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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Windows 系统

命令行配置
重点提示
♂ Config.sys 文件配置
♂ 批处理与管道
♂ 对硬盘进行分区
本章精粹
本章在讲述利用 Config.sys 文件配置相关内容的基础上，还介绍了批处
理命令和在批处理过程中要用到的管道命令，并用实例演示了使用 Disk part
命令对硬盘进行分区的操作，有助于读者更好地掌握一些常用命令的具体实
现过程。

矛与盾——黑客攻防命令大曝光
在 Windows 系统中命令行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Windows 命令行最大的特点是对网络管理
的便宜性，管理员只需输入几个命令，就可以完成繁杂的操作。在启动计算机时，如果需要运
行 Config.sys 文件，就需要对文件 Config.sys 进行配置。

3.1

Config.sys 文件配置

CONFIG.SYS 是 DOS 系统中的一个重要文件，其配置会影响到系统的使用及其效率。如果
配置不当，可能很多程序都无法正常运行。因此，正确合理地配置 CONFIG.SYS 文件是非常必
要和重要的。

3.1.1

Config.sys 文件中的命令

CONFIG.SYS 是包含在 DOS（Disk Operating System，磁盘操作系统）中的一个文本文件命
令，可以控制操作系统计算机进行初始化。在通常情况下，CONFIG.SYS 命令制定内存设备驱
动和程序，以控制硬件设备、开启或进制系统特征，以及限制系统资源。CONFIG.SYS 在
Autoexec.bat（自动批处理程序）文件执行前载入。由于 CONFIG.SYS 是一个文本文件，因此，
它可以使用文本编辑程序编辑。
CONFIG.SYS 中的命令及其配置方法如下。
 ACCDATE。指定对每一个驱动器是否记录文件最后被访问的日期。
用法：
ACCDATE= 驱动器 1+|- [ 驱动器 2+|-]...

如：ACCDATE=C+ D+ E+将在 C、D、E 盘中记录文件最后被访问的日期。
此命令仅用于 MS-DOS 7.x 中。
 BREAK。设置或清除扩展的 Ctrl+C 检查。
用法：
BREAK=ON|OFF

 BUFFERS/BUFFERSHIGH。为指定数量的磁盘缓冲区分配内存。
用法：
BUFFERS=磁盘缓冲区数量，[从属高速缓存中的缓冲区数量]

 DEVICE/DEVICEHIGH。将指定的设备驱动程序装入内存。
用法：
DEVICE/DEVICEHIGH 文件名 [参数]

其中，文件名是文件的完整路径，如 C:\DOS\HIMEM.SYS。
 DOS。用于 DOS 系统的配置，如是否使用 HMA（高端内存区）等。
用法：
DOS=[HIGH|LOW][,UMB|,NOUMB][,AUTO|,NOAUTO][,SING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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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HIGH 和 LOW 表示使用 HMA 或不使用 HMA，UMB 和 NOUMB 表示使用 UMB 或
不使用 UMB，AUTO 或 NOAUTO 表示系统自动配置或不自动配置，SINGLE 表示使用单一模
式的 DOS。其中，AUTO/NOAUTO 和 SINGLE 仅用于 MS-DOS 7.x 中。
 DRIVPARM。设置现有物理设备的参数。
 FCBS/FCBSHIGH。指定可以同时打开的文件控制块（FCB）的数量。
用法：
FCBS/FCBSHIGH=可以同时打开的 FCB 数量

由于 FCB 主要在 DOS 1.x 中使用，对于高版本，可以让系统自动配置。
 FILES/FILESHIGH。指定可以同时访问的文件数量。
用法：
FILES/FILESHIGH=可以同时访问的文件数量

一般 FILES/FILESHIGH 的设置值在 30 左右比较合适。
 INSTALL/INSTALLHIGH。用于加载 TSR（内存驻留程序）。
用法：
INSTALL/INSTALLHIGH=文件名 [参数]

如 INSTALLHIGH=C:\DOS\DOSKEY.COM /APPEDIT
 LASTDRIVE/LASTDRIVEHIGH。指定可以访问的驱动器最后的有效驱动器字母。
用法：
LASTDRIVE=驱动器字母

如 LASTDRIVE=F 会将 F 设置成最后有效的驱动器字母。
 NUMLOCK。指定启动时 NUMLOCK 指示灯是否打开。
用法：
NUMLOCK=ON|OFF

 REM。添加注解。
用法：
REM [注解字符串]

注解中的字符串只用来增加可读性，将不被执行。
 SET。设计 DOS 环境变量。
用法：
SET 变量=[变量值]

 SHELL。指定 DOS 使用的命令解释程序的名称和位置。
用法：
SHELL=文件名 [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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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名默认是 COMMAND.COM，也可以指定其他的文件，如 4DOS.EXE 等。
 STACK/STACKHIGH。指定使用的堆栈数量。
用法：
STACK/STACKHIGH=堆栈数量，每个堆栈的大小

通常指定的值是 9256，这个值可以满足大多数的需求。
 SWITCHES。指定一些特殊选项。
用法：
SWITCHES=[/W] [/F] [/K] [/N] [/E[:n]]

其他的是一些菜单配置命令，如 MENUITEM、MENUCOLOR 等。
在 MS-DOS 7.x 中还有一些未公开命令，如 LOGO、COMMENT 等。

3.1.2

Config.sys 配置实例

在了解上述命令的基础上，可以利用这些命令来配置 Config.sys 文件，因为配置的好坏直接
影响着系统性能。
【例 1】使用 EMM386.EXE，具体的文件配置内容如下。
device=d:\dos\echo.sys L/o/a/d/i/n/g CONFIG.SYS...
device=d:\dos\himem.sys
device=d:\dos\emm386.exe noems novcpi i=b600-b7ff
devicehigh=d:\dos\mdctools\setver.exe
devicehigh=d:\dos\ifshlp.sys
devicehigh=d:\dos\vide-cdd.sys /d:IDE-CD
devicehigh=d:\dos\cloaking.exe
country=086,936,d:\dos\country.sys
shell=c:\command.com /p /e:640
set temp=e:\temp
set tmp=e:\temp
accdate=c+ d+ e+
dos=high,umb,auto
numlock=off
files=30
buffershigh=30,0
fcbshigh=4,0
lastdrivehigh=n
stackshigh=9256

