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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寄语

欢迎来到新一期的FC杂志。

这是2010年的最后一期了。 首先， 一个让大家意外的事情是， Lucas的“虚拟化” 系列的文章推迟
到下月才能与大家见面。 他一直忙于大学的工作， 反正， 他就是这么告诉我的。 为什么大学工作优先

呢， 我不知道。

这个月 ， 我们又有了更多的优秀文章， Greg的“Python编程” 系列将会继续； 我们有一篇关于用

“wubi创建备份” 的文章， 和其他常用的方法有所不同 ； 另外Robin解释了“网址缩短” 以及你如何

把它应用到自己的站点。

如果你曾在桌面上见到过一些显示CPU、 内存或者网络状态的奇特的截屏图片， 想知道它是怎么做

出来的， 可以看看这个月的“决胜命令行” 。 Lucas将解释使用Conky来完成这些任务的一些基础知识

。

上个月的“Top  5” 引来了人们一大堆的邮件， 表示不敢苟同 ， 他们大多数人好像喜欢SpiderOak

， 这是我以前没有用过的东西， 但是我会从一个观察者的角度写一篇评论或者How-to， 讲讲如何使用

它， 除非某个SpiderOak用户想在我之前就写一篇。 如果这样， 他/她可以按照下面的地址给我一封邮
件。

还有， 不要忘记去播客看看。 在我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12月中旬 ） ， Robin已经快完成一集新播
客了 ， 它的“副播客” 刚刚上传到网站上。 来看看这个链接http: //fullcirclemagazine. org上那些

不错的OGG/MP3播客吧。

记着， 如果你有一些提供给FCM的文章请发邮件到 ： articles@fullcirclemagazine. org， 因为我们积

累的文章已经减少了。

2011最好的祝福， 保持联系！

Ronnie

ronnie@fullcirclemagazine. org

本杂志基于以下软件创建：

Full Circle播客

每两周播出一期， 每期内

容涵盖Ubuntu新闻、 观点、 评
测、 采访和听众反馈等全部信

息。 最新开通了“副播客” ，
这个额外（不定期） 的简短博
客将成为主播客的一个分支。
这里将会收录主播客中不会收

录的所有有关通用技术和非Ub

untu的内容。

主持人：
Robin Catl ing
Ed Hewitt
Dave Wilkins

mailto:ronnie@fullcirclemagazine.org
mailto:articles@fullcirclemagazine.org
http://fullcirclemagazine.org
mailto:ronnie@fullcirclemagazine.org
http://www.scribus.net
http://www.gimp.org
http://www.openoffice.org
http://creativecommons.org/
http://fullcirclemagazine.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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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mble独立游戏包第2季最
终业绩出炉

第二季的Humble独立游戏包的官

方发售已经结束了 ， 从任何方面来看
， 这都完全可以称得上一次成功。

Humble独立游戏包2在过去的几天

里已经成为了头条新闻， 这里面有各
种不同原因。 它来自于Steam平台。
它超过了上一季游戏包的总销售量。
原本的游戏包也根据协议一并提供。
现在， 这次销售额的最终数字发布了

。

这次销售总额达到了180万美元。
游戏包销售了232849次， 平均价格为

7. 83美元， Linux用户每次购买支付

的金额最高， 最后的平均单价为13. 7

6美元。 Mac用户支付的平均单价为9.

26美元， 而Windows用户为6. 67美元

。 游戏包的主页也记录下了最大订单

和最高支付金额， 为6132. 96美元（
之前， notch——《Minecraft》 背后
的开发者——以2000美元的订单占据

了这个宝座） 。

目前还没有有关这些钱如何在相

关的各个小组之间分配的消息。 当问
到EFF收到了多少钱的时候， 开发《
复仇格斗兔》 的Jeff  Rosen称最终的

数字尚在计算中。

LINUX新闻
俄罗斯最新的五年计划要
求向Linux转移

俄罗斯总理弗拉基米尔 ·普京已经

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 要求俄罗斯政

府从2012年2Q（第二季度） 开始从类

似Windows这样的专有操作系统转移
到Linux上。 这次转移是直到2015年

完成向自由软件转移的五年计划的一

部分。

俄罗斯有许多使用Windows的用户

。 不说大部分吧， 至少有不少在俄罗

斯使用的Windows是盗版的。 不过根
据实际情况， 有理由认为这次行动依

然会成为微软的一次重大经济损失，
特别是在盗版的服务器版本减少的情

况下。

普京的行政命令……会对俄罗斯

所有由联邦预算支持的联邦机构和组
织造成影响。

而且， 这项行政命令要求在2012

年第二季度之前建立起一个Linux发

行版和其它自由操作系统的软件仓库

。 同时， 将会实行在政府和财政机构
中使用Linux和其他自由软件的试点
计划。 这一项目将会包括在2014年第

三季度中。

Full   Circle提醒器——Beta版发布！

我们的成员Robert  Clipsham（mrmonday） 已经发布了Full   Circle提

醒器的首个Beta版本， 这是一款驻留在系统托盘上的小型应用程序， 它不

仅会提示你新一期或新的播客的发布， 还能够设置为帮你自动下载！ 有好
几个人在为FCN开发不同发

行版的安装包。 要了解更多

信息， 请查看FCN的谷歌论
坛： http: //goo. gl/4Ob4

http://goo.gl/4Ob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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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
近在Arch  Linux论坛上我

看到了大量令人感兴趣的
Conky设置的帖子， 于是

我就想到了分享一下我在

我的设置中所用到的一些窍门和技巧
。 本月我只能讲述某一个技巧， 但我

会给你们一些额外的东西去鼓捣一番

。 首先， 告诉还不知道Conky是什么

的人， 它是一个基于文本的系统监视

器， 它可以在你的桌面上显示、 通过
管道输送到Dzen(译注： 一种信息提

示工具)中(在一些平铺式窗口管理器
中很流行)或者让它作为独立的浮动

面板。

默认设置下， Conky有许多选项(

从显示时间和日期到内存或者硬盘使

用量) 。 但是， 它并没有提供显示你

的系统可用的更新数量的方式——鉴
于各种软件包和系统的格式如此繁多

， 这一点也是可以理解的。 因此这里
就要用到Conky的另一项特性了——
可以执行自定义的脚本， 将其输出显

示到Conky本身。 这种命令有两类—
—一种带有刷新间隔(我们将在更新

检查器中用到) ， 还有一种是单次执

行(适用于脚本本身就会循环的情况)

。 所有这些设置都由你的主目录下的

. Conkyrc文件控制。 下面是我所使用

的基本. Conkyrc文件， 供你起步(我

已经去除了所有的自定义脚本——因
为我不准备把它们全部共享出来) ： h

ttp: //fullcirclemagazine. pastebi

n. com/jMDg9kzG

正如你所看到的， 我充分利用了

给Conky选项添加注释的自由 ， 你可

能也注意到了Updates:目前什么都不

会显示。 我将解释我要如何对这一脚

本进行配置， 并让你了解如何立刻让

其生效。 首先， 我想要提前说明 ， 样
例命令并不是最精简的(你可以用sed

和一些正则表达式做到同样的事情)

， 但这是我能想出来的可读性最强的
样例了。 如果你想要练习练习正则表

达式， 你可以用sed替换grep与cut。
脚本如下：

# ! /bin/bash
updateChecker=` apt-get -s
upgrade| grep upgraded, | cut --
delimiter=" " -f1`
echo " $updateChecker"

现在， 我的(updateChecker中的)

命令的原理已经一目了然了。 我先运
行“apt-get  -s  upgrade” ， 观察输
出 ， 然后找出有更新数量的那一行，
在这一行中找出一个特定的单词， 然
后在将其通过管道输入“| grep

upgraded, ” 时再次运行这条命令。
当我确认它能输出正确的行后， 我只
要简单地取用这一行， 将其分割成多

个区域（划界， 意思是根据空格分隔
） ， 并将首个区域（“-f1” ） 显示

出来， 因为这就是我所需要的数字。
接着我再次运行整条命令， 确保它正

常返回了数字， 将其复制到bash脚本

中 ， 然后写上一条echo命令行将其返
回。 如果你想要将它变成非Conky特

定的通用脚本， 你只要在echo行(在$

updateChecker之前)加上“Updates:

” (不带引号) ， 然后删除. Conkyrc文

件中的“Updates: ” 即可。 要让它在
Conky中生效， 你所要做的只是将upd

ate行作如下调整：

${font
Dej aVuSans: bold: size=8}Update
s: $font ${execi 300
/path/to/script}

当然， /path/to/script是你实际
的路径， 而该脚本的属性要设置为可

执行。 将脚本属性设置为可执行， 运
行：

chmod +x /path/to/script

我往往会在终端中运行一遍脚本
做最后检查， 确保它正常运行， 但这
次你可以安全地跳过这一步(不论如

何， Conky都会让你知道它是否正常
工作的！ ) 。

我希望这个样例能让一些新的用

户发现命令行并不总是丑陋的黑白文
字， 它也能给你的图形设置添加一些

东西。 如果你们中有人对移除额外内

核(保留2个最常用的)的Bash脚本感

兴趣， 可以阅读下面的“扩展脚本”
部分。 如果你觉得这很有用或者很有
意思， 我很乐意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
分享更多的脚本。 和往常一样， 如果
你有任何指正、 疑问或者建议， 你可

