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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dlddr / Gooflow

Assignees

No one assigned

Labels

Projects

None yet

Milestone

No milestone

41 participa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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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others

_ #12
 Closed Gcaufy opened this issue 23 hours ago · 130 comments

New issue

None yet

Notifications

@G
cauf

y
Gcaufy commented 23 hours ago • 

No description provided.

edited by sdlddr 

 10

@sd
lddr sdlddr commented 22 hours ago

谁说开源了？项目挂在github而已，盗版了还理直气壮指责作者的不是，还能再无耻一点吗？

Owner

 1  125  14

 sdlddr closed this 22 hours ago

@ju
stjav

ac
justjavac commented 22 hours ago

你重新定义了“盗版”，而且还是用的 MIT License

 47  2  4

@ju
stjav

ac
justjavac commented 22 hours ago

呃~ 还把描述给删了

好在 github 可以记录所有的修改记录

 19  1

@sd
lddr sdlddr commented 22 hours ago

那么我去掉MIT就可以了，版权协定作者说了算。

Owner

@G
cauf

y
Gcaufy commented 22 hours ago • 

如果你觉得光明正大的话，就请不要关issue, 不要删除评论。正常讨论。 
不愿意开源你就不要放MIT License, 不要放github。你爱怎么收费都行。github 也不会欢迎你的。

edited 

 24  1

@sd
lddr sdlddr commented 22 hours ago

如果你们觉得光明正大的话，就请直接购买授权，获得纯净的正式版再使用，不要随意盗窃破解，谢谢。

Ow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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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

@Ju
stin

eo
Justineo commented 22 hours ago

那么我去掉MIT就可以了，版权协定作者说了算。

不太严谨，你即使去掉 MIT 协议也无法撤销在你去掉之前已经放弃的权利……所以说，在你修改协议之前的版
本已经基于 MIT 协议把软件的源码和使用权共享了出来，别人使用是合法合规的。你修改协议以后的升级，
别人不再可以随意使用。

能明白你的气愤，但是放 LICENSE 文件之前还是要先了解一下内容到底是啥呀。指责别人的「无耻」是基于
你错误的理解，那么此时插入挖矿代码，就是你自己的不是了。

 32  1

 sdlddr changed the title from 有这种想法还开源干啥 to _ 22 hours ago

@Ju
stin

eo
Justineo commented 22 hours ago

谁说开源了？项目挂在github而已

另外，使用 GitHub 上免费的 repo 就是只允许开源的，而且事实上你也已经开源了。再纠正你一个观念，开
源和商业不矛盾。开源项目你也可以要求用户付费后才允许使用。但是你之前使用了 MIT 协议，里面声明了
允许免费使用，所以你需要移除 MIT 协议，针对后续版本进行商业运作。

 8

@sd
lddr sdlddr commented 22 hours ago

有一群强盗，溜到别人店里偷吃了展示样品，发现展示样品里放了鼠药让自己肚子痛，于是告到官府说店主
投毒谋杀……

Owner

 82  3

@ju
stjav

ac
justjavac commented 22 hours ago

盗版了还理直气壮指责作者的不是，还能再无耻一点吗？

如果你的是商业软件，我们没有你的授权是无法使用的。如果使用了，是盗版。

而且你也说了：

当前托管项目中所放版本仅为试用版，如要使用正式版，需要联系作者本人。本组件可免费用于非营利
性项目中

在你的定义中，试用版 == 盗版？

不管是开源还是闭源，不管是商业还是免费，这都是恶意行为

 21  1

@ju
stjav

ac
justjavac commented 22 hours ago

有一群强盗，溜到别人店里偷吃了展示样品，发现展示样品里放了鼠药让自己肚子痛，于是告到官府说
店主投毒谋杀……

那是因为你在样品里放毒了。

 34  1

@Ju
stin

eo
Justineo commented 22 hours ago • ed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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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群强盗，溜到别人店里偷吃了展示样品，发现展示样品里放了鼠药让自己肚子痛，于是告到官府说
店主投毒谋杀……

项目中明确标注了「本组件可免费用于非营利性项目中」，但你至少两个月前就已经投毒了： 066ed41

你倒是说说其中的逻辑？你两个月之前就准备给以非营利方式使用你项目的用户投毒了么？自己不好好看协
议做蠢事，却满口指责别人盗窃，自己还做出这样龌龊之事。本来还以为你有救的，原来也是一个不知悔改
之人。

