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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学习常用工具 
 

第一节 网络软件工具 
 

一、网页浏览 
（一）网页与网站 

1．网页 
网页实际是一个文件，它存放在世界某个角落的某一台计算机中，而这台计算机必须是与互联网相连

的。网页经由网址（URL）来识别与存取，当我们在浏览器输入网址后，经过一段复杂而又快速的程序，

网页文件会被传送到你的计算机，然后再通过浏览器解释网页的内容，再显示到你的眼前。 
2．网页元素 
网页由若干个网页元素构成，就是指网页中使用到的一切用于组织结构和表达内容的对象。组织结构

的有表格（布局），层，导航条，链接等等，表达内容的：文本，图像，Applet，flash 等等。 
文本：在网页文件里，除了文字本身，还专门用一套符号来说明网页上的各种元素的样式（颜色、大

小、字体等）。这套符号也可叫做一种语言，它就是 HTML，翻译出来可以是：超级文本标识语言。它用一

些特定的符号来指明网页元素的各种属性。 
图像：如果网页上插入了一些图片，一般会把图片放到一个文件夹里，然后记住这个文件夹的地址，

打开网页时再把这个图片引用过来，显示到页面上。所以，我们存了一个网页后，常常可以看到有一个和

网页一样名称的文件夹，你要用的资料就在那个网页文件里。 
Applet：可以翻译为小应用程序，通常用 Java 语言编写并运行在浏览器软件中，applet 典型用于为万维

网网页页面定制或添加交互格式元素。包含 Applet 的网页被称为 Java-powered 页，可以称其为 Java 支持的

网页。当用户访问这样的网页时， Applet 被下载到用户的计算机上执行，但前提是用户使用的是支持 Java
的网络浏览器。由于 Applet 是在用户的计算机上执行的，因此它的执行速度不受网络带宽限制。用户可以

更好地欣赏网页上 Applet 产生的多媒体效果。 
Flash：一种交互式动画，它可以将音乐，声效，动画以及富有新意的界面融合在一起，以呈现丰富的

网页动态效果，使得网页设计更加多样化。 
超链接；所谓的超链接是指从一个网页指向一个目标的连接关系，这个目标可以是另一个网页，也可

以是相同网页上的不同位置，还可以是一个图片，一个电子邮件地址，一个文件，甚至是一个应用程序。

而在一个网页中用来超链接的对象，可以是一段文本或者是一个图片。当浏览者单击已经链接的文字或图

片后，链接目标将显示在浏览器上，并且根据目标的类型来打开或运行。按照链接路径的不同，网页中超

链接一般分为以下 3 种类型：内部链接，锚点链接和外部链接。如果按照使用对象的不同，网页中的链接

又可以分为：文本超链接，图像超链接，E-mail 链接，锚点链接，多媒体文件链接，空链接等。 
布局：是指网页内容在页面上所处位置的设计。 
层：层好比在页面中可以容纳各种网页元素的一种容器。在页面中用层可以有更多的控制权和灵活性

来使页面产生动态。 
导航：导航（navigation）是指通过一定的技术手段，为网页的访问者提供一定的途径，使其可以方便

地访问到所需的内容。 
3．网站 
网站，就是指在因特网上，根据一定的规则，使用 HTML 等工具制作的用于展示特定内容的相关网页

的集合。简单地说，网站是一种通讯工具，就像布告栏一样，人们可以通过网站来发布自己想要公开的资

讯（信息），或者利用网站来提供相关的网路服务（网络服务）或网页浏览器来访问网站，获取自己需要的

资讯（信息）或者享受网路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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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页是构成网站的基本元素，是承载各种网站应用的平台，是网站中的一“页”，通常是 HTML 格式（文

件扩展名为.html/.htm/.asp/.aspx/.php/.jsp 等）。网页通常用图像档来提供图画。网页要透过网页浏览器来阅读。 
（二）网页浏览器 
浏览器是指可以显示网页服务器或者文件系统的 HTML 文件内容，并让用户与这些文件交互的一种软

件。网页浏览器主要通过 HTTP 协议与网页服务器交互并获取网页，这些网页由 URL 指定，文件格式通常

为 HTML，并由 MIME 在 HTTP 协议中指明。一个网页中可以包括多个文档，每个文档都是分别从服务器

获取的。大部分的浏览器本身支持除了 HTML 之外的广泛的格式，例如 JPEG、PNG、GIF 等图像格式，并

且能够扩展支持众多的插件（plug-ins）。另外，许多浏览器还支持其他的 URL 类型及其相应的协议，如 FTP、
Gopher、HTTPS（HTTP 协议的加密版本）。HTTP 内容类型和 URL 协议规范允许网页设计者在网页中嵌入

图像、动画、视频、声音、流媒体等。 
早期的网页浏览器只支援简易版本的 HTML。专属软体的浏览器的迅速发展导致非标准的 HTML 代码

的产生。这导致了浏览器的兼容性的问题。现代的浏览器（Mozilla、Opera 和 Safari）支援标准的 HTML 和

XHTML（从 HTML 4.01 版本开始）。他们显示出来的网页效果都一样。Internet Explorer 仍未完全支援 HTML 
4.01 及 XHTML 1.x。现在许多网站都是使用所见即所得的 HTML 编辑软件来制作的，这些软件包括

Macromedia Dreamweaver 和 Microsoft FrontPage 等。他们通常预设产生非标准 HTML；这阻碍了 W3C 制定

统一标准，尤其是 XHTML 和 CSS（层叠样式表，设计网页时用）。 有一些浏览器还载入了一些附加组件

来 Usenet 新闻组、IRC（互联网中继聊天）和电子邮件。支援的协议包括 NNTP（网络新闻传输协议）、SMTP
（简单邮件传输协议）、IMAP（交互邮件访问协议）和 POP（邮局协议）。 

常见的网页浏览器包括微软的 Internet Explorer、Mozilla 的 Firefox、Opera 和 Safari。浏览器是 经常

使用到的客户端程序。 
（三）标准支持 

1．HTTP 和 HTTPS  
HTTP（Hypertext Transfer Protocol，超文本传输协议），是用于从 WWW 服务器传输超文本到本地

浏览器的传送协议。它可以使浏览器更加高效，使网络传输减少。它不仅保证计算机正确快速地传输超文

本文档，还确定传输文档中的哪一部分，以及哪部分内容首先显示（如文本先于图形）等 
HTTPS（Secure Hypertext Transfer Protocol，安全超文本传输协议），它是由 Netscape 开发并内置于其

浏览器中，用于对数据进行压缩和解压操作，并返回网络上传送回的结果。HTTPS 实际上应用了 Netscape
的完全套接字层（SSL）作为 HTTP 应用层的子层。（HTTPS 使用端口 443，而不是象 HTTP 那样使用端口

80 来和 TCP/IP 进行通信。）SSL 使用 40 位关键字作为 RC4 流加密算法，这对于商业信息的加密是合适的。

HTTPS 和 SSL 支持使用 X.509 数字认证，如果需要的话用户可以确认发送者是谁。 
2．HTML 、XHTML 和 XML 
HTML（Hypertext Marked Language，超文本连结标记语言），用于描述超文本中内容的显示方式。比如

文字该以什么颜色、大小来显示，图片该以什么尺寸来显示以及显示在什么位置。这些都是由 html 标记完

成的。html 由蒂姆·伯纳斯－李给出原始定义，由 IETF 用简化的 SGML（标准通用置标语言）语法进行进

一步发展的 HTML 后来成为国际标准，由万维网联盟（W3C）维护。 
XHTML（The Extensible HyperText Markup Language，可扩展的超文本标记语言），在 HTML4.0 的基础

上，用 XML 的规则对其进行扩展，得到了 XHTML，建立 XHTML 的目的就是实现 HTML 向 XML 的过渡。

从 HTML 到 XHTML 过渡的变化比较小，主要是为了适应 XML。 大的变化在于文档必须是良构的，所有

标签必须闭合，也就是说开始标签要有相应的结束标签。另外，XHTML 中所有的标签必须小写。而按照

HTML 2.0 以来的传统，很多人都是将标签大写，这点两者的差异显著。在 XHTML 中，所有的参数值，包

括数字，必须用双引号括起来（而在 SGML 和 HTML 中，引号不是必须的，当内容只是数字、字母及其它

允许的特殊字符时，可以不用引号）。所有元素，包括空元素，比如 img、br 等，也都必须闭合，实现的方

式是在开始标签末尾加入斜扛，比如<code><nowiki><img … /></nowiki></code> 、<code><nowiki><br 
/></nowiki></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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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ML（eXtensible Markup Language，可扩展标记语言），XML 是一种简单的数据存储语言，使用一系

列简单的标记描述数据，而这些标记可以用方便的方式建立，XML （可扩展标识语言）是 SGML（通用标

识语言标准）的一个子集，它是描述网络上的数据内容和结构的标准。HTML 仅仅提供了在页面上显示信

息的通用方法（没有上下文相关和动态功能），XML 则对数据赋予上下文相关功能，它继承了 SGML 的大

部分功能，却使用了不太复杂的技术。为了使得 SGML 显得用户友好，XML 重新定义了 SGML 的一些内

部值和参数，去掉了大量的很少用到的功能，这些繁杂的功能使得 SGML 在设计网站时显得复杂化。XML
保留了 SGML 的结构化功能，这样就使得网站设计者可以定义自己的文档类型，XML 同时也推出一种新型

文档类型，使得开发者也可以不必定义文档类型。XML 的标准化工作由 W3C 的 XML 工作组负责。 
3．图像格式（如 GIF、PNG、JPEG、SVG 等） 
GIF，是用于压缩具有单调颜色和清晰细节的图像（如线状图、徽标或带文字的插图）的标准格式。GIF

（Graphics Interchange Format）的原义是“图像互换格式”，是 CompuServe 公司在 1987 年开发的图像文件

格式。GIF 文件的数据，是一种基于 LZW 算法的连续色调的无损压缩格式。其压缩率一般在 50％左右，它

不属于任何应用程序。目前几乎所有相关软件都支持它，公共领域有大量的软件在使用 GIF 图像文件。GIF
图像文件的数据是经过压缩的，而且是采用了可变长度等压缩算法。所以 GIF 的图像深度从 lbit 到 8bit，也

即 GIF 多支持 256 种色彩的图像。GIF 格式的另一个特点是其在一个 GIF 文件中可以存多幅彩色图像，

如果把存于一个文件中的多幅图像数据逐幅读出并显示到屏幕上，就可构成一种 简单的动画。 
JPEG，文件后辍名为"．jpg"或"．jpeg"，是 常用的图像文件格式，由一个软件开发联合会组织制定，

是一种有损压缩格式，能够将图像压缩在很小的储存空间，图像中重复或不重要的资料会被丢失，因此容

易造成图像数据的损伤。尤其是使用过高的压缩比例，将使 终解压缩后恢复的图像质量明显降低，如果

追求高品质图像，不宜采用过高压缩比例。但是 JPEG 压缩技术十分先进，它用有损压缩方式去除冗余的图

像数据，在获得极高的压缩率的同时能展现十分丰富生动的图像，换句话说，就是可以用 少的磁盘空间

得到较好的图像品质。而且 JPEG 是一种很灵活的格式，具有调节图像质量的功能，允许用不同的压缩比例

对文件进行压缩，支持多种压缩级别，压缩比率通常在 10：1 到 40：1 之间，压缩比越大，品质就越低；

相反地，压缩比越小，品质就越好。JPEG 格式压缩的主要是高频信息，对色彩的信息保留较好，适合应用

于互联网，可减少图像的传输时间，可以支持 24bit 真彩色，也普遍应用于需要连续色调的图像。JPEG 格

式的应用非常广泛，特别是在网络和光盘读物上，都能找到它的身影。目前各类浏览器均支持 JPEG 这种图

像格式，因为 JPEG 格式的文件尺寸较小，下载速度快。JPEG2000 作为 JPEG 的升级版，其压缩率比 JPEG
高约 30％左右，同时支持有损和无损压缩。JPEG2000 格式有一个极其重要的特征在于它能实现渐进传输，

即先传输图像的轮廓，然后逐步传输数据，不断提高图像质量，让图像由朦胧到清晰显示。此外，JPEG2000
还支持所谓的"感兴趣区域" 特性，可以任意指定影像上感兴趣区域的压缩质量，还可以选择指定的部分先

解压缩。JPEG2000 和 JPEG 相比优势明显，且向下兼容，因此可取代传统的 JPEG 格式。 
PNG，是一种光栅类型的图形文件格式。PNG 格式使用无损压缩，允许使用类似于 GIF 格式的调色板

技术，支持真彩色图像，并具备 alpha 信道（半透明（等特性。PNG 用来存储灰度图像时，灰度图像的深

度可多到 16 位，存储彩色图像时，彩色图像的深度可多到 48 位，并且还可存储多到 16 位的 α通道数据。

PNG 使用从 LZ77 派生的无损数据压缩算法。PNG 图像格式文件由一个 8 字节的 PNG 文件署名（file 
signature）域和 3 个以上的后续数据块（chunk）组成。PNG 定义了两种类型的数据块，一种是 PNG 文件必

须包含、读写软件也都必须要支持的关键块（critical chunk）；另一种叫做辅助块（ancillary chunks），PNG
允许软件忽略它不认识的附加块。这种基于数据块的设计，允许 PNG 格式在扩展时仍能保持与旧版本兼容。

关键数据块中有 4 个标准数据块： 文件头数据块 IHDR（header chunk），包含有图像基本信息，作为第一

个数据块出现并只出现一次。调色板数据块 PLTE（palette chunk），必须放在图像数据块之前。图像数据块

IDAT（image data chunk），存储实际图像数据，PNG 数据允许包含多个连续的图像数据块。图像结束数据

IEND（image trailer chunk），放在文件尾部，表示 PNG 数据流结束。 
SVG（Scalable Vector Graphics，可放缩的矢量图形），用于描述二维矢量图型的一种图形格式，SVG 是

完全基于 XML 并能和上述各项技术相融会的新一代的网络图像格式。SVG 包括 3 种类型的对象：矢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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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包括直线、曲线在内的图形边）、点阵图像和文本。各种图像对象能够组合、变换，并且修改其样式，

也能够定义成预处理对象。与传统的图像格式不同的是，SVG 采用文本来描述矢量化的图形，这使得 SVG
图像文件可以像 HTML 网页一样有着很好的可读性，你可以用任何文字处理工具打开 SVG 图像，并可看到

用来描述图像的文本代码，掌握了 SVG 语法的人甚至可以只用一个记事本便可以读出图像中的内容来。SVG
是基于 XML 的，它提供无可匹敌的动态交互性。你可以在 SVG 文件中嵌入动画元素（如运动路径、渐现

或渐隐效果、生长的物体、收缩、快速旋转、改变颜色等），或通过脚本定义来达到高亮显示、声音、动画

等效果。SVG 完全支持 DOM， 因而 SVG 文档可以通过一致的接口规范与外界的程序打交道。SVG 以及

SVG 中的物件元素完全可以通过脚本语言接受外部事件的驱动，例如鼠标动作，实现自身或对其他物件、

图像的控制等。这也是电子文档应具备的优秀特性之一。 
4． CSS 
CSS（Cascading Style Sheets，层叠样式表），在网页制作中采用 CSS 技术，能有效分离页面内容和表现

代码，便于统一控制页面表现的更改，从而对布局、字体、颜色、背景和其它效果实现更加精确的控制。

同时，利用一个页面中可以嵌入多种 CSS 书写的表现风格，便于阅读者选择自己喜欢的样式。CSS 技术有

效降低了网页内容的排版布局难度，为网页上的元素进行精确定位。CSS 把网页上的内容结构和格式控制

相分离，大大改善了纯 HTML 页面中格式控制代码与内容正文互相交错的问题。CSS 技术能使网页基本由

内容构成，而将所有页面样式控制指向某个 CSS 样式表文件：简化了网页的格式代码，外部的样式表还会

被浏览器保存在缓存里，加快了下载显示的速度；使用 CSS 样式表文件能方便地统一网站各页面的表现，

修改 CSS 样式表文件就可以改变调用该文件的多个网页表现，从而整体上改变网站特色，避免了逐个网页

修改大重复性劳动。一个网页可以包含多种 CSS 样式供用户选择，从而使相同内容按需求不同而显示出不

同的表现。 
5．脚本语言 
脚本语言介于 HTML 和 C，C++，Java，C#等编程语言之间，HTML 通常用于格式化和链结文本。而编

程语言通常用于向机器发出一系列复杂的指令；脚本语言与编程语言也有很多相似地方，其函数与编程语

言比较相象一些，其也涉及到变量。与编程语言之间 大的区别是编程语言的语法和规则更为严格和复杂

一些；脚本也是一种语言，其同样由程序代码组成。脚本语言一般都有相应的脚本引擎来解释执行，他们

一般需要解释器才能运行，如 JavaScript，ASP，PHP，PERL，Nuva 都是脚本语言。C/C++编译、链接后，

可形成独立执行的 exe 文件；脚本语言是一种解释性的语言，例如 VBScript，JavaScript，install shield script，
Action Script 等等，它不像 C/C+等可以编译成二进制代码，以可执行文件的形式存在。脚本语言不需要编译，

可以直接用，由解释器来负责解释；脚本语言一般都是以文本形式存在，类似于一种命令。 
6．Cookies 
Cookies，HTTP 协议下的一种方法，通过该方法，服务器或脚本能够在客户工作站上维护状态或状态

信息。服务器可以利用 Cookies 包含信息的任意性来筛选并经常性维护这些信息，以判断在 HTTP 传输中的

状态。Cookies 典型的应用是判定注册用户是否已经登录网站，用户可能会得到提示，是否在下一次进入

此网站时保留用户信息以便简化登录手续，这些都是 Cookies 的功用。另一个重要应用场合是“购物车”之类

处理。用户可能会在一段时间内在同一家网站的不同页面中选择不同的商品，这些信息都会写入 Cookies，
以便在 后付款时提取信息。 

7．数字证书 
数字证书是一种权威性的电子文档。它提供了一种在 Internet 上验证您身份的方式，其作用类似于司机

的驾驶执照或日常生活中的身份证。它是由一个由权威机构----CA 证书授权(Certificate Authority)中心发行

的，人们可以在互联网交往中用它来识别对方的身份。个数字证书的内容一般包括：所有者的公钥、所有

者的名字、公钥的失效期、发放机构的名称（发放数字证书的 CA）、数字证书的序列号、发放机构的数字

签名。被广泛接受的数字证书格式由 CCITT X.509 国际标准定义；因此任何符合 X.509 的应用程序都可

读写证书。在 PKCS 标准和 PEM 标准中有更进一步的明确表达。 
8．插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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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件是一种遵循一定规范的应用程序接口编写出来的程序。很多软件都有插件，插件有无数种。例如

在 IE 中，安装相关的插件后，WEB 浏览器能够直接调用插件程序，用于处理特定类型的文件。IE 浏览器

常见的插件例如：Flash 插件、RealPlayer 插件、MMS 插件、MIDI 五线谱插件、ActiveX 插件等等； 
9．Favicons 
Favicons （Favorites Icon，网站头像），它可以让浏览器的收藏夹中除显示相应的标题外，还以图标的

