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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Linux 系统初讲 

1.1 阿铭 Linux 介绍 

阿铭 Linux 是我在 13 年上半年开始筹划，8 月 17 日开第一期课程。到目前为止学

员数量超过 500 人，已经就业的学员在一线城市薪资在 6000+有的同学经过多次跳槽目

前已经过 2w。 

越来越多的朋友相信阿铭 Linux，之前的教育模式有诸多限制，所以不能给满足大

家的需求。在 2015 年 4 月上线了猿课这个在线学习平台。目前看来，猿课的效果还是

很好地，越来越多的小伙伴接受了这种教育模式。我个人认为猿课要比之前的教育模

式有诸多优势，最大的好处是能够让我分担出精力来开发新的课程，并且有足够的时

间来辅导和督促大家的学习。我相信只要小伙伴们跟着大家伙的节奏，经过 2-4 个月的

奋斗一定能够让你轻松学成，完成就业！ 

 

1.2 Linux 发行版简介 

在 Linux 加入 GNU 计划之前，就已经有不少组织把 Linux 包装发行，比如比较出

名的有 Debian（1993）和 Slackware（1993）。 而 Linux 加入 GNU 之后也有一部分发

布版本产生，比如 RedHat（1994）就是在这时候诞生的。而大家所熟知的 Ubuntu（2004）

出现的比较晚了，它其实是在 Debian 的基础上发展来的，也就是说 Ubuntu 只是 Debian

的一个分支。当然，Slackware 也有一个比较出名的分支，那就是 SUSE（1994）。  

可以这样说，目前大家熟悉的所有 Linux 发行版大多都是基于上面的几个发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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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的。这几年比较流行的 Android 手机操作系统也是一种 Linux发行版。说到 RedHat，

我想大家会想到其他两个发行版那就是 Fedora 和 CentOS。下面我就来说一说它们和

RedHat 有什么关系。RedHat 是 Linux 非常出名的一大分支，有很多的发行版都是基于

这个分支的。我想大家也听说过国内的一款 Linux 发行版 RedFlag（1999），它就是基

于 RedHat 发行的，只不过这个版本并不是很流行，用的人不多。2002 年，RedHat 推

出新的发行版 RedHat Enterprise（我们简称 RHEL）主要针对企业，而之前的 RedHat

不再发行，但是它并没有消失，而是由另一个发行版延续，这就是著名的 Fedora，其

实这个发行版对于 RHEL 来说是个开发实验版本，因为 RHEL 上的很多新技术都是先

在 Fedora 上跑，如果稳定，再移植到 RHEL 上。Fedora 这个发行版也是十分稳定和优

秀的，所以有很多爱好者使用它。 

接下来，我要跟你介绍一下 CentOS 这个发行版。它诞生于 2003 年，如果你使用

过 RHEL 和 CentOS 这两个发行版，那肯定会说它们俩简直是太像了。没错，CentOS

和 RHEL 几乎长得一模一样，这是为什么呢？大家都知道，RedHat 是基于 GNU 的，

那么它就得遵循 GPL 协议，RHEL 发布后要发布所有源代码，那么谁都可以使用这些

源代码，所以 CentOS 就是拿 RHEL 的源代码编译而来的，当然也有一些改动，只不过

改动的不多而已。2014 年 2 月，CentOS 被 RedHat 收于囊中，因为 CentOS 这个发行

版的流行度已经非常广泛，这不得不引起 RedHat 官方的重视。 

 

1.3 如何学好 Linux 

关于如何学习，相信你有自己的一套学习方法，毕竟我们每个人都经历过中考、

高考，好的学习方法和学习技巧可以大大提高我们的学习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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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你选择了阿铭 Linux，那我肯定有责任带着大家入门，并成功找到一份 Linux