 19

@sd
lddr sdlddr commented 22 hours ago

@justjavac 试用版仅为功能试用，不可用于任何项目中。对其破解行为即为盗版行为。

Owner

 13

@sd
lddr sdlddr commented 22 hours ago

本组件可免费用于非营利性项目中，这句话一直都在

Owner

@Ju
stin

eo
Justineo commented 22 hours ago

本组件可免费用于非营利性项目中，这句话一直都在

好，我修改一下。

@Ju
stin

eo
Justineo commented 22 hours ago

所以你看，对于「免费用于非营利性项目中」的用户，你就是投毒了嘛，有什么好狡辩的呢？

 9

@sd
lddr sdlddr commented 22 hours ago

一个盗版成性的强盗，居然装起圣母婊来为“非营利性用户”说话了？让我完全放开好节约你们的盗版成本
吗？你怎么证明你是不是非营利？

Owner

 19

@ju
stjav

ac
justjavac commented 22 hours ago

好的。我们已经证明你“投毒”，现在该你来证明别人“盗窃”了吧

@sd
lddr sdlddr commented 21 hours ago

破解行为属于盗窃的过程之一，所谓的“投毒”不过是一种反盗窃措施。你真的以为“投下的毒”真能赚钱？！

Owner

 14

@Ju
stin

eo
Justineo commented 21 hours ago • 

1. 你自己发的 MIT 协议，你无法指责别人「盗窃」。你还没有意识到这是你自己的错误造成的；

2. 你在不确定对方是否以盈利目的使用你项目时无差别投毒，就好比你想抓个你所谓的「小偷」于是把路
过的人都抓了；

3. 下毒赚不赚钱没有关系啊，杀人不赚钱你就能去杀人了？

4. 我不是你项目的用户，谢谢。

edited 

 3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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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ello

2dj
hello2dj commented 21 hours ago

你的官网都有挖矿代码，我打开你的官网也是盗窃了呗？！！！ six six six

 13  1

@sd
lddr sdlddr commented 21 hours ago

喷子请先看清楚再吠，证明是否营利的事是你们来做，不是我。另外，现在已无MIT协议，而且只有作者自己
是有权对软件协议作另行修改的，小偷强盗之流无权规定他人的财产所有权。

Owner

 22

@ju
stjav

ac
justjavac commented 21 hours ago

先解释一下官方的挖矿行为

 27

@ju
stjav

ac
justjavac commented 21 hours ago

有一群强盗，溜到别人店里偷吃了展示样品

1. 你把所有你的用户定义为强盗？去你官网看看这个项目介绍的也是强盗

2. 展示样品？你确定你的这个是展示样品，如果是展示样品，请放截图。你这个明明就是试吃品

3. 破解行为？破解个毛线啊，源码都在这放着呢。难道你说的破解是指把你加密的投毒代码给解密了吗？

 17

@sd
lddr sdlddr commented 21 hours ago

@hello2dj 官网是在线文档的一部分，购买了授权的人是另外有一套离线文档包的，未购买的人是无法获得
正常的技术支持的

Owner

 15  1

@sd
lddr sdlddr commented 21 hours ago

@justjavac 
1.请不要无限扩大，你们没资格、没脸代表广大善良的客户。 
2.这种你定义的试吃品仅能在本地进行功能试用，不能放入项目中； 
3.为了保证试吃品不能用作它用，需要加入保护措施，任何对保护措施的行为即为盗版破解

Owner

 14

 sdlddr deleted a comment from justjavac 21 hours ago

@sd
lddr sdlddr commented 21 hours ago

有一些垃圾，自身没什么独立的创新技术，在github里只能star别人项目，发点自媒体文章刷存在感，倒是把
主要精力投在了琢磨着如何破解免费拿到他人成果上，还想让大伙一起跟他不劳而获

Owner

 26

@ni
ck-

ma
nick-ma commented 20 hours ago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A0%B4%E5%9D%8F%E8%AE%A1%E7%AE%97%E6%9C%BA%E4%BF%A
1%E6%81%AF%E7%B3%BB%E7%BB%9F%E7%BD%AA

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了解下？ 我tm看一下你的官网，差一点把CPU烧了，开5个进程挖矿，够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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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xx
myj

