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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2

第2 章

计算机概述

本

章你将学习计算机的主要构成及其强大计算能
力的决定要素，并简要回顾计算机硬件和软件

的发展历程，对计算机操作做一个简单的概述。接着，我
们将详细论述计算机的具体构成要素：输入设备、输出设
备和存储器。最后，你还将学习如何依据规模、速度和复
杂性对计算机进行分类，并学习两种主要软件——操作系
统软件和应用软件，以及五代计算机语言。

1．明确计算机系统的定
义，说明其构成。
2．介绍计算机硬件和软件
的发展历程。
3．说明突显计算机计算能
力的要素。

2.1

计算机定义

4．概述二进制系统及数据
表示形式。

如果飞机的发展速度能像计算机的发展速度一样，

5．介绍主要的计算机操作。

那么今天你只需50美分，就可以在不到20分钟的时间

6．论述输入设备、输出设

内绕地球一周。计算机在很短的时间内发生了巨大的变

备和存储器的种类。

化，例如，60年前一台计算机的重量超过18吨，现在则

7．说明如何对计算机进行

不到2磅。如今计算机的功能是60年前的100倍，价格却
只有它的1%。
正如你在第1章中学到的，每天你会为了各种目的而
使用计算机，甚至，当你使用电视机、微波炉等一些内
置了计算机的设备时，你也是在间接地使用它们。实际
上，计算机已经变得无处不在，一个无现金、无支票的
社会看似即将到来。同样，计算机还能减少商务旅行的
需求，即便在目前，得益于计算机会议和远程呈现系统
等技术，公司总裁们也很少需要离开他们的办公室到别
的地方开会。
计算机能处理各种各样的工作，比如企业中分发报
告、美国宇航局空间项目中的火箭导航控制以及医学研究

分类。
8．论述两种主要的软件。
9．列出各代计算机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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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式指引。注意计算机只能处理数据（原始事

也不可能出版发行了。文章的打印和修订使用

件）；它并不能改变或修正所输入的数据。如

了文字处理软件，页面的排版使用了编辑软

果数据是错误的，那么计算机所输出的信息也

件。印刷、仓储、库存控制、装运以及很多其

是错误的。这一规则有时被称为GIGO：无用

他工作都是在计算机的帮助下完成的。

信息输入、无用信息输出。

那么到底什么是计算机呢？计算机的定
义有很多，在本书中，计算机（computer）是

术语卡

指一种把数据作为输入量，根据预设的指令

计算机（computer）是指一种把数据作

自动对数据进行处理，最终输出信息的设备。

为输入量，根据预设的指令自动对数据进

指令也称做“程序”，是采用计算机所能理解

行处理，最终输出信息的设备。

©Dmitriy Shironosov/Shutterstock

的语言进行编写，用以完成某项特定任务的步

Chapter2

中的DNA分析。离开了计算机的应用，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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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编写一个计算机程序，你必须首先了解

计算机系统的构成

要实现的需求是什么，并制定出实现这一目标
的方案，包括为该任务选择正确的语言。有很
多可供选择的计算机语言，具体采用哪种取决
于你需要解决的问题和所使用的计算机类型。
不管在哪种语言中，程序都称为“源代码”，

一个完整的计算机系统由硬件和软件两部
分组成。硬件是指各种物理装置，如键盘、显
示器、处理器芯片等。软件是指各种由计算机
语言编写的程序。

必须将源代码翻译成由二进制数0和1组成的目

图2-1列示了计算机的构成要素。输入设

标代码。二进制是指用来控制计算机的一系列

备，如键盘等，用来向计算机输入数据和信

指令，运算范围从0到1，在计算机中代表开始

息。输出设备，如显示器和打印机等，用来显

或结束指令。本章稍后你将学习到更多有关二

示计算机的处理结果。
内存储器是计算机存储数据和指令的地

进制系统和计算机语言的知识。

䐱䂌⪇㏎㡘
䊬㰄㡘

㋹䐧㡘

㭅㧌㪉⡙

㭅⨗㪉⡙

㚻⫇⪃㡘

图2-1

计算机的构成

方，类似于人类大脑。中央处理器（central

型个人电脑和苹果电脑中已经很普遍。

processing unit，CPU）是计算机的核心。它由

影响计算机性能的另一个组件是总线

两部分组成：运算器（arithmetic logic unit，

（bus），是指将各种设备与计算机相连接

ALU）和控制器（control unit）。运算器执行

的线路集合，分为并行总线、串行总线、内

算术运算（+、-、*、/）以及逻辑或关系运算

（局域）总线或外总线。内总线是计算机内

（>、<、=），如数据的比较。控制器告诉计

部各元件如视频卡和内存进行信息传输的通

算机该做什么，例如告诉计算机从哪一台设备

路，外总线是外部元件如USB设备进行信息

读取输出值或向哪一台设备发送输出值。

传输的通路。

一些计算机只有一个处理器，另一些称做

其他影响计算机性能的因素还包括处理器

“多处理器”的计算机则拥有多个处理器。多

的大小和操作系统（OS）。近几年，32位和

处理是指在一个计算机系统上使用两个或两个

64位处理器及操作系统在计算领域产生了深远

以上的CPU。一般来说，一个多处理器计算机

的影响，但同时也引起了很多争论。一个32位

的表现要好于单处理器计算机的表现。这就像

处理器能支持2的32次方字节（4GB）的内存

在一个长期耗时的项目中，团队的表现要好

（RAM），理论上，一个64位处理器能支持

于单人的表现一样。一些计算机使用双核处理

2的64次方字节（16EB或艾字节）的内存。因

器，即将两个处理器整合为一个核心，从而提

此，一个拥有64位处理器的计算机可以完成大

高计算机的运算能力。现在，双核处理器在新

量数据的计算，在计算少量数据时则有着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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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效率。总的来说，64位计算机的性能比32位

