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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入门介绍 

1.1 简介 

中兴新支点桌面操作系统是中央政府采购和中直机关采购入围品牌，是国内

最受欢迎的桌面操作系统之一，具有“自主，安全，可控，好用”特点，具有对

国产芯片的完整支持，目前被众多商业，政府及教育机构采用。 

1.2 系统启动 

1.2.1 系统启动项选择 

当启动已安装 NewStart 桌面操作系统的计算机时，会首先进入启动界面，

如下图 1-1 所示。 

 

图 1-1 启动项界面 

NewStart 桌面操作系统默认采用图形化的登陆界面，正常登陆时都会是这种

显示方式。 

经过数秒的启动界面显示之后，即可进入 NewStart 桌面操作系统登录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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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用户登录 

1.3.1 登录界面 

NewStart 桌面操作系统成功启动后，第一个窗口是用户登录窗口，登录窗

口主要由中间的登录框，左下方的系统按钮，右下方的用户切换按钮以及背景图

组成。如下图 1-2 所示。 

 

图 1-2 登录界面 

在输入密码之后，按 Enter 键或者鼠标单击    即可进入系统。 

左下方为系统按钮，可以方便快速的操作关机、重启和休眠，鼠标移到该按

钮处即可显示菜单，如下图 1-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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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系统按钮 

右下方为用户切换按钮，用户的创建应该在安装系统时完成，至少要有一个

用户来登录系统。Linux 系统支持多个用户同时使用，因此它必须能够区别不同

的用户，以便于给不同的用户授予不同的访问权限以及运行应用程序的权力。用

户成功登录后，将自动进入自己的家目录。 

Linux 系统有一个 root 特殊用户，即系统管理员。该用户可以自由地访问所

有的系统文件和资源，并可以执行任何操作。你只有在需要做系统级的管理任务

时才需要以 root 身份登录。其它情况下，普通用户是没有必要以 root 身份登

录的。以普通用户而非 root 身份登录使用系统，可以防止因意外删除或修改重

要的系统文件而破坏系统。 

如果你在安装系统时忘记创建一个普通用户了，那么你也可以在用 root 身

份登录后系统后再创建一个普通用户，在第四章 4.4.1 节我们会详细介绍到此内

容。用户切换按钮如下图 1-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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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 用户切换按钮 

 

1.4 桌面介绍 

1.4.1 桌面布局介绍 

用户成功登录系统后，将显示系统桌面，如下图 1-5 所示。系统所有操作均

可从桌面开始。桌面分布包括桌面应用、开始菜单、任务栏和桌面背景，为符合

一般用户的使用习惯，我们的系统桌面等采用了如下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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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 桌面布局 

桌面上方为桌面图标，包括系统图标、文件夹和用户增加的快捷方式图标等，

初始状态只有系统图标。可以方便进入文档管理、设置网络连接等，同时也支持

桌面快捷方式，操作与 Windows 类似。 

桌面左下方为开始菜单，鼠标单击即可弹出菜单，一些常用工具以及系统设

置等都可以在这里找到，我们在第二章会进行详细的介绍。 

桌面右下方为任务栏，包括输入法选择、声音设置、网络设置、日期显示和

显示桌面按钮等，我们将在下一小节进行详细介绍。 

 

1.4.2 任务栏布局介绍 

任务栏是我们会经常接触的一个工具栏，其布局如下图 1-6 所示。 

 

图 1-6 任务栏布局 

任务栏左侧部分是应用程序区，是我们多任务工作时的主要区域之一，它可以存

放大部分正在运行的程序窗口。 

   ：系统激活提示图标，单击即可弹出激活向导，系统成功激活后图标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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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消失（普通用户不需要激活也可免费使用）。 

   ：输入法选择图标，默认为英文输入法，按住 Ctrl 键+空格键可以切换为

拼音输入法     ，系统默认配置拼音输入法，用户也可以切换其他的输入

法，具体设置我们在第四章控制中心有详细介绍。 

   ：声音控制图标，鼠标单击即可弹出声音大小设置，左键单击按住鼠标

拖动即可调节声音大小，鼠标右键单击也可以进行声音的详细配置，具体

内容我们会在第四章详细介绍。 

：网络设置图标，鼠标单击可以显示所有已搜索到的和连接的网络，

单击网络名称可以切换网络，鼠标右键单击可以进行更加详细的编辑设置，

具体内容我们会在第四章详细介绍。 

：日期显示区域，可以显示当前的系统时间，鼠标左键单击可以显

示更加详细的内容，鼠标右键单击可以进行当前时间的复制、时间

的显示设置等。 

：显示桌面按钮，功能类似于 Windows 7 以上的显示桌面按钮，鼠标左键

单击可以快速的切换到桌面。 

 

 

第二章 桌面操作 

2.1  基本操作 

鼠标： 

 左键单击： 

在桌面区的图标上单击，则可选中该目标； 

在任务栏任务栏的图标上单击，则可打开对应的窗口或切换到另一种状态； 

在程序的菜单栏上单击，则可切换到对应状态； 

 左键双击： 

在桌面区的图标上双击，则可打开文件夹、运行程序、查看文档； 

在打开的程序标题栏上双击，则可最大化窗口或者恢复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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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击右键： 

在桌面区的空白区右击，则弹出快捷菜单； 

在桌面区和任务栏的图标上右击，则弹出对应的操作菜单； 

 按住左键拖动： 

在桌面区按住左键拖动，则可选定该区域的图标和文件； 

在任务栏的运行程序图标上按住左键拖动，则可移动该图标，与其他图标交

换位置； 

键盘： 

键盘输入分为快捷键输入和字符输入。在任何状态下输入相应的快捷键则可

启动相应的操作；只有在文本可输入状态下才可以进行相应的字符输入。 

 

2.2  开始菜单 

2.2.1 开始菜单布局介绍 

 



 16 

图 2-1 开始菜单布局 

单击开始菜单，则可看到开始菜单布局，顶部显示当前用户和一个电源按钮，

接着下来的是常用程序、所有程序以及桌面搜索框。 

2.2.2 开始菜单的基本使用 

单击桌面搜索框以上的开始菜单选项则可弹出菜单或打开相应的面板。 

单击【所有程序】->【任意选项】->【任意选项】则启动指定程序；右键最

后选项则弹出对该程序的更多操作菜单，如图 2-2 所示。 

 

图 2-2 开始菜单的使用 

 桌面搜索框有两种用途： 

单击开始菜单，直接在输入框上输入搜索内容，按回车键，此操作为搜索文

件和目录，如下图 2-3 所示。 

Linux 系统中支持文件名中的通配符,具体如下: 

 星号(*)：匹配零个或多个字符； 

 问号(?)：匹配任何一个字符； 

 [ab1 A-F]：匹配任何一个列举在方括号中的字符。本例中，该集合是 a、

b、1 或任何一个从 A 到 F 的大写字符。 

通配符可用在文件搜索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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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 桌面搜索 

 单击【开始菜单】->【所有程序】，光标移动到桌面输入框，输入搜索

内容，此操作为搜索已安装软件。如图 2-4 所示。 

 

图 2-4 程序搜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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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开始菜单设置 

 

图 2-5 编辑菜单 

右键点击【开始菜单】选择【编辑菜单】： 

 

图 2-6 主菜单 

菜单栏是所有程序的总体大纲，单击选项可切换到指定列表项或展开列表；

单击显示栏选项可切换其显示状态；右键弹出更多操作，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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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7 

当在菜单栏或显示栏选定某项时，再单击操作栏的操作，则可在前者的选项

上执行相应操作； 

2.3  任务栏 

2.3.1 任务栏的基本使用 

 

图 2-8 任务栏介绍 

操作： 

任务栏上的运行程序图标和右侧图标，鼠标单击运行中程序会最小化程序或

恢复程序窗口，单击右侧图标则会弹出操作窗口或关闭操作窗口、切换状态；右

键则弹出更多操作的菜单； 

移动位置： 

鼠标按住运行程序图标并拖动，可移动其在任务栏上的位置，放开左键则确

定新的位置；而右侧图标需要右键图标空白区，在弹出的菜单上选择操作，再拖

动图标进行移动，放开左键则确定新的位置。 

2.3.2 任务栏设置 

在任务栏空白区点击右键，则会出现下面的菜单，功能包括添加快捷图标到

面板、修改面板属性，新建面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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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9 任务栏设置 

添加到面板： 

 

图 2-10 添加面板 

单击选中选项，再单击【添加】则可以把相应选项添加到任务栏图标区域。

另外添加操作可以用双击来代替。 

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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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1 任务栏属性常规 

常规： 

 方向：单击选框进行选择面板的方向； 

 大小：单击选框右侧的三角按钮可微调大小，也可手动输入； 

 单击方格选项切换状态； 

 

图 2-12 任务栏属性背景 

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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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3 任务栏背景色设置 

纯色：单击颜色框可以选择颜色，圆圈内操作可以看上图的提示；右边的六

个值提供显示当前颜色的 RGB 值，可微调也可以手动修改这些值。 

新建面板： 

单击该选项会在屏幕顶端新建立一个任务栏，与默认的下方任务栏功能一

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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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文件资源浏览器 

3.1 基本介绍 

文件资源浏览器是用户查看、管理计算机里的文件的基本工具，是用户体验

桌面系统的基础。在文件资源浏览器中，我们可以对文件进行用户权限所允许一

切的操作，包括查看、拷贝、删除、建立软链接等等。 

3.1.1 界面布局 

文件资源浏览器界面布局主要由菜单栏、工具栏、地址栏和窗口组成，而窗

口区又可以分为左侧的导航栏和右侧的主窗口。如下图 3-1 所示。 

 

图 3-1 文件资源浏览器界面布局 

 

3.1.2 基础知识 

打开文件资源浏览器的方式有很多，主要有：桌面应用上的“我的电脑”、“我

的文档”和开始菜单的文件资源管理器等。为了更加方便地使用文件管理器,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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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介绍一些关于 Linux 文件和目录的基础知识。 

 文件命名  

Linux 下文件名长度最大可达 256 个字符，通常由字母、数字、“.”(点号)、

“_”(下划线)和“-”(连字符)组成。注意：文件名中不能包含“ / * <> ? | : \ ` ”符号，

因为这些符号在 Linux 系统中有其特殊的含义；另外最好不要使用以“-”开始的

文件名。 

请尽量不要使用特殊符号作为文件名，以避免出现错误。 

 文件路径 

操作系统查找一个文件所经过的路径称为路径名。使用当前目录下的文件时

可以直接引用文件名；如果要使用的是其他目录下的文件，就必须指定该文件所

在的目录。 

按查找文件的起点不同可以分为两种路径：绝对路径和相对路径。从根目录 

/ 开始的路径称为绝对路径；从当前所在目录开始的路径称为相对路径。相对路

径是随着用户工作目录的变化而改变的。 

每个目录下都有代表当前目录的“.”文件和代表当前目录父目录的“..”文件，相

对路径名就是从“.”开始的。在 Linux 目录树中表示根目录或是路径中的分隔符是

“/”。 

 文件类型 

NewStart 桌面操作系统支持的文件类型有:普通文件、目录文件、设备文件

以及符号链接文件。 

 普通文件：包括文本文件、数据文件、可执行的二进制程序等。 

 目录文件：简称为目录，Linux 中把目录看成一种特殊的文件，利用它  

             构成文件系统的分层树型结构。我们可以简单的把它定义为 

             文件夹。 

 设备文件：设备文件是一种特别文件，Linux 系统用其标识各个设备驱 

             动器，核心使用它们与硬件设备通信。有两类特别设备文件： 

             字符设备文件和块设备文件。 

 符号链接：又称为软链接，是一种特殊文件。存放的数据是文件系统中  

             通向某个文件的路径。当调用符号链接文件时，系统会自动 

             访问保存在文件中的路径。 

 目录结构 

通过对系统目录组织结构的了解，可以在进行文件操作或系统管理时，方便

地知道所要东西的位置。 

NewStart 桌面操作系统采用树形结构的文件系统，即：一个根目录(通常用“/”