k
xxmyjk commented 20 hours ago

可以说很臭不要脸了

 8

@tr
otyl trotyl commented 20 hours ago

@sdlddr 想说理的话能不能不要自己给自己点赞呢？看着容易犯尴尬癌。或者至少开个小号？

 34  2

 sdlddr deleted a comment from dlhandsome 20 hours ago

@G
eno

1024
Geno1024 commented 20 hours ago

看看这个项目的所有标题被修改为下划线的 Issue 们，例如 #6 #8 #11 
嗯，这个人的嘴脸……

 3

@sd
lddr sdlddr commented 20 hours ago

@nick-ma 我如何破坏了你的系统？传播了什么病毒？所谓的病毒会自我复制吗？盗取了你的什么信息吗？

Owner

 12

@xx
myj

k
xxmyjk commented 20 hours ago • 

1．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功能 
即对计算机信息系统功能进行删除、修改、增加、干扰，造成计算机信息系统不能正常运行。所谓计算机信
息系统，是指由计算机及其相关的和配套的设备含网络、设施构成的，按照一定的应用目标和规则，对信息
进行采集、加工、存储、传输、检索等处理的人机系统。其功能多种多样，如进行文件编辑、采集、加工、
存储、打印、传输、检索或者绘图、显像、游戏等，可用于不同行业、不同目标。同行业、不同目标的计算
机系统其具体功能又会有所差别，如航空铁路售票、气象形势分析、预测、图书、报刊管理、企业经营管理
等等。无论用于何种行业或者用于何种目标，只要对其功能进行破坏即可构成本罪。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的
方法，包括对功能进删除、修改、增加、干扰等具体行为，其中，删除，是指将计算机信息系统应有的一功
能加以取消，既可以是取消其中的一项，也可以是其中的几项或者全部、修改是指将计算机信息系统的功能
部分或者全部地进行改变，或者将原程序用另一种程序加以替代，改变其功能，增加，是指通过增加磁记录
等手段为计算机信息系统添加其原本没有的功能。至于干扰、则是通过一定手段如输入一个新的程序干扰原
程序，以影响计算机系统正常运转，行使其功能。

我在想随便一封律师函扔到东信法务部, 这哥们会不会就吃不了兜着走了.

刑事犯罪哦, 好可怕.

犯本罪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后果特别严重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

兄弟了解下?

ed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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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1

@G
eno

1024
Geno1024 commented 20 hours ago

就连你的项目官网也有挖矿代码，这怕不是……

 14

@sd
lddr sdlddr commented 20 hours ago

官方与下载包是配套的，实际上是在线技术文档，与组件包属于一个整体。只有获得正式版的客户才能享受
到正常的技术支持，因为我会把正式版包和一份干净的离线网页版文档一起发送。

Owner

 5

@G
eno

1024
Geno1024 commented 20 hours ago

@sdlddr 请对方辩手正面回答问题谢谢。

 3

@sd
lddr sdlddr commented 20 hours ago

@Geno1024上面之前一段就是统一回复

Owner

 8  2

@sd
lddr sdlddr commented 20 hours ago

@Geno1024 因为在中国，很多人仍然奉行盗版有理

Owner

 8

@sd
lddr sdlddr commented 20 hours ago

@xxmyjk 我如何破坏了你的系统？传播了什么病毒？所谓的病毒会自我复制吗？盗取了你的什么信息吗？

Owner

 7

@sd
lddr sdlddr commented 20 hours ago • 

@xxmyjk 倒是你，应该承担这项罪名，而且是故意犯罪应重刑，因为你无视我在项目页上的警告，明明知道
我的试用版不能放在项目中，仍然要放。偷了老鼠药下毒害人，你认为法院会抓卖老鼠药的？

Owneredited 

 9

@G
eno

1024
Geno1024 commented 20 hours ago

突然想起了江民炸弹…

@G
eno

1024
Geno1024 commented 20 hours ago • 

而且你从 #6 开始就没有正面回应过挖矿代码的问题 
39bd250b

edited 

https://github.com/Geno1024
https://github.com/Geno1024
https://user-images.githubusercontent.com/6427392/41019368-e02f639e-6990-11e8-9e70-aa7afabdfcc4.png
https://github.com/sdlddr
https://github.com/sdlddr
https://github.com/Geno1024
https://github.com/Geno1024
https://github.com/sdlddr
https://github.com/sdlddr
https://github.com/sdlddr
https://github.com/Geno1024
https://github.com/sdlddr
https://github.com/sdlddr
https://github.com/Geno1024
https://github.com/sdlddr
https://github.com/sdlddr
https://github.com/xxmyjk
https://github.com/sdlddr
https://github.com/sdlddr
https://github.com/xxmyjk
https://github.com/Geno1024
https://github.com/Geno1024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1%9F%E6%B0%91%E7%82%B8%E5%BC%B9/10083352
https://github.com/Geno1024
https://github.com/Geno1024
https://github.com/sdlddr/Gooflow/issues/6


2018/6/7 _ · Issue #12 · sdlddr/Gooflow

https://github.com/sdlddr/Gooflow/issues/12 7/18

 sdlddr deleted a comment from shellteo 20 hours ago

@xx
myj

k
xxmyjk commented 20 hours ago

我们这种大佬一般都是手写 0101010001 就把事儿干了, 谁跟你似的这么low, 写个eval还不藏好, 被人扒的裤子
都不剩了还死鸭子嘴硬.