【例 2】使用 UMBPCI.SYS，具体的文件配置内容如下。
device=d:\dos\echo.sys L/o/a/d/i/n/g CONFIG.SYS...
device=d:\dos\echo.sys
device=d:\dos\umbpci.sys
device=d:\dos\hiram.exe
devicehigh=d:\dos\himem.sys
devicehigh=d:\dos\setver.exe
devicehigh=d:\dos\ifshlp.sys
devicehigh=d:\dos\vide-cdd.sys /d:IDE-CD
shell=d:\dos\command.com /p /e: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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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t temp=e:\temp
set tmp=e:\temp
accdate=c+ d+ e+
dos=high,umb,auto
country=086
numlock=off
fileshigh=30
buffershigh=30,0
stackshigh=9256
lastdrivehigh=n

3.1.3

Config.sys 文件中常用的配置项目

一些在 Config.sys 文件中经常用到的配置项目如下。
1．FILES＝数字
表示可同时打开的文件数，一般可选择 20～50。但如果把 FILES 的值设置得过大，则会占
用过多的基本内存。系统默认为 FILES=8。
2．BUFFERS＝数字
表示设置磁盘缓冲区的数目，通常设置为 20～30 之间，默认值一般为 15。磁盘缓冲区是一
块内存区，用于存储从磁盘读入的数据或存储写到磁盘的数据。
3．DEVICE 和 DEVICEHIGH
用于加载一些内存驻留程序，用于管理设备。比如内存管理程序和光驱驱动程序等。如下
所示。
DEVICE=C:\DOS\HIMEM.SYS
DEVICE=C:\DOS\EMM386.EXE RAM
DEVICEHIGH=C:\CDROM\CDROM.SYS
DEVICEHIGH 与 DEVICE 的区别在于前者将程序加载入高端内存。

4．HIMEM.SYS 和 EMM386.EXE
DOS 只能直接使用 640KB 的内存，即基本内存，必须依靠其他内存管理程序来使用更多的
内存，这两条命令就是最常用的内存管理程序。其中，640KB 到 1MB 之间的内存被称为高端内
存，是系统保留使用的。1MB 以上的内存被称为扩展内存，HIMEM.SYS 就是负责管理扩展内
存的。
EMM386.EXE 负责管理高端内存，并在扩展内存中模拟扩充内存供某些软件使用。因此，
为了使用更多的内存，配置文件中应有如下指令。
DEVICE=C:\DOS\HIMEM.SYS
DEVICE=C:\DOS\EMM386.EXE RAM

注意

EMM386.EXE 必须要求先安装 HIMEM.SYS，因而必须确保安装 HIMEM.SYS 的配置
命令在 EMM386.EXE 之前。

5．DOS＝HIGH，UMB
一般情况下，需要在 CONFIG.SYS 文件中加入这条命令，以将 DOS 的系统文件移入高端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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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空出更多的基本内存给其他软件使用。但如果没有安装 EMM386.EXE、UMB，则这条指令
将是无效的。
以下是一个典型的 CONFIG.SYS 文件内容。
DEVICE=C:\DOS\HIMEM.SYS （加载 Himem，扩展内存管理器）
DEVICE=C:\DOS\EMM386.EXE NOEMS（高端内存并入扩展内存的工具）
BUFFERS=15,0（缓冲区数目）
FILES=50 （同时打开的文件数）
DOS=UMB （系统把 DOS 本身放在什么地方）
LASTDRIVE=Z （驱动器盘符最大可以用哪个）
DOS=HIGH
DEVICEHIGH=C:\DOS\ATAPI_CD.SYS /D:MSCD000 /I:0 （加载光驱驱动程序）
STACKS=9256

此外，在 CONFIG 中还可以配置菜单式多重任务选择的配置，用于不同任务的选择，比如
玩游戏、设置虚拟磁盘等，不过这些应用在目前已经不常用了，这里不再赘述。

3.2

批处理与管道

批处理（Batch）是一种简化的脚本语言，应用于 DOS 和 Windows 系统中，是由 DOS 或
Windows 系统内嵌的命令解释器（通常是 COMMAND.COM 或 CMD.EXE）解释运行的。
批处理文件具有.bat 或.cmd 的扩展名，最简单的例子是逐行书写在命令行中会用到的各种
命令。更复杂的情况是需要使用 if、for 和 goto 等命令控制程序的运行过程（如同 C、Basic 等
高级语言一样）。此外，利用外部程序是必要的，包括系统本身提供的外部命令和第三方提供的
工具或软件。而管道命令就是将一个命令的输出作为另一个命令的输入。

3.2.1

批处理命令实例

批处理程序虽然是在命令行环境中运行，
但不仅仅能使用命令行软件，任何 32 位的 Windows
程序都可以放在批处理文件中运行。
【例 3】先给出一个最简单的批处理脚本，将下面的几行命令保存为 name.bat 并执行这些命
令（以后文中只给出代码，保存和执行方式类似）。
ping
ping
ping
ping
ping
ping
ping
ping
exit

sz.tencent.com > a.txt
sz1.tencent.com >> a.txt
sz2.tencent.com >> a.txt
sz3.tencent.com >> a.txt
sz4.tencent.com >> a.txt
sz5.tencent.com >> a.txt
sz6.tencent.com >> a.txt
sz7.tencent.com >> a.txt

执行这个批处理文件之后，可以在当前磁盘中建立一个名为 a.txt 的文件，其中记录的信息
可以帮助用户迅速找到速度最快的 QQ 服务器，从而远离“从服务器中转”这一过程。也即把
前面命令得到的内容放到后面所给的地方，“>>”的作用与“>”相同，主要区别是把结果追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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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前一行得出的结果的后面，具体说是下一行，而前面一行命令得出的结果将被保留，使这个
a.txt 文件越来越大。另外，这个批处理文件还可以和其他命令结合，执行后直接显示速度最快
的服务器 IP。
【例 4】再给出一个已经过时的实例（a.bat），具体的文件内容如下。
@echo off
if exist C:\Progra~1\Tencent\AD\*.gif del C:\Progra~1\Tencent\AD\*.gif
a.bat

这里使用了 QQ 的默认安装地址，默认批处理文件名为 a.bat，也可以根据情况自行修改。
在这个脚本中使用了 if 命令，使得它可以达到适时判断和删除广告图片的效果，只要不关
闭命令执行后的 DOS 窗口，不按【Ctrl+C】组合键强行终止命令，将一直监视是否有广告图片
（QQ 也在不断查看自己的广告是否被删除）。
【例 5】使用批处理脚本查是否中了冰河木马。
具体的脚本内容如下。
@echo off
netstat -a -n > a.txt
type a.txt | find "7626" && echo "Congratulations! You have infected GLACIER!"
del a.txt
pause & exit