方式区别不同的网站。当然，这不仅仅是 Favicon 的全部，根据浏览器的不同，Favicon 显示也有所区别：

在大多数主流浏览器如 Firefox 和 Internet Explorer (5.5 及以上版本)中，favicon 不仅在收藏夹中显示，还会

同时出现在地址栏上，这时用户可以拖曳 favicon 到桌面以建立到网站的快捷方式；除此之外，标签式浏览

器甚至还有不少扩展的功能，如 Firefox 甚至支持动画格式的 favicon 等。 
（四）浏览器内核 

通常所谓的浏览器内核也就是浏览器所采用的渲染引擎，渲染引擎决定了浏览器如何显示网页的内容

以及页面的格式信息。不同的浏览器内核对网页编写语法的解释也有不同，因此同一网页在不同的内核的

浏览器里的渲染（显示）效果也可能不同，这也是网页编写者需要在不同内核的浏览器中测试网页显示效

果的原因。 
浏览器内核很多，通常我们比较常见的大约只有以下四种，下面先简单介绍一下： 
Trident：IE 浏览器使用的内核，该内核程序在 1997 年的 IE4 中首次被采用，是微软在 Mosaic 代码的

基础之上修改而来的，并沿用到目前的 IE7。Trident 实际上是一款开放的内核，其接口内核设计的相当成熟，

因此才有许多采用 IE 内核而非 IE 的浏览器涌现（如 Maxthon）。此外，为了方便也有很多人直接简称其为

IE 内核。 
Geckos：Netcape6 开始采用的内核，后来的 Mozilla Firefox 也采用了改内核，Geckos 的特点是代码完

全公开，因此，其可开发程度很高，全世界的程序员都可以为其编写代码，增加功能。 
Presto：目前 Opera 采用的内核，该内核在 2003 年的 Opera7 中首次被使用，该款引擎的特点就是渲染

速度的优化达到了极致，也是目前公认网页浏览速度 快的浏览器内核，然而代价是牺牲了网页的兼容性。 
Webkit：苹果公司自己的内核，也是苹果的 Safari 浏览器使用的内核。 Weskit 引擎包含 Web Core 排版

引擎及 JavaScript Core 解析引擎，均是从 KDE 的 KHTML 及 KJS 引擎衍生而来，它们都是自由软件，在

GPL 条约下授权，同时支持 BSD 系统的开发。所以 Weskit 也是自由软件，同时开发源代码。在安全方面不

受 IE、Firefox 的制约，所以 Safari 浏览器在国内还是很安全的。 
（五）浏览器简史 

蒂姆·伯纳斯-李（Tim Berners-Lee）是第一个使用超文本来分享资讯的人。他于 1990 年发明了首个网页

浏览器 Worldwide Web。在 1991 年 3 月，他把这发明介绍给了给他在 CERN 工作的朋友。从那时起，浏览

器的发展就和网络的发展联系在了一起。当时，网页浏览器被视为能够处理 CERN 庞大电话簿的实用工具。

在与用户互动的前提下，网页浏览器根据 gopher 和 telnet 协议，允许所有用户能轻易地浏览别人所编写的

网站。可是，其后加插图像进浏览器的举动使之成为了互联网的“杀手级应用”。 
NCSA Mosaic 使互联网得以迅速发展。它 初是一个只在 Unix 运行的图像浏览器；很快便发展到在

Apple Macintosh 和 Microsoft Windows 亦能运行。1993 年 9 月发表了 1.0 版本。NCSA 中 Mosaic 项目的负

责人 Marc Andreessen 辞职并建立了网景通讯公司。 
网景公司在 1994 年 10 月发布了他们的旗舰产品网景导航者。但第二年 Netscape 的优势就被削弱了。

错失了互联网浪潮的微软在这个时候匆促的购入了 Spyglass 公司的技术，改成 Internet Explorer，掀起了软

件巨头微软和网景之间的浏览器大战。这同时加快了万维网发展。 
这场战争把网络带到了千百万普通电脑用户面前，但同时显露了互联网商业化如何妨碍统一标准的制

定。微软和网景都在他们的产品中加入了许多互不兼容的 HTML 扩展代码，试图以这些特点来取胜。1998
年，网景公司承认其市场占有率已无法挽回，这场战争便随之而结束。微软能取胜的其中一个因素是它把

浏览器与其操作系统一并出售（OEM，原始设备制造）；这亦使它面对反垄断诉讼。 
网景公司以开放源代码迎战，创造了 Mozilla，但此举未能挽回 Netscape 的市场占有率。在 1998 年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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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在线收购了网景公司。在发展初期，Mozilla 计划为著吸引开发者而挣扎；但至 2002 年，它已发展成一

个稳定而强大的互联网套件。Mozilla 1.0 的出现被视为其里程碑。同年，衍生出 Phoenix（后改名 Firebird，
后又改为 Firefox）。Firefox 1.0 于 2004 年发表。及至 2005 年，Mozilla 及其衍生产品约占 10%网络交通量。 

Opera 是一个灵巧的浏览器。它发布于 1996 年。目前它在手持电脑上十分流行。它在个人电脑网络浏

览器市场上的占有率则稍微较小。 
Lynx 浏览器仍然是 Linux 市场上十分流行的浏览器。它是全文字模式的浏览器，视觉上并不讨好。还

有一些有着进阶功能的同类型浏览器，例如 Links 和它的分支 ELinks。 
Konqueror 是一个由 KDE 开发的浏览器，KDE 开发人员在开发 KDE2 时意识到一个良好的桌面环境必

须搭配一个良好的网络浏览器及档案管理员，便投入不少力量开发了 Konqueror，这个浏览器使用了自家开

发的排版引擎 KHTML，由于 Konqueror 是属于 KDE 的一员，并只常见于 Unix-like 下的 KDE 桌面环境，

所以 Konqueror 并未普及。 
纵然 Macintosh 的浏览器市场现在亦同样被 Internet Explorer 和 Firefox 占据，但未来有可能会是苹果电

脑自行推出的 Safari 的世界。Safari 是基于 Konqueror 这个开放源代码浏览器的 KHTML 排版引擎而制成的。

Safari 是 Mac OS X 的缺省浏览器。 
2003 年，微软宣布不会再推出的独立的 Internet Explorer，但会变成视窗平台的一部份；同时也不会再

推出任何 Macintosh 版本的 Internet Explorer。不过，于 2005 年初，微软却改变了计划，并宣布为 Windows XP、
Windows Server 2003 和 Windows Vista 操作系统推出 Internet Explorer 7。 
（六）常用浏览器 

目前网页浏览器主要划分为单页面浏览器和多页面浏览器，自微软公司推出 Internet Explorer 7 后，网

页浏览器都支持多页面功能了。下面我们就向大家介绍几款常见的浏览器，并进行比较： 
1． Internet Explorer 7 

 

图 6‐1 IE7 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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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et Explorer 7.0 简称 IE7，在 2006 年年尾，微软发布了 rebranded 代号的 Internet Explorer 7，IE7
被内置在 2007 年一月发布的微软新一代视窗操作系统 Vista 中，除更改新名字外，这个版本支持翻页浏览，

RSS 订阅，页面缩放，快速切换，Anti-Phishing 过滤器和防冒网站筛选等动态安全，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

Internet Explorer 的安全性。为了匹配 VISTA 新的半透明 AERO 桌面活动窗口，Internet Explorer 桌面图标换

成新的玻璃透明外观。 
IE7 比较以前版本功能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简化日常任务 
（2）动态安全保护 
（3）改进的平台和易管理性 
官方下载地址：http://www.microsoft.com/china/windows/downloads/ie/getitnow.mspx 
详细使用帮助请自行参考 IE7 的帮助或以下地址： 
http://www.microsoft.com/china/windows/products/winfamily/ie/iefaq.mspx 

2．Mozilla Firefox 

 

图 6‐2 Firefox 截图 
Mozilla Firefox，非正式中文名称火狐，由 Mozilla 基金会与数百个志愿者所开发。原名“Phoenix”（凤

凰），之后改名“Mozilla Firebird”（火鸟），再改为现在的名字。目前 新的正式版本为 Firefox 2.0。适用于

Windows，Linux 和 MacOS X 平台，它体积小速度快，还有其它一些高级特征，主要特性有:标签式浏览，

使上网冲浪更快；可以禁止弹出式窗口；自定制工具栏；扩展管理；更好的搜索特性；快速而方便的侧栏。

这个版本做了脱胎换骨的更新，代码更优秀，功能更强大，包括安装程序，界面和下载管理器都作了改进。

其主要功能特点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更高效的多页面浏览 
（2）更强大的网络搜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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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更快速地处理信息 
（4）更关切你的隐私和安全 
（5）更好的书签管理 
（6）更现代的下载管理  
（7）灵活的自定义和扩展  
（8）更聪明的浏览器 
（9）依从行业标准  
（10）简化用户的操作 
官方下载地址：http://www.firefoxplus.org/  http://www.firefox.net.cn/ 
详细使用帮助请自行参考 Firefox 的帮助或以下地址： 
http://www.mozilla.net.cn/firefox/help/ 

3．Maxthon 

 
图 6‐3 Maxthon 截图 

傲游浏览器（Maxthon）是一款基于 IE 内核的、多功能、个性化多标签浏览器。它允许在同一窗口内

打开任意多个页面,减少浏览器对系统资源的占用率,提高网上冲浪的效率。同时它又能有效防止恶意插件,
阻止各种弹出式,浮动式广告,加强网上浏览的安全。Maxthon Browser 支持各种外挂工具及 IE 插件,使你在

Maxthon Browser 中可以充分利用所有的网上资源。傲游浏览器的主要特点：多标签浏览界面；鼠标手势；

超级拖拽；隐私保护；广告猎手；RSS 阅读器；IE 扩展插件支持；外部工具栏；自定义皮肤。其主要功能

特点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方便浏览  
（2）安全性 
（3）自由定制 
官方下载地址：http://www.maxthon.cn/download.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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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细使用帮助请自行参考 Maxthon 的帮助或以下地址： 
http://www.maxthon.cn/support.htm 

4．Opera 

 
图 6‐4 Opera 截图 

Opera 起初是一款挪威 Opera Software ASA 公司制作的支持多页面标签式浏览的网络浏览器，由于新版

本的 Opera 增加了大量网络功能，官方将 Opera 定义为一个网络套件。目前官方发布的个人电脑用的 新稳

定版本为 9.25.8827。 
Opera 支持多种操作系统，如 Windows、Linux、Mac、FreeBSD、Solaris、BeOS、OS/2、QNX 等，此

外，Opera 还有手机用的版本，在 2006 年更与 Nintendo 签下合约，提供 NDS 及 Wii 游乐器 Opera 浏览器软

件；也支持多语言，包括简体中文和繁体中文。  
Opera 还提供很多方便的特性，包括 Wand 密码管理、会话管理、鼠标手势、键盘快捷键、内置搜索引

擎、智能弹出式广告拦截、网址的过滤、浏览器识别伪装和超过 400 种可以方便下载更换的皮肤，界面也

可以在定制模式下通过拖放随意更改。下载一个大约 10M 的扩展以后，它甚至可以让你用语音控制以及阅

读网页（英文）。而以上的这些，包括右键菜单都是可以由用户自定义的。 
Opera 支持包括 SSL 2/3 以及 TLS 在内的各种安全协议，支持 256 位加密，可以抵御恶意代码攻击、钓

鱼攻击等网络攻击。而其网页渲染速度也是当今速度 快的。它支持 W3C 标准 ，此外它还可以作者模式

和用户模式让有经验的使用者控制浏览网页的结构和字体等。 
官方下载地址：http://www.opera.com/  http://operachina.com/ 
详细使用帮助请自行参考 Opera 的帮助或以下地址： 
http://www.opera.com/support/  http://operach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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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我们把上述几个网页浏览器做一下比较： 
 Firefox Internet Explorer Maxthon Opera 
弹出式窗口拦截 Yes WinXP 打 SP2 补丁

后可以 
Yes Yes 

分页式浏览 Yes NO Yes Yes 
默认的下载文件夹 Yes.  NO NO ? 
内置搜索功能 Yes NO Yes Yes 
超级拖拽 Ext NO Yes NO 
鼠标手势 Ext. NO Yes Yes 
广告拦截 Ext NO Yes Yes 
主题/皮肤 Yes ? Yes Yes 
扩展 Yes Yes Yes No 
老板键( 小化到系

统图标) 
Ext NO Yes NO 

添加书签到这里 Ext. NO Yes Yes 
能放到 U 盘/移动硬

盘上，随处使用么 
Yes. 移动  Firefox
让你随时随地使用

Firefox! 

NO ? ? 

中文版本 Yes Yes Yes Yes 
网页标准支持程度 良好 较差(本页在 IE 下

面显示就不理想) 
和  IE 一 样 ，

Maxthon 相 当 于 
IE 的一个外壳，添

加了很多功能但核

心引擎一样。 

良好 

安全性能 优秀。 差。 内置 ActiveX 过滤

器，但无法解决 IE
本身的安全漏洞所

引发的问题。 

优秀 

网页兼容 一些网页无法正常

浏览，那是因为我

们还在用 IE，还在

用过时的，微软专

有的网页“标准”设
计 网 页 。 随 着 
Firefox 的流行，可

以预见这样的网页

会越来越少！ 

大部分网页没问

题。使用 IE -> 网
页设计使用仅  IE
支持的元素  -> 此
网页必须用 IE 才
能正常浏览。多么

完美的循环，微软

导演，我们主演的

一出戏，结果是我

们发现我们被像“吸
毒”一样，需要依赖

IE 了。是时候尝试

一些改变了。 

同 IE 介乎 Firefox 与 IE 
之间 

跨平台支持 官方支持 Windows, 
Linux 和  MacOS 
X，也有非官方的版

微软曾根据与苹果

公司的协议为 Mac
平台开发 Internet 

仅 Windows 支 持 Windows, 
Solarix Sparc, QNX, 
OS/2, Mac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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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支持 Solarix x86, 
Solarix Sparc, OS/2 
以及 AIX.。 

Explorer，但从 200
年 5 月发布版本 5.0
后，就停止积极更

新了。苹果自行研

发了新的浏览器

Safari 取代落后的

IE，那是 2003 年 6
月，同时，微软宣

布停止Mac版 IE浏

览器的开发。现在，

您还指望 IE 支持

别的平台？ 

Linux(Sparc, 
PowerPC,i386), 
FreeBSD i386, 
BeOS. 

授权协议 开源软件 您可以把 IE 看作

免费软件，如果

Windows 是免费的

话。 

免费软件 广告软件 

表 6‐1  Firefox，IE，Maxthon，Opera 浏览器比较一览表 
二、ADSL 上网与 PPPoE 拨号软件 
（一）Internet 接入方式 

Internet 是目前世界上 大的计算机互连网络，提供有丰富的信息和资源，使用它所提供的服务，使得

企业与外界的联系变得简单、方便、准确、高效。它 大的优势之一就是使用便捷，入网用户不必具备计

算机网络的专门知识，便可在网上自由翱翔。因此，可以说加入 Internet 是时代发展的需要。  
接入 Internet 有３种方式：拨号接入，专线接入，卫星接入。  
以接入 Internet 的用户规模可分为：单机接入，局域网接入。  
接入的工作原理都是“代理”“网关”或“路由”的一种或它们的组合。 
1. 拨号接入 
配置一台外置 Modem（调制解调器）或内置 Modem 卡，申请一个动态 IP 地址，用一根普通电话线即

可实现上网。 
优点：投资小、实现容易，能够使用 Internet 所提供的大部分功能，如：E-mail，WWW 浏览等。 
缺点：速度慢，上网受限制，由于资费标准的下调和 ADSL 的推广，该方式入网正在逐渐被 ADSL 取

代。 
2. 专线接入 
目前流行的专线接入有：DDN（数字数据网），ISDN（综合业务数字网），ATM（异步传输模式），CABLE 

MODEM，xDSL（数字用户线）等。 
（1）DDN 可以提供各种速率（9.6 kb/s～2 Mb/s）的高质量数字专用电路和其他新业务，满足多媒体通

讯和 Internet 接入的需要，为用户网络的互联提供桥梁。  
（2）ISND 将话音、数据、图像等业务综合在一个网内，吸收、综合现在的各种公用网的业务，并以

数字的形式统一处理各种通讯业务，通过一条线用各种通讯媒介进行通讯。ISND 实际上也是通过拨号方式

接入 Internet，但与普通的电话线有本质的区别，它提供 2B+D 服务，即两个 64 kb/s 的Ｂ信道和一个 16 kb/s
的Ｄ信道。你可以用一个Ｂ信道打电话，同时用另一个Ｂ信道接入 Internet，如果不打电话，则两个Ｂ信道

同时用于上网可达到 128 kb/s 数据吞吐率。此外，如果你的交换机、电话局和 ISP 都支持，我们还可以利用

Ｄ信道（控制信号信道）的 9600 kb/s 空闲带宽接入 Internet，虽然慢，但这可是不花钱的买卖，因为电话局

和 ISP 都是按Ｂ信道收费的。 
（3）ATM 自诞生之日起即被视为未来高速网络的骨干，目的是服务于数据、语音和视频等多媒体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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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传输，甚至人们希望 ATM 能延伸到桌面，解决多媒体应用对带宽的强烈要求。目前各种通信业务需要由

不同的网络提供，例如：公共电话网用于电话、传真，分组交换网用于文电图形交换，数字数据网用于数

据传输等，如果用户需要使用多种通讯业务，那他就需要多种网络端口、多条用户线，很不方便，也很浪

费。为此，需要建立宽带综合业务数字网（B-SIDN），ATM 就是一种交换技术和传输模式在宽带综合业务

数字网中的应用。  
（4）ADSL（非对称数字用户线）允许在一对双绞铜线上，进行非对称性高速数据传输，上行速率 640 

kb/s～1 Mb/s，下行速率 1 Mb/s ～8 Mb/s。ADSL 在电话线上采用分离器将模拟话音信道与数字调制解调器

分开，即使 ADSL 连接失败也不影响话音服务。 
（5）CABLE MODEM 是利用现有复盖面广大的电视网络进行数据传输，它是基于 CATV 网 HFC（混

合光缆/同轴电缆）基础设施的网络接入技术，以频分复用方式将话音、数据和 CATV 模拟信号复接，在接

受端再还原为数字信号。 其优点是：速度快，提高了访问的效率；可以使用 Internet 上提供的所有功能；

上网不受限制，专线 24 小时开通，可以随时上网；可以建立企业自己的 WWW 服务器，成为 Internet 上一

个服务器节点，供 Internet 用户访问，宣传企业的自身形象；可以建立自己的 Internet 平台，为其他用户开

展专线和拨号上网服务。 其缺点是：一次性投入大，并且以後每月的支出费用高；企业在 Internet 网上的

业务量不足，会造成较大的浪费。  
（6）电力上网，也就是利用电线实现电力线通信。它的英文名称为 PLC，其英文全称是 Power Line 

Communication。它通过利用传输电流的电力线作为通信载体，使得 PLC 具有极大的便捷性。此外，除了利

用电力上网外，还可将房屋内的电话、电视、音响、冰箱等家电利用 PLC 连接起来，进行集中控制，实现“智
能家庭”的梦想。目前，PLC 主要是作为一种新的接入技术，适用于居民小区，学校，酒店，写字楼等领域。

