 SAP R /3 不能正确地指派一个位置 也不能自己正确地配置 要能够连接到
SAP 需要在 DEFA U LT.PFL 文件中添加下面的记录  

    abap/set_etct_env_at_new_mode =0

    install/collate/active =0

    rscp/TCP0B =TCP0B

重新启动 SAP 系统 现在你可以连接到系统 即使你指定的国家语言不能正常工作 设置完
国家后 这些记录会从 DEFA U LT.PFL 中被删除 然后 SAP 系统重新启动  

用下面的命令来启动 oracle监听器  
    # umask 0; lsnrctl start

另外 你可能会得到 ORA -12546 错误 因为 socket没有正确的权限  

通常情况下 看看 SAP 注释 0130581 在这个特定的安装过程中 由于一些原因 安装程序
不能使用命名为“ID S”的 SA P 系统 但空字符“”可以 这将导致出现无法访问目录的问题 就像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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径能被动态使用<sid>一样 所以代替访问  
    /usr/sap/IDS/SYS/...

    /usr/sap/IDS/DVMGS00

下面是被使用的路径  
    /usr/sap//SYS/...

    /usr/sap/D00i

要继续安装 我创建了一个连接和一个额外的目录  
 

    # pwd

    /compat/Linux/usr/sap

    # ls -l

    total 4

    drwxr-xr-x 3  idsadm sapsys 512 May 5 11:20 D00

    drwxr-x--x 5  idsadm sapsys 512 May 5 11:35 IDS

    lrwxr-xr-x 1  root   sapsys 7 May 5 11:35 SYS -> IDS/SYS

    drwxrwxr-x 2  idsadm sapsys 512 May 5 13:00 tmp

    drwxrwxr-x 11 idsadm sapsys 512 May 4 14:20 trans
 

我也发现 SAP notes (0029227 和 0008401)描述到了问题  

20.7  高级主题 

如果你对 Linux 兼容模式是如何工作的感到好奇 这章正是你需要的 下面的绝大部分内容
是由Terry Lam bert <tlam bert@ prim enet.com > (M essage ID : <199906020108.SA A 07001@ usr09.prim enet. 
com >)发表在邮件列表<freebsd-chat@ FreeBSD .org>上的内容组成的  

它是如何工作的 
FreeBSD 有一个叫作“可执行类加载器” 这主要是加载进 execve系统呼叫 碰巧的是 FreeBSD

有一个引导器 loader 的列表 它不是一个简单的返回一个符号# 的引导器  
从历史上来讲 只有 Unix平台的引导器会检查魔数 m agic 通常是文件的前 4个或 8个字

节 是否已知的二进制格式的 如果是 就调用二进制引导程序  
如果它不是二进制类型的 execve呼叫就会返回一个错误 shell就试图用 shell命令执行它  
假定默认的是“whatever the current shell is”  
随后 sh 就开始检查前两个字符 如果它们是:\n 那它就调用 csh shell  
FreeBSD 现在所做的是用一个普通的#!引导器仔细检查引导器的列表 然后由解释程序一个

接一个地解释 返回给/bin/sh  
为了支持 Linux A BI FreeBSD 就把魔数看作为一个二进制 ELF 程序 这样一来 它就使得

在 FreeBSD Solaris Linux和其他任何操作系统之间只要使用 ELF 格式就都可以顺利运行  
ELF 引导器会寻找一个专门的标记 brand 它是在 ELF 映像中的一个注释部分 但在

SVR 4/Solaris的 ELF 中没有  
为了执行 Linux程序 它们必须被打上 Linux类型的标记 使用 brandelf  
    # brandelf -t Linux file

做完之后 ELF 引导器就会看到文件上的 Linux的标记  
当 ELF 引导器看到 Linux的标记 引导器就会在 proc结构中替换一个指示器 所有的系统呼

叫就会通过这个指示器来索引 在一个传统的 UNIX 系统中 这就是 sysent[]结构队列 包含系统
呼叫 另外 为了解决由于信号杂乱所造成的陷阱向量的问题 会造成线程的剧增 需要切断其
他 或较小的 由 Linux内核模块产生的修正  

Linux系统呼叫向量包含一个 sysent[]记录的列表 它的地址位于内核模块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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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一个系统呼叫被 Linux程序呼叫时 有缺陷的代码会把系统呼叫功能的指示器从 proc结构
中解除 然后获得 Linux 而不是 FreeBSD 系统呼叫记录会指示出来  

另外 Linux模式动态地 reroots查找 这是很有效的 首先 会试图在/com pat/Linux/original-path
目录中查找文件 然后如果失败了 就会在/original-path 目录中查找文件 这样就可以确定要求
其他程序的程序可以运行 例如 Linux工具链都可以在 Linux A BI的支持下工作 也就是说 Linux
程序可以加载和执行 FreeBSD 程序 如果当前没有相应的 Linux 程序 那你可以在目录树中放置
一个 unam e命令来确保 Linux程序不提示它们不能运行在 Linux上  

更有效的是 在 FreeBSD 内核中有一个 Linux 内核 由内核提供的能够提供所有服务的各种
潜在功能在 FreeBSD 系统呼叫表记录和 Linux 系统呼叫表记录之间是一样的 文件系统操作 虚
拟内存操作 信号发送 System  V  IPC 等等 唯一的不同是 FreeBSD 会得到 FreeBSD 的附加功能
而 Linux程序会得到 Linux的附加功能  

哪一个是 FreeBSD 自己的 ABI呢 这无关紧要 基本上 唯一的不同是 FreeBSD 的附加功能
是被静态连接到内核 而 Linux 的附加功能可能是被静态连接到内核 也可能它们通过一个内核
模块来访问  

有一个真正的模拟器吗 没有 它只不过是一个 ABI执行机制 不是一个模拟器  
为什么有时它被叫作“Linux模拟器”呢 只是为了更不容易地卖出 FreeBSD 罢了 实际上 历

史上从来没有描述这样一种执行机制的名字 FreeBSD 并不是真正地运行 Linux 程序 如果你不
编译进代码 或加载一个模块 就需要有一个名字来描述这样一种加载功能——因此就想出了
“Linux模拟器”这样一个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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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 2211章章  
为为 FF rreeeeBB SSDD 作作贡贡献献  

 
 

你想为 FreeBSD 做贡献吗 太好了 FreeBSD 是以用户的不断贡献为
基础而不断发展的 你的贡献不仅仅是赏识 也将关系到 FreeBSD 的继续
成长  

可能与一些人认为的相反 你不一定需要是一个很棒的程序员或是一
个与 FreeBSD 核心团队比较亲密的朋友 FreeBSD 计划的开发是由分布于
世界各地 不同年龄 不同地域的 并在不断增长中的人员组成的  

既然 FreeBSD 是一个可信赖的操作系统 而不仅仅是一个内核或几个
分散的工具 我们所做的工作包括很多任务 从文档 beta 测试到内核开
发的指导研究 无论你的水平怎么样 都可以为 FreeBSD 做贡献 我们也
希望一些商业团体能给我们以支持  

21.1  在这之前 你需要做些什么 

下面是一些任务和子项目的计划 如果你对某些任务比较感兴趣 你
可以署上你的名字并发邮件给相关协调人 如果没有指定协调人 也许你
将成为一名志愿者  

21.1.1  正在进行中的任务 

绝大多数的任务都需要付出大量的时间或是对内核有深入的了解 然
而有很多任务也适合那些 weekend hackers 或是没有编程技能的人  

1 如果在运行 FreeBSD -current 而且有一个很好的因特网接入 那
可以时时访问到 current.FreeBSD .org 网站 它上面有一个完全的发行版
可以从它那儿安装最新的发行版 一旦有什么错误 就可以立即报告  

2 阅读一些 freebsd-bugs 的邮件列表 可以为某个问题作注释或用
某个 patch 来测试 甚至也可以亲自来修复这个问题  

3 周期性地阅读 FAQ 和使用手册 如果有什么错误 可以及时报告
最好给我们一个修复方案 你可以采用 ASCII编码的方式  

4 帮助翻译 FreeBSD 的文档到你自己国家的语言 只要发一封邮件
到<freebsd-doc@ FreeBSD .org>告诉我们要求做些什么 注意不是提交你自
己翻译的 FreeBSD 的简单文档 事实上 绝大多数需要翻译的文档是安装
说明  

5 偶尔阅读一下 freebsd-questions邮件列表和 com p.unix.bsd.freebsd. 
m isc新闻组 它能够让你与别人交流技术和帮助别人解决问题 有时也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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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自己学到一些新东西 这些论坛通常是一个诞生好主意的地方  
6 如果知道一些-current版的错误修正还没有被加入到-stable 版 可以提交一些提示给开

发人员  
7 在源目录树中把贡献来的软件移到 src/contrib 中  
8 确定在 src/contrib 中的代码已经到期了  
9 根据一些特别的通知来建造源代码目录树 或是部分地 然后整理这些通知  
10 如果你已经贡献了一些 port 可以把你的 patch 发给最初的创作者  
11 建议做一个长期规划  

21.1.2  通过 PR 数据库工作 

FreeBSD  PR 列表显示了所有当前活跃的由 FreeBSD 用户提交的问题报告和请求 认真检查一
下开放的 PR 看看是否有你感兴趣的 有一些可能是很简单的任务 只要多化一点精力就可以解
决 其他的可能会比较复杂  

启动还没有分配给其他人的 PR 如果在分派给其他人的任务中 如果有个问题你能解决 你
可以发 em ail给那个人 问一下是否你可以来做这个 他们可能已经加上了一个准备测试的补丁
或许你可以跟他讨论一下这个问题  

21.2  如何做贡献 

为系统做贡献通常可以分为下面几种情况  

21.2.1  B ug 报告和普通的注释 

一个普通的技术方面的主意或建议可以通过发 em ail给<freebsd-hackers@ FreeBSD .org>技术讨
论邮件列表来提交 同样的 有人对某些比较感兴趣 就可以通过发 em ail 到
<m ajordom o@ FreeBSD .org>预定 hackers 邮件列表 也可以看看其他的邮件列表了解更多信息 如
果你找到一个 bug或提交了一个特殊的修正 请使用 send-pr程序或它的基于 W EB 的完成同样功
能的方式来报告 如果补丁程序超过 20K B 建议将它们压缩一下再把它提交到 ftp.FreeBSD .org./  
pub/FreeBSD /incom ing/  

整理成一份报告之后 你应当用一个跟踪号码接受一个确认系统 保存这个跟踪号码 以便
你能根据问题的细节来升级它们 使用数字来作为邮件的主题 例如 Re: kern/3377 其他的
错误报告也可以这样来提交  

假如如果由于某些原因 你不能及时接收确认信息或者你不能使用 send-pr 命令 可以通过
发邮件到 FreeBSD  problem  reports 邮件列表<freebsd-bugs@ FreeBSD .org>要求某人来完成这件事  

21.2.2  某些文档的修改 

文档的变化可以通过 FreeBSD 文档计划邮件列表来查看 使用 send-pr程序来发送提交和修
改的信息  

21.2.3  已存在的源代码的修改 

有一个特殊的正在进行中的版本叫 FreeBSD -current 它采用很多种方法来确保系统的开发
人员能够很活跃高效地工作 看看 Staying current with FreeBSD 了解更多有关得到和使用
FreeBSD -current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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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比较老的源代码基础上工作意味着你所做的任何修改都会比较陈旧或会产生错误 这些变
化 都 会 在 FreeBSD 的 <freebsd-announce@ FreeBSD .org> 公 告 邮 件 列 表 和 <freebsd-current 
@ FreeBSD .org>邮件列表中有所反映  

你可以设法保护最新的源代码与你的修改保持同步 下一步是将修改的部分发给 FreeBSD 的
维护者 这可以用 	���命令来做 使用 context diff命令可能更好 例如  

    % diff -c oldfile newfile

或 
    % diff -c -r olddir newdir

这将会产生一组与给定的源代码或层次目录的前后关联 查看 diff的联机手册了解更多细节
一旦你有了一组前后关联 你可以用 patch 命令来测试 你就可以提交它们 使用 send-pr程序
不要只把它发送给 FreeBSD 的技术讨论列表<freebsd-hackers@ FreeBSD .org>也许它们会丢失 我们
很感谢你的工作 因为我们很忙 我们不可能立即作回复 但它仍会被保存在 PR 数据库中  

如果你觉得这样很好 如增加 删除或重命名文件 你可以把修改过的部分打包成一个 tar
文件 然后运行 ���#�
	�程序 shar文档也可以  

21.2.4  新的代码或很有价值的软件包 

有一个很重大的大型工作的加入或是一个很重要的新特性的加入 可以把它们上传到 Ftp 站
点 以便于其他人访问 如果你无法访问 web 或 ftp 网站 可以在 FreeBSD 邮件列表上了解一些
信息  

在许许多多的代码中 有一些有版权方面的要求 在 FreeBSD 中也包括这部分  
1 BSD 版权 这个版权由于它的 no strings attached 特性而变得非常好 深受许多商业企

业的欢迎 FreeBSD 计划也鼓励这样的商业应用 以便使他们能够在这一领域进行投资  
2 G N U 公共许可协议 或叫 GPL 这个许可规定你需要它得到公众最大限度的利用 要做

到这一点的最好办法是将它变为自由软件 使得每个人都能在遵守条款的基础上对它进行修改和
重新发布  

在其他版权形式下捐助来的软件需要在它们被加入 FreeBSD 之前先仔细地检查一下 每个有
限制性的商业版权申请通常会被拒绝 虽然被鼓励通过他们自己的渠道来做可用性的修改 在你
工作中要放一个 BSD -style 的版权 包括下面一些文字 用适当的信息替换掉% % 之间的文字  
 

Copyright (c) %%proper_years_here%%

            %%your_name_here%%  %%your_state%%  %%your_zip%%.

        All rights reserved.
 

R edistribution and use in source and binary form s  with or without m odification  are perm itted 
provided that the following conditions are m et: 

1 R edistributions of source code m ust retain the above copyright notice  this list of conditions and 
the following disclaim er as the first lines of this file unm odified. 

2 R edistributions in binary form  m ust reproduce the above copyright notice  this list of conditions 
and the following disclaim er in the docum entation and/or other m aterials provided with the distribution. 

TH IS SO FTW A R E IS PR O V ID ED  BY  % % your_nam e_here% %  ̀ À S IS'' A N D  A N Y  EX PR ESS O R  
IM PLIED  W A R R A N TIES,IN CLU D IN G ,BU T N O T LIM ITED  TO ,TH E IM PLIED  W A R R A N TIES O F 
M ER CH A N TA BILITY  A N D  FITN ESS FO R  A  PA R TICU LA R  PU R PO SE A R E D ISCLA IM ED . IN  N O  
EV EN T SH A LL % % your_nam e_here% %  BE LIA BLE FO R  A N Y  D IR ECT,IN D IR ECT,IN CID EN TA L, 
SPECIA L,EX EM PLA R Y ,O R  CO N SEQ U EN TIA L D A M A G ES (IN CLU D IN G ,BU T N O T LIM ITED  
TO ,PR O CU R EM EN T O F SU BSTITU TE G O O D S O R  SER V ICES; LO SS O F U SE,D A TA ,O R  PR O FITS; O R  
BU SIN ESS IN TER R U PTIO N ) H O W EV ER  CA U SED  A N D  O N  A N Y  TH EO R Y  O F LIA BILIT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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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H ETH ER  IN  CO N TR A CT,STR ICT LIA BILITY ,O R  TO R T (IN CLU D IN G  N EG LIG EN CE O R  
O TH ER W ISE) A R ISIN G  IN  A N Y  W A Y  O U T O F TH E U SE O F TH IS SO FTW A R E,EV EN  IF A D V ISED  
O F TH E PO SSIBILITY  O F SU CH  D A M A G E. 

                          $Id$ 
你可以在/usr/share/exam ples/etc/bsd-style-copyright中找到这个文本的拷贝  

21.2.5  金钱 硬件或 Internet访问 

我们很高兴接受各种捐赠 一小步能够成就一大步 由于我们通常没有资金购买一些设备
我们也乐意接受硬件方面的捐赠  

1 捐赠资金 
FreeBSD 基金会是一个非赢利的 免税的基金会 基金会通常免除美国的联邦收入税 捐赠

的免税实体经常从联邦收入中扣除  
捐赠可以被送到这儿  

 

The FreeBSD  Foundation 
    7321 Brockway D r. 
    Boulder CO  80303 
    U SA    

 

基金会还无法接受其他形式如信用卡和 PayPal的捐助 有关 FreeBSD  基金会的信息可以在有
关 FreeBSD 基金会的介绍中找到 也可以发邮件到<bod@ FreeBSD Foundation.org>与它联系  

2 捐赠硬件 
捐赠的硬件主要是下面三类  
  普通使用的硬件如磁盘驱动器 内存或完整的系统  
  也接受正在测试中的硬件系统 我们正设法建立一个 FreeBSD 支持的所有硬件的测试实
验室 以至于在新的版本中能支持它们 我们也缺乏许多重要的设备如 网卡 主板等
如果你要捐献这样的设备 请与 David G reenm an <dg@ FreeBSD .org>联系  
  当前 FreeBSD 还不支持的硬件 请与 FreeBSD  core team  <freebsd-core@ FreeBSD .org>联系  
3 捐献 internet访问环境 
我们经常使用 FTP W W W  或 cvsup 的新的镜像 如果你想提供这样一个镜像 请与 FreeBSD

计划管理员联系<hubs@ FreeBSD .org>  
 



 
 
 
 
 

第第  II  部部  分分  

预预  备备  知知  识识  
 
 
 
 
 

FreeBSD使用手册的这部分是专门针对 FreeBSD用户和

系统管理员新手的 这些章节包括

1 介绍 FreeBSD

2 指导你一步步地安装 FreeBSD

3 教你一些 UNIX的基础知识

4 介绍如何安装针对 FreeBSD 的大量第三方应用程

序

5 介绍 X 窗口系统 Unix 窗口系统 以及如何配置

一个桌面环境

我们已经尽量压缩了介绍文本的页数 以便你在阅读这

章时不至于太累



 
 
 
 
 

第第  IIII  部部  分分  

系系  统统  管管  理理  
 
 
 
 
 

本手册的后续章节覆盖了 FreeBSD 系统管理的各个方

面 每章首先描述了通过学习该章你将学会什么 然后讨论

了你应该学会的这些知识的一些细节问题

这些章节的设计方式基于方便你的阅读和参考 你无需

按章节进行阅读 在使用 FreeBSD之前 你也无需全部将它

们阅读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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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附录录 AA   
取取得得 FF rreeeeBB SSDD   

 
 
 

A .1  C D R O M 发行商 

A .1.1  零售盒装产品 

FreeBSD 是一个盒装产品 FreeBSD 光盘 附加软件以及打印文档
你可以从以下零销商处购买  

  Com pU SA        W W W http://www.com pusa.com /   
  Frys Electronics    W W W http://www.frys.com /   
  M icro Center      W W W http://www.m icrocenter.com /   

A .1.2  C D  套装 

  D aem on N ews 
2680 Bayshore Parkway Suite 307 
M ountain V iew CA  94043 
U SA  
Phone +1 650 694-4949 
Em ail <sales@ daem onnews.org> 
W W W http://www.bsdm all.com / 
  W ind R iver System s 
500 W ind R iver W ay 
A lam eda CA   94501 
U SA  
Phone +1 510 749-2872 
W W W http://www.freebsdm all.com / 

A .1.3  发行人 

如果你是一个分销商 相销售 FreeBSD 的 CD R O M 产品 请与以下发
行公司联系  

  Cylogistics 
2680 Bayshore Parkway Suite 307 
M ountain V iew CA  94043 
U 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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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ne +1 650 694-4949 
Fax +1 650 694-4953 
Em ail <sales@ cylogistics.com > 
W W W http://www.cylogistics.com /   
  Ingram  M icro 
W W W http://www.ingram m icro.com /   
  N avarre 
W W W http://www.navarre.com /  

A .2  D V D  发行商 

FreeBSD 的 DV D 发行商  
      FreeBSD  Services Ltd 
      11 Lapwing Close 
      Bicester 
      O X 26 6X R  
      U nited K ingdom  
      W W W http://www.freebsd-services.com /     

A .3  FT P 站点 

通过匿名 FTP 在 FreeBSD 官方站点上下载   
ftp://ftp.FreeBSD .org/pub/FreeBSD  
FreeBSD 镜像站点数据库 http://www.itworks.com .au/~gavin/FBSD sites.php3 比在 handbook 中

