矛与盾——黑客攻防命令大曝光

2
第2章

常用 Windows

网络命令行
重点提示
♂ 必备的几个内部命令
♂ 基本的 Windows 网络命令行
♂ 其他网络命令
本章精粹
通过本章的学习，读者不但能够了解 Windows 系统中的命令行，而且还
将学会如何使用命令行去快速进行操作。此外，本章还介绍了一些网络命令
及其具体的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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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令行就是在 Windows 操作系统中打开 DOS 窗口，以字符串的形式执行 Windows 管理程
序。尽管现在的操作系统中都使用可视化界面，但仍然有一些高级的操作需要在 DOS 环境下来
执行。

2.1

必备的几个内部命令

CMD 是微软 Windows 系统的一个 32 位命令行程序，是进入命令提示符窗口的一个纽带，
运行在 Windows NT/2000/XP/7 上。通过 CMD 命令进入命令提示符窗口，则会显示 Windows 的
版本和版权信息。通过使用 CMD 命令可以很方便地进入其他子应用程序。

2.1.1

命令行调用的 Command 命令

在 Windows 操作系统中，Command 命令可以实现 DOS 下的大部分功能。在 DOS 启动时，
该命令会先执行并载入内部命令代码，对用户输入的命令进行解释并执行。
1．语法格式
COMMAND

[[drive:]path] [device] [/E:nnnnn][/Y[/C command|/K command]]

在 CONFIG.SYS 文件中，使用下列语法。
SHELL=[[dos-drive:]dos-path] COMMAND.COM[[drive:]path][drive]
[/E:nnnnn] [/p[/MSG]]

2．参数说明
 [drive:]path 。 当 程 序 的 瞬 时 部 分 需 要 重 新 装 载 时 ， 指 定 命 令 编 译 器 从 哪 里 寻 找 到
COMMAND.COM 文件。如果 COMMAND.COM 文件不被定位于根目录，在第一次加载
COMMAND.COM 时，这个参数必须包含在内。这个参数用于设置 COMSPEC 环境变量。
 Device。为命令行的输入和输出指定一个不同的设备。
 [dos-drive:]dos-path。指定 COMMAND.COM 文件的位置。
 /C string。指定命令编译器执行通过 string 来定义的命令，随后退出该命令。
 /E：nnnnn。指定环境的尺寸，nnnnn 是用字节表示的尺寸。Nnnnn 的值务必在 160～32768
范围内。MS-DOS 将这个数字向上取值到 16 字节的倍数（默认值为 256）。
 /K filename。运行指定的程序或批处理文件夹，再显示 MS-DOS 命令提示符。对于为
Windows 的 MS-DOS Promtp 模式指定一个不同于 C:\AUTOEXEC.BAT 的启动文件，这
个开关特别有用（要完成这项操作，可用 PIF Editor 打开 DOSPRMPT.PIF 文件，在 Optional
Parameters 文本框内输入/K 开关）
。在 CONFIG.SYS 文件中，在 shell 命令行上使用/K 开
关，这是不被推荐的，这样做会导致应用程序和使 AUTOEXEC.BAT 文件发生改变的安
装程序出现问题。
 /P。仅当 COMMAND 命令和 SHELL 命令一起被使用在 CONFIG.SYS 文件中时，才应该
使用这个开关。/P 开关使命令编译器的新副本能够持久存在。既然这样，EXIT 命令就
不能用于终止命令编译器。如果指定/P 开关，MS-DOS 将在显示命令提示符之前执行
AUTOEXEC.BAT 文件。如果在启动驱动器的根目录中没有 AUTOEXEC.BAT 文件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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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 MS-DOS 代替执行 DATE 命令和 TIME 命令。如果在 CONFIG.SYS 文件中没有 SHELL
命令，COMMAND.COM 就会从根目录被自动加载，而且带有/P 开关。
 /MSG。指定所有错误信息将被存储在内存中。通常情况下，有些信息只被存储在磁盘。只
有当从软盘运行 MS-DOS 时，这个开关才会有用。在使用/MSG 开关时，必须指定/P 开关。
 /Y。使 COMMAND.COM 全程跟踪用/C 或/K 开关定义的批处理文件。这个开关对调试
批处理文件有用。例如，要一行一行地全程跟踪 TEST.BAT 批处理文件，则应当输入
COMMAND/Y/C TEST 命令。/Y 开关需要/C 开关和/K 开关的其中之一。
<SHELL>命令是应用 COMMAND 命令对环境表永久地增加空间的首选方法。
3．典型示例
以下命令指定了 MS-DOS 命令编译器将从当前程序启动一个新的命令编译器，执行名为
MYBAT.BAT 的批处理文件之后，再返回到第一个命令编译器 Command/c mybat.bat。
下列 CONFIG.SYS 命令指定了 COMMAND.COM 被定位于 C 盘驱动器上的 DOS 目录。
Shell=c:\dos\command.com c:\dos\/e:1024

这条命令指挥 MS-DOS 将 COMSPEC 环境变量设置为 C:\DOS\COMMAND.COM。同时，
也为本命令编译器创建了一个 1024 字节的环境。

2.1.2

复制命令 Copy

Copy 在英文中是复制的意思，所谓复制，就是原来的文件并没有任何改变，重新产生了一
个内容和原来文件没有任何差别的文件。Copy 命令主要用于复制一个或更多个文件到指定的位
置，该命令可以被用于合并文件，当有一个以上的文件被复制时，MS-DOS 复制一个文件，并
显示一个文件名。
1．语法
Copy [/A|/B]source [/A|/B] [+source[/A|/B][+...]][destination [/A|/B]][/V]

2．参数说明
 source。指定要复制的一个或一组文件的位置和名称。目标文件可以由一个驱动器符、
一个目录名、一个文件名及一个合并符组成。
 destination。给用户要复制到一个或一组文件的位置和名称，文件源可以由一个驱动符、
一个目录名及一个合并符组成。
 /A。对于一个 ASCII 文本文件，当/A 开关位于命令行上的文件名列表之前时，它将应用
于所有名称跟在/A 开关后面的文件，一直到 Copy 命令遇到一个/B 开关，在这个容器中，
/B 开关将应用于名称位于它之前的文件。当/A 开关跟在一个文件名后面时，它将应用于
名称位于/A 开关之前的文件，以及名称位于它之前的文件。ASCII 文本文件可以用一个
文末符（Ctrl+Z）来表示文件结束。在默认情况下，当合并文件时，Copy 命令文件被视
为 ASCII 文本文件。
对于一个二进制文件，当/B 开关位于命令行上的文件名列表之前时，它将应用于所有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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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在/B 开关后面的文件，一直到 Copy 命令遇到一个/A 开关。在这个容器中，/A 开关将应用于
名称位于它之前的文件。
当/B 开关跟在一个文件名后面时，它将应用于名称位于/B 开关之前的文件，以及名称位于
/B 开关后面的所有文件，直到 Copy 命令遇到一个/A 开关。在这个容器中，/A 开关将应用于名
称位于它之前的文件。/B 开关指定命令编译器读取由目录中的文件大小指定的字节数。/B 开关
是 Copy 命令的默认值，除非 Copy 命令用来合并文件。
 /V：校验文件是否被正确写入。
3．典型示例
下面讲述一个 Copy 命令应用的实例，具体的操作步骤如下。
步骤 1：在复制一个文件的同时，确保文末符在已复制文件的末端，运行 Copy 1.doc 2.doc/a
命令之后，即可显示如图 2-1 所示的结果。其中还会显示“改写 2.doc 吗？<Yes/No/All>:”，这
里应该输入Ｙ，即可显示已复制信息。
步骤 2：输入 Copy robin.typ c:\birds 命令，即可将一个名称为 robin.typ 的文件，从当前驱动
器的当前目录复制到 C 盘驱动器中一个名为 birds 的现存目录。如果 birds 目录不存在，MS-DOS
则会把文件 robin.typ 复制到 C 驱动器根目录下的一个名为 birds 的文件中。
步骤 3：要把几个文件复制成为一个文件，可以在 Copy 命令行中列出任意个文件作为 source
（源）参数，用加号（+）分隔文件，并为组合成的结果文件指定一个文件名（命令格式如 Copy
mar89.rpt+apr89.rpt+may89.rpt report）。
这条命令将当前驱动器的当前目录中名为 mar89.rpt、apr89.rpt 和 may89.rpt 的文件合并为了
一个名为 report 的文件，并将其放在了当前驱动器的当前目录中。当文件被合并时，目录文件以
当前日期和当前时间被创建。如果忽略了目标文件，MS-DOS 也将合并文件，并将其存储在指
定的第一个文件名下面。如果一个名为 report 的文件已存在，则可用 Copy report+mar89.rpt+
apr89.rpt+may89.rpt 命令将这 4 个文件合并到 report 文件中，或通过使用通配符将几个文件合并
到一个文件中，如图 2-2 所示。此时如果显示“改写 ssn.doc 吗？<Yes/No/All>:”的提示信息，
则输入Ｙ，即可显示复制信息情况。

图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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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输入 Copy *.txt ssn.doc 命令，即可将当前驱动器的当前目录下所有扩展名为.TXT 的文
件，合并到一个名为 SSN.DOC 的文件中，这个文件也在当前驱动器的当前目录中。如果想通过
使用通配符把几个二进制文件合并到一个文件，则需要将/B 开关包含进去，此时即可输入 Copy
/b *.exe combin.exe 命令。
在使用 Copy 命令时，Copy 是文件对文件的方式复制数据，复制前目标盘必须已格式化；
在复制过程中，目标盘上相同文件名称的旧文件会被源文件取代；在复制文件时，必须先确定
目标盘有足够的空间，否则会出现 insufficient 的错误信息，提示磁盘空间不够；文件名中允许
使用通配符*和？，可同时复制多个文件；Copy 命令中的源文件名必须指出，不可以省略。
在进行 Copy 命令复制时，目标文件名可与源文件名相同，称为“同名拷贝”，此时目标文
件名可省略；复制时目标文件名也可以与源文件名不相同，称为“异名拷贝”，此时，目标文件
名不能省略；复制时还可以将几个文件合并为一个文件，称为“合并拷贝”
，格式为“Copy [源
盘][路径]〈源文件名 1〉〈源文件名 2〉…[目标盘][路径]〈目标文件名〉”。
利用 Copy 命令，还可以从键盘上输入数据建立文件，格式为“Copy CON [盘符：][路径]
〈文件名〉”；在 Copy 命令的使用格式中，源文件名与目标文件名之间必须有空格。

2.1.3

更改文件扩展名关联的 Assoc 命令

Assoc 命令用于显示或修改文件扩展名关联。如果在没有参数的情况下使用，则 Assoc 命令
将显示所有当前文件扩展名关联的列表。
语法：
assoc[.ext[=[filetype]]]