括多个用于连接外部设备的连接器。另外，

计算机的性能更好。但是要想利用其性能，你

主板上还安装有CPU、基本输入输出系统

还必须同时拥有一个64位的操作系统。

（BIOS）、内存、存储器、串行和并行端

磁盘驱动器（disk drive）是用于记录、存

器、磁盘驱动器、键盘等的控制器。串行端口

储和检索信息的计算机外围设备。CPU外壳

是外围设备的通信接口，其在传输信息时是一

（CPU case，也称做计算机外壳或机箱）是

位一位地进行数据传输；并行端口是计算机和

将计算机主要元件封装在一起的设备。主板

打印机之间的连接端口，其在计算机向打印机

（motherboard）是计算机的主要电路板，包

传输信息的过程中同时传输多位数据。

©Henrik Lehnerer/Shutterstock

©ps-42/Shutterstock

口、扩展插槽，以及所有标准外围设备如显示

©Avera/Shutterstock

图2-2列示了计算机系统的外围设备。

图2-2

计算机系统元件

术语卡
中央处理器（central processing unit，CPU）是计算机的核心。它由两部分组成：运算
器（arithmetic logic unit，ALU）和控制器（control unit）。
运算器（arithmetic logic unit，ALU）执行算术运算（+、-、*、/）、逻辑和关系运算
（>、<、=），如数据的比较等。
控制器（control unit）告诉计算机该做什么，例如指示计算机从哪一台设备读取输出值
或向哪一台设备发送输出值。
总线（bus）是指将各种设备与计算机相连接的线路集合，分为并行总线、串行总线、
内（局域）总线或外总线。
磁盘驱动器（disk drive）是用于记录、存储和提取信息的计算机外围设备。
CPU外壳（CPU case，也称做计算机外壳或机箱）是将计算机主要元件封装在一起的
设备。
主板（motherboard）是计算机的主要电路板，包括多个用于连接外部设备的连接器。
另外，主板上还安装有CPU、基本输入输出系统（BIOS）、内存、存储器、串行和并
行端口、扩充插槽，以及所有标准外围设备如显示器、磁盘驱动器和键盘等控制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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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因此这代的计算机体积更小，速度更快，可靠

计算机硬件和软件的
发展

性更高，更为先进。这一阶段，远程数据输
入和远程通信技术也开始应用于计算机领域。
第四代计算机将小型化、超大规模集成电路

60多年来，计算机硬件出现了很多重大的

（VLSI）、个人电脑的广泛使用、光盘（一

发展变化。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些发展变化，常

种使用激光光学设备进行编写或编码并读取数

常将计算机划分成若干“代”，以标志计算机

据的磁盘）等趋势结合在一起，进一步提高了

技术的突破性进展。20世纪40年代初，第一代

计算机的运行速度和操作的简易性。现在第五

计算机使用的是电子管技术。这代计算机体积

代计算机主要包括并行处理技术（拥有成百上

庞大，可靠性差，容易过热，并且很难编写程

千个CPU以迅速处理数据的计算机），比硅芯

序。第二代计算机采用晶体管，其速度加快，

片计算速度更快、耗能更低的砷化镓芯片技术

可靠性增加，编写程序和维护相对简单。第三

以及光学技术。表2-1概括了计算机硬件的发

代计算机采用集成电路（IC）作为运行基础，

展历程。

表2-1
阶

段

时

计算机的硬件发展

间

主要技术

举

例

第一代计算机

1946～1956

电子管

EBIAC

第二代计算机

1957～1963

晶体管

IBM7094、IBM1401

第三代计算机

1964～1970

集成电路、远程数据输入、远程通信

IBM360、IBM370

第四代计算机

1071～1992

小型化、超大规模集成电路

Cray XMP，Cray II

第五代计算机

1992～

并行处理、砷化镓芯片、光学技术

IBM System z10

由于硅不能发光且速度有限，于是计算机

了在很小的空间里存储庞大的数据。

设计者都将目光集中在使用砷化镓技术上。

在计算机的五个发展阶段中，计算机语言

砷化镓的电子运行速度是硅的五倍，采用这

和软件也取得了长足发展。我们将在“计算机

一合成材料生成的设备能够发光，并且比硅

语言”这一节进行详细探讨。表2-2概括了计

设备能承受更高的温度和更强的辐射强度。

算机语言的发展历程。

砷化镓存在的主要问题是难以进行批量化生

表2-2

产。砷化镓材料比硅材料更柔软也更易碎，
因此在切割和打磨的时候很容易破裂。由于
高昂的成本和生产的困难，目前这一技术主
要应用在军事方面。
光学技术领域涉及光的性质和应用，包括
光与激光、光纤、望远镜等的相互作用。这些
技术提供了更快的处理速度、并行技术（几千