用 PLC 上网需要增加的设备有两种：需要 PLC 的局端设备以及 PLC 调制解调器。其中，PLC 调制解调器

放置在用户的家中，局端设备一般放置在楼宇的配电室内。我们只要拨打当地电力部门或者小区物业电话

即可得知当地小区是否开通电力上网服务。电力上网可以达到 4.5~45Mbps 的高速网络接入，来浏览网页、

拨打电话，和观看在线电影，可以实现数据、语音、视频，以及电力于一体的“四网合一”！速率上很值有优

势。 
（7）卫星接入, 
目前卫星接入可以提供高达 10 MB 的下行速率，号称宽带接入三剑客之一，与 ADSL，CABLE MODEM

三分天下。适用于无法使用 ADSL 或 CABLE MODDE 的用户。 
其优点是速度快、不受地域限制。缺点是费用高。 

（二）ADSL 介绍 
1．ADSL 简述 
ADSL（Asymmetric DSL，非对称 DSL）和电话共享同一条线，但它使用的频带比话音频带高。不过必

须在用户端安装 POTS 分路器来隔离话音和 ADSL。ADSL 有一个版本叫 G.Lite、Universal ADSL、ADSL Lite
或无分路器 ADSL，是面向普通消费者的。它节省了分路器和相应的安装费用，但是线路上的所有电话必须

接入低通滤波器，以把它们同较高的 ADSL 频率隔离。ADSL 可采用两种调制方案：离散多音调（DMT）
或无载波振幅相位（CAP）。 

ADSL 有两种接入方式：虚拟拨号，在 ADSL 的数字线上进行拨号，不同于模拟电话线上用调制解调

器的拨号，而采用专门的协议 PPP over Ethernet，拨号後直接由验证服务器进行检验，用户需输入用户名与

密码，检验通过後就建立起一条高速的用户数字；并分配相应的动态 IP。虚拟拨号用户需要通过一个用户

帐号和密码来验证身份，这个用户帐号和 163 帐号一样，都是用户申请时自己选择的，并且这个帐号是作

了限制的，只能用于 ADSL 虚拟拨号，不能用于普通 MODEM 拨号；专线接入，用一种类似于专线的接入

方式，用户连接和配置好 ADSL MODEM 後，在自己的 PC 的网络设置里设置好相应的 TCP/IP 协议及网络

参数（IP 和掩码、网关等都由局端事先分配好），开机後，用户端和局端会自动建立起一条链路。所以，ADSL
的专线接入方式是以有固定 IP、 自动连接等特点的类似专线的方式，当然，它的速率比某些低速专线还快

的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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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ADSL 特点 
ADSL 是一种利用现有的传统电话线路高速传输数字信息的技术。该技术将大部分带宽用来传输下行信

号，而只使用一小部分带宽来传输上行信号，这样就是所谓的不对称的传输模式。ADSL 系统可提供三条信

息信道：高速下行信道、中速双工信道和普通电话业务信道。ADSL 将高速数字信号排在普通电话频段的高

频段，再用滤波器虑除干扰(如环路不连续点和振铃引起的瞬间干扰)後，就可与传统电话信号在同一对双绞

线共存而互不影响。目前使用的一般模拟调制解调器传输速度均无法与 ADSL 相抗衡。而且，ADSL 的不

对称传输技术符合 Internet 业务下行数量大、上行数量小的特点。ADSL 也可以在相同的线路上同时容纳模

拟的语音信息，用户在上网时仍然可以使用电话。  
ADSL 是一个有效解决网络拥塞的方案。网络上大多数的多媒体传输都有一种现象：有大量的数据流往

用户，却只有少量的交互控制信息上传。PSTN(公用电话交换网)系统的带宽限制成为信息高速公路的“路
障”。ADSL 就是针对打破这种现象而设计的。如果建设 ADSL，可以沿着现有的电话线路发展。ADSL 系

统的主要特点是“不对称”，正好与接入网中图像业务和数据业务的固有不对称性相适应。其主要优点有：  
(1)可充分利用现有的铜线网络。  
(2)ADSL 系统初期投资小，设备可随用随装，时间短，设备拆装容易、方便。便于转移，适合流动性

较强的用户。  
(3)ADSL 充分利用双绞线上的带宽，以先进的调制技术，产生更大更快的通路。  
(4)一条 ADSL 线路可同时提供个人计算机、电视和电话频道。 
3．ADSL 工作原理 
ADSL 大的好处是不需要架设专用网络，而是利用当今世界上分布 广的电话铜线作为传输介质，并

能在一对铜质双绞线(电话线)上得到 3个信息信道：一个为标准电话服务的信道、一个速率为 640kb/s～1Mb/s
的中速上行信道、一个速率为 1Mb/s～8Mb/s 的高速下行信道，并且这 3 个信道可以同时工作。  

在 DMT 调制解调技术中一对铜制电话线上 0～4kHz 频段用来传输电话音频，用 26kHz～1.1MHz 频段

传送数据，并把它以 4kHz 的宽度划分为 25 个上行子信道和 249 个下行子信道。输入的数据经过比特分配

和缓存变为比特块，再经编码调制後送上子信道，理论上每赫兹可以传输 15bits 数据，所以 ADSL 的理论

上行速度为 25×4×15=1.5Mb/s，而理论下行速度为 249×4×15=14.9Mb/s(当然，这只是理论上的峰值，实际中

由于线路质量及传输距离的因素是难以达到如此高速的)。  
ADSL 的速度和是否稳定其实主要和通信的两点有密切关系，主要因素有； 
（1）ADSL 到电信局的局端设备(ADSL 模块机房)的远近，离得越远，速度越慢且不稳； 
（2）电话线本身的质量好坏，电磁干扰的大小； 
（3）我们自己设备的因素。 
4．ADSL 传输带宽 
ADSL 基本上运用 EC 技术或 FDM 将 ADSL 信道分割成多重信道。一条 ADSL 物理信道可以分割为多

条逻辑信道。  
EC 技术是将上行带宽与下行带宽产生重叠，再以局部回波消除的方法将 2 个不同方向的传输带宽分离，

该技术也用在一些模拟调制解调器上。 
FDM 将带宽分为两部分：分别分配给上行方向的数据(上行数字信道约占据 25～200 kHz 的中间频段)

和下行方向的数据使用(下行数字信道约占据 200 kHz～1.1 MHz)。其中，POTS 信道占据原来 4 kHz 以下的

电话频段。然後，再应用 TDM 技术将下载部分的带宽分为一个以上的高速次信道(AS0，AS1，AS2，AS3)
和一个以上的低速次信道(LS0，LS1，LS2)。  

在 ADSL 系统中，常用的调制方式有 QAM，CAP 和 DMT。其中，DMT 技术更具吸引力。影响 ADSL
系统性能的因素主要有串音和脉冲干扰。 

5．ADSL 的传输方式 
ADSL 是一种“按帧传输方式”，与其他传输方式一样。与其他帧不同的是，ADSL 帧中的位流可以分割，

一个 ADSL 物理信道 多可以支持 7 个承载信道，其中有 4 个只能供下行方向使用的单工信道(AS0～AS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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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3 个可以传输上行和下行数据的双工信道(LS0～LS2)。 
（三）PPPoE 协议 

modem 接入技术面临一些相互矛盾的目标，既要通过同一个用户前置接入设备连接远程的多个用户主

机，又要提供类似拨号一样的接入控制，计费等功能，而且要尽可能地减少用户的配置操作。 
PPPOE 的目标就是解决上述问题，1998 年后期问世的以太网上点对点协议（PPPoverEthernet）技术是

由 Redback 网络公司、客户端软件开发商 RouterWare 公司以及 Worldcom 子公司 UUNET Technologies 公司

在 IETFRFC 的基础上联合开发的。通过把 经济的局域网技术－以太网和点对点协议的可扩展性及管理控

制功能结合在一起，网络服务提供商和电信运营商便可利用可靠和熟悉的技术来加速部署高速互联网业务。

它使服务提供商在通过数字用户线、电缆调制解调器或无线连接等方式，提供支持多用户的宽带接入服务

时更加简便易行。同时该技术亦简化了 终用户在选择这些服务时的配置操作。 
1．什么是 PPPoE？ 
PPPoE（PPP over Ethernet-）协议是在以太网络中转播 PPP 帧信息的技术。通常 PPP（point-to-point 

protocol）是用来通过电话线路及 ISDN 拨号接驳到 ISP 时使用。该协议具有用户认证及通知 IP 地址的功能。

在 ADSL 中，PPPoE 用来接驳 ADSL Modem 与家庭中的个人电脑或路由器。 
2．PPPOE 的特点 
PPPOE 在标准 PPP 报文的前面加上以太网的报头，使得 PPPOE 提供通过简单桥接接入设备连接远端

接入设备，并可以利用以太网的共享性连接多个用户主机，在这个模型下，每个用户主机利用自身的 ppp
堆栈，用户使用熟悉的界面。接入控制，计费等都可以针对每个用户来进行。 
（四）ADSL Modem 

ADSL 属于 xDSL 系列标准中的一名成员，它是一种采用高频数字压缩方式，可以让网络服务商（(ISP)
利用现有电话网基础，向家庭或小型企业提供宽带接入的技术。因此它的这种接入方式是一种非对称的方

式，简单地说，ADSL 是利用分频的技术把普通电话线路所传输的低频信号和高频信号分离。3400Hz 以下

供电话使用；3400Hz 以上的高频部分供上网使用，即在同一铜线上分别传送数据和语音信号，数据信号并

不通过电话交换机设备。这样既可以提供高速传输:从 ISP 到用户的下行传输可达 8Mbps，从用户到 ISP 的

上行传输可达 640Kbps；而且在上网的同时不影响电话的正常使用。而针对接入端的用户来说，ADSL 硬

件设备一般包括信号分离器（SPLITTER）和 ADSL Modem（数模转换器，也称 ANT）两部分。 
（五）ADSL 拨号软件 

ADSL 拨号软件的作用就是连接操作系统的 PPP 协议和 Ethernet 协议，并通过 PPPOE 协议连接。下面

向大家介绍几种常见的 ADSL 拨号软件： 
1．WinPoEt  

 
图 6‐5 WinPoEt 截图 

WinPoEt 的优点在于安装方便，简单易用，纯粹作为 Windows PPPoE 程序强化版。WinPoEt 在程序的

核心上改用Windows原有的拨号网络系统，而非如同NTS EnterNet完全独立形式操作。安装过程中，WinPo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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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在系统网络中新增一个虚拟网卡，作为中央管理系统以模拟 VPN 方式运作。其设计以简单为主，基本上

没有太多的设定可供用户选择。  
适合对象：初级 ADSL 用户。  
官方下载地址：http://www.winpoet.net/ 
详细使用帮助请自行参考 WinPoEt 的帮助或以下地址： 
http://www.winpoet.net/ 
2．NTS EnterNet  

 

图 6‐6 NTS EnterNet 截图 
在众多的 PPPoE 虚拟拨号软件中，以 EnterNet 为流行，很多宽带服务供应商都把它作为官方的上网

拨号软件。EnterNet 300 大的特点在于它不需要依赖 Windows 系统本身的拨号网络功能。安装过程中

EnterNet 300 会在系统中添加一张虚拟的 PPPoE 网卡，所有网络介入程序及 PPPoE 功能都会交由这张虚拟

网卡处理。安装完成后，EnterNet 会通过对 ADSL Modem 的自动搜索列出可供接驳的 BRAS(宽带接入服务

器)接入系统。NTS EnterNet 的功能较多，例如其高级选项功能可以详细列出所有封包记录资料及详细的

Routing Table。另外程序中内建有 Ping 功能以便即时分析网络线路的回应时间，更可配合封包记录找出宽

带网络事故的问题所在。  
适合对象：不熟悉系统指令的用户。  
官方下载地址：http://www.enter-net.com/ 
详细使用帮助请自行参考 EnterNet 的帮助或以下地址： 
http://www.enter-net.com/francais/support/ 
3．RasPPPoE 

Autumn's Tale www.iautumn.cn



Autumn's Tale 

www.iautumn.cn

  16 / 53 

 
图 6‐7 RasPPPoE 截图 

RasPPPoE 为德国出品，主要在 Windows 原有的拨号网络功能上增加了对 PPPoE 的通信协议的支持，

新版 RasPPPoE 已全面支持 Windows NT 和 Windows XP。不过由于 RasPPPoE 并没有安装程序，要安装

得花一番功夫才行。它是免费软件，在登录网络的反应速度上，比其他 PPPoE 软件好得多。而且它是纯协

议设计，与其他网络资源相冲突的概率较低，尤其适合一些装有多种网络的用户使用，所以不少宽带用户

改用 RasPPPoE 代替服务商提供的拨号程序。 建议大家到其官方网站（www.rasPPPoE.com）下载 RasPPPoE
的正式版本，它提供了自动安装及设定功能，只需按一下运行安装程序就可以代为在网络上架设 PPPoE 功

能。但它对于 Windows2000/XP 的用户来说仍有弊端，因为它没有将 RasPPPoE 加入 Services 之内，所以不

能在进入 Windows 系统之后自动连线上网。假如希望在 Windows 2000/XP 中加入 Services 的 好选用其他

拨号程序。  
适合对象：装有多种网络的用户。  
官方下载地址：http://www.raspppoe.com/down.php 
详细使用帮助请自行参考 RasPPPoE 的帮助或以下地址： 
http://www.raspppoe.com/ 
4．Windows XP PPPoE 

 
图 6‐8 Windows XP PPPoE 截图 

Windows XP 是第一套整合 PPPoE 上网功能的 Windows 系统，不少宽带服务提供商建议用户直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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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ndows XP 系统内置的 PPPoE 功能上网。在 Windows XP 中无需再安装任何外挂的 PPPoE 程序或加入

PPPoE 协议，只需要按几个简单的步骤就可以在数分钟内完成设置宽带上网。  
但是其功能也有先天不足：其一，Windows XP 内建的 PPPoE 功能只可支持 MTU 1480，在优化宽带的

时候就会显得无能为力，也会导致网络较不稳定；其次，虽然自 Windows 98 开始就已经内置有网络共享功

能以便多台电脑可以分享网络资源，但很可惜 Windows XP 内置的 ICS 对其内置的 PPPoE 支持很差，即便

不少用户在设定过程中全无错误， 终也无法顺利共享上网。如果你打算用 ICS 功能共享上网，笔者建议

使用 RasPPPoE 或 NTS EnterNet 取代 Windows XP 原有的 PPPOE 上网功能。  
适合对象：不需要共享上网的用户。 
5．NetVoyager  

 
图 6‐9 NetVoyager 截图 

NetVoyager 是一个韩国的免费 PPPoE 程序，名气远没有 RasPPPoE 大，但其功能及方便程度较 RasPPPoE
有过之而无不及。它跟 RasPPPoE 一样都是在原有的拨号网络功能上增加了对 PPPoE 协议的支持，但它却

在 Windows 拨号网络之外加设了一个连接程序，可以自动分析选用哪一块网卡连接，对于装有多块网卡的

用户相当适用。其次，其连接程序可用于设定 MTU value、防断线、自动连线，而其速度调整系统可以将速

度提升到 佳状态。更重要的是 NetVoyager 采用“一按式”安装模式，只要安装后程序就会自动进行设定，

并在重新开机后自动连线上网。若讲到宽带上网的话，NetVoyager 相信会是目前众多 PPPOE 拨号程序中

好的一个，既简单又不失对宽带上网高级设置功能的支持。  
适用对象：装有多块网卡的用户。 
官方下载地址：http://www.cdspace.com/ 
详细使用帮助请自行参考 EnterNet 的帮助或以下地址： 
http://www.cdspace.com/ 

三、搜索引擎 
（一）搜索引擎概念及工作原理 

1．什么是搜索引擎 
搜索引擎(search engine)是指根据一定的策略、运用特定的计算机程序搜集互联网上的信息，在对信息

进行组织和处理后，为用户提供检索服务的系统。从使用者的角度看，搜索引擎提供一个包含搜索框的页

面，在搜索框输入词语，通过浏览器提交给搜索引擎后，搜索引擎就会返回跟用户输入的内容相关的信息

列表。 
早期的搜索引擎是把因特网中的资源服务器的地址收集起来，由其提供的资源的类型不同而分成不同

的目录，再一层层地进行分类。人们要找自己想要的信息可按他们的分类一层层进入，就能 后到达目的

地，找到自己想要的信息。这其实是 原始的方式，只适用于因特网信息并不多的时候。随着因特网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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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几何式增长，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搜索引擎，这些搜索引擎知道网站上每一页的开始，随后搜索因特网

上的所有超级链接，把代表超级链接的所有词汇放入一个数据库，这就是现在搜索引擎的原型。 
随着 yahoo 的出现，搜索引擎的发展也进入了黄金时代，相比以前其性能更加优越。现在的搜索引擎

已经不只是单纯的搜索网页的信息了，它们已经变得更加综合化，完美化了。然而由于搜索引擎的工作方

式和因特网的快速发展，使其搜索的结果让人越来越不满意。例如，搜索“电脑”这个词汇，就可能有数

百万页的结果。这是由于搜索引擎通过对网站的相关性来优化搜索结果，这种相关性又是由关键字在网站

的位置、网站的名称、 标签等公式来决定的。这就是使搜索引擎搜索结果多而杂的原因。而搜索引擎中的

数据库因为因特网的发展变化也必然包含了死链接。怎样才能使搜索引擎精确地为人们提供相关的信息应

该是它以后发展的方向，而不是只求综合服务。 
2．搜索引擎优化 
搜索引擎优化（Search Engine Optimization，简称 SEO），是指遵循搜索引擎的搜索原理，对网站结构、

网页文字语言和站点间互动外交略等进行合理规划部署，以改善网站在搜索引擎的搜索表现，进而增加客

户发现并访问网站的可能性的这样一个过程. 搜索引擎优化也是一种科学的发展观和方法论，它随着搜索引

擎的发展而发展, 同时也促进了搜索引擎的发展。 
搜索引擎优化的主要工作是通过了解各类搜索引擎如何抓取互联网页面、如何进行索引以及如何确定

其对某一特定关键词的搜索结果排名等技术，来对网页内容进行相关的优化，使其符合用户浏览习惯，在

不损害用户体验的情况下提高搜索引擎排名，从而提高网站访问量， 终提升网站的销售能力或宣传能力

的技术。所谓“针对搜寻引擎优化处理”，是为了要让网站更容易被搜寻引擎接受。搜寻引擎会将网站彼此

间的内容做一些相关性的资料比对，然后再由浏览器将这些内容以 快速且接近 完整的方式，呈现给搜

寻者。 
3．搜索引擎组成 
搜索引擎一般由搜索器、索引器、检索器和用户接口四个部分组成。 
（1）搜索器：其功能是在互联网中漫游，发现和搜集信息； 
（2）索引器：其功能是理解搜索器所搜索到的信息，从中抽取出索引项，用于表示文档以及生成文档