表示)，含有多个下级子目录或文件；子目录中又可含有更下级的子目录或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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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信息......这样一层层地延伸下去，构成一棵倒置的树。树中的“根”与“杈”代表

的是目录或称为目录，而“叶子”则是一个个的文件。如下图 3-2 所示。 

 

图 3-2 Linux 目录结构 

下面列出了主要的系统目录及其简单描述： 

/：      根目录，文件系统的入口，也是最高一级目录。 

/bin：   存放普通用户可以使用的命令文件。 

/boot：  包含 Linux 内核及系统引导程序所需要的文件。 

/dev：  设备文件存储目录，比如声卡、磁盘等。 

/etc：   存放系统程序或者一般工具的配置文件。 

/home：用户主目录的位置，保存了系统中所有用户的文件。 

/lib：    库文件存放目录，这里包含了系统程序所需要的所有共享库文件。 

/lib64： 与/lib 目录一样，不过这里存放的是 64 位的库文件。 

/media：即插即用型存储设备的挂载点自动在这个目录下创建，比如 U 盘。 

/mnt：  文件系统挂载点。一般挂载临时目录到这里。 

/opt：   存放可选择安装的文件和程序。 

/proc：  可以在这个目录下获取系统信息。这些信息是在内存中，由系统 

         自己产生的。 

/root：  系统管理员(root 或超级用户)的主目录。 

/sbin：  一般存放非普通用户使用的命令(有时普通用户也可能会用到)。 

/srv：   服务启动之后需要访问的数据目录。 

/tmp：  用户和程序的临时目录，该目录中的文件被系统定时自动清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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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r：   包括与系统用户直接相关的文件和目录,一些主要的应用程序也保 

         存在该目录下。 

/var：   放置系统执行过程中经常变化的文件，如随时更改的日志文件。 

 

3.2 基本使用 

进入文件资源浏览器，可以很容易的看到我们的菜单栏、工具栏、地址栏以

及主窗口等。下面我们将分别对这些功能分区进行讲解。 

 菜单栏 

菜单栏功能主要包括了窗口的增添、文件的查看、文件路径的切换和视图的

更改设置等。如下图 3-3 所示。 

 

图 3-3 菜单栏 

菜单栏中包含了多个选项，每个菜单项又包含了若干子菜单选项。每一个子

菜单项都对应一个或多个命令，通过它们，可以完成所有对文件管理器外观、操

作的设置和文件的管理工作。 

 文件：主要包含了新建标签、新建窗口、连接 FTP/SSH/HTTP 服务器 

         等主要功能。 

 编辑：主要包含了对文件、目录等的剪切、复制等一般功能，包括设置 

         主窗口的背景和文件目录图标的徽标等，也能通过首选项对文件 

             资源浏览器进行相关设置。 

 查看：主要包含了对窗口视图的设置，包括对工具栏、地址栏、隐藏文 

         件的显示与隐藏，以及排列项目和调整图标大小等。 

 转到：主要包含了对路径的快速操作，可以实现路径间的快速切换。 

 书签：主要包含了管理书签的功能，包括添加、编辑、查看书签。通过 

         书签，我们可以快速地访问任一路径。 

 帮助：主要为帮助菜单，包括了常见的问题与解答，也有关于我们文件 

         资源浏览器的版本说明等。 

 

 工具栏 

菜单栏下方为工具栏，主要是一些常用工具的集合，包括路径切换、视图大

小、文件搜索等。如下图 3-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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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 工具栏 

下面是这些工具的相关说明： 

       ：路径切换按钮，返回上一个浏览过的位置。 

       ：路径切换按钮，返回下一个浏览过的位置。 

       ：路径切换按钮，返回上层目录。 

       ：停止当前载入按钮，可以取消当前正在载入的目录。 

       ：刷新图标，用于重新载入当前位置。 

       ：个人文件夹按钮，用于打开个人文件夹，即当前用户的家目  

             录。 

        ：本地磁盘按钮，用于切换到“计算机”，显示当前计算机所能 

             访问的磁盘与文件夹，与桌面双击我的电脑进入效果一致。 

  ：视图大小调整按钮，用于调整主窗口文件目录图标的大小。 

 ：视图显示切换按钮，用于切换主窗文件目录图标的显示方  

               式。Newsart 桌面操作系统提供了三种视图方式：图 

               标视图、列表视图、紧凑视图。默认选择图标视图，用户 

               可自行选择。 

         ：文件搜索按钮，用于快速搜索想要查看的文件目录。 

 

 地址栏 

地址栏位于工具栏下方，用于显示当前主窗口所在的路径名称，NewStart 桌

面操作系统提供了两种路径栏显示方式：按钮式和文本框式。系统默认采用按钮

式，鼠标单击按钮可以进行路径的切换。如下图 3-5 所示。 

 

图 3-5 地址栏 

按钮用于切换路径的显示方式，鼠标单击即可在两种方式之间切换。文本

框式的显示方式如下图 3-6 所示。在文本框输入地址后按回车键即可切换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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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注意路径输入的格式。 

 

图 3-6 文本框式显示 

 

 导航栏 

导航栏位于主窗口的左侧，用于快速访问用户目录和本地磁盘等，操作比较

简单易用，故不再对此进行论述。 

 

 主窗口 

主窗口列出了当前目录节点下的文件、目录列表或当前文件的内容。是文件

资源浏览器的主体。 

主窗口显示文件以及子目录的方式与文件管理器的列表方式有关；因为默认

情况下是图标列表方式，所以主窗口中会以图标的方式列出当前目录下除隐藏文

件外所有文件和目录；在主窗口双击文件或者目录可以对它进行打开操作，鼠标

右键单击时可以弹出菜单选项，可进行打开、运行、剪切、复制、压缩等基本操

作。   

 

3.3 文件资源浏览器管理 

文件资源浏览器管理主要是通过编辑菜单项中的首选项来完成的。当我们打

开首选项，可以看到相关设置，如下图 3-7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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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7 文件资源浏览器首选项 

文件管理首选项主要有视图、行为、显示、列表列、预览等子选项，下面我

们将分别对这些子选项进行讲解： 

 视图：主要设置视图显示方式，包括显示隐藏文件、文件排序等。 

 行为：主要包括鼠标单双击对普通文件和可执行文件的行为控制，以及 

          回收站相关选项。 

 显示：主要设置图标标题名字所包含的信息，包括大小、修改时间、权 

          限以及所有者等；也可以进行日期显示格式的设置。 

 列表列：选择信息在列表视图显示模式下的显示顺序。 

 预览：主要设置文件预览时的缩略图、图标文字等。 

 介质：主要设置插入介质或将设备连接到系统时应执行的操作。 

 插件：用户自行增加的文件资源浏览器插件，默认为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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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系统管理 

4.1 控制中心简介 

 

NewStart Linux 桌面系统的控制中心是一个集合个性化、硬件、系统、网络、

输入法等常用配置的控制面板。打开方式：【开始菜单】->【控制中心】，以下

介绍的设置窗口的均是单击控制中心右侧区的各个子选项弹出的，所以介绍时约

定如无特别说明就遵从该方式打开，而且为了方便查看就把多个窗口拼在一起；

右键选项可启动或将其添加到启动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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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个性化 

4.2.1 个人信息 

 

图 4-1 设置个人信息 

单击【关于我】进入个人信息设置，单击白色方框，设置登陆界面的头像，

注销电脑再次登录生效；单击【更改密码】，输入两次新密码并确认则成功修改

密码。 

4.2.2 启动应用程序 

 设置开机自启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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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 启动应用程序 

红框内列出开机自启程序，单击可添加、删除、编辑自启程序。 

注意：有些启动程序是系统必需的，用户在不清楚能不能删除修改某一默认

的启动程序时，不要轻易改动。 

4.2.3 外观 

 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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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3 主题设置 

主题设置窗口提供更换、安装、自定义与保存主题的功能。自定义主题时由

控制、颜色、窗口边框、图标、指针五个组件控制组成一个主题，组件中的选项

一般建议不要删除，如图 4-4 所示。 

 

图 4-4 自定义主题 

 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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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5 背景设置 

背景设置窗口提供更换、添加、删除背景功能，单击即时更换背景。 

 样式：该选项的值指明被选择的图片以什么样方式填充桌面背景； 

 颜色：该选项的值指明当图片没有填充满桌面背景时以什么样的方式填

充剩余的部分; 

 单击【在线获取更多背景】跳转到下载背景网页； 

 添加：用户可自行下载喜欢的背景，点击添加按钮，进入到下载的背景

图目录，即可选择设置自己的背景。  

 

 

 

 

 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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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6 字体 

应用程序字体、文档字体、桌面字体、窗口标题字体、等宽字体五大字体分

别控制系统不同部分的字体显示，单击字体选框来到字体设置，如图 4-7 所示。 

 

图 4-7 字体设置 

字体设置可以选择字体类型、显示样式及大小设置，底部可预览字体效果。 

 渲染，此处提供单色、最佳形状、最佳对比、次像素平滑四种对系统字

体的渲染方式，除了单色渲染方式，其他三种方式都比较适合人的视觉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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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可根据自己的喜好进行选择。 

 细节 

 

图 4-8 字体渲染细节 

字体渲染提供对系统字体分辨率和更细微的渲染细节调节等功能。如果因屏

幕分辨率大小的差异问题，导致字体较大或较小，可以通过调整每英寸点数来进

行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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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4 屏幕保护程序 

 

图 4-9 屏幕保护 

 单击选项区切换屏幕保护主题。单击底部【预览】提前看到启动屏幕保

护的显示效果。 

 拖动上面的浮标设置启动屏幕保护程序的时间； 

 选中计算机空闲时激活屏幕保护程序，开启屏保功能； 

4.2.5 文件管理 

 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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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0 文件管理视图 

这里可设置文件管理器的默认视图和排列方式，还可设置图标、紧凑、列表

视图的默认显示大小值。 

 行为 

 

图 4-11 文件管理行为 

这里可以设置对一般文件单双击及可执行文件的默认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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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显示 

 

图 4-12 文件管理显示 

 

设置以图标视图查看文件时随着图标大小变化而显示的信息量，以及显示日

期信息的格式。 

 列表项 

 

图 4-13 文件管理列表项 

设置以列表视图查看文件时所显示的信息量及信息的顺序。 

 

 介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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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4 文件管理介质 

介质处理与其他介质的处理一样。单击介质的右方框弹出选项列表。红框下

方的： 

 勾选第一项，红框区所作的设置无效； 

 勾选第二项，插入介质（如 U 盘）时默认会自动浏览介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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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6 默认应用程序 

 

图 4-15 默认应用程序 

默认应用程序的四个模块操作基本一致，单击选框选择某程序，那么这个程

序就是运行或查阅该类文件的默认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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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硬件 

4.3.1 声音 

 

图 4-16 声音效果 

 输出音量 

控制着总体的声音输出，拖动浮标控制声音大小。 

 声音效果 

可设置系统报警音音量的大小及形式。 

 硬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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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7 声音硬件 