阶

计算机语言的发展历程

段

主要特性

第一代计算机

机器语言

第二代计算机

汇编语言

第三代计算机

高级语言

第四代计算机

第四代语言

第五代计算机

自然语言处理

条光束能够穿透一个普通设备）、互联（由于
光线之间互不影响，因此可以实现更紧密的互
联）。光学计算技术还处于早期发展阶段，要

2.3

计算机能力

制造出一个全功能的光学计算机还需要进行更

计算机在以下三个方面显示出了其远超人

多的研究。尽管如此，存储设备在采用该技术

类的能力：速度、精确性、存储和检索能力。

后已在计算机领域产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实现

接下来我们将逐一论述。

第2章

2.3.1

速度

计算机概述

21

至于人们通常认为它们是相等的。但是，对计

计算机处理数据的速度令人惊叹。它们能

算机而言，这两个数字是完全不同的。这种高

够用比人类更快的速度对各种请求做出反馈，

精确性在很多计算机应用领域里都非常关键。

从而提高效率。比起过去的低速计算机，现在

例如，在航天任务中，计算机在计算航天飞机

的高速计算机能够让知识工作者更快地完成任

的返回时间和地点中是不可或缺的。一点非常

务。通常，计算机的速度可以用在下列时间内

小的误差都可能会导致航天飞机着陆在另一个

执行的指令数来衡量：

国家。

• 毫秒：千分之一秒；

2.3.3

• 微秒：百万分之一秒；

存储和检索

• 纳秒：十亿分之一秒；

存储是指在计算机存储器里存放数据，检

• 皮秒：百亿分之一秒。

索是指从存储器里获取数据。计算机能够存储

2.3.2

大量的数据，并能迅速确定某一特定项目的存

精确性

放位置。这使得知识工作者能够更有效率地开

不同于人类，计算机不会发生错误。为了
更准确地理解计算机的精确性，让我们看看这

展工作。
在计算机内部，数据以比特为单位进行存
储。1比特表示一个单一值（0或1），8比特

两个数字：
4.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1

就是1个字节。1个字节就是1个字符。例如，

4.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2

单词“computer”由8个字符或8个字节（64比

在人类的眼里，这两个数字非常接近，以

特）组成。表2-3列示了存储容量。

表2-3

存储容量（近似值）

1bit

0或1的单一值

8bits

1字节，或一个字符

10

1 000字节，或1千字节（KB）

20

2 bytes

1 000 000字节，或1兆字节（MB）

230bytes

1 000 000 000字节，或1吉字节（GB）

2 bytes

40

1 000 000 000 000字节，或1兆兆字节（TB）

50

1 000 000 000 000 000字节，或1千兆兆字节（PB）

60

1 000 000 000 000 000 000字节，或1艾字节（EB）

2 bytes
2 bytes
2 bytes

键盘上的每一个字符、数字或符号在计算

符号都用一个7位的二进制数（由0或1组成的一

机内部都用一个二进制数值来表示。二进制系

串数字）表示。其总共可以包含128（27）个字

统由0和1组成，其中1代表“开始”，0代表

符。在其他一些操作系统中还使用另外两种数据

“结束”，有点类似于电灯开关。

编码方案：Unicode和扩展ASCII。Unicode能表示

在计算机和互联网之间传输信息时，计算
机和通信系统使用数据编码来表示和传输数据。

256（28）个字符；扩展ASCII使用8位二进制数
编码，因此也能表示256个字符。

在文本文件、个人电脑应用程序和互联网中，使

在ASCII码之前，广泛使用的是IBM公司

用最多、最常见的数据编码是由美国国家标准

的EBCDIC码。在EBCDIC字符编码表中，每

协会开发的美国标准信息交换码（ASCII）。在

一个字母、数字或特殊字符都用一个8位二进

ASCII字符编码表中，每一个字母、数字或特殊

制数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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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计算机操作

计算机能够执行三个基本操作：算术运

A*B（乘法）

5*2=10

A/B（除法）

5/2=2.5

A^B（求幂）

5^2=25

算、逻辑运算、存储和检索操作。所有其他的

计算机能够通过比较两个数值的大小来进

操作都是将其中一个或几个操作相结合来完成

行关系运算。例如，计算机能够对A和B两个

的。例如，在玩电脑游戏时就可能将这三个操

数值进行比较，以测出哪一个的数值更大。

作融合到一起：在游戏过程中，计算机可能需

计算机还能够在一个非常小的空间里存储

要进行算术计算以到达某一个点，可能还需要

大量的数据，并能迅速找到存放某一特定项目

进行数据间的比较，也可能需要执行存储和检

的准确位置。例如，你能在一个只有拳头大小

索功能以继续进行该游戏。

的存储设备里存放一个包含有一百多万本书的

计算机可以进行加、减、乘、除和求幂运

磁盘和磁带等。

算。如下所示：
A+B（加法）

5+7=12

A-B（减法）

5-2=3

专栏2-1

文件。本章稍后你将学习不同的存储介质，如
专栏2-1说明了IBM公司开发出的新的计
算机存储技术。

聚焦计算机存储技术

IBM公司开发出了一种新的存储技术Millipede，它能以每平方英寸万亿比特的存储密度
进行数据存储，是现在使用的各种磁存储介质1的20倍。换句话说，在一个邮票大小的设备
上你能存储6 000 000张数码照片、127 000首MP3文件，或者1 500 000本书！你只需要不到
400美元就能买到一个1TB的存储设备。Millipede技术使用数以千计的微小的硅尖针在一层
塑料薄膜上穿孔，这些小孔代表着数据位数。由于该技术是在原子层级上进行的，因此该
技术可以被看做是一种纳米技术（将在第14章讨论）。

2.5

输入设备

• 鼠标

一种定点设备，通过移动屏幕

上的光标，实现快速、准确的光标定

输入设备（input devices）将数据和信息

位。在使用图形界面的程序下，如微软

输入计算机。下面所列的输入设备经常会进行

的Windows操作系统或苹果的Mac操作系

升级，以进一步提高数据输入的便捷性。

统，鼠标也成为一种特殊的输入设备。

• 键盘

使用最为广泛的输入设备。最

• 触摸屏

一般采用菜单方式工作，实际

初，键盘的设计仿效了打字机，但在其基

上是各种输入设备的结合体。一些触摸

础上进行了一系列的改进，从而提高了键

屏依靠光学探测技术来确定被选中的是

盘操作的简易性。例如，大多数键盘都包

哪一个菜单项目，还有一些则采用压力

括控制键、方向键、功能键和其他特殊按

传感技术。触摸屏通常比键盘更容易使

键。另外，为了更好地适应人体工程学，

用，但不如键盘准确，因为触摸屏可能

人们还开发出了一些特殊键盘，如分离式

会误读操作。可能你已经看到了触摸屏

键盘。你可以使用键盘完成大多数的计算

广泛应用于显示电子地图和用不同方法

机输入任务，但是有些任务使用扫描仪或

快速分析选举数据方面。

鼠标会更快捷更准确。

• 光笔

使用电缆与显示器相连。将光笔

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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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出设备