 .ext：指定文件名扩展。
 filetype：指定与扩展名相关联的文件类型。
该命令用于显示或修改文件名扩展关联。如果在没有参数的情况下使用，则 Assoc 命令将
显示所有当前文件名扩展关联的列表。
（1）如果想要查看文件名扩展.doc 的当前文件类型关联，则输入 assoc.doc 命令，显示结果
如图 2-3 所示。从中可以看到.doc=Word.Document.8，即与扩展名.doc 关联的是 Word.Document.8
文件（Word 文件）。
（2）如果要想删除文件扩展名为.doc 的文件类型关联，则可以输入 assoc.doc＝空格命令，
在删除.doc 文件关联前后，Word 文档图标变化如图 2-4 所示。文件类型（由 Microsoft Word 文
档变为空）和图标样式都有了变化，不仅如此。打开方式也发生了变化。双击文件图标，即可
打开一个写字板文档，而不是原来的 Word 文档。
此处仅仅以删除文件扩展名为.doc 的文件类型关联为例进行介绍。其他类型的文件关联删
除过程与此类似，只不过删除前后文件图标和打开方式的变化有所不同。如果本地计算机上有
一些资料比较宝贵，为了避免别人偷窥，可以采用此方法删除文件关联，使别人无法打开文件，
自己需要看时再恢复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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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

查看.doc 文件类型关联

图 2-4

关联删除后文件图标的变化

（3）一次查看一屏文件类型关联。虽然不带参数执行 Assoc 命令，可以查看所有的文件关
联，但由于屏幕流动的速度实在太快，根本无法查看，要待全部显示完毕之后，再拖动滚动条
逐个寻找。此时如果输入 assoc|more 命令，即可一次只显示一屏的文件关联，运行结果如图 2-5
所示。在屏幕的最底行显示―more－字样，按下任意键可以继续显示下一屏的内容，直至显示
全部内容。
（4）将文件关联保存到文件。使用 assoc>assoc.cfg 命令，可以将文件关联保存为一个文件
（assoc.cfg），输出的关联文件的文件名和扩展名均可自定义。例如，不仅可以将关联文件保存为
123.cfg，也可以将其保存为 456.cfg，还可以保存为 123.456、assoc.txt 等，以方便查看为宜，如图
2-6 所示。生成的文件被保存在 c:\Documents and Settings\username（当前登录的用户名）目录下。

图 2-5

查看所有文件类型关联

图 2-6

输出的关联文件

使用时还需要注意，如果在等号后使用空格，则将删除某个文件扩展名的文件类型关
注意 联。使用 ftype 命令可查看已定义了打开命令字符串的当前文件类型。使用>（重定向
操作符）命令可重定向 Assoc 输出到文本文件。

2.1.4

打开/关闭请求回显功能的 Echo 命令

Echo 命令可用来显示或隐藏 DOS 状态屏幕显示的内容。在*.bat 文件第一行加上 echo o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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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后的屏幕输出命令（包括其他命令产生的提示）都会消失，比如在 echo off 的下一行使用 dir，
结果是光标原地闪烁，屏幕无显示。使用 echo on 可解除 echo off 命令。
语法：
Echo [{on|off}] [message]

 On：可以显示所执行的每个命令。
 Off：不显示命令行，只显示命令的输出结果。
 Message：要显示的提示信息。
在批处理文件运行时屏幕上并没有显示 Autoexec.bat 文件中的命令，
主要是因为使用了 Echo
命令，在批处理文件的首行加上 echo off 命令行（即@ echo off）之后，就可以禁止批处理程序
中的命令正文显示到屏幕上了。
如果只想让某一行的命令显示在屏幕上，则可以在这一行命令的前面加上 echo 命令。例如，
要显示暂停命令 Pause 执行时的状态，则可在
Autoexec.bat 中的 pause 命令前加上 echo（即 echo
pause）。这样，当执行到 PAUSE 命令时，就会在
屏幕上显示出 pause 命令状态。
在相同命令行上可以使用 if 和 echo 命令，如
If exist *.rpt echo The report has arrived。如果想要
所有运行的命令都不显示命令行本身，则输入
@echo off 命令行。如果想要显示如图 2-7 所示的
图 2-7 使用 echo 命令查看回显内容
hello world 字样，则输入 echo hello world 命令行。

2.1.5

查看网络配置的 IPConfig 命令

Ipconfig 是调试计算机网络的常用命令，通常大家使用它来显示计算机中网络适配器的 IP
地址、子网掩码及默认网关。其实这只是 Ipconfig 的不带参数用法，而它的带参数用法在网络应
用中也是相当不错的。
1．语法
Ipconfig [/all] [/renew[Adapter]] [/release[Adapter]] [/flushdns] [/displaydns] [/registerdns]
[/showclassid Adapter] [/setclassid Adapter[ClassID]]

2．参数说明
 /all。显示所有适配器的完整 TCP/IP 配置信息。在没有该参数的情况下，ipconfig 只显示
IP 地址、子网掩码和各个适配器的默认网关值。适配器可以代表物理接口（例如安装的
网络适配器）或逻辑接口（例如拨号连接）。
 /renew[adapter]。更新所有适配器（如果未指定适配器）或特定适配器（如果包含了 Adapter
参数）的 DHCP 配置。该参数仅在具有配置为自动获取 IP 地址网卡的计算机上可用。
要指定适配器名称，请输入使用不带参数的 ipconfig 命令显示的适配器名称。
 /release[adapter]。发送 DHCPRELEASE 消息到 DHCP 服务器，以释放所有适配器（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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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指定适配器）或特定适配器（如果包含了 Adapter 参数）的当前 DHCP 配置，并丢弃
IP 地址配置。该参数可以禁用配置为自动获取 IP 地址的适配器的 TCP/IP。要指定适配
器名称，请输入使用不带参数的 ipconfig 命令显示的适配器名称。
/flushdns。清理并重设 DNS 客户解析器缓存的内窗。如有必要，在 DNS 疑难解答期间，
可以使用本过程从缓存中丢弃否定性缓存记录和任何其他动态添加的记录。
/displaydns。显示 DNS 客户解析器缓存的内容，包括从本地主机文件预装载的记录，以
及由计算机解析的名称查询而获得的任何资源记录。DNS 客户服务在查询配置的 DNS
服务器之前使用这些信息快速解析被频繁查询的名称。
/registerdns。初始化计算机上配置的 DNS 名称和 IP 地址的手工动态注册。可以使用该
参数对失败的 DNS 名称注册进行疑难解答，或解决客户和 DNS 服务器之间的动态更新
问题，而不必重新启动客户计算机。TCP/IP 协议高级属性中的 DNS 设置可以确定 DNS
中注册了哪些名称。
/showclassid adapter。显示指定适配器的 DHCP 类别 ID。要查看所有适配器的 DHCP 类
别 ID，可以使用星号（*）通配符代替 Adapter。该参数仅在具有配置为自动获取 IP 地
址的网卡的计算机上可用。
/setclassid Adapter[ClassID]。配置特定适配器的 DHCP 类别 ID。要设置所有适配器的
DHCP 类别 ID，可以使用星号（*）通配符代替 Adapter。该参数仅在具有配置为自动获
取 IP 地址的网卡的计算机上可用。如果未指定 DHCP 类别 ID，则会删除当前类别 ID。
/？。在命令提示符显示帮助。

3．典型示例
ipconfig 命令是网络管理员运用最频繁的命
令，下面通过几个实例来介绍一下这个命令的具
体使用方法。
（1）如果想要查看计算机的 IP 地址信息，则
输入 ipconfig 命令，即可显示该计算机的 IP 地址
信息，如图 2-8 所示。
（2）若想查看所有适配器的完整 TCP/IP 配
图 2-8 查看 IP 地址信息
置信息。包括所有适配器的 IP 地址、子网掩码和
默认网关，还包括主机的相关配置信息，如主机名、DNS 服务器、节点类型和网络适配器的物
理地址等。则在命令提示符下输入 ipconfig/all 命令，其运行结果显示如图 2-9 所示。
（3）若想仅更新“本地连接”适配器的由 DHCP 分配 IP 地址的配置，则应输入 ipconfig /renew
"Local Area Connection "命令，运行结果显示如图 2-10 所示。
（4）若想在排除 DNS 的名称解析故障期间清理 DNS 解析器缓存，
则应输入 ipconfig /flushdns
命令，运行结果显示如图 2-11 所示。
（5）若想显示名称以 local 开头的所有适配器的 DHCP 类别 ID，应输入 ipconfig/showclassid
local*命令。如果存在适配器，则会显示出来，若找不到，则将显示如图 2-12 所示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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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完整 TCP/IP 配置信息

图 2-11 查看清理 DNS 解析器缓存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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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0

图 2-12

仅查看 DHCP 分配 IP 地址信息

查看以 local 开头的所有适配器信息

使用 ipconfig 还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ipconfig 等价于 winipcfg，只是前者应用于 Windows NT/2000/XP/2003 系统，而后者在
Windows 9X/Me 上可用，虽然没有提供像 winipcfg 命令一样的图形化界面，但可以使用
“网络连接”查看和更新 IP 地址。
 ipconfig 命令适用于配置为自动获取 IP 地址的计算机，使用户可以确定哪些 TCP/IP 配置
值是由 DHCP、自动专用 IP 地址（APIPA）和其他配置的。
 如果 Adapter 名称包含空格，请在该适配器名称两边使用引号（即 Adapter Name）。
 对于适配器名称，ipconfig 可以使用星号（*）通配符字符指定名称为指定字符串开头的
适配器，或名称包含有指定串的适配器。例如，Local*可以匹配所有以字符串 local 开头
的适配器，而*con*可以匹配所有包含字符串 Con 的适配器。
 只有当网际协议（TCP/IP）在“网络连接”中安装为网络适配器属性的组件时，该命令
才可用。

2.1.6

命令行任务管理器的 At 命令

At 命令用于计划在指定时间和日期在计算机上运行命令和程序。At 命令只能在“计划”服
务运行时使用。如果在没有参数的情况下使用，则 At 命令将列出已计划的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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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语法
At[\\ComputerName] [{[ID][/delete]|/delete[/yes]}]
At[\\ComputerName]hours:minutes[/interactive][{/every:date[,…]|/next:date[,…]}]command]

2．参数说明
 \\ComputerName。指定远程计算机。如果省略该参数，则 at 计划本地计算机上的命令和
程序。
 ID。指定指派给已计划命令的识别码。
 /delete。取消已计划的命令。如果省略了 ID，则计算机中所有已计划的命令将被取消。
 /yes。删除已计划的事件时，对来自系统的所有询问都回答“是”。
 Hours:minute。指定命令运行的时间。该时间用 24 小时制（即从 00：00[午夜]到 23：59）
的小时：分钟格式表示。
 /interactive。对于在运行 command 时登录的用户，允许 command 与该用户的桌面进行
交互。
 /every:date。在每个星期或每个月的指定日期（如每个周四，或每月的第三天）运行
command 命令。可以指定一周的某日或多日（即输入 M、T、W、Th、F、S、Su）或一
个月中的某日或多日（即输入从 1～31 之间的数字）
。用逗号分隔多个日期项。如果省
略了 date，则 at 使用该月的当前日。
 /next:date。在下一个指定的日期（如下一个周四）到来时运行 command。
 Command。指定要运行的 Windows 命令、程序（.exe 或.com 文件）或批处理程序（.bat
或.cmd 文件）。当命令需要路径作为参数时，应使用绝对路径，也即从驱动器号开始的
整个路径。如果命令在远程计算机上，应指定服务器和共享名的通用命名协定（UNC）
符号，而不是远程驱动器号。
3．At 命令使用详解
使用 At 命令时还可能实现以下几个作用。
（1）schtasks 命令。schtasks 命令是一个功能更为强大的超级命令行计划工具，它含有 At 命
令行工具中的所有功能。对于所有的命令行计划任务，都可以使用 schtasks 来代替 at.使用 At 命
令时，要求用户必须是本地 Administrators 组成的成员。
（2）加载 cmd.exe。在运行命令之前，At 不会自动加载 cmd.exe（命令解释器）
。如果没有
运行可执行文件（.exe），则在命令开头必须使用 Cmd /c dir>c:\test.out 专门加载 cmd.exe。
（3）查看已计划的命令。当不带参数使用 At 时，将显示本地计算机全部计划任务列表。
Status ID
OK 1 Each
OK 2 Each
OK 3 Each