以给我发邮件， 地址是lswest34@gma

il. com。 请记得在主题中写上“C&C

” 或者“FCM” ， 以便我不会忽略这
封邮件。

扩展脚本：

如果有人想知道内核管理器是用

来做什么的话， 它是给Ubuntu/Windo

ws双启动的电脑编写的， 且Windows

是默认的gurb选项， 也就是说只要内

核更新了就会影响默认设置。 这里我
不是来教新用户如何更新Grub2的，
我只是想在桌面上建立一个脚本的符

号链接， 每当启动列表变长了以后就

需要运行一次该脚本。

我的“内核管理器” ——给觉得
它有点意思的朋友们(也可以在Conky

中使用 ， 以显示安装的内核数量) ： h

ttp: //fullcirclemagazine. pastebi

n. com/0JzTHjJ1

本程序已经很好地作了注释， 但

我还是要说一下其中的要点：

决胜命令行
作者 Lucas Westermann

http://fullcirclemagazine.pastebin.com/jMDg9kzG
mailto:lswest34@gmail.com
http://fullcirclemagazine.pastebin.com/0JzTHjJ1
mailto:lswest34@gmail.com
mailto:lswest34@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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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检查/usr/src下的目录， 计算有
多少个Linux内核目录。

2、 它接着将实际名称保存在另一个

变量中。

3、 如果其中有（或不到） 4个目录，
则显示“无需动手。 ” ， 然后退出。

4、 否则($folders  >  4)显示有多少

需要删除的内核， 并显示正要删除的
是哪个（这是为了安全起见） 。

5、 在用户了解了情况以后， 询问是
否继续。

6、 如果输入了“y” 则删除内核， 然
后等待三秒确保完成所有输出。

7、 等待用户输入回车退出(否则任何

错误信息都会丢失) 。

8、 如果没有满足任何条件语句， 告
知用户出现了错误。

决胜命令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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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TO
作者 Greg Walters

Python编程——第18部分

在
上一期中 ， 我们创建了一

个非常简单的C/S架构系

统。 这次， 我们将对它做

一些小小的扩展。 这次的
服务器是一个井字过三关的棋盘和检

查器。 而客户端则负责输入输出。

我们从上次的服务器代码开始，
逐步修改它。 如果你没有保存上次的

代码， 那么这次就请访问http: //ful

lcirclemagazine. pastebin. com/Uhq

uVK4N来获取。 第一个改变是在__ini

t__例程中 ， 我们用它来初始化两个

新的变量： self. player和self. game

board。 gameboard是一个简单的储存

着列表的列表或一个基本数组。 我们

可以用以下的方法来访问它(比平铺
的列表更直观) 。 这个列表将保存我

们的数据。 每个单元格有三种可能的

状态。 “-” 代表这个格子是空的，
“X” 代表它被玩家1所占据， “O”
代表它被玩家2所占据。 当我们把它

放在二维空间中 ， 整个列表看上去像

是这样：

[ 0] [ 0] | [ 0] [ 1] | [ 0] [ 2]
[ 1] [ 0] | [ 1] [ 1] | [ 1] [ 2]
[ 2] [ 0] | [ 2] [ 1] | [ 2] [ 2]

从上个月的服务器端代码开始，

在__init__例程中 ， 添加以下几行:

# The next three lines are
new. . .

self. player = 1
self. gameboard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lf. run( )

run、 listen以及servCmd例程都
没有被修改， 所以我们接下来将要重
点关注对procCmd例程所做的改变。

在上一期的文章中 ， 服务器等待
来自客户端的指令， 然后将其传递给
os. popen例程。 这次， 我们将会解析

传入的指令。 我们有三个需要监听的
指令， 它们是“Start” 、 “Move”
以及“GOODBYE” 。 当我们接收到“S

tart” 指令的时候， 服务器应当将棋
盘上的所有格子初始化为“-” ， 然
后把棋盘打印给客户端。

“Move” 指令是个复合指令， 它
包含了指令本身， 以及玩家想要移动

到的位置。 例如“Move  A3” 。 我们

将这个指令解析为三个部分， “move

” 指令自身， 行坐标以及列坐标。 最
后， “GOODBYE” 指令就是将棋盘重
置， 用来进行下一场比赛。

现在， 我们在procCmd例程中接收

到了来自客户端的指令。 然后， 我们

检查指令来确定我们接下来该做什么

。 在procCmd例程中 ， 找到它下面的
第五行， 然后， 在“if  self. proces

singloop: ” 这行后， 将在同一代码

块内的所有代码移除。 现在我们将要

设置我们的指令。 下面列出的是对应

于Start指令的代码：

if self. processingloop:
if cmd == ' Start' :
self. InitGameBoard( )
self. PrintGameBoard(1)

接下来， 让我们着眼于例程中的M

ove部分。 我们首先检查传入的指令
的前四个字符， 看它是否和“Move”
相匹配。 如果它们匹配的话， 我们就

将从位置5开始(由于是从0开始索引

的)将剩下的字符串提取出来， 并将
其赋值给一个名为position的变量。
然后检查它的第一个字符是否是‘ A

’ 、 ‘ B’ 或‘ C’ 中的某一个。 它们

代表了客户端发送的“行” 。 接下来

， 我们提取下一个字符所储存的整型

值， 它代表了我们的“列” 。

下一步， 我们对行值进行一个快

速检测以确保它在合法的位置。

if row < 0 or row > 2:
self. cli. send( ' Invalid

position' )
return

最后， 我们验证那个位置是否为

空(‘–’ ) ， 并且， 如果当前玩家是

1号的话， 我们将一个“X” 放在上面
， 否则我们放置一个“O” 。 然后我
们以一个“O” 为参数来调用PrintGa

meBoard例程：

if self. gameboard[ row] [ col]
== ' -' :

if self. player == 1:
self. gameboard[ row] [ col]

= "X"
else:

self. gameboard[ row] [ col]
= "O"
self. PrintGameBoard(0)

对procCmd例程的修改就到此结束

了。 接下来让我们完成“初始化棋盘

” 这个例程。 它所做的工作是对棋盘

上的每一个位置赋值为“-” ， “-

” 这个值会被move逻辑用来检测一个

位置是否为空。

def InitGameBoard(self) :
self. gameboard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 cmd[ : 4] == ' Move' :
print "MOVE COMMAND"
position = cmd[ 5: ]
if position[ 0] == ' A' :

row = 0
elif position[ 0] == ' B' :

row = 1

elif position[ 0] == ' C' :
row = 2

else:
self. cli. send( ' Invalid

position' )
return

col = int(position[ 1] ) -1

http://fullcirclemagazine.pastebin.com/UhquVK4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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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ntGameBoard例程将棋盘漂亮地打

印出来、 调用checktwin例程， 并设置玩

家标号。 我们创建了一个大字符串并将

其发送给客户端， 所以每执行一次move

， 它只需要进入listen例程一次。 当客

户端第一次连接或重置游戏的时候， 打

印例程中将包含一个firsttime参数。 （

见图一）

接着， 我们检查firsttime参数被设

置为0还是1。 只有当它被设为0的时候，

我们才需要检测当前玩家是否胜利， 并

且如果是的话， 在输出字符串后添加上

文本： “Player   X  WINS！ ” 。 如果当前

玩家还没有胜利， 我们就加上“Enter

move. . . ” 。 最后， 我们将字符串通过cl

i. send例程发送给客户端。 （见图二）

最后， 我们让服务器通过一个例

程来检查玩家是否胜利了。 我们已经

将玩家设为“X” 或“O” ， 所以我们

开始一个简单的for循环。 如果我们

发现胜利的话， 我们就从这个例程中

返回True。 我们for循环中的变量c表

示列表中的每一行。 （以下接图三）

客户端我们再一次从上次那个简

单的例程开始。 从对conn. makeConne

ction的调用开始， 我们就得做一系

列的修改。 我们发送一个Start指令
、 几个Move指令， 以及最后一个Good

bye指令。 一定要记住， 在发送另一

个指令前， 你必须先获取服务器对上

一个指令的回复。 将它想像成一个友

好的对话： 陈述你的观点， 倾听对方

的回答， 然后再继续陈述， 倾听……
在这个例子中 ， 我们使用raw_input

来让你可以看清楚发生的事件。

if __name__ == ' __main__' :
conn =

CmdLine( ' localhost' )
conn. makeConnection( )
conn. sendCmd( ' Start' )
conn. getResults( )
conn. sendCmd( ' Move A3' )
conn. getResults( )
r = raw_input( "Press

Enter" )
conn. sendCmd( ' Move B2' )
conn. getResults( )
r = raw_input( "Press

Enter" )

接着用以下的指令设置sendCmd、
getResults、 raw_input这一系列例

程（上面已写出了A3和B2的代码） ：
C1、 A1、 C3、 B3、 C2， 然后用GOODBY

E指令结束。

深入探索这是你的作业： 从客户

端程序中移除硬编码的move指令， 并
用raw_input()来提示用户以“A3”
或“B2” 的形式来输入。 然后将“Mo

ve” 指令加在前面， 再发送给服务器
。

下一期中 ， 我们将要修改服务器

， 让其真正地与另一个玩家进行游戏
。

服务器及客户端的全部源代码可在ht

tp: //fullcirclemagazine. pastebin

. com/UhquVK4N或http: //thedesigna

tedgeek. com获取。

def PrintGameBoard(self, firsttime) :
#Print the header row
outp = ( ' 1 2 3' ) + chr(13) + chr(10)
outp += ( " A {0} | {1} | {2}" . format(self. gameboard[ 0] [ 0] , self. gameboard[ 0] [ 1] , self. gameboard[ 0] [ 2] ) ) + chr(13) +chr(10)
outp += ( ' ------------' ) + chr(13) +chr(10)
outp += ( " B {0} | {1} | {2}" . format(self. gameboard[ 1] [ 0] , self. gameboard[ 1] [ 1] , self. gameboard[ 1] [ 2] ) ) + chr(13) +chr(10)
outp += ( ' ------------' ) + chr(13) +chr(10)
outp += ( " C {0} | {1} | {2}" . format(self. gameboard[ 2] [ 0] , self. gameboard[ 2] [ 1] , self. gameboard[ 2] [ 2] ) ) + chr(13) +chr(10)
outp += ( ' ------------' ) + chr(13) +chr(10)

if firsttime == 0:
if self. player == 1:

ret = self. checkwin( "X" )
else:

ret = self. checkwin( "O" )
if ret == True:

if self. player == 1:
outp += "Player 1 WINS! "

else:
outp += "Player 2 WINS! "

else:
if self. player == 1:

self. player = 2
else:

self. player = 1
outp += ( ' Enter move for player %s' %

self. player)
self. cli. send(outp)