以是字符、线条或信息块。光笔易于使

很多输出设备（output devices）在大型计

用，且价格低廉、准确性好，对于工程

算机和微型计算机上都能通用。将输出值显示

师和图形设计者来说非常有用，因为他

在屏幕上称做“软拷贝”，最常见的用于软拷

们经常要进行技术绘图的修改。

贝的输出设备是阴极射线管显示器（CRT）、

• 轨迹球

放置在固定位置，但可以向不

等离子显示器和液晶显示器（LCD）。

同方向转动以控制屏幕上的光标。轨迹
球占用的空间比鼠标小，因此适用于笔

术语卡

记本电脑。但是，有时轨迹球定位的准

输出设备（output devices）能将计算机

确性比鼠标差。
• 数据输入板

由一个小输入板和一支笔

组成。输入板内设置有菜单，你可以用
笔进行选择。数据输入板广泛使用于计

里的信息呈现出来。其输出的形式可以是
视频、音频、数字信号。输出设备主要包
括打印机、显示器和绘图仪。

算机辅助设计和辅助制造程序。
• 条码阅读器

一种使用激光阅读条形编

另一种输出类型是“硬拷贝”，最常见的

码的光学扫描仪。该设备速度快、准确

输出设备是打印机。目前，比较流行的打印机

性高，在存货管理、数据输入和追踪系

是喷墨打印机和激光打印机。喷墨打印机通过

统中应用广泛。条码阅读器最常见于零

喷射出带电墨滴到纸张上以生成字符并最终形

售商店的通用产品代码系统。

成图像。高质量喷墨打印机使用彩色墨盒可达

• 光学字符阅读器（OCR）

与条码阅读

到接近照片质量的输出效果，通常用于打印数

器的工作原理相同，但其阅读的是文本

码照片。喷墨打印机适用于文本和照片打印数

信息。它必须能够辨认很多特殊字符，

量有限的家庭用户。选择打印机时，要考虑成

并能将大小字母和小写字母区分开来，

本（初始成本和维护成本）、质量、速度、体

因此使用OCR比使用条码阅读器更为麻

积和网络设备等因素。

烦。尽管如此，OCR系统已在很多领域取

激光打印机采用激光技术，在一个旋转的

得了成功，并且不断得到完善。美国邮

硒鼓上产生电荷以吸引墨粉。再使用热处理器将

政管理局就使用OCR进行邮件归类。

墨粉熔凝在纸张上以形成高质量的输出值。激光

• 磁墨水字符识别（MICR）系统

读取

打印机适用于数量需求多、质量要求高的大型办

使用磁性墨水印刷的字符，主要在银行

公环境。绘图仪等其他输出设备用于将计算机输

使用，用来读取支票底部的信息。

出值转化成图形。声音合成器用于将计算机输出

• 光学标记识别（OMR）系统

由于设备

值转化成声音，这种设备已经变得很常见，零售

读取的是纸张上的标记，因此有时也称

商店的收银机使用它来重复价格。当你打电话给

做“标记检测”系统，OMR通常用于多

查号台时，你所听到的号码很可能就是由计算机

项选择测评和真假测试中。

生成的。声音输出也用于营销活动。计算机能够

术语卡

拨打一长串的电话号码，并发出信息。如果一个
号码正在占线，那么计算机将记下该号码，随后

输入设备（input devices）将数据和信息

再拨打。尽管这一方法的作用受到质疑，但在一

输入计算机，包括键盘、鼠标等。

些政治活动中还是经常使用该方法来传送有关竞
选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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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存储设备
起着档案存储器的作用。内存储器对计算机

任何一个计算机都有两类存储设备：

的性能有着重要影响：在一定程度上，计算

内存储器和辅助存储器。内存储器（main

机的内存越大，其运算速度越快，输入/输出

memory）存放当前的数据和信息，通常是非

（I/O）操作的效率越高。显卡又称为显示适

永久性的，当计算机电源被切断时，内存中储

配器，也同样增强了计算机的性能。高性能显

存的内容将会丢失。外部存储器（secondary

卡对图形设计人员来说非常重要，因为他们需

memory）具有永久性，能够在计算机关闭时

要计算机能快速呈现3D图像。很多视频游戏

或在程序运行过程中保存数据。外部存储器还

也要求配置高性能显卡以达到最佳显示效果。

术语卡
内存储器（main memory）存放当前的数据和信息，通常是非永久性的，当计算机电源
被切断时，内存中储存的内容将会丢失。内存储器对计算机的性能有着重要影响。
外部存储器（secondary memory）具有永久性，能够在计算机关闭时或在程序运行过
程中保存数据。外部存储器还起着档案存储器的作用。
随机存取存储器（random access memory，RAM）是非永久性存储器，可以进行数据
的读取与写入，也称为可读可写存储器。
缓存（cache RAM）位于处理器中。由于从RAM存储器中存取信息需要几个脉冲周期
（几纳秒），使用缓存来存放当前使用最频繁的信息，这样处理器就不必花费时间等待
信息的传递。
只读存储器（read-only memory，ROM）是永久性存储器，其不能进行数据的写入。

2.7.1

内存储器

only memory，ROM），其不能进行数据的写

最常见的内存储器种类是由硅材料制成的

入。ROM上存放的数据包括BIOS信息和计算

半导体存储芯片。半导体存储设备既可能是

机系统的时间。还有两种其他类型的ROM。

非永久性的也可能是永久性的。非永久性存

可编程只读存储器（PROM）是一种可以用特

储器也被称为随机存取存储器（random access

殊设备编写程序的ROM芯片，但是，一旦写

memory，RAM），但是你可以将它看做是

入程序，内容不能够被擦除。可擦除可编程只

“可读可写存储器”。换句话说，在RAM上

读存储器（EPROM）类似于PROM，但是其

可以读取和写入数据。RAM中存储的信息类

内容可以擦除并重新编写程序。

型包括打开文件、剪贴板的内容、运行程序，
等等。

2.7.2

外部存储器

缓存（cache RAM）是一种特殊的RAM，

外部存储器是永久性的，用于长时间存储

位于处理器中。由于从RAM存储器中存取信

大量数据。正如前面所说，外部存储器也能在计

息需要几个脉冲周期（几纳秒），使用缓存来

算机关闭时或在程序运行过程中保存数据，主要

存放当前使用最频繁的信息，这样处理器就不

有三种类型：磁盘、磁带和光盘。大型企业还采

必花费时间等待信息的传递。

用存储区域网和网络附加存储技术（将在下一节

永久性存储器也被称为只读存储器（read-

介绍）以在网络环境下存储大量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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磁盘（magnetic disk），由聚酯薄膜或金