Day Time Command Line
F 4:30PM net send group leads status due
M 12:00 AM chkstor>check.file
F 11:59 PM backup2.bat

（4）包含标识号（ID）。当在命令提示下使用带有标识号（ID）的 At 命令时，单个任务项
的信息会显示在类似下面格式中。
Task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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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tus:OK
Schedule:Each F
Time of Day:4:30 PM
Command:net send group leads status due

当计划带有 At 的命令（尤其是带有命令行选项的命令）之后，通过键入不带命令行选项的
At 命令，即可检查该命令语法是否输入正确。如果显示在“命令行”列表中的信息不正确，则
应在删除该命令之后再重新输入它。如果还不正确，则可以在重新输入该命令时，让其少带些
命令行选项。
（5）查看结果。使用 At 命令制订的计划将仅作为后台程序运行，运行结果不会显示在计算
机上。要将输出重定向到文件，应使用重定向符号（>）。如果将输出重定向到文件，则不论是
在命令行还是在批处理文件中使用 At，都需要在重定向符号之前使用转义符（^）
。例如要重定
向输出到 output.text 文件，则可以输入 at 14:30 c:\output.txt.命令。
（6）更改系统时间。在使用 At 命令计划了要运行的命令之后，如果更改了计算机的系统时
间，则通过输入不带命令行选项的 At 命令，可使 At 计划程序与修改后的系统时间同步。
（7）存储命令。已计划的命令存储在注册表中。这样，如果重新启动“计划”服务，则不
会丢失计划任务。
（8）连接到网络驱动器。对于需要访问网络的计划作业，请不要使用已重定向的驱动器。
“计
划”服务可能无法访问这些重定向驱动器，或在该计划任务运行时，如果有其他用户登录。则
这些重定向的驱动器可能不会出现。
因此，对于计划作业，应使用 UNC 路径。例如，At 1:00pm my_backup\\server\share，如果
计划了一个使用驱动器号的 At 命令来连接共享目录，则应包含一个 At 命令以使在完成该驱动
器的使用时断开与驱动器的连接。如果不能断开与驱动器的连接，则在命令提示下，所指派的
驱动器号将不可用。
4．典型示例
下面是几个 At 命令的应用实例，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1）若要想显示 Office 服务器上已计划的命令列表，则应输入 At\\Office 命令。
（2）若要想在中午 12:00 在 company 服务器上运行网络共享命令，并将该列表得定向到
Maintenance 服务器的 Company.txt 文件（位于 Reports 共享目录下）中，则应输入“At\\company
12:00 cmd/c "netsharereports=d:\office\reports>>\\maintenance\reports\company.txt "命令。
（3）如果想离开计算机，但它又正在进行工作，这时就要用到自动关机。Windows XP 具备
定时关机的功能。如果想让 Windows 2000 也实现同样的效果，则可把 shutdown.exe 复制到系统
目录下。例如，要想在 23:00 关机，则可以输入 At 23:00 shutdown -s 命令。这样，到了 23:00 计
算机就会弹出“系统关机”对话框，默认有 30s 的倒计时并提示用户保存工作。
（4）如果想以倒计时的方式关机，则可以输入 Shutdown.exe –s –t 360 命令，这里表示 6 分
钟后自动关机，360 代表 6 分钟。
（5）若想 16 点时发送信息至 192.168.0.55 计算机，则可以输入“At 16:00 net send 192.168.0.55
与朋友约会的时候到了，快点出发吧！”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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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7

查看系统进程信息的 TaskList 命令

Tasklist 命令是一个用来显示运行在本地计算机上所有进程的命令行工具，带有多个执行参
数。另外，Tasklist 可以替代 Tlist 工具。通过 Windows XP 的任务管理器，可以查看到本机完整
的进程列表，而且可以通过手工定制进程列表的方式获得更多进程信息（如会话 ID、用户名等）
。
在 Windows XP 中新增的命令行工具 tasklist.exe，可以实现查看系统服务功能。
1．语法
Tasklist[/s computer] [/u domain\user[/p password]] [/fo {TABLE|LIST|CSV}][/nh] [/fi
FilterName [/fi FilterName2[...]]] [/m [ModuleName]|/svc|/v]

2．参数说明
 /s computer。指定远程计算机名称或 IP 地址（不能使用反斜杠）。默认为本地计算机。
 /u Domain\User。运行具有由 User 或 Domain\User 指定用户的账户权限命令。默认值是
当前登录发布命令的计算机的用户权限。
 /p password。指定用户账户的密码，该用户账户在/u 参数中指定。
 /fo {TABLE|LIST|CSV}。指定输出所有的格式。有效值为 TABLE、LIST 和 CSV。输出
的默认格式为 TABLE。
 /nh。取消输出结果中的列标题。当/fo 参数设置为 TABLE 或 CSV 时有效。
 /fi FilterName。指定该查询包括或不包括的过程类型。
 /m [ModuleName]。指定显示每个过程的模块信息。指定模块时将显示使用此模块的所有
过程。没有指定模块时将显示所有模块的所有过程。不能与/svc 或/v 参数一起使用。
 /svc。无间断地列出每个过程的所有服务信息。当/fo 参数设置为 Table 时有效，不能与/m
或/v 参数一起使用。
 /v。指定显示在输出结果中的详细任务信息，不能与/svc 或/m 参数一起使用。
3．典型示例
Task 命令可以查看系统进程信息，具体的使用方法如下。
（1）若想查看进程的 PID 或进程名。则需要在命令提示符中输入 Tasklist 命令，运行结果显
示运行在本地或远程计算机上所有任务的应用程序和服务列表，带有进程 ID（PID）及图像名，
如图 2-13 所示。
（2）若想显示用户的进程依附信息，则需要输入 tasklist /M|more 命令，运行结果显示如图
2-14 所示。显示系统中正在运行的进程信息，同步可看到该进程目前依附的其他模块。
（3）若想要显示调用指定动态链接库的进程，则输入 Tasklist /m ntdll.dll 命令，即可看到动
态链接库 ntdll.dll 正在使用的那些进程，如图 2-15 所示。
（4）若想查看 Svchost 服务正在运行的进程。则输入 Tasklist /svc /f1 "imagename eq
svchost.exe"命令，即可看到 svchost 到底运行了哪些服务，是否有不知名的木马程序正在系统中
默默运行，如图 2-1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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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3

图 2-15

2.2

查看进程的 PID

调用指定动态链接库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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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4

用户的进程依附信息

图 2-16 Svchost 服务正在运行的进程

基本的 Windows 网络命令行

利用网络命令可以判断网络故障及网络运行情况，是网络管理员必须掌握的一种技能。
Windows 下的网络管理命令功能十分强大，对于黑客来说，命令行中的网络管理工具是其必须
掌握的利器。

2.2.1

测试物理网络的 Ping 命令

通过发送 Internet 控制消息协议（ICMP）并接收其应答，测试验证与另一台 TCP/IP 计算机
的 IP 级连通性。对应的应答消息的接收情况将和往返过程的时间一起显示出来。Ping 是用于检
测网络连接性、可到达性和名称解析的疑难问题的主要 TCP/IP 命令。如果不带参数，Ping 将显
示帮助。
1．语法
Ping [-t] [-a] [-n count] [-l size] [-f] [-i TTL] [-v TOS] [-r count] [-s count]{-j Hostlist|-k
hostlist}] [-w Timeout] [TargetName]

2．参数说明
 –t。指定在中断前 Ping 可以持续发送回响请求信息到目的地。要中断并显示统计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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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按【Ctrl+Break】组合键。要中断并退出 Ping，可按【Ctrl+C】组合键。
 –a。指定对目的 IP 地址进行反向名称解析。若解析成功，Ping 将显示相应的主机名。
 –n。发送指定个数的数据包。通过这个命令可以自己定义发送的个数，对衡量网络速度
有很大帮助。能够测试发送数据包的返回平均时间及时间快慢程度（默认值为 4）
。选购
服务器（虚拟主机）前可以把这个作为参考。
 –l。发送指定大小的数据包。默认为 32Byte，最大值是 65500Byte。
 –f。在数据包中发送“不要分段”标志，数据包就不会被路由上的网关分段。默认发送
的数据包都通过路由分段再发送给对方，加上此参数后路由就不会再分段处理了。
 –i。将“生存时间”字段设置为 TTL 指定的值。指定 TTL 值在对方系统中停留的时间，
同时检查网络的运转情况。
 –v。将“服务类型”字段设置为 TOS（Type Of Server）指定的值。
 –r。在“记录路由”字段中记录传出和返回数据包的路由。通常情况下，发送的数据包
通过一系列路由才到达目标地址，通过此参数可设定想探测经过路由的个数，限定能跟
踪到 9 个路由。
 –s。指定 Count 的跃点数的时间戳。与参数−r 差不多，但此参数不记录数据包返回经过
的路由，最多只记录 4 个。
 –j。利用 host-list 指定的计算机列表路由数据包。连续计算机可以被中间网关分隔（路
由稀疏源）IP 允许的最大数量为 9。
 –k。利用 host-list 指定的计算机列表路由数据包。连续计算机不能被中间风头分隔（路
由严格源）IP 允许的最大数量为 9。
 –w。timeout 指定超时间隔，单位为 ms。
 target_name。指定要 ping 的远程计算机名。
 –n。定义向目标 IP 发送数据包的次数，默认为 3 次。
3．典型示例
利用 ping 命令可以快速查找局域网故障，快速搜索最快的 QQ 服务器，实现对别人进行 Ping
攻击。
（1）如果想要 ping 自己的机器，则应输入 Ping 192.168.0.9 命令，运行结果显示如图 2-17
所示。
（2）如果在命令提示符下输入 Ping www.baidu.com 命令，将显示如图 2-18 所示的运行结果，
则表示连接正常，所有发送的包均被成功接收，丢包率为 0。
（3）若想验证目的地 211.84.112.29 并记录 4 个跃点的路由，则应在命令提示符下输入 Ping –r
4 211.84.112.29 命令，以检测该网络内路由器工作是否正常，显示结果如图 2-19 所示。
（4）测试到网站 www.baidu.com 的连通性及所经过的路由器和网关，并只发送一个测试数
据包。在命令提示符下输入 Ping www.baidu.com –n l –r 9 命令，测试结果显示如图 2-20 所示。