列出的镜像列表更精确  
此外 你也可以利用匿名 FTP 从以下的镜像站取得 FreeBSD 请利用离你较近的网站  
阿根廷 
    如果有问题时 请写信给 <hostm aster@ ar.FreeBSD .org>  
    ftp://ftp.ar.FreeBSD .org/pub/FreeBSD  
澳大利亚  
    如果有问题时 请写信给 <hostm aster@ au.FreeBSD .org>  
    ftp://ftp.au.FreeBSD .org/pub/FreeBSD  
    ftp://ftp2.au.FreeBSD .org/pub/FreeBSD  
    ftp://ftp3.au.FreeBSD .org/pub/FreeBSD  
    ftp://ftp4.au.FreeBSD .org/pub/FreeBSD  
巴西  
    如果有问题时 请写信给 <hostm aster@ br.FreeBSD .org>  
    ftp://ftp.br.FreeBSD .org/pub/FreeBSD  
    ftp://ftp2.br.FreeBSD .org/pub/FreeBSD  
    ftp://ftp3.br.FreeBSD .org/pub/FreeBSD  
    ftp://ftp4.br.FreeBSD .org/pub/FreeBSD  
    ftp://ftp5.br.FreeBSD .org/pub/FreeBS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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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tp://ftp6.br.FreeBSD .org/pub/FreeBSD  
    ftp://ftp7.br.FreeBSD .org/pub/FreeBSD  
加拿大  
    如果有问题时 请写信给 <hostm aster@ ca.FreeBSD .org>  
    ftp://ftp.ca.FreeBSD .org/pub/FreeBSD  
中国 
    如果有问题时 请写信给 <phj@ cn.FreeBSD .org>  
    ftp://ftp.cn.FreeBSD .org/pub/FreeBSD  
捷克  
    如果有问题时 请写信给 <hostm aster@ cz.FreeBSD .org>  
    ftp://ftp.cz.FreeBSD .org  联系人 <calda@ dzungle.m s.m ff.cuni.cz> 
丹麦  
    如果有问题时 请写信给 <hostm aster@ dk.FreeBSD .org>  
    ftp://ftp.dk.freeBSD .O R G /pub/FreeBSD  
    ftp://ftp2.dk.freeBSD .O R G /pub/FreeBSD  
    ftp://ftp3.dk.freeBSD .O R G /pub/FreeBSD  
爱沙尼亚  
    如果有问题时 请写信给 <hostm aster@ ee.FreeBSD .org>  
    ftp://ftp.ee.FreeBSD .org/pub/FreeBSD  
芬兰  
    如果有问题时 请写信给 <hostm aster@ fi.FreeBSD .org>  
    ftp://ftp.fi.FreeBSD .org/pub/FreeBSD  
法国  
    如果有问题时 请写信给 <hostm aster@ fr.FreeBSD .org>  
    ftp://ftp.fr.FreeBSD .org/pub/FreeBSD  
    ftp://ftp2.fr.FreeBSD .org/pub/FreeBSD  
    ftp://ftp3.fr.FreeBSD .org/pub/FreeBSD  
德国  
    如果有问题时 请写信给 <hostm aster@ de.FreeBSD .org>  
    ftp://ftp.de.FreeBSD .org/pub/FreeBSD  
    ftp://ftp2.de.FreeBSD .org/pub/FreeBSD  
    ftp://ftp3.de.FreeBSD .org/pub/FreeBSD  
    ftp://ftp4.de.FreeBSD .org/pub/FreeBSD  
    ftp://ftp5.de.FreeBSD .org/pub/FreeBSD  
    ftp://ftp6.de.FreeBSD .org/pub/FreeBSD  
    ftp://ftp7.de.FreeBSD .org/pub/FreeBSD  
中国香港 
    ftp://ftp.hk.super.net/pub/FreeBSD   联系人 <ftp-adm in@ H K .Super.N ET>.  
匈牙利 
    如果有问题时 请写信给 <m ohacsi@ ik.bm e.hu>  
    ftp://ftp.hu.FreeBSD .org/pub/FreeBSD  
爱尔兰  
    如果有问题时 请写信给 <hostm aster@ ie.FreeBSD .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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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tp://ftp.ie.FreeBSD .org/pub/FreeBSD  
以色列  
    如果有问题时 请写信给 <hostm aster@ il.FreeBSD .org>  
    ftp://ftp.il.FreeBSD .org/pub/FreeBSD  
    ftp://ftp2.il.FreeBSD .org/pub/FreeBSD  
日本  
    如果有问题时 请写信给 <hostm aster@ jp.FreeBSD .org>  
    ftp://ftp.jp.FreeBSD .org/pub/FreeBSD  
    ftp://ftp2.jp.FreeBSD .org/pub/FreeBSD  
    ftp://ftp3.jp.FreeBSD .org/pub/FreeBSD  
    ftp://ftp4.jp.FreeBSD .org/pub/FreeBSD  
    ftp://ftp5.jp.FreeBSD .org/pub/FreeBSD  
    ftp://ftp6.jp.FreeBSD .org/pub/FreeBSD  
韩国  
    如果有问题时 请写信给 <hostm aster@ kr.FreeBSD .org>  
    ftp://ftp.kr.FreeBSD .org/pub/FreeBSD  
    ftp://ftp2.kr.FreeBSD .org/pub/FreeBSD  
    ftp://ftp3.kr.FreeBSD .org/pub/FreeBSD  
    ftp://ftp4.kr.FreeBSD .org/pub/FreeBSD  
    ftp://ftp5.kr.FreeBSD .org/pub/FreeBSD  
    ftp://ftp6.kr.FreeBSD .org/pub/FreeBSD  
立陶宛 
    如果有问题时 请写信给 <hostm aster@ lt.FreeBSD .org>  
    ftp://ftp.lt.FreeBSD .org/pub/FreeBSD  
荷兰  
    如果有问题时 请写信给 <hostm aster@ nl.FreeBSD .org>  
    ftp://ftp.nl.FreeBSD .org/pub/FreeBSD  
新西兰 
    如果有问题时 请写信给 <hostm aster@ nz.FreeBSD .org>  
    ftp://ftp.nz.FreeBSD .org/pub/FreeBSD  
波兰  
    如果有问题时 请写信给 <hostm aster@ pl.FreeBSD .org>  
    ftp://ftp.pl.FreeBSD .org/pub/FreeBSD  
葡萄牙  
    如果有问题时 请写信给 <hostm aster@ pt.FreeBSD .org>  
    ftp://ftp.pt.FreeBSD .org/pub/FreeBSD  
    ftp://ftp2.pt.FreeBSD .org/pub/FreeBSD  
罗马尼亚 
    如果有问题时 请写信给 <hostm aster@ ro.FreeBSD .org>  
    ftp://ftp.ro.FreeBSD .org/pub/FreeBSD  
俄罗斯 
    如果有问题时 请写信给 <hostm aster@ ru.FreeBSD .org>  
    ftp://ftp.ru.FreeBSD .org/pub/FreeBS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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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tp://ftp2.ru.FreeBSD .org/pub/FreeBSD  
    ftp://ftp3.ru.FreeBSD .org/pub/FreeBSD  
    ftp://ftp4.ru.FreeBSD .org/pub/FreeBSD  
沙特阿拉伯 
    如果有问题时 请写信给 <ftpadm in@ isu.net.sa>  
    ftp://ftp.isu.net.sa/pub/m irrors/ftp.freebsd.org/ 
南非 
    如果有问题时 请写信给 <hostm aster@ za.FreeBSD .org>  
    ftp://ftp.za.FreeBSD .org/pub/FreeBSD  
    ftp://ftp2.za.FreeBSD .org/pub/FreeBSD  
    ftp://ftp3.za.FreeBSD .org/pub/FreeBSD  
斯洛伐克  
    如果有问题时 请写信给 <hostm aster@ sk.FreeBSD .org>  
    ftp://ftp.sk.FreeBSD .org/pub/FreeBSD  
斯洛文尼亚  
    如果有问题时 请写信给 <hostm aster@ si.FreeBSD .org>  
    ftp://ftp.si.FreeBSD .org/pub/FreeBSD  
西班牙  
    如果有问题时 请写信给 <hostm aster@ es.FreeBSD .org>  
    ftp://ftp.es.FreeBSD .org/pub/FreeBSD  
瑞典  
    如果有问题时 请写信给 <hostm aster@ se.FreeBSD .org>  
    ftp://ftp.se.FreeBSD .org/pub/FreeBSD  
    ftp://ftp2.se.FreeBSD .org/pub/FreeBSD  
    ftp://ftp3.se.FreeBSD .org/pub/FreeBSD  
中国台湾 
    如果有问题时 请写信给 <hostm aster@ tw.FreeBSD .org>  
    ftp://ftp.tw.FreeBSD .org/pub/FreeBSD  
    ftp://ftp2.tw.FreeBSD .org/pub/FreeBSD  
    ftp://ftp3.tw.FreeBSD .org/pub/FreeBSD  
    ftp://ftp4.tw.FreeBSD .org/pub/FreeBSD  
泰国  
    ftp://ftp.nectec.or.th/pub/FreeBSD   联系人 <ftpadm in@ ftp.nectec.or.th>.   
乌克兰  
    ftp://ftp.ua.FreeBSD .org/pub/FreeBSD   联系人 <freebsd-m nt@ lucky.net>.   
英国  
    如果有问题时 请写信给 <hostm aster@ uk.FreeBSD .org>  
    ftp://ftp.uk.FreeBSD .org/pub/FreeBSD  
    ftp://ftp2.uk.FreeBSD .org/pub/FreeBSD  
    ftp://ftp3.uk.FreeBSD .org/pub/FreeBSD  
    ftp://ftp4.uk.FreeBSD .org/pub/FreeBSD  
    ftp://ftp5.uk.FreeBSD .org/pub/FreeBS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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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  
    如果有问题时 请写信给 <hostm aster@ FreeBSD .org>  
    ftp://ftp2.FreeBSD .org/pub/FreeBSD  
    ftp://ftp3.FreeBSD .org/pub/FreeBSD  
    ftp://ftp4.FreeBSD .org/pub/FreeBSD  
    ftp://ftp5.FreeBSD .org/pub/FreeBSD  
    ftp://ftp6.FreeBSD .org/pub/FreeBSD  
    ftp://ftp7.FreeBSD .org/pub/FreeBSD  
    ftp://ftp8.FreeBSD .org/pub/FreeBSD  
    ftp://ftp9.FreeBSD .org/pub/os/FreeBSD  
    ftp://ftp10.FreeBSD .org/pub/FreeBSD  
    ftp://ftp11.FreeBSD .org/pub/FreeBSD  
    ftp://ftp12.FreeBSD .org/pub/FreeBSD  
    ftp://ftp13.FreeBSD .org/pub/FreeBSD   

A .4  匿名 C V S 

A .4.1  介绍 

匿名 CVS 也称为 anoncvs 是与 FreeBSD 捆绑在一起的通过 CVS 工具与远程 CV S 仓库进行
同步的一个工具 尤其是它可以让 FreeBSD 用户能够在没有任何特殊权限的情况下 以只读的方
式将 FreeBSD 官方 anoncvs服务器中的数据用 CVS 方式取出来 要使用它 只要设定 CVSR O O T
这个环境变量 将它指向适当的 anoncvs服务器 然后在 cvs login 命令行输入大家都知道的口令
“anoncvs” 然后就好像在使用本地仓库一样 用 CVS 命令来访问它  

虽然基本上来说 CVSup 和 anoncvs做的事情很类似 但它们之间不同的交换方式 会影响用
户对同步方法的选择 简单来说 28 ��在使用网络资源方面是比较有效率的 而且从技术上来
说是两种方法中最复杂的 而且还要考虑成本问题 要使用 28 �� 必须在抓取任何数据前 先
安装并配置一个指定的客户端 而且只使用 CVSup 称作 collections的大数据块  

对比起来 � #
#�3�可以通过参考 CVS 模块名来检查从一个单独的文件到某个特定的程序 如
ls或 grep 的任何东西 当然 �#
#�3�只能对 CVS 仓库进行只读的动作 所以如果你打算在一
个与 FreeBSD 计划共享的仓库中进行本地开发的话 那 28 ��真的是你唯一的选择  

A .4.2  使用匿名 C V S 

配置 cvs来使用匿名 CVS 仓库是很简单的 只要把 CVSR O O T 环境变量指向 FreeBSD  计划的
其中一个 anoncvs服务器即可 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 你可以使用下面这个服务器  

USA anoncvs@ anoncvs.FreeBSD .org /cvs 当出现命令行时 使用 cvs login 然后键入密码
“anoncvs”  

虽然CV S 实际上能让用户“取出”任何曾经存在过 或者在某些情况下 将要存在 的FreeBSD
源代码的任何版本 你必须要熟悉 cvs的修订标记 -r 选项以及它在 FreeBSD 计划仓库中可能
的值是什么  

有两种标记 tag 可以使用 修订标记 revision tag 和分支标记 branch tag 修订标记指
某个特定的修订版本 它的意思是不管在什么时候都是相同的 另一方面 分支标记指的是任何
时候某个发展线的最新修订版 因为分支标记并非指定某个特定修订版本 所以明天它所代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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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和今天的是不一样的  
附录 A.7 包含了用户可能感兴趣的修订标记 另外 既然 ports collection 没有多个修订版 对

于 ports collection 来说 这些中没有一个是正确的  
当你指定了一个分支标记的时候 通常你会取得这条开发线上最新版的文件 如果你想要旧

版的文件 你可以利用-D  date标记通过指定一个日期来这样做 请参阅 cvs的联机手册以获得更
多信息  

A .4.3  举例 

虽然我们强烈建议在你做任何事之前先把 cvs 的联机手册完整地看一篇 在这里提供了一些
例子来示范如何使用匿名 28 �  

例如 A-1  取出-current<ls>的东西然后再把它删除掉  
% setenv CVSROOT :pserver:anoncvs@anoncvs.FreeBSD.org:/home/ncvs
% cvs login
At the prompt, enter the password "anoncvs".

% cvs co ls
% cvs release -d ls
% cvs logout

例如 A-2  取出 3.x-stable 分支的 ls  
% setenv CVSROOT :pserver:anoncvs@anoncvs.FreeBSD.org:/home/ncvs
% cvs login
At the prompt, enter the password "anoncvs".
% cvs co -rRELENG_3 ls
% cvs release -d ls
% cvs logout

例如 A-3  制作一份针对 ls 的差异列表(用统一的 diffs 格式)  
% setenv CVSROOT :pserver:anoncvs@anoncvs.FreeBSD.org:/home/ncvs
% cvs login
At the prompt, enter the password "anoncvs".
% cvs rdiff -u -rRELENG_3_0_0_RELEASE -rRELENG_3_4_0_RELEASE ls
% cvs logout

例如 A-4  找出其他可用的模块名称  
% setenv CVSROOT :pserver:anoncvs@anoncvs.FreeBSD.org:/home/ncvs
% cvs login
At the prompt, enter the password "anoncvs".
% cvs co modules
% more modules/modules
% cvs release -d modules
% cvs logout

A .4.4  其他资源 

下面这些资源对学习 CVS 是有很帮助的  
  CV S Tutorial http://www.csc.calpoly.edu/~dbutler/tutorials/winter96/cvs/  
  Cyclic Software http://www.cyclic.com /  
  CV SW eb http://www.freebsd.org/cgi/cvsweb.cg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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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5  使用 C T M  

2=% 是一种可以让远程机器的目录树和中央服务器的目录树保持同步的方法 它是在
FreeBSD 的源代码树上开发出来的 但是后来有人发现把这个技术应用在其他方面也是很有用的
目前关于如何制作 deltas 的文件就算有也不多 所以如果你想使用 CTM 做其他事情的话 你可以
联系 Poul-H enning K am p <phk@ FreeBSD .org> 以得到更多有关这方面的信息  

A .5.1  为什么要使用 C TM  

2=% 可以让你在本地保留一份 FreeBSD 的源代码树的拷贝 有很多“种类”的树可供选择 不
管你是想要整棵 CV S 树还是只想要其中的一个分支 2=% 都可以提供你必需的信息 如果你是一
个活跃的 FreeBSD 开发者 但是你的 TCP/IP 联机条件很差或者根本没有 或是你只是单纯地希望
所有的变化能够自动发送给你 2=% 是你最好的选择 在最活跃的分支上 你最多需要一天取得
三份 deltas 然而 你最好考虑让它们通过自动 em ail发送到你手上 这些更新部分的大小会尽可
能地缩小保存 通常小于 5K 偶尔 十分之一 会到 10 50K 很少的情况下才会出现 100K 或
是以上的大怪物  

你也必须让自己清楚与当前工作相关的各种警告 直接从开发版源代码工作要好于从一个预
发布版工作 如果你选择的是“current”源代码 这很正确 建议你先阅读 Staying current with 
FreeBSD  

A .5.2  需要哪些东西才能使用 C TM  

你需要两件东西 2=% 程序以及要“喂”给它的最初的 deltas 为了要达到“current” 的层次
2=% 程序从 FreeBSD  2.0 版以后就成为系统的一部分了 如果你有源代码的拷贝话 它就位于
/usr/src/usr.sbin/CTM  

如果你用的是 FreeBSD  2.0 以前的版本 你可以直接从这里取得当前的 CTM 源代码
ftp://ftp.FreeBSD .O R G /pub/FreeBSD /FreeBSD -current/src/usr.sbin/ctm  

你要“喂”给 2=% 的“deltas”可以通过 FTP 或是 e-m ail来取得 如果你有通常访问 Internet的
FTP 的话 你用下面这个 FTP 网站来访问 CTM  

ftp://ftp.FreeBSD .O R G /pub/FreeBSD /CTM  
或是参考镜像站点那一节  
FTP 相关的目录 并取回 REA D M E 文件 就从那儿开始  
如果你希望通过 em ail来取得 deltas  
发 em ail给<m ajordom o@ FreeBSD .org>订阅其中一个 2=% 发行列表 “ctm -cvs-cur”支持整个

CVS 树 “ctm -src-cur”支持发展分支的主要部分 “ctm -src-2_2”是 2.2 版本分支 等等 如果你
不知道如何用 m ajordom o 来订阅邮件列表 请先寄一封内容为 help 的信过去 ——他会把使用说
明寄给你  

当你开始用 em ail接收到你的 CTM 更新文件时 你可以使用 ctm _rm ail程序解开并使用它们
事实上如果你想用一个完全自动运行的方式来运行 你可以直接从/etc/aliases 的一个记录使用
ctm _rm ail 请参考 ctm _rm ail的联机手册了解更多信息  

无论你是通过什么方式取得� " �  deltas的 你都应该订阅 <ctm - announce@  

FreeBSD .O R G >邮件列表 未来任何有关C T M  系统的公告都只会公布在这里 要加入这

个列表只要寄一封内容只有一行subscribe ctm - announce的信到 <m ajordom o@ Free BSD . 

org>  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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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5.3  第一次使用 C TM  

在你开始使用 2=%  deltas之前 你要先取得一个 deltas的出发点 首先你要先决定到底你有
什么 每个人都要从“em pty”目录开始 你必须用一个最初的“Em pty”delta来开始你的支持 CTM 树
为了你的方便 将来这些“started”deltas中某一个会出现在发行 CD 上 然而 目前还没有这样做  

既然这些目录树有好几十 M B 你可能想从手头已经有的开始 如果你有一个-RELEA SE CD
你可以从它那儿拷贝或解开一个最初的源代码 这将节省很大一部分的数据传输量  

你可以轻易地认出这些“starter”deltas 它们都在号码后面接了一个 X 例如 src-cur. 
3210X Em pty.gz X  后面的名称符合你的最初种子“seed”的起点 Em pty是一个空目录 通常来说
一个来自 Em pty 的基本转变是每一百个 deltas就产生一次 顺便说一下 它们是很大的 通常一
个 XEm pty deltas包括了好几十兆的 gzip'ed 压缩数据  

一旦你选定了一个基本的 delta之后 你也需要把所有大于这个号码的 deltas都取回去  

A .5.4  在日常工作中使用 C TM  

要使用 deltas 只要  
    # cd /where/ever/you/want/the/stuff
    # ctm -v -v /where/you/store/your/deltas/src-xxx.*

2=% 能辨认被压缩 gzip 起来的 deltas 所以你不必先把它们给解压缩 gunzip 这样能够
节省一点磁盘空间  

2=% 不会动到你的源代码树 除非它觉得整个过程都很安全 如果想要验证 delta 的话 你
可以使用-c选项 2=% 不会真的访问你的源代码树 它只不过去检查这个 delta 的完整性 看看
它是否很干净地应用到你当前的源代码树  