 9

@ni
ck-

ma
nick-ma commented 20 hours ago

根据你的统一回复，所以你承认了你明知道你的代码里植入了非法的挖矿程序的前提下依然向广大公众提供
带有有害的挖矿程序的官网网站。并且还使用加密手段故意隐藏挖矿程序，你已经在事实上涉嫌触犯法律
了。

 10

@sd
lddr sdlddr commented 19 hours ago

@Geno1024 我可以保证正式版是没有任何多余的东西，挖矿并仅仅是耗费客户端机算机性能，降低用户体
验。你应该也知道js不可能获取计算机用户数据，只能消费运算能力。至于#6，我已经回复过，让其本人看
过后，过了一天才删掉的。

Owner

 13

@sd
lddr sdlddr commented 19 hours ago

@xxmyjk 0101010001就把事儿干了？要不你来发个详细教程给我？

Owner

 11

@G
eno

1024
Geno1024 commented 19 hours ago

你认为法院会抓卖老鼠药的？ 
@sdlddr 老鼠药我不知道，但是法院是真的会抓卖百草枯的…

 7

@ju
stjav

ac
justjavac commented 19 hours ago

我手残打开了官网，还好我的电脑配置高，否则根本就带不起来这个网站

@sd
lddr sdlddr commented 19 hours ago

@justjavac 我用笔记本i5，chrome打开随便玩。

Owner

 9

@sd
lddr sdlddr commented 19 hours ago

如果逃避购买授权，擅自窃取用作谋利，即属严重侵权行为，与盗窃无异。产生的一切任何后果责任由侵权
者自负。请各位只想免费吃白饭的伸手党做好向作者本人及自己的公司、客户负全责的觉悟。 
各位喷子在开喷前，请将重要的话读三遍，谢谢。

Owner

 7

 sdlddr deleted a comment from justjavac 19 hours a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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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eno

1024
Geno1024 commented 19 hours ago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八十六条：违反国家规定,对计算机信息系统功能进行删除、修改、增加、干
扰,造成计算机信息系统不能正常运行,后果严重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后果特别严重的,处五年以上
有期徒刑。

楼主在反驳别人之前，请将重要的话读三遍，谢谢。

 6

 sdlddr deleted a comment from justjavac 19 hours ago

@sd
lddr sdlddr commented 19 hours ago

@Geno1024 干扰了你的电脑？是你干扰了我的软件的正常保障好吧? 你关掉不用就行了。

Owner

 13

@sd
lddr sdlddr commented 19 hours ago

恐吓罪立案标准是什么？ 
对受害人使用威胁手段强买强卖商品、强迫受害者提供服务或者强迫受害者接受服务。

传送或散布具有恐吓性，暴力性或威胁性资料给受害人，或者谩骂和侮辱受害者的不当言论。

一、恐吓罪： 
恐吓罪，是指以加害生命、身体、自.由、名誉、财产恐吓他人，对他人的安全产生危险的犯罪行为。

二、刑法条文：

随意殴打他人，情节恶劣的。

追逐、拦截、辱骂、恐吓他人，情节恶劣的。

强拿硬要或者任意损毁、占用公私财物，情节严重的。

在公共场所起哄闹事，造成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的。

三、情节轻的没有达到刑事处罚的情况：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二条规定：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五百元以下
罚款；情节较重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

写恐吓信或者以其他方法威胁他人人身安全的。

公然侮辱他人或者捏造事实诽谤他人的。

捏造事实诬告陷害他人，企图使他人受到刑事追究或者受到治安管理处罚的。

对证人及其近亲属进行威胁、侮辱、殴打或者打击报复的。

多次发送淫秽、侮辱、恐吓或者其他信息，干扰他人正常生活的。

偷窥、偷拍、窃听、散布他人隐私的。

四、情节恶劣的已达到刑事处罚的情况：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九十三条【寻衅滋事罪】有下列寻衅滋事行为之一，破坏社会秩序的，处五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随意殴打他人，情节恶劣的。

追逐、拦截、辱骂、恐吓他人，情节恶劣的。

强拿硬要或者任意损毁、占用公私财物，情节严重的。

在公共场所起哄闹事，造成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的。

纠集他人多次实施前款行为，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可以并处罚金

Owner

 23

https://github.com/Geno1024
https://github.com/Geno1024
https://github.com/sdlddr
https://github.com/justjavac
https://github.com/sdlddr
https://github.com/sdlddr
https://github.com/sdlddr
https://github.com/Geno1024
https://github.com/sdlddr
https://github.com/sdlddr