40

第2章

图 2-17

查看 ping 测试自己机器信息

图 2-19

ping 远程计算机的 IP 地址

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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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8

查看 ping 测试教育网站信息

图 2-20 测试网站的连通性及所经过的路由器和网关

查看网络连接的 Netstat 命令

Netstat 命令是一个监控 TCP/IP 网络的非常有用的工具，可以显示路由表、实际的网络连接，
以及每一个网络接口设备的状态信息，可以让用户得知目前都有哪些网络连接正在运作。Netstat
用于显示与 IP、TCP、UDP 和 ICMP 协议相关的统计数据，一般用于检验本机各端口的网络连
接情况。
如果计算机有时候接收到的数据报导致出错数据或故障，不必感到奇怪，TCP/IP 可以容许
这些类型的错误并自动重发数据报。但如果累计出错情况数目占到所接收 IP 数据报相当大的百
分比，或者它的数目正迅速增加，就应该使用 Netstat 查一查为什么会出现这些情况了。
一般用 netstat -na 命令来显示所有连接的端口并用数字表示。
1．语法
netstat [-a] [-e] [-n] [-o] [-p Protocol] [-r] [-s] [Interval]

2．参数说明
 –a。显示所有活动的 TCP 连接，以及计算机侦听的 TCP 和 UDP 端口。
 –e。显示以太网统计信息，如发送和接收的字节数、数据包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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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显示活动的 TCP 连接，但只以数字形式表现地址和端口号，却不尝试确定名称。
 –o。显示活动的 TCP 连接，并包括每个连接的进程 ID（PID）。可在 Windows 任务管理
器的“进程”选项卡中找到基于 PID 的应用程序。该参数可以与−a、−n 和−p 结合使用。
 −p protocol。显示 protocol 所指定的协议的连接。在这种情况下，protocol 可以是 TCP、
UDP、TCPV6 或 UDPV6。
 –s。按协议显示统计信息。默认情况下，显示 TCP、UDP、ICMP 和 IP 协议的统计信息。
如果安装了 Windows XP 的 IPV6 协议，则显示有关 IPV6 上的 TCP、IPV6 上的 UDP、
ICMPV6 和 IPV6 协议统计信息。可以使用−p 参数指定协议集。
 –r。显示 IP 路由表的内容。该参数与 route print 命令等价。
 Interval。每隔 Interval 秒重新显示一次选定的信息。按【Ctrl+C】组合键，可停止重新
显示统计信息。如果省略该参数，netstat 将只打印一次选定的信息。
3．netstat 命令使用详解
在使用 netstat 命令时还可以实现以下几个功能。
（1）与该命令一起使用的参数必须以连字符（-）而不是以短斜线（/）作为前缀。
（2）Netstat 提供下列统计信息。
 Proto。协议的名称（TCP 或 UDP）。
 Local Address。本地计算机的 IP 地址和正在使用的端口号码。如果不指定−n 参数，则显
示与 IP 地址和端口对应的名称。如果端口尚未建立，端口以星号（*）显示。
 Foreign Address。连接该插槽的远程计算机的 IP 地址和端口号码。如果不指定−n 参数，
就显示与 IP 地址和端口对应的名称。如果端口尚未建立，端口以星号（*）显示。
 （state）。表明 TCP 连接的状态。其中，LISTEN 表示侦听来自远方 TCP 端口的连接请
求；SYN-SENT 表示再发送连接请求后等待匹配的连接请求；SYN-RECEIVED 表示再
收到和发送一个连接请求后，等待对方对连接请求的确认；ESTABLISHED 表示代表一
个打开的连接；FIN-WAIT-1 表示等待远程 TCP 连接中断请求，或先前连接中断请求的
确认；FIN-WAIT-2 表示从远程 TCP 等待连接中断请求；CLOSE-WAIT 表示等待从本地
用户发来的连接中断请求；CLOSING 表示等待远程 TCP 对连接中断的确认；LAST-ACK
表示等待原来发向远程 TCP 连接中断请求的确认；TIME-WAIT 表示等待足够时间以确
保远程 TCP 接收到连接中断请求的确认；CLOSED 表示没有任何连接状态。
（3）只有当网际协议（TCP/IP）网络连接中安装为网络适配器属性的组件时，该命令才可用。
（4）以下为 Netstat 的一些常用选项。
 netstat –s。本选项能够按照各个协议分别显示其统计数据。如果应用程序（如 Web 浏览
器）运行速度比较慢，或不能显示 Web 页之类的数据，就可以用本选项来查看一下所显
示的信息。需要仔细查看统计数据的各行，找到出错的关键字，进而确定问题所在。
 netstat –e。本选项用于显示关于以太网的统计数据。它列出的项目包括传送数据报的总
字节数、错误数、删除数、数据报数量和广播数量。这些统计数据既有发送的数据报数
量，也有接收的数据报数量（这个选项可以用来统计一些基本的网络流量）。
 netstat –r。可以显示关于路由表的信息。除显示有效路由外，还显示当前有效的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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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tstat –a。本选项显示一个有效连接信息列表，既包括已建立的连接（ESTABLISHED）
，
也包括监听连接请求（LISTENING）的那些连接。
 bnetstat –n。显示所有已建立的有效连接。
4．典型示例
Netstat 命令可显示活动的 TCP 连接、计算机侦听的端口、以太网统计信息、IP 路由表、IPV4
统计信息（对于 IP、ICMP、TCP 和 UDP 协议），以及 IPV6 统计信息（对于 IPV6、ICMPV6、
通过 IPV6 的 TCP，以及通过 IPV6 的 UDP 协议）。使用时如果不带参数，Netstat 将显示活动的
TCP 连接。
下面再介绍几个 Netstat 命令的应用实例，具体如下。
（1）若想要显示本机所有活动的 TCP 连接，以及计算机侦听的 TCP 和 UDP 端口，则应输
入 Netstat –a 命令，运行后的结果显示如图 2-21 所示。
（2）显示服务器活动的 TCP/IP 连接，则应输入 netstat –n 命令或 netstat（不带任何参数）命
令，运行后的结果显示如图 2-22 所示。

图 2-21

显示本机所有活动的 TCP 连接

图 2-22

显示服务器活动的 TCP/IP 连接

（3）显示以太网统计信息和所有协议的统计信息，则应输入 netstat –s –e 命令，运行后的结
果如图 2-23 所示。
（4）检查路由表确定路由配置情况，则应输入 Netstat –rn 命令，运行后的结果如图 2-24 所示。

图 2-23

显示以太网统计信息

图 2-24

确定路由配置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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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工作组和域的 Net 命令

许多 Windows NT 网络命令都以 Net 开始。这些 Net 命令有一些公共属性：通过输入 Net/?
可查阅所有可用的 Net 命令；通过输入 Net help 命令，可在命令行中获得 Net 命令的语法帮助。
Windows XP 系统中的 Net 系列命令中多了一个 Net User 命令。Net User 命令不仅可以用来添加、
修改用户或显示用户信息，还可以对用户设置不同的限制。
在工作组中，用户的一切设置都在本机上进行，密码放在本机的数据库中验证。如果用户
的计算机加入域，则各种策略由域控制器统一设定，用户名和密码也需到域控制器去验证，也
即用户的账号和密码可在同一域中的任何一台计算机上登录，这样做主要是为了便于管理。
下面来介绍几个常用的 Net 子命令。
1．net accounts
作用：更新用户账号数据库、更改密码及所有账号的登录要求。必须要在更改账号参数的
计算机上运行网络登录服务。
命令格式：
net accounts [/forcelogoff:{minutes | no}] [/minpwlen:length] [/maxpwage:{days | unlimited}]
[/minpwage:days] [/uniquepw:number] [/domain] 或 net accounts [/sync] [/domain]

 输入不带参数的 net accounts 命令，用于显示当前密码设置、登录时限及域信息。
 /forcelogoff:{minutes | no}设置当用户账号或有效登录时间过期时，结束用户和服务器会
话前的等待时间。no 选项禁止强行注销（该参数的默认设置为 no）。
 /minpwlen:length 设置用户账号密码的最少字符数。允许范围为 0～14，默认值为 6。
 /maxpwage:{days | unlimited}设置用户账号密码有效的最大天数。unlimited 不设置最大天
数。/maxpwage 选项的天数必须大于/minpwage。允许范围是 1～49710 天（unlimited），
默认值为 90 天。
 /minpwage:days 设置用户必须保持原密码的最小天数。0 值不设置最小时间。允许范围
为 0～49710 天，默认值为 0 天。
 /uniquepw:number 要求用户更改密码时，必须在经过 number 次后，才能重复使用与之相
同的密码。允许范围为 0～8，默认值为 5。
 /domain 在当前域的主域控制器上执行该操作。否则只在本地计算机执行操作。
 /sync 当用于主域控制器时，该命令使域中所有备份域控制器同步；当用于备份域控制器
时，该命令仅使该备份域控制器与主域控制器同步，仅适用于 Windows NT Server 域成
员的计算机。
2．net file
作用：用于关闭一个共享的文件并且删除文件锁。
命令格式：
net file [id [/close]]

 id：指文件的标识号。
 /close：关闭一个打开的文件且删除文件上的锁。可在文件共享服务器上输入该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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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net config
作用：显示运行的可配置服务，或显示并更改某项服务的设置。
命令格式：
net pause server

 输入不带参数的 net config 命令，用于显示可配置服务的列表。
 service 通过 net config 命令进行配置的服务（server 或 workstation）。
 options 为服务的特定选项。
4．net computer
作用：从域数据库中添加或删除计算机。
命令格式：
net computer\\computername{/add | /del}

 \\computername 指定要添加到域或从域中删除的计算机。
 /add 将指定计算机添加到域。
 /del 将指定计算机从域中删除。
5．net continue
作用：重新激活挂起的服务。
命令格式：
net continue server

6．net view
作用：显示域列表，计算机列表或指定计算机的共享资源列表。
命令格式：
net view [\\computername|/dp,aom[omainname]]

 输入不带参数的 net view 显示当前域的计算机列表，如图 2-25 所示。
 \\computername 指定要查看其共享资源的计算机名称。
 /domain[omainname]指定要查看其可用计算机的域。
7．net user
作用：添加或更改用户账号或显示用户账号信息。该命令也可以写为 net users。
命令格式：
net user[username[password | *][options]][/domain]

 输入不带参数的 net user,查看计算机上的用户账号列表，如图 2-26 所示。
 username 用于添加、删除、更改或查看用户账号名。
 password 为用户账号分配或更改密码。密码必须满足 net accounts 命令的/minpwlen 选项
的密码最小长度，最多可以有 127 个字符。
 */add 和/delete 用于添加和删除用户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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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main 用于在计算机主域的主域控制器中执行操作。
 /active:[no/yes]用于禁用或启用用户账号。

图 2-25

net view 命令运行结果

图 2-26

net user 命令运行结果

8，net use
作用：连接计算机或断开计算机与共享资源的连接，或显示计算机的连接信息。
命令格式：
net use [devicename | *][\\computername\sharename[\volume]][password | *] [/user: [domaina
me\]username][/delete]|[/persistent:{yes | no}]]