这里利用了 netstat 命令，检查所有的网络端口状态，只需要清楚常见木马所使用的端口，
就可以判断出是否被人种了冰河。但这不是确定的，因为冰河默认的端口是 7626，完全可以被
人修改，这里介绍的只是方法和思路。只需将方法和思路稍做改动，就变成可以检查其他木马
的脚本了，再改动一下，加进去参数和端口及信息列表文件后，就变成自动检测所有木马的脚
本了。
【例 6】借批处理自动清除系统，具体的脚本代码如下。
@echo off
if exist c:\windows\temp\*.* del c:\windows\temp\*.*
if exist c:\windows\Tempor~1\*.* del c:\windows\Tempor~1\*.*
if exist c:\windows\History\*.* del c:\windows\History\*.*
if exist c:\windows\recent\*.* del c:\windows\recent\*.*

将上述脚本内容保存到 Autoexec.bat 文件中，每次开机时就把系统垃圾给自动删除了。
注意

DOS 不支持长文件名，所以就出现了 Tempor～1 这个文件；可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进
行改动，使其符合自己的要求。

3.2.2

批处理中的常用命令

批处理文件常用的有@、Echo、Call、Goto、If、Choice、Pause、For 和 Shift 等命令，下面
将分别介绍这些命令。
1．@
@符号是 E-mail 的必备符号，作用是让执行窗口中不显示它后面这一行的命令本身。即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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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有了它，这一行的命令就不显示了。@命令使用很简单，只需把它放在一行命令的最前面就
可以了。
2．echo
echo 的中文意思为“反馈”或“回显”。它其实是一个开关命令，也就是说它只有两种状态：
打开和关闭。于是就有了 echo on 和 echo off 两个命令。直接执行 echo 命令将显示当前 echo 命
令状态（off 或 on），执行 echo off 将关闭回显，它后面的所有命令都不显示命令本身，只显示
执行后的结果，除非执行 echo on 命令。
3．::
::是一个注释命令，在批处理脚本中和 rem 命令等效。它后面的内容在执行时不显示，也不
起任何作用，因为它只是注释，只是增加了脚本的可读性，和 C 语言中的/*……*/类似。
4．Pause
Pause 的中文意思为“暂停”，作用是让当前程序进程暂停一下，并显示一行提示信息：
“请
按任意键继续……”。
5．:和 goto
goto 是一个跳转命令，：是一个标签。当程序运行到 goto 时，将自动跳转到：定义的部分去
执行。goto 命令也经常和 if 命令结合使用。goto 命令还可用于提前结束程序。在程序中间使用
goto 命令跳转到某一标签，而这一标签的内容却定义为退出。
6．%
百分号严格来说是算不上命令的，它只是批处理中的参数而已，但千万别小看了它，少了
它批处理的功能就大大减少了。
net use \\%1\ipc$ %3 /u:"%2"
copy 11.BAT \\%1\admin$\system32 /y
copy 13.BAT \\%1\admin$\system32 /y
copy ipc2.BAT \\%1\admin$\system32 /y
copy NWZI.EXE \\%1\admin$\system32 /y
attrib \\%1\admin$\system32\10.bat -r -h -s

上述代码是 Bat.Worm.Muma 病毒中的一部分，%1 代表的 IP，2%代表的 username，3%代
表 password。执行形式为：脚本文件名 参数 1 参数 2。假设这个脚本被保存为 a.bat，则执行形
式为 a IP username password。这里 IP、username 和 password 是 3 个参数，缺一不可（因为程序
不能正确运行，并不是因为少了参数语法就不对）。在脚本执行过程中，脚本就自动用 3 个参数
依次代替 1%、2%和 3%，这样，就达到了灵活运用的目的。
7．if
if 命令是一个表示判断的命令，根据得出的每一个结果，它都可以对应一个相应的操作。
（1）输入判断。
if "%1"=="" goto usage
if "%1"=="/?" goto usage
if "%1"=="help" goto us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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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代码是判断输入的参数情况，如果参数为空（无参数），则跳转到 usage；如果参数为/?
或 help，也跳转到 usage。还可以用否定形式来表示“不等于”，例如，if not "%1"=="" goto Usage，
则表示如果输入参数不为空就跳转到 usage。
（2）存在判断。
在语句 if exist C:\Progra~1\Tencent\AD\*.gif del C:\Progra~1\Tencent\AD\*.gif 中，如果存在
gif 文件，就删除这些文件。但这里的条件判断是判断存在的，当然也可以判断不存在的，例如
“如果不存在 gif 文件则退出脚本”：if not exist C:\Progra~1\Tencent\AD\*.gif exit。只是多一个 not
来表示否定而已。
（3）结果判断。
masm %1.asm
if errorlevel 1 pause & edit %1.asm
link %1.obj

上述语句先对源代码进行汇编，如果失败则暂停显示错误信息，并在按任意键后自动进入
编辑界面，否则用 link 程序连接生成的 obj 文件。这种用法是先判断前一个命令执行后的返回码，
如果和定义的错误码符合（这里定义的错误码为 1），则执行相应的操作（这里相应的操作为 pause
& edit %1.asm 部分）。 另外，这种用法也可以表示否定。
用否定形式仍表达上面 3 句的意思，代码变为以下语句。
masm %1.asm
if not errorlevel 1 link %1.obj
pause & edit %1.asm

其实只是把结果判断后所执行的命令互换了一下，if not errorlevel 1 和 if errorlevel 0 是等效
的，都表示上一句 masm 命令执行成功（因为它是错误判断，而且返回码为 0，0 就表示否定，
也就是说这个错误不存在，masm 执行成功）。这里是否加 not，错误码到底用 0 还是 1，值得考
虑，一旦搭配不成功，脚本就肯定出错。这种用 errorlevel 结果判断的用法是 if 命令最难的用法，
但如果不会用 errorlevel 来判断返回码，则要达到相同的效果，必须用 else 来表示“否则”的操
作。以上代码必须变成以下语句。
masm %1.asm
if exist %1.obj link %1.obj
else pause & edit %1.asm

关于 if 命令的这 3 种用法理解起来很简单，但应用时不一定用得那么得心应手，主要是熟
练程度的问题。
8．call
在批处理脚本中，call 命令用来从一个批处理脚本中调用另一个批处理脚本。
来看下面的实例（默认的 3 个脚本文件名分别为 start.bat、10.bat 和 ipc.bat）。
start.bat：
…
CALL 10.BAT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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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bat：
…
ECHO %IPA%.%1 >HFIND.TMP
…
CALL ipc.bat IPCFind.txt
ipc.bat：
for /f "tokens=1,2,3 delims= " %%i in (%1) do call HACK.bat %%i %%j %%k