库的索引表； 
（3）检索器：其功能是根据用户的查询在索引库中快速检索文档，进行相关度评价，对将要输出的结

果排序，并能按用户的查询需求合理反馈信息； 
（4）用户接口：其作用是接纳用户查询、显示查询结果、提供个性化查询项。 
4．搜索引擎工作原理 
（1）抓取网页 
每个独立的搜索引擎都有自己的网页抓取程序（spider）。Spider 顺着网页中的超链接，连续地抓取网页。

由于互联网中超链接的应用很普遍，理论上，从一定范围的网页出发，就能搜集到绝大多数的网页。  
（2）处理网页  
搜索引擎抓到网页后，还要做大量的预处理工作，才能提供检索服务。其中， 重要的就是提取关键

词，建立索引文件。其他还包括去除重复网页、分析超链接、计算网页的重要度。  
（3）、提供检索服务  
用户输入关键词进行检索，搜索引擎从索引数据库中找到匹配该关键词的网页；为了用户便于判断，

除了网页标题和 URL 外，还会提供一段来自网页的摘要以及其他信息。 
（二）搜索引擎发展历程 

1.  搜索引擎发展历程 
（1）Archie 
Archie 是 Internet 上用来查找其标题满足特定条件的所有文档的自动搜索服务的工具，它属于 WWW 之

前的信息检索方式。为了从匿名 FTP 服务器上下载一个文件，必须知道这个文件的所在地，即必须知道这

个匿名 FTP 服务器的地址及文件所在的目录名。Archie 就是帮助用户在遍及全世界的千余个 FTP 服务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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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文件的工具。Archie Server 又被称作文档查询服务器。用户只要给出所要查找文件的全名或部分名字，

文档查询服务器就会指出在哪些 FTP 服务器上存放着这样的文件。使用 Archie 进行查询前提：要查找的文

件名或部分文件名，知道某个或几个 Archie 服务器的地址。 
在整个 Internet，有一些称为 Archie 服务器的计算机，这些服务器提供很重要的服务——帮助你找到有

特殊文件或目录的匿名 FTP 主机的名字。当你想要检索一个匿名 FTP 文件或目录时，你所要做的事情是告

诉 Archie 你要检索什么。Archie 将进行检索，然后显示每一个包含有那份文件或目录的匿名 FTP 主机的名

字。Archie 还将详细地告诉你目录路径。这样，你就可以轻易地从相应的 FTP 主机中取得你所需要的 FTP
文件。 

使用 Archie 服务器有三种方法。首先，你可以远程登录到 Archie 服务器，用 Archie 用户标识登录，一

旦登录，一个 Archie 程序将自动启动。你可每一次录入一个命令，告诉 Archie 你要检索什么，Archie 就将

检索其数据库然后显示结果。如果你不能确定要检索什么，Archie 将提供另外一种称为 whatis 的服务， 
whatis 对上千个不同的程序、数据文件和档案资料进行了描述。 

使用 Archie 的第二种方法是使用一个称为 Archie 客户机的程序，你告诉 Archie 客户机程序你检索什

么，客户机将自动连接一个 Archie 服务器，要求它完成检索，根据你的指示输出，并显示结果。一旦你懂

得如何使用 Archie，使用 Archie 客户机就很容易并且很快。你不必像第一种方法那样进行远程通讯，也没

必要记住该用什么 Archie 命令。 
后一种方法，你可以给任一个 Archie 服务器发送一个电子邮件， Archie 将执行你的请求，并将结

果邮回来。 
（2）WAIS 
WAIS（Wide Area Information Service，广域信息服务），是一种数据库索引查询服务，它同样属于 WWW

之前的信息检索方式。。 Archie 所处理的是文件名，不涉及文件的内容；而 WAIS 则是通过文件内容（而

不是文件名）进行查询。WAIS 是一种分布式文本搜索系统，它基于 Z39.50 标准。用户通过给定索引关键

词查询到所需的文本信息，如文章或图书等。  
Wais 是一种可以迅速、全面检索大量信息的工具。当 Wais 能检索数百个信息资源中的任何一个资源，

这些资源涉及大量的各种各样的主题。虽然具有局限性，Wais 仍是一种功能卓越的工具。只要能熟悉使用

Wais，就可以检索任何你所需要的信息。 
Wais 是一项 Internet 服务，它能检索数百个数据库中的任意一个数据。每个数据库是一个资源。你告诉

Wais 使用哪一个资源，你想找什么, 你给 Wais 检索的内容指定一个或多个关键词，Wais 将在你指定的资

源中检索各条目的全部文本，找出满足你的标准内容。这个过程叫作全文本检索。 
使用 Wais 相当简单，你只需选择一个或多个资源，然后告诉 Wais 要找什么。Wais 将与包含这些资源

的计算机连接，并要求它们进行检索。输出将是文章或引文的清单。Wais 将向你显示这个清单，按相关程

度从大到小显示条目。Wais 认为有关的内容是以你指定的关键词在每篇文章中出现的频率为根据的。Wais 
认为 相关的文章是关键词出现次数 多的文章。Wais 向你显示它查找到的东西，你要通读这个清单，选

出你想看的条目。然后 Wais 将检索实际文本,并将其显示在你的屏幕上。 如果你要保留这个条目，可以告

诉 Wais 将其存到一个文件中，或将其邮寄给自己（亦可邮寄给其他人）。 当你找到一篇与你的兴趣特别相

关的文章时，可以告诉 Wais 对这篇文章全文扫描或部分扫描，并使用这些词作进一步的检索，这叫做“关

联性反馈”。 

（2）基于 WWW 的搜索引擎 
1993 年 6 月，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学生 Matthew Gray 开发了一个名为“WWW Wanderer”的网络机器手

程序，这个程序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搜索引擎，但是这种机器手爬行程序后来发展成为搜索引擎的核心，

至今仍被广泛应用于搜索引擎中。由于基于 http 与 www 技术迅猛发展，因此后来的搜索引擎主要应用于

www 上的检索，从这种意义上说，“WWW Wanderer”程序的出现才标志着搜索引擎的诞生。现在所说的搜

索引擎，在没有特别说明的情况下，均指基于万维网的搜索方式。从 1993 年开始，各种搜索引擎不断诞生，

有些中途夭折，也有一些发展成为全球著名的搜索引擎，至今仍然在搜索引擎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如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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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熟知的 yahoo！、Lycos、google 等。 
2.  搜索引擎优化的历程 
（1）1994-1997：雅虎诞生与 SEO 的诞生 
1994 年 7 月，Lucos 推出了基于搜索机器人的数据发现技术，并支持搜索结果相关性排序额，它还第

一次让搜索引擎能够使用网页自动摘要。 
1995 年底，Alta Vista 推出，由于它具备大量的新的搜索功能，深受大众好评，Alta Vista 是第一个支持

自然语言搜索，具备了基于网页内容分析、智能处理的能力，第一个实现高级搜索语法的搜索引擎（如 AND，

OR，NOR 等），同事还能搜索新闻群组中的内容，还能搜索图片。这一阶段也是 yahoo 发展的初期阶段，

在此阶段，Yahoo 对所有的网站进行人工归类，一般是按照字母顺序排列网站，自然开头为“A”的网站排

到开头为“B”的前面，而有两个 A 的网站，排在有 A 和 B 的网站前面，这是搜索引擎优化的雏形。这一

阶段也是 SEO 对雏形时期，网上网下出现了一些论文，讨论文字对应、数据挖掘和对搜索引擎程序员的访

谈。人们初步有了让网页内容符合搜索引擎数据库原理的模糊意识。 
在中文搜索引擎领域，中国的起步其实并不晚。1996 年 8 月成立的搜狐公司是 早参与做类似 Yahoo

的我那管理信息分类导航的网站，曾一度有“出门找地图，上网找搜狐”的美誉。这个时候，没有人注意

在斯坦福大学的一个宿舍里，两个聪明的学生正在慢慢孕育一个令世界瞩目的新型搜索引擎。他们发明了

一个新的叫 PageRank 的理论，来重新塑造搜索引擎。这个新型搜索引擎就是现在的 Google。 
（2）1998-1999 年：Google 出现和 SEO 理论的浮现 
这一阶段，美国的互联网大会开始有一些关于网站优化的文章发表。这些文章开始关注到链接流行度

（Link Popularity）、名录网站链接（Directory Listing）的意义。Alta Vista 开始大规模剔除含有“我们来优

化”或者“我们来推广”这类文字的网页。 
Google 也在 1998 年收到了第一张十万美元的风险投资，搬出了斯坦福校园，正式成立 Google 公司，

域名也变成 google.cn。这个新的搜索引擎衡量网站的重要性首次将链接流行度作为排名的标准之一。 
1999 年 5 月，英国的 FAST 公司推出 ALLTheWeb 搜索引擎。它的网页搜索可利用 ODP 自动分类，支

持 Flash 和 PDF 文件搜索，支持多语言搜索，还提供新闻搜索、图像搜索、视频、MP3 和 FTP 搜索，拥有

极其强大的高级搜索功能。这么强大的功能使它成为 流行的搜索引擎之一。 
这一阶段的初期，搜索引擎也开始了多元化的进程，开始设立多语种的网站，比如 Alta Vista 就率先开

始了拉丁语的版本。台湾中正大学吴升教授所领导的 GAIS 实验室于 1998 年 1 月创立了 OpenFind 中文搜索

引擎。它是 早开发的中文智能搜索引擎， 
1999 年 Google 获得了两千五百万的资金，开始全力发展，Google 发现了这个影响搜索步伐的致命的问

题。简洁的网页设计使众人耳目一新，飞快地搜索速度更使得各个站主奔走相告，每个站主论坛都充满了

对 Google 的极好评价，杂志的采访也是接连不断地对 Google 进行推荐，Google 的全面演出就正式登台了。 
（3）2000-2001 年：百度的出现和搜索引擎的革新 
从 2000 年开始，搜索引擎热衷于收费服务，与此同时，搜索者希望有一个搜索引擎能真正地给他们带

来有用的信息。Google 它的精确搜索开始巩固它在搜索引擎中的地位。首先出局的是 InfoSeek，InfoSeek
被抛弃，被 Yahoo 搜索来代替。 

在 1999 年，InfoSeek 的一位华人工程师离开了这个搜索引擎而驶向北京，他力图要创立一个“中国人

自己”搜索引擎，并且受一句中国古词“众里寻她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启发，将

中国人的搜索引擎起名叫“百度”。这个工程师就是百度的创始人之一——李彦宏。百度公司结合硅谷搜索

引擎人才精英，依托北京 优秀的软件人才，开发了大型商业化的中文搜索引擎，中文搜索从此与英文搜

索站在了同一起跑线上，同事，百度搜索巧妙地解决了数据更新的瓶颈，整个中文网页的数据库可以 快

每天更新一次。 
2001 年的收费登录大为红火。搜索引擎市场经历大清洗，人们开始抛弃搜索引擎 Hotbot，Alta Vista 和

Excite。Alta Vista，Inktomi 被 Yahoo 收购，而且成为了今天 Yahoo 搜索的主要核心技术。 
（4）2002-2007 年：Google Dance 和 SEO 的不眠之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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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在 2001 年，。有些人对网站在 Google 上帝排名一夜之间消失，而有的网站则名列首位。这就是

Google 定期地更新它的索引（Index）的距离活动，被 SEO 实践者称为 Google Dance。正是因为有 Google 
Dance，每个 SEO 实践者都在 Google 更新的那个晚上熬夜地看自己的 SEO 成果能否在 Google 上实现。 

搜索引擎在这个阶段中遇到更严重的泛滥问题。SEO 实践者大量采用门户网页（Doorway Page）、重复

网站（Duplicate Website）、伪装网页（Cloacked Page）、隐藏链接（Hidden Links）等来试图欺骗 Google。
另外，DMOZ 被 Google 作为一个重要的收录新网站的渠道，DMOZ 也被注入许多垃圾网站。 

在中国，百度于 2001 年 9 月开始提供公共搜索服务，并成功地使搜狐和新浪开始使用它的搜索技术。

同时，它还提供新闻搜索服务，迅速扩大用户群。 
Google 在 2003 年更是挤掉了 Alta Vista 和 Inktomi，成为独大。“佛罗里达更新”（Florida Update）真是

让全世界的站主领教了 Google 的厉害。这个更新是反击垃圾网站和不法 SEO 行为的一次重要战役。 
2004 年 2 月 16 日，Yahoo 出售了 Google 股份，正式告别 Google，走上自己开发搜索引擎的道路。2004

年 9 月 12 日，Google 推出简体及繁体两种中文版本的搜索引擎。 
进入 2005 年， 大的变化是 Google Update 不再是定期的活动，而是逐渐地成为每天的递进更新。剧

烈的变化不再看见。SEO 实践者能够很快看到自己的努力是否出现了效果。遵循搜索引擎的纪律，以合理

的方法来调整、提高网站的结构和内容，成为唯一能够保证网站稳定的方法。更重要的是，遵循这些规范

操作而优化的网站，不仅在 Google 上排名良好，还会在 Yahoo 和 MSN 尚也具有不错的结果。中文网站，

如果扎实地做好网站的素质，也会在百度的排名上获益。 
（三）搜索引擎分类 

1.全文索引 
（1）原理 
是先定义一个词库，然后在文章中查找每个词条(term)出现的频率和位置，把这样的频率和位置信息按

照词库的顺序归纳，这样就相当于对文件建立了一个以词库为目录的索引，这样查找某个词的时候就能很

快的定位到该词出现的位置。 
（2）问题 
在处理英文文档的时候显然这样的方式是非常好的，因为英文自然的被空格分成若干词，只要我们有

足够大的词汇库就能很好的处理。但是亚洲文字因为没有空格作为断词标志，所以就很难判断一个词，而

且人们使用的词汇在不断的变化，而维护一个可扩展的词汇库的成本是很高的，所以问题出现了。 
（3）解决 
二元法：它把所有有可能的每两两汉字的组合看为一个词组，这样就没有维护词库的开销。 
词库法：它使使用词库中的词作为切分的标准，这样也出现了词库跟不上词汇发展的问题，除非你维

护词库。 
实际上现在很多著名的搜索引擎都使用了多种分词的办法，比如“正向 大匹配”+“逆向 大匹配”，

基于统计学的新词识别，自动维护词库等技术，但是显然这样的技术还没有作到完美。目前全文索引技术

正走向人工智能化，也是发展的方向。 
根据搜索结果来源的不同，全文搜索引擎可分为两类，一类拥有自己的检索程序(Indexer)，俗称“蜘蛛”

(Spider)程序或“机器人”(Robot)程序，能自建网页数据库，搜索结果直接从自身的数据库中调用，上面提

到的 Google 和百度就属于此类；另一类则是租用其他搜索引擎的数据库，并按自定的格式排列搜索结果，

如 Lycos 搜索引擎。 
2.目录索引 
目录索引虽然有搜索功能，但严格意义上不能称为真正的搜索引擎，只是按目录分类的网站链接列表

而已。用户完全可以按照分类目录找到所需要的信息，不依靠关键词(Keywords)进行查询。目录索引中 具

代表性的莫过于大名鼎鼎的 Yahoo！、新浪分类目录搜索。 
3.  元搜索引擎 
元搜索引擎，通过一个统一用户界面帮助用户在多个搜索引擎中选择和利用合适的(甚至是同时利用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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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个)搜索引擎来实现检索操作，是对分布于网络的多种检索工具的全局控制机制。一个真正的元搜索引擎

由三部分组成，即：检索请求提交机制、检索接口代理机制、检索结果显示机制。“请求提交”负责实现用

户个性化的检索设置要求，“接口代理”负责将用户的检索请求“翻译”成满足不同搜索引擎本地化要求的

格式。“结果显示”负责所有源搜索引擎检索结果的去重、合并、输出处理等元搜索引擎的出现，使用元搜

索引擎同时对几个搜索引擎进行检索，获得分级编排的检索结果。 
按功能划分，元搜索引擎包括多线索式搜索引擎和 All-in-One 式搜索引擎；按运行方式的差异可分为在

线搜索引擎和桌面搜索引擎。 
（四）什么是垂直搜索 

垂直搜索是针对某一个行业的专业搜索引擎，是搜索引擎的细分和延伸，是对网页库中的某类专门的

信息进行一次整合，定向分字段抽取出需要的数据进行处理后再以某种形式返回给用户。  
垂直搜索引擎和普通的网页搜索引擎的 大区别是对网页信息进行了结构化信息抽取，也就是将网页

的非结构化数据抽取成特定的结构化信息数据，好比网页搜索是以网页为 小单位，基于视觉的网页块分

析是以网页块为 小单位，而垂直搜索是以结构化数据为 小单位。然后将这些数据存储到数据库，进行

进一步的加工处理，如：去重、分类等， 后分词、索引再以搜索的方式满足用户的需求。 整个过程中，

数据由非结构化数据抽取成结构化数据，经过深度加工处理后以非结构化的方式和结构化的方式返回给用

户。  
垂直搜索引擎的应用方向很多，比如企业库搜索、供求信息搜索引擎、购物搜索、房产搜索、人才搜

索、地图搜索、mp3 搜索、图片搜索……几乎各行各业各类信息都可以进一步细化成各类的垂直搜索引擎。  
垂直搜索引擎大体上需要以下技术  
1．Spider 
又叫 WebCrawler 或者 Robot，是一个沿着链接漫游 Web 文档集合的程序。它一般驻留在服务器上，通

过给定的一些 URL，利用 HTTP 等标准协议读取相应文档,然后以文档中包括的所有未访问过的 URL 作为

新的起点，继续进行漫游，直到没有满足条件的新 URL 为止。WebCrawler 的主要功能是自动从 Internet 上
的各 Web 站点抓取 Web 文档并从该 Web 文档中提取一些信息来描述该 Web 文档,为搜索引擎站点的数据库

服务器追加和更新数据提供原始数据,这些数据包括标题、长度、文件建立时间、HTML 文件中的各种链接

数目等。 
2．网页结构化信息抽取技术或元数据采集技术 
网页结构化信息抽取就是将网页中的非结构化数据按照一定的需求抽取成结构化数据，是垂直搜索引

擎和通用搜索引擎 大的差别。 
3．分词、索引 
分词，就是将连续的字序列按照一定的规范重新组合成词序列的过程。我们知道，在英文的行文中，

单词之间是以空格作为自然分界符的，而中文只是字、句和段可以通过明显的分界符来简单划界，唯独词

没有一个形式上的分界符，虽然英文也同样存在短语的划分问题，但是在词这一层上，中文比之英文要复

杂的多、困难的多。百度对于中国的市场之所以能很自信，很大的原因就是中文分词上百度要领先其他知

名搜索引擎。 
索引，好的索引可以加快搜索速度，能够更准确地进行网页定位，从而减少执行的成本。垂直搜索所

需要的信息只是传统搜索信息的一个子集，传统搜索上使用的索引方法就不一定适合垂直搜索；而且垂直

搜索得到的数据结构化更强， 
（五）搜索引擎发展趋势与商务 

1．发展趋势 
（1）从互联网资源组织的角度来看搜索引擎技术的发展趋势 
第一代搜索引擎的特征是目录搜索，代表产品当然就是 Yahoo 了，其弊端和传统图书馆文献管理方法

