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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下载 Anaconda（勾选 PATH） 

地址：https://www.continuum.io/downloads 

如果国外的网站下载不下来，可以用清华镜像下载: 

http://mirrors.tuna.tsinghua.edu.cn/help/anaconda/ 

然后一路安装就可以了，自己可以选择安装盘。 

二、Spyder 基本操作 

1、菜单栏 

 

•  File：新建、打开、打开最近文件、保存、关闭等 

•  Edit：撤销、重做、复制、剪切、粘贴等 

•  View：Window layouts 可选择显示的界面类型，spyder、Rstudio、Matlab 等 

•  Tools：各种设置 

常见操作的快捷键：新建、打开、保存、运行、最大化当前窗口、全屏、显示当前

工作路径、修改当前工作路径（非默认更改）。 

2、全局设置 

Tools->preference（有兴趣可自行研究） 

快捷键： 

 

https://www.continuum.io/downloads
http://mirrors.tuna.tsinghua.edu.cn/help/anaconda/


更改编辑器背景颜色: 

 

工作路径：  

设置默认工作路径：Tools->Preferences->Run->Working directory settings->the 

following directory 选择自己的文件夹。 

 



设置当前工作路径： 

 

IPython 控制台的更改： 

 

 

 



帮助设置： 

 

设置之后需要重启！！！ 

3、Spyder 各个窗口操作 

界面一览： 

 

 



编辑器： 

自己编写 py 文件，可全部运行（点击 run 或者 F5 快捷键），也可以部分运行

（选中按 F9，单行可以将光标置于该行后，直接按 F9，多行则需先选中再按

F9），在运行之前会让你先进行保存，可选择自己想要保存的路径。保存后，便

在控制台显示该文件的相关信息。 

 

控制台：显示结果。如： 

 

输入命令，并显示（有的可以直接显示，有的需要使用 print）或者不显示结果。

如： 清屏可以使用快捷键 Ctrl+L 或者输入%clear。 



 

变量环境：包含四部分，分别是变量名称、对象类型、大小、对象。 

清除所有变量在控制台输入 reset，选择 y 

清除部分变量，比如，清除 a 和 lst，则输入 del a,lst 运行便可 

 

文件环境：方便打开所需文件。 

 



帮助：所需要了解的函数的介绍。 

4、安装包 

由于 conda 的简单易操作，此处介绍用 conda 安装包。conda 的用法详见

https://conda.io/docs/index.html。如果想要用 pip 来安装包，则详见

http://blog.csdn.net/lengqi0101/article/details/61921399。 

•  操作：打开 Anaconda Prompt 

•  查看目前已安装的包：conda list 

•  安装包：conda install somepackage，比如 conda install pandas，此外可以同时

安装多个包，比如 conda install numpy scipy pandas，或限定版本 conda install 
numpy=1.9 

•  更新包：conda upgrade somepackage，注意 conda、anaconda 和 Python 也可

以由此更新 

•  更新所有包：conda upgrade --all 

•  卸载包：conda remove somepackage  

 

5、基础语法 

编码： 

默认 UTF-8 编码 

计算： 

符号：+、-、*、/、**、//、%、abs、round(3.1425,2)  

含义：加、减、乘、除、幂、取整、取余、取绝对值、保留 2 位小数 

特殊的：+=、-=、*=、、/=、//=、%= 

含义：如果 a=a+b，那么 a+=b 

判断： 

https://conda.io/docs/index.html
http://blog.csdn.net/lengqi0101/article/details/61921399


符号：>、<、==、!=、>=、<=、and、or、not 

含义：大于、小于、等于、不等于、大于等于、小于等于，且、或、非 

变量： 

类型有：整数、浮点数、字符串、列表、元组、字典和逻辑运算符 

标识符： 

第一个字符必须为字母或者下划线，其余部分可以为字母、数字和下划线。注意标

识符对大小写敏感。 

Python 保留字： 

不能用它来做标识符，它们各自有各自的含义。查找当前版本的保留字：输入

import keyword，然后输入 keyword.kwlist，便可。 

注释： 

单行注释用#开头，此行#后的所有字符不被运行。 

多行注释有三种方法。 

一为每行前面输入#， 

快捷方式为，选中所需要注释的行，同时按 Ctrl+1（再按一次表示取消注释），或

者按 Ctrl+4，进行块注释，按 Ctrl+5，取消块注释； 

二为三个单引号，例如'''多行注释内容''' 

三为三个双引号，例如"""多行注释内容""" 

print 与 input： 

输出用 print( )，输入用 input( ) 

练习：询问对方名字，并问好 

查看包、方法、变量的使用说明: 

help(object) 或者在 help 窗口输入所需了解的对象。 

 



