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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案例描述了 Python 语言的特性，即：优雅、简单、明确。对比于 C和

Java 语言，可以说明 Python 的特点：完成同一个任务，C语言要写 1000 行代码，

Java 只需要写 100 行，而 Python 只要 20 行。如果需要追求运行速度和代 码效

率，比如操作系统或者硬件系统的编写，C语言当然是首选。但是通常在开发应

用程序时，C程序与 Python 程序的运行时间上可能只是 0.001 秒与 0.1 秒的差

别，这对于用户来说是无关痛痒的一件事情。并且对于数据分析这项工作而言，

Python 能够避免我们陷入代码海中，让我们能够更快速触碰到数据，并且挖掘

出其中的价值，而不是在最底层的一些算法中茫然不知所措。Python 已经超越 R

语言成为最受欢迎的数据分析语言。

关键词： Python，Python语言的特性，Python 数据分析，Python 数据容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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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资源：

1. 实验教学平台

本案例实验教学平台采用开源软件 Anaconda 和 Pycharm 来实现，在知行楼统

一安装并部署至学生和教师机， 降低实验环境的部署成本，实现快速教学。

2. 实验教学软件

本实验教学软件需要的 Anaconda 、 Pycharm、Python、 pandas、 matplotlib

和 numpy 等均为开源软件， 免费获取。

3. 实验教学数据

本实验的教学实验数据均直接来自网络公开数据，不用另外专门准备数据，降低

了数据的准备的时间成本。

4. 实验教学考核

本人所在的 Python 大数据团队 (雷擎、李兵、刘宁宁) 已经开发 Python 与大数

据分析的自动考评系统，学生在系统中直接完成实验测试内容后，可自动提交，

可支持班级为单位的个人成绩系统自我评分功能， 降低教师的工作量。通过系

统平台可实现对学生的实验过程监控和实验结果的自动评价， 记分等。系统分

为学生客户端，和教师客户端，如图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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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a）Python 与大数据分析考评系统 教师客户端

图 1 （b）Python 与大数据分析考评系统 学生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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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材料 1:

1 Python 入门

我们将从真实的数据集出发，向大家介绍 Python 语言的基础知识， 并且某

些数据集我们会在不同案例反复使用，通过相同数据集来讲述不一样的内容。本

章所使用的科比投篮数据集来源于 Kaggle。

该数据集来源于 Kaggle 上的名为“Kobe Bryant Shot Selection”的竞赛。

科比·布莱 恩特（Kobe Bryant），是 NBA 历史上一名伟大的球星，他 17 岁进

入 NBA，曾在一 场比赛中拿到 81 分，他拥有五枚总冠军戒指，他于 2016 年 4

月 14 日正式退役（如图所示）。该数据集为科比在 1996 年至 2016 年在 NBA 赛

场上每一次投篮的数据，包括投篮位置、投篮类型、比赛剩余时间和是否命中等

信息。该竞赛的目的是希望参赛者通过科比投篮的位置和投球的方式等信息预测

某次投球是否命中。数据集包含 25 个变量，每个变量对应的含义如下表所示：

表 1 科比投篮数据集变量及对应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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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科比投篮图及投篮区域分布

我们将通过数据探索的方式，在探索该数据集的同时对 Python 的基本概念：

变量、注释、数据类型、算术运算符等，进行详细介绍。

1.1 变量和常量

1.1.1 变量

变量是所有编程语言重要的组成部分。我们常常使用变量来存储一些之后可

能会变化的值。在创建变量时，我们需要给变量取一个名称，然后给变量赋值。

在这之后，我们就可以通过变量名称来代替所赋予的值。

如果我们需要对科比投篮 ID 为 1 的一次投篮进行分析，那么我们就可以创

建一个名称为 shot_id 的变量，并且将 1 值储存在变量 shot_id 中。之后如果

我们在程序中需要使用投篮 ID，则我们直接可以使用 shot_id 。使用变量的一

个好处在于：如果之后我们想要分析科比的另外一次投篮，比如投篮 ID 为 2 的

投篮，我们只需要修改变量 shot_id 的 赋值，将 shot_id 赋值为 2 即可，而

不需要在每一个使用投篮 ID 的位置进行修改。

变量在程序中通过一个变量名表示，Python 语言的变量命名规则为：变量

名必须是大小写英文字母、数字或下划线 _ 的组合，不能用数字开头，并且对

大小写敏感。变量名应简单易懂，尽量保证在数周甚至数月之后看到变量名仍然

能够想起来它所代表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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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注意的是，Python 语言中存在一些关键字，这些关键字不能用于命名

变量：and、as、assert、break、class、continue、def、del 等。

例 1.我们可以通过 import keyword 导入 keyword 包，并使用方法

keyword.kwlist 查看关键字。

['and', 'as', 'assert', 'break', 'class', 'continue', 'def', 'del',

'elif', 'else',]