的弊端也是一样的。首先，这个分类体系是由文献的管理者人为的给出来的，用户并不一定清楚，或者说

普通用户并不一定理解，这样就有可能找不到想要的信息。其次，手工分类的成本太大、效率太低，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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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应快速增长的网上信息资源管理的需要。第二代搜索引擎创新性地提出了页面重要性分析技术

pageranking 技术和超链分析技术等，将 重要的页面优先呈现给用户，代表产品就是 Google。缺陷在于还

不能还好地处理页面信息的语义，在互联网上查询信息时遇到的 大问题是重复信息太多、信息太陈旧更

新缓慢、得到的有用信息太少、信息查找不方便等。从这种意义上讲，下一代搜索引擎将是智能化的。 
（2）从用户信息体验的角度来看搜索引擎技术的发展趋势 
第一代搜索引擎呈现给用户的是“千人一面”的分类体系和网页内容，第二代的搜索引擎是以关键字

作为表达查询的主要手段的，以按相关度大小排列的文献列表为展示方式，到目前为止，查询输入的主要

方式还是关键字，查询输出的主要也还是文本列表，如何为用户的学习和工作营造一个个性化的信息空间，

是未来搜索引擎应该追求的方向。从这种意义上讲，下一代搜索引擎将是个性化的。 
（3）从互联网资源获取与更新策略的角度来看搜索引擎技术的发展趋势 
互联网搜索首先需要的是及时地获得新的信息，这里涉及资源抓取和更新策略问题。第一代搜索引擎

是集中式的，第二代是分布协同式的，而第三代将是“社会性”的。 
 
下一代搜索引擎的发展趋势将是智能化的、个性化的，一代搜索引擎应能处理深层网页（DEEP WEB）。

所谓深层搜索是指搜索那些放在数据库中的信息。下一代搜索引擎必须是跨媒体的，也就是说用户通过统

一的界面和单一的提问，就能够获得以各种媒体形式存在的语义相似的结果。 
2．商务模式 
在搜索引擎发展早期，多是作为技术提供商为其他网站提供搜索服务，网站付钱给搜索引擎。后来，

随着 2001 年互联网泡沫的破灭，大多转向为竞价排名方式。  
现在搜索引擎的主流商务模式（百度的竞价排名、Google 的 AdWords）都是在搜索结果页面放置广告，

通过用户的点击向广告主收费。这种模式 早是比尔·格罗斯（Bill Gross）提出的。他于 1998 年 6 月创立

GoTo 公司（后于 2001 年 9 月更名为 Overture），实施这种模式，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并且申请了专利。这

种模式有两个特点，一是点击付费（Pay Per Click），用户不点击则广告主不用付费。二是竞价排序，根据

广告主的付费多少排列结果。 2001 年 10 月，Google 推出 AdWords，也采用点击付费和竞价的方式。2002
年，Overture 起诉 Google 侵犯了其专利。2004 年 8 月，和 Yahoo！（Yahoo！于 2003 年 7 月收购 Overture）
达成和解，向后者支付了 270 万普通股（合 3 亿美元不到）作为和解费。  

AdSense 是 Google 于 2003 年推出的一种新的广告方式。AdSense 使各种规模的的第三方网页发布者进

入 Google 庞大的广告商网络。Google 在这些第三方网页放置跟网页内容相关的广告，当浏览者点击这些广

告时，网页发布者能获得收入。AdSense 在 blogger 中很受欢迎。同时，Google 武断地删除一些帐号，引起

部分人的不满。类似的广告方式，其他搜索引擎也先后推出。雅虎的广告方式是 YPN（Yahoo Publisher 
Network），YPN 除了可以在网页上显示与内容相关的广告以外，还可以通过在 RSS 订阅中来显示广告。

微软的广告计划叫 AdCenter。百度也推出主题推广。 
（六）著名搜索引擎简介 

1．国内搜索引擎 
Google 搜索引擎 （http://www.google.com/） 
目前 优秀的支持多语种的搜索引擎之一,约搜索 3,083,324,652 张网页。提供网站、图像、新闻组等多

种资源的查询。包括中文简体、繁体、英语等 35 个国家和地区的语言的资源。  
百度(baidu)中文搜索引擎 (http://www.baidu.com/) 
全球 大中文搜索引擎。提供网页快照、网页预览/预览全部网页、相关搜索词、错别字纠正提示、新

闻搜索、Flash 搜索、信息快递搜索、百度搜霸、搜索援助中心。 
北大天网中英文搜索引擎(http://e.pku.edu.cn/) 
由北京大学开发，简体中文、繁体中文和英文三个版本。提供全文检索、新闻组检索、FTP 检索（北

京大学、中科院等 FTP 站点）。目前大约收集了 100 万个 WWW 页面（国内）和 14 万篇 Newsgroup（新闻

组）文章。支持简体中文、繁体中文、英文关键词搜索，不支持数字关键词和 URL 名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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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浪搜索引擎 (http://search.sina.com.cn/) 
互联网上规模 大的中文搜索引擎之一。设大类目录 18 个，子目 1 万多个，收录网站 20 余万。提供

网站、中文网页、英文网页、新闻、汉英辞典、软件、沪深行情、游戏等多种资源的查询。 
雅虎中国搜索引擎 (http://cn.yahoo.com/) 
Yahoo!是世界上 著名的目录搜索引擎。雅虎中国于 1999 年 9 月正式开通，是雅虎在全球的第 20 个网

站。Yahoo！目录是一个 Web 资源的导航指南，包括 14 个主题大类的内容。 
搜狐搜索引擎 (http://www.sohu.com/) 
搜狐于 1998 年推出中国首家大型分类查询搜索引擎，到现在已经发展成为中国影响力 大的分类搜索

引擎。每日页面浏览量超过 800 万，可以查找网站、网页、新闻、网址、软件、黄页等信息。 
网易搜索引擎 (http://search.163.com/) 
网易新一代开放式目录管理系统（ODP）。拥有近万名义务目录管理员。为广大网民创建了一个拥有超

过一万个类目，超过 25 万条活跃站点信息，日增加新站点信息 500~1000 条，日访问量超过 500 万次的专

业权威的目录查询体系。 
3721 网络实名/智能搜索 (http://www.3721.com/) 
3721 公司提供的中文上网服务――3721”网络实名”，使用户无须记忆复杂的网址，直接输入中文名称，

即可直达网站。3721 智能搜索系统不仅含有精确的网络实名搜索结果，同时集成多家搜索引擎。 
2．国外搜索引擎 
AltaVista（http://www.altavista.com/） 
有英文版和其他几种西文版。提供纯文字版搜索。提供全文检索功能，并有较细致的分类目录。网页

收录极其丰富，有英、中、日等 25 种文字的网页。搜索首页不支持中文关键词搜索，但有支持中文关键词

搜索的页面。能识别大小写和专用名词，且支持逻辑条件限制查询。高级检索功能较强。提供检索新闻、

讨论组、图形、 MP3/音频、视频等检索服务以及进入频道区（zones），对诸如健康、新闻、旅游等类进行

专题检索。 有英语与其它几国语言的双向在线翻译等服务，有可过滤搜索结果中有关毒品、色情等不健

康的内容的“家庭过滤器”功能。 
Excite（http://www.excite.com/） 
是一个基于概念性的搜索引擎，它在搜索时不只搜索用户输入的关键字，还可“智能性”地推断用户

要查找的相关内容进行搜索。除美国站点外，还有中文及法国、德国、意大利、英国等多个站点。查询时

支持英、中、日、法、德、意等 11 种文字的关键字。提供类目、网站、全文及新闻检索功能。目录分类接

近日常生活，细致明晰，网站收录丰富。网站提要清楚完整。搜索结果数量多，精确度较高。有高级检索

功能，支持逻辑条件限制查询（AND 及 OR 搜索）。 
InfoSeek（http://www.infoseek.com  http://infoseek.go.com/） 
提供全文检索功能，并有较细致的分类目录，还可搜索图像。网页收录极其丰富，以西文为主，支持

简体和繁体中文检索，但中文网页收录较少。查询时能够识别大小写和成语，且支持逻辑条件限制查询

（AND、OR、NOT 等）。高级检索功能较强，另有字典、事件查询、黄页、股票报价等多种服务。 
Lycos（http://www.lycos.com） 
多功能搜索引擎，提供类目、网站、图象及声音文件等多种检索功能。目录分类规范细致，类目设置

较好，网站归类较准确，提要简明扼要。收录丰富。搜索结果精确度较高，尤其是搜索图像和声音文件上

的功能很强。有高级检索功能，支持逻辑条件限制查询。 
AOL（http://search.aol.com/） 
提供类目检索、网站检索、白页（人名）查询、黄页查询、工作查询等多种功能。目录分类细致，网

站收录丰富，搜索结果有网站提要，按照精确度排序，方便用户得到所需结果。支持布尔操作符，包括 AND、 
OR、AND NOT、ADJ 以及 NEAR 等。有高级检索功能，有一些选项，可针对用户要求在相应范围内进行

检索。 
HotBot（http://hotbot.lyco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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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有详细类目的分类索引，网站收录丰富，搜索速度较快。有功能较强的高级搜索，提供有多种语

言的搜索功能，以及时间、地域等限制性条件的选择等等。另提供有音乐、黄页、白页（人名）、Email 地

址、讨论组、 公路线路图、股票报价、工作与简历、新闻标题、FTP 检索等专类搜索服务。 
3．FTP 搜索引擎 
FTP 搜索引擎的功能是搜集匿名 FTP 服务器提供的目录列表以及向用户提供文件信息的查询服务。由

于 FTP 搜索引擎专门针对各种文件，因而相对 WWW 搜索引擎，寻找软件、图像、电影和音乐等文件时，

使用 FTP 搜索引擎更加便捷。 
http://www.philes.com/  球 大的 FTP 搜索引擎。 
http://www.alltheweb.com/  stsearch.com 的产品。 
http://www.filesearching.com/  Chertovy Kulichki Inc.的产品。 
http://www.souborak.com/  internauci.pl 的产品。 
http://www.ftpfind.com/   www.echo.fr 的产品。 
http://parker.vslib.cz/ 作者是 Technical University of Liberec Czech Republic 的 Jiri A. Randus，是国内大多

数小型 FTP 搜索引擎系统的原型。 
http://bingle.pku.edu.cn/  北大天网中英文 FTP 搜索引擎。 

四、FTP 及工具 
（一）FTP 概述 

1．什么是 FTP 
FTP（File Transfer Protocol，文件传输协议），该协议是 Internet 文件传送的基础，它由一系列规格说明

文档组成，目标是提高文件的共享性，提供非直接使用远程计算机，使存储介质对用户透明和可靠高效地

传送数据，它也是一个应用程序。FTP 服务一般运行在 20（TCP 端口）和 21（Port 方式数据端口）两个端

口。端口 20 用于在客户端和服务器之间传输数据流，而端口 21 用于传输控制流，并且是命令通向 ftp 服务

器的进口。 
2．下载和上载 
在 FTP 的使用当中，用户经常遇到两个概念：“下载”（Download）和“上载”（Upload）。“下载”文件

就是从远程主机拷贝文件至自己的计算机上；"上载"文件就是将文件从自己的计算机中拷贝至远程主机上。

用 Internet 语言来说，用户可通过客户机程序向（从）远程主机上载（下载）文件。 
3．FTP 实现的目标 
（1）促进文件的共享（计算机程序或数据） 
（2）鼓励间接或者隐式的使用远程计算机 
（3）向用户屏蔽不同主机中各种文件存储系统的细节 
（4）可靠和高效的传输数据 
4．FTP 缺点：  
（1）密码和文件内容都使用明文传输，可能产生不希望发生的窃听； 
（2）因为必需开放一个随机的端口以建立连接，当防火墙存在时，客户端很难过滤处于主动模式下的

FTP 流量。这个问题通过使用被动模式的 FTP 得到了很大解决； 
（3）服务器可能会被告知连接一个第三方计算机的保留端口。  
5．FTP 用户授权 
（1）用户授权 
要连上 FTP 服务器（即“登陆”），必须要有该 FTP 服务器授权的帐号，也就是说你只有在有了一个

用户标识和一个口令后才能登陆 FTP 服务器，享受 FTP 服务器提供的服务。 
（2）FTP 地址格式 FTP 地址如下： 
ftp://用户名：密码@FTP 服务器 IP 或域名：FTP 命令端口/路径/文件名 
上面的参数除 FTP 服务器 IP 或域名为必要项外，其他都不是必须的。如以下地址都是有效 FTP 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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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tp://foolish.6600.org 
ftp://list:list@foolish.6600.org 
ftp://list:list@foolish.6600.org:2003 
ftp://list:list@foolish.6600.org:2003/soft/list.txt 
（3）匿名 
匿名 FTP 是这样一种机制，用户可通过它连接到远程主机上，并从其下载文件，而无需成为其注册用

户。系统管理员建立了一个特殊的用户 ID，名为 anonymous，Internet 上的任何人在任何地方都可使用该用

户 ID。通过 FTP 程序连接匿名 FTP 主机的方式同连接普通 FTP 主机的方式差不多，只是在要求提供用户

标识 ID 时必须输入 anonymous，该用户 ID 的口令可以是任意的字符串。匿名 FTP 不适用于所有 Internet
主机，它只适用于那些提供了这项服务的主机。 

当远程主机提供匿名 FTP 服务时，会指定某些目录向公众开放，允许匿名存取。系统中的其余目录则

处于隐匿状态。作为一种安全措施，大多数匿名 FTP 主机都允许用户从其下载文件，而不允许用户向其上

载文件，也就是说，用户可将匿名 FTP 主机上的所有文件全部拷贝到自己的机器上，但不能将自己机器上

的任何一个文件拷贝至匿名 FTP 主机上。即使有些匿名 FTP 主机确实允许用户上载文件，用户也只能将文

件上载至某一指定上载目录中。随后，系统管理员会去检查这些文件，他会将这些文件移至另一个公共下

载目录中，供其他用户下载，利用这种方式，远程主机的用户得到了保护，避免了有人上载有问题的文件，

如带病毒的文件。 
6．FTP 和网页浏览器 
大多数 新的网页浏览器和文件管理器都能和 FTP 服务器建立连接。这使得在 FTP 上通过一个接口就

可以操控远程文件，如同操控本地文件一样。这个功能通过给定一个 FTP 的 URL 实现，形如 ftp://<服务器

地 址 > （ 例 如 ftp://ftp.gimp.org ）。 是 否 提 供 密 码 是 可 选 择 的 ， 如 果 有 密 码 ， 则 形 如

ftp://<login>:<password>@<ftpserveraddress>。大部分网页浏览器要求使用被动 FTP 模式，然而并不是所有

的 FTP 服务器都支持被动模式。 
（二）FTP 工作原理 

1．FTP 的传输模式 
FTP 协议的任务是从一台计算机将文件传送到另一台计算机，它与这两台计算机所处的位置、联接的

方式、甚至是是否使用相同的操作系统无关。假设两台计算机通过 ftp 协议对话，并且能访问 Internet，你

可以用 ftp 命令来传输文件。每种操作系统使用上有某一些细微差别，但是每种协议基本的命令结构是相同

的。 FTP 的传输有两种方式：ASCII 传输模式和二进制数据传输模式。  
（1）ASCII 传输方式：假定用户正在拷贝的文件包含的简单 ASCII 码文本，如果在远程机器上运行的

不是 UNIX，当文件传输时 ftp 通常会自动地调整文件的内容以便于把文件解释成另外那台计算机存储文本

文件的格式。但是常常有这样的情况，用户正在传输的文件包含的不是文本文件，它们可能是程序，数据

库，字处理文件或者压缩文件（尽管字处理文件包含的大部分是文本，其中也包含有指示页尺寸，字库等

信息的非打印符）。 
（2）二进制传输模式：在二进制传输中，保存文件的位序，以便原始和拷贝的是逐位一一对应的。即

使目的地机器上包含位序列的文件是没意义的。例如，macintosh 以二进制方式传送可执行文件到 Windows
系统，在对方系统上，此文件不能执行。如果你在 ASCII 方式下传输二进制文件，即使不需要也仍会转译。

这会使传输稍微变慢，也会损坏数据，使文件变得不能用。（在大多数计算机上，ASCII 方式一般假设每一

字符的第一有效位无意义，因为 ASCII 字符组合不使用它。如果你传输二进制文件，所有的位都是重要的。）

如果你知道这两台机器是同样的，则二进制方式对文本文件和数据文件都是有效的。 
2．FTP 的工作方式 
FTP 支持两种模式，一种方式叫做 Standard (也就是 PORT 方式，主动方式)，一种是 Passive (也就是

PASV，被动方式)。 Standard 模式 FTP 的客户端发送 PORT 命令到 FTP 服务器。Passive 模式 FTP 的客户

端发送 PASV 命令到 FTP Ser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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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Port 模式 
FTP 客户端首先和 FTP 服务器的 TCP 21 端口建立连接，通过这个通道发送命令，客户端需要接收数

据的时候在这个通道上发送 PORT 命令。PORT 命令包含了客户端用什么端口接收数据。在传送数据的时候，

服务器端通过自己的 TCP 20 端口连接至客户端的指定端口发送数据。 FTP server 必须和客户端建立一个新

的连接用来传送数据。 
（2）Passive 模式 
Passive 模式在建立控制通道的时候和 Standard 模式类似，但建立连接后发送的不是 Port 命令，而是 Pasv

命令。FTP 服务器收到 Pasv 命令后，随机打开一个高端端口（端口号大于 1024）并且通知客户端在这个端

口上传送数据的请求，客户端连接 FTP 服务器此端口，然后 FTP 服务器将通过这个端口进行数据的传送，

这个时候 FTP server 不再需要建立一个新的和客户端之间的连接。 
很多防火墙在设置的时候都是不允许接受外部发起的连接的，所以许多位于防火墙后或内网的 FTP 服

务器不支持 PASV 模式，因为客户端无法穿过防火墙打开 FTP 服务器的高端端口；而许多内网的客户端不

能用 PORT 模式登陆 FTP 服务器，因为从服务器的 TCP 20 无法和内部网络的客户端建立一个新的连接，造

成无法工作。 
（3）FXP 
FXP（File Exchange Protocol，文件交换协议），说简单点就是一个 FTP 客户端控制两个 FTP 服务器，

在两个 FTP 服务器之间传送文件。FXP 本身其实就是 FTP 的一个子集，因为 FXP 方式实际上就是利用了

FTP 服务器的 Proxy 命令，不过它的前提条件是 FTP 服务器要支持 PASV，且支持 FXP 方式。FXP 传送时，

文件并不下载至本地，本地只是发送控制命令，故 FXP 传送时的速度只与两个 FTP 服务器之间的网络速度

有关，而与本地速度无关。因 FXP 方式本地只发送命令，故在开始传送后，只要本地不发送停止的命令，

就算是本地关机了，FXP 仍在传送，直至一个文件传送完成或文件传送出错后，FTP 服务器等待本地发送

命令时，才会因不能接收到命令而终止 FXP 传送。 
成功 FXP 有两个必要条件：①两个 FTP 服务器均支持 FXP；②两个 FTP 服务器均支持 PASV 方式。但