从上述 3 个脚本可以得到信息：脚本调用可以灵活运用、循环运用和重复运用。脚本调用
可以使用参数。
在 start.bat 中，10.bat 后面跟了参数 0，执行时的效果其实就是把 10.bat 中的参数%1 用 0 代
替。在 start.bat 中，ipc.bat 后面跟了参数 ipcfind.txt（一个文件，也可以做参数）
，执行时的效果
就是用 ipc.bat 中每一行的 3 个变量，对应代换 ipc.bat 中的%%i、%%j 和%%k。这里参数调用是
非常灵活的，使用时需要好好体会。
9．find
find 是一个搜索命令，用来在文件中搜索特定字符串，通常也作为条件判断的铺垫程序。这
个命令单独使用的情况在批处理中比较少见，没有什么实际意义。
10．REM
REM 命令的作用是在批处理文件 Autoexec.bat 或系统配置文件 Config.sys 中注入注释，当
执行时将注释信息显示在屏幕上，可用于增加文件可读性，但不会被执行。REM 命令可以用 ：
：
来代替。另外，REM 命令还可以用于屏蔽命令。
REM 命令不会在屏幕上显示注释，如果在屏幕上显示注释，则必须在批处理文件或系
注意 统配置文件中使用 ECHO ON 命令。在批处理文件中不能使用重定向符（如<和>）
，也
不能使用管道字符|。
11．SHIFT
SHIFT 命令的作用是更改批处理文件中批处理参数的位置。SHIFT 命令通过将每个参数复
制到前一个参数，来改变可替换参数%0～%9 的值，就是%1 的值被复制到%0、%2 的值被复制
到%1 等。该命令对用一系列参数完成同样操作的批处理文件很有用。

3.2.3

常用的管道命令

在批处理文件中常常用到管道命令，常见的管道命令如下。
1．|
当查看一个命令的帮助时，如果帮助信息比较长，一屏幕显示不完时，DOS 并不给用户留
出时间让其看完一屏幕再翻到另一屏幕，而是直接显示到帮助信息的最后。如果在提示符下运
行 help 命令，就会看到当前 DOS 版本所支持的所有非隐含命令，但只能看到最后的那些命令，
前面的早就一闪而过了。
此时如果使用 help | more 命令，就会发现显示满一屏幕后将自动暂停，等候继续显示其他
信息。当按下【Enter】键时，将变成一个一个地出现；按下空格键时，将一屏幕一屏幕地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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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全部显示完为止；按其他键自动停止返回 DOS。
为什么会出现上述现象？主要是因为结合了管道命令|和 DOS 命令 more 来共同实现的。这
里先简单介绍一下 help 命令和 more 命令，对理解|命令的用法有很大帮助。
 help 命令：直接在 DOS 提示符下输入 help 命令，结果是让 DOS 显示其所支持的所有非
隐含命令，而在其他地方用 help 命令（如输入 net help），则是显示 net 命令的帮助信息。
 more 命令：利用 more 命令可以达到逐屏或逐行显示输出的效果，而 type 命令只能一次
把输出显示完，最后的结果就是只能看到末尾部分。
2．>、>>
这两个命令的效果从本质上都是一样的，都是输出重定向命令，即把前面命令的输出写入
到一个文件中。这两个命令的区别在于：>会在清除掉原有文件中的内容之后，把新的内容写入
原文件；而>>只会另起一行追加新的内容到原文件中，且不会改动其中的原有内容。
echo
echo
echo
echo
echo
echo

@echo off > a.bat
echo This is a pipeline command example. >> a.bat
echo It is very easy? >> a.bat
echo Believe your self! >> a.bat
pause >> a.bat
exit >> a.bat

依次在 DOS 提示符下输入上述各行命令，输入每一行后按下【Enter】键，即可在当前目录
下生成一个 a.bat 文件，其中的内容如下。
@echo off
echo This is a pipeline command example.
echo It is very easy?
echo Believe your self!
pause
exit

从上述实例中可以得到这样的信息：
可以在 DOS 提示符下利用 echo 命令的写入功能编辑一
个文本，而不需要专门的文本编辑工具；如果只用>命令来完成上述操作，最后也会生成一个
a.bat，但其中的内容就只剩下最后一行 exit 了。因此，>和>>一般都联合起来用，除非重定向的
输出只有一行，就可以只用>了。
3．<、>&、<&
这 3 个命令也是重定向命令，但它们一般不常用，具体的含义如下。
 <，输入重定向命令，从文件中读入命令输入，而不是从键盘中读入。
 >&，将一个句柄的输出写入到另一个句柄的输入中。
 <&，刚好和>&相反，从一个句柄读取输入并将其写入到另一个句柄输出中。
组合命令（&、&&、||）主要用于把多个命令组合起来当做一个命令来执行。这在批处理脚
本里是允许的，而且应用非常广泛。它的格式很简单，既然现在已经成了一个文件了，那么多
个命令就可以用组合命令连接起来放在同一行。
4．&
&是最简单的一个组合命令，作用是用来连接 n 个 DOS 命令，并把这些命令按顺序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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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管是否有命令执行失败。
如 copy a.txt b.txt /y & del a.txt 和 move a.txt b.txt 的效果一样，只不过前者分了两步来进行。
需要注意的是，这里&两边的命令是有执行顺序的，即从前往后执行。
5．&&
&&命令可以把它前后两个命令组合起来当做一个命令使用，与&命令的区别在于，它在从
前往后依次执行被它连接的几个命令时，会自动判断是否有某个命令执行出错，一旦发现出错
后，将不继续执行后面剩下的命令。这就为自动化完成一些任务提供了可能。
如在“dir 文件://1%/www/user.mdb && copy 文件://1%/www/user.mdb e:\backup\www”中，
如果远程主机存在 user.mdb，则 copy 到本地 e:\backup\www；如果不存在，则不执行 copy。其
实它和“if exist 文件://1%/www/user.mdb copy 文件://1%/www/user.mdb e:\backup\www”语句的
作用是一样的。通过 dir c:\ > a.txt && dir d:\ >> a.txt 语句可以把 C 盘和 D 盘的文件和文件夹列
出到 a.txt 文件中。
6．||
||命令的用法和&&几乎一样，但作用刚好相反。利用这种方法在执行多条命令时，当遇到
一个执行正确的命令就退出此命令组合，不再继续执行下面的命令。
@echo off
dir s*.exe || echo Didn't exist file s*.exe & pause & exit