一个间隔隔开，称做记录间隔（IRG）。尽管

属材料制成，用于进行随机存取操作。换句话

目前其他类型的存储设备已更为常见，但是有

说，可以随意存取数据，而不用考虑其原先的

时仍然使用磁带来存储备份文件。图2-3展示

顺序。磁盘与磁带设备相比速度更快，但价格

了两类磁介质存储器。
光盘（optical disc），使用激光束来存

更高。图2-3展示了两类磁介质存储器。

取数据。光学技术能存储大量的数据，并且

成，看起来像一个盒式录音带，并按顺序存储

持久性好。常见的三种光学存储器是：只读

数据。这些记录可以存放在一个数据块里，也

光盘（CD-ROM）、单写多读光盘（WORM

可以分开存放。每一条记录或数据块之间都用

disc）、数字视频光盘（DVD）。

©C/Shutterstock

磁带（magnetic tape），由塑胶材料制

图2-3

磁介质存储设备

只读光盘（CD-ROM）正如其名，是一

能被复制。它主要用于存储那些必须永久保存

种只读媒介。只读光盘易于复制和分发，广

且不能被修改的信息，如核武器工厂、机场和

泛使用于永久性数据库，如图书馆、房地产

铁路系统的年度报告和信息等。

公司和金融机构等。有时也用于多媒体应用

不同于只读光盘和单写多读光盘，可擦写

和软件产品分发。但是，由于只读光盘最少

光盘中存储的信息可以反复进行擦除和修改。

4.7GB的巨大容量，目前数字多功能只读光盘

其在大容量存储器和不断更新至关重要的情况

（DVD-ROM）更为常用，尤其是在软件产品

下使用。

分发中。

其他的外部存储器还包括硬盘、U盘和存

久性设备。光盘中的信息只能被记录一次，且

盘既可以内置也可以外置，成本也在不断下

不能更改。单写多读光盘的一个重要缺陷是不

降。存储卡由于体积小、存储容量大和成本的

©Timurpix/Shutterstock

图2-4

存储设备举例

©Juba Sompinmaki/Shutterstock

储卡（见图2-4）。硬盘的大小多种多样，硬

©Martin Petransky/Shutterstock

单写多读（WORM）光盘同样是一种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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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下降，也变得越来越受欢迎。闪存是一种
非永久性存储器，可以用电子手段擦除其存储
的信息和重新编写程序。闪存主要使用在存储
卡和U盘中，用于计算机和其他设备之间存储
和传输数据。
表2-4比较了常见存储设备的容量。
表2-4

常见存储设备的容量

存储设备

存储容量

存储卡

16GB

硬盘

2TB

CD-ROM、CD-R、CDRW

800MB

DVD-ROM、DVD-R、
DVD-RW

4.7GB或更大

2.7.3

存储区域网和网络附加存储

存储区域网（storage area network，
SAN）是一个由硬件和软件组成的专用高速
网络，用于连接和管理共享存储设备，如磁
盘阵列、磁带库和光学存储器等。SAN网能
够支持存储设备与局域网（LAN）和广域网
（WAN）上的所有服务器相连接（局域网和
广域网将在第6章讨论）。由于SAN是一个专
用网络，服务器因此可以更迅速地接入存储
器，而且不需要运用自身的处理能力来连接这
些设备。由于成本高昂和安装的复杂性，一般
只有一些大型企业使用SAN。
SAN提高了数据存取的速度，不考虑其
成本的话，比起在每一台服务器上安装存储设
备，SAN要更为经济实惠。SAN的容量很容易

单层蓝光光盘的容量多
蓝光光盘（下一代光盘） 达25GB，双层蓝光光盘的
容量多达50GB

扩展，甚至可以达到几百TB。
另一方面，网络附加存储（networkattached storage，NAS）本质上是一种网络连

独立冗余磁盘阵列系统（redundant array

接计算机，专用于向其他网络设备提供基于文

of independent disks system，RAID system）是

件的数据存储服务。NAS上的软件能够执行数

指一系列磁盘驱动器的集合，用于提高计算机

据存储、获取文件、文件和存储管理等功能。

的容错性和功能，尤其是在大型网络系统中。

到底是选择SAN系统还是选择NAS系统，

在RAID系统中，数据存储在多个位置以提高
系统的可靠性。也就是说，一旦阵列中的某个
磁盘损坏了，数据也不会丢失。在一些RAID
阵列中，计算机可以同时从多个磁盘中读取一
系列数据，从而提高了计算机的性能。

需要考虑下列因素：
• 将SAN和NAS相结合的混合式方法是否
可行？
• SAN只提供存储功能，NAS系统既能提供
存储功能也能提供文件服务。

术语卡
磁盘（magnetic disk），由聚酯薄膜或金属材料制成，用于进行随机存取操作。换句话
说，可以随意存取数据，而不用考虑其原先的顺序。
磁带（magnetic tape），由塑胶材料制成，看起来像一个盒式录音带，并按顺序存储
数据。
光盘（optical discs），使用激光束来存取数据。光学技术能存储大量的数据，并且持
久性好。主要包括只读光盘（CD-ROM）、单写多读光盘（WORM disc）、数字视频光
盘（DVD）。
独立冗余磁盘阵列系统（redundant array of independent disks system，RAID
system）是指一系列磁盘驱动器的集合，用于提高计算机的容错性和功能，尤其是在
大型网络系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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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有效解决方案。

器的容错性，因此其在网络服务器和电

• NAS最大的问题在于当用户数量增加

子邮件服务器中经常使用。NAS也是一

时，其性能将减退。但是，通过增加更

个为消费者应用软件提供大量异构数据

多的服务器或对CPU进行升级，能够很容

（文本、文件、音频、图像、视频等）

易扩展其能力。

术语卡
存储区域网（storage area network，SAN）是一个由硬件和软件组成的专用高速网
络，用于连接和管理共享存储设备，如磁盘阵列、磁带库和光学存储器等。
网络附加存储（network-attached storage，NAS）本质上是一种网络连接计算机，专
用于向其他网络设备提供基于文件的数据存储服务。NAS上的软件能够执行数据存储、
获取文件、文件和存储管理等功能。

2.8

计算机分类

大到发射航天飞机（超级计算机）都可以使用计
算机。由于所有的计算机在速度和复杂性上都不

通常，人们依据计算机的成本、存储器数

断在改进，如今对不同类型的计算机进行描述变

量、运行速度和复杂性，对计算机进行分类。

得更加困难。例如，现在一台笔记本电脑的功能

根据这些标准，计算机可分为：小型笔记本电

比20世纪70年代大型计算机的功能还要强大，并

脑、笔记本电脑、个人电脑、小型计算机、大

且所有现象都表明这一趋势还将持续下去。

型计算机或超级计算机。超级计算机的存储能
力最强、价格最高，功能也最强大。

服务器平台概述

大型计算机一般与IBM公司1965年推出的

服务器（server）是指用来管理网络资源

System/360系统相兼容。正如本章稍后产业联

和为网络提供服务的计算机和各种软件。很多

系专栏所提到的，IBM公司的System z10是该

不同的服务器平台都能完成以下特定的任务：

类型计算机的最新产品。不以System/360为基

• 应用服务器存储计算机软件，用户能够

础的各种大型机则被归为“服务器”（将在下

从自己的工作站访问这些软件。

一节讨论）或者超级计算机。超级计算机与个

• 数据库服务器设计用于存储和管理大量

人电脑、小型机和大型机相比，价格更高、体

数据以备用户的计算机存取这些数据。

积更大、速度更快，拥有的存储器更多。
计算机的应用涉及各个方面，小到做家庭作
业（小型笔记本电脑、笔记本电脑、个人电脑）

专栏2-2

• 磁盘服务器装有大容量硬盘驱动器，能
帮助用户存储文件和应用程序以备日后
检索。

聚焦计算能力

根据Top500.org的排名，目前功能最强大的超级计算机是IBM公司研发的BladeCenter
QS22系列超级计算机，其每秒能执行128亿次浮点运算。排名第二位的是“美洲豹”Cray
XT5超级计算机，其每秒能执行1 059千万亿次浮点运算。排名第三位的是IBM公司的Blue
Gene/P超级计算机。其拥有130 000个处理器，体积有半个网球场大。该计算机每秒能执行
360万亿次计算，人类要完成同样的计算需要9 000万年的时间！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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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2-3