2=%  还有很多选项可以使用 看看使用手册或是阅读其他资源可以得到更多信息  
就是这么简单 每当你拿到一个新的 delta 只要通过 CTM 来运行它以使你的源代码保持在

最新版   
如果重新下载很困难的话 千万不要删除那个 deltas 你最好保留那些文件以防有什么意外

发生 即使只有软盘可以用 也要考虑用 fdwrite程序把它们备份下来   

A .5.5  保留你的本地修改 

作为一个开发人员 人们往往喜欢在源代码树里进行一些实验或是修改文件 2=% 支持用一
个有点限制的方法来支持本地修改 在检查 foo这个文件存在之前 它会先检查 foo.ctm 如果这
个文件存在 CTM 就会在它上面操作 以代替 foo  

这样做可以给你一个简单的方法来维护本地的修改 只要把你想修改的文件拷贝一份并加
上.ctm  的后缀即可 之后你就可以自由地对程序代码进行研究 而 CTM 也会保持.ctm 文件的最
新版本  

A .5.6  其他有趣的 C T M  选项 

找出有哪些文件会通过更新被修改 
你可以通过给 CTM 使用-l选项来决定 CTM 将在你的源代码仓库上多做的修改列表 如果你

想保留修改的日志 不管是在修改前或修改后用任何方式处理的已修改文件 或是你只觉得有些
妄想而已 这都是很有用的  

在更新前先备份 
有时候你可能会想要通过一个 CTM 更新来备份所有已修改过的文件 指定-B backup-file选

项可以让 2=% 把所有通过一个给定的 CTM  delta修改过的文件都备份在 backup-file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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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一个升级来限制所能修改到的文件 
有时候你可能只对限制一个给定 CTM 升级的范围感兴趣 或是只对从一系列 deltas中解开几

个文件感兴趣  
你可以用-e 和-x 选项通过指定规则表达式来控制 CTM 将操作的文件列表  
例如 如果你从保存的 CTM  deltas的收集中解开一个最新的 lib/libc/M akefile拷贝 只要执行

下列命令   
    # cd /where/ever/you/want/to/extract/it/
    # ctm -e '^lib/libc/Makefile' ~ctm/src-xxx.*

对于每个用 CTM  delta指定的文件而言 -e 和 -x 选项是用命令行所给定的顺序来应用的
如果它被标记为符合条件 所有的-e和-x选项被应用上之后 这个文件才通过 2=% 来处理  

A .5.7  C T M  的未来计划 

有很多计划  
  在 2=% 系统中使用多种认证 以防被人伪造 CTM 升级文件   
  简化 2=% 的选项 它们现在是太令人困惑了  

A .5.8  其他一些问题 

另外也有一个系列 deltas是针对 ports collection 的 但是似乎没什么人感兴趣 告诉我你是否
要一个那样的邮件列表 我们会考虑安装的  

A .5.9  C T M 镜像 

CTM /FreeBSD 可以通过匿名 FTP 的方式从下面这些镜像站点取得 如果选择通过匿名 FTP 来
获得 CTM 请使用离你比较近的站点 有任何问题 请联系 Poul-H enning K am p 
<phk@ FreeBSD .org>  

  California Bay A rea official source 
    ftp://ftp.FreeBSD .org/pub/FreeBSD /developm ent/CTM / 
  G erm any Trier  
    ftp://ftp.uni-trier.de/pub/unix/system s/BSD /FreeBSD /CTM / 
  South A frica backup server for old deltas  
    ftp://ftp.za.FreeBSD .org/pub/FreeBSD /CTM / 
  Taiwan Chiayi  
    ftp://ctm .tw.FreeBSD .org/pub/FreeBSD /CTM / 
    ftp://ctm 2.tw.FreeBSD .org/pub/FreeBSD /CTM / 
    ftp://ctm 3.tw.FreeBSD .org/pub/freeBSD /CTM / 
如果你无法找到离你较近的站点或是一个不完整的镜像 可以试试 FTP 搜索

http://ftpsearch.ntnu.no/ftpsearch 它是一个在挪威 Trondheim 非常好的文件服务器  

A .6  使用 C V Sup 

A .6.1  介绍 

CV Sup 是一套可以从远程服务器的主 CVS 仓库中发布和升级源代码树的软件包 FreeBSD 的
源代码就是保存在一台位于加州的中央服务器的 CVS 仓库上 FreeBSD 的用户可以利用 CVSup 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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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易地将他们的源代码树保持在最新版本  
CV Sup 用的是一种叫做 pull的升级模型 在这个 pull模型中 每个客户端都要向服务器发出

升级信息 服务器被动地等待来自客户端的升级请求 因而所有的升级动作都是由客户端发出的
服务器从不主动提出升级 用户必须手动执行 CVSup 程序来升级或是他们必须设置一个 cron 工作
根据一个规则来自动执行  

术语 28 �� 只能这样大写 是指整个软件包 它的主要成分是一个执行在每个用户机器上
的叫做 cvsup 的程序 另一个是执行在 FreeBSD 镜像站上的 cvsupd 服务器程序  

正如你从 FreeBSD 文档以及邮件列表看到的 你可能会看到 sup 的介绍 Sup 是 28 ��的前
身 它也是完成同样的功能 凡是 Sup 能够用到的地方都可以使用 28 �� 而且 CVSup 的配置文
件还向后兼容 Sup 的 FreeBSD 计划已经不再使用 Sup 了 因为 CV Sup 更快 更有弹性   

A .6.2  安装 

安装 28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使用 FreeBSD  packages collection 中预编译的 net/cvsup 软件包
如果你想从源代码建立 28 �� 你可以使用 net/cvsup port来代替 但需要预先警告的是 net/cvsup 
port依赖于 M odula-3 系统 它需要花相当数量的时间和空间来下载和安装  

如果你根本不了解 28 �� 而想要安装一个简单的软件包 需要设置配置文件然后通过一个
专门接口来传输 接着就可以得到 cvsupit软件包 只要使用 pkg_add 命令来安装 它就可以让你
用一个菜单的方式来配置文件  

A .6.3   C V Sup 配置 

CV Sup 的操作是靠设置一个叫做 supfile 的文件来完成的 在/usr/share/exam ples/cvsup 目录中
有一些 supfile的例子  

supfile文件里的信息主要回答有关 cvsup 的下面这些问题  
  你想取得哪些文件   
  你想要取得哪些版本   
  你想从什么地方取得这些东西   
  你想把这些东西放在你自己机器上的什么地方   
  你想把你的状态文件放在哪里   
在下面的几节里 我们将会借着依次回答这些问题来建立一个典型的 supfile 首先 我们先

来看看 supfile的整体结构  
supfile 是一个文本文件 从# 开始一直到该行末尾都会被视为是注释 空行或是只有注释的

那几行将会跳过  
剩下来的每一行都描述了一组用户希望接收到的文件 这几行都是用“collection”开头  是由

服务器定义的文件的一个逻辑分组 collection 的名称告诉服务器你要哪些文件 在 collection 名称
是用空白隔开的零或是更多的字段 这些字段回答上面列出的问题 有两种类型的字段 标记 flag
字段和值 value 字段 标记字段由一个独立的关键词组成 例如 delete 或 com press 值字段也
是以一个关键词开头 但关键字后的=与另一个关键字之间并没有一个空格 例如 release=cvs
就是一个值字段  

通常 一个 supfile会指定接收不止一个 collection 建立 supfile的一个方法是为每个 collection
明确地指定所有相关的字段 但是 这么一来会让 supfile行变得很长 而且很不方便 因为大多
数字段在 supfile中的所有 collections都是一样的 28 �� 因此提供了一个默认机制来避免这个问
题 以特定的伪 collection 名称 *default作为起始的行可以被用来设置标记和值 这些可以被用来
作为以后 collection 的默认值 一个默认值可以通过为 collection 自己指定一个不同的值来被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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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独的 collection 修改 默认值也可以通过其他的*default行来在中间 supfile中修改或扩充  
有了这样的背景认识之后 我们现在开始建立一个用来接收和升级 FreeBSD -current 的主源

代码树的 supfile  
  你想接收哪些文件  
所有通过 CVSup 取得的文件被组织成叫做“collections”的指定的组  
所有可用的 collection 在下一节讨论 在这个例子中 我们希望接收 FreeBSD 系统的整个主源

代码树 可以使用 src –all来将所有的东西都接收回来 作为我们建立 supfile 的第一步 我们简
单地列出 collection 每一行一个 这个例子中 只有一行  

src-all

  你想要取得哪些版本   
对于 28 ��,你可以接收曾经存在过的任何版本的源代码 这是因为 �3��	服务器直接从CV S

仓库工作 而 CVS 仓库又保存了所有的版本 你可以通过使用 tag= 和 date=值字段来指定你想要
的一个  

你要非常仔细地指定tag=  字段 有的标记只对某些文件的collection来说是正

确的 如果你指定一个错误的或是拼错的标记 �  #��将会删除一些你不想删除的文件

特别注意的是 对于ports-* collections你只能使用tag=.  

tag=字段是在仓库里命名的一个符号标记 有两种标记 修订标记以及分支标记 修订标记
指的是某个特定的版本 它的意思是每天都保持一致 另外 分支标记指在某个给定的开发线上
的最新修订 因为分支标记并没有指出某个特定修订 所以它在明天所代表的意义可能和今天的
不同  

附录 A.7 包含了用户可能感兴趣的分支标记 当在 28 ��的配置文件中指定一个标记时 它
必须带上 tag=(如 RELEN G _4 tag=R ELEN G _4)才能处理 记住 只有 tag=.是与 ports collection 相
关的  

在键入标记名的时候要特别小心 一定要跟上面的一样 �  #��无法分辨一

个标记是正确还是不正确 如果你把标记给拼错了 �  #��会认为你碰巧指定了一个查

找不到任何文件的正确标记 因此它就会把哪个例子中已存在的源代码给删掉  

当你指定了一个分支标记后 你通常会接收该开发线的最新版文件 如果你想接收旧版的
可以通过指定 date=这个值字段来完成 cvsup 的联机手册里提到了该如何做  

在我们的例子中 我们希望接收 FreeBSD -current 我们在我们的 supfile的开头加入了这一行   
    *default tag=.

如果你既没指定 tag= 字段又没指定 date=字段 则会产生一个很重要的特例 在这个例子中
你将会直接从服务器的 CV S 仓库接收真正的 RCS 文件而非某个特定版本 开发人员通常比较喜
欢这种操作模式 通过维护在他们自己的机器上一份仓库的拷贝 他们可以浏览整个版本修订的
历史 也可以检查文件过去的版本 但是要做到这个需要付出庞大的磁盘空间  

  你想从什么地方获得这些东西  
我们用 host=字段来告诉 cvsup 程序到哪里去获得这些升级 这个字段可以填上任何一个

CVSup 镜像站点的地址 你可以选一个离你最近的 在这个例子里 我们使用一个虚构的 FreeBSD
站点 cvsup666.FreeBSD .org  

    *default host=cvsup666.FreeBSD.org

你必须在实际执行 CVSup 之前 用实际存在的主机来修改哪个主机 在任何特定的 cvsup 运
行中 你可以用-h hostnam e在命令行修改主机的设置  

  你想把这些东西放在你自己机器的什么地方  
prefix=字段告诉 cvsup 要把接收的文件放在哪里 在这个例子中 我们把源代码文件直接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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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的主源代码树/usr/src 中 src 这个目录是在 collections 定义中是固定的 所以正确的格式
应该是   

    *default prefix=/usr

  你想把你的状态文件放在哪里   
28 �� 客户端程序会在“base”目录下维护几个状态文件 这些文件通过跟踪你已经接收到的

升级来帮助 28 ��更有效地工作 我们使用标准的目录/usr/local/etc/cvsup  
    *default base=/usr/local/etc/cvsup

这个设置如果在 supfile中没有特别指定 就以默认值来使用 所以事实上我们并不需要写上
面那行  

如果你的标准目录不存在的话 现在就是建立的好时机 Cvsup 客户端在标准目录不存在的
情况下将拒绝运行  

  supfile 的其他设置  
通常我们还会在 supfile中多加一行   
    *default release=cvs delete use-rel-suffix compress

release=cvs指出服务器将从主 FreeBSD  CV S 仓库中获得信息 通常的情况都是如此 但是除
了我们讨论的这些范围之外还是有其他的选择  

delete给了 28 ��可以删文件的权限 你最好每次都这么指定 这样 28 ��才能保证你的源
代码树能够完整升级 28 ��会非常小心地只删除必要的文件 你自己加进的任何文件都不会被
碰到  

use-rel-suffix 是一个神秘的选项 如果你真的想要知道它是做什么用的 请看 cvsup 的联机
手册 不然的话 就直接设定下去 不要管他  

com press 可以启用传输时的 gzip 压缩模式 如果你的网络联机是 T1 或是更快的速度 你可
以不必用到压缩功能 否则 它对传输的帮助是很大的  

  把这些设定全放在一起   
下面就是我们这个例子的完整 supfile   
    *default tag=.

    *default host=cvsup666.FreeBSD.org

    *default prefix=/usr

    *default base=/usr/local/etc/cvsup

    *default release=cvs delete use-rel-suffix compress

    src-all

=�� ������ ����

正如上面提到的 CVSup 使用拉 pull 的方式 基本上 这个方法是你连接到 CV Sup 服务
器 它说 “H ere s̀ what you can download from  m e...” 然后你的客户端回应“O K , Ìll take 
this,this,this,and this.” 在默认的配置中 CVSup 客户端将获得与 collection 和你在配置文件中选择
的标记相关的每一个文件 然而 这并不总是你想要的 特别是如果你正在同步文档 ports 或
www 树——大多数人不会读四到五种语言 因此他们不需要下载指定语言的文件 如果你正在
CVSup ports collection 你可以通过分别指定每个 collection 来传播这个 如 ports-astrology, 
ports-biology, 等以代替 ports-all 但 由于文档和 www 树没有指定语言的 collection 你必须使
用 CVSup 很多好特性中一个 refuse file  

refuse file实际上告诉 28 ��它不需要从一个 collection 抓取每个简单的文件 换句话说 它
告诉客户端拒绝从服务器获取某些文件 这些被拒绝的文件可以 或者 如果你没有的话 应当
被放在 在/base/sup/refuse 中被找到 base 是在你的 supfile 中定义的 默认情况下 base 是在
/usr/local/etc/cvsup 中 这意味着默认情况下 refuse file是在/usr/local/etc/cvsup/sup/refuse中  

有一个简单的格式 它简单地包括文件名称或你不想下载的目录 例如 如果你不能讲英语
和一些德语 以外的语言 你可能觉得不需要使用德语应用程序 你可以把下面这些行或是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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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的放在你的 refuse file中  
 

ports/chinese

ports/german

ports/japanese

ports/korean

ports/russian

ports/vietnamese

doc/es_ES.ISO8859-1

doc/ja_JP.eucJP
 

注意 仓库的名称是在 refuse file的第一个“目录”  
对于这个非常有用的特性 那些网络连接缓慢或需要花很长时间才能连接上 internet 的用户

将能节省很多时间 就像他们不在需要下载那些他们从来不使用的文件 更多有关 refuse file 和
28 ��其他特性的信息 请看看它的联机手册  

A .6.4  运行 C V Sup 

现在你可以试着开始升级了 执行的命令十分简单  
    # cvsup supfile

这儿的 supfile当然就是你刚创建的 supfile 假设你正在运行在 X11 下 cvsup 会开启一个 GUI
窗口 上面有一些日常工作的按钮 按下“go”按钮 然后看它执行  

因为在这个例子里面必须升级你当前的/usr/src目录 所以你必须用 root 的身份来执行这个程
序 不然 cvsup 就没有足够的权限 在你刚把设置文件写好 而且之前又没有执行过这个程序的
时候 第一次执行可能会让你有点紧张 有一个可以不修改你文件的简单测试法 在某个地方建
一个空目录 把它当成命令行的额外参数  

    # mkdir /var/tmp/dest
    # cvsup supfile /var/tmp/dest

你所指定的目录就会变成这次升级的目标目录 CVSup 会检查你/usr/src 里的文件 但是并不
会修改会是删除它们 任何该被修改的文件都会转而放在/var/tm p/dest/usr/src  当用这种方法运
行的时候 CVSup 也将离开那些没有打开的基本目录状态文件 那些文件的新版本将被写到指定
的目录中 只要你有/usr/src的读的权限 在执行这个操作时就不一定要变成 root  

如果你不是运行在 X11 下 或是你不喜欢 GUI 你必须在使用 cvsup 时在命令列加上下列选
项  

    # cvsup -g -L 2 supfile

-g 选项是让 cvsup 不要使用 GUI 如果你不使用 X11 的话 这个选项会自动执行 不然的话
你必须指定它  

-L 2 告诉 cvsup 详细地打印出升级时修改了哪些文件 有三个层次可以选择 从-L 0 到-L 2
默认值是 0 这表示除了错误信息以外不打印出任何东西  

还有很多其他选项可以指定 只要输入 cvsup -H  就可以看到简单的列表 如果想要了解更
详细的内容 请看联机手册   

如果你对这个执行模式感到满意 你可以安排使用 cron 让 28 �� 自动执行 显然在用 cron
运行 28 ��时 你不能让它使用它的 GUI  

A .6.5  C V Sup 文件集合 

通过 28 �� 可以取得的文件集合 collections 是层次式管理的 有一些大的 collections 它
们也会分成小一点的子集合 sub-collections 接收大 collection 和接收它的每一个 sub-collections
是一样的 collections之间的等级关系可以从下表的缩排中看出来  

最常用的 collections是 src-all和 ports-all 其他的 collections通常只有某些小团体为了某些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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殊原因才会去使用 有一些镜像网站可能没有这些 collections  
cvs-all release=cvs  
FreeBSD 的主 CV S 仓库 包括出口限制的编码程序  
distrib release=cvs  
有关 FreeBSD 发布和镜像文件  
doc-all release=cvs  
FreeBSD 使用手册和其他文档的原始文件 这不包括 FreeBSD  web 站点的文件  
ports-all release=cvs  
FreeBSD  ports collection  
ports-archivers release=cvs  
存档工具  
ports-astro release=cvs  
天文相关的程序  
ports-audio release=cvs  
声卡支持  
ports-base release=cvs  
/usr/ports 目录下各种各样的文件  
ports-benchm arks release=cvs  
测试用程序  
ports-biology release=cvs  
生物相关的程序  
ports-cad release=cvs  
计算机辅助设计工具  
ports-chinese release=cvs  
中文支持  
ports-com m s release=cvs  
通信软件  
ports-converters release=cvs  
字符码转换程序  
ports-databases release=cvs  
数据库  
ports-deskutils release=cvs  
计算机发明前常放在桌面上的工具  
ports-devel release=cvs  
开发工具  
ports-editors release=cvs  
编辑器  
ports-em ulators release=cvs  
其他操作系统的模拟器  
ports-gam es release=cvs  
游戏  
ports-germ an release=cvs  
德语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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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rts-graphics release=cvs  
绘图工具  
ports-japanese release=cvs  
日语支持  
ports-java release=cvs 
Java工具  
ports-korean release=cvs  
韩语支持  
ports-lang release=cvs  
程序语言  
ports-m ail release=cvs  
邮件软件  
ports-m ath release=cvs  
数学计算软件  
ports-m bone release=cvs  
M Bone 应用程序  
ports-m isc release=cvs  
各种各样的工具  
ports-net release=cvs  
网络软件  
ports-news release=cvs  
U SEN ET 新闻组软件  
ports-palm  release=cvs  
3Com  Palm tm 系列的软件支持  
ports-print release=cvs  
打印软件  
ports-russian release=cvs  
俄语支援  
ports-security release=cvs  
系统安全工具  
ports-shells release=cvs  
命令列 shell  
ports-sysutils release=cvs  
系统工具  
ports-textproc release=cvs  
文本处理工具 不包括桌上排版系统  
ports-vietnam ese release=cvs  
越南语支持  
ports-www release=cvs  
W W W 相关软件  
ports-x11 release=cvs  
支持 X 视窗口的 port  
ports-x11-clocks release=cv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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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11 上的时钟  
ports-x11-fm  release=cvs  
X 11 上的文件管理程序  
ports-x11-fonts release=cvs  
X 11 上的字体和字体工具  
ports-x11-toolkits release=cvs  
X 11 开发工具  
ports-x11-servers 
X 11 服务器  
ports-x11-wm   
X 11 窗口管理程序  
src-all release=cvs  
主 FreeBSD 源代码 包括加密的代码  
src-base release=cvs  
/usr/src里各种各样的文件  
src-bin release=cvs  
单用户模式下可能会用到的用户工具程序 /usr/src/bin  
src-contrib release=cvs  
FreeBSD 计划之外的工具程序和函数库 几乎不加改动就可以使用 /usr/src/contrib  
src-crypto release=cvs 
FreeBSD 计划之外的加密工具和函数库 几乎不加改动就可以使用 /usr/src/crypto  
src-eBones release=cvs 
K erberos和 DES /usr/src/eBones 没有被用在当前的 FreeBSD 发行版中  
src-etc release=cvs  
系统配置文件 </usr/src/etc  
src-gam es release=cvs  
游戏 /usr/src/gam es  
src-gnu release=cvs  
G N U  公共许可协议下的工具程序 /usr/src/gnu  
src-include release=cvs  
头文件 /usr/src/include  
src-kerberos5 release=cvs 
K erberos5 安全软件包 /usr/src/kerberos5  
src-kerberosIV  release=cvs  
K erberosIV 安全软件包(/usr/src/kerberosIV )  
src-lib release=cvs  
函数库 /usr/src/lib  
src-libexec release=cvs  
通常由其他程序执行的系统程序 /usr/src/libexec  
src-release release=cvs  
制作 FreeBSD 发行版必需的文件 /usr/src/release  
src-secure release=cvs 
D ES /usr/src/sec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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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rc-sbin release=cvs  
单用户模式下的系统工具 /usr/src/sbin  
src-share release=cvs  
可以跨多个系统共享的文件 /usr/src/share  
src-sys release=cvs  
内核 /usr/src/sys  
src-sys-crypto release=cvs 
内核加密代码 /usr/src/sys/crypto  
src-tools release=cvs  
维护 FreeBSD 的各种工具 /usr/src/tools  
src-usrbin release=cvs  
用户工具 /usr/src/usr.bin  
src-usrsbin release=cvs  
系统工具 /usr/src/usr.sbin  
www release=cvs  
FreeBSD  W W W 站点  
cvs-crypto release=cvs  
出口限制的编码程序  
distrib release=self 
28 ��服务器自己的配置文件 被 28 ��的镜像站点使用  
gnats release=current  
G N A TS 错误追踪数据库  
m ail-archive release=current  
FreeBSD 邮件列表存档文件  
www release=current  
预处理 FreeBSD  W W W 站点文件 不是源文件 W W W 的镜像站点使用  