2018/6/7 _ · Issue #12 · sdlddr/Gooflow

https://github.com/sdlddr/Gooflow/issues/12 9/18

@Ty
real

Gray
TyrealGray commented 19 hours ago

连英文开源协议都看不懂的人就别来Github 丢人现眼了，你去掉MIT之前FORK你的仓库的代码依然是MIT，
人家根据MIT协议拿你的代码直接买钱都是合规的。

建议你删除你的仓库和你的GITHUB 帐号，找一个适合玻璃心程序员待的地方。

 19

@b
efut

ure
befuture commented 19 hours ago

MIT协议： 
被授权人权利 
被授权人有权利使用、复制、修改、合并、出版发行、散布、再授权及贩售软件及软件的副本。 
被授权人可根据程序的需要修改授权条款为适当的内容。 
被授权人义务 
在软件和软件的所有副本中都必须包含版权声明和许可声明。 
其他重要特性 
此授权条款并非属copyleft的自由软件授权条款，允许在自由/开放源码软件或非自由软件（proprietary
software）所使用。 
MIT的内容可依照程序著作权者的需求更改内容。此亦为MIT与BSD（The BSD license, 3-clause BSD license）
本质上不同处。 
MIT条款可与其他授权条款并存。另外，MIT条款也是自由软件基金会（FSF）所认可的自由软件授权条款，
与GPL兼容。

即便你现在改了协议，在未改协议之前的版本还是MIT协议，还是可以使用、贩卖，所以根本构不成盗版。一
口一个盗版。

至于网站藏东西的，请提供你公司的名字，看看工信部举报一波会不会让你服务器下线。

 13

@ju
stjav

ac
justjavac commented 19 hours ago

如果你不懂，给你科普一下：

 23  3

@ju
stjav

ac
justjavac commented 19 hours ago

1. 别人修改源码后，可以闭源吗？可以

2. 修改的文件，必须放置版权说明吗？不需要

3. 衍生作品的广告，可以用你的名字(Gooflow) 促销吗？可以

 8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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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a
cksl

eo
zacksleo commented 19 hours ago • 

Github本来就是开源社区，免费用社区的服务，完了如果放一个商业化的软件，有点不合时宜啊... 
如果是私有的仓库，就需要额外付费，如果你不想花钱，建议使用GitLab或者别的什么允许私有仓库的网站 
如果允许非商业使用的话，那开源也是可以的

edited 

 3

@sd
lddr sdlddr commented 19 hours ago

MIT的内容可依照程序著作权者的需求更改内容。 
@befuture 兄弟谢谢了，我之前就是MIT+自定义商业授权要求，现在只不过MIT没有了而已。 
@justjavac 你列的三项，请随便吧。

Owner

 5

@G
eno

1024
Geno1024 commented 18 hours ago • 

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这个 Issue 下边，由非仓库主人评论且点踩只有一个的，都是仓库主人点的…

Edit: 非仓库主人的评论，点踩的只有仓库主人…

edited 

 4

@sh
ellte

o
shellteo commented 18 hours ago

如果你不心虚，为啥把别人发的都编辑掉呢？还不是心里有鬼。。

@sd
lddr sdlddr commented 18 hours ago

@zacksleo ping++表示笑而不语 
https://github.com/PingPlusPlus/pingpp-js

Owner

 9  1

@h
ello

2dj
hello2dj commented 18 hours ago

@sdlddr 这是不对的，我想买你的项目啊，可我打开你的官网就卡住了，完全动不了，我都没法看有啥好的
东西，这我可咋买啊！不能是你说有啥功能就有啥吧，我得看看啊，我是愿意买的善良人呢

 6

@sd
lddr sdlddr commented 18 hours ago

@shellteo 请问你指的是那些公布破解方法的贼呢？还是那些一直随意辱骂不停的垃圾呢？

Owner

 6

@sh
ellte

o
shellteo commented 18 hours ago

@sdlddr 指出你的错误懂不懂？你一口一个贼，一口一个垃圾，到底谁辱骂谁！

 8

@fa
wdls

tty
fawdlstty commented 18 hours ago

@sdlddr 一两个反对你还行，现在是所有人都在反对你，你应该静下心来看看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前面言
子比较激烈，现在承认错误虽然比较打脸但总归是好的，不要在错误的道路上渐行渐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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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ooR

abbit
yooRabbit commented 18 hours ago

做贼的被发现，销毁证据的同时喊着捉贼。报警了

 4

@za
cksl

eo
zacksleo commented 18 hours ago

@sdlddr ping++这是开源的是SDK呀...

@y
oki1

23
yoki123 commented 18 hours ago

路过 
随手搜了下 
https://github.com/huangjunsen/GooFlow

然后随便对比了下源码 
https://github.com/huangjunsen/GooFlow/blob/master/dist/GooFlow.js#L1632 
https://github.com/sdlddr/Gooflow/blob/master/src/GooFlow.js#L2326 
可以确实是一个东西修改来的

但是原项目是GPL协议 

 
GPL要求使用者必须开源，

如果huangjunsen和作者是一个人就当我没说

 35  2

@ki
mC

hanS
kimChanS commented 18 hours ago

事情变得不简单起来了

@Ic
ed

Mang
IcedMango commented 18 hours ago

围观大佬撕逼

@sd
lddr sdlddr commented 18 hours ago

@hello2dj 好吧，依你的意官网在线文档就放开了，但实例依然不能放开（因为用的是测试版），你最好用
chrome浏览器查看在线实例，可保证性能。

Owner

 3

@b
efut

ure
befuture commented 18 hours ago

@yoki123 事情似乎复杂了起来...