1

2

http://fullcirclemagazine.pastebin.com/UhquVK4N
http://thedesignatedgeek.com
http://fullcirclemagazine.pastebin.com/UhquVK4N
http://fullcirclemagazine.pastebin.com/UhquVK4N
http://thedesignatedgeek.com
http://thedesignatedgee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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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 我们要检查每一行， 看是否有赢家：

def checkwin(self, player) :
#loop through rows and columns
for c in range(0, 3) :
#check for horizontal line
if self. gameboard[ c] [ 0] == player and

self. gameboard[ c] [ 1] == player and self. gameboard[ c] [ 2] ==
player:

print " *********\n\n%s wins\n\n*********" % player
playerwin = True
return playerwin

接下来， 我们检查每一列， 看是否有赢家：

#check for vertical line
elif self. gameboard[ 0] [ c] == player and
self. gameboard[ 1] [ c] == player and self. gameboard[ 2] [ c] ==
player:
print " ** %s wins **" % player
playerwin = True
return playerwin

现在我们检查从左到右的对角线：

#check for diagonal win (left to right)
elif self. gameboard[ 0] [ 0] == player and
self. gameboard[ 1] [ 1] == player and self. gameboard[ 2] [ 2] ==
player:
print " ** %s wins **" % player
playerwin = True
return playerwin

然后从右到左：

#check for diagonal win (right to left)
elif self. gameboard[ 0] [ 2] == player and
self. gameboard[ 1] [ 1] == player and self. gameboard[ 2] [ 0] ==
player:
print " ** %s wins **" % player
playerwin = True
return playerwin

最后， 如果没有符合胜利条件， 我们返回False：

else:
playerwin = False
return playerwin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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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TO
作者 Chris Binnie

使用Wubi备份

和
许多人一样， 我使用Ubu

ntu工作已经许多年了。
我的职业的一部分正是

维护Ubuntu服务器。 为

了保证服务器的稳定工作， 我常在服
务器上部署应用程序或者应用新的配
置文件之前， 在桌面版本上先试用一

下， 我发现没有什么事情比这更容易
了。 除了上述工作因素外， 我还是一

个Compiz特效的爱好者， 偶尔会追求
达到显卡的承受极限， 看它能否处理
Gnome提供的最新特效。 因而在我看
来弄坏配置文件如同家常便饭。 上次

就是大胆地修改了Grub2的配置， 而
使系统无法正常引导。

尽管Apt软件包管理工具可以轻松
地卸载已经不再需要使用的现有程序

(apt-get  autoremove) ， 但偶尔我会

故意地安装新的配置文件， 破坏当前

的设置， 可以说， 我一贯把我的桌上

电脑当成专门实验程序的服务器。

当然， 对于数据中心里的服务器
， 系统无法引导也是一个常见的大问
题， 但是它在我的桌面电脑上却不存

在， 这就得特别感谢一个优美的软件

： Wubi(http: //wubi-installer. org

) 。 就如在他们的站点上陈述的， “W

ubi是受到官方支持的一个神奇的按

钮， 轻轻一点就能使Windows用户步

入Linux的奇幻世界。 ”

大多数喜欢技术的读者肯定都了

解过Wubi， 但我不相信大家都像我介

绍的这样利用过这款软件。

Wubi使用循环磁盘， 循环磁盘是
一个保存整个操作系统文件的虚拟磁

盘。 这种备份方式通常被应用于ISO

镜像， 并刻录在光盘或软盘中。 简单
地说， 在一台已安装有Windows操作

系统的计算机中 ， Wubi仅仅在引导菜

单中新增一个配置， 并指向循环磁盘
， 并将其视为一个独立的驱动器使用

。 Wubi可以使Windows用户轻松地过
渡到Linux， 却不需要用户对计算机
进行更改。 这是该软件最大的特性，
一旦你不再需要Ubuntu操作系统时，
Wubi可以立即恢复Windows的引导，
清空循环磁盘， 不需要格式化或重新
分区， 计算机与安装前几乎无异。 这
是一个何等巧妙的方法， 我深深地爱
上了它的轻便简单。

这就是Wubi最初吸引我的地方。
我想称赞Linux， 它为我们提供了如

此完美的Windows安装包。 并且， 由
于Windows用户的善变， 我并不想使

用双启动系统来满足所有人。 因为如

果他们改变主意的话我就有的忙了。

Wubi神奇地与相应版本的Ubuntu

没有任何区别——我一开始对这一点

抱有疑惑， 担心兼容性与性能上的差

异。 循环磁盘也有些小瑕疵， 但以我

的经验， 只要合理地备份， 那些问题
都是无伤大雅的。 首先， 如果断电了

或是别人没有警告地关了你的电脑，
循环磁盘的数据将很难恢复。 fsck程

序不是每次都能像硬盘安装那样返回
令人满意的结果， 但在专用的磁盘分

区里安装Wubi能够帮助断电恢复。 其

次， 无法休眠也许会稍稍激怒一些笔

记本用户。 再次， Wubi需要你整理一

下所在分区的碎片来让它运行地尽可
能的快。 如果你在个性化你的Wubi安

装上花了很多的时间， 那么现在你可

以解放了——我们用一些现成的小工

具来让它变成一个标准的物理硬盘安

装。 多亏了循环磁盘的可移植性， 我
能在90秒内将整个系统备份于一个独

立磁盘。 导致系统无法正常使用的原

因可能是由于硬件错误让我失去一整

个硬盘驱动器、 可能(意外地)忽略了

一个安全漏洞而没有给它打补丁并使

我的电脑被攻击者所掌控、 从让机器

失灵的软件Bug中恢复， 或者无意中

损坏了什么。 我确信你能想象出无数

种导致电脑崩溃的原因来。 本方法就
像你将你的Ubuntu安装进了一个虚拟

机中(硬盘镜像之类) 。 首先我承认我

的方法并不怎么优雅， 但是我认为把

事情简单化， 让我们能轻松从错误中

恢复而不用再去阅读冗长的文档是值

得的。 可移植的操作系统意味着我可

以把它备份在一个可移动驱动器上并

将它带往另一个电脑， 或者通过一个

不赖的网络来储存一个云副本。 除了

这个方法， 这里还有一些Wubi的非常
规的打包应用案例： http: //wiki. ub

untu. com/WubiGuide。 在快速安装过
程中(Windows下) ， 你能够选择循环
磁盘的大小。 有一个方便的单行命令
能调整你设置的安装大小， 安装并不

是完全的无损(建议使用前备份系统

！ ) 。 还有， 挂载循环磁盘来复制内

部文件是比较容易的， 并且可以直接

操作Windows的文件系统， 只需要使

用命令： mount  -o  loop  myloop. dis

k  /mnt。 我一般将循环硬盘大小定为

6. 5GB来让备份镜像更快捷， 额外的
空间则是为了适应升级包以及一些版

本的更新(原始的安装包只占到一小

部分) 。 挂载循环磁盘外的独立磁盘
只需要简单地mount  /dev/sdX  /mnt

， 这意味着你可以使用你所有的硬盘

空间来进行存储。 我的原始Wubi安装

包有15-20GB大小， 当然你可以让它

们小一点来方便存储于DVD或者USB记

忆棒里。 我不用为了让备份立即生效

而让系统关机， 这是一个重要的优点

。 由于来自一个服务器的后台 ， 我常
常以单用户模式启动或者关闭交互启

动模式来使用如DD等工具进行复制，
但Wubi在复制循环硬盘时则完全不需
要任何的中断。 我最初的一些备份无

疑是粗鲁而迅速的， 还遇到过一点的

麻烦。 我单击Nautilus文件浏览器左

侧的‘文件系统’ ， 接着单击主目录

http://wubi-installer.org
http://wiki.ubuntu.com/WubiGu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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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那个目录里面， 你能看到一个包

含全部操作系统的Ubuntu目录， 其中

最大的文件就是root. disk文件， 也

就是循环硬盘。 你只要把这个文件夹

拖往任何一个有足够空间的外部位置

就能实现系统备份。 当然， 把备份文

件夹改名为类似Ubuntu  10. 09. 10来

与别的备份版本相区别。 我用一个简

单的脚本来测试这个过程需要多长时
间(大部分是我想知道我的桌面电脑
的硬件是否运行良好) ， 在测试之前

挂载我的备份， 结束之后重命名备份

。 我所使用的脚本非常简单， 你也许

可以添加一些如过程指示器来适应你

更老或较慢的硬件， 或者想要看备份

的详细时间。 就如前面提到的那样，
我的快速桌面仅耗时90秒来完成这个

重要工作。 我每周备份一个云副本(

归功于我的网速， 它让我能够在一夜

上传6. 5GB的资料) ， 我也一直将备份

复制到我桌面电脑上的另一个硬盘。
想要自动备份， 下面的脚本将会很好

用 ：

1、 将文件名改为今天的日期与时间
：

filename=" ` date +%d. %m. %y-
%H. %M` "