上述语句可以实现查看当前目录下是否有以 s 开头的 exe 文件，如果有则退出。这样执行的
结果，就能达到题目的要求，是否存在 s*.exe 将出现两种结果。这里若加暂停，则可以看到 echo
输出的内容，否则窗口一闪而过。

3.2.4

批处理的实例应用

批处理（.bat）文件可以用文本编辑、建立、修改和打开，把 DOS 命令一个接一个地输进去，
并将该文件的扩展名保存修改为.bat，此时，用户只需双击此文件，即可执行该文件中的命令。
1．IF-EXIST
用 if-exist 命令制作批处理文件的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步骤 1：先用记事本在 C:\建立一个 test1.bat 批处理文件，文件内容如下。
@echo off
IF EXIST \AUTOEXEC.BAT TYPE \AUTOEXEC.BAT
IF NOT EXIST \AUTOEXEC.BAT ECHO \AUTOEXEC.BAT does not exist

步骤 2：使用 C:\> test1.bat 语句运行 test1.bat 批处理文件，如果 C:\中存在 AUTO EXEC.BAT
文件，则其内容就会被显示出来；如果不存在，则批处理文件就会提示用户该文件不存在。
步骤 3：再建立一个 test2.bat 文件，文件内容如下。
@ECHO OFF
IF EXIST \%1 TYPE \%1
IF NOT EXIST \%1 ECHO \%1 does not ex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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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码 IF EXIST 用来测试文件是否存在，格式为：IF EXIST [路径+文件名] 命令。test2.bat
文件中的%1 是参数，DOS 允许传递 9 个批参数信息给批处理文件，
分别为%1～%9
（%0
提示
表 示 test2 命 令 本 身 ）， 这 有 点 像 编 程 中 的 实 参 和 形 参 的 关 系 ， %1 是 形 参 ，
AUTOEXEC.BAT 是实参。
步骤 4：使用 C:\> test2 AUTOEXEC.BAT 语句运行 test2.bat 批处理文件，如果 C:\中存在
AUTOEXEC.BAT 文件，则其内容就会被显示出来；如果不存在，则批处理文件就会提示用户该
文件不存在。
步骤 5：在“记事本”中建立一个名为 TEST3.BAT 的文件，具体的文件内容如下。
@echo off
IF "%1" == "A" ECHO XIAO
IF "%2" == "B" ECHO TIAN
IF "%3" == "C" ECHO XIN

步骤 6：如果运行 C:\>TEST3 A B C，则屏幕上会显示 XIAO TIAN XIN；如果运行 C:\>TEST3
A B，则屏幕上会显示 XIAO TIAN。在这个命令执行过程中，DOS 会将一个空字符串指定给参
数%3。
2．IF-ERRORLEVEL
运用 if-errorlevel 制作批处理文件的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步骤 1：在“记事本”中新建一个名为 TEST4.BAT 的文件之后，在其中输入以下代码。
@ECHO OFF
XCOPY C:\AUTOEXEC.BAT D:IF ERRORLEVEL 1 ECHO 文件复制失败
IF ERRORLEVEL 0 ECHO 成功复制文件

步骤 2：在命令提示符中输入“C:\>TEST4”命令执行该文件。
步骤 3：如果文件复制成功，屏幕就会显示“成功复制文件”信息提示，否则，就会显示“文
件复制失败”信息提示。
IF ERRORLEVEL 可用来测试其上一个 DOS 命令的返回值，但仅只是上一个命令的返回值，
而且返回值必须依照从大到小的顺序来判断。因此，下面的批处理文件是错误的。
@ECHO OFF
XCOPY C:\AUTOEXEC.BAT D:\
IF ERRORLEVEL 0 ECHO 成功复制文件
IF ERRORLEVEL 1 ECHO 未找到复制文件
IF ERRORLEVEL 2 ECHO 用户通过 ctrl-c 中止复制操作
IF ERRORLEVEL 3 ECHO 预置错误阻止文件复制操作
IF ERRORLEVEL 4 ECHO 复制过程中写盘错误

步骤 4：无论复制是否成功，用户均可按【Ctrl+C】组合键中止复制操作。
以下是几个常用命令的返回值及其代表的意义。
 backup 。
0：备份成功。
1：未找到备份文件 。
2：文件共享冲突阻止备份完成。
3：用户按【Ctrl+C】组合键中止备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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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由于致命的错误使备份操作中止。
 diskcomp。
0：盘比较相同。
1：盘比较不同。
2：用户通过按【Ctrl+C】组合键中止比较操作。
3：由于致命的错误使比较操作中止。
4：预置错误中止比较。
 diskcopy。
0：盘复制操作成功。
1：非致命盘读/写错。
2：用户通过按【Ctrl+C】组合键结束复制操作。
3：因致命的处理错误使盘复制中止。
4：预置错误阻止复制操作。
 format。
0：格式化成功。
3：通过【Ctrl+C】组合键中止格式化处理。
4：因致命的处理错误使格式化中止。
5：在提示"proceed with format（y/n）?"下用户键入 n 结束。
 xcopy。
0：成功复制文件。
1：未找到复制文件。
2：用户通过按【Ctrl+C】组合键中止复制操作。
4：预置错误阻止文件复制操作。
5：复制过程中写盘错误。
3．IF STRING1 == STRING2
在记事本中新建文件 TEST5.BAT 之后，再在其中输入以下代码。
@echo off
IF "%1" == "A" formAT A:

此时执行 C:\>TEST5 A 命令，即可在屏幕上出现是否将 A:盘格式化的内容。
为了防止参数为空的情况，一般会将字符串用双引号（或其他符号，注意不能使用保留符
号）括起来。如 if [%1]==[A] 或者 if %1*==A*
4．GOTO
在记事本中新建文件 TEST6.BAT 之后，在其中输入以下代码。
@ECHO OFF
IF EXIST C:\AUTOEXEC.BAT GOTO _COPY
GOTO _DONE
:_COPY
COPY C:\AUTOEXEC.BAT D:\
:_DONE