@sd
lddr sdlddr commented 18 hours ago

@zacksleo 请去ping++官网看看吧，一样要收费的

Ow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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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sd
lddr sdlddr commented 18 hours ago

@yoki123 我放在github上比较晚，你上面提到的，都是我放github之前，其它人从其它地方转载我的原始
BETA版本

Owner

 2

@za
cksl

eo
zacksleo commented 18 hours ago

@sdlddr no no no , ping++和 ping++的SDK, 这是两码事

 sdlddr deleted a comment from shellteo 18 hours ago

@b
efut

ure
befuture commented 18 hours ago

你想用这个赚钱，可以。 
你的repo在github上是MIT协议，任何人都可以拿走、修改、甚至贩卖。 
ping++收费是对服务收费，你可以用ping++的sdk做任何事情，当然你也不能做任何事情，因为你没买
ping++的服务。 
官网挂挖币代码，并且没有注明，也就只能Chrome举报一波了。至于这种人做的东西，我真的保留意见。

 15

@fly
xl flyxl commented 18 hours ago

使用github的免费功能，却说项目不开源。请大家在github上举报作者滥用免费repo的行为，把这种人清理
出社区

 7

@cn
jxps cnjxps commented 18 hours ago

滴，滴滴，微博观光团

 7  7  1  2  1  1

@m
assa

crefor
h

massacreformash commented 18 hours ago • 

竟然issue题目都改了?

edited 

 2  1  1

@Ju
stin

eo
Justineo commented 18 hours ago • 

huangjunsen/GooFlow#1

这个 issue 我是支持 @sdlddr 的，因为在当时作者还没有表述授权的情况下，应当视为保留所有权利。
huangjunsen/GooFlow 直接拿了别人的源码并且擅自加上了 GPL 协议，是一种明确的侵权行为。但本项目在
加入 MIT 协议以后，作者已经让渡了部分版权但不自知，希望你真心正视自己的问题，而不是一味指责他人
「盗版」、「盗窃」。（而且目测本 issue 下多数人都不是本软件的用户，你的指责完全不成立）

同时上面的评论中也有很多人把开源等同于免费，这是错误的。

当然，这些都和作者在本项目中加入挖坑代码的性质没有关系。

edited 

 6

@ju
stjav

ac
justjavac commented 18 hours a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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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ssacreformash issue 早就被关闭了，而且标题也改了，而且描述也删了

 4  1

@b
althi

ld
balthild commented 18 hours ago

「盗版」行为要在未经同意的情况下使用才能构成，或者说，违背协议。而 MIT 协议基本上是，只要保留署
名，要怎么用就怎么用，包括运行、复制、修改（破解就是修改的一种）、再分发。

换句话说，你本来就同意别人破解，现在又反过来指责别人破解。破解的人并不一定觉得「盗版有理」，只
是你对「有理」和「无理」的说法前后矛盾罢了。

@o
wen

zhao
owenzhao commented 18 hours ago • 

是不是傻啊。免费的github只能放开源的项目。你如果不想开源，就别占人家免费的便宜。交使用费，然后
选择闭源，这样谁都看不到。

另外，无论是否开源，偷偷挖矿这种行为，都是需要谴责的。因为这个和流氓软件没区别。

edited 

 5

@h
ello

2dj
hello2dj commented 18 hours ago

@sdlddr 我深思熟虑了一下，不能买你的产品啊，你在beta版里加了挖矿代码，那我们花钱买的正式版里有
么？有后门么？让我们掏钱的用户怎么相信呢，想买但不敢啊！

 10

@sd
lddr sdlddr commented 18 hours ago

使用 UI 版本且不想展示 Ping++ 提供的广告请联系我们 
ping++是这样收费的 
另外，MIT是允许著作权者修改其中条款的，我用的就是以MIT为基础，覆盖上自定义的商业授权条款。所以
说为什么MIT这么多商业应用都喜欢。

Owner

@sd
lddr sdlddr commented 18 hours ago

@hello2dj 正式版不会放，发送给你前我会自测一遍，在发送正式版的邮件中我会作说明的，并会要求你按
步骤二次检查还有没有coinhive以及cpu占用率。

Owner

@ni
ck-

ma
nick-ma commented 18 hours ago

How can I trust you?

