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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the seventh year in a row, JavaScript is the most 

commonly used programming language, but Python has 

risen in the ranks again. This year, Python just edged out 

Java in overall ranking, much like it surpassed C# last 

year and PHP the year before. Python is the fastest-

growing major programming language today.

Developer Survey Results

2019

来源：Stack Overflow Developer Survey Results 2019

https://insights.stackoverflow.com/survey/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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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难度大 易学易用

程序设计复杂 快速开发和部署

适合造轮子 适合组装轮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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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是Python?

• 容易上手
无须花费过多精力

可以专注于解决问题而不是语法和软硬件底层的细节

• 语法简洁直观，开发效率高

各种库功能十分丰富，基本上你能想到的，实用的功能
都有现成库可以使用

• 功能强大，可扩展性好

代码可以不经修改运行于各种平台

• 可移植性好免费开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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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ython可以用来干什么

网站与互联网开发
Web and Internet Development

• 成熟的框架：Django与Flask

• 标准库对互联网协议的支持：

• HTML与XML

• JSON

• E-mail处理

• 支持FTP， IMAP，以及其他互联网协议

• 还有很多有用的库，比如爬虫经常用到的：

• Requests，强有力的HTTP库

• BeautifulSoup，从HTML或XML文件中提取数据

• …

使用Python搭建的网站/应用

http://www.djangoproject.com/
http://flask.pocoo.org/
http://docs.python.org/library/markup
http://docs.python.org/library/json.html
http://docs.python.org/library/email
http://docs.python.org/library/ftplib.html
http://docs.python.org/2/library/imaplib.html
http://docs.python.org/library/internet
https://pypi.python.org/pypi/requests/
http://www.crummy.com/software/BeautifulSoup/


Python可以用来干什么

网站与互联网开发
Web and Internet Development

整点实用的？



微信官方文档：微信公众平台提供了非常丰富的接口，可以实现各种需求

https://developers.weixin.qq.com/doc/offiaccount/Getting_Started/Overview.html


Python可以用来干什么

网站与互联网开发
Web and Internet Development

整点实用的？

• 只需要准备：

• 公众号 × 1

• 云服务器 × 1

• Python代码 少许

不来试试用Python开发 吗？



我自己的公众号，实现的一些简单小功能



Python可以用来干什么

网站与互联网开发
Web and Internet Development

整点实用的？

• 只需要准备：

• 公众号 × 1

• 云服务器 × 1

• Python代码 少许

• 善于利用 Github！

• WeRoBot ，微信公众号开发框架

不来试试用Python开发 吗？

https://github.com/
https://github.com/offu/WeRoBot


Python可以用来干什么

科学与数值计算
Scientific and Numeric

SciPy系列：用于数学、科学与工程的开源库集成

• NumPy，使用Python进行科学计算的基础软件包

• Pandas，以NumPy为基础，强大的分析结构化数据的工具集

• Matplotlib，Python 的2D绘图库

• IPython，强大的交互式shell

MATLAB和R能做到的东西，Python基本上都能做！

http://scipy.org/
https://www.numpy.org.cn/
https://www.pypandas.cn/
https://www.matplotlib.org.cn/
http://ipython.org/


Python可以用来干什么

机器学习与深度学习
Machine Learning and Deep Learning

机器学习：scikit-learn，简称sklearn

• 支持包括分类，回归，降维和聚类四大机器学习算法

• 还包括了特征提取，数据处理和模型评估三大模块

深度学习：

• PyTorch

更有利于研究人员、爱好者、小规模项目等快速搞出原型

• TensorFlow

更适合大规模部署，特别是需要跨平台和嵌入式部署时

• Keras，基于Tensorflow、Theano以及CNTK后端，

为支持快速实验而生，能够把你的idea迅速转换为结果

https://scikit-learn.org/stable/
https://pytorch.org/
https://www.tensorflow.org/
https://keras.io/