无处不在的计算

很多专家将计算现状描述为无处不在的计算或者普适计算，也称为第三次浪潮。第一
次浪潮的代表是大型计算机，第二次浪潮的代表是个人电脑，第三次浪潮是将小型计算机
内置于很多日常设备，如手机、照相机、电视等。由于人们经常将这些设备带在身边，因
此创造出“穿戴式电脑”一词来形容它们。穿戴式电脑也用于医疗监测系统，而且人们在
走路或站着的情况下需要输入文本时，穿戴式电脑也很有用。
• 传真服务器由软件和硬件组成，能帮助
用户发送和接收传真。
• 文件服务器装有大容量硬盘驱动器，用
于存储和检索数据文件。
• 邮件服务器设计用于发送、接收和存储
电子邮件。
• 打印服务器能帮助用户向网络打印机发
送打印任务。
• 远程访问服务器（RAS）允许远程用户
连接网络资源，如网络文件存储器、打
印机和数据库等。
• 网络服务器存储网页以备访问整个互
联网。

制和管理计算机硬件和软件的一系列程序。操
作系统提供了一个人机交互界面，并且通过帮
助用户共享计算机资源和替用户完成重复性工
作，提高了计算机的效率。一个典型的操作系
统由控制程序和管理程序组成。
控制程序管理计算机的硬件和资源，有以
下功能：
• 任务管理

该功能控制和优先处理CPU

所执行的任务。
• 资源分配

该功能管理计算机资源，如

存储器和内存。在网络环境下，还负责
诸如为某一打印任务指定一台的打印机
之类的工作。
• 数据管理

该功能通过计算校验和来

术语卡

核对数据是否已被破坏或者被修改，以

服务器（server）是指用来管理网络资源

控制数据的完整性。目前操作系统使用

和为网络提供服务的计算机和各种软件。

的是256位校验和，能确保数据几乎百
分之百的完整性。简单地说，当操作系
统在存储器中写入数据时，伴随该数据

2.9

软件

系统还生成了一个数值（校验和）。当
下次检索这一数据时，将重新计算数据

软件是指操控一个计算机系统的所有程

的校验和并与原始校验和进行比较。如

序的集合，大致可分为系统软件和应用软件。

果两者相符，那么数据完整性没有被破

例如，在绝大多数个人电脑上运行的Microsoft

坏。如果两者不符，那么说明数据由于

Windows操作系统就属于系统软件。这类软件在

某种原因已被破坏了。另外，操作系统

后台运行，执行诸如删除不再需要的文件等的管

还能够修复部分被破坏的数据（不是全

家任务。应用软件用于执行特定任务。例如，

部），自动保存数据以防数据丢失，并

Microsoft Excel用于电子表格分析和数值计算。

控制对数据的访问以提高安全性。

2.9.1

操作系统软件

操作系统（operating system，OS）是指控

• 信息传输

该功能控制着计算机系统各

部分之间的数据传输，如CPU和I/O设备
之间的信息传输。

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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乎所有你能想象到的工作都能找到一款现成的

术语卡

软件包。接下来的部分将简要介绍个人电脑上

操作系统（operating system，OS）是

常用的几种商业应用软件。除了这几种应用软

指控制和管理计算机硬件和软件的一系

件外，还有很多其他可用的软件，如信息管理

列程序。操作系统提供了一个人机交互

软件、网页制作软件、照片和图形处理软件。

界面，并且通过帮助用户共享计算机资
源和替用户完成重复性工作，提高了计

1. 文字处理软件
应用软件中最为人们熟悉的可能是用于生

算机的效率。

成文件的文字处理软件。通常，这类软件都具
管理程序也称为内核，负责控制操作系统
中的其他程序，如编辑程序、解释程序、汇编
程序、执行特定任务的程序等。
除单任务操作系统和多任务操作系统外，
分时操作系统允许多个用户同时使用计算机资
源。操作系统适用于各种类型的计算机，从大
型计算机到个人电脑。个人电脑的操作系统有
Microsoft Windows、Mac OS、Linux。大型计
算机的操作系统包括UNIX、Open-VMS以及

有编辑功能，如删除、插入和文档复制等，先
进的文字处理软件还具有复杂的图形和数据管
理功能。文字处理软件能节约大量的时间，尤
其适用于一些重复性工作，如向上百名用户发
送同一封邮件。大多数文字处理软件还提供
拼写检查和语法检查功能。常用的一些文字处
理程序有Microsoft Word、Corel WordPerfect和
Open Ofﬁce。

2. 电子表格软件

Linux的某些版本。

2.9.2

应用软件

电子表格是一个由行和列组成的表格，电
子表格软件可以利用电子表格上的信息执行大
量任务。例如，你可以用其编制预算，根据相

通过使用应用软件（application software），

关数据进行假设分析。例如，你可以将收入减

个人电脑能够执行各种各样的任务。这里，应

少10%，然后计算出该变化对其他预算项目的影

用软件既可以是商业软件，也可以是自主研发

响，或者你也许想知道贷款利率降低2%会带来

的。自主研发的软件通常比商业软件价格更

什么样的影响。常用的电子表格软件有Microsoft

高，但更为灵活，能更好地满足用户需求。几

Excel、IBM’s Lotus 1-2-3和Corel Quattro Pro。

专栏2-4

Google Docs的应用和挑战

Google Docs是一种基于网络的免费的应用程序，用于创建文字处理器文件、电子表
格、演示文档和文件格式。你可以使用它与其他用户进行实时合作，在线创建和修改文
件。你还可以采用多种格式保存文件，如DOC、XLS、RTF、CSV和PPT等。运用谷歌云计
算平台，文件被默认存储到谷歌服务器上。云计算将在第14章详细讨论，简单地说，云计
算增加了数据和应用程序的便携性，从而让你能够在任何地方使用程序。Google Docs的另
一个显著特点是协作性。多个用户可以同时分享和编辑文件。随着电子表格的使用，服务
器甚至能通过电子邮件告知用户所发生的变化。3
但是，目前云计算和Google Docs确实还存在一些挑战和安全风险。2009年3月10日，由
于Google Docs存在安全漏洞，一些私人文件被泄露给了非法用户。据谷歌公司宣称，该漏
洞已被修复。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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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数据库软件
数据库软件主要用于执行一些如创建、
删除、修改、检索、分类和汇总数据等的操
作。数据库本质上是一个由行和列组成的各种
表格的集合。数据库软件能够让存取和使用数
据变得更为迅速有效。例如，手工检索一个拥
有上千条记录的数据库几乎是不可能的事。使
用数据库软件，用户可以快速检索信息，甚至
还能对检索进行调整以满足特定要求，如找出
所有平均绩点在3.6以上、年龄在20岁以下的
会计专业的学生。你将在第3章学习到更多有
关数据库的知识。个人电脑中常用的数据库软