A .6.6  更多信息 

大 多 数 FreeBSD 相 关 的 28 �� 讨 论 都 在 FreeBSD  技 术 讨 论 邮 件 列 表 
<freebsd-hackers@ FreeBSD .org>上进行 新版软件会在那边公告 同时也会在 FreeBSD 公告邮件列
表 <freebsd-announce@ FreeBSD .org> 公 告 任 何 问 题 和 错 误 报 告 请 发 给 程 序 作 者 
<cvsup-bugs@ polstra.com >  

A .6.7  C V Sup 站点 

主要有下面这些 CVSup 服务器  
A rgentina  
cvsup.ar.FreeBSD .org 维护人<m sagre@ cactus.fi.uba.ar>  
A ustralia  
cvsup.au.FreeBSD .org 维护人<dawes@ xfree86.org>  
cvsup3.au.FreeBSD .org 维护人<FreeBSD @ adm in.gil.com .au>  
A ustria  
cvsup.at.FreeBSD .org 维护人<postm aster@ wu-wien.ac.at>  
Braz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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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vsup.br.FreeBSD .org 维护人<cvsup@ cvsup.br.FreeBSD .org>  
cvsup2.br.FreeBSD .org 维护人<tps@ ti.sk>  
cvsup3.br.FreeBSD .org 维护人<cam posr@ m atrix.com .br>  
Canada  
cvsup.ca.FreeBSD .org 维护人<dan@ jaded.net>  
cvsup2.ca.FreeBSD .org 维护人<hostm aster@ ca.freebsd.org>  
China  
cvsup.cn.FreeBSD .org 维护人<phj@ cn.FreeBSD .org>  
Czech R epublic  
cvsup.cz.FreeBSD .org 维护人<cejkar@ dcse.fee.vutbr.cz>  
D enm ark  
cvsup.dk.FreeBSD .org 维护人<jesper@ skriver.dk>  
Estonia  
cvsup.ee.FreeBSD .org 维护人<taavi@ uninet.ee>  
Finland  
cvsup.fi.FreeBSD .org 维护人<count@ key.sm s.fi>  
cvsup2.fi.FreeBSD .org 维护人<count@ key.sm s.fi>  
France  
cvsup.fr.FreeBSD .org 维护人<hostm aster@ fr.FreeBSD .org>  
cvsup2.fr.FreeBSD .org 维护人<ftpm aint@ uvsq.fr>  
G erm any 
cvsup.de.FreeBSD .org 维护人<wosch@ FreeBSD .org>  
    cvsup2.de.FreeBSD .org 维护人<cvsup@ nikom a.de>  
    cvsup3.de.FreeBSD .org 维护人<ag@ leo.org>  
    cvsup4.de.FreeBSD .org 维护人<cvsup@ cosm o-project.de>  
    cvsup5.de.FreeBSD .org 维护人<rse@ freebsd.org>  
Iceland  
cvsup.is.FreeBSD .org 维护人<adam @ veda.is>  
Ireland  
cvsup.ie.FreeBSD .org 维护人<dwm alone@ m aths.tcd.ie>  Trinity College  D ublin. 
Japan  
    cvsup.jp.FreeBSD .org 维护人<cvsupadm @ jp.FreeBSD .org>  
    cvsup2.jp.FreeBSD .org 维护人<m ax@ FreeBSD .org>  
    cvsup3.jp.FreeBSD .org 维护人<shige@ cin.nihon-u.ac.jp>  
    cvsup4.jp.FreeBSD .org 维护人< cvsup-adm in@ ftp.m edia.kyoto-u.ac.jp>  
    cvsup5.jp.FreeBSD .org 维护人<cvsup@ im asy.or.jp>  
    cvsup6.jp.FreeBSD .org 维护人<cvsupadm @ jp.FreeBSD .org>  
K orea  
    cvsup.kr.FreeBSD .org 维护人<cjh@ kr.FreeBSD .org>  
    cvsup2.kr.FreeBSD .org 维护人<holywar@ m ail.holywar.net>  
Lithuania  
cvsup.lt.FreeBSD .org 维护人<dom as.m ituzas@ delfi.lt>  
N etherla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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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vsup.nl.FreeBSD .org 维护人<xaa@ xaa.iae.nl>  
cvsup2.nl.FreeBSD .org 维护人<cvsup@ nl.uu.net>  
N orway  
cvsup.no.FreeBSD .org 维护人<Per.H ove@ m ath.ntnu.no>  
Poland  
cvsup.pl.FreeBSD .org 维护人<M ariusz@ kam .pl>  
Portugal  
cvsup.pt.FreeBSD .org 维护人<jpedras@ webvolution.net>  
R ussia  
cvsup.ru.FreeBSD .org 维护人<ache@ nagual.pp.ru>  
    cvsup2.ru.FreeBSD .org 维护人<dv@ dv.ru>  
    cvsup3.ru.FreeBSD .org 维护人<fjoe@ iclub.nsu.ru>  
    cvsup4.ru.FreeBSD .org 维护人<zhecka@ klondike.ru>  
    cvsup5.ru.FreeBSD .org 维护人<m axim @ m acom net.ru>  
Slovak R epublic  
    cvsup.sk.FreeBSD .org 维护人<tps@ tps.sk>  
    cvsup2.sk.FreeBSD .org 维护人<tps@ tps.sk>  
Slovenia  
cvsup.si.FreeBSD .org 维护人<blaz@ si.FreeBSD .org>  
South A frica  
    cvsup.za.FreeBSD .org 维护人<m arkm @ FreeBSD .org>  
    cvsup2.za.FreeBSD .org 维护人<m arkm @ FreeBSD .org>  
Spain  
cvsup.es.FreeBSD .org 维护人<jesusr@ FreeBSD .org>  
Sweden  
    cvsup.se.FreeBSD .org 维护人<pantzer@ ludd.luth.se>  
    cvsup2.se.FreeBSD .org 维护人<cvsup@ dataphone.net>  
Taiwan  
    cvsup.tw.FreeBSD .org 维护人<jdli@ freebsd.csie.nctu.edu.tw>  
    cvsup2.tw.FreeBSD .org 维护人<ycheng@ sinica.edu.tw>  
    cvsup3.tw.FreeBSD .org 维护人<foxfair@ FreeBSD .org>  
U kraine  
    cvsup2.ua.FreeBSD .org 维护人<freebsd-m nt@ lucky.net>  
    cvsup3.ua.FreeBSD .org 维护人<ftpm aster@ ukr.net>  K iev 
    cvsup4.ua.FreeBSD .org 维护人<phantom @ cris.net>  
U nited K ingdom   
    cvsup.uk.FreeBSD .org 维护人<joe@ pavilion.net>  
    cvsup2.uk.FreeBSD .org 维护人<brian@ FreeBSD .org>  
    cvsup3.uk.FreeBSD .org 维护人<ftp-adm in@ plig.net>  
U SA   
    cvsup1.FreeBSD .org 维护人<skynyrd@ opus.cts.cwu.edu>  W ashington state 
    cvsup2.FreeBSD .org 维护人<jdp@ FreeBSD .org>  California 
    cvsup3.FreeBSD .org 维护人<wollm an@ FreeBSD .org>  M assachuset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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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vsup4.FreeBSD .org 维护人<rgrim es@ FreeBSD .org>  O regon 
    cvsup5.FreeBSD .org 维护人<m jr@ blackened.com >  A rizona 
    cvsup6.FreeBSD .org 维护人<jdp@ FreeBSD .org>  Florida 
    cvsup7.FreeBSD .org 维护人<jdp@ FreeBSD .org>  W ashington state 
    cvsup8.FreeBSD .org 维护人<hostm aster@ big镜像.com >  W ashington state 
    cvsup9.FreeBSD .org 维护人<qbsd@ uswest.net>  M innesota 
    cvsup10.FreeBSD .org 维护人<jdp@ FreeBSD .org>  California 
    cvsup11.FreeBSD .org 维护人<cvsup@ research.uu.net>  V irginia 
    cvsup12.FreeBSD .org 维护人<will@ FreeBSD .org>  Indiana 
    cvsup13.FreeBSD .org 维护人<dim a@ valueclick.com >  California 
    cvsup14.FreeBSD .org 维护人<freebsd-cvsup@ m fnx.net>  California 
    cvsup15.FreeBSD .org 维护人<cvsup@ m ath.uic.edu>  Illinois 
G erm any  
ctm .FreeBSD .org 维护人<blank@ fox.uni-trier.de>  

A .7  C V S 标记 

当从 �3�和 28 ��获得或升级源代码时 必须指定修订标记 下面的标记是可用的 每个指
定了不同时期 FreeBSD 的不同分支  

ports树没有任何相关联的标记 它总是C U R R EN T  

最普通的标记是这些  
H EA D   
主线或 FreeBSD -CU R R EN T 的符号名 如果没有指定修订版本 通常都是默认值  
在 28 ��中 这个标记可以用 a来表示  
RELEN G _4  
FreeBSD -4.X 的开发线 以 FreeBSD -STA BLE 为著名  
RELEN G _4_4  
FreeBSD -4.4 的发行分支 对一些安全问题和其他的错误做了修正  
RELEN G _4_3  
FreeBSD -4.3 的发行分支  对一些安全问题和其他的错误做了修正  
RELEN G _3  
FreeBSD -3.X 开发主线  以 3.X -STA BLE 最为著名  
RELEN G _2_2  
FreeBSD -2.2.X 开发主线 主要是 2.2-STA BLE  
其他修订版还包括  
RELEN G _4_4_0_R ELEA SE  
FreeBSD  4.4  
R ELEN G _4_3_0_R ELEA SE  
FreeBSD  4.3  
R ELEN G _4_2_0_R ELEA SE  
FreeBSD  4.2  
R ELEN G _4_1_1_R ELEA 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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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eeBSD  4.1.1  
R ELEN G _4_1_0_R ELEA SE  
FreeBSD  4.1  
R ELEN G _4_0_0_R ELEA SE  
FreeBSD  4.0  
R ELEN G _3_5_0_R ELEA SE  
FreeBSD -3.5  
R ELEN G _3_4_0_R ELEA SE  
FreeBSD -3.4  
R ELEN G _3_3_0_R ELEA SE  
FreeBSD -3.3  
R ELEN G _3_2_0_R ELEA SE  
FreeBSD -3.2  
R ELEN G _3_1_0_R ELEA SE  
FreeBSD -3.1  
R ELEN G _3_0_0_R ELEA SE  
FreeBSD -3.0  
R ELEN G _2_2_8_R ELEA SE  
FreeBSD -2.2.8  
R ELEN G _2_2_7_R ELEA SE  
FreeBSD -2.2.7  
R ELEN G _2_2_6_R ELEA SE  
FreeBSD -2.2.6  
R ELEN G _2_2_5_R ELEA SE  
FreeBSD -2.2.5  
R ELEN G _2_2_2_R ELEA SE  
FreeBSD -2.2.2  
R ELEN G _2_2_1_R ELEA SE  
FreeBSD -2.2.1  
R ELEN G _2_2_0_R ELEA SE  
FreeBSD -2.2.0  

A .8  A FS 站点 

FreeBSD 的 AFS 服务器运行在下面这些站上  
瑞典 Sweden  
文件的目录是 /afs/stacken.kth.se/ftp/pub/FreeBSD / 

 

stacken.kth.se # Stacken Computer Club  KTH  Sweden

130.237.234.43 #hot.stacken.kth.se

130.237.237.230 #fishburger.stacken.kth.se

130.237.234.3 #milko.stacken.kth.se
 

维护人<ftp@ stacken.kth.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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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附录录 BB   
参参考考书书目目  

 
 

虽然联机手册提供了许多 FreeBSD 单独部分的参考手册 但它们却没
有举例说明如何让这些部分组合使整个操作系统运行正常 正因为如此
没有东西可以取代一本 Unix系统管理的好书以及一个好的使用手册了   

B.1  针对 FreeBSD 的书籍和杂志 

国际性的书籍和杂志  
  U sing FreeBSD http://jdli.tw.freebsd.org/publication/book/freebsd2/ 
index.htm (繁体中文)  
  FreeBSD  for PC 98'ers (日语), published by SH U W A  System  Co, LTD . 
ISBN  4-87966-468-5 C3055 P2900E  
  FreeBSD  (日语), published by CU TT. ISBN  4-906391-22-2 C3055 
P2400E  
  Com plete Introduction to FreeBSD  http://www.shoeisha.co.jp/pc/ 
index/shinkan/97_05_06.htm (日语), published by Shoeisha Co., Ltd. 
ISBN  4-88135-473-6 P3600E  
  Personal U N IX  Starter K it FreeBSD  http://www.ascii.co.jp/pb/book1/ 
shinkan/detail/1322785.htm l (日语), published by A SCII. ISBN  
4-7561-1733-3 P3000E  
  FreeBSD  H andbook (日语翻译 ), published by A SCII. ISBN  
4-7561-1580-2 P3800E  
  FreeBSD  m it M ethode (德语), published by Com puter und Literatur 
V erlag/V ertrieb H anser, 1998. ISBN  3-932311-31-0  
  FreeBSD  Install and U tilization M anual http://www.pc.m ycom .co.jp/ 
FreeBSD /install-m anual.htm l (日 语 ), published by M ainichi 
Com m unications Inc  
  O nno W  Purbo, D odi M aryanto, Syahrial H ubbany, W idjil W idodo 
Building Internet Server with FreeBSD http://m axwell.itb.ac.id/ (印尼
语), published by Elex M edia K om putindo  
英语书籍和杂志

  The Com plete FreeBSD , http://www.wccdrom .com /titles/freebsd/ 
bsdcom p_bkx.phtm l  published by BSD i  
  The FreeBSD  Corporate N etworker’s G uide http://www.freebsd-co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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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ide.com , published by A ddison http://www.awl.com /aw/  

B.2  用户指南 

  Com puter System s R esearch G roup, U C Berkeley. 4.4BSD  U ser's R eference M anual. O 'R eilly &  
A ssociates, Inc., 1994. ISBN  1-56592-075-9  
  Com puter System s R esearch G roup, U C Berkeley. 4.4BSD  U ser's Supplem entary D ocum ents. 
O 'R eilly &  A ssociates, Inc., 1994. ISBN  1-56592-076-7  
  U N IX  in a N utshell. O 'R eilly &  A ssociates, Inc., 1990. ISBN  093717520X  
  M ui, Linda. W hat Y ou N eed To K now W hen Y ou Can't Find Y our U N IX  System  A dm inistrator. 
O 'R eilly &  A ssociates, Inc., 1995. ISBN  1-56592-104-6  
  O hio State U niversity 写了本 UN IX  Introductory Course http://www-wks.acs.ohio-state. 
edu/unix_course/unix.htm l 可在网上找到 htm l和 postscript格式的文件  
  Jpm an Project, Japan FreeBSD  U sers G roup. FreeBSD  U ser's R eference M anual (日语翻译). 
M ainichi Com m unications Inc., 1998. ISBN 4-8399-0088-4 P3800E  
  Edinburgh U niversity has written an O nline G uide http://unixhelp.ed.ac.uk/ for newcom ers to 
the U N IX  environm ent  

B.3  系统管理员指南 

  A lbitz, Paul and Liu, Cricket. D N S and BIN D , 3rd Ed. O 'R eilly &  A ssociates, Inc., 1998. ISBN  
1-56592-512-2  
  Com puter System s R esearch G roup, U C Berkeley. 4.4BSD  System  M anager's M anual. O 'R eilly &  
A ssociates, Inc., 1994. ISBN  1-56592-080-5  
  Costales, Brian, et al. Sendm ail, 2nd Ed. O 'R eilly &  A ssociates, Inc., 1997. ISBN  1-56592- 
222-0  
  Frisch, Eleen. Essential System  A dm inistration, 2nd Ed. O 'R eilly &  A ssociates, Inc., 1995. ISBN  
1-56592-127-5  
  H unt, Craig. TCP/IP N etwork A dm inistration, 2nd Ed. O 'R eilly &  A ssociates, Inc., 1997. ISBN  
1-56592-322-7  
  N em eth, Evi. U N IX  System  A dm inistration H andbook. 3rd Ed. Prentice H all, 2000. ISBN  
0-13-020601-6  
  Stern, H al M anaging N FS and N IS O 'R eilly &  A ssociates, Inc., 1991. ISBN  0-937175-75-7  
  Jpm an Project, Japan FreeBSD  U sers G roup. FreeBSD  System  A dm inistrator's M anual (Japanese 
translation). M ainichi Com m unications Inc., 1998. ISBN 4-8399-0109-0 P3300E  

B.4  程序员指南 

  A sente, Paul. X  W indow System  Toolkit. D igital Press. ISBN  1-55558-051-3  
  Com puter System s R esearch G roup, U C Berkeley. 4.4BSD  Program m er's R eference M anu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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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R eilly &  A ssociates, Inc., 1994. ISBN  1-56592-078-3  
 Com puter System s R esearch G roup, U C Berkeley. 4.4BSD  Program m er's Supplem entary 
D ocum ents. O 'R eilly &  A ssociates, Inc., 1994. ISBN  1-56592-079-1  
  H arbison, Sam uel P. and Steele, G uy L. Jr. C: A  R eference M anual. 4rd ed. Prentice H all, 1995. 
ISBN  0-13-326224-3  
  K ernighan, Brian and D ennis M . R itchie. The C Program m ing Language.. PTR  Prentice H all, 
1988. ISBN  0-13-110362-9  
  Lehey, G reg. Porting U N IX  Software. O 'R eilly &  A ssociates, Inc., 1995. ISBN  1-56592-126-7  
  Plauger, P. J. The Standard C Library. Prentice H all, 1992. ISBN  0-13-131509-9 
  Stevens, W . R ichard. A dvanced Program m ing in the U N IX  Environm ent. R eading, M ass. : 
A ddison-W esley, 1992 ISBN  0-201-56317-7  
  Stevens, W . R ichard. U N IX  N etwork Program m ing. 2nd Ed, PTR  Prentice H all, 1998. ISBN  
0-13-490012-X  
  W ells, Bill. W riting Serial D rivers for U N IX . D r. D obb's Journal. 19(15), D ecem ber 1994. 
pp68-71, 97-99  