Python可以用来干什么

桌面GUI（图形用户界面）开发
Desktop GUIs

桌面程序/应用的GUI开发

• Tkinter，Python自带的GUI库

• 与 Tk/Tcl 关系最密切的图形库，用户广泛

• 跨平台运行，支持 windows/macOS/Linux

• PyQt

• wxPython

Jupyter Notebook上的交互界面设计

• ipywidget

https://wiki.python.org/moin/TkInter
https://wiki.python.org/moin/PyQt
https://wxpython.org/
https://github.com/jupyter-widgets/ipywidgets




Python 常用第三方包
如：SciPy系列下的NumPy, Pandas, 

Matplotlib等

常用IDE
如： Spyder,

Jupyter Notebook, 

Jupyter Lab



多平台支持

特性

环境与
包管理工具

用户体验好用户体验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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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载与安装Anaconda

首先，下载Anaconda安装包

考虑到官网速度可能会很慢，

建议到清华大学开源软件镜像站下载

可以到Anaconda官方网站下载

①

②

③

https://mirror.tuna.tsinghua.edu.cn/help/anaconda/
https://www.anaconda.com/distribution/


下载与安装Anaconda

然后是安装

如果忘了勾上，后面需要在系统设置里自行添加Windows平台需要注意：这里的Add PATH要勾上

基本上一直next就行，安装目录可以自己选择

“开始”处右键菜单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根据你安装的具体目录，
确保把这5个位置添加进去

⑨建议把这行删掉，
不然在命令行输入Python

可能会弹出应用商店



下载与安装Anaconda

安装好了，试试吧

MacOS：打开“终端”Windows：打开“命令提示符”或“PowerShell”

在命令行里输入 python

进入Python后，输入 print(“Hello World!”)

通过输入 从Python退出到命令行ex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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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pip安装Python包

变量与赋值

3



变量与赋值

a =  3
对象名字

引用

使用pip安装Python包



包与模块的概念

module_1.py

模块（module）

• 有时候也被称作库（library）

• 说白了，就是Python文件

• 其中通常包含 Python 对象定义和Python语句

• 提供了一定的功能供别人调用

使用pip安装Python包



包与模块的概念

module_1.py

func_1()

func_2()

…

Class_1()

Class_2()

…

模块（module）

• 有时候也被称作库（library）

• 说白了，就是Python文件

• 其中通常包含 Python 对象定义和Python语句

• 提供了一定的功能供别人调用

函数（function）

• 组织好的，可重复使用的，用来实现单一，或相

关联功能的代码段

• 在括号输入参数（parameters），它为你干活

• 比如 print(“Hello World!”)

类（class）

• 简单理解：对象的一个模板代码段

• 可以通过这个模板去创建一类对象

对象（object）

• 万物皆对象，函数和类也是对象

• 对于函数和类

• 加括号表示调用，不加括号指代对象本身

• 比如：print可赋值给变量，也可作函数的参数

※超纲内容

• 通过import module_1来调用模块

• 然后就可以通过module_1.func_1()来调用module_1中

的func_1函数

使用pip安装Python包



__init__.py

包与模块的概念

模块（module）

• 有时候也被称作库（library）

• 说白了，就是Python文件

• 其中通常包含 Python 对象定义和Python语句

• 提供了一定的功能供别人调用

module_1.py

package

__init__.py

sub_package
module_3.py

包（package）

• 多个相关模块的组合，就像一个工具箱

• 把相关的模块（工具箱里的工具）组织在一起

• 本质上就是包含__init__.py文件的文件夹

module_2.py

※超纲内容

• 通过from package import module_1来调用模块

• 然后就可以通过module_1.func_1()来调用module_1中

的func_1函数

使用pip安装Python包



包与模块的概念（太长不看版）

模块（module）

• 有时候也被称作库（library）

• 说白了，就是Python文件

• 其中通常包含 Python 对象定义和Python语句

• 提供了一定的功能供别人调用

module_1.py

包（package）

• 多个相关模块的组合，就像一个工具箱

• 把相关的模块（工具箱里的工具）组织在一起

• 本质上就是包含__init__.py文件的文件夹

package

函数与类（function and class）

• 函数：组织好的，可重复使用的，用来实现单

一，或相关联功能的代码段

• 类：用户自定义对象的模板代码段

func_1()或者Class_1()