 5

@G
eno

1024
Geno1024 commented 18 hours ago

http://sdlddr.iteye.com/blog/2105102 
[思考]

@Z
hiha

ng-Liu
Zhihang-Liu commented 18 hours ago

活久见

 1

kimChanS commented 18 hours a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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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
mC

hanS

1. 删人家评论 - 可耻

2. 修改人家评论 - 无敌了

3. 放挖矿程序不告知. 现在被发现了. 各种伪装解释, 并修改删除他人评论 - 再见

 19

@sd
lddr sdlddr commented 18 hours ago

@nick-ma You needn't. Because I'm not trust you more.

Owner

 3  2  6

@sd
lddr sdlddr commented 18 hours ago

@kimChanS 好走不送。 
辱骂的言论太占位置了，没有用。

Owner

@Z
hea

oli
Zheaoli commented 18 hours ago

再一次定义盗版

@sd
lddr sdlddr commented 17 hours ago

@owenzhao 挖矿动作让操作体验下降，从而防盗才是目的，确保你在购买前无法使用到项目中营利。你的
客户也绝对不会允许。不然的话，肯定被楼上那些直接LJ盗版了。这不，你看他们发现真相后个个恼辱成
怒，极尽谩骂污辱之能事。

Owner

 15  3

@h
ello

2dj
hello2dj commented 17 hours ago

@sdlddr 你就在你的项目主页上，写上本版本为beta版，内置有挖矿代码，试用请谨慎，有意请购买正式
版，非诚勿扰。 就啥事都没了

@y
ooR

abbit
yooRabbit commented 17 hours ago

官网挂挖矿代码，解释一下呗。

@sh
iyet

utu
shiyetutu commented 17 hours ago

挖矿怎么了，又不是不能用？

@U
ni9k Uni9k commented 17 hours ago

李姐万岁 2333

@p
ojoz

hang
pojozhang commented 17 hours ago

niub

@W
arp

Prism
WarpPrism commented 17 hours ago • ed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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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护版权大家都支持。但为了维护版权而在代码里‘下毒’，大家都反对。请通过合法合理的方式维护你的版
权。

@p
age

7
page7 commented 17 hours ago

不去当辩手浪费这个技能了

@sd
lddr sdlddr commented 17 hours ago

@hello2dj 你的办法可以一试。

Owner

@ju
stjav

ac
justjavac commented 17 hours ago

@sdlddr 老老实实道歉认个错，然后把挖矿代码删掉，这还是一个好项目，大家也很乐意使用，甚至帮助改
进你的项目。

但是你却知错不过，还想尽理由来洗地。

挖矿动作让操作体验下降，从而防盗才是目的，确保你在购买前无法使用到项目中营利。

我相信明眼人都能看出来，挖矿的目的绝对不是为了防盗版。你上面的话，估计也只有你自己相信（甚至你
自己都不相信）。

你明知道"挖矿动作让操作体验下降"，那么为何还要在官网放置挖矿脚本。所以你挖矿的目的不是为了防盗
版，而是为了盈利。

金钱本无错。 
商业亦非恶。

希望你把挖矿代码删除，然后使用其它方式防盗版。

或者甚至可以明确标明：内有挖矿代码，请谨慎使用，或者购买正版纯净版。

大家都是注重版权的人，我们对你的指责也是因为你”偷偷“在代码里面”下毒“这种行为。

 7

@g
aory

rt
gaoryrt commented 17 hours ago • 

 
such a shame

edited 

 2

@c
owr

y5
cowry5 commented 17 hours ago

how shame are u

@sd
lddr sdlddr commented 17 hours ago

@yooRabbit 麻烦翻一下之前的回复吧，关于这问题我再最后说一次， 
官网是作为在线文档的一部分，文档又是软件包的一部分；文档与程序一样，在线能用的都是试用版。 
而且我已经把官网放开了，现在也不存在什么挖矿了。

Owner

 sdlddr deleted a comment from yooRabbit 17 hours a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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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oko

kele
kokokele commented 17 hours ago

头像不错

@sd
lddr sdlddr commented 17 hours ago

关于MIT的问题我最后说三次： 
MIT是允许著作权者修改其中条款的！ 
MIT是允许著作权者修改其中条款的！ 
MIT是允许著作权者修改其中条款的！

Owner

@sd
lddr sdlddr commented 17 hours ago

@kokokele coinhive就像神之手一样，截中了各位的G点，让大家瞬间高潮了。 
@justjavac 正在改项目页和官网的说明，晚点会有发布。

Owner

@sh
iyet

utu
shiyetutu commented 17 hours ago

锤子科技需要作者这样的人才呀!