B.5  深入操作系统内部 

  A ndleigh, Prabhat K . U N IX  System  A rchitecture. Prentice-H all, Inc., 1990. ISBN  0-13-949843 
-5  
  Jolitz, W illiam . "Porting U N IX  to the 386". D r. D obb's Journal. January 1991-July 1992. 
  Leffler, Sam uel J., M arshall K irk M cK usick, M ichael J K arels and John Q uarterm an The D esign 
and Im plem entation of the 4.3BSD  U N IX  O perating System . R eading, M ass : A ddison-W esley, 
1989. ISBN  0-201-06196-1  
  Leffler, Sam uel J., M arshall K irk M cK usick, The D esign and Im plem entation of the 4.3BSD  U N IX  
O perating System : A nswer Book. R eading, M ass. : A ddison-W esley, 1991. ISBN  
0-201-54629-9  
  M cK usick, M arshall K irk, K eith Bostic, M ichael J K arels, and John Q uarterm an. The D esign and 
Im plem entation of the 4.4BSD  O perating System . R eading, M ass. : A ddison-W esley, 1996. ISBN  
0-201-54979-4  
  Stevens, W . R ichard. TCP/IP Illustrated, V olum e 1: The Protocols. R eading, M ass. : 
A ddison-W esley, 1996. ISBN  0-201-63346-9  
  Schim m el, Curt. U nix System s for M odern A rchitectures. R eading, M ass. : A ddison-W esley, 1994. 
ISBN  0-201-63338-8  
  Stevens, W . R ichard. TCP/IP Illustrated, V olum e 3: TCP for Transactions, H TTP, N N TP and the 
U N IX  D om ain Protocols. R eading, M ass. : A ddison-W esley, 1996. ISBN  0-201-63495-3  
  V ahalia, U resh. U N IX  Internals-The N ew Frontiers. Prentice H all, 1996. ISBN  0-13-101908 
-2  
  W right, G ary R . and W . R ichard Stevens. TCP/IP Illustrated, V olum e 2: The Im plem entation. 
R eading, M ass. : A ddison-W esley, 1995. ISBN  0-201-63354-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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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6  系统安全参考 

  Cheswick, W illiam  R . and Steven M . Bellovin. Firewalls and Internet Security: R epelling the W ily 
H acker. R eading, M ass. : A ddison-W esley, 1995. ISBN  0-201-63357-4  
  G arfinkel, Sim son and G ene Spafford. Practical U N IX &  Internet Security. 2nd Ed. O 'R eilly &  
A ssociates, Inc., 1996. ISBN  1-56592-148-8  
  G arfinkel, Sim son. PG P Pretty G ood Privacy O 'R eilly &  A ssociates, Inc., 1995. ISBN  1-56592- 
098-8  

B.7  硬件参考 

  A nderson, D on and Tom  Shanley. Pentium  Processor System  A rchitecture. 2nd Ed. R eading, 
M ass. : A ddison-W esley, 1995. ISBN  0-201-40992-5  
  Ferraro, R ichard F. Program m er's G uide to the EG A , V G A , and Super V G A  Cards. 3rd ed. 
R eading, M ass. : A ddison-W esley, 1995. ISBN  0-201-62490-7  
  Intel Corporation publishes docum entation on their CPU s, chipsets and standards on their 
developer web site, usually as PD F files  
  Shanley, Tom . 80486 System  A rchitecture. 3rd ed. R eading, M ass. : A ddison-W esley, 1995. 
ISBN  0-201-40994-1  
  Shanley, Tom . ISA  System  A rchitecture. 3rd ed. R eading, M ass. : A ddison-W esley, 1995. ISBN  
0-201-40996-8  
  Shanley, Tom . PCI System  A rchitecture. 3rd ed. R eading, M ass. : A ddison-W esley, 1995. ISBN  
0-201-40993-3  
  V an G illuwe, Frank. The U ndocum ented PC. R eading, M ass: A ddison-W esley Pub. Co., 1994. 
ISBN  0-201-62277-7  

B.8  U nix 的发展历史 

  Lion, John Lion's Com m entary on U N IX , 6th Ed. W ith Source Code. ITP M edia G roup, 1996. 
ISBN  1573980137  
  R aym ond, Eric S. The N ew H acker's D ictionary, 3rd edition. M IT Press, 1996. ISBN  0-262- 
68092-0. A lso known as the Jargon File  
  Salus, Peter H . A  quarter century of U N IX . A ddison-W esley Publishing Com pany, Inc., 1994. 
ISBN  0-201-54777-5  
  Sim on G arfinkel, D aniel W eise, Steven Strassm ann. The U N IX -H A TER S H andbook. ID G  Books 
W orldwide, Inc., 1994. ISBN  1-56884-203-1  
  D on Libes, Sandy R essler Life with U N IX -special edition. Prentice-H all, Inc., 1989. ISBN  
0-13-536657-7  
  The BSD  fam ily tree. 1997. ftp://ftp.FreeBSD .org/pub/FreeBSD /FreeBSD -current/src/ share/m is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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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sd-fam ily-tree or local on a FreeBSD -current m achine  
  The BSD  R elease A nnouncem ents collection. 1997. http://www.de.FreeBSD .org/de/ftp/releases/  
  N etworked Com puter Science Technical R eports Library. http://www.ncstrl.org/ 
  O ld BSD  releases from  the Com puter System s R esearch group (CSR G )http://www.m ckusick. 
com /csrg/: The 4CD  set covers all BSD  versions from  1BSD  to 4.4BSD  and 4.4BSD -Lite2 (but not 
2.11BSD , unfortunately). A s well, the last disk holds the final sources plus the SCCS files  

B.9  相关杂志 

  The C/C++ U sers Journal. R & D  Publications Inc. ISSN  1075-2838  
  Sys A dm in-The Journal for U N IX  System  A dm inistrators M iller Freem an, Inc., ISSN  1061- 

26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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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附录录 CC   
在在 IInntteerrnneett上上的的资资源源  
 
 
发展迅猛的FreeBSD 使得现有的印刷 平面媒体跟不上它的发展进度

而电子版的也许是最好的 而且通常是唯一一个可以跟上最新发展方向的
由于 FreeBSD 来自于志愿者的努力 而用户也通常扮演着“技术支持部门”

的角色 只要使用电子邮件和 USEN ET 新闻组就可以很快地找到他们  
以下指出了和 FreeBSD 用户社区联系的主要方式 如果你还知道其他

这里没有列出的资源 请写信给 FreeBSD 文档计划邮件列表
<freebsd-doc@ FreeBSD .org> 以便将它们加入到这里  

C .1  邮件列表 

虽然大部分的 FreeBSD 开发人员都会阅读 USEN ET 如果你只将问题
发表在 com p.unix.bsd.freebsd.* 其中之一的讨论组上 我们也不能保证永远
可以及时了解你的问题 如果你将问题发到适当的邮件列表上 你不但可
以同时让 FreeBSD 研发人员和其他的读者看到 通常也可以得到一个较好
的 最起码会比较快 的回应  

本文的最后是各个不同的邮件列表的使用条文 在订阅其中任何一个
列表之前 现在订阅这些邮件列表的人每天都会收到
上百封关于 FreeBSD 的信件 设立列表的使用条文有助于维护讨论质量
否则这些讨论计划的列表将失去其意义  

全部的邮件列表记录都可以在 FreeBSD  W W W 服务器 FreeBSD  W orld 
W ide W eb 服务器上找到 此服务器提供了很棒的关键词搜寻功能 可让你
找到常用问答集(FA Q )的解答 而在邮件列表上提问之前 也请先搜寻是否
已有解答  

C .1.1  列表概要 

一般的列表 以下的列表都是一般性的 而且可以自由地加入 鼓励
大家加入它们  

freebsd-advocacy FreeBSD 的鼓吹者 

freebsd-announce 重要事件及计划的里程碑 

freebsd-bugs 发现 bug的报告 

freebsd-chat 和技术性项目无关的 FreeBSD 讨论区 

freebsd-current 讨论 FreeBSD -current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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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freebsd-isp 使用 FreeBSD 的网络服务供应者发行物 

freebsd-jobs 与 FreeBSD 有关的工作机会 

freebsd-newbies FreeBSD 新手的讨论区 

freebsd-policy FreeBSD 核心团队方针讨论区 份量小 而且是只读的  

freebsd-questions 使用问题及技术性的支持 

freebsd-stable 讨论 FreeBSD -stable的使用 

 
技术性的邮件列表 以下的邮件列表是用来讨论技术性问题的 在加入订阅及讨论之前 请

务必仔细阅读每个列表的主题 因为它们讨论的内容都是很严谨地被限制着的  
 

freebsd-afs 将 AFS 移植到 FreeBSD  

freebsd-alpha 将 FreeBSD 移植到 Alpha工作站 

freebsd-doc FreeBSD 文件写作 

freebsd-database 讨论在 FreeBSD 下发展及使用的数据库 

freebsd-em ulation 在 FreeBSD 上仿真其他系统 如 Linux/D O S/W indows 

freebsd-fs 文件系统 

freebsd-hackers 一般性技术讨论 

freebsd-hardware 一般性的硬件讨论区 

freebsd-ipfw 关于 IP firewall程序代码的技术性讨论区 

freebsd-isdn ISD N 开发人员 

freebsd-java 给 Java开发人员以及移植 JDKs到 FreeBSD  

freebsd-m obile 关于可携式计算机的讨论 

freebsd-m ozilla 移植 m ozilla到 FreeBSD 上 

freebsd-net 网络讨论和 TCP/IP 原始程序代码 

freebsd-platform s 将 FreeBSD 移植到非 Intel架构的平台上 

freebsd-ports 讨论 ports软件收集 

freebsd-scsi SCSI子系统 

freebsd-security 系统安全 

freebsd-sm all 在嵌入式系统上使用 FreeBSD  

freebsd-sm p 有关对称多处理器的设计讨论 

freebsd-sparc Port FreeBSD 到 Sparc系统 

freebsd-tokenring 在 FreeBSD 中支持 Token R ing 

 
限制订阅的列表  以下的列表是针对某些特定要求的读者而设的 而且并不适合被当成是一

般公开的讨论区 您最好先在某一技术讨论区参与讨论后再选择订阅这些限制订阅的邮件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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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如此一来可以了解到在这些讨论区发言所需的礼仪  
 

freebsd-adm in 管理方面的问题 

freebsd-arch 架构和设计讨论 

freebsd-core FreeBSD 核心队伍 

freebsd-hubs 运行镜像站点的成员 

freebsd-install 安装程序开发部门 

freebsd-security-notifications 安全公告 

freebsd-user-groups 用户组调整 

 
CV S 列表 以下的邮件是给对 FreeBSD 原始程序代码的变更记录有兴趣的人看的  而且他

们是只读的邮件列表 你不能发 e-m ail给它们   
 

cvs-all /usr/src 所有对源代码改变的记录 

C .1.2  如何订阅 

所有的邮件列表都放在 FreeBSD .org 所以只需要给<listnam e@ FreeBSD .org>发一份特定的列
表 接下来它就会对全球的所有的邮件列表成员进行重新分发  

要订阅列表 先发一封邮件到<m ajordom o@ FreeBSD .org> 包括 
subscribe <listnam e> [<optional address>] 

例如 要订阅 freebsd-announce 你可以这样做  
%  m ail m ajordom o@ FreeBSD .org 
subscribe freebsd-announce 
D̂  

如果你要用一个不同的名字订阅 或为当地的邮件列表提交一个描述请求 你可以这样做  
%  m ail m ajordom o@ FreeBSD .org 
subscribe freebsd-announce local-announce@ som esite.com  
D̂  

最后 你想看看所有邮件列表的列表 一个完整列表的命令是这样的  
%  m ail m ajordom o@ FreeBSD .org 
help 
D̂  

如果只对一些重要的公告感兴趣 建议你加入 freebsd-announce 它的流量比较少  

C .1.3  列表规章 

所有的邮件列表都有同样基本的规则 所有的人都必须按规则来做 不按这些规则做都会导
致两个来自 FreeBSD  Postm aster <postm aster@ FreeBSD .org>的警告 最后一个提醒是 FreeBSD  
Postm aster 将从所有 FreeBSD 的邮件列表中删除它们 我们很遗憾必须要遵守这样的规则 但今
天的互联网是一个很混乱的环境 它看起来很多机制都是很脆弱的  

具体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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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何发表的主题都应当符合基本的列表概况 例如 如果列表是有关技术问题的 那你
发表的文章包含技术讨论 不要把不相关的讨论放在一起 对于没有主题的自由形式的
讨论 可以使用 FreeBSD -chat<freebsd-chat@ FreeBSD .org>  
  不要将同一个问题发送到超过两个的邮件列表上 当有一个清晰和明显的必须要发表到
两个列表的要求时 也只能是两个 对于大多数的列表 已经有相当多的订户了 除了
一些比较深奥的问题 如“-stable &  -scsi” 没有必要同时将一个问题发到多个列表上
如果一个信息以这种方式 多个邮件列表在 cc行出现 被发送给你 那 cc行在把它再发
送出去之前也将被整理 无论谁是最初发表者 都会导致你自己的交叉发送  
  不允许进行人身攻击和亵渎 在前后的争论中 包括用户和开发人员 应当遵守最起码
的网络礼节 像需要征得同意才可以引用或张贴私人邮件等  
  严格禁止非 FreeBSD 相关产品或服务的广告 一有发现将马上取缔  
单独的列表主题  
�0 ""��� .� ��

A ndrew 文件系统(Andrew File System ) 
这个列表是用来讨论 porting和从 CM U /Transarc使用 AFS  
�0 ""��� .� � � ( < � 2"

重要的时间/里程碑 Im portant events/m ilestones  
这是一个发布 FreeBSD 重大事件的邮件列表 这包括有关 snapshots和其他版本的公告 它包

含新的 FreeBSD 的性能的公告 它也包含指派志愿者 这个列表比较小  
�0 ""��� .� 0 2C

架构和设计讨论 Architecture and design discussions  
这个列表用来讨论 FreeBSD 架构 大多数信息是集中在技术上的 例如下面的一些主题  
  需要什么才能修复 VFS 来使 H eidem ann 层工作  
  我们要如何改变设备驱动接口以便能够在许多总线和架构上使用一样的驱动器  
  我如何写一个网络驱动程序  

�0 ""��� .� < � @=

源代码审核计划 Source code audit project  
这个邮件列表是用于 FreeBSD 源代码审核计划的 虽然这最初是针对安全方面代码修正的讨

论 现在它已经扩展到任何代码修正的讨论  
这个列表涉及补丁方面的问题比较多 可能普通的 FreeBSD 用户对此不感兴趣 不与一个特

定的代码修正相关的安全讨论将放在 freebsd-security中 相反的 所有的开发人员都被鼓励把他
们的补丁发到这儿来 特别是如果他们发现有一个错误可能会影响系统的完整性时  

�0 ""��� .�@� < 7

FreeBSD 二进制升级计划 FreeBSD  Binary U pdate Project  
这个列表主要是讨论二进制升级 binup 系统 设计问题 执行细节 补丁 错误报告 状

态报告 特性要求 提交日志 和所有其他与 binup 相关的东西都可以  
�0 ""��� .�< ' �

错误报告 Bug reports  
这是一个报告 FreeBSD 错误的邮件列表 可以使用 send-pr命令或 web 
http://www.freebsd.org/send-pr.htm l 页面来提交错误  
�0 ""��� .2C � =

与 FreeBSD 社区相关的非技术项目 Non technical item s related to the FreeBSD  com m unity  
这个列表超出了其他有关非技术 社会信息的内容 它包含一些人们的日常休闲事务 也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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掺杂一些重要的事件  
�0 ""��� .2( 0 "

FreeBSD 核心团队 FreeBSD  core team  
这是一个核心成员内部的邮件列表 当需要对 FreeBSD 的相关事务作决定或更深入的探讨时

可以在这里发表自己的看法  
�0 ""��� .2< 0 0 "� =

有关 FreeBSD -current使用的讨论 Discussions about the use of FreeBSD -current  
这是一个针对用户的 FreeBSD -current邮件列表 它包括一些可能影响用户的新特性的警告

使用 FreeBSD -current的一些指导 任何运行 FreeBSD -current的人必须同意这个列表 这是一个
纯技术的邮件列表  

�0 ""��� .2< 0 0 "� =.� @' "�=

有关 FreeBSD -current使用的讨论 Discussions about the use of FreeBSD -current  
这是一个 FreeBSD -current邮件列表的摘要版本 这个摘要包含所有发往与 FreeBSD -current

附带在一起的邮件信息 这个列表是只读的  
�0 ""��� .� ( 2

文档计划 Docum entation project  
这个邮件列表是与 FreeBSD 创建的文档的出版和计划的讨论 这个邮件列表的成员都会提交

到“The FreeBSD  D ocum entation Project” 它是一个开放的列表 可以自由地加入和做贡献  
�0 ""��� .��

文件系统 Filesystem s  
有关 FreeBSD 文件系统的讨论 这是一个纯技术的邮件列表  
�0 ""��� .@7�$

IP 防火墙 IP Firewall  
这是有关重新设计 IP 防火墙代码的技术讨论论坛 这也是一个纯技术的邮件列表  
�0 ""��� .@� �*

将 FreeBSD 移植到 IA64 Porting FreeBSD  to IA 64  
这是一个有关将 FreeBSD 移植到 Intel IA 64 架构上的技术讨论列表 讨论一些相关的问题与

解决方案 也欢迎对这些问题感兴趣的个别讨论者  
�0 ""��� .@�� �

ISD N  通信 ISD N  Com m unications  
这是一个 FreeBSD 支持的 ISD N 系统开发的邮件列表  
�0 ""��� .D� 8 �

Java开发 Java D evelopm ent  
这是一个讨论 java应用开发和 JDK 的 porting与维护的邮件列表  
�0 ""��� .C � 2& "0 �

技术讨论 Technical discussions  
这是一个与 FreeBSD 相关的技术讨论论坛 它是针对个别的工作在 FreeBSD 上的人来提出问

题或讨论相关的解决方案 也欢迎对这些问题感兴趣的个别讨论者 这是一个纯技术讨论列表  
�0 ""��� .C � 2& "0 �.� @' "�=

技术讨论 Technical discussions  
这是一个 freebsd-hackers 邮件列表的摘要版本 这个摘要包含了所有发送到 freebsdhackers

的绑在一起的所有信息 并且用一个简单的信息发出去 这是一个只读的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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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 .C � 0 � $ � 0 "

FreeBSD 硬件的普通讨论 General discussion of FreeBSD  hardware  
有关 FreeBSD 运行的硬件类型的普通讨论 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和建议  
�0 ""��� .C < ��

镜像站点 M irror sites  
人们运行 FreeBSD 镜像站点的公告和讨论  
�0 ""��� .@� �=� 66

安装讨论 Installation discussion  
这个列表用来讨论 FreeBSD 未来版本安装与开发  
�0 ""��� .@�7

ISP 提供商的问题 Issues for Internet Service Providers  
这是一个讨论使用 FreeBSD 的 ISP 供应商的邮件列表 这是一个纯技术的邮件列表  
�0 ""��� .� "$ �@"�

新手的讨论区 Newbies activities discussion  
这里包含了 独立地学习和解决问题 寻找和使用资源 寻求帮助 如何使用邮件列表和使

用哪个邮件列表 普通的交谈 犯错误 共享主意 故事 精神支持和加入 FreeBSD 社区  
�0 ""��� .76� =�( 0 % �

移植到非 intel平台 Porting to N on-Intel platform s  
非 intel平台的 port讨论和建议 这是一个纯技术的列表  
�0 ""��� .7( 6@2E

核心团队的策略决定 Core team  policy decisions  
这是一个很小的只读的有关核心团队策略决定的邮件列表  
�0 ""��� .7( 0 =�
“ports”的讨论 Discussion of “ports”  
关于 FreeBSD 的“ports collection”的讨论 建议使用的 port 修改过的 ports collection 结构 这

是一个纯技术的列表  
�0 ""��� .A < "�=@( � �

U ser的问题 User questions  
这是一个有关 FreeBSD 问题的邮件列表 你不应当发送“how to”问题给技术列表 除非你认为

这个问题是非常可爱的技术问题  
�0 ""��� .A < "�=@( � �.� @' "�=

U ser的问题 User questions  
这是一个有关 FreeBSD 问题的邮件列表的摘要 这个摘要包含了所有发送给 freebsd-questions

的捆绑在一起的信息 并以一个简单信息的形式发出去  
�0 ""��� .�2�@

SCSI 子系统 SCSI subsystem  
这是一个讨论 FreeBSD 的 SCSI子系统的邮件列表 这是一个纯技术的列表  
�0 ""��� .�"2< 0 @=E