选择要配置的声卡设备，并在下方的配置文件方框选择相应的配置文件，则

为该声卡配置成功。【测试话筒】选项可以测试当前配置是否正常。 

 输入 

 

图 4-18 声音输入 

设置声音输入设备及音量大小。 

 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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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9 声音输出 

设置声音输出设备及音量左右的平衡性。 

 应用程序 

 

图 4-20 声音输出 

这里显示当前所有应用到声卡的程序，可设置对应程序的音量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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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 打印设置 

 

图 4-21 打印设置 

 添加 

菜单栏下提供了添加和搜索打印机功能以及刷新，单击【Add】时，如下图

4-22 所示。 

 

图 4-22 添加打印机 

这里可添加本地打印机，也可以添加网络上的打印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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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置 

 

图 4-23 打印机服务器设置 

菜单栏【服务器】->【设置】，这里可设置打印链接、打印操作的默认操作

等。 

4.3.3 显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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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4 显示器设置 

如图 4-23，显示器首选项可设置屏幕分辨率、刷新率、旋转角度等。 

4.3.4 电源管理 

 睡眠设置 

 

图 4-25 电源管理 

可设置空闲时间时计算机和显示器是否睡眠。 

 电源按钮默认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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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6 电源管理常规 

设置开始菜单的顶部电源按钮的按下默认操作以及任务栏通知区域的电源

图标显示。 

 

 

 

 

 

 

 

 

4.3.5 键盘 

 常规 

 

图 4-27 键盘常规设置 

设置重复键以及文本光标闪烁快慢。 

 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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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8 键盘布局设置 

可添加键盘布局、显示当前键盘布局，设置键盘型号，还可以在【选项】中

添加键盘特殊字符、调整键盘键。 

 辅助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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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9 键盘辅助功能设置 

设置粘滞键、慢速键、回弹键，在【听觉反馈】可以中设置它们的声音效果。 

 

 

 

 

 

 

 

 键盘鼠标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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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30 键盘鼠标键设置 

设置是否键盘控制鼠标以及控制速度、时延。 

 

 打字间断 

 

图 4-31 键盘打字间断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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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6 鼠标 

 

图 4-32 鼠标设置 

设置鼠标的方向、灵敏度、拖放阀值等。鼠标加速主要为鼠标在同样的物理

移动距离内，移动速度速度越快，屏幕鼠标指针移动距离越长，设置的加速值越

大，这个比值就会越大；鼠标灵敏度主要为设置鼠标移动的速度，灵敏度越大，

鼠标在同样的速度下移动同样的物理距离，屏幕指针移动距离越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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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系统 

4.4.1 用户和群组 

 

图 4-33  用户和群组管理 

单击进入用户和群组后，首先显示的是如图 4-33 的界面，在这里我们可以

进行用户和群组的管理操作。 

窗口左上方为菜单栏，包括文件、编辑和帮助。文件选项包括添加用户、添

加群组、刷新等，功能与下方工具栏相同；编辑选项主要为首选项，设置相关显

示与用户设置等；帮助选项用于给予用户帮助菜单。 

菜单栏下方为工具栏，下面我们将列出相关功能： 

：添加用户按钮，系统默认自动指定用户 ID 和其群组 ID，当然 

           用户也可以自行设置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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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群组按钮，系统默认自动指定群组 ID，用户也可以自行设 

           置 ID。 

  ：属性按钮，单击选定某一用户或者群组后，可以点击此按钮查看

此用户或者群组属性。用户属性包括用户数据、帐号信息、密码信息、群组等；

群组属性包括群组数据、群组用户等。 

  ：删除按钮，可对用户和群组进行删除操作。 

   ：刷新按钮，可以对界面显示的信息进行刷新。 

  ：帮助按钮，显示帮助信息。 

工具栏下方有一个搜索栏，输入名称可以对用户和群组进行快速搜索，如下

图 4-34 所示。 

 

图 4-34 搜索栏 

搜索栏下方为用户/群组列表栏，系统默认隐藏系统用户和组，可以通过首

选项设置来显示所有的用户和群组。默认情况如下图 4-35 和图 4-36 所示。 

 

图 4-35 用户列表 

 

图 4-36 群组列表 

通过首选项，可以设置隐藏/显示系统用户和群组、以及添加用户和群组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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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默认选择。如下图 4-37 所示。 

 

图 4-37 首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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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2 设置时间 

 

图 4-38 设置时间 

设置时间选项可以对系统时间和时区进行设置，如图 4-38 所示。当设置好

时间后，点击【確定】按钮即可保存设置，你也可以通过勾选框设置在网络上同

步日期和时间，如下图 4-39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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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39 同步网络时间 

系统默认选择 fedora.pool.ntp.org 服务器来同步网络时间，你也可以在右侧

进行添加、编辑和删除。在高级选项中也可以设置使用本地时钟源等。 

你也可以设置自己的时区，鼠标左键单击即可选定要更改的时区，如下图

4-40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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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40 设置时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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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3 键盘快捷键 

 

图 4-41 键盘快捷键 

键盘快捷键可以设置一系列的快捷操作，来完成一些复杂的命令，例如打开

终端、切换工作区、注销等。如上图 4-41 所示。 

要编辑快捷键时，单击相应的行，键盘输入新按键组合即可，若要取消，鼠

标单击其他区域即可退出编辑。需要注意的是，默认快捷键是不能删除的，只能

删除自定义的快捷键。若要禁用某一快捷键，可在选定该行后，按退格键禁用。 

单击下方的【添加】按钮，可以添加用户自己的快捷键，输入名称和命令后，

在界面中找到自己的自定义快捷键，选定该行，输入快捷键即可，操作与其他快

捷键类似。如下图 4-42 所示。 

 

图 4-42 自定义快捷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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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注意的是，自定义快捷键命令要确保正确，不然会出现快捷键无法使用

或者冲突的情况。 

4.4.4 防火墙 

 

图 4-43 防火墙配置 

通过该防火墙配置界面，可以查看到相关的设置。如上图 4-43 所示。 

在【开始菜单】->【所有程序】->【系统工具】中打开终端。在终端中，可

以进行相关的防火墙开关设置等。 

开启防火墙： 

# systemctl start firewall.service 

关闭防火墙： 

# systemctl stop firewall.service 

 

查询防火墙状态： 

# firewall-cmd --state 

显示 not running 表示防火墙未开启，若显示 running 则为已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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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其他 

4.5.1 网络代理 

 

图 4-44 网络代理 

从【控制中心】->【网络代理】进入网络代理首选项之后，如上图 4-44 所

示。在这里可以配置你的代理设置，我们会在第五章进行详细的介绍。 

4.5.2 网络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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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43 网络连接 

从【控制中心】->【网络连接】进入网络连接，如上图 4-45 所示。你也可

以右键单击任务栏的 进入网络连接。我们会在第五章进行详细的介绍。 

 

4.5.3 辅助技术 

 

图 4-46 辅助技术 

辅助技术主要包括了首选应用程序、键盘辅助功能和鼠标辅助功能三个方面

的设置。 

点击【首选应用程序】，可以对互联网、多媒体、系统、辅助功能等方面设

置首选应用程序，界面如下图 4-47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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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47 首选应用程序 

点击【键盘辅助功能】，可以设置键盘附加功能，对粘滞键、慢速键、回弹

键等进行相关设置。界面如下图 4-48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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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48 键盘辅助功能 

点击【鼠标辅助功能】，可以对鼠标附加功能进行设置，主要为鼠标方向、

鼠标速度、拖放与双击超时等，界面如下图 4-49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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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49 鼠标辅助功能 

4.5.4 输入法选择器 

NewStart 默认使用 Fcitx 输入法框架，你也可以自行配置想要的输入法，选

定所在行，点击【注销】按钮即可。界面如下图 4-50 所示。我们推荐使用默认

的 Fcitx 输入法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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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50 输入法选择器 

4.5.5 输入法配置 

 

图 4-51 输入法配置 

从【控制中心】->【输入法配置】进入输入法的配置界面，如上图 4-51 所

示。输入法列表为系统当前存在的输入法，主要有拼音、双拼、五笔等。第一个

为非激活状态，一般默认为键盘英文，你可以单击选定某个输入法，点击下方

按钮上移或点击 按钮下移；点击 按钮添加输入法；点击 按钮可以删除输入

法。按住 Ctrl 键+空格键可以在非激活状态（英文）和激活状态（中文）之间进

行切换，激活状态下，按住 Ctrl 键+Shift 键可以切换不同中文输入法。你也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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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桌面任务栏右键点击 按钮，在【输入法】选项切换到你想要的输入法。 

全局配置选项主要为当前输入法的快捷键、候选词个数等配置，如下图 4-52 

所示。 

 

图 4-52 输入法配置 

外观选项主要为当前输入法的外观设置，主要为当前输入法皮肤的相关设

置，如下图 4-53 所示。你也可以在“其他”选项列表中单击选定所要修改的皮肤，

点击【配置】按钮来进入所选皮肤的设置，如下图 4-5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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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53 外观设置 

 

图 4-54 输入法皮肤设置 

附加组件选项主要为输入法配置的组件列表及其设置，如下图 4-55 所示。

你可以单击选定行，点击【配置】按钮进入所选组件的配置。如果你希望禁用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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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件，可以点击【高级】按钮，把想要禁用的组件前的勾选去掉即可，如下图

4-56 所示。 

 

图 4-55 输入法附加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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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56 禁用输入法组件 

 

第五章 网络配置 

5.1 有线网络 

5.1.1 基本使用 

 

图 5-1 网络连接 

在桌面任务栏右侧单击 按钮，即可显示当前所有可用的网络连接，如上

图 5-1 所示。鼠标单击网络所在行即可切换到该网络。点击【断开】可以断开该

网络连接。 

右键点击 按钮，弹出如下图 5-2 所示的菜单。主要有启用联网、启用通

知、显示连接信息、编辑连接等选项。 

 

图 5-2 网络连接菜单 

单击【启用联网】、【启用通知】，即可选择开启/关闭网络和通知；单击

【连接信息】可以显示当前网络可见连接的信息，如下图 5-3 所示。单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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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可以进入网络连接编辑，我们将会在下一小节详细说明。 

 

图 5-3 网络连接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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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 有线网络配置 

 

图 5-4 网络连接列表 

在【控制中心】单击【网络连接】，或者在桌面任务栏右键点击 按钮即

可进入网络连接编辑,如上图 5-4 所示。点击【添加】按钮，可以添加需要的网络

连接。单击列表行选定之后，可以对其进行编辑、删除操作。点击右侧的【编辑】

按钮，即可进入所选网络的编辑界面，如下图 5-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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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5 网络连接编辑 

网络连接编辑主要有常规、802.1X 安全性、IPv4 设置、IPv6 设置等。在常规

选项中，我们可以设置是否自动连接该网络、是否允许所有用户连接该网络以及

该网络的防火墙配置等；IPv4 设置和 IPv6 设置中，我们可以选择手动或者自动

获取 IP 地址等方式。 

 

5.2 无线网络 

5.2.1 基本使用 

当主机支持无线网卡时，也可选择连接到无线网络，在桌面任务栏右侧单击

图标，即可弹出无线连接的列表，如图 5-6 所示。可用网络列表即为可连接

的无线网络。鼠标移到【更多网络】可以显示全部可选无线连接，如下图 5-7 所

示。单击选定输入密码即可连接到无线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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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6 网络连接列表 

 

图 5-7 更多可选网络 

5.2.2 无线网络配置 

无线网络配置主要为连接隐藏的无线网络和创建新的无线网络。 

于列表下方选择【连接到隐藏的 WIFI 网络】，弹出如图 5-8 所示窗口，可

用来连接到隐藏的无线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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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8 连接隐藏的无线网络 