整合

使用pip安装Python包

整合



使用pip

使用pip安装Python包

pip 是一个现代的，通用的 Python 包管理工具。提供了对 Python 包的查找、下载、安装、卸载的功能。

在使用前，强烈建议将pip镜像源更换为清华pypi源。

例：想要安装WeRoBot包，只需要简单一行命令：

pip install WeRoBot

注意：pip命令是直接在命令行下运行的，不要进入Python再运行。

常用命令

• 安装

• 卸载

• 查看已安装的包

• 查看pip命令的参数及其用法

pip install <包名>

pip uninstall <包名>

pip list

pip --help

https://mirrors.tuna.tsinghua.edu.cn/help/py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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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需要管理环境？

使用conda管理环境

包 版本

TensorFlow 1.4.0

NumPy 1.13.3

包 版本

TensorFlow 2.2.0

NumPy 1.18.2

情景一

你接手了一个前几年的项目，
其中所用到的TensorFlow还有
其他一些包的版本都很老

情景二

你现在新开了一个项目，用的
是新版本的TensorFlow以及其
他包

你需要一个“平行世界”
不同的“世界”配置着不同的环境，支持那个“世界”正常运转

你不会希望每运作一个项目就重装一次Python或包

Run on Python 2.7 Run on Python 3.7



Conda

使用conda管理环境

Conda 是一个开源的软件包管理系统和环境管理系统，可以用于管理 Python 或者 R 语言版本以及依赖包。

在使用前，强烈建议将conda镜像源更换为清华Anaconda源。

环境管理命令

• 查看所有环境 或

• 创建新环境

• 例子

• 激活环境

• 退出环境

• 删除环境

注意：conda命令是直接在命令行下运行的，不要进入Python再运行。

conda env list 

conda create –n <环境名> python=<版本> 

activate <环境名>

deactivate

conda info -e 

对于MacOS/Linux，需要使用

source activate/deactivate

conda remove –n <环境名> --all

conda create –n wechatdev python=3.7

包管理命令

• 安装

• 卸载

• 查看当前环境已安装的包

• 查看conda命令的参数及其用法

conda install <包名> 

conda remove <包名> 

conda list

conda --help

https://mirrors.tuna.tsinghua.edu.cn/help/pypi/


在开始下一节前：IDE是？

集成开发环境（IDE，Integrated Development Environment ）

是用于提供程序开发环境的应用程序，一般包括代码编辑器、编译器、调试器和图形用户界面等工具，

集成了代码编写功能、分析功能、编译功能、调试功能等一体化的开发软件服务套。

Spyder Jupyter Note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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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yder

Spyder使用

Spyder最大的亮点是，具有类似MATLAB或RStudio的“工作空间”，可以很方便观察变量的值

在用Conda创建一个新环境后，在该环境下安装Anaconda库。

即先 再 。

这可能需要花费一段时间。

activate <环境名> conda install anaconda

这样便在该环境下装好了Anaconda全家桶，其中也包含了

Spyder，正如你最初安装Anaconda一样。

既可以通过开始菜单快捷方式启动某个环境下的Spyder，

也可以通过在命令行激活环境后，输入 来启

动

spyder

例：在icourse环境下安装好anaconda库后，开始菜单中出现了对应环境下应用的快捷方式

激活环境后，在行的前面会
有括号提示当前所处环境。

在命令行中启动应用，要
保持该命令行窗口运行。
否则若命令行窗口关闭，
应用也将关闭

注2：

注1：

Spyder启动成功



编辑器
Editor

变量浏览器
Variable Explorer

Ipython控制台 & 历史
Ipython Console & History

菜单栏与工具栏 Menu Bar & Toolbars

状态栏 Status Bar



编辑器

• 运行文件（F5）

• 运行当前单元格（Ctrl + Enter）[通过 #%% 创建单元格]