工作。只要你一步一步按步就搬，按照我的安排走，相信成功就在不远的前方！不建

议只图速度注重质量，目前所有课程一般需要你花费 2 个月的时间来学完，如果你花

一周就看完，那你肯定过几个月就会忘掉。 

建议你给自己制定一个学习计划，你可以每周学习 20-30 节内容这样的进度来学习。

在学习过程中，要保证做笔记和总结文档，不要以为这是一样的，笔记是看视频学到

的东西，而文档可能会涉及到一些扩展学习的知识点。笔记建议印象笔记，可以在手

机上看，文档可以搞一个免费的 51cto 博客。遇到问题，你可以有三种途径：发到猿课

的提问区或者专帖里；发到群里；直接问我。我更倾向让大家发到猿课提问区，因为

问题发到这里，别的同学也可以看到，而且以后你复习也可以很快找到。 

当你学完一遍后，你还要近一步复习，扩展学习。扩展学习链接我会在后续章节

中发出来给大家。希望这几个月的学习能够改变你的习惯，把学习当成你生活和工作

中不可或缺的大事！ 

 

1.4 创建虚拟机 

我们创建虚拟机的目的是为了在 windows 平台上安装 Linux 操作系统，有的同学

可能想直接在物理机上安装Linux，但是我不建议，因为Linux用作办公和娱乐的很少，

支持的软件也比较少，没有 windows 方便，你如果用 Linux 很有可能不能听猿课视频。

关于虚拟机软件选择大家可以使用vmware workstation或者virtualbox，前者是收费的，

但在国内都可以找到一些朋友分享的注册码。下面所有案例都是在 vmware 上演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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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mware 下载地址 http://pan.baidu.com/s/1eQxOVPC。 

安装好 vmware 后，就可以创建虚拟机了。首先点“创建新的虚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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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默认的“典型（推荐）”点下一步。 

 



 

6 
 

选择“稍后安装操作系统”，点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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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 Linux，版本为 centos，继续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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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拟机名称和位置都自定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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磁盘大小为 20G，其他默认点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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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点“自定义硬件”，把显示器分辨率调整一下，点关闭再点完成。 

 

 

1.5 安装 CentOS 

安装系统之前，需要先去下载一个镜像文件，下载地址

http://mirrors.163.com/centos/6.7/isos/x86_64/，下载那个

CentOS-6.7-x86_64-bin-DVD1.iso，总大小为 4G，在这里要说明一下，centos 每半年更

新一个版本，后续你就要下载 6.8 了。下载完成后，还需要配置一下 vmware，指定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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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镜像文件的位置。我这里是之前下载的 6.6 的版本，所以和你的显示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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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点“开启此虚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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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窗口点一下鼠标，然后直接回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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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车后，出来一堆硬件检测的信息，最后界面停在“Disc Found”的界面，这是在问

我们是否要检测安装介质，按 tab 键，选择 skip，之后就出来图形安装界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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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用鼠标点 Next，语言选择中文简体，继续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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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美国英语式键盘，继续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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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存储设备，继续下一步。 

在弹出的存储设备警告提示中，选择是，忽略所有数据，继续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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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区为亚洲上海，继续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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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设置根密码，继续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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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创建自定义布局，因为我们需要自己规划分区，继续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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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开始自定义分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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磁盘一共有 20G，分区规划是这样的：/boot 分 200M，swap 分 2G，/分剩余所有

空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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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好区好继续下一步，弹出格式化警告，点击格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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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又一次提醒我们，我们选择将修改写入磁盘，接下来的界面保持默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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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点下一步，安装方案，我们选择 minim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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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下一步，一共需要安装 334 个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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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完成后，重新引导一下就可以进入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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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启过后就出现登录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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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输入用户名 root 回车，然后输入我们设置的根密码再回车就可以登录系统。 

 

 

1.6 配置 IP 地址 



 

35 
 

CentOS 已经安装好了，但是还不能和外部机器通信，我们在这个黑色窗口里操作

还是有很多不方便的，比如不能复制，不能粘贴。所以，我们需要配置好 IP，然后用

远程连接工具去连这台 Linux，这样方便我们后续的操作。那么如何配置 IP 呢？可以

先输入命令 ifconfig 查看网卡的 IP。 

 

只有一个 lo，这个网卡是回环网卡，不管是 Windows 还是 Linux 都是会有这个 IP

的，它的作用主要是机器内部通信，非常有用。默认虚拟机安装完成之后，是有一块

网卡的，我们可以通过 ifconfig -a 查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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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如何才能给 eth0 这块网卡设置一个 IP？我们可以通过 dhclient 命令让它自动