并不是说满足这两个条件的 FTP 服务器均经本地操作成功 FXP，这还与本地与 FTP 服务器的网络状况有关。 
3．文件传输步骤 
传输文件的一般步骤如下:  
（1）在本地电脑上登陆到网络；  
（2）搜索有文件共享主机或者个人电脑(一般有专门的 FTP 服务器网站上公布的，上面有进入该主机

或个人电脑的名称、口令和路径)； 
（3）当与远程主机或者对方的个人电脑建立连接后，用对方提供的用户名和口令登陆到该主机或对方

的个人电脑； 
（4）在远程主机或对方的个人电脑登陆成功后，就可以上传你想跟别人分享的文件或者下载别人授权

共享的文件； 
（5）完成工作后关闭 FTP 下载软件，切断连接。 

（三）常用 FTP 软件 
1．FTP 服务器 
支持 FTP 协议的服务器就是 FTP 服务器，常见的 FTP 服务器软件有以下几种： 
（1）Windows 平台系列 
Serv-U 
官方下载地址：http://www.serv-u.com/ 
详细使用帮助请自行参考 Serv-U 的帮助或以下地址： 
http://www.serv-u.com/k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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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10 Serv-U 截图 

Serv-U 是一种被广泛运用的 FTP 服务器端软件，支持 9x/ME/NT/2K/XP/Vista 等全 Windows 系列。它

设置简单，功能强大，性能稳定。FTP 服务器用户通过它用 FTP 协议能在 internet 上共享文件。它并不是

简单地提供文件的下载，还为用户的系统安全提供了相当全面的保护。例如：您可以为您的 FTP 设置密码、

设置各种用户级的访问许可等等。Serv-U 不仅 100%遵从通用 FTP 标准，也包括众多的独特功能可为每个

用户提供文件共享完美解决方案。它可以设定多个 FTP 服务器、限定登录用户的权限、登录主目录及空间

大小等，功能非常完备。它具有非常完备的安全特性，支持 SSl FTP 传输，支持在多个 Serv-U 和 FTP 客户

端通过 SSL 加密连接保护您的数据安全等。 
Serv-U 功能特点：○1 符合 windows 标准的用户界面友好亲切，易于掌握；○2 支持实时的多用户连接，

支持匿名用户的访问，通过限制同一时间 大的用户访问人数确保 PC 的正常运转；○3 安全性能出众:：在

目录和文件层次都可以设置安全防范措施。能够为不同用户提供不同设置，支持分组管理数量众多的用户。

可以基于 IP 对用户授予或拒绝访问权限；○4 支持文件上传和下载过程中的断点续传；○5 支持拥有多个 IP 地
址的多宿主站点；○6 能够设置上传和下载的比率，硬盘空间配额，网络使用带宽等，从而能够保证用户有

限的资源不被大量的 FTP 访问用户所消耗；○7 可作为系统服务后台运行；○8 可自用设置在用户登录或退出

时的显示信息，支持具有 UNIX 风格的外部链接；○9 完全易于使用的操作界面。 
 
FileZilla 
官方下载地址：http://filezilla-project.org/ 
详细使用帮助请自行参考 FileZilla 的帮助或以下地址： 
http://wiki.filezilla-project.org/Main_P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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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11 FileZilla 截图 

FileZilla 是一个免费开源的 FTP 客户端软件，分为客户端版本和服务器版本，具备所有的 FTP 软件功

能。可控性、有条理的界面和管理多站点的简化方式使得 Filezilla 客户端版成为一个方便高效的 FTP 客户

端工具，而 FileZilla Server 则是一个小巧并且可靠的支持 FTP&SFTP 的 FTP 服务器软件。 
FileZilla 主要功能：○1 上传/下载的断点续传(需要服务器支持) ；○2 自定义命令；○3 带文件夹功能的站

点管理器；○4 防发呆功能；○5 超时侦测；○6 防火墙支持；○7 SOCKS4/5 和 HTTP1.1 代理支持；8SFTP 支持；

○9 上传/下载队列；○10支持拖放；○11 多国语言支持；○12通过 Kerberos 的 GSS 认证和加密。 
 
CerberusFTP 
官方下载地址：http://www.cerberusftp.com/ 
详细使用帮助请自行参考 CerberusFTP 的帮助或以下地址： 
http://www.cerberusftp.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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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12 CerberusFTP 截图 
Cerberus FTP Server 是一个多通道的 Windows FTP 服务器，它只占用很少的内存及 CPU，它的界面容

易操作并可通过系统托盘来进行访问。这个软件可提供给用户文件访问及管理的权限。连接限制，时间，IP
访问，多路径优先权设置。 

 
Gene6 FTP 
官方下载地址：http://www.g6ftpserver.cn/ 
详细使用帮助请自行参考 Gene6 FTP 的帮助或以下地址： 
http://www.g6ftpserver.com/for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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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13 CerberusFTP 截图 

Gene6 FTP Server 是一个基于 Windows 操作系统开发的，安全高效的高级 FTP 服务器软件；不仅高效

可靠而且具有很强的可控性，支持远程管理、128 位 SSL 加密的数据连接以及使用非常的方便。Gene6 FTP 
Server 优良的性能以及平易近人的价格使他不仅能应付高负载下的文件传输服务器，对于一个追求可靠性，

定制性强使用和管理方便的企业，也是很好的选择。 
Gene6 FTP Server 功能特点：○1 远程管理支持—安全的远程管理支持，让你随时随地都可以管理你的服

务器；○2 遵循 HIPAA 标准—遵循了专门针对医用药物企业所设立的 HIPAA 安全标准；○3 支持 MODE Z 压

缩 —通过数据压缩功能，获得更高效的数据传输；○4 虚拟目录支持—在你的 FTP 服务器上，共享任何地方

的文件，包括来自于其他 FTP；○5 ODBC 支持—使用数据库，如: MySQL 或者 PostGreSQL 等来储存您的用

户帐户信息；○6 128 位的 SSL 安全加密支持—就像使用 Https 一样，使用 高级工业安全标准的数据加密

方式在 Internet 网络传输您的文件。○7 UTF-8 支持 —支持用任何国家的本国语言在服务器上显示文件名称；

○8 扩展插件库—开放式构架支持COM 组件二次开发，可以使用VB脚本语言来完成很多自动或者扩展功能；

○9 外部认证支持—-支持 Windows 用户，动态目录，以及数据库认证方式；○10完全本地化界面—完全中文化

的软件界面，方便您的使用。（当前已经支持了 10 多个全世界不同国家的语言界面转换）○11 强大的安全性

能—在用户帐户的安全性上，实施了多种安全机制用来加强其安全性。 
 
Ocean FTP 
官方下载地址：http://www.codeocean.com/downloads/index.html 
详细使用帮助请自行参考 Ocean FTP 的帮助或以下地址： 
http://www.codeocean.com/support/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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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14 Ocean FTP 截图 

Ocean FTP Server 是一款小巧强悍的高级 FTP 服务器软件，适用于 Win 9x, NT, 2000, XP 和 2003 平台。

界面简洁易用，配置简便，为管理员提供了对账号各个层次的控制，其 大的亮点是可以通过网络浏览器

进行远程管理，极其方便，支持 128 位的 SSL 加密传输。 
 
FtpAnywhere 
 

 
图 6‐15 FtpAnywhere 截图 

FtpAnywhere Server 集分布式 Ftp 下载服务器与 P2P 服务器功能于一身，支持符合国际标准的 Ftp 列表

和下载指令，支持专有的超级 FTP 传输协议和 VLink 2.1 专有协议；集 FTP，超级 FTP，P2P，下载，上 传，

检索，断点续传，多线程，单连接多次复用，虚拟静态目录，TCP 层防火墙,ODBC 数据库，远程管理等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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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特点，可以导出标准 URL 与 WEB 下载连接进行捆绑和跳转，配合第三方软件，还可以直接实现基于 P2P
的分布式在线 VOD 播放；直接实现了基于多点连接的聚合传输功能[网格]；自带专有客户端软件 VLink，
同时还可以支持 Microsoft IE 浏览器, Cute ftp , leap ftp , 迅雷，wget,curl 等众多第三方客户端软件登录并下

载资源；特别适合局部宽带网络如城市宽带网，校园网络，公司内部网络等环境下应用。 
FtpAnywhere Server 功能特点： 
○1 极其优良的兼容性，除了可以支持我们专用的超级 FTP 协议外，还可以支持国际标准的 FTP 下载指

令，兼容多种第三方 FTP 客户端软件，包括 Internet Explorer；○2 良好的网络扩展性，无论您的电脑在那里，

只要能连接到主服务器，您就可以将您的电脑里的共享资源变成一个虚拟的 FTP 目录；○3 可以将多台电脑

上的共享资源以一台 FTP 服务器的形式，也就是传统的 FTP 联盟，为他人提供服务，并同时支持专用的支

持 P2P 传输的超级 FTP；○4 可以限定加入共享的用户的 低共享连接信道数，共享文件总大小， 低共享

速度，并可以强制客户端在下载成功后自动将该内容加入共享；○5 支持专用的超级 FTP，支持单连接复用

技术，在多个中小文件传输时传输效率超过普通 FTP 协议；○6 无须使用有危险性的 UPNP 技术，即可以在

大多数情况下穿透 NAT，实现 P2P 传输，超级 FTP 协议支持 FTP 标准的双向连接方式；○7 集成荣誉记数系

统，可以有效将共享与下载进行挂钩，防止有些人只下载不共享，或者共享无用的资源，并集成了反作弊

功能；○8 后台 ACCESS 用户数据库支持，只需要简单的操作就可以与支持 ACCESS 的 WEB 进行连接；○9 支

持固定目录技术，可以将一台电脑上的共享资源，无论何时何地登录，都以一个静态的虚拟目录的形式出

现在主服务器 FTP 目录资源中；○10同时包含了服务器端软件和配套客户端软件， 大程度上解决了兼容问

题，极具性价比；○11 具备优良的可扩充性，和普通 FTP 服务器不同，新的连接进入或者原有的连接断开，

都可以立即生效；○12集成了高性能的检索功能，解决了普通 FTP 服务器无法检索或者需要第三方工具进行

低效率的检索的问题；○13支持的超级 Ftp 协议，休整了 Ftp 协议中的安全问题，关键连接全部进行加密，可

以有效防止连接被拦截等外部威胁；○14 已经整合了聚合下载能力，可以在将来方便的实现多点聚合下载功

能；○15 独特的引擎，指令处理速度，检索线程的负载均可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并采用了路由算法中常

用的提前判断功能，动态防过载；○16 可动态监视系统的空闲内存容量，当空闲物理内存容量过低时，服务

器可以根据设置要求暂时停止接收新的连接，保证 高效率； 
（2）Linux 平台系列 
Vsftpd 
VSFTP 是一个基于 GPL 发布的类 Unix 系统上使用的 FTP 服务器软件，它的全称是 Very Secure FTP 从

此名称可以看出来，编制者的初衷是代码的安全。安全性是编写 VSFTP 的初衷，除了这与生俱来的安全特

性以外，高速与高稳定性也是 VSFTP 的两个重要特点。在速度方面，使用 ASCII 代码的模式下载数据时，

VSFTP 的速度是 Wu-FTP 的两倍，如果 Linux 主机使用 2.4.*的内核，在千兆以太网上的下载速度可达

86MB/S。在稳定方面，VSFTP 就更加的出色，VSFTP 在单机（非集群）上支持 4000 个以上的并发用户同

时连接，根据 Red Hat 的 Ftp 服务器(ftp.redhat.com)的数据，VSFTP 服务器可以支持 15000 个并发用户 
Wu-ftpd 
Wu-Ftpd是Washington University出品的一款在Linux下使用的 Ftp Server，一般的Linux都带有Wu-Ftpd

软件包，安装时选中即可。它功能强大，能够很好地运行于众多的 UNIX 操作系统，例如：IBM AIX、FreeBSD、

HP-UX、NeXTstep、Dynix、SunOS、Solaris 等。 
NcFTPd 
ProFTP 也是运行在 UNIX 系统上的一款 FTP 服务器端的软件，它是针对 Wu-FTP 的弱项而开发，除了

在安全性方面进行了改进外，还具备设置简单的特点，并提供了一些 Wu-FTP 没有的功能，大大简化了架

设和管理 FTP 服务器的工作。ProFTP 是在自由软件基金会的版权声明(GPL)下开发、发布的免费软件，也

就是说任何人只要遵守 GPL 版权声明，都可以随意修改原始代码。 
ProFTPD 
ProFtpd 是一个 Unix 平台上或是类 Unix 平台上(如 Linux, FreeBSD 等)的 FTP 服务器程序，它是在自由

软件基金会的版权声明(GPL)下开发、发布的免费软件，也就是说任何人只要遵守 GPL 版权声明，都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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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意修改源始码。 
2．FTP 客户端 
（1）FlashFXP 

 
图 6‐16 FlashFXP 截图 

FlashFXP 是一个功能强大的 FXP/FTP 软件，融合了一些其他优秀 FTP 软件的优点，如像 CuteFTP 一
样可以比较文件夹，支持彩色文字显示；像 BpFTP 支持多文件夹选择文件，能够缓存文件夹；像 LeapFTP 
一样的外观界面，甚至设计思路也差相仿佛。支持文件夹(带子文件夹)的文件传送、删除；支持上传、下载

及第三方文件续传；可以跳过指定的文件类型，只传送需要的文件；可以自定义不同文件类型的显示颜色；

可以缓存远端文件夹列表，支持 FTP 代理及 Socks 3&4；具有避免空闲功能，防止被站点踢出；可以显示

或隐藏“隐藏”属性的文件、文件夹；支持每个站点使用被动模式等。 
官方下载地址：http://www.flashfxp.com/ 
详细使用帮助请自行参考 FlashFXP 的帮助或以下地址： 
http://www.flashfxp.com/ 
 
（2）CrossFTP 
官方下载地址：http://www.crossftp.com/download.htm 
详细使用帮助请自行参考 CrossFTP 的帮助或以下地址： 
http://www.crossftp.com/support.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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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17 CrossFTP 截图 

 CrossFTP是一款稳定易用的FTP客户端软件, CrossFTP Pro是一款超级FTP/FXP/SFTP/FTPS/WebDav(s)
客户端。采用类似资源管理器的界面设计, 喜欢 FlashFXP 和 CuteFTP 的用户绝对不容错过。同时附带

CrossFTP 服务器的网络启动，帮助你构建专业级 FTP 系统. 主要功能有: 优良的 CJK/中文编码支持, 站点

管理, 证书保管，配置文件远程备份, 多标签支持, 站点密码加密 CrossFTP Server Launcher, 退出位置的自

动记忆, 队列恢复, 文件本地和 Web 搜索, 自动重连和 anti-idle, 命令控制, SSL/TSL 加密传输[pro only], 多
线程传输[pro only], FXP 传输[pro only], SFTP/SSH 协议[pro only], WebDav(s)协议[pro only], 远程编辑[pro 
only] 

（3）LeapFTP 
官方下载地址：http://www.leapware.com/ 
详细使用帮助请自行参考 LeapFTP 的帮助或以下地址： 
http://www.leapware.com/suppor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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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18 LeapFTP 截图 

小巧强大的 FTP 工具之一，友好的用户界面，稳定的传输速度，LeapFTP 与 FlashFXP 、CuteFTP 堪
称 FTP 三剑客。FlashFXP 传输速度比较快，但有时对于一些教育网 FTP 站点却无法连接；LeapFTP 传
输速度稳定，能够连接绝大多数 FTP 站点（包括一些教育网站点）；CuteFTP 虽然相对来说比较庞大，但

其自带了许多免费的 FTP 站点，资源丰富。总之来说，三者各有所长。 
（4）CuteFTP 
官方下载地址：http://www.cuteftp.com/ 
详细使用帮助请自行参考 CuteFTP 的帮助或以下地址： 
http://www.cuteftp.com/sup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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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19 CuteFTP 截图 

CuteFTP 是一个经典的老牌 FTP 软件，是商业级 FTP 客户端程序，其加强的文件传输系统能够完全满

足企业级应用需求。文件通过构建于 SSL 或 SSH2 安全认证的客户机/服务器系统进行传输，为 VPN、WAN、

Extranet 提供 经济的解决方案！企业再不需要为了一套安全的数据传输系统而进行破费了。此外，CuteFTP 
Pro 还提供了 Sophisticated Scripting、目录同步、自动排程、同时多站点连接、多协议支持（FTP、SFTP、
HTTP、HTTPS）、智能复盖、整合的 HTML 编辑器等功能特点以及更加快速的文件传输系统。 
五、下载软件  
（一）什么是下载 

1．下载定义 
下载(DownLoad)，就是通过网络进行传输文件保存到本地电脑上的一种网络活动。指把信息从互联网

或其他电子计算机上输入到某台电子计算机上（跟“上载”相对）。也就是把服务器上保存的软件、图片、

音乐、文本等下载到本地机器中。 
广义上说，凡是在屏幕上看到的不属于本地计算机上的内容，皆是通过“下载”得来。狭义上人们只

认为那些自定义了下载文件的本地磁盘存储位置的操作才是“下载”。“下载”的反义词是“上传”。 
2．下载方式 
（1）使用浏览器下载 
这是许多上网初学者常使用的方式，它操作简单方便，在浏览过程种，只要点击想下载的链接（一般

是.zip、.exe 之类），浏览器就会自动启动下载，只要给下载的文件找个存放路径即可正式下载了。若要保存

图片，只要右击该图片，选择“图片另存为”即可。 
这种方式的下载虽然简单，但也有它的弱点，那就是功能太少、不支持断点续传、对于拨号上网的朋

友来说下载速度也太慢。建议初上网的网友选择这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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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使用专业软件下载 
下载软件它使用文件分切技术，就是把一个文件分成若干份同时进行下载，这样下载软件时就会感觉

到比浏览器下载的快多了，更重要的是，当下载出现故障断开后，下次下载仍旧可以接着上次断开的地方

下载。 
（3）通过邮件下载 
此方式可能是 省事的了，你只要向因特网上的 ftpmail 电子邮件网关服务器发送下载请求，服务器将

你所需的文件邮寄到你所指定的信箱中，这样就可以像平时收信那样来获得所需的文件了。我们可以采用

专业的邮件下载工具，如 Mr cool、电邮卡车 E-mail Truck 等，只要给它一个文件下载地址和信箱，剩下的

就可由它总代理了。 
此方式也有很多不足之处，一是由于邮件下载是有排序性的，只有将把在你之前的下载请求全部完成

后，才能轮到你，这就会影响到文件的时效性；另一个就是使用 E-mail 传送文件时需要重新编码，所以收

到的文件要比直接下载的大一些。 
（4）小挪移下载 
使用该方式可以将网上一个服务器上的文件移至另一个相对较近、下载速度较快的服务器上，然后再

从该服务器上将文件下载下来。我们可以使用“Webmove”。它借鉴了网络蚂蚁的操作界面，通过鼠标拖动

就可以完成各个输入项的填写，并通过 HTTP 协议提交到小挪移主页中，其具体的下载工作将由小挪移来

帮你完成。 
由于拥有一个可以随意登录且速度比较快的 FTP 服务器的个人用户很少，所以此下载方式对于普通用

户还有一定的局限性，但对于想做一个个人下载网站的朋友来说，可是在好不过了，因为这种挪移的速度

很快，并且它是在服务器之间传送，并不需要你上网，从而大大节约了在线实践和上网费用。 
3．相关协议 
（1）HTTP 
HTTP（Hypertext Transfer Protocol，超文本传输协议），是用于从 WWW 服务器传输超文本到本地