2、 挂载目标硬盘驱动器， 已挂载时
不返回错误：

sudo mount /dev/sdb2
/media/SECOND > /dev/null
2>&1

3、 将ubuntu文件夹复制到目的地址

：

sudo cp -R /host/ubuntu
/media/SECOND/Wubi/ubuntu_$fi
lename

4、 确定本用户有权限操作这些文件

而不仅仅是root用户(chris是我的用

户名 ) ：

sudo chown -R chris: chris
/media/SECOND/Wubi/ubuntu_$fi
lename

你有至少三种快捷的方法来恢复

备份。 你应该先关闭一些像Ubuntu  L

ive  CD的东西， 然后进入到你的文件

夹， 将失效的Ubuntu目录命名为ubun

tu_broken。 接着将备份的目录， 如U

buntu_10. 09. 10复制进那个目录并重
命名为ubuntu。 如果你不想这么做，
那么你可以去编辑你的启动加载器，
如Grub或LILO， 将它们指向备份的位

置。 我觉得从Windows下启动， 然后
再进行恢复备份操作是最方便的， 只
要五分钟就能拯救回我的Ubuntu操作

系统。 如果我由于某些原因使我的电

脑彻底地崩溃， 只要硬件没有什么深

层次的不同 ， 我的Wubi在曾安装Wind

ows的电脑上也是兼容的。 我所能想
到的警告可能就是在Wubi的初始化中

， 当它写入一些文件到Windows的系

统分区时， 做一个拷贝是绝不过时的
建议。 你也许希望把它们拷入每个Ub

untu的备份目录， 我倾向于为每一个

安装Wubi的电脑保存一份。 这些文件

非常小， 一般名为wubildr. mbr与wub

ildr。 而当 Wubi运行于一些古董级或

诡异的Windows版本、 在256MB的内存

和如智能手机般1GHz的CPU时， 因为

各种各样的原因 ， 很难保证它能显得

那么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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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TO
作者 Robin Catling

短网址服务

由
于当前版本的Wordpress

为Full   Circle播客生成

的网址比较奇怪而且有

点乱， 我不得不想办法

缩短网址以免Atom的地址显得太乱。

为什么要缩短网址？

短网址服务是网站中一个简单的

字符串生成器， 用来生成站内网址的

一个唯一字符串 ， 网站后台有一个翻

译表， 可以把你从短的链接地址转到

实际的长链接地址。 你可能用到短网

址服务的原因有：

*   让网址在短信或者即时聊天工具中

容易输入；
*   使网址能出现在Twitter或者其它

社交平台的字数有限制情况下；
*   防止传统的长链接地址弄乱你的内

容管理系统或者网页。

多谢我们的网站管理员Rob  K！ 我
现在给大家介绍一种开源的网址缩短

脚本， 它是基于Phurl的。

Phurl是一个自由的、 聪明的并且

易用的PHP的短网址服务系统。 只需
要5分钟就可以让你的短网址服务运
行起来。 这个脚本还有大量的你在其

他脚本里根本就找不到的功能……这
个脚本是从2007年开始编写的， 之后

我们的开发人员进行了持续的修改和

改进， 并及时修正了各种bug。

你需要一个服务器来运行这个脚

本并存储用于网址翻译的表格。

Phurl特性

*   简单、 容易和整洁的接口 ；
*   基本的管理界面来查看、 搜索和删

除短网址；
*   有验证码来防止网络爬虫过度提交

；
*   可以由脚本生成或者自行定制短网

址；
*   有书签小程序来支持点击生成短网

址。

还有其他的短网址服务程
序……

在一些新闻站点， 你经常可以看

到在新闻的最下方有简洁的短网址，
通常是TinyURL. com、 bit. ly之类的

网站提供的。 问题在于， 对于那些追
求搜索引擎优化的覆盖率、 网页排名
、 利润等等的网站来说， 一个缩短并

唯一的网址实际上会带走一些关键字
搜索到的实际网址的流量， 不管是搜

索引擎还是人脑， 都是这样。

www.tinyurl.com
bit.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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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
先， 我用Slitaz的Live  C

D启动电脑， 然后进行标
准安装。

无线

我的USB无线网卡被识别为 ： USB 

Wireless  Adapter (TL-WN620G) 。

为了让它运行起来， 我从http: //

ftp. nluug. nl/pub/os/Linux/distr/

slitaz/packages/cooking/下载了ta

zndis软件。 tazndis软件是ndiswrap

per的替代品， 而且有图形界面。 不

过目前它还没有完全实现ndiswrappe

r的功能。

接下来， 我用Tazndis（它有一个

非常棒的帮助文档） 安装了. inf（Wi

ndows的驱动） 文件。

提示： 需要额外说明的是， 因为

笔记本没有网卡， 所以我是用另外一

台电脑从Slitaz网站上一个一个的下

载依赖包， 然后用U盘来安装的。

结论

笔记本通过无线网络连接工作的

很好。 唯一的问题是浏览器。 我用Mi

dori上网时， 打开大部分页面的速度

都很慢， 所以我不得不又订购了一条

128兆的内存。 我用Dillo上网时快了

很多 ， 但是很多页面有兼容性问题。
我还试用了Lynx。 它倒是飞快， 只不

过不能显示图形。

下一步的目标

一个只有4兆内存的康柏Contura 

Aero笔记本。 我打算试试Minix3、 mu

Linux、 BasicLinux和其他基于软盘
的发行版。 事实上， 我可能需要另外
买16兆内存来装到这台机器上， 凑够

20兆内存。 这样我才能够继续我的实
验， 希望可行！

Linux实验室
作者 Nikos Karagiannakis

笔记本： 康柏Armada  100S， 内

存64兆.

(http: //goo. gl/gl3mU)

发行版： Slitaz 2. 0

http: //mirror. slitaz. org/iso

/2. 0/flavors/

Slitaz的小内存版本叫做slitaz

-loram. iso。

http://goo.gl/gl3mU
http://mirror.slitaz.org/iso/2.0/flavors/
http://ftp.nluug.nl/pub/os/Linux/distr/slitaz/packages/coo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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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故事
作者 Praveen Kumar Singh

我
是一个大学生， 目前正

在攻读工学学士（B. E）
学位， 今年是最后一年

。 我使用Ubuntu已经超
过10个月了。 我的Ubuntu故事开始于

一次对话， 一次我好朋友， 同时也是

我的同班同学Gautam和我聊天。 他问
我： “你听说过Ubuntu吗？ ” 。 我当
时第一反应是“Ubuntu是个啥玩意儿

啊？ ” 。 他告诉我， Ubunut是他前一

天安装的一款Linux操作系统。 这是
一款自由的操作系统， 任何人都可以

下载。 那以后， 我终于知道了Linux

原来是操作系统。 有幸的是我居住在

hostel， 一个网络非常发达的地方。
轻轻松松的就把700MB大小的光盘镜
像下载下来了。 虽然我不知道那些安

装选项是什么意思， 但我还是在Wind

ows下完成了安装。 当我重启我的笔
记本之后， 我完全被Ubuntu的外观所

震撼了。 简直太不可思议了 ， 而且操

作起来也很简单。

显然， 我也没有什么师傅在跟前

。 虽然有Gautam， 但也只是成功的安

装了Ubuntu而已 ， 他也没有任何使用

Ubuntu的经历。 不过我相信Google是

最好的老师。 为此我得先让我的Ubun

tu联网 ， 当然我开始也不知道怎么做

。 于是乎我切换到我的Windows， 然
后看一些网上的新手指南。 我常常在
YouTube中找到一些新手视频， 然后

在我的Ubuntu上一个个的实践。 每天
我都会打开我的Ubuntu， 并且尝试一

些新东西。 我设法从图书馆里借一些

书， 并且从这些书里（当然有时也Go

ogle一下） 找到一些命令并尝试使用

它们。 由于我的课程里没有Linux或

者Unix， 所以我必须一方面完成我的
课程， 一方面自己找资料学习Ubuntu

。 不过， 每天都能完成一些新东西也

是很高兴的一件事儿。 有一天我突然

冒出一个念头“怎样在Linux中编写C

程序呢？ ” 。 于是我又开始搜索， 然
后找到了《Full   Circle》 这份杂志

， 在其中的某一期中有这么一份入门
指南。 我读完了整本杂志， 发现了很

多新东西。 于是我下载阅读了每一期

的杂志， 从中获益甚多。

此后， 我和我的一些朋友们分享

了Ubuntu。 他们中的一些人同样也安

装了。 而且其中还不乏一些想Tarun

这样的Ubuntu铁杆粉丝。 现在我也有

了一些可以和我互相探讨和分享Ubun

tu的朋友了。 我们创建了一个博客—
—www. tricksfind. blogspot. com，
并且常常往上面写一些我们新学的技

巧。 我想这是一种分享和学习的好方

式。 再过几天， 我们学校将要举行一

个Linux研讨会， 通过这个机会， 我
们可以宣传我了解的Linux知识和体

会了。 在最后一学年， 我们需要完成
一个主要的项目。 我们决定基于Linu

x——完成一份基于Hindi（一种印度

地方语言） 的Linux。 我们已经完成

了其中的一些工作， 正在逐步的完善
他。 如果你有什么好的想法， 欢迎你

给我发邮件， 地址是c2praveen30jun

@gmail. com。 现在我主要负责创建De

bian软件包， 一个IRC上的朋友给了

我一个不错的入门文档。 当然， 我也

是从《Full   Circle》 杂志上了解到

如何上IRC的。 《Full   Circle》 给了

我很多帮助， 因此我也希望能给它做

点什么。 思来想去， 我决定和我的团

队一起， 将杂志翻译成我们的Hindi

语言。 我希望使用Hindi语言的朋友
们， 也能通过我们的翻译， 更容易的
获取到杂志的内容， 从而了解Ubuntu

。

有一点我一定要告诉大家， 如果
你也想了解Linux， 那就不要再等谁
来指引 ， 自己动手马上开始。 加入那
些像forum. ubuntu. org（译者注： 中