获取到一个 IP。 

 

dhclient命令是一个自动获取 IP的命令，如果Linux所在网络环境有dhcp 服务器，

那么运行 dhclient 命令后，Linux 机器就可以自动获取到一个 IP。此时的 IP 是自动获

取的，也就是说是动态的，实际机房的服务器 IP 并不是自动获取的，都需要固定好，

所以我们应该为 eth0 网卡设置一个静态 IP。在设置静态 IP 之前，先运行 route 命令查

到 NETMASK 和 GATEWAY。 

 

然后输入如下命令，文件的名字比较长，这里有一个技巧就是在写文件名字的时

候，可以按 tab 键把文件的名字补全。 

 

回车后，进入到该文件内部，改成如下内容，如果是初次使用 vi 工具的同学不知

道如何更改，方法是首选把光标用方向键定位到要更改的位置，然后按一下字母 i，这

样就可以更改了。其中要更改的地方有 ONBOOT 改为 yes，意思是开机启动网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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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TPROTO 改为 static，这样就设置静态 IP 了，原来是通过 dhcp 自动获取 IP，UUID

不用改动，下面 4 行也是必须要添加的，其中 IPADDR 是我们通过命令 ifconfig eth0

查到的。DNS1 是中国联通的一个 DNS 服务器 IP。请注意，你的 CentOS 的 IP 和我的

可能是不一样的，请不要照搬，否则你是没有办法上网的。 

 

改完之后，按一下 ESC，然后输入:wq 就保存并退出了。之后输入如下命令，将网

络服务重启。 

 

这样我们就把网卡 IP 设置为静态的了，并且日后再重启服务器网卡 IP 保持不变。

然后再来测测网络连通性。 

 

这样就说明连通了，可以上外网了。这里的 ping 命令我相信大家但凡是对网络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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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有所了解，那并不会难理解。Linux 下的 ping 会一直持续，所以需要按 Ctrl c 组合

键取消。 

 

1.7/1.8 系统启动流程 

首先要说一下这部分内容，只是帮助大家了解 Linux系统的启动流程，这样当Linux

系统在启动过程中遇到故障，我们可以很清楚到底是在哪一步遇到问题，然后我们就

可以针对性地去排查故障。先来一张图帮助大家理解启动流程为了更好地体验大家可

以在线观看 http://www.apelearn.com/study_v2/boot.jpg。 

第一阶段，硬件引导启动。首先是 BIOS 加电自检，BIOS 找启动介质，是硬盘还

是光盘或者其他启动介质，然后再启动介质中找到 MBR。MBR 是启动介质（比如硬

盘）的第一个分区的第一个扇区，大小为 512 字节。其中前面 446 字节是 bootloader

（CentOS 安装的时候会安装一个 grub 程序在这里），紧接着的 64 字节是分区表，最后

面 2 字节是用来校验的，我们把它叫做 55AA。 

第二阶段，grub 启动引导程序。既然找到了 MBR，那么就找到了 grub，它就是一

个引导程序，它会帮我们引导我们想启动的系统，grub 引导分为两个阶段执行 stage1

和 stage2。stage1 是直接在 MBR 中的，也就是那前面 446 字节里面，而 stage2 比较大

不能放到 MBR 里，所以只能放到文件系统里，按理说 stage1 执行后就直接调用 stage2

了。但对于目前较新的文件系统（比如 ext4）来说，stage2 是不能识别到的，所以还得

借助于一个中间桥梁 stage1_5 来识别 stage2 所在的文件系统。当 stage2 被执行后，它

就会去解析配置文件/boot/grub/grub.conf，在该配置文件中它又找到了内核和内核映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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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itrd）的位置。 