参数介绍：输入不带参数的 net use 列出网络连接，如图 2-27 所示。
9．net start
命令格式：
net start server

作用：启动服务或显示已启动服务的列表。不带参数则显示已打开服务，如图 2-28 所示。
在需要启动一个服务时，只需在后边加上服务名称就可以了，如图 2-29 所示。

图 2-27 net use 运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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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t start 运行结果

图 2-29

添加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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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net pause
作用：暂停正在运行的服务。
命令格式：
net pause server

11．net stop
作用：停止 Windows NT 网络服务。
命令格式：
net stop server

与 net stop 命令相反的命令是 net start，net stop 命令用于停止 Windows NT 网络服务，net start
命令用于启动 Windows NT 网络服务。
12．net statistics
作用：显示本地工作站或服务器服务的统计记录。
命令格式：
net statistics

 输入不带参数的 net statistics，列出其统计信息可用的运行服务。
 Workstation 显示本地工作站服务的统计信息。
 显示本地服务器服务的统计信息，可以使用 net statistics server | more 命令来显示服务器
服务的统计信息，如图 2-30 所示。
13．net share
作用：创建、删除或显示共享资源。
命令格式：
net share sharename=drive:path[/users:number | /unlimited][/remark:"text"]

 不带任何参数的 net share 命令，可用于显示本地计算机上所有共享资源的信息，如图 2-31
所示。

图 2-30

服务的统计信息

图 2-31

显示所有共享资源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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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rename 是共享资源的网络名称。
drive:path 指定共享目录的绝对路径。
/user:number 设置可以同时访问共享资源的最大用户数。
/unlimited 不限制同时访问共享资源的用户数。
/remark:"text" 添加关于资源的注释，注释文字用引号引住。
/delete 停止共享资源。

14．net session
作用：列出或断开本地计算机和与其相连接的客户端，也可写为 net sessions 或 net sess。
命令格式：
net session [\\computername][/delete]

 输入不带参数的 net session 显示所有与本地计算机的会话信息。
 \\computername 标识要列出或断开会话的计算机。
 delete 结束与\\computername 计算机会话，并关闭本次会话期间计算机的所有连接。
15．net send
作用：
向网络的其他用户、
计算机或通信名发送消息。
如用 Net send /users server will shutdown
in 10 minutes 命令给所有连接到服务器的用户发送消息。
命令格式：
net send {name | * | /domain[:name] | /users} message







name 为要接收发送消息的用户名、计算机名或通信名。
*为将消息发送到组中的所有名称。
/domain[:name]为将消息发送到计算机域中的所有名称。
/users 为将消息发送到与服务器连接的所有用户。
message 作为消息发送的文本。

16．net print
作用：显示或控制打印作业及打印队列。
命令格式：
net print [\computername ] job# [/hold | /release | /delete]







computername 为共享打印机队列的计算机名。
job# 为在打印机队列中分配给打印作业的标识号。
/hold 为使用 job# 时，在打印机队列中使打印作业等待。
/release 为释放保留的打印作业。
/delete 为从打印机队列中删除打印作业。

17．net name
作用：添加或删除消息名或显示计算机接收消息的名称列表。
命令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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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t name[name[/add | /delete]]

 输入不带参数的 net name 命令，列出当前使用的名称。
 name 为指定接收消息的名称。
 /add 将名称添加到计算机中。
 /delete 从计算机中删除名称。
18．net localgroup
作用：添加、显示或更改本地组。
命令格式：
net localgroup groupname {/add[/comment:"text"] | /delete}[/domain]

 输入不带参数的 net localgroup 命令，用于显示服务器名称和计算机的本地组名称，如图
2-32 所示。
 groupname 为要添加、扩充或删除的本地组名称。显示某个组的信息。
 /comment:"text"为新建或现有的组添加
注释。
 /domain 在当前域的主域控制器中执行操
作，否则仅在本地计算机上执行操作。
 Nname[ …]列出了要添加到本地组或从本
地组中删除的一个或多个用户名或组名。
 /add 将全局组名或用户名添加到本地组中。
 /delete 从本地组中删除组名或用户名。
19．net group
作用：在 Windows NT Server 域中添加、更
改或显示全局组。
命令格式：

图 2-32

net localgroup 运行结果

net group groupname {/add[/comment:"text"] | /delete}[/domain]或 net group groupname username
[ …] {/add | /delete}[/domain]

 输入不带参数的 net group 命令,显示服务器名称及服务器组名称。
 groupname 指需要添加、扩充或删除的组的名称。只要给出组名，就可以浏览该组中的
用户列表。
 /comment"text"为一个新的或已存在的组添加注释。注释最多可以是 48 个字符，文本应
包含在引号中。
 /domain 在当前域的主域控制器上执行操作。否则在本地计算机上执行该操作。
 username[ ...]列出一个或多个需要从一个组中添加或删除的用户名。可以用空格将多个
用户名分隔开。
 /add 用于添加一个组，或将一个用户名添加到一个组中。
 /delete 用于删除一个组，或将一个用户名从一个组中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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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

23 端口登录的 Telnet 命令

Telnet 是传输控制协议/因特网协议（TCP/IP）网络（如 Internet）的登录和仿真程序，主要
用于 Internet 会话。基本功能是允许用户登录进入远程主机系统。
1．常用的 Telnet 命令
Telnet 命令的格式为：telnet+空格+IP 地址/主机名称。例如 telnet 192.168.0.9 命令如果执行
成功，则将从 IP 地址为 192.168.0.9 的远程计算机上得到 Login：提示符。
当 Telnet 成功连接到远程系统上时，将显示登录信息并提示用户输入用户名和口令。如果
用户名和口令输入正确，则成功登录并在远程系统上工作。在 Telnet 提示符后可输入很多命令
来控制 Telnet 会话过程。在 Telnet 提示下输入？，屏幕显示 Telnet 命令的帮助信息。
2．使用 Telnet 命令登录远程计算机
要使用 Telnet 命令登录远程计算机，就要保证目标主机中开有可供进入的端口（可通过木
马程序来完成）。当在目标主机上打开一个端口之后，就可以通过 Telnet 连接到该目标主机，如
用 telnet 192.168.0.9 99 命令可连接到该目标主机的 99 端口，如图 2-33 所示。
当登录到远程计算机之后，只要有用户使用该计算机登录网络，就会成为 Telnet 的一个终
端。但如果希望登录远程系统，则必须进行注册，在退出时也必须注册退出。在命令提示符窗
口中运行 telnet 命令，即可进入 Telnet 子环境中，如图 2-34 所示。

图 2-33

连接目标主机端口

图 2-34 telnet 子环境

此时，在窗口中运行“open+空格+IP 地址/计算机名称”命令，即可连接该目标主机。运行
close 命令，即可退出连接（在光标处运行 quit 命令，即可
退出 Telnet 命令状态）
，如图 2-35 所示。

2.2.5

传输协议 FTP/Tftp 命令

FTP 命令和 Tftp 命令虽然功能不同，但这两个命令是
在传输文件中经常用的命令。
图 2-35 连接目标主机
1．FTP 命令
FTP 命令是 Internet 用户使用最频繁的命令之一，通过
FTP 命令可将文件传送到正在运行 FTP 服务的远程计算机上，或从正在运行 FTP 服务的远程计
算机上下载文件。在命令提示符窗口中运行 ftp 命令，即可进入 FTP 子环境窗口，如图 2-36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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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或在“运行”对话框中运行 ftp 命令，也可进入 FTP 子环境窗口。
FTP 的命令行格式为：
ftp -v -n –d -g [主机名]。

 –v。显示远程服务器的所有响应信息。
 –n。限制 FTP 的自动登录，即不使用。
 –d。使用调试方式。
 –g。取消全局文件名。
下面简要介绍上传或下载文件的实例。先假设有一个 FTP
图 2-36 FTP 子环境窗口
服务器：qint.ithot.net，用户名为 username，密码为 user1234。
在本地计算机的 D 盘中创建一个文件夹 qint，将要上传的文件先复制到 d:\qint 中（/*…*/为注释）
。
通过 FTP 命令，将文件从本地上传或从服务器下载的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步骤 1：在 FTP 子环境窗口中运行 open qint.ithot.net 命令，如果用户的 FTP 服务器不是 21
默认端口，则应在命令后面加空格和相应端口号，即“open qint.ithot.net+空格+端口号”。
步骤 2：根据提示输入 username（提示用户输入用户名）之后，再输入 user1234（提示用户
输入密码，该密码不会显示出来）。如果用户的密码输入错误，则不会提示用户重新输入，这时
需要输入 user 命令返回之后，再重新输入用户名和密码）。
步骤 3：输入 dir 命令，即可在用户成功登录之后，查看 FTP 服务器中的文件及目录（使用
ls 命令只能查看文件）。
步骤 4：输入 mkdir qint 命令，即可在 FTP 服务器的根目录下建立 qint 目录。
步骤 5：输入 cd qint 命令，即可进入 qint 目录，用“cd 用户的目录名”可以进入当前目录
的下一级目录。
步骤 6：如果用户要上传或下载文件，则需要输入 bin 命令来实现二进制传输。如果不先执
行该命令，则上传或下载的速度将会很慢）。
步骤 7：输入 lcd d:\qint 命令，即可定位本地默认文件夹（可以事先在 D 盘中创建）。
步骤 8：输入 put m001.jpg 命令，即可将当前文件夹 d:\qint 中的文件 mym01.jpg 上传到 FTP
服务器的默认目录中（可以用 mput*.*将所有的文件上传到 FTP 服务器上）。
步骤 9：输入 get m002.jpg 命令，即可将 FTP 服务器默认目录中的文件 m002.jpg，下载到当
前目录下（如 d:\qint）。可以用 mget*.*将所有的文件下载到 d:\qint。
步骤 10：输入 delete *.*命令，即可删除目录中所有的文件。
步骤 11：输入 cd ..命令，即可返回到上一级目录。返回上一级目录用 cd ..命令，返回的根
目录用 cd\命令。
步骤 12：输入 mrdir qint 命令，即可删除目录 qint（要删除某目录，在此目录下不能有文件
及目录，否则将不法删除）。
步骤 13：输入 Bbye 命令，即可退出 FTP 服务器。查看 FTP 服务器当前目录的命令为 pwd。
可以用 cd 命令定位服务器的目录，用 lcd 命令定位本地计算机的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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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Tftp 命令
而 Tftp 命令用于向运行平凡文件传输协议（TFTP）服务或 daemon 的远程计算机（尤其是
运行 UNIX 的计算机）传输文件或从运行平凡文件传输协议（TFTP）服务或 daemon 的远程计
算机（尤其是运行 UNIX 的计算机）传输文件。
语法：
Tftp [-i] [Host] [{get|put}] [source] [Destination]