于列表下方选择【创建新的 WIFI 网络】可以开启本机作为热点，创建一个

新的无线网络，如下图 5-9 所示。 

 

图 5-9 创建新的无线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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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代理设置 

 

图 5-10 网络代理设置 

在【控制中心】单击【网络代理】，即可进入网络代理设置。 

系统在默认情况下为直接连接到互联网。当需要进行网络代理时，勾选手动

配置代理，输入相关信息即可，单击右侧的【细节】按钮可以设置代理的密码；

你也可以选择下方的自动配置代理。 

忽略主机选项可以配置你想要忽略的主机，一般为内网的地址和本机地址

等，如果你不希望访问内网的时候用到代理，可以在这里添加你的内网地址等，

系统默认忽略本机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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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软件中心介绍 

6.1 软件中心基本使用 

 

图 6-1 软件中心 

软件中心是我们 NewStart 系统专有的一款定制的软件管理工具，可以方便

我们对所有软件进行查看、搜索和管理等，如上图 6-1 所示。下面我们将对软件

中心的基本使用等进行详细的介绍。 

安装软件中心可在终端完成，命令如下： 

# yum install softwarecenter -y 

若要卸载，命令如下： 

# yum remove softwarecenter -y 

软件中心板块布局如下图 6-2 所示。主要有重点推荐软件、热门推荐软件、

下载排行榜、导航栏、搜索栏和已安装软件列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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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2 软件中心布局 

软件查看、安装、升级以及卸载等操作均可在软件中心完成。搜索栏支持中

英文关键词搜索；软件列表支持名称排序、大小排序、安装时间排序等；在导航

栏可以快速找到想要的软件分类。软件中心简单易用，快速上手，体验感好，很

方便用户的使用。 

6.2 软件中心配置 

软件中心配置主要为软件源的配置。在软件中心主界面上方，单击 按钮

即可进入软件源设置。如下图 6-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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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3 软件源设置 

NewStart 桌面系统提供了若干种软件源，默认开启 newstartdesktop 软件源。

若要开启或关闭某一软件源，点击该软件的相应按钮即可， 为禁用状态，

为启用状态。若要编辑某一软件源，鼠标单击勾选该软件源，如下图 6-4 所示，

点击编辑按钮，即可进行编辑模式，如下图 6-5 所示。 

 

图 6-4 勾选软件源 

 

图 6-5 编辑软件源 

编辑完成后，点击【确定】按钮即可保存设置，若要取消编辑，点击【取消】

放弃当前编辑。 

需要注意的是，若要保存所做的编辑，最后都要点击界面下方的【确定】按

钮来退出软件源设置界面，如果点击【取消】按钮来退出软件源设置界面的，改

动都不会保存，如下图 6-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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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6 保存软件源更改 

软件中心也支持添加软件源。点击界面上方 可以添加所需软件源。 

软件源的设置也支持多项勾选，勾选完成后，点击 按钮可以一键删除多

项软件源，或者点击 按钮一键启用多项软件源，以及点击 按钮一键禁用多

项软件源。 

 

6.3 系统更新 

软件中心还提供了系统更新桌面提醒功能，若用户已安装软件中心，且有软

件更新存在时，用户登录后便会提示更新信息，如下图 6-7 所示。若是错过了更

新消息，还会定时提示更新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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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7 系统更新提醒 

另外，若有更新存在时，打开软件中心时，也会有相应的提示，如图标

提示系统有三个软件可以更新。点击软件中心上方的升级按钮也可以显

示可升级软件列表，如下图 6-8 所示。 

 

图 6-8 软件更新列表 

用户也可以在终端直接用命令行形式更新，更新步骤可参考如下： 

1. # yum clean all 清除缓存的 rpm 包和其 header 

2. # yum makecache 将服务器上的软件包信息在本地缓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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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yum update 将检查所有系统更新并下载安装 

若只想要单击更新某一部分软件，也可用 yum check-update 命令检查列出

所有可用更新，并选择你想要更新来安装。 

 

 

 

 

 

第七章 软件应用程序 

7.1 办公 

NewStart 桌面系统主要提供了 WPS、LibreOffice、文档查看器等办公软件，

对 word 文档、excel 文档、表格的查看编辑等提供支持。在这里我们对它们进行

简要介绍。 

7.1.1 WPS Office 

WPS Office 是我们在 Windows 系统下常见的办公软件，为提高用户的办公体

验，我们在 NewStart 桌面系统也提供了 WPS 套件的支持。 

系统未默认安装 WPS 套件，用户可自行下载安装，可通过软件中心安装或

者命令行安装，软件中心安装步骤可参考第六章软件中心内容；命令行安装步骤

可参考第九章的常用命令讲解。 

安装完成后，点击桌面【开始菜单】->【所有程序】->【办公】，即可看到

WPS 套件，如下图 7-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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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1 WPS 办公套件 

7.1.2 LibreOffice 

LibreOffice 是一款免费开源的办公软件套件，支持的文档格式相当全面，与

其他办公软件深度兼容，是 Linux 系统下最常见的软件之一。 

NewStart 桌面系统默认安装了 LibreOffice，用户可以单击桌面【开始菜单】

->【所有程序】->【办公】，即可看到 LibreOffice 套件，如下图 7-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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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2 LibreOffice 办公套件 

7.1.3 文档查看器 

如上图 7-2 所示，NewStart 桌面系统也默认安装了文档查看器，可以提供对

word、pdf 等格式的文本的阅读编辑支持，还可以查看 png 等格式的图片。如下

图 7-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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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3 文档查看器 

7.2 多媒体应用 

7.2.1 音乐播放器 

NewStart 桌面系统默认安装 Audacious 音乐播放器。单击桌面【开始菜单】

->【所有程序】->【影音】即可看到音乐播放器。 

Audacious 是 Linux 下基于 Beep-media-player 和 XMMS 的播放器，它除了

支持 UTF-8 字符集之外，还提供其它字符集的支持，能比较好的解决中文乱码的

问题。 

Audacious 音乐播放器能支持随机、重复列表播放，支持 URL 播放，也支持

添加插件等，界面如下图 7-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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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4 音乐播放器 

7.2.2 视频播放器 

NewStart 桌面系统默认安装 SMPlayer 视频播放器。单击桌面【开始菜单】

->【所有程序】->【影音】即可看到视频播放器。 

SMPlayer 是一款多平台的视频播放工具，支持播放视频文件、DVD、VCD 等。

SMPlayer 可以支持大部分的视频和音频文件。它支持音频轨道切换、允许调节亮

度、对比度、色调、饱和度、伽玛值，按照倍速、4 倍速等多种速度回放、还可

以进行音频和字幕延迟调整以同步音频和字幕。 

SMPlayer 是一款开源的跨平台软件，其在 Linux、Windows 系统中都有着重

要地位，影音播放能力很强大。SMPlayer 界面如下图 7-5 所示。 

图 7-5 视频播放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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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5 视频播放器 

我们系统也提供了 VLC Media Player 视频播放器可供用户安装使用，用户可

以通过软件中心安装或者通过终端安装。 

 

7.3 图像处理程序 

7.3.1 图像查看器 

单击桌面【开始菜单】->【所有程序】->【图形】即可看到图像查看器。图

像查看器主要提供对图片的查看以及简单的编辑（旋转）等。界面如下图 7-6 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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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6 图像查看器 

 

7.3.2 屏幕截图程序 

Newsart 桌面系统提供了截屏功能，屏幕截图工具支持以整个桌面、当前窗

口、指定区域方式截图屏幕内容。 

打开截屏工具有几种方式，单击桌面【开始菜单】->【截图】即可进入截屏

模式，【开始菜单】->【所有程序】->【系统工具】下同样可以找到截图工具。

还有一种更加简捷的方式就是按键盘上的【Print Screen】键进入截屏。 

 截屏整个桌面 

进入截屏模式后，可以看到工具默认选定区域为整个屏幕。单击鼠标左键，

即可确认截图，将截屏整个桌面，进入到图片编辑界面。单击鼠标右键可以取消

截图。如下图 7-7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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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7 截屏整个桌面 

 截图当前窗口 

当启动截图工具时，默认截图整个屏幕，移动鼠标到当前窗口，截图区域将

变成当前窗口，鼠标单击左键即可确认图片，进入图片编辑。单击鼠标右键可以

取消截图。如下图 7-8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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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8 截图当前窗口 

 截图自选区域 

当启动截图工具时，默认截图整个屏幕，在某个区域按住鼠标左键，以该【开

始菜单】->【所有程序】->【系统工具】点为起点，拖动鼠标选定截图的范围，

松开鼠标确认图片，进入图片编辑界面。单击鼠标右键可以取消截图。如下图

7-9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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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9 截图自选区域 

确认截图后，都会进入到图片编辑界面，如下图 7-10 所示。上方为工具栏，

可以对截图进行编辑，包括重新截图、复制、涂鸦和裁剪等，如下图 7-1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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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10 截图编辑界面 

 

图 7-11 截图编辑工具 

7.3.3 扫描易 

扫描易是 NewStart 桌面系统默认安装的扫描编辑软件，用来支持扫描仪的

工作。单击桌面【开始菜单】->【所有程序】->【图形】即可看到扫描易。单击

打开，扫描易会自动识别计算机连接的扫描仪，数秒后，当没有识别到扫描仪的

存在时，会提示没有发现扫描仪，如下图 7-1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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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12 扫描易界面 

如果出现未能识别扫描仪的情况，请检查驱动是否正常，或者重新插拔扫描

仪。点击 按钮可以进行扫描仪首选项的设置，如下图 7-1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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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13 扫描仪首选项 

点击 按钮可以选择扫描单页或所有页面，也可以选择扫描文本或

者图片。进行简单的编辑后，点击 按钮选择文件夹保存即可。 

 

7.4 网络应用 

7.4.1 电子邮件客户端 

NewStart 桌面系统提供了电子邮件客户端。点击桌面【开始菜单】->【所有

程序】->【互联网】即可看到电子邮件。初次进入客户端时，会提供用户创建帐

号的界面，点击【前进】，首先设置你的名字和邮箱地址；再次点击【前进】，

设置 POP3 方式的服务器地址；你也可以选择 SMTP 方式的，再次点击【前进】，

可以设置 SMTP 服务器地址，所用邮箱的 POP3 服务器地址和 SMTP 服务器地址

需自行查询。按照向导创建用户后，即可进入到客户端，如下图 7-1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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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14 电子邮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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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15 电子邮件向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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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6 电子邮件客户端 

如果发送邮件时，无法发送成功，首先检查邮箱设置和网络连接，如确认都

没问题，则检查防火墙配置，确认 25 端口已经开启。如需了解相关命令，可以

在第九章找到详细内容。 

7.4.2 远程桌面连接 

如上图 7-14 所示，点击桌面【开始菜单】->【所有程序】->【互联网】即可

看到远程桌面连接。点击进去界面如下图 7-17 所示，点击【连接】选项选择【新

建】，或者直接点击下方【新建】按钮，即可新建连接，设置完所需参数后，点

击【连接】按钮即可连接远程桌面，如下图 7-18 所示。如需详细配置，则点击

【编辑】按钮选择首选项，如下图 7-19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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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17 远程桌面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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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18 新建远程桌面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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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19 远程连接首选项 