第三阶段内核引导阶段。内核和内核映像（initrd）找到了，所以内核接管控制权。

按理说内核能够识别到几乎所有的硬件设备，但实际上内核的身材是非常小的，它只

含有最基本的硬件驱动，而其他有常见硬件驱动是在 initrd 中的。所以在这一阶段，initrd

先释放到内存中，临时构成一个只读的文件系统，在这个只读的文件系统中，内核去

执行临时文件系统里面的 init 进程，目的是加载各种硬件的驱动。当所需的驱动加载完

后，内核再次挂载真正的根文件系统，内核把控制器教给了/sbin/init 进程。 

第四阶段系统初始化阶段。/sbin/init 进程是系统其他所有进程的父进程，当它接管

了系统的控制权先之后，它首先会去读取/etc/inittab 文件来执行相应的脚本进行系统初

始化，如设置键盘、字体，装载模块，设置网络等。主要包括以下工作： 

1) 执行系统初始化脚本(/etc/rc.d/rc.sysinit)，对系统进行基本的配置，以读写方式

挂载根文件系统及其它文件系统，到此系统算是基本运行起来了，后面需要进行运行

级别的确定及相应服务的启动。rc.sysinit 所做的事情(不同的 Linux 发行版，该文件可

能有些差异)如下： 

（1）获取网络环境与主机类型。首先会读取网络环境设置文件

"/etc/sysconfig/network"，获取主机名称与默认网关等网络环境。 

（2）测试与载入内存设备/proc 及 usb 设备/sys。除了/proc 外，系统会主动检测是

否有 usb 设备，并主动加载 usb 驱动，尝试载入 usb 文件系统。 

（3）决定是否启动 SELinux。 

（4）接口设备的检测与即插即用（pnp）参数的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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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用户自定义模块的加载。用户可以再"/etc/sysconfig/modules/*.modules"加入

自定义的模块，此时会加载到系统中。 

（6）加载核心的相关设置。按"/etc/sysctl.conf"这个文件的设置值配置功能。 

（7）设置系统时间（clock）。 

（8）设置终端的控制台的字形。 

（9）设置 raid 及 LVM 等硬盘功能。 

（10）以方式查看检验磁盘文件系统。 

（11）进行磁盘配额 quota 的转换。 

（12）重新以读取模式载入系统磁盘。 

（13）启动 quota 功能。 

（14）启动系统随机数设备（产生随机数功能）。 

（15）清楚启动过程中的临时文件。 

（16）将启动信息加载到"/var/log/dmesg"文件中。 

 当/etc/rc.d/rc.sysinit 执行完后，系统就可以顺利工作了，只是还需要启动系统所

需要的各种服务，这样主机才可以提供相关的网络和主机功能，因此便会执行下面的

脚本。 

2) 执行/etc/rc.d/rc 脚本。该文件定义了服务启动的顺序是先 K 后 S，而具体的每

个运行级别的服务状态是放在/etc/rc.d/rc*.d（*=0~6）目录下，所有的文件均是指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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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c/init.d 下相应文件的符号链接。rc.sysinit 通过分析/etc/inittab 文件来确定系统的启动