 –i。指定二进制图像传送模式（也称为八进制模式）。在二进制图像模式下，文件以一个
字节为单位进行传输。在传送二进制文件时，使用该模式。如果省略−i，文件将以 ASCII
模式传送（默认传送模式）。传送文本文件时使用该模式如果传送成功，将显示数据传
输率。
 Host。指定本地或远程计算机。
 Put。将本地计算机上的 Destination 文件传送到远程计算机上的 Source 文件。因为 TFTP
协议不支持用户身份验证，所以用户必须登录到远程计算机，同时文件在远程计算机上
必须可写。
 Get。将远程计算机上的 Destination 文件传送到本地计算机上的 Source 文件中。
 Source。指定要传送到的文件。
 Destination。指定将文件传送到的位置。如果省略 Destination，将假定与 Source 同名。
如果想从本地计算机上，将文件 users.txt 传送到远程计算机 vax1 上的 users19.txt 中，则应
输入 tftp vax1 put users.txt users19.txt 命令。如果想往指定地址的计算机上传送文件，则应输入 tftp
-I 192.168.0.9 put install.log install.log 命令。如果想要下载服务器上的文件，则应输入 Tftp -i
192.168.0.9 get install.log 命令。

2.2.6

替换重要文件的 Replace 命令

当需要用源目录中的文件替换目标目录中的同名文件时，利用 Replace 命令，即可把唯一的
文件名添加到目标目录中去。
1．语法
REPLACE [drive1:] [path1] filename [drive2:] [path2] [/A] [/P] [/R] [/W]
REPLACE [drive1:] [path1] filename [drive2:] [path2] [/p] [/R] [/s] [/w] [/U]

2．参数说明
 [drive1:] [path] filename。指定源文件或源文件组的位置和文件名。
 [drive2:] [path2]。指定目标文件的位置，但不能为要替换的文件指定文件名。如果既没
有指定一个驱动器，也没有指定一个目录，Replace 命令则将当前驱动器和当前目录作为
目标使用。
 /A。把新文件添加到目标目录，而不是替换现有的文件，不能将此开关和/S 或/U 开关一
起使用。
 /p。在替换一个目标文件或添加一个源文件之前，提示是否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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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将只读文件视同未受保护的文件进行替换。如果没有指定本开关，而又试图替换一
个只读文件，就会出现一个错误结果，同时终止替换操作。
 /S。搜索目标目录的所有子目录，并替换匹配的文件。不得将/S 与/A 开关一起使用。
Replace 命令不搜索 path1 参数中指定的子目录。
 /W。在 Replace 命令开始搜索源文件之前，等待插入磁盘。如果没有指定/W 开关，则
Replace 命令在按下【Enter】键后，将立即开始替换文件或添加文件。
 /U。只替换（更新）目标目录中那些比源目录中的文件还要旧的文件。
退出码说明如下。
 0。replace 命令成功替换或添加了文件。
 1。replace 命令遇到了 MS-DOS 的错误版本。
 2。replace 命令找不到源文件。
 3。replace 命令找不到源或目标路径。
 5。用户没有访问要替换的文件。
 8。系统内存不足以执行该命令。
 11。用户在命令行上使用了错误的语法。
3．典型示例
下面介绍几个 Replace 命令应用的具体实例。
（1）假定驱动器 C 上多个目录包含一个名为 Phones.cli 的文件的不同版本，该文件包含客
户姓名和电话号码。要使用驱动器 A 中最新版本的 Phones.cli 文件替换所有这些文件，请输入
replace a:\phones.cli c:\ /s 命令。
（2）假若将新的打印机设备驱动程序添加到驱动器 C 上名为 Tools 的目录中，该目录已包
含多个字处理程序的打印机设备驱动程序文件，应输入 replace a:*.prd c:\tools /a 命令。该命令可
搜索驱动器 A 上的当前路径，查找所有扩展名为.prd 的文件，并将这些文件添加到驱动器 C 的
Tools 目录中。因为包含/a 命令行选项，所以 replace 只添加 A 驱动器上有而 C 驱动器中不存在
的文件。

2.2.7

远程修改注册表的 Reg 命令

如果编辑注册表不当，可能会严重损坏系统。在更改注册表之前，应备份计算机上任何有
价值的数据。只有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才直接编辑注册表。注册表编辑器会忽略标准的安全
措施，从而使得这些设置会降低性能、破坏系统，甚至要求用户重新安装 Windows 系统。可以
利用“控制面板”或“Microsoft 管理控制台（MMC）”中的程序，安全更改多数注册表设置。
如果必须直接编辑注册表，则请先将其备份。
使用 Reg 命令可以直接编辑本地或远程计算机的注册表，这些更改有可能造成计算机无法
操作并需要重新安装操作系统，所以不需要直接编辑注册表。
1．reg add
功能：将新的子项或项添加到注册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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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法：
reg add keyname[/v entryname|/ve] [/t DataType] [/s separator] [/d value] [/f]

 keyName。指定子项的完全路径。对于远程计算机，则应在\\computername\path Tosubkey
中的子项路径前包含计算机名称。忽略 computerName 会导致默认对本地计算机进行操
作。以相应的子目录树开始路径。有效子目录树为 HKLM、HKCU、HKCR、HKU 及
HKCC。
 /v EntryName。指定要添加到指定子项下的项名称。
 /ve。指定添加到注册表中的项为空值。
 /t DataType。指定项值的数据类型。
 /s separator。指定用于分隔多个数据实例的字符。
 /d value。指定新注册表项的值。
 /f。不用询问信息而直接添加子项或项。
该操作不能添加子树。该版本的 Reg 在添加子项时无须请求确认。Reg add 操作的返回值
有 0（成功）和 1（失败）两种。
要将一个注册表项添加到 HKLM\SOFTWARE\MyCo 中（其中的选项为值名 Data；类型
REG_BINARY；数值数据 fe340ead），则应输入 REG ADD HKLM\SOFTWARE\MyCo /v Data /t
REG_BINARY /d fe340ead 命令。
要将一个多值注册表项添加到 HKLM\SOFTWARE\MyCo 中（其中的选项为值名 MRU；数
据 类 型 REG_MULTI_SZ ； 数 值 数 据 fax\0mail\0\0 ）， 则 应 输 入 REG ADD HKLM\SOFT
WARE\MyCo /v MRU /t REG_MULTI_SZ /d fax\0mail\0\0 命令。
要将一个扩展的注册表项添加到 HKLM\SOFTWARE\MyCo 中，（其中的选项为值名 Path；
数 据 类 型 REG_EXPAND_SZ ； 数 值 数 据 %systemroot% ）， 则 应 输 入 REG ADD HKLM\
SOFTWARE\MyCo /v Path /t REG_EXPAND_SZ /d ^%systemroot^%命令。
2．reg compare
功能：比较指定的注册表子项或项。
语法：
reg compare KeyName1 KeyName2 [{/v ValueName | /ve}] [{/oa | /od | /os | on}] [/s]

 KeyName1。指定要比较的第一个子项的完整路径。要指定远程计算机，请包括计算机
名（以 \\ComputerName\ 格式表示），并将其作为 KeyName 的一部分。省略 \\Computer
Name\ 会导致默认对本地计算机的操作。KeyName 必须包括一个有效的根键。有效根
键包括 HKLM、HKCU、HKCR、HKU 和 HKCC 等。如果指定了远程计算机，则有效
根键是 HKLM 和 HKU。
 KeyName2。指定要比较的第二个子项的完整路径。要指定远程计算机，请包括计算机
名（以\\ComputerName\格式表示）
，并将其作为 KeyName 的一部分。
省略\\ComputerName\
会导致默认对本地计算机的操作。只在 KeyName2 中指定计算机名会导致该操作使用到
KeyName1 中指定的子项的路径。KeyName 必须包括一个有效根键。有效根键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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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KLM、HKCU、HKCR、HKU 和 HKCC 等。如果指定了远程计算机，则有效根键是
HKLM 和 HKU。
 /v ValueName。指定要比较的子项下的值名称。
 /ve。指定只比较值名称为 null 的项。
 /oa。指定显示所有不同点和匹配点。默认情况下，仅列出不同点。
 /od。指定仅显示不同点。这是默认操作。
 /os。指定仅显示匹配点。默认情况下，仅列出不同点。
 /on。指定不显示任何内容。默认情况下，仅列出不同点。
 /s。递归地比较所有子项和项。
要将 MyApp 项下的所有值与 SaveMyApp 项下的所有值进行比较，则可以输入 REG
COMPARE HKLM\Software\MyCo\MyApp HKLM\Software\MyCo\SaveMyApp 命令。
要比较 MyCo 项下的 Version 值和 MyCo1 项下的 Version 值，请输入 REG COMPARE
HKLM\Software\MyCo HKLM\Software\MyCo1 /v Version 命令。
要将计算机 ZODIAC 上 HKLM\Software\MyCo 下的所有子项和值，与当前计算机上
HKLM\Software\MyCo 下 的 所 有 子 项 和 值 进 行 比 较 ， 请 输 入 REG COMPARE \\ZODIAC\
HKLM\Software\MyCo \\/s 命令。
3．reg copy
功能：将一个注册表项复制到本地或远程计算机的指定位置。
语法：
reg copy KeyName1 KeyName2 [/s] [/f]

 KeyName1。指定要复制子项的完整路径。要指定远程计算机，请包括计算机名（以
\\ComputerName\格式表示）
，并将其作为 KeyName 的一部分。省略\\ComputerName\会
导致默认对本地计算机的操作。KeyName 必须包括一个有效的根键。有效根键包括
HKLM、HKCU、HKCR、HKU 和 HKCC 等。如果指定了远程计算机，则有效根键是
HKLM 和 HKU。
 KeyName2。指定子项目的地的完整路径。要指定远程计算机，请包括计算机名（以
\\ComputerName\格式表示）
，并将其作为 KeyName 的一部分。省略\\ComputerName\会
导致默认对本地计算机的操作。KeyName 必须包括一个有效的根键。有效根键包括
HKLM、HKCU、HKCR、HKU 和 HKCC 等。如果指定了远程计算机，则有效根键是
HKLM 和 HKU。
 /s。复制指定子项下的所有子项和项。
 /f。不要求确认而直接复制子项。
在复制子项时 Reg 不请求确认。reg copy 操作的返回值有两种（0 成功，1 失败）。
要 将 MyApp 项 下 的 所 有 子 项 和 值 复 制 到 SaveMyApp 项 ， 则 可 以 输 入 REG COPY
HKLM\Software\MyCo\MyApp HKLM\Software\MyCo\SaveMyApp /s 命令。
要将计算机 ZODIAC 上 MyCo 项下的所有值，复制到当前计算机上的 MyCo1 项，则可以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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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 REG COPY \\ZODIAC\HKLM\Software\MyCo HKLM\Software\MyCo1 命令。
4．reg delete
功能：从注册表删除子项或项。
语法：
Reg delete KeyName [{/v ValueName | /ve | /va}] [/f]