需要注意的是，若远程登录的目标主机使用 Windows 操作系统，必须安装

VNC View 软件并开启 VNC Server 程序。 

安装 VNC 服务器： 

# yum install vnc 

启动 VNC 服务器： 

# vncserver 

首次启动 VNC 服务器会要求输入密码。 

7.4.3 Firefox 浏览器 

NewStart 桌面系统默认安装了 Firefox 浏览器和谷歌浏览器，这里我们主要

介绍一下 Firefox 浏览器。 

Firefox 浏览器俗称“火狐”，是一个自由及开放源代码网页浏览器，使用 Gecko

排版引擎，支持多种操作系统，如 Windows、Mac OS X 及 GNU/Linux 等。 

你可以在桌面【开始菜单】->【所有程序】->【互联网】找到 Firefox 浏览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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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直接点击【开始菜单】->【浏览器】即可启动 Firefox 浏览器。界面如下图

7-20 所示。 

 

图 7-20 Firefox 浏览器 

7.4.4 BT 下载客户端 

如上图 7-14 所示，点击桌面【开始菜单】->【所有程序】->【互联网】即可

看到 BT 下载客户端。点击进去可以看到如下图 7-21 所示的界面，点击【I Agree】

进入主界面。BT 下载客户端支持种子文件下载和 URL 链接下载，也支持种子分

享。界面左下角的 按钮可以设置下载限速、上传限速以及何时停止做种。

按钮可以启用/禁用限速，默认为禁用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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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21 BT 下载客户端 

7.4.5 Filezilla 客户端 

Filezilla 是一种文件共享客户端，用于 Internet 上的控制文件的双向传输。如

上图 7-14 所示，点击桌面【开始菜单】->【所有程序】->【互联网】即可看到

Filezilla 客户端。 

Filezilla 客户端如下图 7-22 所示。在下图 7-23 编辑框设定好远程客户端后，

点击【快速连接】即可访问远程站点。远程站点文件在右方的文件框显示出来，

点击进去需要的文件夹，即可访问下载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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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22 FTP 客户端 

 

图 7-23 远程站点编辑框 

7.4.6 Wine 版 QQ 

我们的系统一直致力于提高用户的体验感，Wine QQ 是我们为系统定制的

Linux 版 QQ 应用程序，以便满足用户在 Linux 系统下的日常通讯需求等。 

NewStart 桌面系统未默认安装 Wine QQ，用户可通过终端安装或者在软件中

心搜索安装。 

下载安装成功后，在桌面【开始菜单】->【所有程序】->【互联网】可以找

到 QQ 客户端，点击启动，界面如下图 7-2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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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24 QQ 客户端 

我们 NewStart 下的 Wine QQ 已基本做到与 Windows 下 QQ 的体验感无太大

差别，界面友好，速度快，目前 Wine QQ 客户端版本基本与 Windows QQ 2015

以上版本主要功能保持一致。 

但需要注意的一点是，Wine 实际为一种跑在 Linux 系统上，但异于 Linux 的

系统，是 Windows 环境的一种实现。该环境是虚拟建立在 Linux 当前用户的家目

录 下 的 ， 所 保 存 的 文 件 路 径 一 般 都 默 认 为 /home/ 用 户 名

/.longene/qq/drive_c/users/用户名/*。注意/.longene 文件夹为隐藏文件夹。例如

你当前登录的用户为 root，那么你保存的图片一般都默认保存在路径

root/.longene/qq/drive_c/users/root/My Pictures 中。 

 

 

 

7.5 工具 

7.5.1 系统监视器 

系统监视器即任务管理器。点击桌面【开始菜单】->【所有程序】->【系统

工具】->【任务管理器】打开系统监视器。系统监视器主要用于查看系统信息、

磁盘信息、网络历史和管理进程等。界面如下图 7-2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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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25 系统监视器 

7.5.2 显示器扩展 

点击桌面【开始菜单】->【所有程序】->【系统工具】可以看到显示器扩展，

界面如下图 7-26 所示。显示器扩展主要用于主机连接双屏幕或者多屏幕时的显

示设置。一般默认设置为仅电脑屏幕，复制模式为多个显示屏显示统一画面；伸

展模式为多个显示屏显示不同画面；仅第二屏幕模式为仅打开第二显示屏，关闭

默认显示屏。 

 

图 7-26 显示器扩展 

7.5.3 压缩工具 

压缩工具是各个平台普遍使用的工具，NewStart 桌面系统默认安装了压缩工

具，即归档管理器，点击【开始菜单】->【所有程序】->【附件】即可看到归档

管理器，界面如下图 7-27 所示。点击【归档文件】可以新建或打开归档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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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 按钮可以直接新建归档文件，点击 按钮直接打开归档文件。但一般使

用情况都是直接右键选择某一文件夹，于弹出菜单处直接选择压缩或者解压缩，

而不用打开归档管理器程序。 

 

图 7-27 归档管理器 

7.5.4 计算器 

NewStart 桌面系统提供了强大的计算器工具，点击【开始菜单】->【所有程

序】->【附件】即可打开计算器，界面如下图 7-28 所示。计算器默认模式为基

本功能模式，可进行简单的数值计算。鼠标移到模式下，可切换不同的计算器模

式，主要有基本模式、高级模式、财务模式、编程模式，如下图-29 所示。基本

模式为默认模式，高级模式提供科学计算的各种功能；财务模式提供复利、利率

等财务计算的功能；编程模式提供各种进制间转换以及计算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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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28 计算器                  图 7-29 模式选择 

 

7.5.5 文本编辑器 

文本编辑器即记事本工具，点击桌面【开始菜单】->【所有程序】->【附件】

->【记事本】即可打开文本编辑器。界面如下图 7-30 所示。 

 

图 7-30 文本编辑器 

7.5.6 数据备份与恢复 

数据备份与恢复是我们使用任何计算机时都会关心的一个方面。数据是无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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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用户应当养成定期数据备份的习惯。NewStart 桌面系统提供了数据备份与恢

复的工具，用户可在软件中心搜索下载【数据备份与恢复】。 

安装成功后，在桌面【开始菜单】->【所有程序】->【系统工具】即可看到

数据备份恢复工具，界面如下图 7-31 所示。点击【备份】可以进入备份，如下

图 7-32 所示。点击【恢复】选择备份的镜像进行恢复，如下图 7-33 所示。 

 

图 7-31 数据备份恢复 

 

图 7-32 数据备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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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33 数据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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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外部设备管理 

8.1 设备管理器 

打开方式：【开始菜单】->【所有程序】->【系统工具】->【设备管理器】 

 基本信息 

 

图 8-1 设备管理器基本信息 

左侧列表是系统检查到的硬件设备，可详细展开；右侧显示选中硬件的基本

信息和运行状态。 

 设备驱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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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2 设备管理器设备驱动 

设备管理器可查看到设备的驱动程序的版本信息和更多的详细信息，可更新

和卸载驱动。 

 详细信息 

详细信息是对基本信息的补充，可查看设备的各个指标值。 

8.2 移动存储设备 

插入移动存储设备，例如 U 盘，接着打开文件管理器，可看到 U 盘，如图

8-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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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3 移动设备管理 

系统识别了移动设备后，就如同文件一样操作则可；由于任务栏不显示移动

设备，所以上图中右键设备并【弹出】，则可安全移除移动存储设备。 

8.3 打印机 

打印机设备连接到主机后，系统会自动识别打印机，若不能自动识别，也可

以手动添加，点击【开始菜单】->【所有程序】->【系统管理】->【打印设置】

即可看到详细的配置使用等，我们在第四章——4.3.2 打印设置已有详细介绍，用

户可自行查看详情。 

8.4 扫描仪 

系统自动识别扫描仪设备，当扫描仪设备连接到主机后，点击【开始菜单】

->【所有程序】->【图形】->【扫描易】即可进行扫描仪的相关操作。我们在第

七章——7.3.3 扫描易已有详细介绍，用户可自行查看该内容。 

8.5 投影仪 

8.6 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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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终端介绍以及常用命令 

9.1 终端启动 

终端即控制台，是用户与内核交互的平台，通过输入指令来控制内核完成任

务操作。 

打开终端的方式有很有多，常用的主要有鼠标右键点击桌面或者文件夹的空

白处，选择打开终端，如下图 9-1 和图 9-2 所示；也可以从桌面【开始菜单】->

【所有程序】->【系统工具】处选择终端，如下 30 图 9-3 所示；也可以使用快

捷键 Ctrl+Alt+T 打开终端。 

 

图 9-1 在桌面打开终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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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2 在目录中打开终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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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3 在开始菜单打开终端 

9.2 Shell 介绍 

Shell 是一个程序，它在用户和操作系统之间提供了一个面向行的可交互接

口。Shell 交互式解释和执行用户输入的命令或者自动地解释和执行预先设定好

的一连串的命令；作为程序设计语言，它定义了各种变量和参数，并提供了许多

在高级语言中才具有的控制结构，包括循环和分支。Shell 基本上是一个命令解

释器。 

我们在终端上运行的命令大都是 Shell 命令。本章我们将详细介绍终端上的

常用命令等。 

9.3 系统帮助命令 

Shell 命令可以分为内建命令和外部命令，需要获取命令的相关帮助时，需

要清楚该命令是内建命令还是外部命令，用命令 type command 可以查看命令是

内建命令还是外部命令，例如 type cd。 

对于内建命令，可以使用命令 help command 来查看命令帮助。例如 help 

cd，如下图 9-4 所示。 

对于外部命令，则可以使用命令 command --help 来查看命令帮助。例如 ip 

--help，如下图 9-5 所示。 

对于任意命令，还有一个更加全面、更加详细的帮助命令就是 man 命令，

使用方法为 man command，例如 man man，如下图 9-6 所示。man 是一个强大

的帮助命令，提供在线获取帮助手册的功能。通过 man 指令可以查看 Linux 中的

指令帮助、配置文件帮助和编程帮助等信息。 

 

另外还有一个帮助命令为 info command，该命令主要为获取作者、版本，

发布时间等更详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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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4 help 获取内建命令帮助 

 

图 9-5 --help 选项获取外部命令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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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6 man 获取更加详细的帮助信息 

9.4 用户管理命令 

用户管理功能主要分为：添加用户、删除用户、修改用户、添加用户组、修

改用户组、删除用户组。 

 添加用户 

useradd 命令用于 Linux 中创建的新的系统用户。useradd 可用来建立用户帐

号。帐号建好之后，再用 passwd 设定帐号的密码。如下例： 

 添加用户 newuser： 

# useradd newuser  

 创建新用户的同时指定组，-g 为主要组，-G 为次要组： 

# useradd –g staff newuser –G company，employees 

 创建用户目录：  

# useradd ‐m newuser 

 在创建用户时指定 ID，一般指定 ID 号需要大于 500： 

#useradd newuser -u 666 

 创建用户时指定用户登录后使用的 shell： 

# useradd ‐m ‐s /bin/bash newus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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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执行 less /etc/passwd 命令，可以查看新增加用户 newuser 的信息。 