图2-5

Microsoft Excel中的图形类型

6. 桌面排版软件

件有Microsoft Access、File-Maker Pro和Alpha

桌面排版软件能在不使用昂贵的硬件

Software’s Alpha Five。高端数据库软件主要

和软件的情况下，生成具有专业水准的文

在大型企业使用，包括Oracle、IBM DB2和

档。这类软件的工作原理是“所见即所得”

Microsoft SQL Server。

（WYSIWYG，念成“wizzy-wig”），因

4. 演示软件
演示软件主要用于创建和发送幻灯片。
Microsoft PowerPoint是最为常用的演示软件，
其他演示软件还有Adobe Persuasion和Corel
Presentation等。你可以在幻灯片中插入很多内
容，如项目和数据列表、图形、图表等。你也
可以将音频和视频文件插入图像中。
演示软件能提供多种幻灯片播放操作，如
修改幻灯片播放的间隔时间。另外，你也能将
演示文稿转换成其他格式，如带有音乐和旁白
的网页和相册等。部分演示软件还可以进行截

此，高质量的屏幕显示将让你很好地了解打印
输出的效果是什么。桌面排版软件主要用于制
作新闻刊物、宣传册、培训手册、幻灯片、海
报甚至书籍等。有很多桌面排版软件可供选
择，Adobe InDesign、QuarkXPress和Microsoft
Ofﬁce Publisher是其中最常用的三种软件。

术语卡
应用软件（application software）既可以
是商业软件，也可以是自主研发的。个人
电脑安装应用软件后可以执行各种各样的
任务。

屏操作，从而将截取的屏幕图像插入视频文件
之中以更好地演示操作过程。这一功能在教育
工作和员工培训课程中非常有用。

5. 图形软件

7. 理财和会计软件
理财软件比电子表格软件的功能更强大，
它能对庞大的数据进行多种类型的分析。包括

图形软件是用图形格式列示数据，如条

现值分析、终值分析、报酬率分析、现金流

形图和饼图等，对于说明数据所显示的趋势

分析、折旧分析、养老金规划、预算分析等。

和模式，以及阐述数据之间的关系非常有

Intuit Quicken是一种广泛使用的理财软件。运

用。可以使用一些集成软件绘制图形，如

用该软件，你可以对各种财务状况进行规划

Excel、Lotus 1-2-3和Quattro Pro；也可以使用

分析。例如，你可以计算出养老金账户里的

专门的图形软件，如Adobe Illustrator和IBM

2 000美元按照5 % 的利率存30年将会是多少

Freelance等。图2-5列示了Microsoft Excel所能

钱，或者确定如何在利率固定的情况下，在未

绘制的图形类型。

来18年里存150 000美元作为孩子的教育开支。

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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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两个典型的指令。使用汇编语言编写程序要
比使用机器语言简单得多。

款、应付账款、薪酬、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等。

第三代计算机语言也称为高级语言（high-

一些流行的会计软件有Quickbooks——一款小型

level languages），其不再依赖于具体的计算

企业会计软件，以及Sage Software’s Peachtree。

机。C++、Java和VB.NET是三种最常用的高级

8. 项目管理软件

语言。主要用于网页开发和网络应用程序。高

一个项目，如设计一个网站或构建一个
订单录入系统等，是由一系列相关的任务组成
的。项目管理软件的目标在于通过解决日常调
度问题、规划确定目标以及提示可能出现的
项目瓶颈等，来帮助项目经理控制时间和预
算。例如，你可以使用该软件来分析项目进度
的变化对成本、时间和资源的影响。市场上
已有几种项目管理软件，包括Micro Planning
Internation’s Micro Planner 和Microsoft Project。

9. 计算机辅助设计软件

级语言更像英语，因此更容易学习和编码。另
外，这些语言是自文档化的，这意味着你通常
不需要使用额外的文件就能够理解这些程序。
第四代语言（fourth-generation languages，
4GLs）是使用最为简单的计算机语言。第四代
语言命令强大且容易学习，特别适用于没有计
算机基础的人。4GLs有时也被称为非程序性语
言，是指在使用这类语言时不需要遵照严格的命
令语法。相反地，4GLs使用宏代码能替代若干
行编程语句。例如，用4GLs编写绘图命令时，
一个宏代码能替代100行甚至更多的编程语句，