 KeyName。指定要删除的子项或项的完整路径。要指定远程计算机，包括计算机名（以
\\ComputerName\格式表示）
，并将其作为 KeyName 的一部分。省略\\ComputerName\会
导致默认对本地计算机的操作。KeyName 必须包括一个有效根键。有效根键包括
HKLM、HKCU、HKCR、HKU 和 HKCC 等。如果指定了远程计算机，则有效根键是
HKLM 和 HKU。
 /v ValueName。删除子项下的特定项。如未指定项，则将删除子项下的所有项和子项。
 /ve。指定只可以删除为空值的项。
 /va。删除指定子项下的所有项。使用本参数不能删除指定子项下的子项。
 /f。无须请求确认而删除现有的注册表子项或项。
要删除注册表项 Timeout 及其所有子项和值，则可以输入 REG DELETE HKLM\Soft
ware\MyCo\MyApp\Timeout 命令。
要删除计算机 ZODIAC 上 HKLM\Software\MyCo 下的注册表值 MTU，则可以输入 REG
DELETE \\ZODIAC\HKLM\Software\MyCo /v MTU 命令。

2.2.8

关闭远程计算机的 Shutdown 命令

如果用户希望计算机自动关闭，则可使用 Shutdown 命令。该命令允许用户关闭或重新启动
本地或远程计算机。如果没有使用参数，Shutdown 将注销当前用户。
语法：
Shutdown[{-l|-s|-r|-a}] [-f][-m[\\computerName]] [-t xx][-c "message"] [-d[u] [p]:xx:yy]











–l。注销当前用户，这是默认设置。−m computerName 优先。
–s。关闭本地计算机。
–r。关闭之后重新启动。
–a。中止关闭。除−l 和 computerName 外，系统将忽略其他参数。在超时期间只可使用
−a。
–f:。强制运行要关闭的应用程序。
−m [\\computerName]。指定要关闭的计算机。
–txx。将用于系统关闭的定时器设置为 xx 秒。默认值是 20s。
−c "message"。指定将在“系统关闭”窗口中的“消息”区域显示的消息。最多可使用
127 个字符，引号中必须包含消息。
−d [u] [p]:xx:yy。列出系统关闭的原因代码；U 代表指定用户代码；P 代表指定已计划的
关闭代码；xx 代表指定主要原因代码（0～255）；yy 代表指定次要原因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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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Shutdown 命令可以关闭本地和远程计算机，下面通过几个实例来介绍此命令的具体使
用方法。
（1）若想要注销本地计算机用户，则应输入 shutdown –l 命令。
（2）若想要关闭本地计算机，则应输入 shutdown -s 命令，默认时间期限是半分钟。
（3）若想要重新启动计算机，则应输入 shutdown -r 命令。
（4）若想让 Windows XP 系统在 1 小时后自动关机，则应输入 shutdown –s –t 3600 命令。对
照上述参数，此命令意为 3600 秒之后关闭本地计算机，命令运行后，即可弹出一个“系统关机”
对话框，如图 2-37 所示。如果在这段时间之内又后悔了，还可以在命令提示符下输入 shutdown
–a 命令来撤销本次关机任务。
（5）如果想要远程关机，则应在命令提示符下输入 shutdown –i 命令，即可弹出“远程关机”
对话框，如图 2-38 所示。单击“添加”按钮，在其中输入想要远程关闭计算机的名称之后，单
击“确定”按钮，即可执行远程关机操作。如果要取消该次远程关机操作，可以在计算机命令
提示符下输入 shutdown -a -m\\计算机命令。

图 2-37 “系统关机”对话框

图 2-38 “远程关机对话框”对话框

一旦指定了主要和次要原因代码，用户必须首先为计划使用某种特定原因的每个计算
注意 机定义那些原因代码。如果目标机器上没有定义原因代码，则事件查看器无法记录正
确的原因文本。

2.3

其他网络命令

任何一个网络管理员，都必须掌握网络管理构成中经常用到的一些管理命令和工具。网络
管理是任何一个网络得以正常运行的保障，依据规模大小、重要性和复杂程度不同，网络管理
的重要性也会有所差异，同时对网络管理人员的技术水平要求也会有所不同。但任何一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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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员，都必须掌握网络管理构成中经常用到的一些管理命令和工具。

2.3.1

Tracert 命令

Tracert（跟踪路由）是路由跟踪实用程序，用于确定 IP 数据报访问目标所采取的路径。
Tracert 命令用 IP 生存时间（TTL）字段和 ICMP 错误消息，来确定从一个主机到网络上其他
主机的路由。
命令格式：
Tracert [-d] [-h MaximumHops] [-j Hostlist] [-w Timeout] [TargetName]

 /d。防止 tracert 试图将中间路由器的 IP 地址解析为它们的名称。这样可加速显示 tracert
的结果。
 −h MaximumHops。在搜索目标（目的）路径中指定跃点最大数。默认值为 30 个跃点。
 −j HostList。指定“回响请求”消息对于在主机列表中指定的中间目标集使用 IP 报头中
的“松散源路由”选项。可以由一个或多个具有松散源路由的路由器分隔连续中间的目
的地。主机列表中的地址或名称的最大数为 9。主机列表是一系列由空格分开的 IP 地址
（用带点的十进制符号表示）。
 −w Timeout。指定等待“ICMP 已超时”或“回响答复”消息（对应于要接收的给定回
响请求消息）的时间（以毫秒为单位）。如果超时时间内未收到消息，则显示一个星号
（*）。默认的超时时间为 4000（4s）。
 TargetName。指定目标，可以是 IP 地址或主机名。
Tracert 诊断工具通过向目标发送具有变化的“生存时间（TTL）”值的“ICMP 回响请求”
消息，来确定到达目标的路径。要求路径上每个路由器在转发数据包之前，至少将 IP 数据包中
的 TTL 递减 1。这样，TTL 就成为最大链路计数器，数据包上的 TTL 到达 0 时，
路由器应将
“ICMP
已超时”的消息发送回源计算机。
Tracert 发送 TTL 为 1 的第一条“回响请求”消息，并在随后的每次发送过程将 TTL 递增 1，
直到目标响应或跃点达到最大值，从而确定路径。在默认情况下，跃点的最大数量是 30，可使
用−h 参数指定。
检查中间路由器返回的“ICMP 超时”消息，与目标返回的“回显答复”消息可确定路径。
但某些路由器不会为其 TTL 值已过期的数据包返回“已超时”消息，而且这些路由器对于 Tracert
命令不可见。在这种情况下，将为该跃点显示一行星号（*）。
要跟踪路径并为路径中的每个路由器、链路提供网络延迟和数据包丢失信息，请使用
pathping 命令。只有当“Internet 协议（TCP/IP）”协议在“网络连接”中安装为网络适配器属性
的组件时，该 Tracert 命令才可用。
如果要想追踪到腾讯网（www.qq.com）的路由，证明局域网络和 Internet 连接是否正常，
则应输入命令 tracert www.qq.com，命令执行完成后的结果如图 2-39 所示。从运行结果可知，局
域网可以正常连接至 Internet，实现对腾讯网的访问。同时，可以显示该链路中所有经过的路由
器设备的 IP 地址。

58

第2章

常用 Windows 网络命令行

若想要追踪到清华大学（www.tsinghua.edu.cn）路由，判断故障所在，应在命令提示符下输
入 tracert www.tsinghua.edu.cn 命令，命令执行后的结果如图 2-40 所示。

图 2-39

2.3.2

追踪到腾讯网路由

图 2-40

追踪到清华大学路由

Route 命令

Route 命令的作用是手动配置路由表，在本地 IP 路由表中显示和修改条目。它是网络管理
工作中应用较多的工具，使用不带参数的 Route 命令可以显示其帮助信息。
命令格式：
Route [-f] [-p] [Command[Destination] [mask Netmask] [Gateway] [metric Metric] [if Interface]]

 −f。清除所有不是主路由（子网掩码为 255.255.255.255 的路由）、环回网络路由（目标
为 127.0.0.0，子网掩码为 255.255.255.0 的路由）或多播路由（目标为 224.0.0.0，子网掩
码为 240.0.0.0 的路由）的条目的路由表。如果它与命令之一（如 add、change 或 delete）
结合使用，路由表会在运行命令之前清除。
 −p 。与 add 命令共同使用时，指定路由被添加到注册表并在启动 TCP/IP 协议时初始
化 IP 路由表。默认情况下，启动 TCP/IP 协议时不会保存添加的路由。与 print 命令一起
使用时，则显示永久路由列表。所有其他命令都忽略此参数。永久路由存储在注册位置
是 HKLM\\ SYSTEM\CurrentControlSet\Services\Tcpip\Parameters\PersistentRoutes。
 Command 。指定要运行的命令。下边列出了有效的命令。
 Add。添加路由。
 Change。更改现存路由。
 Delete。删除路由。
 Print。打印路由。
 Destination。指定路由的网络目标地址。目标地址可以是一个 IP 网络地址（其中将网络
地址的主机地址位设置为 0），对于主机路由是 IP 地址，对于默认路由是 0.0.0.0。
 mask subnetmask。指定与网络目标地址相关联的网掩码（又称之为子网掩码）。子网掩
码对于 IP 网络地址可以是一个适当的子网掩码，对于主机路由是 255.255.255.255 ，对
于默认路由是 0.0.0.0。如果忽略，则使用子网掩码 255.255.255.255。定义路由时由于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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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地址和子网掩码之间的关系，目标地址不能比它对应的子网掩码更为详细。换句话说，
如果子网掩码的一位是 0，则目标地址中的对应位就不能设置为 1。
 Gateway 。指定超过由网络目标和子网掩码定义的可达到的地址集的前一个或下一个跃
点 IP 地址。对于本地连接的子网路由，网关地址是分配给连接子网接口的 IP 地址。对
于要经过一个或多个路由器才可用到的远程路由，网关地址是一个分配给相邻路由器
的、可直接达到的 IP 地址。
 metric Metric。为路由指定所需跃点数的整数值（范围是 1～9999）
，它用来在路由表里
的多个路由中选择与转发包中的目标地址最为匹配的路由。所选的路由具有最少的跃点
数。跃点数能够反映跃点的数量、路径的速度、路径可靠性、路径吞吐量和管理属性。
 If Interface 。指定目标可以到达的接口的接口索引。使用 route print 命令可以显示接口
及其对应接口索引的列表。对于接口索引可以使用十进制或十六进制的值。对于十六进
制值，要在十六进制数的前面加上 0x。忽略 if 参数时，接口由网关地址确定。
如果是 print 或 delete 命令，可以忽略 Gateway 参数，使用通配符来表示目标和网关。
Destination 的值可以是由星号（*）指定的通配符。如果指定目标含有一个星号（*）或问号（?）
，
它被看做是通配符，只打印或删除匹配的目标路由。星号代表任意一字符序列，问号代表任一
字符。例如， 10.*.1, 192.168.*、 127.* 和 *224* 都是星号通配符的有效使用。 只有当网际协
议 （TCP/IP） 协议在网络连接中安装为网络适配器属性的组件时，该命令才可用。
如果要显示路由表中的当前项目，则应在命令提示符下输入 Route print 命令，执行结果显
示如图 2-41 所示。由于用 IP 地址配置了网卡，因此，所有这些项目都是自动添加的。
如果想要显示 IP 路由表中以 192 开始的路由，则应在命令提示符下输入 Route print 192.*
命令，运行结果显示如图 2-42 所示。

图 2-41

显示路由表中的当前项目

图 2-42

显示路由表中以 192 开始的路由

如果想要删除目标为 192.168.0.0、子网掩码为 255.255.0.0 的路由，则应输入 route delete
192.168.0.0 mask 255.255.0.0 命令。
如果想要删除 IP 路由表中以 10 开始的所有路由，则应输入 route delete 192.*命令。