 修改用户 

usermod 命令用于修改用户的基本信息。如下例： 

 修改 testuser 的用户名为 newuser： 

# usermod ‐l newuser testuser  

 将 newuser 添加到组 staff 中： 

# usermod -G staff newuser 

 锁定账号 newuser： 

# usermod -L newuser 

 解锁帐号 newuser： 

# usermod -U newuser 

 删除用户 

userdel 命令用于删除给定的用户，以及与用户相关的文件。若不加选项，

则仅删除用户帐号，而不删除相关文件。 

 只删除 newuser 用户帐号： 

# userdel newuser  

 同时删除用户目录及其它相关文件： 

# userdel ‐r newuser  

 添加用户组 

groupadd 命令用于创建一个新的工作组，新工作组的信息将被添加到系统

文件中。 

 添加用户组 newgroup： 

# groupadd newgroup  

 创建用户 newuser 并添加到 newgroup 组： 

# useradd ‐m ‐g test newuser 

 修改用户组 

groupmod 命令用于更改群组识别码或名称。 

 修改 testgroup 的用户组为 newgroup： 

# groupmod ‐n newgroup testgroup  

 删除用户组 



 120 

groupdel 命令用于删除指定的工作组，本命令要修改的系统文件包括

/ect/group 和/ect/gshadow。若该群组中仍包括某些用户，则必须先删除这些用

户后，方能删除群组。 

执行 groupdel newgroup 命令，将删除用户组 newgroup 相关信息。 

 

9.5 文件管理命令 

文件管理命令包括文件与目录管理、磁盘与文件系统管理、文件权限管理、

文件的压缩与打包管理等。本章主要介绍基本文件管理相关的命令，所有命令均

以 root 用户身份运行。 

 cd 命令 

cd 命令用来切换工作目录。用法为 cd DirName，DirName 可为绝对路径或相

对路径。如下例： 

 切换到根目录：  

# cd  / 

 执行 切换到上级目录： 

# cd .. 

 切换到 home 目录： 

# cd ~  

 切换到指定目录： 

# cd /e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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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7 cd 命令 

说明：路径可以是绝对路径或相对路径，绝对路径从 / (根目录) 开始,然后

指定到所需的目录；相对路径从当前目录开始。 

 pwd 命令 

pwd 命令以绝对路径的方式显示用户当前工作目录。命令将当前目录的全路

径名称（从根目录）写入标准输出。全部目录使用/分隔。 

执行 pwd 命令，即可在终端显示当前工作目录。 

 ls 命令 

ls 命令用来显示目标列表，在 Linux 中是使用率很高的命令。ls 命令的输出

结果会根据文件的类似不同来显示不同的颜色。 

 显示当前目录下的非隐藏文件及目录： 

# ls 

 显示当前目录下包括非隐藏文件的所有文件及目录列表： 

# ls -a  

 输出长格式列表，可显示文件及目录的权限、大小、修改时间、所属用

户及群组等： 

# ls -l 

 显示递归文件： 

# ls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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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kdir 命令 

mkdir dirname 命令用来创建目录。该命令创建由 dirname 命名的目录。如

果在目录名的前面没有加任何路径名，则在当前目录下创建由 dirname 指定的目

录；如果给出了一个已经存在的路径，将会在该目录下创建一个指定的目录。在

创建目录时，应保证新建的目录与它所在目录下的文件没有重名。 

 在/usr 目录下创建 test 文件夹，-m 选项用于设定文件的读写执行权限： 

# mkdir -m 755 /usr/test 

 递归创建目录，目录不存在时自动生成目录路径： 

# mkdir -p /usr/test/test1/test2/test3 

 rm 命令 

rm 命令可以删除一个目录中的一个或多个文件或目录，也可以将某个目录

及其下属的所有文件及其子目录均删除掉。对于链接文件，只是删除整个链接文

件，而原有文件保持不变。 

命令选项： 

-d：直接把欲删除的目录的硬连接数据删除成 0，删除该目录；  

-f：强制删除文件或目录；  

-i：删除已有文件或目录之前先询问用户；  

-r / -R：递归处理，将指定目录下的所有文件与子目录一并处理；  

--preserve-root：不对根目录进行递归操作；  

-v：显示指令的详细执行过程。 

例如：执行 rm -r * 命令将删除当前目录下的所有文件及子目录。 

注意：使用 rm 命令要格外小心，要注意与通配符的使用。因为一旦删除了

一个文件，就无法再恢复它。特别是 rm -r * 命令。 

 cp 命令 

cp 命令用来将一个或多个源文件或者目录复制到指定的目的文件或目录。

它可以将单个源文件复制成一个指定文件名的具体的文件或一个已经存在的目

录下。cp 命令还支持同时复制多个文件，当一次复制多个文件时，目标文件参

数必须是一个已经存在的目录，否则将出现错误。 

 将文件 file 复制到/usr/tmp 下，并改名为 file1： 

# cp file /usr/tmp/file1 

 将目录/usr/lib 下的全部文件以及子目录复制到/usr/tmp 中： 

# cp -r /usr/lib /usr/t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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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v 命令 

mv 命令用来对文件或目录重新命名，或者将文件从一个目录移到另一个目

录中。 

 将文件 test 改名为 new： 

# mv test new 

 将/usr/tmp 下的所有文件全部移到当前目录（.表示当前目录）： 

# mv /usr/tmp/* . 

 more 命令 

more 命令是一个基于 vi 编辑器文本过滤器，它以全屏幕的方式按页显示文

本文件的内容，支持 vi 中的关键字定位操作。命令选项如下所示： 

-<数字>：指定每屏显示的行数；  

-d：显示“[press space to continue,'q' to quit.]”和“[Press 'h' for instructions]”；  

-c：不进行滚屏操作。每次刷新这个屏幕；  

-s：将多个空行压缩成一行显示；  

-u：禁止下划线；  

+<数字>：从指定数字的行开始显示。 

例如： 

 显示文件 file 的内容，每 10 行显示一次，而且在显示之前先清屏： 

# more -c -10 file 

 显示文件 file 的内容，并且在屏幕的最下方显示阅读进度百分比： 

# more -d file 

 less 命令 

less 命令的作用与 more 十分相似，都可以用来浏览文字档案的内容，不同

的是 less 命令允许用户向前或向后浏览文件，而 more 命令只能向前浏览。命令

选项如下： 

-e：文件内容显示完毕后，自动退出；  

-f：强制显示文件；  

-g：不加亮显示搜索到的所有关键词，仅显示当前显示的关键字，以提高显

示速度；  

-l：搜索时忽略大小写的差异；  

-N：每一行行首显示行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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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将连续多个空行压缩成一行显示；  

-S：在单行显示较长的内容，而不换行显示；  

-x<数字>：将 TAB 字符显示为指定个数的空格字符。 

 cat 命令 

cat 命令连接文件并打印到标准输出设备上，cat 经常用来显示文件的内容。 

 在屏幕上显示文件 namel 的内容： 

# cat name1 

 同时显示文件 namel 和 name2 的内容： 

# cat name1 name2 

将文件 namel 和 name2 合并后放入文件 file 中: 

# cat name1 name2 > file 

 head 命令 

head 命令用于显示文件的开头的内容。在默认情况下，head 命令显示文件

的头 10 行内容。命令选项如下： 

-n<数字>：指定显示头部内容的行数；  

-c<字符数>：指定显示头部内容的字符数；  

-v：总是显示文件名的头信息；  

-q：不显示文件名的头信息。 

 

 tail 命令 

tail 命令与 head 命令类似。tail 命令用于输入文件中的尾部内容。tail 命令默

认在屏幕上显示指定文件的末尾 10 行。常用命令选项如下：  

-c 或 --bytes=：输出文件尾部的 N（N 为整数）个字节内容；  

-f 或 --follow：显示文件最新追加的内容。“name”表示以文件名的方式监视

文件的变化。“-f”与“-fdescriptor”等效；  

-F：与选项“-follow=name”和“--retry"连用时功能相同；  

-n 或 --line=：输出文件的尾部 N（N 位数字）行内容。   

-q 或 --quiet 或 --silent：当有多个文件参数时，不输出各个文件名；  

-s<秒数> 或 -sleep-interal=<秒数>：与“-f”选项连用，指定监视文件变化时间

隔的秒数；  

-v 或 --verbose：当有多个文件参数时，总是输出各个文件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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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lp：显示指令的帮助信息；  

--version：显示指令的版本信息。 

 file 命令 

file 命令用来探测给定文件的类型。如下例： 

显示 config.log 文件类型: 

# file config.log 

提示：当某一文件为符号链接文件时，file 命令还能指出该文件指向哪个文

件。 

 chmod 命令 

chmod 命令用来变更文件或目录的权限。 

要学习 chmod 命令，就得先认识 Linux 文件和目录权限。文件或目录权限的

控制分别以读取、写入、执行 3 种一般权限来区分，权限又分为拥有者权限、群

组权限和其他人权限，符号代表分别是 u、g、o。读取、写入、执行分别用 r、w、

x 表示，代表值分别为 4、2、1，如 rwxr-xr-x 表示文件或者目录所有者拥有读写

和执行权限，所属群组和其他人只拥有读和执行权限，755 代表了同样的意思。

命令格式一般如下： 

设置 file 文件权限为所有者可以执行，所属群组可以写入: 

# chmod u+x,g+w file 

等效于第一条命令，文件默认权限为 rw-r--r--，目录默认权限为 rwxr-xr-x: 

# chmod u=rwx,g=rw,o=r file 

等效于上面的命令： 

# chmod 764 file 

 find 命令 

find 命令用来在指定目录下查找文件。命令常用格式如下： 

列出当前目录及子目录下所有文件和文件夹： 

# find .  

查找/home/user 目录和子目录下所有以.txt 结尾的文件： 

# find /home/user -name “*.txt” 

查找当前目录和子目录下所有权限为 755 的文件： 

# find . -perm 755 -print 

查找当前目录和子目录下大小超过 100M 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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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nd . -type f -size +100M 

查找当前目录和子目录下被访问已超过七天的所有文件： 

# find . -type f -atime +7 

更多 find 相关命令可以使用 man find 命令来查看。 

 df 命令 

df 命令用于显示磁盘分区上的可使用的磁盘空间。默认显示单位为 KB。可

以利用该命令来获取硬盘被占用了多少空间，目前还剩下多少空间等信息。常用

命令格式如下： 

查看系统磁盘设备，默认是 KB 为单位： 

# df 

查看系统磁盘设备，默认是 KB 为单位，可读性更高： 

# df -h 

查看全部文件系统： 

# df -a 

 

 

 

 

 du 命令 

du 命令也是查看使用空间的，但是与 df 命令不同的是 Linux du 命令是对文

件和目录磁盘使用的空间的查看，还是和 df 命令有一些区别的。常用格式如下： 

显示目录或者文件所占空间： 

# du 

只显示总和的大小： 

# du -s 

 stat 命令 

stat 命令用于显示文件的状态信息。stat 命令的输出信息比 ls 命令的输出信

息要更详细。命令参数为： 

-L：支持符号连接；  

-f：显示文件系统状态而非文件状态；  

-t：以简洁方式输出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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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lp：显示指令的帮助信息；  

--version：显示指令的版本信息。 

 tar 命令 

tar 命令可以为 linux 的文件和目录创建档案。tar 命令可以把多个文件打

包成一个文件，然后再用压缩工具进行压缩。 

仅打包，不压缩： 

# tar -cvf file.tar file1 file2 file3 

打包后，以 gzip 压缩： 

# tar -zcvf file.tar.gz file1 file2 file3 

打包后，以 bzip2 压缩： 

# tar -jcvf file.tar.bz2 file1 file2 file3 

将.tar.gz 包解压缩： 

# tar -zxvf /home/user/test/file.tar.gz 

解压 tar 包： 

# tar -xvf file.tar 

解压 tar.gz 包： 

# tar -xzvf file.tar.gz  

解压 tar.bz2 包： 

# tar -xjvf file.tar.bz2 

更多命令参数可以使用 man tar 查看。 

 gzip 命令 

区别于 tar 打包，gzip 命令用来压缩文件。gzip 是个使用广泛的压缩程序，

文件经它压缩过后，其名称后面会多处“.gz”扩展名。 

把目录下每个文件分别压缩成一个.gz 压缩包： 

# gzip * 

把上面压缩的文件解压出来，并列出详细信息： 

# gzip -dv * 

递归的压缩 test 目录下的所有文件： 

# gzip -rv test 

递归的解压 test 目录下的所有.gz 压缩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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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zip -dr test 