级别，然后才去执行/etc/rc.d/rc*.d 下的文件。 

/etc/init.d-> /etc/rc.d/init.d 

/etc/rc ->/etc/rc.d/rc 

/etc/rc*.d ->/etc/rc.d/rc*.d 

/etc/rc.local-> /etc/rc.d/rc.local 

/etc/rc.sysinit-> /etc/rc.d/rc.sysinit 

也就是说，/etc 目录下的 init.d、rc、rc*.d、rc.local 和 rc.sysinit 均是指向/etc/rc.d 目

录下相应文件和文件夹的符号链接。我们以启动级别 3 为例来简要说明一下。 

/etc/rc.d/rc3.d 目录，该目录下的内容全部都是以 S 或 K 开头的链接文件，都链接

到"/etc/rc.d/init.d"目录下的各种 shell 脚本。S 表示的是启动时需要 start 的服务内容，K

表示关机时需要关闭的服务内容。/etc/rc.d/rc*.d 中的系统服务会在系统后台启动，如果

要对某个运行级别中的服务进行更具体的定制，通过 chkconfig 命令来操作，或者通过

setup、ntsys、system-config-services 来进行定制。如果我们需要自己增加启动的内容，

可以在 init.d目录中增加相关的shell脚本，然后在rc*.d目录中建立链接文件指向该shell

脚本。这些 shell 脚本的启动或结束顺序是由 S 或 K 字母后面的数字决定，数字越小的

脚本越先执行。例如，/etc/rc.d/rc3.d /S01sysstat 就比/etc/rc.d/rc3.d /S99local 先执行。 

3) 执行用户自定义引导程序/etc/rc.d/rc.local。其实当执行/etc/rc.d/rc3.d/S99local时，

它就是在执行/etc/rc.d/rc.local。S99local 是指向 rc.local 的符号链接。就是一般来说，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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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的程序不需要执行上面所说的繁琐地建立 shell 增加链接文件的步骤，只需要将命

令放在 rc.local 里面就可以了，这个 shell 脚本就是保留给用户自定义启动内容的。 

4) 完成了系统所有的启动任务后，linux会启动终端或X-Window 来等待用户登录。

tty1,tty2,tty3...这表示在运行等级 1，2，3，4 的时候，都会执行"/sbin/mingetty"，而且

执行了 6 个，所以 linux 会有 6 个纯文本终端，mingetty 就是启动终端的命令。 

除了这 6 个之外还会执行"/etc/X11/prefdm-nodaemon"这个主要启动 X-Window。至

此，系统就启动完毕了。 

 

1.9 远程连接工具使用 

常见远程连接工具有 PuTTY，SecureCRT，Xshell 等，我本人喜欢使用 PuTTY，

因为它小巧易用，最主要它是开源免费的，Linux 上同样也可以安装 PuTTY，只是很

少有人在 Linux 上用它。PuTTY 下载地址：

http://www.chiark.greenend.org.uk/~sgtatham/putty/download.html 

在前面我们已经设置 CentOS 的 IP 为 192.168.136.138，安装完 PuTTY 后，请按照

如下步骤连接远程 Linux 机器。 

（1）填写远程 Linux 基本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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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st Name (or IP address) 这一栏填写服务器 IP 192.168.136.138。Port 这一栏保持

默认不变。Connection type 也保持默认。Saved Sessions 这里自定义一个名字，主要用

来区分主机，因为将来你的主机会很多，写个简单的名字即方便记忆又能快速查找。 

 

    （2）定义字符集 

计算机最烦人的就是字符集了，尤其是 Linux，搞不好就会乱码。我们在上一章安

装 CentOS 时已经安装了中文语言支持，所以安装好的系统是支持中文的，在 PuT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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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设置也要支持中文。点一下左侧的  “Window” –> “Translation”, 看右侧的 

“Character set translation on received data”, 选择 UTF-8。之后再点一下左侧的 “Session”, 

然后点右侧的 “sa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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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远程连接你的 Linux 

保存 session 后，点最下方的 “Open”。初次登录时，都会弹出一个友情提示，它

的意思是要打开的 Linux 还未在本机登记，问我们是否要信任它。如果是可信任的，

则点 ‘是’ 登记该主机，否则点 ‘否’ 或者 ‘取消’，我们当然要点 ‘是’。 

 

之后弹出登录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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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用户名以及密码后，就登录 Linux 系统。登录后会提示最后一次登录系统的

时间以及从哪里登录。然后我们就可以在 PuTTY 里面进行操作了，这和在 tty1，tty2

上操作没有区别。而且它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随意的复制粘贴，之前在 tty1 的窗

口里，我们没有办法复制内容，更不能粘贴文本信息。使用 PuTTY 我们还可以通过鼠

标滚轮翻查之前显示的历史信息。 

 

 

2.0 密钥验证 

SSH 服务支持一种安全认证机制，即密钥认证。所谓的密钥认证，实际上是使用

一对加密字符串，一个称为公钥(publickey)， 任何人都可以看到其内容，用于加密；

另一个称为私钥(privatekey)，只有拥有者才能看到，用于解密。通过公钥加密过的密

文使用私钥可以轻松解密，但根据公钥来猜测私钥却十分困难。 SSH 的密钥认证就是

使用了这一特性。服务器和客户端都各自拥有自己的公钥和私钥。PuTTY 是可以使用

这种机制登录 Linux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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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生成密钥对 