 4  1

@h
ello

2dj
hello2dj commented 17 hours ago

也不@我一下， 我是第一个建议者好不，请尊重版权ok？

@su
mm

erHear
summerHearts commented 17 hours ago

果然让我大开眼界

@sd
lddr sdlddr commented 17 hours ago

@hello2dj 大哥，可能@你的那段已经被折叠起来了，你看我要再删除掉之前一直骂人发言不？

Owner

@fa
wdls

tty
fawdlstty commented 17 hours ago

1、前面别人fork再加GPL协议并不违反MIT协议，也不违反你加的商业协议 
2、你已经申明过了可以免费用于非盈利项目，嵌入挖矿代码违法 
3、关于官网上的代码，你在挖矿前弹个框，警告此网站包含挖矿代码，点击确认后开始挖矿，如不同意则关
闭。这样就没问题

@lo
ngX

boy
longXboy commented 17 hours ago

你以为去掉MIT就行了？去掉之前的历史版本都是可以用的

@sh
ami

ao
shamiao commented 17 hours ago

@sdlddr “MIT是允许著作权者修改其中条款”，但你没有来得及做这一点！

你release出来的1.3.7版本，所附的 LICENSE 文件明确的使用了未经修改的MIT原文。 
也就是说，至少你明确标注（tag）的1.3.7版本，是毋庸置疑的开源的。

我们获取你开源的1.3.7版本的同时，就已经和你签订了一份未经修改的MIT协议。 
你此时再附加“商业协议”的说辞，至少对于已经放出的1.3.7版本来说，已经晚了！ 
协议不是你单方面说追加条款就算数的！希望作者在未来版本中，正确通过协议表达自己的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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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
stjav

ac
justjavac commented 17 hours ago

@fawdlstty 关于第 1 点，上面指责的那个人 huangjunsen 并没有 fork 他的代码，是作者把这个项目上传到
了其他平台(非 github)，在源码里面没有指明任何的授权方式，然后别人私自将代码放到了 github 上，还使
用了 GPL 许可协议。

在这一点上，作者(sdlddr) 确实是占理的，huangjunsen 是侵权的。

我看了 iteye 上的帖子，作者在 2013 年就写过介绍 Gooflow 的文章，并发布了 0.3 版本的代码。

咱们一码事归一码事。关于侵权，sdlddr 是对的；关于挖矿脚本，sdlddr 是错的。

 2

@sd
lddr sdlddr commented 17 hours ago

@longXboy 可惜之前的历史版本出来之前，我就已经使用MIT自定义修改版协议了。

Owner

@sd
lddr sdlddr commented 17 hours ago

@shamiao 附加修改我可是写在readme文件中的，很早就有了，你选择性忽略，动机？

Owner

 Open

 Jinxiansen referenced this issue in huangjunsen/GooFlow 17 hours ago

这是我的版权，其它人转发均为盗版！ #1

@sd
lddr sdlddr commented 17 hours ago

盗版者真会给自己找借口，既要当婊子又要立牌坊

Owner

@b
althi

ld
balthild commented 17 hours ago

MIT 允许著作权人修改条款，但改过的协议就不能叫做 MIT 了。

你说它是 MIT，就意味着应用未修改的条款。如果你要应用修改的条款，就不能说它是 MIT。

@d
ear

miku
dearmiku commented 17 hours ago

@fa
wdls

tty
fawdlstty commented 17 hours ago

@justjavac 你如何确定GPL版本的作者在复制时不是MIT+？如果是，那么复制再加GPL是不侵权的。

@sh
ami

ao
shamiao commented 17 hours ago

@sdlddr 看协议，当然直接开 LICENSE  看了。

你同时提供了 LICENSE (无修改的MIT，英语) 和 README.md (自定义的授权协议，中文)又是什么动机呢？ 
这个一般会按照“双协议任选其一”来看待：你拿出了两份可选的协议，而我挑了其中一种与你签约，从而获
得了在此协议下处理你源码副本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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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这就是你的“疏漏”了。——我的观点不变：希望作者今后正确表意！要改协议，就两边都改掉，不要有
意无意的漏掉一个给自己挖坑！

@lij
sh lijsh commented 17 hours ago

项目也有100多星，说明还是有关注度和用户的，你认个怂道个歉，大家不会当一回事；但你在这个issue 下
面的言论，是让人咂舌的，已经超出一个正常人的认知了，我估计你以后没法在开源这个圈子混了。

 2

@P
eng

JuWan
PengJuWang commented 17 hours ago

作者的态度，唉，自掘坟墓

@fc
ying fcying commented 17 hours ago • 

不想开源 可以用bitbucket么..那上面可以免费挂私有仓库

edited 

@D
rag

onQue
DragonQuestHero commented 17 hours ago

虽然不懂前端 
但是精彩啊! 
V2EX观光团

@ju
stjav

ac
justjavac commented 17 hours ago

很多争论发展到最后，都从”争辩对错“变成了”维护尊
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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