9.6 任务管理命令 

任务管理命令主要为系统管理，包括进程的查看、管理等相关的命令，本章

将对此进行讲解。 

 ps 命令 

ps 命令用于报告当前系统的进程状态。可以搭配 kill 指令随时中断、删除不

必要的程序。ps 命令是最基本同时也是非常强大的进程查看命令，使用该命令

可以确定有哪些进程正在运行和运行的状态、进程是否结束、进程有没有僵死、

哪些进程占用了过多的资源等。 

由于 ps 命令参数非常繁多，这里将不再一一列出，常用 ps a 查看终端下所

有程序，ps -A 可以查看所有进程。使用 man ps 命令可以查看更多信息。 

 kill 命令 

kill 命令用来删除执行中的程序或工作，一般与 ps 命令搭配使用，使用 ps

命令查看进程 ID 后，使用 kill ID 形式即可杀死进程。 

 fg/bg 命令 

fg 命令一般与 bg 命令搭配使用，bg 命令用于将作业放到后台运行，使前台

可以执行其他任务；而 fg 命令用于将后台作业（在后台运行的或者在后台挂起

的作业）放到前台终端运行。 

将任务号为 1 的任务放到后台执行： 

# bg 1 

将任务号为 1 的任务放到前台执行： 

# fg 1 

 nohup 命令 

nohup 命令可以将程序以忽略挂起信号的方式运行起来，被运行的程序的输

出信息将不会显示到终端。一般格式为 nohup command &，例如： 

# nohup /root/start.sh & 

 crontab 命令 

crontab 命令被用来提交和管理用户的需要周期性执行的任务，与 windows

下的计划任务类似，当安装完成操作系统后，默认会安装此服务工具，并且会自

动启动 crond 进程，crond 进程每分钟会定期检查是否有要执行的任务，如果有

要执行的任务，则自动执行该任务。 

crontab 的配置文件为/etc/crontab。crontab 文件的含义：用户所建立的

crontab 文件中，每一行都代表一项任务，每行的每个字段代表一项设置，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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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式共分为六个字段，前五段是时间设定段，第六段是要执行的命令段，格式如

下： 

minute hour day month week command 顺序：分 时 日 月 周 

0 6 1,15,25 * * /etc/init.d/smb restart 每月 1、15、25 日的 6 : 00 重启 smb 服

务。 

* */1 * * * /etc/init.d/smb restart 每一小时重启一次 smb。 

启动 crond 服务： 

# systemctl start crond.service 

 

9.7 环境变量命令 

NewStart 桌面操作系统中常用的环境变量有 PATH、HOME、LOGNAME 等。 

 PATH 指定命令的搜索路径；  

 HOME 指定的是当前用户主目录；  

 LOGNAME 指定的是当前用户的登录名；  

提示：除了以上常见的环境变量，部分应用程序在安装时也需要增加环境变

量才能生效，比如 Java 使用的环境变量：JAVA_HOME 和 CLASSPATH 等。 

用户可以执行 env 或 export 命令来查看当前用户具有哪些环境变量。 

当前用户的环境变量配置文件主要有.bashrc 和.profile，~/.profile 可以设定

本用户专有的路径、环境变量等，它只能登入的时候执行一次；~/.bashrc 也是某

用户专有设定文档，可以设定路径，命令别名，每次 shell 脚本的执行都会使用

它一次。简单的说，.profile 只在会话开始时被读取一次，而.bashrc 则每次打开

新的终端时，都会被读取。 

 env 命令 

执行 env 命令可以显示当前用户的环境变量，还可以在指定环境变量下执

行其他命令。  

#env -i NAME1=VALUE1 NAME2=VALUE2<command-line> 

使用指定的环境变量执行命令行<command-line>。 

1. 显示所有的环境变量，执行 env 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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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8 env 命令 

 export 命令  

export 命令用于设置或显示环境变量，在 shell 中执行程序时，提供一组

环境变量。export 可以新增，修改或删除环境变量，作为后续执行的程序使用。 

export[-fnp][变量名称]=[变量设置值] 

命令选项： 

 -f 代表[变量名称]中为函数名称。  

 -n 删除指定的变量。变量实际上并未删除，只是不会输出到后续指令

的执行环境中。  

 -p 列出所有的 shell 赋予程序的环境变量。 

 

例如:配置 Qt，设置环境变 QTDIR、LD_LIBRARY_PATH 和 PATH： 

# export QTDIR=/opt/Qt5.6.2/5.6/gcc_64 

# exportLD_LIBRARY_PATH=/opt/Qt5.6.2/5.6/gcc_64/lib:$LD_LIBRARY_PATH 

# export PATH=/opt/Qt5.6.2/5.6/gcc_64/bin:$PA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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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th 命令  

path 决定了 shell 将到哪些目录中寻找命令或程序，path 的值是一系列目

录，当用户运行一个程序时，系统会在这些目录下进行搜寻编译链接。  

PATH=$PATH:<PATH1>:<PATH2>:------:<PATHN> 

可以用户添加指定的路径，中间用冒号隔开。  

1．安装一个新的命令在/usr/local/apache/bin 目录下。  

2．通过修改.bashrc 文件来设置环境变量，赋予某个用户权限使用此环境变

量。 

3．在 终 端 界 面 ， 执 行 vi 命 令 在 .bashrc 文 件 末 尾 加 入 

exportPATH=$PATH:/usr/local/apache/bin 命令。 

4．保存并退出文件，执行 source.bashrc 命令让其环境变量生效。 

5．如果要让所有用户可用这个环境变量，则以上第 2、3 步的修改和生效文

件由.bashrc 改为/etc/profile。 

提示：如 果 环 境 变 量 作 为 临 时 使 用 ， 还 可 以 直 接 在 终 端 界 

面 上 直 接 执 行 export PATH=$PATH:/usr/local/apache/bin 命令。 

9.8 网络管理命令 

9.8.1 配置网络 

在 NewStart 桌面操作系统中，一般使用配置网络接口的命令行工具： 

ifconfig、ifup、ifdown。  

 ifconfig 命 令   

管理员用户可以使用 ifconfig 命令查看网络设备状态信息以及对网络接口

进行配置。 

关闭网络接口 eth0： 

# ifconfigeth0 d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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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全部当前有效的接口信息： 

# ifconfig -a 

设置网络接口 eth0 的 ip 地址： 

# ifconfigeth0 192.168.17.123 netmask255.255.255.0  

 ifup 命 令   

管理员用户可以使用 ifup 命令激活一个指定的网络接口。 

激活网络接口 eth0： 

# ifupeth0 

 ifdown 命 令   

管理员用户可以使用 ifdown 命令关闭一个指定网络接口。 

关闭网络接口 eth0： 

# ifdown eth0 

9.8.2 管理 IP  

MewStart 操作系统中，一般使用管理 IP 的命令行工具:ip、dhclient、route。 

 ip 命 令   

ip 命令用来显示或操纵 Linux 主机的路由、网络设备、策略路由和隧道，

是 Linux 下较新的功能强大的网络配置工具。  

显示详细的设备信息： 

# ip -s link list 

显示核心路由表： 

# ip route list 

 dhclient 命 令   

dhclient 表示通过 dhcp 协议配置本机的网络接口。  

指定 dhclient 支持 ipv4 协议： 

# dhclient -4 eth0 

释放当前 IP： 



 133 

# dhclient -r 

 route 命 令   

 使用 route 显示或操作 ip 路由表。  

添加或设置网关: 

# route add -net 192.168.17.1 netmask 255.255.255.0 dev eth0  

 

删除路由记录: 

# route del -net 192.168.17.1 netmask 255.255.255.0 

9.8.3 网络诊断 

 ping 命 令 

ping 命令是常用的网络命令，它通常用来测试与目标主机的连通性。 

ping 本机网络状态: 

# ping 127.0.0.1 

ping 广播地址: 

# ping -b 192.168.17.255 

每 0.25 秒发送一次网络封装包并限制发送 20 次: 

# ping -i 0.25 -c 20 192.168.17.173 

 traceroute 命 令   

traceroute 主要用于追踪网络数据包的路由途径，本系统默认值 30 hops max, 

60 byte packets，用户可自定义。  

更新网站数据包： 

# traceroute www.gd-linux.com 

设置跳数最大为 4： 

# traceroute -m 4 www.gd-linux.com 

使用探测包的 UDP 端口为 8888： 

# traceroute -p 8888 www.gd-linux.com 

把探测包的个数设置为 4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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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aceroute  -q  4  www.gd-linux.com 

绕过正常的路由表，直接发送到网络相连的主机： 

# traceroute  -r   www.gd-linux.com 

9.8.4 域名管理 

在 NewStart 操作系统中，一般使用管理域名的命令行工具:host、nslookup。

  

 host 命 令   

host 命令是常用的分析域名查询工具，可以用来测试域名系统工作是否正

常。 

主机名与网际地址的相互转换，执行 host [主机名|网际地址]： 

# host www.gd-linux.com 

显示主机的地址所有信息： 

# host -a www.gd-linux.com 

 nslookup 命 令   

nslookup 是一个用于查询 Internet 域名信息或诊断 DNS 服务器问题的工

具。主要用来诊断域名系统的基础信息。  

查询本机 DNS、网站域名信息: 

# nslookup www.gd-linux.com 

9.8.5 网络状态 

 netstat 命令 

在 NewStart 桌面操作系统中，一般通过 netstat 命令来查看网络连接状态，

当设置不同命令参数时，可以显示网络连接状态、路由表、接口状态、无效连接

和多播成员。 

netstat  -[atulnir] 

参数选项 

 -a (all)显示所有选项，默认不显示 LISTEN 相关 

 -t (tcp)仅显示 tcp 相关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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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 (udp)仅显示 udp 相关选项 

 -n 拒绝显示别名，能显示数字的全部转化成数字。 

 -l 仅列出有在 Listen (监听) 的服務状态 

 -i 显示网卡列表 

 -r 显示路由信息，路由表 

提示：LISTEN 和 LISTENING 的状态只有用-a 或者-l 才能看到 

9.8.6 网络工具  

ncat - Concatenate and redirect sockets(简称 nc)是一个可读写 TCP 或 UDP 

网络连接。它被设计成一个可靠的后端工具，能被其它的程序或脚本直接地调用，

也是一个功能丰富的网络调试和开发工具。NewStart 桌面系统没有默认安装 nc

命令，使用 nc 命令需要安装 nmap-ncat。 

从 server1 服务器上远程拷贝 test1.txt 文件到 server2 (ip :192.168.17.173)

服务器上 testfile 目录，拷贝过来的文件命名可以不一样。 

1.在 server2 服务器上激活监听： 

# nc -l -p 8888 > testfile/test.txt  

2.在 server1 服务器上执行： 

# nc 192.168.17.173 8888 < test1.txt 

9.8.7 网络下载  

在 NewStart 桌面操作系统中，一般使用网络下载的命令行工具:curl。 

 curl 命 令 

curl 是开源文件传输工具，它支持文件的上传和下载。  

将网站内容显示在终端屏幕上： 

# curlwww.gd-linux.com 

将网站页面内容抓取并保存在文件中： 

# curlwww.gd-linux.com>webPage.html 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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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url -o webPage.html www.gd-linux.com 