文读者有类似www. LinuxSir. org/bbs

） 这样的论坛， 你可以从别人那里学
习到很多的东西。 不要怕出问题， 正
是一个又一个的问题， 让你面对， 让
你试着去寻找答案。 逐渐逐渐的你就

会爱上他。 不要担心你的操作系统有

任何限制， 因为他是开源的。 开源意
味着你可以想怎么弄就怎么弄。 我曾
经看过一部电影叫《Antitrust》 ，
他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开源就在于

知识分享， 我仅借这句话和大家共勉

！

http://www.tricksfind.blogspot.com
mailto:c2praveen30jun@gmail.com
www.tricksfind.blogspot.com
forum.ubuntu.com
www.linuxsir.org/b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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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故事
作者 Jan Mussche

我
用过的第一台电脑是Com

modore  PET电脑， 不久

以后换上了32K的CBM(Co

mmodore  Business  Mach

ines， Commodore商用电脑） 。 当时
还是上世纪80年代早期。 在大概1986

年的时候， 我的桌上添置了第一台(

也是唯一的一台 ) 公司电脑。 这是一

台以IBM电脑为原型， 配有两块5-

1/4英寸磁盘驱动器、 一台黑白显示
器， 而且完全没有硬盘。 我主要用它

来写写我们公司开发的计算机系统--

用于控制机器， 主要是磨面机的用户
手册。

我用一张DOS  3. 3的磁盘从一个驱
动器启动电脑， 然后在另一个驱动器
中插入一张带有文本编辑器Wordstar

的磁盘。 在这张容量360kB的同一张

磁盘上， 我还保存了完整的手册。 想
想那个年代， 一张软盘就包含了软件

和数据！

两年后， 我得到了一台配有两个

显示器的286电脑： 一台黑白的Hercu

les显示器和一台EGA显示器。 这台电
脑有20MB的硬盘， 当时我还用不完—
—这容量太大了。 两台显示器是用于

通过CAD程序开发印刷电路板的布局
。 在Hercules显示器上我能看到所有

的菜单， 而在EGA显示器上则有图形

化的布局， 很漂亮。 我不记得我有没

有用过386了 ， 但我记得我用过较长
时间的486(带有487协处理器) 。 当时
， 我用的是Windows  3. 11 ， 之后换成

了Windows  95——文本编辑器还是Wo

rdstar， 之后换成了Word-Perfect(

如今它何去何从？ ) 。 大概1998的时

候， 我开始开发数据库， 这主要是在

家里开发的。 晚上把电脑带回家， 再

带回办公室是不现实的， 因此我得到

了公司买的第一台奔腾电脑， 跑的是
一颗75MHz的处理器。 数据库是用Acc

ess做的， 而当它能如我所想那样运
行时， 我想用仓库的第二台电脑对它

进行扩展。 这样以后我

的同事就能很容易地输
入库存的变化了。

我只做了第三个数

据库。 接着就到了有

意思的部分了。 我
必须通过网络将两

台电脑连接起来。
我是如何做到

的呢？ 我
在家

里的奔腾电脑有56kbps的拨号网络连
接。 因此我在网上学习 ， 记住了以后

到办公室试着依葫芦画瓢。 当我第一

次从办公室电脑的屏幕上看到仓库的

电脑中的内容时我特高兴。 搞定了 ！

我对计算机越来越感兴趣， 不过
还是在耍Windows。 在1999年的某一

天， 我第一次购买了自己的电脑， 预
装了Windows  98。 网络连接用了速度
更快的ADSL， 因此我可以很方便地获

取越来越多的软件。 这并不完全合法

， 但给每一款软件都付钱是不可能做

到的。

就在那
时我知道
了还有另
一种免费
的系统(L

inux) ，

它立刻就吸引了我的注意。 我试用了

几款发行版——红帽的Fedora和Open

Suse——但不知道该怎么用。 于是我

回到了Windows。 最新的电脑预装了X

P， 这个系统很不错。 (抱歉！ ) 。

但使用Linux的想法一直没有变，
在2008年我在XP电脑上一并安装了Ha

rdy  Heron。 我喜欢不一样的东西。 H

ardy在我的电脑上运行得不错， 而我
从中学到了很多。 当 Intrepid来到时

， 我还在使用Hardy， 因为我在Ubunt

u论坛上看到了许多负面的消息。 是
真是假——我不清楚。 而且， Hardy(

曾经)是一款长期支持版本， 有着很
长时间的支持期。 和许多其他人一样

， 我在2009年4月忍不住升级到Jaunt

y。 也许太早了——因为新的发行版

也有一些无法立刻生效的东西。 但我

凭借论坛的帮助解决了问题。 在那个

时候， 我去掉了双启动， 从此以后只

有Linux了。 我把Karmic也跳过了 ，
但在2010年4月 ， 我安装了Lucid。 我
不得不说我对一些东西不太满意（而
且现在依然不满意） 。 我还是不理解

为什么要从Grub-1升级到Grub-2。 当
然， 还有为什么最大最小关闭按钮被
移到了窗口的左侧。 嗯——对我而言
这不是个问题。 我依然让它们留在原

来的位置： 右边！ 我很习惯让它们放

在那里， 不想改变。 令我高兴的是，
我不需要改变， 因为我可以把它们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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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故事
回原来的位置。 这就是Linux如此优

秀的地方： 有做出自己的选择的机会

。 Windows只有这么一个， 没有多少
选择， 但Linux的变种有这么多可供

选择， 而且能将其设置为你想要的方

式。

我的桌上还放着一台旧笔记本电

脑。 我用它来试验其他的操作系统。
目前， 我用它来运行Ultimate  Editi

on， 太低的配置让它运行非常迟缓。
(赛扬， 1 . 4GHz、 512MB内存和40GB硬

盘) 。

我妻子用的我们家第三台电脑还
是Windows， 但是我正缓慢而坚定地

将她所使用的软件换成开源版本： 用
雷鸟处理电子邮件、 用OpenOffice. o

rg办公， 而网页浏览器是火狐。 很快
， 我将在上面安装Ubuntu或者Mint(

我自己用的就是这个)中的一个。 到

时候， 在这间房子里唯一的Windows

就是看看隔壁邻居用的窗户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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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测
作者 Robin Catling

你
的第一个问题也许是“为

什么我需要用这个软件呢

？ ”

答案是： 当你需要创建一个可启

动的媒介来当工具使用。 比如当一台

电脑无法启动需要应急系统， 或者你

想试试一个新的发行版但没有硬盘空

间来安装。 你不用去记一堆复杂的命

令行指令， 因为它有一个方便的图形

化界面来完成所有的工作。

“可是， 我已经有了Ubuntu自带

的启动盘创建器， 我应该不需要另外
一个了吧？ ” Unetbootin可以做更多

的事情！

我至少发现两点比启动盘创建器

强的地方：
1 .启动盘创建器只能支持用ISO镜

像文件或者你的光驱来创建可启动媒

体。
2.启动盘创建器工作并不可靠。

Unetbootin可以从新立得或者Ubu

ntu软件中心中安装。 它只有一个很

小的安装程序， 安装之后应该在你的

“系统工具” 菜单中可以找到。 运行
后， 你就可以看到图中所示的简单的

控制窗口。

上半部分我叫它“外联” 单元。
它可以允许你选择并自动下载某些Li

nux的发行版。 你需要一个系统拯救C

D或者诊断工具吗？ 你想尝试一下最

新的基于KDE4. 5的Kubuntu吗？ 这个

软件可以为你自动下载它们。

下面单元是为喜欢“简单” 的爱
好者准备的， 选择光驱或者已有的IS

O镜像文件， 之后就很简单了。 下面
还有一个Custom选项， 你可以指定一

个内核版本和启动器。 如果你不明白

它们的含义， 那么你可以做一个小型

的研究了 ， 或者不要理会这些。 如果
你是一个中级的内核黑客， 那你才能

弄懂这些知识。 如果你已经是高手了

， 我觉得这个功能也可以节省你很多

体力劳动。

最后一步， 你需要为启动镜像指

定目标媒体。 那个“Show  All   Drive

s” 的选项旁边写着“请慎重使用”
， 如果你使用此选项， 一旦你不小心

选择了硬盘上的主启动分区， 程序会

覆盖分区上原有的内容。 U盘会显示

在列表的上方， 但你也可以选择其他

的可启动分区， 或者刻录一个光盘。

无论好坏 甚至简陋

我喜欢这个软件。 它容易使用、
速度很快， 一个1G的U盘只需要1分钟

就完成了 ， 而且它比Ubuntu自带的启

动盘创建器要更稳定些， 兼容性也更

好。 可下载的ISO列表中涵盖了大多

数常用的发行版， 但没有最新的， 比
如我只能自己下载Ubuntu11. 04的Alp

ha版。 类似于它的这些超大ISO镜像

文件是无法刻录到CD光盘上的， 但是

可以方便的刻在U盘上， 这是一个简

单迅速的试用方式。 另外， 在我的测
试中 ， 用启动盘创建器制作的Ubuntu

11. 04的启动盘经常无法启动， 但是

用UNetbootin刻录的都可以正常使用

。

UNetbootin也有不尽如人意的地

方。 一些第三方的测试表明UNetboot

in并不能下载某些发行版， 即使下载
了 ， 某些电脑的硬件也不支持UNetbo

otin刻录的启动媒体。 如果对此你有

疑问的话， 不要忘记BIOS设置必须支
持USB、 光驱或者第二个硬盘的启动

。

最后要提醒一点， 不要一不小心

把主分区给覆盖掉了 ， 这个完全是由

你自己掌握的。

Unetboot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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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龄： 16