关于密钥的工作原理，如果你感兴趣可以到网上查一查，我不想介绍太多无关知

识点。在开始菜单中找到 Puttygen，单击打开它。右下角的 1024 改成 2048，这表示密

钥长度为 2048 位，这样更安全，然后点一下 “Generate”按钮, 这样就开始生成密钥了，

请来回动一下鼠标，这样才可以快速生成密钥对，大约几秒后就完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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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 comment”这里可以保持不变也可以自定义，它是对该密钥的简单介绍。

“Kye passphrase”这里用来给你的密钥设置密码，这样安全一些，当然也可以留空，

建议你设置一个密码。“Confirm passphrase”这里再输入一遍刚刚你设置的密码。 

 

    （2）保存私钥 

单击“Save private key”，选择一个存放路径，并定义名字，点 “保存”。这个就

是所谓的私钥，请把它保存到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谨防丢掉或被别人看到。比如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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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到了 E:\aminglinux\aming.ppk。 

 

（3）复制公钥到 Linux 

回到刚才生成密钥的窗口，在 “Key” 的下方有一段长长的字符串，这串字符串

就是公钥的内容，把整个公钥字符串复制下来。然后粘贴到 Linux 的这个文件中： 

/root/.ssh/authorized_keys。下面请做如下操作： 

创建/root/.ssh 目录，因为这个目录默认是不存在的。 

# mkdir /root/.s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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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改这个目录的权限。 

# chmod 700 /root/.ssh      

关于 mkdir 和 chmod 两个命令，在后面章节详细介绍。然后是把公钥内容粘贴

进 /root/.ssh/authorized_keys 文件中。 

# vi /root/.ssh/authorized_keys 

回车后，按一下“i”进入编辑模式，然后直接点击鼠标右键就粘贴了，这是 PuTTY

工具非常方便的一个功能。粘贴后，按一下“Esc”键，然后输入“:wq”回车保存退

出该文件。 

（4）关闭 SeLinux 

SeLinux 是 CentOS 的一种安全机制，它的存在的确让 Linux 系统安全了很多，但

也产生了不少的麻烦。在这，如果不关闭 seLinux，使用密钥登录会提示 “Server refused 

our key”, 关闭方法： 

# setenforce 0   

这个只是暂时命令行关闭 seLinux, 下次重启 Linux 后 seLinux 还会开启。永久关闭

seLinux 的方法是： 

# vi /etc/selinux/config   

回车后，把光标移动到“SELINUX=enforcing”按一下“i”键，进入编辑模式，

修改为“SELINUX=disabled”。按“Esc”，输入“:wq”回车，然后重启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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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设置 putty 通过密钥登录 

打开 PuTTY 软件，点一下我们保存好的 session，然后点右侧的“Load”，在左侧

靠下面点一下“SSH”前面的+然后选择“Auth”看右侧“Private key file for authentication:”

下面的长条框里目前为空，点一下 “Browse”, 找到我们刚刚保存好的私钥，点“打开”。

此时这个长条框里就有了私钥的地址，当然你也可以自行编辑这个路径。然后再回到

左侧，点一下最上面的“Session”，在右侧再点一下“Save”。 

 

（6）使用密钥验证登录 Linu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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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存好 session 后，点一下右下方的“Open”。出现登录界面，你会发现和原来的

登录提示内容有所不同： 

login as: root 

Authenticating with public key "aminglinux" 

Passphrase for key "aminglinux": 

Last login: Thu Aug 13 23:33:30 2015 from 192.168.136.1 

现在不再输入 root 密码，而是需要输入密钥的密码，如果先前在生产密钥的时候

你没有设置密码，输入 root 后会直接登录系统。 

假如，你还有一台 Linux 也想使用密钥验证登录，你学会如何设置了吗？PuTTY

设置方法是一样的，使用同样的私钥，不需要你再次生成密钥对了，另外把

192.168.136.138 上的/root/.ssh/authorized_keys 复制一份到另一台机器就可以了。 请注

意，这个文件的名字是固定的。 

 

2.1 运行级别 

说到图形界面、命令行不得不提一下 Linux 的 7 个运行级别。我们可以查看一个

文件的内容，使用如下命令： 

[root@localhost ~]# cat /etc/inittab 

结果会显示如下信息： 

# inittab is only used by upstart for the default runle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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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ADDING OTHER CONFIGURATION HERE WILL HAVE NO EFFECT ON YOUR 

SYSTEM. 