• 运行当前单元格并跳到下一单元格（Shift + Enter）

• 运行选区或者当前行（F9）

Spyder常用操作

Spyder使用

Ipython控制台

• 在编辑器运行代码，会显示到Ipython控制台

• 你也可以交互式地在控制台输入代码

• Ctrl + L 或者输入 clear 以清空控制台内容

• 输入 del <变量名> 清除某个变量

• 输入 reset 清除所有变量

在编辑器中用F9运行的代码

在编辑器中用Ctrl+Enter运行的代码

在控制台交互式输入的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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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pyter Notebook

运行Jupyter Notebook

Jupyter Notebook最大的亮点是，具有极强的交互性和展示性

在用Conda创建一个新环境后，在该环境下安装Anaconda库。

即先 再 。

这可能需要花费一段时间。

activate <环境名> conda install anaconda

这样便在该环境下装好了Anaconda全家桶，其中也包含了

Jupyter Notebook，正如你最初安装Anaconda一样。

既可以通过开始菜单快捷方式启动某个环境下的Jupyter

Notebook，也可以通过在命令行激活环境后，输入

来启动jupyter notebook

例：在icourse环境下安装好anaconda库后，开始菜单中出现了对应环境下应用的快捷方式
激活环境后，在行的前面会有括号提示当前所处环境。

在命令行中启动应用，要保持该命令行窗口运行。否则若命令行窗口关闭，应用也将关闭注2：

注1：

启动成功



注：启动后，会位于命令行所在的目录位置，建议学习命令行使用方法，
或者了解如何在某个目录下打开命令行。

菜单
Menu

笔记本区域与单元格
Notebook area and cells

工具栏 Toolbar

在当前目录下
创建ipynb文件



如何在某个目录下打开命令行

一点补充

Windows

在某个目录下的空白处，Shift+鼠标右键

MacOS

于设置中勾选以开启服务（如左图），之后就可以

通过访达在某个位置打开终端（如右图）。



Jupyter Notebook 的一些概念

Jupyter Notebook

两个模式

• 命令模式 Command mode

• 左边沿为蓝色，处于命令模式，且选中该单元格

• 在命令模式下，键盘输入会被理解为快捷指令

• 按Enter进入所选中单元格的编辑模式

• 编辑模式 Edit mode

• 左边沿为绿色，处于该单元格的编辑模式

• 在编辑模式下，键盘输入用来编辑代码

• 按Esc以从编辑模式退出到命令模式

两种常用单元格类型

在工具栏中，可以调整单元格类型

• 代码单元格 Code，用于编辑与运行代码

• 笔记单元格 Markdown，使用Markdown展示笔记

https://www.runoob.com/markdown/md-tutorial.html


单元格操作

• 在当前单元格下方插入新单元格（B）

• 运行当前单元格并跳到下一格（Shift + Enter）

• 将当前单元格切换为Code单元格（Y）

• 将当前单元格切换为Markdown单元格（M）

Jupyter Notebook 常用操作

Jupyter Notebook

更多快捷键操作

用好快捷键才是精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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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pyter Lab

Jupyter Lab简介（安利？）

Jupyter Lab可以看作是Jupyter Notebook的进化版，在外观和实用性上都很优秀

在启动和使用等各方面都基本和Jupyter Notebook一样，有兴趣可自行摸索



在最后：学习材料

• Learn Python 3 the Hard Way - Zed A. Shaw

强烈推荐该书以及系列教学视频，对Python初学者乃至编程零基础的同学都相当友好，由浅入深。

• Python官方文档

官方文档永远是最好的教科书，有着系统而完整的学习路径，现在还有中文版，要什么自行车？

• 以及请继续关注我们的后续课程：

• 第二讲 Python基础数据结构

• 第三讲 Python控制流与函数

• 第四讲 NumPy与Pandas

• 第五讲 Python数据可视化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g441147yH
https://docs.python.org/zh-cn/3/


扫码反馈意见与建议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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