缩进： 

缩进的空格数可变，但是同一个代码块的语句必须包含相同的缩进，一般为 4 个

空格。如：输出数字 1 到 5 

 

多行语句： 

若语句很长，一行写不完，则可以用反斜杠（\）来实现多行语句，如： 

Total=item_one+\  

item_two 

但是在[],{},()中的多行语句，不需要使用反斜杠（\），直接换行即可。 

导入包： 

使用 import 或者 from…import 

将整个包导入，格式为：import somemodule 

从某个包导入某个函数，格式为：from somemodule import somefunction 

从某个包导入多个函数，格式为：from somemodule import func1,func2,func3 

从某个包导入全部函数，格式为：from somemodule import * 

注意：如果安装好了所需要的包，那么在这里导入的时候不会报错，如果报错了，

说明此包需要先安装。 

画图： 

在控制台输出结果需要加命令：%matplotlib inline 

在新窗口输出结果需要加命令：%matplotlib qt5 

三、Jupyter 基本介绍 

1、简介 

Jupyter Notebook 是基于网页的用于交互计算的应用程序。其可被应用于全过程计

算：开发、文档编写、运行代码和展示结果。——Jupyter Notebook 官方介绍 

https://link.zhihu.com/?target=https%3A//jupyter-notebook.readthedocs.io/en/stable/notebook.html


简而言之，Jupyter Notebook 是以网页的形式打开，可以在网页页面中直接编写代

码和运行代码，代码的运行结果也会直接在代码块下显示的程序。如在编程过程中

需要编写说明文档，可在同一个页面中直接编写，便于作及时的说明和解释。 

2、使用 

2.1、打开 Jupyter 

•  方法 1：双击 Jupyter Notebook 图标； 

•  方法 2：在终端输入 jupyter notebook，回车便可。 

注意：之后再 Jupyter 中的所有操作，都请不要关闭终端，一旦关闭，便会断开与

本地服务器的连接，从而无法在 Jupyter 上进行其他操作。 

打开 Jupyter 之后，主要页面如下所示： 

 

2.2、更改默认路径 

•  先创建好自己需要创建的文件夹，我在 F 盘创建了一个 Python_jupyter 文件

夹。 

•  再在终端输入命令：jupyter notebook --generate-config 

•  此行命令表示获取配置文件所在路径，如下图（出现的[y/N]问题选择 N，若未

出现问题，则再运行一次）： 

 

•  在文件夹中找到 jupyter_notebook_config.py 文件，可以选择用记事本打开。查

找下列内容： 

## The directory to use for notebooks and kernels. 

  #c.NotebookApp.notebook_dir = ''  

将之改为： 

## The directory to use for notebooks and kernels.  



  c.NotebookApp.notebook_dir = 'F:\ Python_jupyter'  

•  此处需要注意两点： 

一是#c.NotebookApp.notebook_dir = ''中的#需要删除，且前面无空格； 

二是 F:\ Python_jupyter 为自己想要保存的工作空间，需要提前新建好文件夹。 

此时重新打开 jupyter，便可以看见一个清爽的页面。 

如果此时还是不行，那么找到 Anaconda 创建的快捷方式，找到 Jupyter 

Notebook，右键打开文件所在位置，点击到 Jupyter Notebook，右键属性进入并修

改起始位置的地址，删掉目标中的空格和百分号之后的内容，然后应用便可。 

 

在新打开的 notebook 中输入 %pwd 就可查询当前的工作路径。 

2.3、新建 notebook 

点击主页面右上方的 new 按钮，选择你希望启动的内核，此处我们选择默认内

核。在新打开的标签页面中，我们会看到 notebook 界面，如下： 

 



2.4、notebook 页面介绍 

Notebook 界面由四个部分组成：notebook 的名称、菜单栏、工具栏和单元格。 

 

notebook 名称 

可以直接点击进行重命名，或者点击 file 选择重命名。 

菜单栏 

•  File：新建、打开、复制、重命名、保存等常见操作。需要注意的是 download 

as 可以选择多种格式，如.py.html.md 等，默认保存为.ipynb 格式 

•  Edit：对单元格进行剪切、复制、粘贴等 

•  Insert：在单元格上方或者下方插入单元格 

•  Cell：运行单元格 

•  Help：帮助文档，有需要可以查阅 

工具栏 

需要注意的是单元格状态，有 Code，Markdown，Heading，Raw NBconvert。最

常用的是前两个，分别是代码状态，Markdown 编写状态，后两个较少使用。 

单元格 

Notebook 的主要区域是由单元格构成。如在单元格写上 1+2，按下 shift+enter 或

者点击快捷键，便可得到如下结果： 

 

绿色边线框表示光标现在所处的位置，且可以进行编辑（蓝色边线框则不能编

辑）。In 表示输入，Out 表示返回的值。有时不会有 out 出现，因为不需要返回

值。如： 



 