安全问题 Security issues  
FreeBSD 的计算机安全问题 DES, K erberos 已知的安全漏洞和修复等 这是一个纯技术的

列表  
�0 ""��� .�"2< 0 @=E .� ( =@�@2� =@( � �

安全通知 Security N otifi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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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eeBSD 的安全通知和相关修复 这不是一个讨论列表 讨论列表应当是 FreeBSD -security  
�0 ""��� .�% � 66

在嵌入式应用程序中使用 FreeBSD U sing FreeBSD  in em bedded applications  
这个列表讨论了与很小的和深入的 FreeBSD 安装的讨论主题 这是一个纯技术的列表  
�0 ""��� .�=� �6"

讨论 FreeBSD -stable的使用(Discussions about the use of FreeBSD -stable) 
有关 FreeBSD -stable使用的讨论 这是一个 freebsd-stable用户的邮件列表 它包括-stable的

新特性可能会影响用户的警告 任何运行“stable”的人应当经常关注这个列表 这是一个纯技术的
列表  

C .2  U senet新闻组 

除了 FreeBSD 两个特殊的新闻组 还有很多讨论 FreeBSD 或与 FreeBSD 用户相关的其他讨论
组 有空可以去 http://m innie.cs.adfa.edu.au/BSD -info/bsdnews_search.htm l查查这些新闻组的关键字
搜索档案 有什么问题可以与 W arren Toom ey <wkt@ cs.adfa.edu.au>联系  

C .2.1  B SD 特殊的新闻组 

  com p.unix.bsd.freebsd.announce news com p.unix.bsd.freebsd.announce  
  com p.unix.bsd.freebsd.m isc news com p.unix.bsd.freebsd.m isc  

C .2.2  Internet上的其他 U nix 新闻组 

  com p.unix news com p.unix  
  com p.unix.questions news com p.unix.questions  
  com p.unix.adm in news com p.unix.adm in  
  com p.unix.program m er news com p.unix.program m er  
  com p.unix.shell news com p.unix.shell  
  com p.unix.user-friendly news com p.unix.user-friendly  
  com p.security.unix news com p.security.unix  
  com p.sources.unix news com p.sources.unix  
  com p.unix.advocacy news com p.unix.advocacy  
  com p.unix.m isc news com p.unix.m isc  
  com p.bugs.4bsd news com p.bugs.4bsd  
  com p.bugs.4bsd.ucb-fixes news com p.bugs.4bsd.ucb-fixes  
  com p.unix.bsd news com p.unix.bsd  

C .2.3  X  W indow 系统 

  com p.windows.x.i386unix 
  com p.windows.x 
  com p.windows.x.apps 
  com p.windows.x.announce 
  com p.windows.x.intrinsics 
  com p.windows.x.m oti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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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m p.windows.x.pex 
  com p.em ulators.m s-windows.wine 

C .3  W orld W ide W eb 服务器 

  http //www.FreeBSD .org/ -- Central Server. 
  http //www.au.FreeBSD .org/ -- A ustralia/1. 
  http //www2.au.FreeBSD .org/ -- A ustralia/2. 
  http //www3.au.FreeBSD .org/ -- A ustralia/3. 
  http //freebsd.itworks.com .au/ -- A ustralia/4. 
  http //www.br.FreeBSD .org/www.freebsd.org/ -- Brazil/1. 
  http //www2.br.FreeBSD .org/www.freebsd.org/ -- Brazil/2. 
  http //www3.br.FreeBSD .org/ -- Brazil/3. 
  http //www.bg.FreeBSD .org/ -- Bulgaria. 
  http //www.ca.FreeBSD .org/ -- Canada/1. 
  http //www2.ca.FreeBSD .org/ -- Canada/2. 
  http //www3.ca.FreeBSD .org/ -- Canada/3. 
  http //www.cn.FreeBSD .org/ -- China. 
  http //www.cz.FreeBSD .org/ -- Czech R epublic/1. 
  http //www2.cz.FreeBSD .org/ -- Czech R epublic/2. 
  http //www.dk.FreeBSD .org/ -- D enm ark. 
  http //www.ee.FreeBSD .org/ -- Estonia. 
  http //www.fi.FreeBSD .org/ -- Finland. 
  http //www.fr.FreeBSD .org/ -- France. 
  http //www.de.FreeBSD .org/ -- G erm any/1. 
  http //www1.de.FreeBSD .org/ -- G erm any/2. 
  http //www2.de.FreeBSD .org/ -- G erm any/3. 
  http //www.gr.FreeBSD .org/ -- G reece. 
  http //www.hu.FreeBSD .org/ -- H ungary. 
  http //www.is.FreeBSD .org/ -- Iceland. 
  http //www.ie.FreeBSD .org/ -- Ireland. 
  http //www.jp.FreeBSD .org/www.FreeBSD .org/ -- Japan. 
  http //www.kr.FreeBSD .org/ -- K orea/1. 
  http //www2.kr.FreeBSD .org/ -- K orea/2. 
  http //www.lv.FreeBSD .org/ -- Latvia. 
  http //ram a.asiapac.net/freebsd/ -- M alaysia. 
  http //www.nl.FreeBSD .org/ -- N etherlands/1. 
  http //www2.nl.FreeBSD .org/ -- N etherlands/2. 
  http //www.no.FreeBSD .org/ -- N orway. 
  http //www.nz.FreeBSD .org/ -- N ew Zealand. 
  http //www.pl.FreeBSD .org/ -- Poland/1. 
  http //www2.pl.FreeBSD .org/ -- Poland/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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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 //www.pt.FreeBSD .org/ -- Portugal/1. 
  http //www2.pt.FreeBSD .org/ -- Portugal/2. 
  http //www3.pt.FreeBSD .org/ -- Portugal/3. 
  http //www.ro.FreeBSD .org/ -- R om ania. 
  http //www.ru.FreeBSD .org/ -- R ussia/1. 
  http //www2.ru.FreeBSD .org/ -- R ussia/2. 
  http //www3.ru.FreeBSD .org/ -- R ussia/3. 
  http //www4.ru.FreeBSD .org/ -- R ussia/4. 
  http //freebsd.s1web.com / -- Singapore. 
  http //www.sk.FreeBSD .org/ -- Slovak R epublic. 
  http //www.si.FreeBSD .org/ -- Slovenia. 
  http //www.es.FreeBSD .org/ -- Spain. 
  http //www.za.FreeBSD .org/ -- South A frica/1. 
  http //www2.za.FreeBSD .org/ -- South A frica/2. 
  http //www.se.FreeBSD .org/ -- Sweden. 
  http //www.ch.FreeBSD .org/ -- Switzerland. 
  http //www.tw.FreeBSD .org/www.freebsd.org/data/ -- Taiwan. 
  http //www.tr.FreeBSD .org/ -- Turkey. 
  http //www.ua.FreeBSD .org/www.freebsd.org/ -- U kraine/1. 
  http //www2.ua.FreeBSD .org/ -- U kraine/2. 
  http //www4.ua.FreeBSD .org/ -- U kraine/Crim ea. 
  http //www.uk.FreeBSD .org/ -- U nited K ingdom /1. 
  http //www2.uk.FreeBSD .org/ -- U nited K ingdom /2. 
  http //www3.uk.FreeBSD .org/ -- U nited K ingdom /3. 
  http //www6.FreeBSD .org/ -- U SA /O regon. 
  http //www2.FreeBSD .org/ -- U SA /Texas. 

C .4  Em ail地址 

下面的用户组提供了与 FreeBSD 相关的邮件地址 如果它被滥用的话 这个列表的管理员有
撤消的权利  

 

ukug.uk.FreeBSD .org Forwarding only (freebsd-users@ uk.FreeBSD .org) Lee Johnston (lee@ uk.FreeBSD .org) 

C .5  Shell帐户 

下面的用户组为积极支持 FreeBSD 计划的人们提供了 shell帐户 如果它被滥用的话 这个列
表的管理员有撤消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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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orm .uk.FreeBSD .org SSH  only R ead-only cvs, personal web space, em ail Brian Som ers (brian@ FreeBSD .org> 

dogm a.freebsd-uk.eu.org Telnet/FTP/SSH  E-M ail, W eb space, A nonym ous FTP Lee Johnston (lee@ uk.FreeBSD .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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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附录录 DD   
PP GG PP 密密匙匙  
 
 
如果你检验一下这些官员或开发人员签名或向他们发送加密的邮件

那这儿提供的许多密匙对你是很有帮助的 一个完整的 FreeBSD .org用户的
密匙列表可以在下面这个网页上找到 http://www.FreeBSD .org/doc/ 
pgpkeyring.txt  

D .1  官  员 

FreeB SD 安全官员 security-officer@ FreeB SD .org  

    FreeBSD 安全官员 security-officer@ FreeBSD .org  
    Fingerprint = 41 08 4E BB D B 41 60 71 F9 E5 0E 98 73 A F 3F 11 

D .2  核心团队成员 

D .2.1  Satoshi A sam i asam i@ FreeB SD .org  

Satoshi Asami <asami@cs.berkeley.edu>

aka <asami@FreeBSD.org>

Fingerprint = EB 3C 68 9E FB 6C EB 3F DB 2E 0F 10 8F CE 79 CA

D .2.2  Jordan K . H ubbard jkh@ FreeB SD .org  

Jordan K. Hubbard <jkh@FreeBSD.org>

Fingerprint = 3C F2 27 7E 4A 6C 09 0A 4B C9 47 CD 4F 4D 0B 20

D .2.3  W arner L osh im p@ FreeB SD .org  

Warner Losh <imp@village.org>

aka <imp@FreeBSD.org>

Fingerprint = D4 31 FD B9 F7 90 17 E8 37 C5 E7 7F CF A6 C1 B9

D .2.4  Peter W em m  peter@ FreeB SD .org  

Peter Wemm <peter@FreeBSD.org>

aka <peter@spinner.dialix.com>

aka <peter@haywire.dialix.com>

aka <peter@perth.dialix.oz.au>

Key fingerprint = 47 05 04 CA 4C EE F8 93 F6 DB 02 92 6D F5 58 8A



附录 D   PG P 密匙 

435 

D .2.5  D oug R abson dfr@ FreeB SD .org  

Doug Rabson <dfr@FreeBSD.org>

Key fingerprint = 20 BB E4 38 5D 89 D2 D4 68 A6 2F DC 0A DE 10 3C

D .3  开发人员 

D .3.1  W ill A ndrew s w ill@ FreeB SD .org  

pub 1024D/F81672C5 2000-05-22 Will Andrews (Key for official matters)<will@FreeBSD.org>

Key fingerprint = 661F BBF7 9F5D 3D02 C862 5F6C 178E E274 F816 72C5

uid Will Andrews will@physics.purdue.edu

uid Will Andrews will@puck.firepipe.net

uid Will Andrews will@c-60.org

uid Will Andrews will@csociety.org

uid Will Andrews will@csociety.ecn.purdue.edu

uid Will Andrews will@telperion.openpackages.org

sub 1024g/55472804 2000-05-22

D .3.2  A nton B erezin tobez@ FreeB SD .org  

pub 1024D/7A7BA3C0 2000-05-25 Anton Berezin tobez@catpipe.net

Key fingerprint = CDD8 560C 174B D8E5 0323 83CE 22CA 584C 7A7B A3C0

uid Anton Berezin tobez@tobez.org

uid Anton Berezin tobez@FreeBSD.org

sub 1024g/ADC71E87 2000-05-25

D .3.3  Jonathan M . B resler jm b@ FreeB SD .org  

Jonathan M. Bresler jmb@FreeBSD.org

f16 Fingerprint16 = 31 57 41 56 06 C1 40 13 C5 1C E3 E5 DC 62 0E FB

D .3.4  A ndrey A . C hernov ache@ FreeB SD .org  

Andrey A. Chernov ache@FreeBSD.org

aka ache@nagual.pp.ru

Key fingerprint = 33 03 9F 48 33 7B 4A 15 63 48 88 0A C4 97 FD 49

D .3.5  N ik C layton nik@ FreeB SD .org  

pub 1024D/2C37E375 2000-11-09 Nik Clayton nik@freebsd.org

Key fingerprint = 15B8 3FFC DDB4 34B0 AA5F 94B7 93A8 0764 2C37 E375

uid Nik Clayton nik@slashdot.org

uid Nik Clayton nik@crf-consulting.co.uk

uid Nik Clayton nik@ngo.org.uk

uid Nik Clayton nik@bsdi.com

sub 1024g/769E298A 2000-11-09

D .3.6  D im a D orfm an dd@ FreeB SD .org  

pub 1024D/69FAE582 2001-09-04 Dima Dorfman dd@freebsd.org

Key fingerprint = B340 8338 7DA3 4D61 7632 098E 0730 055B 69FA E582

uid                               Dima Dorfman dima@unixfreak.org

sub 1024g/A51DD1C0 2001-09-04 [expires: 2003-09-04]

D .3.7  U do E rdelhoff ue@ FreeB SD .org  

pub 1024R/E74FA871 1994-07-19 Udo Erdelhoff ue@nathan.ruhr.de

Key fingerprint = 8C B1 80 CA 2C 52 73 81 FB A7 B4 03 C5 32 C8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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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id Udo Erdelhoff ue@freebsd.org

uid Udo Erdelhoff uerdelho@eu.uu.net

uid Udo Erdelhoff uerdelho@uu.net

uid Udo Erdelhoff <uer@de.uu.net>

D .3.8  B rian F. Feldm an green@ FreeB SD .org  

pub 1024D/773905D6 2000-09-02 Brian Fundakowski Feldman green@FreeBSD.org

sig 773905D6 2000-09-02 Brian Fundakowski Feldman green@FreeBSD.org

sub 2048g/D2009B98 2000-09-02

sig 773905D6 2000-09-02 Brian Fundakowski Feldman green@FreeBSD.org

D .3.9  John-M ark G urney jm g@ FreeB SD .org  

Type bits/keyID Date User ID

pub 1024/3F9951F5 1997/02/11 John-Mark Gurney gurney_j@efn.org

Key fingerprint = B7 EC EF F8 AE ED A7 31 96 7A 22 B3 D8 56 36 F4

John-Mark Gurney johnmark@gladstone.uoregon.edu

John-Mark Gurney jmg@cs.uoregon.edu

John-Mark Gurney gurney_j@resnet.uoregon.edu

D .3.10  T revor Johnson trevor@ FreeB SD .org  

pub 1024D/3A3EA137 2000-04-20 Trevor Johnson trevor@jpj.net

Key fingerprint = 7ED1 5A92 76C1 FFCB E5E3 A998 F037 5A0B 3A3E A137

sub 1024g/46C24F1E 2000-04-20

D .3.11  Poul-H enning K am p phk@ FreeB SD .org  

Poul-Henning Kamp phk@FreeBSD.org

Fingerprint = A3 F3 88 28 2F 9B 99 A2 49 F4 E2 FA 5A 78 8B 3E

RSA 1024 0x0358FCBD 1995/08/01 Poul-Henning Kamp phk@FreeBSD.org

D .3.12  Josef K arthauser joe@ FreeB SD .org  

pub 1024D/E6B15016 2000-10-19 Josef Karthauser joe@tao.org.uk

uid Josef Karthauser joe@FreeBSD.org

uid Josef Karthauser joe@uk.FreeBSD.org

uid Josef Karthauser joe@pavilion.net

sub 2048g/1178B692 2000-10-19

pub 768R/7EBDECB1 1996-12-19 Josef L. Karthauser joe@pavilion.net

uid Josef L. Karthauser joe@tao.org.uk

uid Josef L. Karthauser joe@uk.FreeBSD.org

uid Josef L. Karthauser joe@FreeBSD.org

D .3.13  G iorgos K eram idas keram ida@ FreeB SD .org  

pub 1024D/318603B6 2001-09-21 Giorgos Keramidas keramida@FreeBSD.org

Key fingerprint = C1EB 0653 DB8B A557 3829 00F9 D60F 941A 3186 03B6

uid Giorgos Keramidas charon@labs.gr

uid Giorgos Keramidas keramida@ceid.upatras.gr

sub 1024g/50FDBAD1 2001-09-21

D .3.14  A ndreas K lem m  andreas@ FreeB SD .org  

pub 1024D/6C6F6CBA 2001-01-06 Andreas Klemm andreas@klemm.gtn.com

Key fingerprint = F028 D51A 0D42 DD67 4109 19A3 777A 3E94 6C6F 6CBA

uid Andreas Klemm andreas@FreeBSD.org

uid Andreas Klemm andreas@apsfilter.org

uid Andreas Klemm andreas.klemm@eu.didata.com

sub 2048g/FE23F866 2001-0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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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3.15  B ruce A . M ah bm ah@ FreeB SD .org  

Type Bits/KeyID Date User ID

pub 1024/23EC263D 1997/03/12 Bruce A. Mah <bmah@cisco.com>

Bruce A. Mah bmah@freebsd.org

Bruce A. Mah bmah@employees.org

Bruce A. Mah bmah@ca.sandia.gov

Bruce A. Mah bmah@ieee.org

Bruce A. Mah bmah@acm.org

Type Bits KeyID Created Expires Algorithm Use

sec+ 1024 0x5BA052C3 1997-12-08 ---------- DSS Sign & Encrypt

f20 Fingerprint20 = F829 B805 207D 14C7 7197 7832 D8CA 3171 5BA0 52C3

sub 2048 0xB4E60EA1 1997-12-08 ---------- Diffie-Hellman

f20 Fingerprint20 = EF87 710B A12A 93F0 3529 E578 173D A3CD B4E6 0EA1

uid Bruce A. Mah bmah@ca.sandia.gov

uid Bruce A. Mah bmah@acm.org

uid Bruce A. Mah bmah@ieee.org

uid Bruce A. Mah bmah@cisco.com

uid Bruce A. Mah bmah@employees.org

uid Bruce A. Mah bmah@freebsd.org

D .3.16  T hom as M östl tm m @ FreeB SD .org  

pub 1024D/419C776C 2000-11-28 Thomas Moestl tmoestl@gmx.net

Key fingerprint = 1C97 A604 2BD0 E492 51D0 9C0F 1FE6 4F1D 419C 776C

uid Thomas Moestl t.moestl@tu-bs.de

uid Thomas Moestl tmm@FreeBSD.org

sub 2048g/ECE63CE6 2000-11-28

D .3.17  R ich M urphey rich@ FreeB SD .org  

Rich Murphey rich@FreeBSD.org

fingerprint = AF A0 60 C4 84 D6 0C 73 D1 EF C0 E9 9D 21 DB E4

D .3.18  D avid O ’ B rien obrien@ FreeB SD .org  

Type Bits KeyID Created Expires Algorithm Use

sec+ 1024 0x34F9F9D5 1995-04-23 ---------- RSA Sign & Encrypt

f16 Fingerprint16 = B7 4D 3E E9 11 39 5F A3 90 76 5D 69 58 D9 98 7A

David E. O’Brien obrien@NUXI.com

David E. O’Brien obrien@FreeBSD.org

David E. O’Brien obrien@cs.ucdavis.edu

David E. O’Brien dobrien@seas.gwu.edu

David E. O’Brien obrien@elsewhere.roanoke.va.us

David E. O’Brien whois Do38

sec+ 1024 0x7F9A9BA2 1998-06-10 ---------- DSS Sign & Encrypt

f20 Fingerprint20 = 02FD 495F D03C 9AF2 5DB7 F496 6FC8 DABD 7F9A 9BA2

sub 3072 0xBA32C20D 1998-06-10 ---------- Diffie-Hellman

f20 Fingerprint20 = 0700 6058 CE6C 1C51 D0A3 45E6 26E1 A405 BA32 C20D

"David E. O’Brien" obrien@NUXI.com

"David E. O’Brien" obrien@FreeBSD.org

D .3.19  Jim  Pirzyk pirzyk@ FreeB SD .org  

Jim Pirzyk pirzyk@FreeBSD.org

pub 1024D/4E23DACA 2001-03-02 Jim Pirzyk Jim.Pirzyk@disney.com

Key fingerprint = 07EE A1BD 32E5 C402 59B6 22D5 D846 31D1 4E23 DACA

uid                               Jim Pirzyk pirzyk@freebsd.org

sub 1024g/F38895F7 2001-0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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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3.20  John Polstra jdp@ FreeB SD .org  

John D. Polstra <jdp@polstra.com>

Fingerprint = 54 3A 90 59 6B A4 9D 61 BF 1D 03 09 35 8D F6 0D

D .3.21  M ark Pulford m arkp@ FreeB SD .org  

Mark Pulford markp@FreeBSD.org

Fingerprint = 58C9 C9BF C758 D8D4 7022 8EF5 559F 7F7B 182C 368F

D .3.22  B enno R ice benno@ FreeB SD .org  

pub 1024D/15BE120E 2001-01-15 Benno Rice benno@FreeBSD.org

Key fingerprint = E786 5BF6 A296 5F77 E3DA 7493 6D0C 7BC6 15BE 120E

sub 1024g/313F3AF2 2001-01-15 [expires: 2002-01-15]