在输入代码时，标号前是 ASCII 字符的冒号:，冒号与标号之间不能有空格。标号的命
注意 名规则与文件名的命名规则相同。DOS 支持最长 8 位字符的标号，当无法区别两个标
号时，将跳转至最近的一个标号。
5．FOR
在记事本中新建文件 TEST7.BAT 之后，在其中输入以下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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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HO OFF
FOR %%C IN (*.BAT *.TXT *.SYS) DO TYPE %%C

此时运行 C:>TEST7 命令，即可在屏幕上将 C:盘根目录下所有以 BAT、TXT 或 SYS 为扩展
名的文件内容显示出来（不包括隐藏文件）。

3.3

对硬盘进行分区

计算机中的系统文件、应用软件及文档等，都是以文档形式存放在计算机中的硬盘上，所
以要合理地设置硬盘分区大小，并根据需要随时管理硬盘。

3.3.1

硬盘分区的相关知识

硬盘分区就是对硬盘的物理存储进行逻辑上的划分，将大容量的硬盘分成多个大小不同的
逻辑区间，如果不进行分区，在默认情况下将只有一个分区（即 C 盘）。在这种情况下虽然可以
照常使用，但给管理和维护计算机带来很多不便。
所谓分区，就是硬盘上建立的用做单独存储区域的部分，它分为主分区和扩充分区。主分
区用来存放操作系统的引导记录（在该主分区的第一扇区）和操作系统文件；扩充分区一般用
来存放数据和应用程序。
一个硬盘可以被分为 1～4 个分区，最多能有 4 个主分区。如果有扩充分区，则最多可以有
3 个主分区。一般只有一个扩充分区，它可以被划分成多个逻辑驱动器。用户必须显式地建立主
分区，但不必显式地建立扩充分区。在建立第一个非主分区逻辑驱动器时，如果隐式地建立了
一个扩充分区，则当增加逻辑驱动器时，即可向该扩充分区中添加逻辑驱动器。
1．主分区、活动分区、扩展分区、逻辑盘和盘符
 主分区也称为主磁盘分区，和扩展分区、逻辑分区一样，是一种分区类型。主分区中不
能再划分其他类型的分区，因此，每个主分区都相当于一个逻辑磁盘（在这一点上主分
区和逻辑分区很相似，但主分区是直接在硬盘上划分的，逻辑分区则必须建立在扩展分
区中）。
 活动分区。就是计算机启动时由哪个区启动，不设置活动分区，计算机就无法启动。在
DOS 分区中，只有基本 DOS 分区可设置为活动分区，逻辑分区是不能设置为活动分区
的（建议把 C 盘设置为活动分区）。
 扩展分区。分出主分区后，其余的部分可以分成扩展分区，一般是剩下的部分全部分成
扩展分区，也可以不全分，但剩余部分就浪费了。
 逻辑盘。扩展分区不能直接使用，需要以逻辑分区的方式来使用，因此，扩展分区可分
成若干逻辑分区。
 盘符。盘符是 DOS 和 Windows 系统对于磁盘存储设备的标识符。一般使用 26 个英文字
符加上一个冒号（：
）来标识。早期计算机一般装有两个软盘驱动器，因此 A：和 B：两
个盘符用来表示软驱，而硬盘设备就是从字母 C：开始一直到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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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硬盘分区的原因
随着硬件技术的快速发展，硬盘容量也越来越大，计算机管理的灵活性遇到严重挑战，而
对硬盘进行分区可以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
对硬盘分区的理由体现在以下 3 个方面。
（1）减少硬盘空间的浪费。一般情况下，对于同一种分区格式，分区越大，簇的大小就越
大。保存任意大小的文件，至少要使用一个簇。所以，同样大小的文件保存在大分区上，要比
保存在小分区上更浪费空间。
（2）便于文件的分类管理。将不同类型、不同用途的文件，存放在硬盘分区后形成不同的
逻辑盘中，便于分类管理，即使误操作或重装系统，也不会导致整个硬盘上的数据全部丢失。
（3）有利于病毒的防治。硬盘多分区多逻辑盘结构，有利于病毒的防治和清除。对装有某
些重要文件的逻辑盘可以设置为只读属性，减少文件型病毒侵犯的机会。即使遭到黑客的入侵，
有些病毒只攻击 C 盘，因此可以挽救其他逻辑盘中的数据，从而减少损失。
3．硬盘分区的原则
按照硬盘容量的大小和分区个数，硬盘分区有很多种分区方案，可以把硬盘作为一个分区来使
用，也可以把硬盘分成 2 个区或 3 个区来使用，每个分区的容量大小既可以相同，也可以不相同。
硬盘分区需要遵循一定的原则，具体表现如下。
（1）方便性。对磁盘分区的初衷是比较方便地对磁盘进行管理。分区过多或过少都不便于
对磁盘信息进行管理。分区分得太少，在对磁盘进行分类时就显得比较麻烦了。
（2）实用性。不同的用户对硬盘信息存储要求也不同，比如进行视频编辑、图像处理等工
作的用户，就需要划分出一个空间比较大的分区用来存放数据，以便有足够空间来保存图像和
视频中大量的临时文件。
（3）安全性。数据安全一直是计算机用户担心的一个问题，其实分区是否合理，也会对安
全产生一定的影响。如果把硬盘作为一个分区，其数据安全就没有保障，要是系统文件出现错
误或受到病毒攻击，则整个磁盘中的数据将会丢失。所以分区的大小应该合理化，最好分成容
易记的整数，如果分区太过随意，在遇到特殊故障（如遇到分区表被破坏）想要手工恢复时，
由于难以确认原来分区的大小，就无形中增加了恢复的难度。