# 

# System initialization is started by /etc/init/rcS.conf 

# 

# Individual runlevels are started by /etc/init/rc.conf 

# 

# Ctrl-Alt-Delete is handled by /etc/init/control-alt-delete.conf 

# 

# Terminal gettys are handled by /etc/init/tty.conf and /etc/init/serial.conf, 

# with configuration in /etc/sysconfig/init. 

# 

# For information on how to write upstart event handlers, or how 

# upstart works, see init(5), init(8), and initctl(8). 

# 

# Default runlevel. The runlevels used 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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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 halt (Do NOT set initdefault to this) 

#   1 - Single user mode 

#   2 - Multiuser, without NFS (The same as 3, if you do not have networking) 

#   3 - Full multiuser mode 

#   4 - unused 

#   5 - X11 

#   6 - reboot (Do NOT set initdefault to this) 

# 

id:3:initdefault: 

其中以#的开头的行全部为解释说明的文字，也就是说这些文字不起任何作用，我

们完全可以删除它们，在这个文档中，可以看到有 0-6 个运行级别，其中 0 表示关机；

1 表示单用户；2 表示多用户模式，但没有 NFS 服务；3 就是我们用的这个命令行模式；

4 为预留的，没用；5 为图形界面模式；6 为重启。而最后一行来定义我们的系统按照

哪个模式运行，这里是 3 所以默认就开启了命令行模式，那么这里如果设置为 6，则我

们的系统会进入循环重启状态。 

默认我们安装完的系统就是 3 级别，如果想切换到带图形的 5 级别，你可以尝试

使用如下命令：yum groupinstall "Desktop" "X Window System" 安装图形化用到的程序

包，这里的 yum 命令后续我们会讲到。安装完成之后，我们到虚拟机界面下再运行 init 

5 就可以启动图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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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单用户模式 

Linux 系统你也会遇到忘记 root 密码的情况，如果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呢？重新

安装系统吗？当然不用！进入单用户模式更改一下 root 密码即可。步骤如下： 

（1）重启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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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命令行下运行 init6 或者 reboot 就可以重启系统了。在虚拟机窗口中，3 秒钟内，

按一下回车键。此时你会看到如下提示信息： 

 

此时 CentOS (2.6.32-504.el6.x86_64) 这一行是高亮的，即我们选中的就是这一行，

这行的意思是 Linux 版本为 CentOS，后面小括号内是内核版本信息。 另外在这个界面

里，我们还可以获取一些信息，输入 e 会在启动前编辑命令行； 输入 a 会在启动前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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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内核的一些参数； 输入 c 则会进入命令行。而我们要做的是输入 e。 

（2） 进入单用户模式 

输入 e 后，界面变了，显示如下信息： 

 

暂时你不用管这些都代表什么意思，你只要跟着做即可。按一下向下的箭头键，

选中第二行，输入 e，出现如下提示： 

 

你只需要在后面加一个 “single” 或者 “1” 或者 “s”如下： 

 

然后先按回车然后按 b，启动后就进入单用户模式。这时候，就可以更改 root 的

密码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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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修改 root 密码 

输入修改 root 密码的命令： 

# passwd 

Changeing password for user root. 

New password: 

Retry new password: 

passwd: all authentication tokens updated successfully. 