D .3.23  G uido van R ooij guido@ FreeB SD .org  

Guido van Rooij guido@gvr.win.tue.nl

Fingerprint = 16 79 09 F3 C0 E4 28 A7 32 62 FA F6 60 31 C0 ED

D .3.24  W olfram  Schneider w osch@ FreeB SD .org  

Type Bits/KeyID Date User ID

pub 1024/2B7181AD 1997/08/09 Wolfram Schneider wosch@FreeBSD.org

Key fingerprint = CA 16 91 D9 75 33 F1 07 1B F0 B4 9F 3E 95 B6 09

D .3.25  G regory N eil Shapiro gshapiro@ FreeB SD .org  

Type Bits KeyID Created Expires Algorithm Use

sec+ 1024 0x4FBE2ADD 2000-10-13 ---------- RSA Sign & Encrypt

f16 Fingerprint16 = 56 D5 FF A7 A6 54 A6 B5 59 10 00 B9 5F 5F 20 09

uid Gregory Neil Shapiro gshapiro@gshapiro.net

uid Gregory Neil Shapiro gshapiro@FreeBSD.org

Type Bits KeyID Created Expires Algorithm Use

sec+ 1024 0xFCE56561 2000-10-14 2001-10-14 DSS Sign & Encrypt

f20 Fingerprint20 = 42C4 A87A FD85 C34F E77F 5EA1 88E1 7B1D FCE5 6561

sub 1024 0x285DC8A0 2000-10-14 2001-10-14 Diffie-Hellman

f20 Fingerprint20 = 69AB 26D1 A244 51E3 2B6C 7091 BD19 FA76 285D C8A0

uid Gregory Neil Shapiro gshapiro@gshapiro.net

uid Gregory Neil Shapiro gshapiro@FreeBSD.org

D .3.26  C hristopher Shum w ay cshum w ay@ FreeB SD .org  

pub 1024D/3219F982 2001-05-17 Christopher Shumway cshumway@freebsd.org

uid Christopher Shumway cshumway@titan-project.org

sub 1024g/D215EFED 2001-05-17

pub 1024R/34879775 2001-04-24 Christopher Shumway cshumway@freebsd.org

uid Christopher Shumway cshumway@titan-project.org

D .3.27  Jesper Skriver jesper@ FreeB SD .org  

pub 1024D/F9561C31 2001-03-09 Jesper Skriver jesper@skriver.dk

Key fingerprint = 6B88 9CE8 66E9 E631 C9C5 5EB4 22AB F0EC F956 1C31

uid  Jesper Skriver jesper@wheel.dk

uid Jesper Skriver jesper@FreeBSD.org

sub 1024g/777C378C 2001-03-09

D .3.28  B en Sm ithurst ben@ FreeB SD .org  

pub 1024D/2CEF442C 2001-07-11 Ben Smithurst ben@LSRfm.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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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 fingerprint = 355D 0FFF B83A 90A9 D648 E409 6CFC C9FB 2CEF 442C

uid Ben Smithurst <ben@vinosystems.com>

uid Ben Smithurst ben@smithurst.org

uid Ben Smithurst ben@FreeBSD.org

uid Ben Smithurst csxbcs@comp.leeds.ac.uk

uid Ben Smithurst ben@scientia.demon.co.uk

sub 1024g/347071FF 2001-07-11

D .3.29  D aniel C . Sobral dcs@ FreeB SD .org  

Type Bits/KeyID Date User ID

pub 1024/488A2DD5 2000/06/07 Daniel C. Sobral dcs@freebsd.org

Key fingerprint = AF 90 A6 A2 B5 8D 6C 28 37 F3 F4 47 8B 31 47 DF

Daniel C. Sobral dcs@newsguy.com

D .3.30  B rian Som ers brian@ FreeB SD .org  

pub 1024R/666A7421 1997-04-30 Brian Somers brian@freebsd-services.com

Key fingerprint = 2D 91 BD C2 94 2C 46 8F 8F 09 C4 FC AD 12 3B 21

uid Brian Somers brian@awfulhak.org

uid Brian Somers brian@uk.OpenBSD.org

uid Brian Somers brian@uk.FreeBSD.org

uid Brian Somers brian@OpenBSD.org

uid Brian Somers brian@FreeBSD.org

D .3.31  M urray Stokely m urray@ FreeB SD .org  

pub 1024/0E451F7D 2001/02/12 Murray Stokely murray@freebsd.org

Key fingerprint = E2CA 411D DD44 53FD BB4B 3CB5 B4D7 10A2 0E45 1F7D

D .3.32  G regory Sutter gsutter@ FreeB SD .org  

pub 1024D/845DFEDD 2000-10-10 Gregory S. Sutter gsutter@zer0.org

Key fingerprint = D161 E4EA 4BFA 2427 F3F9 5B1F 2015 31D5 845D FEDD

uid Gregory S. Sutter gsutter@freebsd.org

uid Gregory S. Sutter gsutter@daemonnews.org

uid Gregory S. Sutter gsutter@pobox.com

sub 2048g/0A37BBCE 2000-10-10

D .3.33  G arrett W ollm an w ollm an@ FreeB SD .org  

pub 1024D/0B92FAEA 2000-01-20 Garrett Wollman wollman@FreeBSD.org

Key fingerprint = 4627 19AF 4649 31BF DE2E 3C66 3ECF 741B 0B92 FAEA

sub 1024g/90D5EBC2 2000-01-20

D .3.34  Jörg W unsch joerg@ FreeB SD .org  

Type Bits/KeyID Date User ID

pub 1024/76A3F7B1 1996/04/27 Joerg Wunsch joerg_wunsch@uriah.heep.sax.de

Key fingerprint = DC 47 E6 E4 FF A6 E9 8F 93 21 E0 7D F9 12 D6 4E

Joerg Wunsch joerg_wunsch@interface-business.de

Joerg Wunsch j@uriah.heep.sax.de

Joerg Wunsch j@interface-business.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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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nnelise A nderson 纠正了书中的几个小错误  
Satoshi A sam i  提供了第一章中的 FreeBSD 开发模式一节

第 1.3.3 节 与 PPP 和 SLIP 一章中的使
用 SLIP 一节 第 16.6 节  

John Baldwin 更新了使用手册中几个不同的章节  
Bojan Bistrovic  提供了使用Linux版的M athem atica软件一节

第 20.3 节  
N eil Blakey-M ilner  提供了用户和基本的帐户管理一章 第 8

章  
W ilko Bulte  提供了针对 Alpha 架构的系统安装方法的内

容 第 2章  
A ndrey A . Chernov  最早贡献了本地化一章 第 13 章 和有关

俄语的章节 第 13.5.1 节 . 
Peter Childs  贡献了 PPP 和 SLIP 一章中用户级 PPP 一节

第 16.2 节 . 
N ik Clayton  进行了把LinuxD oc转换成DocBook的最初转

换工作 写了绝大部分的 FreeBSD 文档基础
结构 也提供了很多独立的章节 如 PPP 和
SLIP 一章中的用户级PPP 一节 第 16.2节
Unix基础知识一章中的进程一节 第 3.5 节
和 FreeBSD 安装一章 第 2章  

Chris Costello  对一些错误做了很好的纠正  
M ark D apoz  提供了安全一章中的 Kereberos一节 第 10.6

节  
M att D illon 提供了 tuning 7 和 security 7 的联机手

册 而这些是第 6章配置和调整与第 10 章安
全的基础  

Dim a D orfm an  纠正了很多文法方面的错误 帮助处理了用
户的反馈 使文本更加清晰易懂  

Udo Erdelhoff  提供了高级网络一章中 NIS 一节的网络组部
分 第 17.7.7 节 另外也修订了 NIS 一节
的其余部分 第 17.7 节  

M ário Sérgio Fujikawa Ferreira 提供了 PPP 和 SLIP 一章中的 PPPoE 一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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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Com  H om eConnect A D SL M odem  双重连接部分 第 16.4.6 节  
D irk Fröm berg  帮助输入了 PPP 和 SLIP 一章中用户级 PPP 一节 第 16.2 节  
Bill Fum erola  帮助更新了参考书目中的一些新书 另外也修正了一些错误  
Andrew G allatin  提供了针对 Alpha架构的系统安装方法部分 第 2章  
Coranth G ryphon  提供了高级网络一章中网关和路由一节 第 17.2 节  
Jake H am by 提供了内核配置一章的第一个版本 第 9章  
Brian N . H andy  提供了 Linux二进制兼容模式一章的第一个版本 第 20 章  
G uy H elm er  提供了串行通信一章中拨入服务一节 第 15.4 节 并为 PPP 和

SLIP 一章中的 SLIP 一节提供了资料 第 16.6 节  
Jordan H ubbard  提供了介绍一章中的绝大部分内容 第 1章 和几个附录中的内容  
Robert H uff  提供了 PPP 和 SLIP 一章中的内核级 PPP 一节 第 16.3 节  
Tom  H ukins  提供了高级网络一章中的 NTP 一节 第 17.10 节  
Y oshinobu Inoue  提供了安全一章中的 IPSec一节 第 10.9 节  
Sean K elly  提供了打印一章 第 11 章 串行通信中的终端一节 第 15.3 节

并在拨入服务这一节中添加了一些东西 第 15.4 节  
K ris K ennaway  更新了安全一章中的许多地方 第 10 章  
G iorgos K eram idas  对整个文档的很多地方做了很多高质量的修订  
H olger K ipp  提供了Linux二进制兼容模式一章中的安装SAP/R 3一节 第20.6节  
Seth K ingsley  提供了 XW indow 系统一章中的 XDM 一节 第 5.6 节  
Jun K uriyam a  把这本书中的很多内容翻译成日语  
Chern Lee  帮助重写了部分章节 标准化了技术术语 创建了技术图表来完善

文法和其他一些工作 是 W ind R iver系统公司出版的第二版的助理
编辑 另外 他提供了配置和调整一章 第 6章 基于其他人提供
的文档的基础上 还有 Ports 和 Packages 一章中的使用 Packages
一节 第 4.4 节 安全一章中的 OpenSSH 一节 第 10.10 节
高级网络一章中的 AM D 一节 第 17.4.4 节 DN S 一节 第 17.9
节 NA TD 一节 第 17.11 节 和 inetd 超级服务器一节 第 17.12  

G reg Lehey  写了最早版本的 XW indow 系统章节 帮助整理了打印输出的不同格
式版本  

John Lind  提供了高级网络一章 NFS 一节中与其他系统相集成的问题部分 第
17.4.5 节 . 

Bill Lloyd  提供了邮件一章的最早版本 第 18 章  
Bruce M ah  提供了安装一章 第 2章 并帮助查找了整个书中文法方面的错

误   
M ike M akonnen  提供了高级网络一章DNS一节中在Sandbox中运行nam ed的部分 第

17.9.8 节  
Eric M elville  提供了几个章节  
M ike M eyer  提供了存储一章中的创建和使用光学设备一节 第 12.6 节  
H ellm uth M ichaelis  提供了高级网络一章的 ISD N 一节中 ISD N 卡的部分 第 17.6.1 节  
Jim  M ock  调整 修改和重写了介绍 第 1章 安装 第 2章 内核配置

第 9章 打印 第 11 章 邮件 第 18 章 和 Linux二进制兼
容模式 第 20 章 这些章节 也是由 BSD i出版的第一版的编辑和
项目管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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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arcel M oolenaar  提供了 Linux二进制兼容模式一章中的 Oracle一节 第 20.5 节  
M oses M oore  提供了声卡一章的第一个版本 第 14 章  
R ich M urphey  提供了 Linux二进制兼容模式一章的第一个版本 第 20 章  
John M urphy  帮助修正了书中的很多文法上的错误  
M ark M urray  提供了安全一章的 Kereberos一节 第 10.6 节  
A lex N ash  提供了安全一章的防火墙一节 第 10.7 节  
A lexey V . N eym an 纠正了几个小的错误  
David O ’Brien  提供了存储一章中的添加磁盘一节 第 12.3 节  
Eric O gren  扩充了高级网络一章的 NIS 一节 第 17.7 节 并帮助修正了很多

章节中的错误   
Bill Paul  提供了串行通信一章中设置串行控制台一节 第 15.6 节 的基本文

档资料  
Gary Palm er  提供了安全一章中的防火墙一节 第 10.7 节  
Steve Peterson  提供了高级网络一章中网桥一节 第 17.3 节  
John Polstra  更新了 CVSup 一节 第 A.6 节 并维护了 CVSup 镜像列表  
Randy Pratt  写了安装这一章的绝大部分内容 第 2章  
M artin R enters 提供了高级网络一章中无盘操作一节 第 17.5 节  
H iroki Sato  把这本书的绝大部分内容翻译成日语  
Piero Serini  帮助输入了 PPP 和 SLIP 一章的 SLIP 一节 第 16.6 节  
Christopher Shum way  重写了 Unix 基础知识一章 第 3 章 提供了 XW indow 系统一章

的配置一节 第 5.4 节 和邮件一章的 Sendm ail一节 第 18.3 节  
M ike Sm ith  提供了配置和调整一章 第 6章 的基础文档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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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内容容提提要要  

本书介绍了 FreeBSD网络操作系统的基础知识 安装 管理和应用等

全书共分三个部分 其中第 I部分 第 1~5章 主要讲述了 FreeBSD系统

的基础知识和详细的安装过程 第 部分 第 6~21章 主要讲述了 FreeBSD

系统的管理方法 从磁盘管理到帐户管理 从打印系统到网络通信 从内

核配置到网络安全等等 第 部分 附录 A~D 主要介绍了如何获得

FreeBSD系统 如何与 FreeBSD的最新进展保持同步以及其他一些参考书

籍和网络资源等 本书是介绍 FreeBSD的最详细 最全面 最权威的技术

书籍之一 它是由 FreeBSD的文档小组合作完成的 可以说是学习 FreeBSD

的必读书 本书适合于 FreeBSD Linux/UNIX爱好者 对Windows系统工

程师也大有裨益

本书附带了最新发布的 FreeBSD 4.5-Release和 FreeBSD 5.0-Current光

盘 读者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使用



 

1

 
 
 

�� ��
 
 
 

FreeB SD 的爱好者们 
 

FreeBSD 的新手们会发现这本书的第一部分为用户安装 FreeBSD 的全

过程进行了指导 并逐渐引入了 UN IX 的基础概念和用法 学习此部分只需

要你有探究的渴望 能接受介绍给你的大量概念就行  

当你读到第二部分 那个更大的部分 你会发现使用手册的这一部分

对 FreeBSD 系统管理员最感兴趣的各种主题都有非常全面的介绍 有一些

章节建议你需要预先读一些预备知识 这通常会在每一章开头的大纲里标

示出来  

相关的信息资源列表 请参看附录 B  

 
相对于第一版的变化 
 

这个第二版是 FreeBSD 文档小组的成员两年努力工作的结果 下面是

新版中的一些主要的变化  

  添加进了一个完整的索引  

  所有的 A SCII插图都用绘图替换了  

  在每一章的开头都添加了一个标准的大纲 以便读者可以很快地

了解这一章所包含的内容 以及阅读此章的预备知识  

  整本书分成三个部分 预备知识 系统管理 和 附录  

  第 2 章 安装 FreeBSD 添加了很多插图以便读者能够更容易地

掌握书中的内容  

  第 3 章 UN IX 基础知识 的内容有所扩展 加入了有关进程

守护程序和信号的内容  

  第 4 章 安装应用程序 也有所扩展 加入了有关二进制软件

包管理的内容  

  第 5 章 XW indow 系统 进行了重写 现在着重介绍建立在

XFree86 4.X 基础上的现代桌面技术 如 KDE 和 GN O M E  

  第 7 章 FreeBSD 的启动过程 也已经扩充  

  第 12 章 存储 由以前的 磁盘 和 备份 两章合并而来

并做了些修改 我们觉得把它们结合成一章来写会让读者更容易理解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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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添加了一节有关 RA ID 包括硬件和软件 的内容  

  第 15 章 串行通信 完全重新进行了组织 更新到 FreeBSD  4.X /5.X 版本  

  第 16 章 PPP 和 SLIP 已经完全更新了  

  在第 17 章 高级网络 中添加了很多新的小节  

  第 18 章 电子邮件 已经扩充 包含了更多有关配置 sendm ail的内容  

  第 20 章 Linux 二进制兼容模式 也已经扩充 包含了安装 Oracle 和 SA P/R3 的内容  

  下面这些新的主题是第二版新添加进去的  

  配置和调整 第 6 章  

  声卡 第 14 章  
 
本书的结构 
 

本书在逻辑上分成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 预备知识 主要介绍了 FreeBSD 的安装和基本使用

建议读者按顺序阅读这些章节 对于自己熟悉的章节可以跳过 第二部分 系统管理 主要介绍

了很多 FreeBSD 高级用户感兴趣的各个方面的主题 每个部分都有一个简洁的大纲来描述这一章

主要介绍些什么和读者需要具备哪些预备知识 这样可以让那些随便翻翻的读者找到自己感兴趣

的章节 第三部分是参考信息附录  

1

向新手们介绍 FreeBSD 它描述了 FreeBSD 的历史 目标 开发模式和有关 FreeBSD 的其他

很多东西  

2 FreeBSD

给读者介绍了一个完整的安装过程 也包括一些高级的安装主题 如通过一个串行控制台进

行安装  

3 UNIX

介绍了 FreeBSD 操作系统的基本命令和功能 如果你熟悉 Linux 或其他 UN IX 类的系统 那就

可以跳过这一章  

4

介绍了第三方软件的安装方法 包括 Ports Collection 和二进制 package 的安装  

5 XWindow

讲述了通用的 XW indow 系统 以及在 FreeBSD 上使用 XFree86 也讲述了公共桌面环境 如

KDE 和 GN O M E  

6

讲述了系统管理员把 FreeBSD 系统调整到最佳性能的一些参数 也讲述了在 FreeBSD 中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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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同配置文件 以及在何处找到它们  

7 FreeBSD

讲述了 FreeBSD 的启动进程 并解释了如何用配置选项来控制这个进程  

8

讲述了用户帐户的创建和处理 也讨论了用户的资源限制和其他帐户管理任务  

9 FreeBSD

解释了为什么你必须配置一个新的内核 以及配置 建立和安装一个定制的内核的详细方法  

10

讲述了很多确保 FreeBSD 系统安全的不同工具 包括 Kerberos IPSec O penSSH 和网络防

火墙  

11

讲述了在 FreeBSD 上的打印机管理 包括标识 banner 页的信息 打印机的帐户管理和初

始安装  

12

讲述了如何在 FreeBSD 上管理存储设备和文件系统 这包括物理磁盘 RA ID 阵列 光学设备

和磁带机 后备存储磁盘和网络文件系统  

13

讲述了如何在 FreeBSD 上使用除英语以外的其他语言 包括系统级和应用级的本地化  

14

讲述了如何在 FreeBSD 上设置声卡 也介绍了一些多媒体应用实例  

15

介绍了如何在你的 FreeBSD 系统上连接终端和 m odem 包括拨入和拨出连接  

16 PPP SLIP

讲述了如何使用 PPP SLIP 和 PPPoE PPP over Ethernet 连接到使用 FreeBSD 的远程系统  

17

讲述了很多网络主题 包括在你的局域网上与其他计算机共享一个连接 使用网络文件系统

通过 NIS 共享帐户信息 设置一个域名服务器等  

18

讲解了一个电子邮件服务器的几个不同组件 并深入探讨了最流行的邮件服务器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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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ndm ail的简单配置主题  

19

介绍了 FreeBSD-STA BLE FreeBSD-CURREN T 和 FreeBSD releases之间的不同 描述了哪些

用户将受益于追从系统的发展 并且大概描述了那个过程  

20 Linux

讲述了 FreeBSD 的 Linux 二进制兼容特性 也介绍了很多流行的 Linux 应用程序如 Oracle

SA P/R3 和 M athem atica 的安装方法  

 A FreeBSD

列出了获得FreeBSD 安装 CDRO M 或 DVDRO M 的不同资源 也提供了允许你自由下载FreeBSD

的不同 Internet站点  

 B

由于本书触及到了很多不同的主题 因而可能引发你想要获取更多详细讲解 参考书目列出

了很多写这本书时进行参考的非常好的书  

 C Internet

讲述了很多对 FreeBSD 用户很有用的 能够提出问题 然后进行技术交流的论坛  

 D PGP

列出了一些 FreeBSD 开发者的 PGP 密钥  

 E

我们试图列出了很多对写这本书做出贡献的作者以及关于其贡献的简要描述 但篇面所限

我们只能列出其中做出最杰出贡献的人们  
 
这本书中使用的一些约定 
 

为了使本书保持一致性和易读性 特做了以下约定  
 
用户输入 
 

关键字的结合通常是在关键字之间用一个 + 来实现 例如  

Ctrl+A lt+Del 

按顺序依次键入的关键字通常是用逗号隔开 例如  

Ctrl+X, Ctrl+S 

这意味着用户必须同时键入 Ctrl和 X 然后同时键入 Ctrl和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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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例 
 