居住地： Lubin, Poland

IRC昵称： Quintasan或Quintasan| Sz

el

你使用Linux多长时间了 ， 使用的第

一个版本是什么？

多久？ 很难记清了 ， 大概三年吧。 我
使用的第一个版本是Ubuntu， 然后我
很快切换到了Kubuntu， 然后， 过了

几个月 ， 我使用Gentoo， 但是我发现

那是在浪费时间， 然后我就换回到Ku

buntu。

你使用Ubuntu多长时间了？

我想我用Kubuntu有两年了。 我很好
奇Linux是如何运作的， 然后， 在用g

oogle搜索和访问一些网站后， 我想U

buntu应该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但是

我不喜欢GNOME， 所以Kubuntu是我显

而易见的选择。

你是什么时候如何加入到MOTU团队中的

？

起先， 我经常翻译应用程序， 但从Ja

unty版本周期内的某个时间开始， 我
才认真地贡献起来。 我的第一个“贡
献” 是导入上游补丁包来修复Qt  4. 5

和KDE  4. 1的问题。

你是如何学习Ubuntu打包以及Ubuntu

小组工作的？

打包？ 我是艰难地学会它的， 不是阅
读我们拥有的令人敬畏的wiki， 而是
从Debian/目录瞎弄开始， 每当跳出

一些奇怪的错误就去请教IRC频道上

的朋友们。 在#kubuntu-devel和#ubu

ntu-motu上的各位都很热心， 使我能

够在两个小时内就掌握了打包的基础

知识， 还有打补丁以及检查整个程序

的知识。

你最喜欢MOTU工作的哪一部分？

每个部分。 但如果我必需选择一个的

话， 它大概会是用户来到IRC频道，
得到所需要的帮助， 最后感谢开发者
们的努力工作（让MOTU们的积极性提

升了100分） 。

对于想帮助MOTU的人你有什么建议吗

？

不要害羞， 在#ubuntu-motu加入我们

， 然后咨询下作为新人你可以为MOTU

做些什么。 我们并不苛刻， 如果你在

MOTU之旅中遇到什么难题， 我们会给

你提供帮助。

你是否参与一些本地的Linux/Ubuntu

团体？

参与了波兰Ubuntu本地小组。 你可以

在IRC频道（#ubuntu-pl） 上找到我

。

在Lucid版本你将着重于哪方面的工
作？

当然是与Kubuntu忍者们一起工作啦

（哈哈， 我们实际
上并不存在！ ） ，
给你们带来崭新闪
耀的KDE  SC版本。
我是Neon项目（KD

E  SC和Amarok的每

日构建） 的新维护
者， 所以我也会专

注于那个。 我也很

乐意去整理一些需
求软件包列表， 这
样在软件仓库中我

们就有了一个清晰

的列表显示， 什么

东西才是我们真正

需要的。

你的其他空余时间都做些什么？

呃， 我自学日语， 因为Lubin这里或
者附近的地方没有相关的课程。 我也

喜欢滑板运动和看日本动漫。 我最近
开始了学习C++， 所以我也常常为它

花时间。

MOTU访谈 Michał Zajac
摘自 http: //behindthecircle. 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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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来信
每个月我们都要发布一些收到的读者来信。 如果你也想提交关于本杂志出版、 感谢或
者是抱怨的信件， 请发到 letters@fullcirclemagazine. org 。
注意： 由于排版空间的限制， 信件内容可能会被裁减。

更正

在11月份Jesee  Avilés写的“我
的故事” 中 ， 他犯了一个很糟糕的错
误， QGIS（下文提到） 是一个地理信

息系统， 而不是一个二维的CAD应用

程序， 虽然对很多人来说， 他们本质
上的不同是一样的， 在一个GIS系统

中你可以在各种坐标系统中创建、 存
储、 显示数据， 有些人会反对说CAD

本质上拥有的坐标系统也能处理数据

， 事实上CAD系统不知道如何处理连
续的UTM区域的数据， 所以这种说法
是片面的。 另外一个不同点， 在GIS

系统中数据有一个以很多不同的方式

显示你的数据的属性表， 这些不同点

可以层出不穷， 我的观点是你必须全

面的更多的去检查这方面的文章。 我
自己是一个生活在windows世界的人

， 但是我会在一些特殊的项目上使用

Ubuntu， 我使用QGIS给我的学生（考
古学的文学士） 介绍制图和数字制图

， QGIS， 是一个跨平台的系统， 它可
以让我去增加我的听众（很多学生使

用Mac， 还有一些则偏爱Linux） ， 变
成开源之后， 一些违背版权管理的问
题也不存在了。

多一点命令行!

在FC第42期中 ， Chris  Burmajste

r恳求“更少的CLI” ， 虽然大家第一

感觉可能会同意这个观点， 我也真的

很同情这个观点， 可是当你进一步考

虑后， 你会发现这不是我们想要的。
GUI只能展现我们在Linux中最常使用

的功能的一点皮毛， 如果我们想把Li

nux所有的功能都在GUI里面展示出来

， 那么这个GUI将会变得很大很复杂

， 而GUI中最基本的按钮再怎么组装

也完不成多少事情。 所以他期望的“
一个可以做任何事情的GUI” 是完全

不可能的， 我对这个表示歉意。

如果人们从Windows转移到Ubuntu

， 好处在于他们首先得到了一个安全

可靠的系统， 他们想做的大多数事情

都可以使用GUI来解决， GUI很简单，
我同意。 但Linux真正强大的地方在

于命令行， 任何想要使用键盘来输入

字符的人甚至都可以从最简单的命令
获益， 甚至不必学过多命令。 使用像

cd、 ls、 mv、 cp这样的命令没有什么

复杂的， 除了可能心理上有障碍。 命
令的强大之处在于可以把这些命令变
化出几十种甚至几百种用法， 光是把

它们都了解了就够让人害怕的了 ， 没
有人这么做， 或者说没有必要这样做

。 你可以使用 ' man'来了解所有你需
要的用法。 Man是" manual"的简称（
在硬盘上的手册） ， 它也是一个命令
， 如果有人选择不使用CLI ， 就不要

使用它了 ， 但是请你不要让诸如Linu

x这样高贵的操作系统的最强大的地

方Windows化。

多些备份的点子， 少些借
口

在FC第43期Mins先生提供的所有

优秀的备份方法非常好， Dropbox和C

lonezilla是特别好的工具， 除非你

的桌面设备对你有限制， 这里还有一

些其他很好的办法， 我的Linux网关

机器预先分配了一个额外的硬盘， 专

用于备份。 在那种情形下你有两种额
外的选择： Rsync--一款古老的只需
做一点点设置就能"开始工作"的备份

利器。 Unison当进行数据同步的时候

我选择的工具， 这个工具最大的特色

是它是跨平台的而且数据同步很高效
。

我刚刚读完FC43期， 在“备份点

子” 中忘记了Spideroak： http: //ww

w. spideroak. com。 良好的Ubuntu（
和其他的Linux） 的支持， 客户端配
置简单， 他们也采用零知识方法， 意
思是说Spideroak公司和他的员工找

不到你的密码或者解密你的数据， 这
让人心里踏实。

很抱歉， 我没有时间写一个我自

己的评测， 但是请看一看Spideroak

。 2GB的账号是免费的， 如果你想要

更多的数据， 那么花100美元就可以

拥有100GB。

作为一名感到满意的消费者， 我
和Spideraok没有任何关系。

Ronnie说道： Spideraok看起来会

很流行， 就像Paddy  Landau在邮件中

提到的一样。 谢谢他让我们了解这些

工具。

我注意到了这个问题的答案： 为

什么ls  |   grep  *zip不能实现我期望

的效果呢？ 我想提供另外一个解释：
原因在于*的意思是×前面的字符可以

重复0或者多次， 但这里你没有指定

前面的字符， 所以它返回为空。 解决

办法是：

ls  |   grep  . *zip（指的是一个单

个字符不包括换行） 。 或者放弃grep

， 这样： ls  * . zip。

mailto:letters@fullcirclemagazine.org
http://www.spideroak.com
http://www.spideroak.com


Full Circle中文杂志 第44期 20 目录

Ubuntu女士
作者 Silvia Bindelli， Flavia Weisghizzi

就
在数月前， 在意大利完成

了一个与自由开放的开源

运动中的女士们有关的大

目标， 她/他们建立了一

个新的团队， donne@softwarelibero

. it(“donne” 是意大利语的“女士
们” ) ， 其中包含了活跃于不同开源

项目的男男女女。

有关这个团队的故事和Ubuntu女

士项目有着密切的关联。

Flavia  Weisghizzi和Silvia  Bin

delli都是Ubuntu女士团队的成员 ，
她们在2009年相识， 互相讨论遇到的

技术问题和Ubuntu社区带给她们的机

会。 她们得出结论， 要想鼓励女士们

加入Ubuntu项目 ， 她们就应该从身边
的人开始。

许多意大利人在用外语交谈时感
觉很不舒服， 因为他们在语言技能方
面缺乏信心， 因此， 如果一开始就使

用英语的邮件列表或者IRC频道会成

为人们进一步参与的障碍。

这就是为什么她们在和意大利本

地其他团队的成员们讨论以后， 决定

响应Ubuntu女士团队， 建立一支本地

化的Ubuntu女士团队， 这支团队主要

建立于意大利语的邮件列表之上， 在
那里她们将来自国际团队的主要新闻

翻译成意大利语， 并添加有关本地活

动和倡议的新闻。

几个月后， 举行了DUCC-IT(Debia

n  Ubuntu  Community  Conference  It

aly， 意大利Debian  Ubuntu社区会议

) ， 这场会议将两个社区的人们聚到

了一起， 还有目前是Debian项目的带
头人， Stefano  Zacchiroli出席。 在
这次会议中 ， Silvia和Flavia和来自

Debian项目的意大利女士们见了面，
并且和她们探索在自由软件项目中女

士参与度低的原因。 通过这次谈话以

及和观众的讨论， 她们就提出了建立

一个聚集起和自由软件有关的女士们

的意大利团队的想法。

当即就有一些Fedora项目的女士
们愿意加入这样的网络中 ， 尽管使用

的发行版不同 ， 但她们还是能共同探

讨。

这一项目以邮件列表的建立宣告

启动， 并且在许多意大利城市最近的
Linux节上发布了。 她们写了一份联

合新闻稿， 发表在博客、 社交网络和

一些杂志上。

目前， 该项目有个维基页面， 地址是

http: //www. fsugitalia. org/donne

， 还在freenode. net网络上有一个IR

C频道(#donne-softwarelibero) 。

有的人质疑这一行动的动机， 但

有关开源中女性参与度的数据是无可

辩驳的： 在FLOSS中似乎只有不到5%

的女性成员 ， 这让女性在自由软件世

界中处于劣势。

该团队完全独立于任何一个发行

版或项目 ， 其目的是成为一个为不同

自由软件项目做出贡献的女士(当然

， 还有男士)相互认识、 讨论， 并通
过谈话、 活动、 会议以及任何可行的

市场和推广倡议鼓励女士们参与进来
的地方。 不仅如此， 我们的待处理列

表中的一大重要事项就是训练并赞助
一些有着不同经历的演讲人， 让她们

谈论自己 ， 告诉大家她们自己的例子

， 让大家知道女士们也能做出贡献，
只是需要足够的勇气去尝试。

http://www.fsugitalia.org/donne
mailto:donne@softwarelibero.it
http://www.fsugitalia.org/donne
freenode.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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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buntu游戏
作者 Edward Hewitt