2.3.3

Netsh 命令

Netsh 是本地或远程计算 Windows 2000 网络组件的命令行和脚本实用程序。为了存档或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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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其他服务器，Netsh 实用程序也可将配置脚本保存在文本文件中。Netsh 实用程序是一个外壳，
通过附加的“Netsh 帮助 DLL”可支持多个 Windows 2000 组件。
有两种方式可以运行 Netsh 命令，具体的介绍如下。
1．从 cmd.exe 命令提示符运行 netsh 命令
从 cmd.exe 命令提示符可以运行 netsh 命令。若想在远程 Windows2000/2003 Server 上运行
这些 netsh 命令，必须先使用“远程桌面连接”连接到运行终端服务器的 Windows 2000/2003
Server，Windows 2000 和 Windows Server 2003 中的 Netsh 上下文命令间存在一些功能上的差异。
Netsh 是一个命令行脚本实用程序，可让用户从本地或远程显示或修改当前运行的计算机的
网络配置。使用不带参数的 netsh 可以打开 netsh.exe 命令提示符（即 netsh>）。
命令格式：
Netsh [-a aliasfile] [-c context] [-r remotecomputer] [{netshcommand|-f scriptfile}]

 –a。运行 aliasfile 后返回到 Netsh 提示符。
 Aliasfile。指定包含一个或多个 Netsh 命令的文本文件的名称。
 –c。更改到指定的 Netsh 上下文。
 Context。指定 netsh 上下文。
 –r。配置远程计算机。
 RemoteComputer。指定要配置的远程计算机。
 NetshCommand。指定要运行的 Netsh 命令。
 –f。运行脚本后退出 netsh.exe。
 scriptFile。指定要运行的脚本。
如果指定−r 后跟另一个命令，则 Netsh 将在远程计算机上执行该命令，再返回到 cmd.exe
命令提示符。如果指定−r 后不跟其他命令，则 Netsh 将以远程模式打开。该过程类似于在 Netsh
命令提示符下使用 set machine 命令。使用−r 时，仅为 Netsh 的当前示例设置目标计算机。在退
出并重新输入 Netsh 之后，目标计算机将被重置为本地计算机。可通过指定存储在 WINS 中的计
算机名称、UNC 名称，以及一个由 DNS 服务器解析的 Internet 名或数字 IP 地址，在远程计算机
上运行 Netsh 命令。
2．从 netsh.exe 命令提示符运行 Netsh 命令
用户可以从 netsh.exe 命令提示符（即 netsh>）运行这些命令。常见的命令的含义如下。
 ..。到上一级的上下文。
 abort。脱机模式下进行的所有更改。Abort 在联机模式中不起作用。
 add helper。装入 Netsh 中的帮助程序 DLL。
 alias。加由用户定义的字符串组成的别名，Netsh 将用户定义的字符串与其他字符串同等
处理。使用没有参数的 alias 可以显示所有可用的别名。
 bye。退出 netsh.exe 命令窗口。
 commit。将脱机模式下所做的全部更改提交到路由器。Commit 在联机模式下无效。
 delete helper。Netsh 命令中删除帮助程序 DLL.

61

矛与盾——黑客攻防命令大曝光
 dump。创建一个包含当前配置的脚本。如果将该脚本保存到文件中，则可使用该文件恢
复已更改的配置设置。
 exec。装载脚本文件并执行其中的命令。
 exit。退出 netsh.exe 命令，返回至 CMD 命令行提示符。
 popd。与 pushd 一起使用时，popd 使用户能够更改上下文，在新的上下文中运行命令，
再返回到先前的上下文。
（1）Netsh 命令设置了两个脚本 netsh 别名（shaddr 和 shp），在退出 InterfaceIP 上下文时，
在 netsh 命令提示符下可输入 alias shaddr show interface ip addr 命令和 Alias shp helpers 命令，执
行结果如图 2-43 所示。当以后再在 netsh 命令提示符下输入 shaddr 命令时，netsh.exe 会将其解
释为命令 show interface ip addr。如果在 netsh 命令提示符下输入 shp 命令，则 netsh.exe 会将其
解释为命令 show helpers。如果想要退出 netsh.exe 返回至 CMD 命令行提示符，则可输入 exit 命
令，执行结果如图 2-44 所示。

图 2-43

设置别名窗口

图 2-44

退出 netsh.exe 窗口

（2）强制卸载 TCP/IP 协议。
对于很多网络故障而言，卸载并重新安装 TCP/IP 协议是一种非常有效的解决办法，此时可
借助 Windows XP 系统的 netsh 命令，将 TCP/IP
协议的工作状态恢复到操作系统安装时的原始
状态，也相当于把当前的 TCP/IP 协议卸载掉，
并重新安装新的 TCP/IP 协议。
在命令提示符窗口中输入 netsh 命令之后，
再输入 int ip reset new.txt 命令，即可自动重新
安装 TCP/IP 协议，并将操作的记录保存在当前
目录的 new.txt 日志文件中，如图 2-45 所示。再
重新打开 TCP/IP 协议的属性设置窗口之后，检
查其中的各项网络参数，查看是否已经被恢复
到原始状态，并对 TCP/IP 协议的各项参数进行
图 2-45 重新安装 TCP/IP 协议
重新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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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p 命令

按照缺省设置，Arp 高速缓存中的项目是动态的，每当发送一个指定地点的数据报且高
速缓存中不存在当前项目时，Arp 便会自动添加该项目。一旦高速缓存的项目被输入，就已
经开始走向失效状态。因此，如果 Arp 高速缓存中的项目很少或根本没有，请通过另一台计
算机或路由器的 Ping 命令添加。需要通过 arp 命令查看高速缓存中的内容时，最好先 Ping 此
台计算机。
命令格式：
arp[-a [InetAddr] [-N IfaceAddr]] [-g [InetAddr] [-N IfaceAddr]] [-d InetAddr [IfaceAddr]]
[-s InetAddr EtherAddr [IfaceAddr]]

 −a[ InetAddr] [ −N IfaceAddr]。显示所有接口的当前 ARP 缓存表。要显示特定 IP 地址的
ARP 缓存项，请使用带有 InetAddr 参数的 arp -a，此处的 InetAddr 代表 IP 地址。如果未
指定 InetAddr，则使用第一个适用的接口。要显示特定接口的 Arp 缓存表，请将−N
IfaceAddr 参数与−a 参数一起使用，此处的 IfaceAddr 代表指派给该接口 IP 地址。−N 参
数区分大小写。
 −g[ InetAddr] [ −N IfaceAddr]。与−a 相同。
 −d InetAddr [IfaceAddr]。删除指定的 IP 地址项，此处的 InetAddr 代表 IP 地址。对于指
定的接口，要删除表中的某项，请使用 IfaceAddr 参数，此处的 IfaceAddr 代表指派给该
接口的 IP 地址。要删除所有项，请使用星号（*）通配符代替 InetAddr。
 −s InetAddr EtherAddr [IfaceAddr]。向 ARP 缓存添加可将 IP 地址 InetAddr 解析成物理地
址 EtherAddr 的静态项。要向指定接口的表添加静态 Arp 缓存项，请使用 IfaceAddr 参数，
此处的 IfaceAddr 代表指派给该接口的 IP 地址。
如果想要显示所有接口的 Arp 缓存表，则应输入 arp -a 命令，运行结果如图 2-46 所示。
如果想要添加将 IP 地址 192.168.0.0 解析成物理地址 00-AA-00-4F-2A-9C 的静态 ARP 缓存项，
则应输入 arp –s 192.168.0.0-AA-00-4F-2A-9C 命令，运行结果如图 2-47 所示。

图 2-46

显示接口缓存表

图 2-47

添加静态 ARP 缓存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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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etAddr 和 IfaceAddr 的 IP 地址用带圆点的十进制记数法表示。EtherAddr 的物理地址
由 6 个字节组成，这些字节用十六进制记数法表示且用连字符隔开（比如，00-AA-004F-2A-9C）。通过−s 参数添加的绑定项属于静态项，它们不会造成 Arp 缓存超时而消
注意
失，只有终止 TCP/IP 后再启动，这些项才会被删除。要创建永久的静态 Arp 缓存项，
在批处理文件中使用 Arp 命令创建，并通过“计划任务程序”在启动时运行该批处理
文件。只有将 TCP/IP 安装为网卡的属性组件时，该 Arp 命令才可以使用。

2.4

可能出现的问题与解决方法

（1）在上网的过程中应该如何有效预防黑客的入侵呢？
解答：在上网的过程中应时刻提高警惕，防止黑客的攻击和入侵，并养成一个良好的使用
习惯，使黑客入侵自己的计算机时不容易得逞。用户要做到经常清除“开始”菜单中的“我最
近使用的文档”命令；经常清除应用程序中“最近打开的文件”菜单；及时清空回收站；删除
Windows 系统下的临时文件；清除网络浏览历史记录；使用 QQ 时最好不要在计算机内保存密
码，最好是为 QQ 申请密码保护；及时清除网页浏览器地址栏（URL）清单；及时清除 Cookie
信息；经常升级自己的漏洞补丁并对自己的计算机进行杀毒。
（2）使用 Ping 命令有时无法测试出目标计算机的信息，为什么呢？
解答：出现这种情况是 Ping 命令的使用条件所致，可以使用 Ping 测试计算机名和计算机的
IP 地址。如果已成功验证 IP 地址但未成功验证计算机名，这可能是由于名称解析问题所致。在
这种情况下，要确保指定的计算机名可以通过本地主机文件进行解析，其方法是通过域名系统
（DNS）查询或 NetBIOS 名称解析技术进行解析。只有当网际协议（TCP/IP）在网络连接中安装
为网络适配器属性的组件时，该命令才可用。
（3）在用“MS-DOS”
（或命令提示符）获取 IP 信息时，为什么总出现“不是内部或外部命
令，也不是可运行的程序或批处理文件”的信息提示？
解答：其实在输入命令时，只要注意空格或大小写即可。比如在“MS-DOS”（或命令提示
符）中输入 ping192.168.0.3 时，就会出现“不是内部或外部命令，也不是可运行的程序或批处
理文件”的信息提示。而当输入“ping 192.168.0.3”时，则会正常执行这个命令。

2.5

总结与经验积累

本章主要介绍了一些常用 DOS 命令的具体功能和操作方法，以及常用的 Windows 网络命令
行和几个其他相关的网络命令。Windows 系统很容易崩溃，但导致崩溃的原因不外乎系统文件破
坏、注册表损坏和病毒木马破坏等，这些都可以使用 DOS 命令来快速方便地解决。熟练掌握一些
常用的 DOS 网络命令，便可以通过这些网络命令快速进行网络维护，大大增强网络维护的效率。
通过本章的学习，读者可以了解 Windows 系统中一些常用的网络命令行，并熟悉这些网络
命令的作用和具体操作过程。当然，要学习和熟练运用这些网络命令，就必须了解命令的功能、
语法格式及基本操作方法，并弄清楚使用这些网络命令各自可以实现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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