用 E:\_符号开头的例子是 M S-DO S 命令 除非有另外的注释 否则这些命令可以在一个现代的

M icrosoft W indow s环境的 命令提示符 窗口中运行  

E:\_ tools\fdim age floppies\kern.flp A : 

用#符号开头的例子是在 FreeBSD 中必须由超级用户调用的命令 你可以以 root的身份登录然

后键入命令 或以普通的帐户登陆 然后使用 su 命令来获得超级用户的权限  

# dd if=kern.flp of=/dev/fd0 

以% 符号开头的例子是可以由普通用户调用的命令 除非有另外的注释 否则使用 C-Shell语

法来设置环境变量和其他 shell命令  

%  top 
 
致谢 
 

你所看到的这本书是全球几百人努力的结果 无论他们只是纠正一些错误 或提交完整的章

节 所有的贡献都是非常有用的  

由于不可能把所有做出贡献的人都列出来 所有我们决定只挑选其中几个  

W indRiver System 公司的 Chern Lee 和 Valentino Vaschetto 在好几个月里一直异常努力地工

作 直到最后出版 Chern 写了很多章节 制作了所有的图表 还有纠正了书中很多的拼写和文法

错误 Val对本书的一半进行了索引 也撰写了很多章节  

W indRiver System 公司的 M ichele M em brila 设计了这本书封面和书中的美丽的精灵形象  

第一版的编辑 Jim  M ock 也继续修改工作 通过他的 FreeBSD ’zine 网站 http://w w w . 

freebsdzine.org/ 提供额外的 FreeBSD 文档  

Dim a Dorfm an 热心地回答了 FreeBSD 用户提交的各种问题 并把这些回复也加进了你现在读

的这本书中  

Satoshi A sam i, N eil Blakey-M ilner A ndrey Chernov M att Dillon Jake H am by Brian H andy

Guy H elm er Poul H enning-Kam p Jordan H ubbard Tom H ukins Yoshinobu Inoue  Sean Kelly

H olger Kipp Bill Lloyd M arcel M oolenaar M oses M oore Rich M urphey M ark M urray A lex 

N ash David O ’Brien Gary Palm er Bill Paul John Polstra Randy Pratt  Chris Shum w ay M ike 

Sm ith Brian Som ers G. A dam  Stanislav Bill Sw ingle Bob Van Valzah M ichael W u Jörg W unsch

和 Kazutaka Yokota 都贡献了大量有价值的文稿  

非常感谢 W ind River System s公司通过支付一些作者的薪水 在出版过程中审校这本书等等

很多工作来赞助本书的出版  

 
N ik C layton 和 M urray Stokely 2001 年 10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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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译  者者  的的  话话  

 

当初 决定翻译 FreeBSD  H andbook 一书纯粹是一种冲动 自从开始学

习 FreeBSD 以来 越来越感到这个系统很棒 由于介绍 FreeBSD 的中文资

源相当匮乏 所以只能硬着头皮去看英文资料 但看着总觉得很不习惯

所以就试着去翻译 H andbook 翻译时感觉这本书介绍得相当全面 可以说

涉及到了 FreeBSD 的方方面面 是一本介绍 FreeBSD 的好书 于是 我就

决定干脆把它都翻译出来 让大家共享 还可以为 FreeBSD 的中文化作一

点贡献  

翻译过程是漫长和艰苦的 曾有好几次打算放弃 但最终还是坚持了

下来 整个翻译过程持续了将近半年多时间 这个过程中 FreeBSD 经历了

多次版本升级 H andbook 的内容也经过了多次修改 这本 H andbook 是根

据最新出版的 FreeBSD  H andbook 第 2 版翻译的 这本书与网上的电子版有

一些差异  

FreeBSD  H andbook 第 2 版是一本完整的 FreeBSD 指南和参考手册 里

面加入了很多针对 4.X 和 5.X 的内容 这本书首先介绍了 FreeBSD 的历史

和一个完整而详细的安装过程 接着介绍了基本的系统概念 包括 Unix基

础知识 安装应用程序和 X 窗口系统 第 部分深入地讲述了 FreeBSD 系

统管理的各个方面 如 系统配置和调整 用户帐户管理 建立一个定制

的内核 升级你的系统 声卡和多媒体 系统安全 高级网络 以及 Linux

的二进制兼容性等等 这本手册是 FreeBSD 的文档小组通过多年的艰苦工

作合作完成的  

FreeBSD 的技术性能是有目共睹的 十几年的开发使它成为一个 坚

如磐石 的网络操作系统 有许许多多的大网站和 ISP 在运行着 FreeBSD

免费和开放的特性使得它成为商业计算和科学研究的极佳平台 操作系统

是核心 数据库是基础 应用是关键 我认为制约 FreeBSD 发展的主要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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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是缺乏大型数据库和关键企业应用系统的支持 解决了这两个问题 至少在服务器领域 它有

可能会取代 W indows 和其他专有的 Unix 系统 我觉得我们有义务和责任在国内宣传和推广

FreeBSD 让大家来了解 FreeBSD 的优越性能  

另外 FreeBSD 使用 BSD 的版权许可 这是一种比较宽松的版权许可方式 它允许商业公司

进行商业化开发 而不一定需要开放源代码  

与美国 日本 韩国等国家相比 国内的 FreeBSD 发展还是相对滞后的 这固然有多方面的

原因 但不管怎样只要我们奋起直追 这种差距会不断缩小的 我希望有朝一日 FreeBSD 的核心

团队能够出现中国人的身影 我觉得完全有必要团结国内的 FreeBSD 爱好者 建立起一个广泛的

FreeBSD 社团组织 能够定期地组织一些活动 出版一些刊物 我相信一小步能够成就一大步  

由于本人也是一个 FreeBSD 的新手 翻译过程中难免会有一些错误和问题 还希望各位

FreeBSD 高手批评指正 如果你觉得翻译中有任何错误和问题 请及时反馈给我 以便及时地进行

修正  

最后 我要感谢台湾的李建达先生 是他的一系列文章让我逐步了解了 FreeBSD 同时也要感

谢王波先生 是他的书让我深入了解了 FreeBSD 也要感谢我的朋友陈斌 在翻译过程中他给了我

很多帮助 也要感谢 Linuxforum .net的 David 邓光磊 是他帮助我联系了出版社  

我希望本书能对那些想了解 学习和研究 FreeBSD 的人们有所帮助 希望能够吸引更多的人

加入到 FreeBSD 社群中来 中国 FreeBSD 社群期待您的加入 谢谢  

张纪青 

2002 年 7 月 

freebsdhandbook@ 163.com  

www.BSDforum.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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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 
 

第一次接触 FreeBSD 是在 1997 年  

那个时候我还是学生 正沉迷于 Linux 的自由世界之中 在 Slackw are

上 m ake 各种各样奇怪而好玩的桌面 用各种不同的方法 config 内核 想

方设法让 Firebird BBS 跑得稳定一些 我想我和当时很多人一样 几乎以

为 Linux 就是唯一的自由软件操作系统 也相信 Linux可以改变这个世界

那时对于我们来说 Linux简直就是一种对自由的信仰  

直到有一天 一个朋友告诉我他下载了一种 很正宗 的 Unix 操作系

统 叫作 FreeBSD 并且是免费的 而我也的确在他的硬盘上看到了一

大堆不明所以的用 aa ab ac 作为后缀的东西 据说就是安装文

件 那时我还真着实纳闷了一阵 为什么它的名字里面没有带个 X 而

且那堆 aa ab ac 就真的能装出一个 Unix来 要知道 Linux 的

安装套件总是把每一个软件包分得清清楚楚的 而且连版本号都很明确地

包含在文件名里面 当时觉得 Unix 操作系统的名字里面带个 X 是天经

地义的事情 根本不知道 BSD 这么诡异的名词也能是 Unix 现在想来

很有些滑稽 因为事实上 BSD 不仅代表了 Unix 的一个时代 更代表了一种

文化 一种模式  

于是把自己机器的硬盘拆了拿过去拷回了那堆神秘的 aa ab

ac 并开始研究 我很清楚地记得那是 FreeBSD 2.2.5 而且安装过程出乎

意料的顺利和简单 和安装 Linux 时要面对满屏的软件包选择菜单相比

安装 FreeBSD 实在是太简单太轻松了 我安装操作系统的时候总是习惯于

定制所有能够定制的环节 直到现在我安装 Red H at的时候还是先安装最

小系统 就是什么都不选 进去后再一个一个手工安装我所需要的 RPM

包 很有些辜负 Red H at那些写安装程序的人们  

进入 FreeBSD 以后 第一个感觉就是优雅得近乎完美 而且出奇的稳

健 即使是完全在 console 里面操作 也有一种完全不同于 Linux 的感觉

后来用的操作系统多了 也和不少发烧友评价过各种操作系统 还真有不

少人的感觉和我的很相似 Linux轻浮 FreeBSD 优雅 Solaris高贵  

自从第一次在自己的机器上安装了 FreeBSD 以后 我就慢慢开始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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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FreeBSD 上安装运行各种各样的应用服务 很少有安装或配置失败的 后来才慢慢了解

事实上当时很多在 Linux 上运行的软件包其实都是为 BSD 系统开发的 由于 Linux 遵循 PO SIX 规

范 以及 gcc出众的移植能力 才使得 Linux 上有如此丰富的应用软件 当然 随着 Linux 的高速

普及和发展  

现在有越来越多的程序是直接为 Linux开发的 这是后话  

此后 我把实验室的电子邮件服务器从 Debian GN U/Linux改成了 FreeBSD 同时在 FreeBSD

上运行 Firebird BBS 无论是电子邮件服务还是 BBS 性能都有了明显的提高 在相同响应能力的

情况下 运行在 FreeBSD 上的 BBS 系统所能够承受的最大在线用户数比原来运行在 Linux 上时高

出了将近一倍 时至今日 尽管 Linux 的内核已经从当年的 2.0 发展到了 2.4 宣布支持 Linux 的著

名 IT 厂商也越来越多 Linux 本身的性能也有了很大提升 但是不少评估和测试还是表明 在网

络服务上 FreeBSD 的出众性能仍然遥遥领先  

五年来 从 2.2.5 到 4.6.2 FreeBSD 一直是我首选的服务器操作系统 从 3.0 开始 FreeBSD 正

式引入了对 SM P 对称多处理器 的支持 而对于即将发布的 5.0 不但对 SM P 的支持有了进一步

的增强 而且在线程切换 网络 I/O 文件系统以及安全控制等各方面也都有重大突破 这一切都

将使FreeBSD 5.0成为一个新的里程碑版本 也能够使FreeBSD 在服务器领域具有更加杰出的表现

并获得更加广泛的支持  

 
存在 
 

要了解 FreeBSD 首先要了解 BSD  

BSD 是 Berkely Softw are Distribution 的缩写 意思是 伯克利软件发行版 BSD 这个名称

的原始含义并不是我们现在所理解的操作系统 而是一整套软件发行版的统称 显然 FreeBSD

的意思就是自由 也可以认为是免费 的 BSD 现在就让我们回顾一下从 BSD 到 FreeBSD 的演变

分化过程  

BSD 的出现要追溯到上个世纪的 70 年代 当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学生 Bill Joy 在 1971年完

成了 Berkely Softw are Distribution 的软件合并以后 包括 Pascal系统和一个编辑器 ex 就算

是 BSD 诞生了第一个发行版 这个软件发行版的系统拷贝是免费的  

由于 BSD 第一版性能优秀 它的用户群一直在不断扩大 到了 1978 年 软件发行版得到了更

新和升级 结果产生了第二版 Berkely Softw are Distribution 即 2BSD 2BSD 的系统拷贝也是免

费的 它的最后一个版本 2.11BSD 至今仍在世界的各个角落运行着  

VA X 计算机的普及导致了 1979 年末 3BSD 的诞生 3BSD 是 Berkely 的第一个 VA X 发行版 同

样也是 Joy 发布的 包含了 C Shell和 2BSD 发行版中的大量附加程序 以及虚拟内存内核和标准

32/V Bell实验室的最后一个 Unix版本 运行在 VA X 上 实用程序  

到了 1980 年 10 月 Joy 推出了一个焕然一新的发行版本 称为 4BSD 其中包括 Pascal编译

器 Franz Lisp 系统和邮件处理系统 4BSD 支持 DA RPA 网络 现在 Internet的原型 版权的控

制是以大学为单位的 而不是以单台计算机为单位计算  

1980 年 一个命名为 CSRG Com puter System  Research Group 计算机系统研究小组 的小

组组建起来负责 BSD 的发行工作 并于 1981年 6 月发行了称之为 4.1BSD 的新版本 请注意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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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BSD 由于 A T& T 觉得 5BSD 会使用户将它和 A T& T Unix System  V 相混淆 Berkely 同意改变 BSD

将来版本的命名规则 将版本号仅保留在 4BSD 上 以后只增加 4 后面的小版本号  

4.2BSD 于 1983 年 8 月正式发布 在 18 个月内就签发了 1000 多份站点许可证 是非常著名的

版本 到了 1986 年 6 月 4.3BSD 发布 而到了 1988 年 CSRG 发布了 4.3BSD-Tahoe 这是第一个

把 BSD 内核分解为依赖于机器和独立于机器的两部分的版本 这是非常有价值的 它使 BSD 得以

移植到众多不同的体系结构中  

由于 BSD 使用了 A T& T Unix的部分源代码 当 A T& T 源代码许可证费用不断增加的时候 一

些希望能够使用 BSD 代码为 PC 生产基于 TCP/IP 联网产品的厂商要求 Berkely 将 A T& T 代码从 BSD

发行版中分离出来 并给他们签发单独的许可证条款 而不需要 A T& T 的源代码许可证 因此

到了 1989 年 6 月 一个完全没有 A T& T Unix代码的 BSD 版本诞生了 称为 Netw orking Release 

1 这是第一套由 Berkely 发布的自由可再发行 freely-redistributable 的代码 它允许被授权的

用户以源代码或者二进制的形式发布修改过的或未修改过的代码 并且可以不向 Berkely 申报版

税 唯一的要求是在源代码文件中原封不动地保留 Berkely 的版权声明 并且在含有以上代码的其

他产品文档中声明其产品包括来自于加州大学和其他贡献者的代码 这就是著名的 BSD 许可证的

起源  

1990 年初 CSRG 发行了过渡版本 4.3BSD-Reno 此后 CSRG 几乎重写了整个 BSD 发行版本的

所有代码 除了 6 个内核程序 正是这 6 个程序导致了日后 BSDI公司与 USL Unix系统实验室

的一场官司 重写的新版本被命名为 Netw orking Release 2 于 1991年 6 月推出 它的许可证条

款与第一个版本完全相同 都允许自由可再发行 在这个版本发布后的 6 个月内 Bill Jolitz 重写

了那 6 个漏掉的内核程序 并很快发布了完整的可运行在 386PC 体系上的系统 即 386/BSD  

386/BSD 版本发布后的几个月内 一群 386/BSD 用户成立了一个小组 他们开始维护和增强后

续系统 这就是 NetBSD N etBSD 的重点是支持尽可能多的平台 并继续按照 CSRG 所建立的研究

风格进行开发工作 在 NetBSD 小组正式成立后几个月 FreeBSD 小组成立了 其宗旨是仅支持 PC

体系并尽可能多地发行他们的系统 现在 作为一个独立系统 FreeBSD 已经能够支持 A lpha 和

SPA RC 体系 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 从 NetBSD 小组中分离出 O penBSD 小组 他们的目标是

提高系统的安全性 并借助了许多 FreeBSD 发行版本的安装特性 至此 三大主流 BSD 项目小组

NetBSD FreeBSD 和 O penBSD 完全成型  

在此以后 CSRG 还继续发布了 4.4BSD-Lite 4.4BSD-Encum bered 以及 4.4BSD-Lite, Release 2

三个发行版本 CSRG 于 1995 年 6 月解散 那时它已完成了对 BSD 发行的领导工作  

注 关于更详细的 BSD 演化历史 请参阅 M arshall Kirk M cKusick 的文章 Tw enty Years of 

Berkeley Unix From  A T& T-O w ned to Freely Redistributable 这篇文章被收录在 O'Reilly 公司出

版的 OPEN SO URCES Voices from  the O pen Source Revolution 一书中 中译版名为 开源软

件文集 开源革命之声  

 
价值 
 

从 BSD 的发展历史可以看到 源代码发行是 BSD 非常重要的传统之一 而这一传统至今仍在

影响着 FreeBSD 的运作和维护模式 更重要的是 Berkely 的大师们对于自由和开放的执着是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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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佩的 可以说 BSD 自由可再发行版本许可证 The BSD Copyright 是现代开源软件运动的基

石之一 它的意义甚至超过了 GPL 对开源软件运动的影响 BSD 发行版本对于今天开源软件运动

所得到的关注和尊重是功不可没的  

FreeBSD 源于 BSD 发行版本 它继承了 BSD 发行版本的纯正风格 也继承了 BSD 发行版本的

学院风格 FreeBSD 的整个开发过程是相对封闭的 这与 Linux 的开发模式有很大区别 任何一个

黑客都可以为 Linux 的内核写代码 并且可以自由建立自己的 Linux发行版本 对 FreeBSD 源代码

的修改则必须经过 FreeBSD Core Team 的审核 只有通过 Core Team 审核的部分才有可能正式加

入到 FreeBSD 的源代码树中去 另外 在 Linux变得越来越庞大的同时 FreeBSD 的发行版本仍然

保持了严肃的风格 基本系统最小化 附加程序则以 Ports的形式追加在基本系统之外 二者相

对独立 每一个 Port都有特定的志愿开发者负责更新和维护 并且解决系统兼容性问题 因此

使用 FreeBSD 基本系统和 Ports建立的服务器环境是稳定和健壮的 这也是 FreeBSD 成为一种严谨

的操作系统的基础  

由于 FreeBSD 无与伦比的网络服务效率和系统稳定性 很多知名公司都使用 FreeBSD 作为他

们的产品的组成部分 最著名的例子就是 Yahoo!和 H otm ail Yahoo!使用 FreeBSD 作为 W eb 服务

器以及搜索引擎服务器 而 H otm ail即便被微软收购多年 而且微软也一直在努力把整个 H otm ail

移植到 W indow s平台上去 但至今 H otm ail仍然依赖于 FreeBSD 和 A pache 在国内的实际应用

当中 网易的 W eb 服务器运行在 FreeBSD 上的 最著名的邮件系统 Corem ail 也已经成功完成

FreeBSD 版本 其 M TA 运行效率比原来提高了五倍之多  

FreeBSD 是最优秀的操作系统之一 对于新手 FreeBSD 的标准 Unix 风格也许会有一些晦涩

难懂 但是一旦入门以后 任何人都会惊叹其近乎完美的简约和优雅 对于掌握 FreeBSD 来说

一本权威的手册是必不可少的 即使是对于使用 FreeBSD 多年的高级用户 一本详细的参考手册

也会帮很大的忙 目前 国内值得一读的 FreeBSD 应用书籍寥寥无几 更不用说真正意义上的参

考手册 因此 FreeBSD H andbook 中文版 在国内的正式出版 无论对于 FreeBSD 的入门新手

还是资深用户来说 都是一件值得庆祝的事情  

感谢张纪青先生为翻译本书付出的辛勤劳动 更要感谢人民邮电出版社在支持 FreeBSD 在中

国的发展方向所作出的努力  

注 FreeBSD H andbook 一直是关于 FreeBSD 系统最权威的著作 它的作者是 FreeBSD 

Docum entation Project的所有成员 由 FreeBSD 官方组织直接领导  
 
 

李  冬       
2002 年 8 月 17 日夜 

 
李冬 系统管理顾问 自由撰稿人 FreeBSD China Community创办人之一 他的电子邮件

是 ld@freebsdchina.org FreeBSD China Community是致力于国内 FreeBSD推广和服务的社团 建

有 FreeBSD 官方 WWW 站点和 FTP 站点的完整镜像 并且提供应用支持服务 FreeBSD China

Community的网址是 http://www.freebsdchina.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