《
雷神之锤在线版》 发布L

inux版本已经一年多了

， 和它刚发布时有了很

大的变化。 在第29期的

评测之后， 我想要回顾一下这款游戏
中的变化， 谈谈这个社区的发展， 并
带你们回到《雷神之锤在线版》 中—
—或者首度尝试这款游戏！

对于那些还不知道什么是《雷神
之锤在线版》 的， 或者从未玩过的读
者们来说， 它是一款《雷神之锤3》
的免月费版本——同样由Id  softwar

e开发， 还经过了更新和改进。 它们

保留了和《雷神之锤3》 相同的优秀

内容（地图、 模型、 游戏模式、 武器

） 还增加了现代的游戏特性， 例如配
对系统、 成就、 统计和好友列表。 它
支持Windows、 Mac和Linux平台。

就在2009年8月《雷神之锤在线版
》 的Linux版本发布后不久， Id  soft

ware开始每隔几周就推送一些小的更

新， 其中包括了错误修复和平衡性改

动。 这对于免月费游戏而言可谓是家
常便饭了 ， 不过许多人希望能见到新

的游戏内容。 一开始， Id  software

提供了5种游戏模式的20多张地图，
对于一款新游戏来说， 内容可谓丰富

， 而且还有许多服务器以及可以相互

切磋的玩家。 在《雷神之锤在线版》
的第一年里， 我们得知游戏将会推出

订阅服务。

最后， 就在《雷神之锤在线版》
发布一年后， 订阅服务上线了。 《雷
神之锤在线版》 依然通过广告的支持
保留着免月费模式， 并且游戏内容的

品质和最初发布时同样优秀。 包月服
务有两种套餐， 高级版和专业版， 定
价分别为每月 1 . 59磅和3. 18磅。 这些

包月服务添加了新的地图和游戏模式

， 而且没有广告， 可以创建你自己的

家族， 在每场游戏之后将有更多的统

计数据。 尽管这些服务物有所值， 但

在整个《雷神之锤在线版》 社区中的

接受速度非常缓慢。 许多有着新地图
和游戏模式的高级服务器几乎空无一

人。 目前，
包月的实际
好处仅仅是

去除广告罢
了。 我认为

接受速度缓
慢的原因在

于大多数人

都很满足于

免月费模式
， 而且有的

人更喜欢用P

ayPal付费，
而Id  softwa

re还没有加
入这种支付

方式。 如果
你正考虑升

级到包月服务， 我建议选择高级版，
因为专业版比高级版没有多少优势。

Id  software对该游戏的支持， 在
运营的这一年来一直非常好。 在包月
服务上线后， 承诺的游戏内容更新也

没让人失望。 这些游戏内容的更新每

几周就会发布一次， 也会带来错误修

复和平衡性改动。 现在这款游戏多了

新地图、 新成就、 新服务器选项， 以

及总体改进。 每个周末， 都有一次De

vPick活动， 届时有的服务器会做些

改动， 出现新的地图旋转方向和游戏
模式调整， 例如低重力或快速装弹。

《雷神之锤在线版》 的官方论坛社区
正不断壮大， 而开发者也参与了进去
， 主要是在建议和支持版块发表留言

。

当我第一次写《雷神之锤在线版
》 评测时， 我对这款游戏未来的一大

担忧， 在于专业玩家方面。 《雷神之

锤3》 被认为是该系列的最佳作品，
已经被专业游戏界认可， 多年来也已

成为电子竞技大赛的项目。 我担心《
雷神之锤在线版》 会被专业和铁杆玩
家忽视， 而他们会继续玩《雷神之锤
3》 ， 不过我多虑了。 《雷神之锤在
线版》 成为了该领域的一颗重磅炸弹

新闻

*   在接下来的几周内我们将在Lin

ux平台上迎来《BEEP》 和《Atom

Zombie Smasher》 。
*   它又回来了 ！ 5款独立游戏由你

定价： 《时空幻境》 、 《表层指
挥》 、 《机械迷城》 、 《星噬》
和《泰坦的复仇》 。 这些游戏都
会在将来几期《Full   Circle》 杂
志中评测！
*   《三位一体》 和即将发行的《
三位一体2》 将登陆Linux平台。

《雷神之锤在线版》：上线一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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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主要多亏了Id  software不断的

支持， 让它成为了一款非常平衡的游
戏， 而且保留了《雷神之锤3》 中所

有的优秀游戏特性。 《雷神之锤在线
版》 在例如QuakeCon、 英特尔极限大
师杯赛、 ESL和Dreamhack这样的联赛
上都被作为比赛项目。

Linux平台上有许多《雷神之锤》
的山寨版， 你甚至还能玩到原生的《
雷神之锤》 1代到4代， 那么为什么《
雷神之锤在线版》 值得一玩呢？ 对初

学者来说， 它基于《雷神之锤》 最好
的版本——《雷神之锤3》 ——而且

经过了更新和改进， 加入了新的特性

。 它依然保有《雷神之锤3》 所有的
优秀地图、 武器和游戏调整， 而且现

在有了现代游戏的增强内容。 游戏画
面有所改进， 更新了纹理， 并支持HD

R（高动态光照渲染） 和抗锯齿。 它
有着全面的统计功能， 提供每一场比

赛的详细统计数据。 自从微软把“成
就” 加入其Xbox平台后， 它已经成为

了最受欢迎的游戏附加特性。 《雷神
之锤在线版》 也有个类似的系统。 内

建的家族系统是对于许多在线射击类

游戏而言是必不可少的特性， 而《雷
神之锤在线版》 是我见过的把这一点

做得最好的游戏之一。 好友列表和档

案页面给《雷神之锤在线版》 添加了

更加社交化的一面。 而且， 《雷神之

锤在线版》 是Id  software依然活跃
地支持的唯一游戏， 没几周就会发布

更新。 给《雷神之锤在线版》 添加的
地图要多于《雷神之锤3》 ， 包括从

前代游戏中继承下来的官方地图和一

些著名的自制地图。

《雷神之锤在线版》 是Linux平台

上最棒的在线射击游戏之一， 这都多
亏了技术精良又分布广泛的各位玩家

们。 它是免月费游戏， 因此如果你是

一个贪婪的FPS游戏爱好者， 何不试
试呢。 我保证你不会失望的。 《雷神
之锤在线版》 已经度过了精彩的一年

， 大大超过我的预计。 我肯定《雷神
之锤在线版》 会有个光明的未来， 这
都靠了id和庞大社区的支持。

Ubuntu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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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 我有一台网络打印机挂载在

另一台运行Ubuntu的电脑上。

我已经共享了打印机， 但是我

在网络上却看不到它。

A
： 为了添加一台用于Linux

下共享的打印机， 你必须设
置该打印机为可共享的， 并
且把打印机的服务器设置为

开放的， 而且赋予所需的控制权限。

Q
： 安装完Ubuntu之后， 我怎
样才能使所需更新的数量最
小化？

A
： Ubuntu  10. 10的每日构建

版本的所有更新: http: //cd

image. ubuntu. com/daily/c

urrent/

Q
： 当计算机从睡眠下唤醒，
我不希望再重新输入密码。

A
： 进入系统>首选项>屏幕保

护程序。 撤销“屏幕保护程

序激活时锁定屏幕。 ” 同样
， 在 系统->首选项-

>电源管理， 撤销“锁定暂定健“。

Q
： 我怎样能找到一个运行在U

buntu下的无线适配器？

A
： 从一个在线的零售网站里
选择一个适配器， 然后在网
站http: //linux-wless. pas

sys. nl核对。

Q
： 我最近安装了一个64位版

本的Ubuntu  Maverick。 我一

直尝试挂载我的HDX-1000媒

体服务器， 但我一直得到 ：
“安装. nfs服务器拒绝访问， 正在安
装. . . ” 。

A
： 我发现了一个包含可以定

制进入fstab的所有不同参

数的列表， 添加“nfsvers=

3” ， 所以代码显示： HDX-S

erver1: /share  /media/HDX-Server1

  nfs  rw, rsize=8192, wsize=8192, in

tr, nfsvers=3。

Q
： 我想要升级到Ubuntu10. 10

， 但是版本注释说， “Maver

ick中新的Xorg1. 9不兼容（n

vidia-96和nvidia-173） 为

驱动的芯片组。 ”

A
： “你可以通过不被信任的

PPA获取不被支持的安装包

升级你的系统， 通过添加 ：
ppa: dajhorn/nvidia-96

到系统的软件源。 ” 06. 43. 19驱动已
经被报告能够很好的在Maverick上运
行。

Q
： 我在一个用了三个年头的

旧笔记本上安装10. 04， 以此

作为一个新60寸平板电视的

流媒体源， 它显示得很棒，
但是却向左偏离中心。

A
： 电视的菜单包含“自动调
整” ， 它可以把显示居中。

Q
： 我可以关上笔记本， 还让
它继续运行吗？

A
： 首选项/电源管理中有一

个设置“关闭笔记本电脑上

盖时” ， 把它设置为“黑屏
” 。

Q
： 当我用顶部面板上的音量
控制器或者键盘上的音量按
键调整电脑的声音时， 为什

么它改变的是音效而不是音
量？

A
： 我已修复该问题， 首先用

命令行打开文件： gksudo  g

edit  /etc/modprobe. d/als

a-base； 在文件的末尾加一

行： options  snd-hda-intel

model=gateway-m4； 保存后重新启动
。 接着再安装Pulseaudio-equalizer

。

Q
： 我的网络摄像头在10. 04下

能运行， 但是当我升级到10.