3.3.2

利用 Diskpart 进行分区

利用 Diskpart 可实现对硬盘的分区管理，包括创建分区、删除分区和合并（扩展）分区，
而且设置分区后不用重启计算机也能生效。Diskpart 启用“磁盘管理”管理单元所支持的操作
的超集。
“磁盘管理”管理单元禁止无意中执行可能会导致数据丢失的操作。建议用户谨慎使用
Diskpart 实用工具，因为 Diskpart 支持显式控制分区和卷。
1．命令行工具 Diskpart
DiskPart.exe 是一种文本模式命令解释程序，允许用户通过使用脚本或从命令提示符直接输入来
管理对象（磁盘、分区或卷）
。在磁盘、分区或卷上使用 DiskPart.exe 命令之前，必须先列出选中时
要给予其焦点的对象。当某个对象具有焦点时，输入的任何 DiskPart.exe 命令都会作用到该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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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kpart 还 支 持 命 令 参 数 ， 命 令 格 式 为 ： Disk[/add|/delete][device_naMe|drive_naMe|
partition_naMe][size]，如果不带任何参数，将会启动 Diskpart 的交互式字符界面。
 /add。创建新的分区。
 /delete。删除现有的分区。
 device_naMe。要创建或者删除分区的设备。设置的名称可以从 map 命令输出中获得。
 drive_naMe。以驱动器号表示的待删除的分区，只与/delete 同时使用。
 partition_naMe。以分区名称表示的待删除的分区，可代替 drive_naMe，但只与/delete 同
时使用。
 size。要创建分区的大小。以兆字节（MB）表示，只与/add 同时使用。
在 Windows XP 系统中启动 Diskpart.exe 方法很简单，在命令提示符窗口中运行 Diskpart 命
令，即可启动 Diskpart.exe 工具，如图 3-1 所示。
Diskpart.exe 几乎支持所有的 Windows XP 特性，包括常用的基本磁盘、从 Windows 2000 中
引入动态磁盘等，所支持的命令也比较复杂，稍有不慎就会造成数据破坏，因此，一定要在有
把握的基础上进行操作。
下面简单讲述一下 Diskpart.exe 所支持的命令。
 Select Disk。该命令用于指定磁盘，并将焦点转移到该磁盘，命令参数为 select disk=[磁
盘编号]。如果没有指定磁盘编号，select 命令就列出当前具有焦点的磁盘（带*号），磁
盘的编号从 0 开始，如果有多个磁盘，则磁盘的编号为 0、1…如果不清楚系统中硬盘的
情况，可以使用 List Disk 命令来查看计算机上所有的磁盘编号，如图 3-2 所示。

图 3-1

启动 Diskpart.exe 文件

图 3-2

查看磁盘编号

例如，要把焦点移到物理硬盘 0 上，只需在命令提示符 DISKPART>后面运行 select disk=0
命令即可，如图 3-3 所示。
 Select Partition。选择指定分区并给予其焦点，其命令参数为 select partition=[{分区编号|
驱动器编号}]，分区编号是从 1 开始的，编号的顺序依次是主分区、扩展分区和逻辑磁
盘。如果未指定分区，select 命令就列出具有焦点的当前分区（带有*号）。使用 list partition
命令，可以查看当前磁盘上所有的分区编号，但是必须先用 Select Disk 命令选中某个磁
盘，如图 3-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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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

转移焦点

图 3-4

查看分区编号

选择某个对象时，焦点一直保留在该对象上，直到选中不同的对象。例如，如果在磁盘 0
上设置了焦点，并选择磁盘 1 上的分区 2，焦点就从磁盘 0 转移到磁盘 2 上的分区 2，有些命令
会自动更改焦点。例如要创建新分区，焦点就自动转移到新分区上。
 Create Partition Primary。创建分区的顺序为先创建主分区，再创建扩展分区，最后创建
逻辑磁盘。创建主分区使用 Create partition Primary 命令，在当前磁盘上创建一个主分区
之后，焦点自动移动到新建的分区上，该分区不接受驱动器号，必须使用 assign 命令为
该分区分配一个驱动器号。
该命令常用的参数格式为 Create Partition Primary[size=n][offset=n]，其中 size=n 代表分区的
大小，如果没有给出该参数，则分区将持续到当前区域中没有可用的空间为止。分区大小是按
柱面对齐的，分区大小会自动舍入到最近柱面的边界，如指定一个 500MB 的分区，分区将自动
舍入为 504MB。Offset=n 是指创建分区的字节偏移量，如果没有给出偏移量是按柱面对齐的，
偏移量会自动舍入到最近柱面的边界，如定义偏移量为 27MB，柱面为 8MB，偏移量会自动舍
入为 24MB。
 Create Partition Extended。该命令可以用于创建分区，在当前磁盘上创建扩展选区。创建
分区以后，焦点就会自动转移到新建的分区上，每个磁盘上只能创建一个扩展分区。如
果试图在另一个扩展分区内创建扩展分区，该命令失效。
该命令常用的参数格式为 Create Partition Extended[size=n][offset=n]，其含义和 Create
Partition Primary 命令是一致的。
 Create Partition Logical。使用该命令可以在扩展分区内创建逻辑磁盘，创建分区之后，
焦点自动转移到新建的逻辑驱动器上。必须在创建逻辑驱动器之前创建扩展分区。
该命令的常用参数格式为 Create Partition Logical [size=n][offset=n]。
 Delete Partition。使用该命令可以删除带有焦点的分区，不能删除系统分区、启动分区或
任何包含活动页面的文件或者故障转储的分区。
 Active。该命令的作用是设置活动分区，将具有焦点的分区标为活动状态，这样就可以
通知 BOIS，该分区是有效的系统分区，该命令没有参数，所以使用该命令时一定要小
心。DiskPart 只验证分区有足够空间来包含操作系统的启动文件，DiskPart 不检查分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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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内容，如果误将某个分区标为 active，并且该分区不包含操作系统的启动的文件，则
计算机就有可能无法启动。
2．使用系统安装盘自带的工具进行分区
在 Windows 2000/XP/Server 2003/7 系统安装光盘中集成了中文界面的分区程序 DISKPART，
通过该程序可以不事先给磁盘分区，而在安装过程中再对硬盘进行分区。
另外，这个分区工具还可以单独使用，具体的操作步骤如下。
步骤 1：启动计算机并按【Delete】键进入 BIOS 设置，将第一启动设置为 CD-ROM 之后，
将 Windows XP 安装盘放入到光驱，光盘引导的安装界面如图 3-5 所示。
步骤 2：根据屏幕显示的提示操作，安装程序将会扫描系统硬件，此过程大致需要几分钟时
间。扫描完成后将进入安装许可协议界面，如图 3-6 所示。

图 3-5

系统安装界面

图 3-6

安装许可协议界面

步骤 3：按【F8】键接受许可协议，即可进入选择安装系统项目界面，如图 3-7 所示。根据
提示信息按【C】键，即可进入创建新的分区的界面，在分区大小的位置输入分区容量（单位为
MB），如图 3-8 所示。

图 3-7

选择安装系统项目界面

图 3-8

设置分区大小界面

步骤 4：在设置完毕之后，将光标移动到“未划分的空间”选项上，根据提示继续划分新的
分区，如图 3-9 所示。如果在分区过程中需要删除某个分区，只需将光标移动到该分区上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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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下【D】键，即可将该分区删除。
步骤 5：在分区创建完毕之后，将光标移动到要安装操作系统的分区上，即可出现格式化分
区的界面，如图 3-10 所示。根据需要选择一种文件系统来格式化系统分区，完成以后将复制系
统安装文件进行系统的安装。