9.8.8 系统和服务管理平台 

在 NewStart 桌面操作系统，系统和服务管理平台默认使用 systemd。 

systemd 是 Linux 操作系统下的一个中央化系统及设置管理程序，包含守护

进程、程序库以及应用软件。其目标是为了提供更优秀的框架来表示系统服务间

的依赖关系，并依此实现系统初始化时服务的并行启动，同时达到降低 Shell 的

系统开销。  

systemd 控 制 单 元 systemd 中常见配置单元及其含义详细说明如下。  

注意：每个配置单元都有一个对应的配置文件，系统管理员的任务就是编写和维

护这些不同的配置文件，比如一个 MySQL 服务对应一个 mysql.service 文件。 

 systemctl 常用命令   

systemctl 是一个 systemd 工具，主要负责控制 systemd 系统和服务管理

器。  

检查你的系统中是否安装有 systemd 并确定当前安装的版本： 

# systemctl --version 或 

# systemctl --v 

列出所有可用单元： 

# systemctl list-unit-files 

列出所有运行中单元： 

# systemctllist-units 

列出所有失败单元： 

# systemctl --failed 

运行指定的服务 NAME： 

# systemctl start NAME 

关闭指定服务 NAME： 

# systemctl stop NAME 

重启指定服务 NAME： 

# systemctl restart NAME 

设置服务 NAME 自动开： 

# systemctl enable 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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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服务 NAME 不自动开启： 

# systemctl disabled NAME 

查看指定服务 NAME 状态： 

# systemctl status NAME 

9.9 软件管理命令 

在 NewStart 操作系统中，对软件包进行管理使用的命令行工具：yum。 

 9.9.1 yum 命令 

yum 是一个简单的软件包下载和安装的命令行接口。 

用法: yum [选项] 命令 

常用选项： 

 -y, --assumeyes 回答全部问题为是 

 -q, --quiet         静默执行 

 -v, --verbose       详尽的操作过程 

常用命令： 

向系统中安装一个或多个软件包 NAME： 

# yum install NAME 

从系统中移除一个或多个软件包 NAME： 

# yum erase NAME 或 

# yum remove NAME 

降级软件包 NAME： 

# yum downgrade NAME 

更新软件包同时考虑软件包取代关系： 

# yum upgrade NAME 

删除所有缓存数据： 

# yum clean all 

创建元数据缓存： 

# yum makecac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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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2 whereis 命令 

在 NewStart 桌面操作系统中，使用 wheris 命令命令只能用于程序名的搜

索，而且只搜索二进制文件（参数-b）、man 说明文件（参数-m）和源代码文件

（参数-s）。如果省略参数，则返回所有信息。 

用法：whereis [选项] <文件> 

常用选项： 

 -b   只搜索二进制文件 

 -m   只搜索 man 手册 

 -s   只搜索源代码 

 -l   输出# yum makecache 

 有效查找路径 

 

图 9-9 whereis 命令 

提示：tomcat 没安装，找不出来；httpd 安装，找出了许多相关文件。 

 

图 9-10  

 9.9.3 which 命令 

在 NewStart 桌面操作系统中，使用 which 命令可以查看可执行文件的位置。

  

用法: which [选项] [--] 命令 [...] 

-a 是常用的 options，找出符合路径的所有可执行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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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查找 ifconfig 可执行文件的位置： 

# which - aifconfig 

 9.9.4 配置软件源  

NewStart 桌面操作系统的软件源配置文件路径为：/etc/yum.repos.d/softwar

ecenter.repo，一般用户不用修改其配置。若要修改，可以通过软件中心的设置

更改，或按照以下步骤执行命令： 

1. 在终端界面，执行 vi /etc/yum.repos.d/softwarecenter.repo 命令。 

2. 对软件源配置文件进行添加或修改。  

3. 编辑完成后保存退出，然后执行命令 yum clean，再执行 yum makecache，

使其新的软件源生效。 

9.10 gcc 编译 

gcc（GNU project C and C++ compiler）是 Linux 下最主要的编译工具，功能强

大、结构灵活，可以用来编译 C/C++、FORTRAN、JAVA、OBJC、ADA 等语言的程序，

可根据需要选择安装支持的语言。 

用法：gcc [选项] 文件名... 

常用选项： 

 --version         显示编译器版本信息 

 -E                仅作预处理，不进行编译、汇编和链接 

 -S                编译到汇编语言，不进行汇编和链接 

 -c                 编译、汇编到目标代码，不进行链接 

 -o <文件>         输出到 <文件> 

 -Wall         显示附加的警告信息 

 -Werror            将所有警告当成错误 

 -g           显示错误信息以便调试（调试标记） 

 -O 使用编译优化编译程序。级别可为 1~3，级别越大优化效果越好，但

编译时间越长 

 -fPIC    表示编译为位置独立的代码，达到真正代码段共享

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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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ared  指定生成动态连接库，不用该标志外部程序无法连接 

 -L       链接依赖库 

gcc 的编译过程分为四个过程，即预处理、编译、汇编和连接。例如，编译

文件 test.c,那么整个过程如下： 

1. 预处理： 

# gcc -E test.c -o test.i 或 

# gcc -E test.c 

2. 编译： 

# gcc -S test.i -o test.s 

3. 汇编： 

# gcc -c test.s -o test.o 

4. 链接： 

# gcc test.o -o test 

5. 将 test.o 文件生成静态库： 

# ar -rv libtest.a test.o 

6. 将 test.c 文件生成一个动态库： 

# gcc -fPIC -shared -o libtest.so test.c 

9.11 src.rpm 源码包的编译 

.src.rpm 结尾的文件是由软件的源代码包装而成的，我们称它作源码包。.rpm

结尾的文件则是由源码包经过编译，再由编译过的文件包装而成，我们称它作二

进制包。二进制包安装容易，但缺乏灵活性，不能在另外的平台或环境下正确执

行；而源码包则能很好的解决这个跨平台的问题。 

要进行源码包的编译，我们需要做一些初始化的工作。首先安装一些工具：

rpmdevtools 和 yum-utils，安装命令不再论述，具体可查看本章关于 yum 安装 rpm

的命令。安装好工具之后，打开终端切换到家目录，运行 rpmdev-setuptree 创建

源码包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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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我们在 NewStart 桌面系统上以源码包 cpuid-20161114-2.fc25.src.rpm 为

例子讲述源码包的编译安装。 

1. 在 源 码 包 的 位 置 下 打 开 终 端 ， 执 行 rpmbuild --rebuild --clean 

cpuid-20161114-2.fc25.src.rpm 命令尝试重建译源码包。 

2. 若是第一步操作失败，可执行 yum-builddep ./cpuid-20161114-2.fc25.src.

rpm 命令，这样可以在终端输出的最后看到安装该软件需要的依赖，把依赖安装

好就可以安装该软件了。 

3. 在终打开目录 /root/rpmbuild/RPMS/x86_64，会看到目录下有 rpm 包，

执行# yum install ./cpuid-20161114-2.nsdl21.x86_64.rpm 命令，完成安装。 

9.12 内核编译 

内核编译可以让用户更换系统内核，使用最新内核的新特性，定制自己想要

的系统等。用户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需要来选择了解此内容。下面我们将分步骤

演示内核的编译过程。 

1.要进行内核编译，我们首先需要下载最新稳定的内核版本，用户可自行前

往 kernel.org 下载自己想要的内核源代码。 

2.将下载好的压缩包放在 /usr/src/ 目录下，此目录一般为内核代码存放目

录，此处我们下载的源代码是 4.9 版本.tar.xz 格式的压缩包，解压步骤为 xz -d 

linux-4.9.tar.xz 将.tar.xz 先解压为 tar 包，再运行 tar -xvf linux-4.9.tar 命令将 tar 最

终解压到 linux-4.9 目录。 

3.要成功编译内核，我们还需要用到 ncurses 库，首先到 ncurses 官网下载源

代码并安装 http://ftp.gnu.org/pub/gnu/ncurses/。下载解压后进入到

ncurses 目录，依次运行 ./configuremakemake install 即可安装好 ncurses

库。用户也可以通过终端直接安装 ncurses 依赖库的方法解决依赖关系。 

4.一切准备步骤完成后，就可以进行我们的内核配置编译了。首先进入到内

核目录，运行 make xconfig 即可启动内核配置图形界面，如下图 9-11 所示，

修改后点击 保存退出；或者也可以 make menuconfig 进入菜单式配置界面，

如下图 9-12 所示，方向键切换行，空格键选择是否勾选，完成后按【Save】回

车保存后【Exit】退出即可。 

http://ftp.gnu.org/pub/gnu/ncur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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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11 图形化配置 

 

图 9-12 菜单式配置 

5.配置完成后，就可以进行内核的编译了，使用一条简单的命令 make all -j4 

即可，此过程根据机器性能会花 20～40 分钟，如下图 9-1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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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13 内核编译 

注意：如果编译过程提示致命错误：缺少 openssl/bio.h、openssl/opensslv.h 等类

似错误消息，是系统缺少openssl库引起的，终端运行 yum install openssl-devel 命

令安装该库，重新编译错误便会消失。 

6.编译内核之后就到了安装内核的部分了，主要以下分为几步进行： 

① 安装模板 

在内核目录运行 make modules_install 会创建对应的目录，并把对应的

模块文件拷贝到目录/libs/modules/。 

② 拷贝 bzImage 文件 

bzImage 文件是内核映像文件，是启动内核所必需的，我们应当把它拷

贝到/boot 目录下。 

首先切换到/boot 目录下，新建一个文件夹： 

# mkdir mykernel 

把 bzImage 拷贝到该目录下： 

#cp/usr/src/linux-4.9/arch/x86/boot/bzImage ./mykernel/ 

把 bzImage 命令为一般格式： 

# cd /boot/mykernel 

# mv bzImage vmlinuxz-4.9.0 

③ 制作 initrd 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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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mkinitrd 命令制作 initrd-4.9.0： 

# mkinitrd /boot/mykernel/initrd-4.9.0.img 4.9.0 

④ 修改 grub 启动项 

grub 启动配置文件 grub.cfg 路径为/boot/grub2/，先 cd 到该目录，vim

命令进入编辑： 

# vim grub.cfg 

我们主要修改以下的内容： 

1) 如图 9-14,把 set timeout=0 这一行的 0 改为 5 或者 10 等数字，该项

为设置启动系统时等待选择内核的秒数。 

 

图 9-14  

2) 如图 9-15,找到配置文件方框部分的内容，该内容为内核启动参数的

模板，将这块内容全部复制出来，在下方粘贴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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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15 

3) 如图 9-16,模板前面的内容主要为内核的描述等，用户可根据自身需

要进行修改；我们主要修改下方两个方框的内容： 

将 linux16 /boot/vmlinuxz-4.8.6-201.fc21.x86_64 这一行改为 linux16 

/boot/mykernel/vmlinuxz-4.9.0； 

将  initrd16 /boot/initramfs-4.8.6-201.fc21.x86_64.img 这 一 行 改 为 

initrd16 /boot/mykernel/initrd-4.9.0.img 

修改完成后，:wq 保存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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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16 

以上步骤全部完成后，重新启动系统，成功编译安装内核的话，将会出现如

图 9-17 的启动画面，第二项 NSDL 4.9.0 即为我们新编译的内核，方向键选择回

车即可启动该内核。进入系统，终端输入 uname -r 可以确认系统运行内核的确

为新的 4.9.0，如下图 9-18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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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17 

tar -xvf 

linux-4.9.tar 

图 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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