10， 内核模块改变了 ， 驱动
再也不能运行了。

A
： 从gspca网站http: //moin

ejf. free. fr/下载gspca-2.

11 . 3. tar. gz   tarball

。 你或许需要用Synaptic安

装build-essential。 解压文件， 按
照Tarball里的readme说明 ： 打开一

Q来A去
作者 Gord Campbell

如果你有任何与Ubuntu有关的问题， 请发到question@fullcirclemagazine
. org。 Gord将会在下一期的杂志中予以解答。 请尽可能详细地列出与你的
问题相关的信息， 以便于回答。

mailto:questions@fullcirclemagazine.org
http://linux-wless.passys.nl
http://cdimage.ubuntu.com/daily/current/
http://moinejf.free.fr/
http://moinejf.free.f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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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终端， 并且cd到我们编译文件所在

的目录。 之后： make  sudo， make  in

stall， 重启安装新的模块， 运行Che

ese来确认它能运行。

Q
： 我有一台Ubuntu  10. 10， 但

不能进入到XP的工作组或者电

脑。 我可以从Ubuntu探测到XP

， 反之亦然。 当我想尝试打开W

indows工作组的时候， 我得到了如下错

误提示： Unable  to  mount  location。

不能从服务器得到共享清单。

A
： “单路传送” 在路由中被打

开， 当未检测时一切都能正常

工作。

Q
： 我刚刚把Ubuntu  10. 10安

装在我朋友的笔记本里。 在
安装时， 在启动过程中 ， 我
跳过了加载登录输入密码的

步骤， 因为我想让她试用时越简单越
好。 现在她很喜欢它， 但我认为 ， 在
启动时增加登录窗口是有意义的， 但

怎么做呢？

A
： 进入 系统->系统管理-

>登录窗口 ， 并且取消“自
动登录” 。

Q
： 我有一个外置的USB硬盘。
我擦写了其中的几个GB， 但

是在硬盘上点击属性选项，
可用空间没有显示出来。 我

对回收站和系统空间信息目录做了手

动擦写， 但问题依旧存在。

A
： 这些都是窗口的假象。 在
Nautilus下打开外置硬盘，
右键点击垃圾图标， 选择清
空垃圾。

Q
： 在Ubuntu10. 10下， 我不能

播放DVD。

A
： 打开附件/终端， 并且粘

贴: sudo  /usr/share/doc/l

ibdvdread4/install-css. s

h， 如果不能找到这个文件

， 使用synaptic来安装libdvdread4

， 再尝试一次命令。 之后重新启动，
你将可以播放DVD。

Q
： 我如何能在火狐浏览器里
播放. swf格式文件呢？

A
： 请使用带有Flash-Aid-FF

版本: https: //addons. mozi

lla. org/en-US/firefox/ad

don/161939/

Q来A去


 https://addons.mozilla.org/en-US/firefox/addon/161939/


Full Circle中文杂志 第44期 25 目录

我的桌面

我的名字是Andrew， 我13岁。 这是我的Ubuntu  Lucid桌面。
我使用英语界面（我在学习它， 但我的母语是俄语和乌克兰语
） ， 以及New  Wave主题。 不幸的是， 我的打印机不能在Ubuntu

下工作。 所以我用微软的Windows作为替代系统来打印和游戏。

计算机配置：
英特尔奔腾   4 (CPU  3. 20 GHz）
内存 (RAM) : 512MB

硬盘 (HDD) : 160GB

显卡: nVIDIA  GeForce  9500GT (512 MB)

展示桌面和电脑的舞台 ， 请把截图或照片发到misc@fullcirclemagazine. org，
并附上一段文字描述桌面、 电脑配置和其他与电脑相关的花絮。

这是我的Ubuntu  10. 04桌面， 它的分辨率为1440x900。 我用
AWN和Conky创建了一个互动的桌面， 我的天气预报和CPU监控挂

在了右上角。 不论什么时候我从我的Gmail账户获得新的邮件，
邮件的数量和邮件的主题将会被显示在右侧。 同样， 我所关注

的Twitter用户信息被显示在右下角一个虚拟的iPad中。 每当我
用Rhythmbox听来自 Last. fm的音乐 ， 唱片封面、 歌名、 歌手名
字和专辑名将会被显示在左上角的虚拟iPod中。 我使用的是一

个带有巴兰萨图标的木质主题。

mailto:misc@fullcirclemagazine.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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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桌面

这是我运行在Acer   Aspire  7730G上的Ubuntu  10. 04。 我定
制了自己的桌面， 感谢来自 Gaia(www. gaia10. us)和Artescrito

rio(artescritorio. com) 的主题。

软件配置：
壁纸： Mother Nature

图标： Faenza -AWN

功能界面： Gaia Icons

Conky： 简单的配置（用于日期和时间）
主题： GAIA Sprout

硬件配置：
英特尔双核处理器 T5800 - 2 GHz

NVIDIA GeForce 9600M GS 高速缓存
4 GB DDR2

我从2000年就开始使用Linux， 包括很多版本， 例如Red  Ha

t, Mandrake(现在Mandriva) ,和Ubuntu的各种版本。

这是我的Ubuntu上网本桌面的截图 ； 它被安装在我的Acer  

Aspire  One  D255的上网本上， 规格如下： 英特尔Atom  N550双

核处理器， 1GB内存。

来自 Batam(印度尼西亚)的问候。

http://www.gaia10.us
http://artescritori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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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P 5
作者 Andrew Min

Transmission

网站: http: //www. transmissionbt. com/

Transmission是著名的开源BT客户端之一。 这主要归因于它良好的

兼容性（同时支持GTK和Qt图形界面） 、 速度和空间以及简洁的界面。
正如开发者所描述的， “我们把‘适用性’ 作为默认特征” 。 它支持各
种各样的第三方衍生版本， 甚至支持一个没有领导者的基于Curses的版

本。

Transmission已经预装到Ubuntu中 ， 其他人也可以在软件源中使用T

ransmission的安装包。

Deluge

网站: http: //qbittorrent. sourceforge. net/

基于LibTorrent开发的Deluge， 是Transmission最好的替代者之一。
不仅速度非常快， 而且优化了很多资源： 一个研究人员这样总结“Deluge

用2倍的内存来达到2倍的速度” (请参考http: //url. fullcirclemagazine

. org/f37031) 。 它支持各种插件和特征， 并且包含一个基于终端的网页接
口 ， 它看起来很棒。

要安装Deluge的话, 可以在软件源中使用Deluge安装包。

BitTorrent客户端

http://www.transmissionbt.com/
http://qbittorrent.sourceforge.net/
http://url.fullcirclemagazine.org/f37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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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P 5 -- BITTORRENT客户端

KTorrent

网站: http: //ktorrent. org/

如果你是一个KDE用户 ， 你的第一选择明显是KTorrent。 正如许多KD

E应用软件， 它集成在桌面环境中（包括Kross脚本的支持和内嵌音频
/视频的预览） 。 它具有标准的种子特征， 如队列、 带宽限制和代理。
尽管KTorrent支持大量各种各样的插件， 包括网页控制， 一个搜索引擎

， 一个UPnP端口 ， 当然还有一个IP地址阻拦器， 但插件是真正与其分离

的。

KTorrent已经为Kubuntu的用户预装好， 其他人可以用ktorrent的安

装包来安装它。

qBittorrent

网站: http: //qbittorrent. sourceforge. net/

如果你不喜欢KTorrent， 或更倾向于平淡的Qt应用软件， 那么尝试一

下Christopher   Dumez的qBittorrent。 它效仿著名的uTorrent,像它的先

驱一样， 它支持一个整洁简易的接口。 在这个接口中 ， qBittorrent隐藏
了大部分功能， 包括一个网页接口 ， IP过滤器， RSS分析器， 和可以用来

搜索种子的网页的可编程搜索引擎。

你可以用软件源中的qBittorrent安装包来安装qBittorrent。

http://ktorrent.org/

http://qbittorrent.sourceforge.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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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P 5 -- BITTORRENT客户端

rTorrent

网站: http: //libtorrent. rakshasa. no/

如果你用更底层的方式（或者只是想要一个快速的没有图形界面的
终端） ， 请尝试一下rTorrent吧。 它是由影响到已经被列举的大部分其

他项目的libtorrent的开发者创造的。 并且， 像大部分被高级用户开发
的终端应用一样， 它有一个功能和高级性能调整的大清单。 如果你是一

个ncurses的粉丝， 你会喜欢使用rTorrent的。

为了安装rTorrent， 请使用在软件源中的rTorrent安装包。

http://libtorrent.rakshasa.n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