图 3-9

继续划分分区

图 3-10

选择格式化分区方式

3．用命令符窗口中进行分区
除了使用 Windows 系统安装盘中自带的分区工具进行分区外，也可以在命令提示符中对硬
盘进行重新分区。具体的操作步骤如下。
步骤 1：在命令提示符窗口中运行 Diskpart 命令，即可启动 Diskpart.exe 工具，如图 3-11 所示。
步骤 2：因为只有一个硬盘，就不需要使用 list disk 命令来查看磁盘的情况了，可以直接选
择第一个硬盘（在 DISKPART>后面输入 select disk=0 命令选中这个硬盘），如图 3-12 所示。
步骤 3：在 DISKPART>后面运行 List partition 命令，即可查看选中硬盘中的分区信息，如
图 3-13 所示。

图 3-11 启动 Diskpart.exe 文件

图 3-12

选中硬盘

步骤 4：要将逻辑分区分成两个逻辑分区，可以先删除该分区之后，再重新创建分区。在
DISKPART>后面运行 select part 命令，即可选中分区 3，如图 3-14 所示。在 DISKPART>后面运
行 delete part 命令，即可删除分区 3，如图 3-1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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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4

选中分区 3

步骤 5：再次输入 list partition 命令，即可看到删除分区后的硬盘中的分区信息，如图 3-16
所示。再次输入 Create partition logical size=1000 命令，即可创建一个大小为 1000MB 的扩展分
区，如图 3-17 所示。

图 3-15

删除分区

图 3-16

查看删除后的分区信息

步骤 6：在其中输入 list partition 命令，即可看到分区后硬盘中的分区信息，如图 3-18 所示。
再次输入 Create partition logical 命令，即可把剩下的空间分配给另一个分区，如图 3-19 所示。

图 3-17

设置分区大小

图 3-18

查看分区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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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7：在其中输入 list partition 命令，即可看到分区后的硬盘中的分区信息，如图 3-20 所
示。在划分完毕之后，再在 DISKPART>后面运行 select disk=0 命令，在第一个硬盘上设置焦点
并运行 Detail Disk 命令，即可显示所选硬盘的详细分区信息，如图 3-21 所示。

图 3-19

继续划分分区

图 3-20

查看划分完毕后的分区信息

步骤 8：现在已经成功对硬盘进行了分区，但在“我的电脑”中看不到新分的驱动器。这时
需要分配驱动号，先输入 Select disk=0 命令选中第一个物理硬盘，再用 Select partition=3 命令选
中第一个逻辑磁盘（本例编号 1 是扩展分区），如图 3-22 所示。

图 3-21

查看硬盘详细的分区信息

图 3-22

选中编号是 3 的分区

步骤 9：在 DISKPART>后面运行 assign 命令，即可给逻辑磁盘 1 自动分配一个驱动器号，
此时将会看到“Disk Part 成功地指派了驱动器号或装载点”的提示信息，如图 3-23 所示。再用
Select partition=4 命令给逻辑磁盘 2 转移焦点，最后用 assign 命令给逻辑磁盘 2 自动分配一个驱
动器号。至此，对硬盘进行分区的工作就完成了。
Assign 命令是专门用来给分区分配驱动器号的命令，命令参数为 Assign[letter=X]，其
提示 中 X 表示驱动器号，如果不指定驱动器号，则分配下一个驱动器号，如果驱动器号或
者装载点已经在用，则会产生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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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出现的问题与解决方法

（1）在批处理自动清除系统垃圾时，已经将脚本内容保存到 autoexec.bat 中，每次开机时也
会把系统垃圾自动清理掉，但为什么此文件却显示
不出来呢？
解答：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主要是因为
Autoexec.bat 文件在 C 盘下，默认是不显示出来的，
需要在“文件夹选项”对话框中取消选择“隐藏受
保护的操作系统文件”复选框并选择“显示所有文
件和文件夹”单选按钮之后，才可以显示出来。
（2）在 Windows XP 系统中启动到 DOS 命令符
下，为什么无法使用 Format 命令？
图 3-23 分配驱动器编号
解答：前提是要格式化的分区是 FAT 格式，如
果是 NTFS 格式就无法执行该命令。Format 是磁盘格式化命令，功能是对磁盘进行格式化、划
分磁道和扇区，同时检查出整个磁盘上有无带缺陷的磁道，对坏道加注标记；建立目录区和文
件分配表，使磁盘做好接收 DOS 的准备。它属于外部命令且包括 3 个参数，使用 Format 命令时
可加上这些参数，其中若选用/s 参数，将把 DOS 系统文件 io.sys、msdos.sys 及 command.com 复
制到磁盘上，使该磁盘可以作为 DOS 启动盘。/Q 参数用于快速格式化，这个参数并不会重新划
分磁盘的磁道和扇区，只能将磁盘根目录、文件分配表及引导扇区清成空白。因此，格式化的
速度较快。若选用了/U 参数，则表示无条件格式化，即破坏原来磁盘上的所有数据。不加/U 则
为安全格式化，这时先建立一个镜像文件保存原来的 FAT 表和根目录，必要时可用 Unformat 恢
复原来的数据。

3.5

总结与经验积累

本章主要介绍了 Windows 系统中命令行的配置，以及如何使用 disk part 命令给硬盘进行分
区。在 Windows 命令行配置部分主要讲述 Config.sys 文件的配置，以及在配置过程中要用到的
命令，并通过实例来讲述批处理的原理及在批处理中用到的管道命令。
在安装 Windows 操作系统之前，要根据使用者的具体情况对系统进行个性化分区和格式化，
以保证计算机设置的独特性和计算机使用的最大能效比，使自己的计算机操作起来达到最佳效果。
现在可用于分区的工具有很多，常见分区工具有 DM（Hard Disk Management Program）和
分区大师 PowerQuest PartitionMagic。DM 可以对硬盘进行低级格式化、校验等管理工作，还可
以提高硬盘的使用效率，其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分区的速度非常快，分区和格式化同时进行。
PowerQuest PartitionMagic 是一个优秀硬盘分区管理工具，该工具可以在不损失硬盘中已有数据
的前提下对硬盘进行重新分区、格式化分区、复制分区、移动分区、隐藏/重现分区、从任意分
区引导系统，以及转换分区（如 FAT<-->FAT32）结构属性等，功能强大，可以说是目前在这方
面表现最为出色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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