浏览器的传送协议。对于这种方式，我们一般可以通过 IE 浏览器或网际快车(FlashGet)等软件来下载文件。 
（2）FTP 
FTP（File Transfer Protocol，文件传输协议），也是一种很常用的网络下载方式。它的标准地址形式就

像“ftp://218.79.9.100/down/freezip23.zip”。FTP 方式具有限制下载人数、屏蔽指定 IP 地址、控制用户下载

速度等优点，所以，FTP 更显示出易控性和操作灵活性，比较适合于大文件的传输(如影片、音乐等)。 
（4）RTSP 
RTSP（Real Time Streaming Protocol，实时流传输协议），是 TCP/IP 协议体系中的一个应用层协议，该

协议定义了一对多应用程序如何有效地通过 IP 网络传送多媒体数据。RTSP 在体系结构上位于 RTP 和 RTCP
之上，它使用 TCP 或 RTP 完成数据传输。HTTP 与 RTSP 相比，HTTP 传送 HTML，而 RTP 传送的是多媒

体数据。HTTP 请求由客户机发出，服务器作出响应；使用 RTSP 时，客户机和服务器都可以发出请求，即

RTSP 可以是双向的。 
（5）MMS 
MMS （Microsoft Media Server Protocol，微软媒体服务器协议），用来访问并流式接收 Windows Media 

服务器中 .asf 文件的一种协议。MMS 协议用于访问 Windows Media 发布点上的单播内容。MMS 是连接 
Windows Media 单播服务的默认方法。若观众在 Windows Media Player 中键入一个 URL 以连接内容，而

不是通过超级链接访问内容，则他们必须使用 MMS 协议引用该流。 
（7）BT 
BT（BitTorrent，是一种内容分发协议），BitTorrent 协议是架构于 TCP/IP 协议之上的一个 P2P 文件传

输协议，处于 TCP/IP 结构的应用层。它采用高效的软件分发系统和点对点技术共享大体积文件（如一部电

影或电视节目），并使每个用户像网络重新分配结点那样提供上传服务。一般的下载服务器为每一个发出下

载请求的用户提供下载服务，而 BitTorrent 的工作方式与之不同。分配器或文件的持有者将文件发送给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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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用户，再由这名用户转发给其它用户，用户之间相互转发自己所拥有的文件部分，直到每个用户的下

载都全部完成。这种方法可以使下载服务器同时处理多个大体积文件的下载请求，而无须占用大量带宽。 
BT 中相关概念 
Tracker：收集下载者信息的服务器，并将此信息提供给其他下载者，使下载者们相互连接起来，传输

数据。 
种子：指一个下载任务中所有文件都被某下载者完整的下载，此时下载者成为一个种子。发布者本身

发布的文件就是原始种子，也指.torrent 文件。 
做种：发布者提供下载任务的全部内容的行为，下载者下载完成后继续提供给他人下载的行为。 

（二）下载术语 
1．P2P 
P2P（peer-to-peer，点对点技术），又称对等互联网络技术，是一种网络新技术，依赖网络中参与者的

计算能力和带宽，而不是把依赖都聚集在较少的几台服务器上。P2P 网络通常用于通过 Ad Hoc 连接来连接

节点。这类网络可以用于多种用途，各种文件共享软件已经得到了广泛的使用。P2P 技术也被使用在类似

VoIP 等实时媒体业务的数据通信中。  
2．P2SP 
P2SP（用户对服务器&用户），P2SP 的“S”是指服务器，实际上对 P2P 技术的进一步延伸，它不但支

持 P2P 技术，同时还通过多媒体检索数据库这个桥梁把原本孤立的服务器资源和 P2P 资源整合到了一起，

这样下载速度更快，同时下载资源更丰富，下载稳定性更强，都比传统的 P2P 或 P2S 有了非常大的提高。

迅雷就是此类技术的代表。 
3．磁盘缓存 
磁盘缓存是一种写缓存，它的主要作用是：当有数据需要写入硬盘时，将此数据先保存于系统为写缓

存分配的内存空间，当保存的数据达到一定程度后，再将数据保存到硬盘中。这样的过程减少了硬盘的时

间操作，避免了因为重复读写操作而损坏硬盘，同时也减少了数据的写入时间。磁盘缓存设置的数值越高，

占用的内存资源就越高，因此您需要根据自己电脑的配置来设置这个数值。 
4．线程数 
原始下载地址与候选资源的区别：原始下载地址是您建立下载任务时，该资源指向的 终下载服务器

上的文件地址。候选资源是迅雷为用户在网络上搜集到的该文件其他下载地址。较早的 IE 下载是使用单线

程的下载技术，可以简单的理解为用户端与服务器端仅仅只有一座桥梁，数据传送只能靠这一座桥梁来完

成。我们可以把这个桥梁当作是线程。线程是程序中一个单一的顺序控制流程，在单个程序中同时运行多

个线程完成不同的工作，称为多线程。 
5．下行和上行 
下行速度和上行速度计算机中的信息都是二进制的 0 和 1 来表示，其中每一个 0 或 1 被称作一个位，

用小写 b 表示，即 bit（位）；大写 B 表示 byte，即字节，一个字节＝八个位，即 1B＝8b；前面的大写 K 表

示千的意思，即千个位（Kb)或千个字节(KB)。表示文件的大小单位，一般都使用字节（KB）来表示文件

的大小。 
Kbps：ps 指的是/s，即每秒。Kbps 指的是网络速度，也就是每秒钟传送多少个千位的信息（K 表示千

位，Kb 表示的是多少千个位），为了在直观上显得网络的传输速度较快，一般公司都使用 kb（千位）来表

示，如果是 KBps，则表示每秒传送多少千字节。1KBps＝8Kbps。 ADSL 上网时的网速是 512Kbps,如果转

换成字节，就是 512/8＝64KBps(即 64 千字节每秒）。如今的宽带用户多接入的是 1M，2M 的网络，1M=1024K，

即网络速度为 1024Kbps，转换后的理论数据为：128KB/S 。 
下行速度：即单位时间内，网络数据的下行流量。上行速度：既单位时间内，网络数据的上行流量。 一

般 ADSL 上网方式上行与下行带宽是不对称的，一般下行带宽比较高，上行带宽比较低。 您可以通过以上

知识的了解，结合自己的网络情况，来设置下载软件中这两个数值。 
6．连接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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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接数：是指下载软件可以使用的 多连接数，此连接数为全开连接数，且必须小于半开连接数，

否则为无效设置。当前连接数：是指系统半开连接数，这是对系统的一个 TCPIP.sys 的系统文件进行修改，

默认情况下 XP 系统的这个文件的可用连接数是 10，如果不修改的话，开的网络任务较多时，网络断流假

象的出现，实际上是系统限制了半开连接数，所以适当将这个半开连接数调高，有助于加快网络连接和下

载的速度，不过这个值并不是越高越好，一般比较稳定的情况是调在 256-384 之间的数值。 
6．网页智能分析 
网页智能分析： 由于下载提供商使用的技术不同，下载地址的提供方式也就有所不同，有提供直接下

载地址，也有提供间接下载地址，此功能就是将这些间接下载地址分析得到直接下载地址，完成下载任务。 
用户一般只需要将此功能打开，就可以避免去下载这些间接地址文件后，再重复下载。 

（6）ED2K 网络 
ed2k 也叫“eDonkey2000 network”，是一种文件共享网络， 初用于共享音乐、电影和软件。与多数文

件共享网络一样，它是分布式的；文件基于 P2P 原理存放于用户的电脑上而不是存储于一个中枢服务器。

eDonkey 客户端程序连接到这个网络来共享文件。而 eDonkey 服务器作为一个通讯中心，使用户在 ed2k 网

络内查找文件。它的客户端和服务端可以工作于 Windows、Macintosh、Linux、UNIX 操作系统。任何人都

可以作为服务器加入这个网络。由于服务器经常变化，客户端会经常更新它的服务器列表。  
eDonkey 用 混合 MD4 摘要算法检查 来识别文件。这使 ed2k 网络可以将不同文件名的同一文件成功

识别为一个文件，并使同一文件名的不同文件得以区分。eDonkeyd 的另一特性是：对大于 9.8MB 的文件，

它在下载完成前将其分割；这将加速大型文件的发送。 
（6）KAD 网络 
Kad（Kademlia，重叠网络传输协议），以构建分布式的 P2P 电脑网络。是一种基于异或运算的 P2P 信

息系统。它制定了网络的结构及规范了节点间通讯和交换资讯的方式。 Kademlia 节点间使用传输通讯协议 
UDP 沟通。Kademlia 节点利用分布式散列表  (DHT) 储存资料索引。透过现有的局域网 /广域网

( LAN/WAN)，建立起一个新的虚拟网络或重叠网络。 在 Kad 网络中，每个节点只负责处理一小部分搜索

和查找源的工作。分配这些工作的时候，通过我们每个用户端的唯一的 ID 和搜索文件的 Hash 值之间的匹

配来决定。 用户可以进行简单的理解：在 Kad 网络的世界里，用户可以直接问其他用户“你有没有我要的

文件”，如果有，就会进行文件传输，如果没有，就会告之哪个用户有或者可能有，直到文件传输完毕。 与
ED2K 网络的不同在于，KAD 网络让用户省去了从服务器寻找用户源的步骤，可以直接找寻到合适的用户

源，进行文件传输。 KAD 端口则是用来进行 KAD 节点间沟通的端口。 
（7）AICH 支持 
AICH：即进阶智慧型损坏处理，标准的 ICH 是相当有效的虽然它有它的限制只在整个 9.28 MB 能被

验证并且没有完美的区块。假如超过一个以上的位置是损坏或是恶意客户端一再的散布损坏的资料或甚至

是假的 部分哈希值, ICH 再也没有能力去处理。在这里 AICH 将会考虑完全的完整资料用一个 小重新下

载量或者由建立非常完美的哈希值来管理。说的简单点：这个功能是用户在下载过程中出错时，能进行

小值的文件修复，让下载更快的完成。 
（8）UPnP 端口映射 
UPnp 端口自动映射技术，这就意味着，对于一台内网电脑（即只具有内部 IP 地址的电脑，多数企业

局域网用户和使用宽带路由器用户均在此类范围），迅雷的 UPnP 功能可以使网关或路由器的 NAT 模块做自

动端口映射，将迅雷监听的端口从网关或路由器映射到内网电脑上。这样一来，我们也就可以更好地突破

内网限制，穿透能力更强，也能够连接到更多的资源，其下载速度自然也会更快。  
（9）断点续传 
断点续传的理解可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断点，一部分是续传。断点的由来是在下载过程中，将一

个下载文件分成了多个部分，同时进行多个部分一起的下载，当某个时间点，任务被暂停了，此时下载暂

停的位置就是断点了。续传就更好理解些了，就是当一个未完成的下载任务再次开始时，会从上次的断点

继续传送。 这样的功能如果碰到网络故障，可以从已经上传或下载的部分开始继续上传下载以后未上传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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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的部分，而没有必要重头开始上传下载。可以节省时间，提高速度。 
（三）常用软件 

1．Flashget（网际快车） 
官方下载地址：http://www.flashget.com/cn/download.htm 
详细使用帮助请自行参考 CuteFTP 的帮助或以下地址： 
http://help.flashget.com/ 

 
图 6‐20 Flashget 截图 

当前版本 Flashget2.0，Flashget 可以把一个文件分成几个部分同时下载可以成倍的提高速度，下载速度

可以提高 100%到 500%。网际快车可以创建不限数目的类别，每个类别指定单独的文件目录，不同的类别

保存到不同的目录中去，强大的管理功能包括支持拖拽，更名，添加描述，查找，文件名重复时可自动重

命名等等。而且下载前後均可轻易管理文件。 
2．Thunder（迅雷） 
官方下载地址：http://www.xun-lei.info 
详细使用帮助请自行参考 CuteFTP 的帮助或以下地址： 
http://www.xun-lei.info/help.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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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21 迅雷 5 截图 

当前版本迅雷 5，迅雷使用的多资源超线程技术基于网格原理，能够将网络上存在的服务器和计算机资

源进行有效的整合，构成独特的迅雷网络，通过迅雷网络各种数据文件能够以 快速度进行传递。多资源

超线程技术还具有互联网下载负载均衡功能，在不降低用户体验的前提下，迅雷网络可以对服务器资源进

行均衡，有效降低了服务器负载。 
3．BitComet(比特彗星) 
官方下载地址：http://www.bitcomet.com/ 
详细使用帮助请自行参考 CuteFTP 的帮助或以下地址： 
http://www.bitcom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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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22 BitComet（比特彗星）截图 

BitComet（比特彗星）是一个完全免费的 BitTorren（BT）下载管理软件，也称 BT 下载客户端，同时

也是一个集 BT/HTTP/FTP 为一体的下载管理器。BitComet(比特彗星)拥有多项领先的 BT 下载技术，有边下

载边播放的独有技术，也有方便自然的使用界面。 新版又将 BT 技术应用到了普通的 HTTP/FTP 下载，可

以通过 BT 技术加速您的普通下载。 
4．eMule（电骡） 
官方下载地址：http://www.emule.org.cn/ 
详细使用帮助请自行参考 CuteFTP 的帮助或以下地址： 
http://www.emule.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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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23 eMule 截图 

veryCD 版的 eMule 中文版，首先被译作“电骡”，到 2006 年改称为“电驴”。用户用电骡软件把各自

的 PC 连接到电骡服务器上，而服务器的作用仅是收集连接到服务器的各电骡用户的共享文件信息（并不存

放任何共享文件），并指导 P2P 下载方式。电骡把控制权真正交与用户手中，用户通过电骡可以共享硬盘上

的文件、目录甚至整个硬盘。 
六、即时通讯软件 
（一）即时通讯概述 

1．什么是 IM 
IM（Instant Message，即时通讯），是一个终端连往一个实时通讯网络的服务，允许两人或多人使用网

络实时的传递文字讯息、档案、语音与视频交流。大部分的即时通讯服务提供了状态信息的特性──显示

联络人名单，联络人是否在在线与能否与联络人交谈。 
2．基本应用 
即时通讯软件除了可以实时交谈和互传信息，不少还集成了数据交换、语音聊天、网络会议、电子邮

件的功能。下面介绍的即时通讯软件的主要应用功能： 
（1）文字聊天  
聊天功能是 IM 软件 基本、也是 重要的功能，基本上每一种 IM 软件在这个功能上的操作都差不多：

如果用户想与联系人进行聊天，可以双击 IM 中联系人的头像，在弹出的对话框中敲入文字信息发送即可。 
（2）语音聊天  
如果打字聊天的方式已不能满足，IM 还提供了实时语音聊天，首先您得有音箱或者耳机、麦克风，然

后就可以向您的网友发送连接到请求，通过后双方不仅可以用文字聊天，还可以直接讲话。此外有的 IM 软

件还有传送语音功能利用此功能可以传送语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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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传送文件  
IM 软件能点对点的传输文件，有时候利用此功能要比使用 E-mail 还方便许多，当然此项功能必须在对

方在线时才能使用。有的 IM 软件的文件传送功能还支持类似断点续传的功能，不必担心文件传送过程中发

生突然中断的情况。 
（4）拨打电话 
在有的 IM 软件中提供了 PC-PHONE 的拨打电话功能，你可以开启拨叫电话功能。但在进行电话呼叫

之前必须注册语音服务提供商。 
（5）远程协助 
远程协助可以将电脑的控制权分享给对方以便于对寻求协助者提供帮助，通过它，对方可以很容易地

控制寻求协助者的桌面。它的功能主要体现在应用程序共享、远程协助、白板共享、寻求远程协助等方面。

由于这一功能非常强大，在寻求协助的过程中系统会多次提醒并给出选择，请用户在使用这一功能时多加

小心，确认对方是否可靠。 
（6）视频聊天 
如果你的网速够快，又有摄像头的话，完全可以用 IM 软件来代替掉 Netmeeting 了，在聊天的同时，不

仅可以通话，还可以看到对方的图像，表情，备感亲切，给您带来一份全新的感受。 
（7）邮件辅助 
IM 和 E-mail 是我们在网上 常用的两种工具，如今不少 IM 软件将两者作了完美的结合。 
（8）发送短信 
目前 IM 与各种移动终端设备的结合也越来越多。使用 QQ 向手机发送短信需要手机开通移动 QQ 服务，

单击对方头像图标，在打开的快捷菜单中选择“手机短讯”命令，在打开的对话框中输入信息，然后点击

发送即可完成，这时对方的手机就可以收到一个消息。当对方的手机收到你发来的短信后还可以回复，这

时候您的 QQ 会弹出“查看手机短讯”的窗口来，非常方便。  
（9）浏览咨询  
有的朋友上网只是使用聊天，其实用有的 IM 软件也可以很方便的看到每日 新的新闻。 
3．基本原理 
即时通讯软件多是基于 TCP/IP 和 UDP 进行通讯的，TCP/IP 和 UDP 都是建立在更低层的 IP 协议上的

两种通讯传输协议。前者是以数据流的形式，将传输数据经分割、打包后，通过两台机器之间建立起的虚

电路，进行连续的、双向的、严格保证数据正确性的文件传输协议。而后者是以数据报的形式，对拆分后

的数据的先后到达顺序不做要求的文件传输协议。 
QQ 就是使用 UDP 协议进行发送和接收消息的。当你的机器安装了 Q Q 以后，实际上，你既是服务端

（Server），又是客户端（Client）。当你登录 QQ 时，你的 QQ 作为 Client 连接到腾讯公司的主服务器上，当

你查找谁在线时，你的 QQ 又一次作为 Client 从 QQ Server 上读取在线网友名单。当你和你的 QQ 伙伴进行

聊天时，如果你和对方的连接比较稳定，你和他的聊天内容都是以 UDP 的形式，在计算机之间传送。如果

你和对方的连接不是很稳定，QQ 服务器将为你们的聊天内容进行中转。其他的即时通信软件原理与此大同

小异。 
（二）主流协议 

1．XMPP 
XMPP（可扩展消息处理现场协议）是基于可扩展标记语言（XML）的协议，它用于即时消息（IM）

以及在线现场探测。，促进服务器之间的准即时操作。这个协议可能 终允许 Internet 上用户向其他任何人

发送即时消息，即使其操作系统和浏览器不同。XMPP 的前身是 Jabber（一个开源形式组织产生的网络即时

通信协议）。XMPP 目前被 IETF 国际标准组织完成了标准化工作。 
XMPP 中定义了三个角色，客户端，服务器，网关，通信能够在这三者的任意两个之间双向发生。服