计算机辅助设计（CAD）软件主要用于

只需一个简单的指令就能帮你完成工作。我们将

制图和设计工作，已经替代了丁字尺、三角

在第3章探讨第四代语言的一个实例：结构化查

尺、纸张、铅笔等传统制图工具。CAD软件

询语言（structured query language，SQL）。

广泛用于建筑工程行业，不过，由于主要成本

第五代语言（fifth-generation languages，

的下降和个人电脑功能的提升，一些小型公

5GLs）使用了一些人工智能技术（将在第

司和家庭用户也开始使用这类软件。Autodesk

13章中讨论），如知识库系统、自然语言处

AutoCAD、Cadkey和VersaCAD是目前使用广

理（NLP）、视频处理、程序使用图解化技

泛的CAD软件。

术等。第五代语言能在没有程序员或只进行
少量编程工作的情况下，自动生成或设计

2.10

计算机语言

出代码让计算机解决指定的问题。第五代语
言设计目的在于促进人与计算机之间的自然

如前所述，计算机语言经历了四个发展阶

交流。想象一下这样的画面，你询问你的电

段，现在处于第五代语言开发阶段。机器语言

脑：“去年什么产品卖得最好？”你的电脑

（machine language）是第一代计算机语言，

使用声音合成器回答说：“X产品。”Dragon

它由一串0和1的代码组成以表示各种数据和指

NaturallySpeaking Solutions是自然语言处理的

令。机器语言依赖于具体的计算机，因此在某

应用实例。第五代语言的开发仍在继续，距

一台计算机上编写的代码无法适用于其他计算

离设想的目标还很遥远。部分编程语言还应

机。编写一个机器语言程序费时费力。

用于网络编程和网页开发之中，如ActiveX、

汇编语言（assembly language）是第二代

C++、Java、JavaScript、Perl、Visual Basic和

计算机语言，是比机器语言更高一级的计算机

可扩展设计语言（XSL）等。超文本链接标示

语言，但是其也依赖于具体的计算机。汇编语

语言（HTML）和可扩展标记语言（XML）

言使用一些简短的代码或助记符来表示数据或

是最重要的网站开发语言。它们都属于标记

指令。例如，ADD和SUBTRACT是汇编语言

语言，而非全功能编程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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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语卡
机器语言（machine language）是第一代计算机语言，它由一串0和1的代码组成以表
示各种数据和指令。机器语言依赖于具体的计算机，因此在某一台计算机上编写的代码
无法适用于其他计算机。
汇编语言（assembly language）是第二代计算机语言，是比机器语言更高一级的计算
机语言，但是其也依赖于具体的计算机。汇编语言使用一些简短的代码或助记符来表示
数据或指令。
高级语言（high-level languages）不再依赖于具体的计算机，属于第三代计算机语
言。有多种高级语言可供选择，每一种都设计用于特定的目的。
第四代语言（fourth-generation languages，4GLs）使用宏代码能代替若干行编程语
句。其命令强大且容易学习，特别适用于没有计算机基础的人。
第五代语言（ﬁfth-generation languages，5GLs）使用了一些人工智能技术（将在第13
章中讨论），如知识库系统、自然语言处理（NLP）、视频处理、程序使用图解化技术
等。第五代语言设计目的在于促进人与计算机之间的自然交流。

2.11

小结
备、存储设备的知识，同时了解有关计算机分

本章你首先学习了计算机的构成及其重要

类的标准。最后，学习了系统软件和应用软件

元件，并简要回顾了计算机硬件和软件的发展

这两种不同的软件，并回顾了计算机语言的发

历程。接着，学习了计算机输入设备、输出设

展历程。

产业联系专栏
IBM
IBM公司是世界上最大的计算机公司，几乎活跃在计算机的各个领域，包括硬件、软件、服务如群件和电子
协作等。IBM公司在开发大型计算机方面也同样处于领导地位；IBM System z10是IBM公司最新研制的大型计
算机。下面列出了IBM公司最畅销的一些产品：
• 软件

IBM公司为各类型计算机提供软件套

• 存储器 IBM公司的存储设备包括磁盘和磁带系

件。例如，Lotus包括了电子邮件功能、日历功能、

统、存储区域网、网络附加存储、硬盘及微型硬盘。

协同应用功能以及企业生产力软件，与微软公司的

微型硬盘是适用于CFII插槽的一个1英寸大小的硬盘。

Microsoft Office非常相似。Tivoli是另一个软件套

• 服务器

IBM公司提供多种服务器，包括UNIX

件，具有资产管理、安全管理、备份和恢复程序、优

和Linux服务器、基于英特尔芯片的服务器、基于

化存储系统和数据管理等功能。

AMD芯片的服务器等。

IBM公司也提供电子商务软件、硬件、安全服务如加密技术、防火墙、防病毒措施等。
本信息来自IBM公司网站及其他宣传材料。欲了解更多信息及最新内容，请登录www.ibm.com.

关键术语
应用软件（application software）

光盘（optical discs）

第四代语言（fourth-generation languages，

运算器（arithmetic logic unit，ALU）

4GLs）

高级语言（high-level languages）

第2章

计算机概述

输出设备（output devices）

磁带（magnetic tape）

汇编语言（assembly language）

外部存储器（secondary memory）

输入设备（input devices）

计算机（computer）

随机存取存储器（random access memory，

内存储器（main memory）

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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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器（server）

总线（bus）

控制器（control unit）

机器语言（machine language）

主板（motherboard）

只读存储器（read-only memory，ROM）

存储区域网（storage area network，SAN）

高速缓存（cache RAM）

CUP外壳（CPU case）

磁盘（magnetic disk）

网络附加存储（network attached storage，

独立冗余磁盘阵列系统（redundant array of
independent disks system）

NAS）
磁盘驱动器（disk drive）

中央处理器（central processing unit，
CPU）

操作系统（operating system，OS）
第五代语言（fifth-generation languages）

问题、活动和讨论
1.突出计算机性能的因素有哪些？

述是否正确？

2.内存储器和外部存储器有什么区别？

9.下面哪一个内存储器存储计算机系统的时间？

3.操作系统的功能有哪些？

A.网络硬盘

4.增加内存是如何提高计算机性能的？

B.RAM

5.什么是高速缓存，它是如何提高计算机性能的？

C.Cache RAM

6.观看有关Google Docs的视频。你认为

D.ROM

Google Docs能否成为Microsoft Office的有力竞

10.下面哪一个不属于外部存储器？

争对手？结合Google Docs的优点和缺点，说明企业

A.光盘

决定是否选用Google Docs的原因。

B.磁盘

7.RAM是永久性存储器。这个论述是否正确？

C.RAM

8.存储区域网比本地存储器的速度更快。这个论

D.记忆棒

案例研究
Linux，一个正在上升的操作系统
Linux是一个全功能、多用户、多任务的操作系统，其源代码在GNU通用公共许可证下进行开发，是开源免
费的。Linux几乎可以在所有计算机上运行，从微型计算机到超级计算机。Linux有很多版本可供微处理器和服务
器平台使用，并且绝大部分都是免费的或者价格低廉。尽管Linux最初是在命令行界面（通过键入命令来与计算
机操作系统或软件进行互动从而完成特定任务的一种机制）上开发的，但是现在你也能找到一些图形用户界面版
本。由于Linux的许多特点，如低成本、适应性和易用性等，该操作系统已经成为替代专用操作系统如Windows
和UNIX的主要软件。
问题
1.与其他操作系统相比，Linux的优点是什么？
2.考虑到Linux的所有优势，你认为Linux为什么没有得到更广泛的应用？
3.Linux的安全功能有哪些？
4.GNU通用公共许可证要求软件开发者在修改Linux版本时，必须遵守的规定是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