注意：每一个单元格在运行之后仍然可以进行修改，比如点击第一个单元格，将

1+2 修改为 2+3，运行得到新的结果，原来的结果会被替换。如： 

 

2.5、有用的快捷键 

快捷键列表：help > keyboard shortcuts。里面有所有的快捷键说明。 

常用的有： 

•  执行当前单元格，并自动跳到下一个单元格：Shift Enter 

•  执行当前单元格，执行后不自动调转到下一个单元格：Ctrl Enter 

•  是当前的单元格进入编辑模式：Enter 

•  退出当前单元格的编辑模式：Esc 

•  删除当前的单元格：双 D 

•  将当前的单元格转化为具有一级标题的 markdown：单 1 

•  将当前的单元格转化为具有二级标题的 markdown：单 2 

•  将当前的单元格转化为具有三级标题的 markdown：单 3 

•  为一行或者多行添加/取消注释：Crtl / 

•  撤销对某个单元格的删除：z 

•  快速跳转到首个单元格：Crtl Home 



•  快速跳转到最后一个单元格：Crtl End 

•  隐藏和显示输出的单元格结果：Crtl O 

•  选择多个单元格：Shift J（选择下一个），Shift K（选择上一个） 

•  合并多个单元格：Shift M 

2.6、加载或运行本地 Python 文件 

加载本地 Python 文件 

对于在工作路径下的文件，输入命令：%load Python 文件名称（含“.py”） 

不在工作路径下的文件，输入命令：%load Python 文件的绝对路径。（路径不要

有空格） 

 

注意 Python 文件的后缀为”.py”，在第一次执行之后输入的命令%load Python

文件的绝对路径会自动被注释掉。 

运行本地 Python 文件 

•  方法 1：输入命令：%run Python 文件名称 

•  方法 2：输入命令：!python Python 文件名称 

 

2.7、隐藏 notebook 的输入单元格 

当使用的单元格较多时，有时我们只需要看输出的结果，而隐藏输入的命令。 

 

 



代码 1： 

from IPython.display import display_html 

display_html("""<button 
onclick="$('.input, .prompt, .output_stderr, .output_error').toggle();">Toggle 
Code</button>""", raw=True) 

或者代码 2： 

 %%HTML 

<button 

onclick="$('.input, .prompt, .output_stderr, .output_error, .output_result').toggle();">
Toggle Code</button> 

缺点：不能很好地适用于 markdown 单元格。 

 

2.8、插入图片音乐等 

绘图 

为了让计算出来的图显示出来，需要先输入： 

%matplotlib inline（在单元格中显示） 

或者输入%matplotlib qt5 （在新的界面中显示） 

再加载 matplotlib 包（需要先下载，通过在终端输入 conda install matplotlib 或者

pip install matplotlib） 

代码及例子如下： 

%matplotlib inline 

import matplotlib.pyplot as plt 

import numpy as np 

x = np.arange(20) 

y = x**2 

plt.plot(x, y) 

 

插入本地图片（代码） 

from IPython.display import Image 



Image(filename='name.png') 

 

插入本地音乐（代码） 

from IPython.display import Audio 

Audio(filename="name.mp3") 

插入网络图片、音乐、视频、网页等可参考链接 

http://www.cnblogs.com/giserliu/p/4997144.html 

 

2.9、markdown 简介 

将单元格状态改为 markdown，即可进行 markdown 编辑，或者蓝色框线时单击

M 便可从 code 状态改为 markdown 状态。 

标题：生成一级标题：在内容前写上 # 和空格 

生成二级标题：在内容前写上 ## 和空格 

内容：直接编辑即可 

生成目录： 

• Jupyter 需要通过安装插件来生成目录（注意下列过程花费时间较久，请在时间

充裕时操作） 

•  在终端输入 conda install -c conda-forge jupyter_contrib_nbextensions 

•  完成后，重新打开 jupyter，发现主页面多出了一个选项 Nbextensions，点击此

标签，选择 Table of Contents(2)。在新打开的 notebook 中便可以看到目录快捷键

了。操作如下： 

 

http://www.cnblogs.com/giserliu/p/4997144.html


2.10 、关闭 jupyter 

•  先关闭 notebook 页面 

•  回到 Home 页面，点击 running，找到对应的 notebook，点击右侧的 shutdown

按钮 

•  仅关闭 notebook 页面并没有真正关闭该.ipynb 文件。 

 

3. 自己动手做一做 

课后题： 

猜年龄。写一个程序让别人猜自己的年龄，若对方猜对，则返回“恭喜你，猜对

了”，否则接着猜，直到猜对。注意可能用上的命令：while、if、int、input、

pri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