务器同时承担了客户端信息记录，连接管理和信息的路由功能，网关承担着与异构即时通信系统的互联互

通，异构系统可以包括 SMS（短信），MSN，ICQ 等。基本的网络形式是单客户端通过 TCP/IP 连接到单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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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器，然后在之上传输 XML。 
XMPP 通过 TCP 传输的是与即时通讯相关的指令，XMPP 传输的即时通讯指令的逻辑与以往相仿，只

是协议的形式变成了 XML 格式的纯文本。核心部分就是一个在网络上分片断发送 XML 的流协议，这个流

协议是 XMPP 的即时通讯指令的传递基础，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可以被进一步利用的网络基础协议。所以

可以说，XMPP 用 TCP 传的是 XML 流。 
2．IMPP 
IMPP （Instant Messaging and Presence Protocol，及时消息协议工作组），IMPP 主要定义必要的协议和

数据格式，用来构建一个具有空间接收、发布能力的即时信息系统。到目前为止，这个组织已经出版了三

个草案 RFC，但主要的有两个：一个是针对站点空间和即时通讯模型的（RFC 2778）；另一个是针对即时通

讯/空间协议需求条件的（RFC2779）。RFC2778 是一个资料性质的草案，定义了所有 presence 和 IM 服务的

原理。RFC2779 定义了 IMPP 的 小需求条件。另外，这个草案还就 presence 服务定义了一些条款，如运

行的命令、信息的格式，以及 presence 服务器如何把 presence 的状态变化通知给客户。 
3．SIMPLE 
SIMPLE（Session Initiation Protocol for Instant Messaging and Presence Leveraging Extensions，针对即时

信息和现场支持扩展扩展的会话发起协议），是目前为止制定的较为完善的一个，SIMPLE 和 XMPP 两个协

议，都符合 RFC2778 和 RFC2779 。SIMPLE 协议为 SIP 协议指定了一整套的架构和扩展方面的规范，而

SIP 是一种网际电话协议，可用于支持 IM/消息表示。SIP 能够传送多种方式的信号，如 INVITE 信号和 BYE
信号分别用于启动和结束会话。SIMPLE 协议在此基础上还增加了另一种方式的请求，即 MESSAGE 信号，

可用于发送单一分页的即时通讯内容，即分页模式的即时通讯。SUBSCRIBE 信号用于请求把显示信息发

送给请求者，而 NOTIFY 信号则用于传输显示信息。较长 IM 对话的参与者们需要传输多种的延时信息，

它们使用 INVITE 和一个叫做消息会话中继协议（MSRP）。与 SIMPLE 协议结合，MSRP 协议可用于 IM 的

文本传输，正如与 SIP 协议相结合，RTP 协议就可以用于传输 IP 电话中的语音数据包一样。 
4．PRIM 
PRIM（空间和即时信息协议），PRIM 与 XMPP、SIMPLE 类似，但已经不再使用了。 
 
在这四种协议中，XMPP 是 灵活的。XMPP 是一种基于 XML 的协议，它继承了在 XML 环境中灵活

的发展性。因此，基于 XMPP 的应用具有超强的可扩展性。经过扩展以后的 XMPP 可以通过发送扩展的信

息来处理用户的需求，以及在 XMPP 的顶端建立如内容发布系统和基于地址的服务等应用程 序。而且，

XMPP 包含了针对服务器端的软件协议，使之能与另一个进行通话，这使得开发者更容易建立客户应用程

序或给一个配好系统添加功能。 
（三）即时通讯软件历史与发展趋势 

1．历史 
（1）ICQ 的诞生 
1996 年 7 月，四名以色列青年合伙成立了 Mirabilis 公司。正是这个公司在同年 11 月发布的 ICQ 软件，

拉开了互联网 IM（Instant Messenger，即时通讯）应用的序幕。谁都不会想到，这个当时并不起眼的“小玩

意”，竟然会在短短数年时间里发展出一个巨大的 IM 产业。 
ICQ 的迅猛发展也让当时的互联网领头羊 Yahoo!和在桌面软件领域独步天下的微软嗅到了商机，它们

分别推出了 Yahoo! Messenger、MSN Messenger 和昙花一现的 MS Chat。即时通讯市场雏形顿显，有了国际

互联网巨头和 大软件公司的融入，即时通讯时代的大幕就此徐徐拉开。 
1998 年 6 月，美国在线（AOL）用 2.87 亿美元买下了 ICQ，一石激起千层浪，即时通讯软件市场竞争

之激烈从此可以用狼烟四起来形容。 
（2）QQ 异军突起 
当 ICQ 风行全球的时候，中国的互联网人也看到了其中的勃勃生机，各种仿 ICQ 的中文 IM 软件如同

雨后春笋般亮相。在这场肉搏中，1999 年 2 月才推出的 OICQ（即 OPEN-ICQ）迅速脱颖而出。它一方面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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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 ICQ 不重视中国市场、没有中文界面、对中文兼容性不好、操作复杂的弱点；另一方面则依靠卡通人物

形象和离线消息功能，凭借校园这个特殊的传播渠道让其用户快速增长。到了 1999 年底，OICQ 的注册用

户已经达到 1200 万人，当很多年轻人上网就是为了用 OICQ 的时候，OICQ 称霸中国即时通讯领域的大势

已成。OICQ 激增的注册用户数量让按人头算钱的中国互联网人再次疯狂。短短几个月内，各大中文门户分

别推出或大幅度改版了自己的 IM 软件：新浪的新浪寻呼、网易的口对口、搜狐的我找你……连 Yahoo! 
Messenger 也推出了中文版。 

中文 IM 软件在世界 IM 软件市场异军突起，其庞大的潜在用户数量令世界巨头眼馋。一向漠视中国市

场的 AOL 也注意到这种变化，不过它并没有进军中国市场，而是用版权问题起诉 OICQ，迫使 OICQ 在 2000
年 4 月正式改名为 QQ。AOL 的这种策略对腾讯造成的损失仅仅是让后者花去上百万元购买 QQ.COM 域名，

短短几年之后，腾讯 QQ 已经发展成为中国使用量 大、世界使用者 多的个人 IM 软件。ICQ 则基本退出

中国市场，并且它在世界 IM 市场的日子也并不好过。 
（3）日趋白热化的竞争 
随着 IM 应用的深入，其功能早已超越了初期的即时文字聊天。表情图标早已成为各个 IM 软件的标准

功能，文件传输、音视频聊天、游戏、网上交友等高级功能也正越来越多地被集成进入 IM 应用。事实表明，

现在的 IM 已不再是一个简单的沟通工具，而是一个信息资讯、交流互动、休闲娱乐中心，IM 平台上的语

音、视频、音乐点播、信息共享等新应用层出不穷，这些应用所蕴含的商机让众多厂商为之眼馋。腾讯 QQ、

MSN Messenger、Skype、AOL Instant Messenger、Yahoo! Messenger、ICQ、Google Talk、网易泡泡、新浪

UC……纷纷加入了激烈的 IM 竞争之中。 
2．即时通讯软件发展趋势 

 
图 6-24 国内即时通讯发展趋势图（功能维度） 

（1）即时通讯平台提供的服务更加多元化，用户的在线生活圈逐渐形成。 
包括 QQ 在内的即时通讯工具不断增加新的增值应用服务，如新闻资讯、博客、邮箱、音乐、网络游

戏、虚拟服装、C2C 等，为即时通讯用户提供了众多的娱乐和资讯服务选择，在增加盈利的同时，不断强

化用户粘性。即时通讯仅仅是整个平台的 基本的服务，新的应用和服务将继续增加进来，用户的在线生

活圈逐渐形成。 
（2）用户逐渐显示出细分特性，即时通讯定位差异化发展趋向显著。 
即时通讯的主流用户为娱乐驱动型中低收入细分人群，随着即时通讯的发展，用户逐步成熟，显示出

明显的细分市场特征，在主流的青少年娱乐类型之外，许多细分市场开始出现，比如增长中的商务型、办

公型细分用户市场。 
（3）垂直类即时通讯市场发展迅速，综合类即时通讯与垂直类即时通讯格局即将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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垂直类即时通讯发展迅速，以淘宝旺旺、贸易通为代表的专业型即时通讯软件发展迅速，他们的出现

有助于各自领域业务的发展，降低了交易、交流成本。综合类即时通讯与垂直类即时通讯格局即将形成。 
（4）即时通讯厂商战略布局进一步优化，互联网增值业务与营销平台为战略重点。 
即时通讯市场盈利模式从移动增值和互联网增值业务转向互联网增值业务与营销平台并重的格局，进

一步规避移动增值的政策风险。而该营销平台，既包括互联网的营销平台，也包括无线营销平台。 
（5）IM 软件客户端 Web 化 
软件 Web 化、Web 软件化，这是 Web 2.0 时代的发展潮流。相比软件形式的客户端，Web 方式具有便

携、无需安装、跨平台等特性。借助 Web 方式的 IM 客户端，你可以在任何地方、任何情况下使用 IM 服务，

而所需要的仅仅是能够连接 Internet 的设备。并且在使用过程中，你无需担心是否有权限安装软件，无需考

虑所用的是 Windows 还是 Linux 操作系统，无需检查是系统否封禁了聊天软件的端口。 
截至目前，已经有一些公司走在了 IM 客户端 Web 化的前列，她们分别是微软和 Google。微软于 2004

年 8 月推出了 MSN Web Messenger（http://webmessenger.msn.com/），Google 则在 Gmail 中集成了 Google Talk
的聊天功能。可以想像，未来一定会有更多的 IM 软件厂商顺应这一潮流，让用户可以通过 Web 方式使用

IM 服务。此外，一些能够以 Web 方式同时连接多种 IM 服务的网站也开始受人关注，如 meebo
（www.meebo.com）就能够同时连接 MSN Messenger、Yahoo! Messenger、AIM、ICQ、Gtalk 或 Jabber 服务。

当然，Web 方式的 IM 还不能完全取代 IM 客户端产品，在很长时间里，它会与 IM 客户端共存，相辅相成。 
（6）企业 IM 市场方兴未艾 
与 QQ、MSN 等娱乐化的个人用 IM 软件不同，企业 IM 软件通常要具备更多商务应用和内部管理功能，

它通常有更加严格的控制，并有更多的技术和更好的功能要求，尤其是对产品的安全性、可靠性、可管理

性需求更高。企业 IM 还需要与企业现有的软件和服务整合在一起，如整合企业现有的轻载目录访问协议

（LDAP），或整合企业现有的办公系统。特殊的要求也意味着巨大的市场潜力，包括微软、IBM、腾讯在

内的国内外巨头，都已经加入企业 IM 的市场竞争之中。 
产品方面，微软推出了 Live Communi-cation Sever 系列，IBM 则以 Lotus Sametime 应战，腾讯自然不

甘落后，她早在 2001 年底就开始布局企业 IM 市场（BQQ，后改名 RTX），至今已吸纳了大量用户。未来，

企业 IM 市场的竞争将会更加残酷，如何将现有的通信功能整合到关键任务应用软件中去，将是在竞争中取

得成功的关键。 
（7）互联网即时通讯提供商介入无线即时通讯市场，合作大于竞争。 
移动即时通讯的发展将极大促进移动网、互联网和固网之间的拓展、互通和融合，未来的无线即时通

讯市场潜力巨大。移动和无线业务是支撑 IM 盈利的主要来源，随着手机和移动设备应用的不断进步，IM
与移动和无线的融合还将继续深入。用手机登录即时聊天工具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未来的即时通讯肯定

会在无线网络平台上提供更多的增值服务。 
随着 3G 的开通，IM 通讯软件将会在无线平台上提供包括多媒体、音乐、电子杂志等在内的网络内容

服务，以及 C2C、拍卖、B2C 等电子商务服务，真正成为互联网业务融合的大平台。你将可以在任何地方，

用手机和你在线的好友群聊天、互发照片，甚至进行视频群组沟通……相信这一天的来临不会让我们等太

久。 
3．即时通讯的互联互通 
虚拟的互联网世界需要沟通，而沟通的工具已经不再是电话或者手机，各种即时通讯软件自然成为当

仁不让的选择。然而，长期以来，各种即时通讯软件无法互联互通，这在很大程度上给用户的自由沟通造

成了障碍。2005 年 9 月 13 日微软宣布公布其新的 MSN Messenger Activity API，将与 Yahoo！的雅虎通实现

互通，据悉，两家公司达成的业界第一个即时通讯（IM）互操作协议有望形成全球 大的 IM 社区，人数

可能超过 2.75 亿。 
IM 互联互通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是简单的客户端的互联互通，比如网易泡泡的 MSN 插件和 IMU 实

现的都是这样的互联互通，技术上相当于模拟登录，只要被登录方愿意，都可以实现，不需要开放什么协

议，风险在于被登录方是否允许。第二种是服务器端的互联互通，也就是雅虎通和 MSN 合作的模式，这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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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双方的技术人员共同坐下来详细地公开自己的部分代码和印证服务，做到程序上的“彻底的互联互通” ，
但是各自的数据库还是独立的。不管是哪种，都能够在客户端看到自己的好友，并发送文本消息。而要享

受无差别的安全的互联互通，还需要服务器端更加稳定的互联互通。 
IM 互联互通之路漫漫，在互联互通道路上求索的企业必将面临着以下问题要解决： 
（1）互联互通的进程问题。也许，微软 MSN 与雅虎通这种相对稳妥的互联互通的办法是 优选择，

激进的互联互通固然能让用户一下子就体验到互联互通的乐趣和便捷，但是也不可避免地会带来诸多意想

不到麻烦，而通过这种稳妥的互联互通能够避免很多不必要的麻烦。实现所有即时通讯软件企业的互联互

通将是多么的困难，微软 MSN 与雅虎通两家的互联互通只需要把两种软件实现兼容即可，而几十种即时通

讯软件的兼容岂是那么容易的？再者，这种兼容性问题还只是技术问题，而互联互通的深度和进程就不仅

是技术问题了，更是各企业的战略问题。 
（2）如何解决互联互通过程中产生的病毒泛滥以及隐私泄露问题。现在的微软 MSN 与雅虎通之间的

互联互通只是刚刚开始，所以很多深层次的问题还没有充分暴露出来，不同的 IM 实现互联互通容易造成病

毒泛滥，危及到用户的信息安全，甚至会侵犯他们的隐私权。轻则电脑中毒，重则隐私泄露，假如在互联

互通的过程中真的会产生如此严重的问题，对于互联互通的软件企业来说，就必须有针对性地提出解决问

题的办法和方案，如果这个问题没有解决好，只会令用户和互联互通的软件企业两相受害! 
（2）如果没有即时通讯领域超过市场份额 77%以上的腾讯 QQ 的参与，就不是真正的互联互通，这才

是问题的关键所在，也是在互联互通道路上 难解决的问题。互联互通不是小的即时通讯软件企业的联盟，

而是各种即时通讯软件的合作与用户资源的共享，让用户真正实现通讯的便捷和迅速。但是，显而易见的，

这也是市场份额少的即时通讯软件企业揩油的大好时机，所以，它成为大的即时通讯软件对此谨慎外加不

屑的重要原因。如何游说腾讯 QQ 或者说如何逼迫腾讯 QQ 就范参与互联互通，是摆在所有真心想互联互通

企业面前的一道难题，这个难题没有解决好，其他的一切免谈! 
（四）常用的即时通讯软件 

1．QQ 

 

图 6‐25 QQ 截图 
腾讯 QQ 是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开发的一款基于 Internet 的即时通信（IM）软件。腾讯 QQ

支持在线聊天、视频电话、点对点断点续传文件、共享文件、网络硬盘、自定义面板、QQ 邮箱等多种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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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可与移动通讯终端等多种通讯方式相连。您可以使用 QQ 方便、实用、高效的和朋友联系，而这一切都

是免费的。 
官方下载地址：http://im.qq.com/ 
详细使用帮助请自行参考 QQ 的帮助或以下地址： 
http://im.qq.com/help/qq/ 
2．Windows Live Messenger 

 

图 6‐26 Windows Live Messenger 截图 
Windows Live Messenger 是新一代的 MSN Messenger。它仍包含您所喜爱的 Messenger 的一切功能—您

的联系人名单、图释以及使用文本、声音和视频与您的朋友即时联系。此外，还提供了轻松连接并共享照

片和文档的新方式。与以前一样，下载 Messenger 和使用其大部分功能都是免费的。 
官方下载地址：http://messenger.live.cn/ 
详细使用帮助请自行参考 Windows Live Messenger 的帮助或以下地址： 
http://messenger.live.cn/ 
3．U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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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27 UC 截图 

UC 是新浪推出的一款受很多网友喜欢的即时通讯软件。新浪 UC 也是新一代开放式即时通讯娱乐平台，

它采用自由变换场景、个性在线心情等人性化设计，配合视频电话、信息群发、文件互传、在线游戏等使

您在聊天的同时能边说、边看、边玩，在音频视频技术上有这一定的优势，线上互动活动组织的尤为出色，

其“领飞五彩网络生活”的理念被越来越多的网友接受。从而带给您前所未有的聊天新感觉。 
官方下载地址：http://uc.sina.com.cn/ 
详细使用帮助请自行参考 UC 的帮助或以下地址： 
http://uc.sina.com.cn/ 
4．雅虎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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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28 Yahoo! Messenger（雅虎通）截图 

Yahoo! Messenger（雅虎通）是一个流行的免费即时通讯软件，由雅虎公司开发。其集成了主流即时通

讯软件的绝大多数优点，而且首次实现了即时通讯产品与搜索工具的融合，通过其搜索产品“一搜”与“雅虎

通”的巧妙整合，推动了搜索向桌面的扩展。 
官方下载地址：http://cn.messenger.yahoo.com/ 
详细使用帮助请自行参考 Yahoo! Messenger 的帮助或以下地址： 
http://help.cn.yahoo.com/index.html 
5．Skype 

 
图 6‐29 Skype 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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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kype 是一种即时通讯软件，其特色是语音传输效果非常出色。skype 基于 p2p 技术的实时信息传递和

语音传递工具，网络间可以免费通话、视频。在付费情况下可以拨打大部分国家的固定电话，音质清晰，

费用较低。Skype 无疑是 受欢迎的网络电话软件。Skype 电话不光占领 PC 机市场，还有手机版 Skype 和

Skype 专用电话机，让你尽享 Skype 的清晰音质。Tom Skype 是 Skype 在国内的根据地。 
6．Google talk 

 
图 6‐30 Google Talk 截图 

Google Talk 是 google 于 2005 年 8 月 24 日推出了一款实验性即时通讯软件。Google talk 沿用了一贯的

简洁风格：主界面和通话界面都很很干净，没有额外的装饰。其安装程序体积不大（899KB），但运行时的

资源占用并不小。软件正常运行时占用物理内存约 9-10M,整体虚拟内存占用超过 50M。从技术的角度来看，

google talk 没有任何出奇的地方，甚至连功能完善都说不上。Google talk 自动检查 Gmail 倒是不错，现在

Google Talk 已经集成到 gmail 页面中。 
官方下载地址：http://www.google.com/talk/intl/zh-CN/ 
详细使用帮助请自行参考 Google Talk 的帮助或以下地址： 
http://www.google.com/support/talk/?hl=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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