按提示输入两次密码，修改后，重启系统。 

# reboot 

 

2.3 救援模式 

救援模式即 rescue，这个模式主要是应用于，系统无法进入的情况。如 grub 损坏

或者某一个配置文件修改出错。如何使用 rescue 模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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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光盘启动 

默认 vmware 新建的虚拟机并不是以光盘启动的，所以需要我们重新设置 bios。首

先用命令 init0 关机。然后鼠标在虚拟机的名字那里点右键，选择电源，然后在右侧下

拉菜单中选择启动时进入 bios，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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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向右方向键，选择 Boot，然后确保使 Hard Driver 那一行高亮，然后按减号，使

其下移，同理把 Removable Devices 同样下移，最终让 CD-ROM Drive 到第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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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按 F10 保存 

 

直接回车并启动机器进入系统安装盘启动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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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进入 rescue 模式 

使用上下方向键选择 Rescue installed system 然后回车。语言这一项保持默认，直

接回车。 

 

键盘类型，也默认，直接回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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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让我们设置网络，如果不需要联网直接用 tab 键选择 no，然后回车 

 

接下来这一步，提示我们 Rescue 环境将会找到我们已经安装的 Linux 系统，并将

其挂载到/mnt/sysimage 下，这一步我们选择 Continue 然后回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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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车后，将会看到一个小提示框，它告诉我们 Linux 系统挂载到了/mnt/sysimage，

如果想获得 root 环境，需要执行命令 chroot /mnt/sysimage。 

 

继续回车，又弹出下面的提示。 

 

再继续回车，此时又出现一个框，有三种模式可以选择： 

（1） shell 模式会直接进入命令行，可以进行的操作有编辑文件、修改

用户密码等； 

（2） fakd 是诊断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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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reboot 会直接重启；  

 

这一步我们选择第一个 shell 模式，然后回车，进入 root 环境。此时还不能操作

Linux 系统上的文件，因为目前还在光盘上的系统上。要想修改原来 Linux 系统上的文

件还需要执行一个命令： 

 

你会发现命令行前后有一处变化：原来的 “bash-4.1” 变成了 “sh-4.1”, 此时我们

才可以像在原来的 Linux 系统上做一些操作，比如更改 root 密码或者修改某个文件等。 

做完试验后，不要忘记把 Boot 启动项改成 Hard Devices，否则以后每次启动这个

虚拟机都会从光盘启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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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cd 命令 

在介绍 cd 命令前，先来说两个概念。在 Linux 中什么是一个文件的路径呢，说白

了就是这个文件存在的地方，例如在上面章节中提到的 /root/.ssh/authorized_keys 这就

是一个文件的路径。如果你告诉系统这个文件的路径，那么系统就可以找到这个文件。

在 Linux 的世界中，存在着绝对路径和相对路径。 

绝对路径：路径的写法一定由根目录“/”写起。例如 /usr/local/mysql 这就是绝对路

径。 

相对路径：路径的写法不是由根目录“/”写起。例如，首先用户进入到/, 然后再进

入到 home ，命令为  

 

此时用户所在的路径为 /home/test 第一个 cd 命令后跟 ‘/home’ 第二个 cd 命令后

跟 ‘test’, 并没有斜杠，这个 ‘test’ 是相对于 ‘/home’ 目录来讲的，所以叫做相对路径。 

cd（change directory）这个命令是用来变更用户所在目录的，后面如果什么都不跟，

就会直接到当前用户的根目录下，我们做实验用的是 root 账户,所以运行 cd 后，会进

入 root 账户的根目录 /root。 后面跟目录名，则会直接切换到指定目录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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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wd 这个命令打印出当前所在目录，cd 后面只能是目录名，而不能是文件名，如

果跟了文件名会报错： 

 

下面我们再介绍两个用法，./ 表示当前目录，../ 表示当前目录的上一级目录： 

 

上例中，首先进入到 /usr/local/lib/ 目录下，然后再进入 ./ 其实还是到当前目录

下，用 pwd 查看当前目录，并没有发生变化，然后再进入 ../ 则是进入到了 /usr/local/ 

目录下，即 /usr/local/lib 目录的上一级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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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例中的~表示用户的家目录，这个概念后续章节会提到。-表示上一次所在的目

录，上次所在目录在/usr/local 下，所以 cd -会进入到/usr/local。 

 

2.5 ls 命令 

ls(list) 命令用的非常多，常用选项主要有下面几个。 

（1）-l 列出详细信息 

 

（2）-a 列出所有文件，包括隐藏文件 

 

（3）-t 按文件的最后更改时间排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