赋值运算符可以把任意数据类型赋值给变量，同一变量可以反复赋值，而且

可以是不同类型的变量。这也是 Python 语言称之为动态语言的原因。当我们需

要改变变量的值时，我们可以使用相同的方式，将新的值赋予给变量。

1.1.2 常量

有一类特殊变量，叫常量。常量表示不能变的变量，比如数学常数 。实际上在

Python 中是没有常量的关键字的，只是我们常常约定使用大写字母组合的变量

名表示常量，也有“不要对其进行赋值”的提醒作用，如下所示：

PI = 3.14159265

1.1.3 print函数

在很多时候，我们想要在程序运行到某一地方时在屏幕上显示某一变量的

值，或者显示一些提示信息，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使用 Python 的 print 函数。

函数的具体定义及用法我们将在后面详细介绍，简单来说，函数就是一段可以传

入输入值，经过一些操作，得到返回值的代码。在 Python 3.x 版本中，print

函数为带括号的 print() ，并且必须使用括号将要打印的内容包起来。在

Python 2.x 版本中，同时兼容 print 和 print() ，建议大家以后都使用

print() ，以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如果想要看变量的值，则直接在 print 后面

加上变量名即可。如果是想要输出提示信息，如一句话，那我们需要将提示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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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 用单引号包裹起来，表示这是一个字符串，然后就可以直接在 print 后

加上想要显示的信息。

比如我们想要看 shot_id 的值及打印出 投篮 ID ，就可以输入下列代码：

那如果说我们想要在一段提示信息中加入变量值怎么办？我们可以使用逗

号 , 隔开变量与其他剩余内容，则 print 在输出时会依次打印各个字符串或变

量，遇到逗号 , 时会输出一个空格。

举个例子，我们加入投篮 ID 的提示信息：

print 函数不仅可以打印变量值，也可以打印计算结果：

1.2 数据类型

数据分析的对象不只是数值，还包括文本、图形、音频、视频、网页等数据，

不同的数据，需要定义不同的数据类型。我们在之前的案例已经接触到了数值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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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字符串变量，如 shot_id 就是一个数值型变量，其值为整数 2 ；action_type

就是一个字符串变量，其值为 'Jump Shot' 。接下来我们对所有的数据类型进

行一一介绍。Python 语言的数据类型包括整型、浮点型、字符串、布尔型和空

值。

1.2.1整型（int）

整型的取值为整数，有正有负，如 2 ， -666 ， 666 等。在科比投篮数据

集中， shot_id 、 game_event_id 、 game_id 、 loc_x 、 loc_y 、

minutes_remaining 、 period 、 playoffs 、 seconds_remaining 、

shot_distance 、 shot_made_flag 、 team_id 都是整型变量。

1.2.2浮点型（float）

浮点型的取值为小数，当计算有精度要求时被使用。由于小数点可以在相应

的二进制的不同位置浮动，故而称为浮点数。如 3.14 ， -6.66 等，但是如果

是非常大或者非常小的浮点数，就需要使用科学计数法表示，用 e 代替 10 ，

比如 ，写为 3.14e9 。科比投篮数据集中的 lat 和 lon 为浮点型变量。

1.2.3字符串（str）

字符串是以两个单引号 '' 或两个双引号 "" 包裹起来的文本，比如 'Jump

Shot' ， "Los Angeles Lakers" 等等。字符串 'Jump Shot' 包括 J ， u ， m ，

p ，空格， S ， h ， o ， t 这 9个字符。 ' 也可以是一个字符，且必须放

在 "" 中。如下所示：

谈到字符串，我们不得不介绍一下转义字符的概念。字符串里常常存在一些

如换行、制表符等有特殊含义的字符，这些字符称之为转义字符，这些字符以 \

为开头。比如 \n 表示换行，\t 表示制表符，Python 还允许用 r"" 表示 "" 内

部的字符串默认不转义。举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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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布尔型（bool）

布尔型只有 True 和 False 两种值。比较运算和条件表达式都会产生 True 或

False ：

布尔值可以进行 and 、 or 和 not 运算， and 和 or 运算分别用 & 和 | 表

示，各运算结果为：

not 运算为非运算，即把 True 变成 False ， False 变成 Tru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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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 空值（NoneType）

空值是 Python 里一个特殊的值，用 None 表示，比如在我们的数据表中如

果存在缺失值，我们一般用 None 填充该缺失值表格，它相当于一种标记，告诉

计算机这里没有任何东西。如果想要知道某一个值的类型，则可以使用 type()

函数，下面对所有类型举一个例子：

下面是我们对科比投篮的数据集的变量进行数据类型的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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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科比投篮数据集中所有变量的数据类型总结

1.3 算术运算符

对于数值型变量，我们可以使用算术运算符进行加减乘除、取整和幂运算，

其运算法则与数学上的法则一致，包括“先乘除后加减”、“先计算括号内的内

容”和“从左往右运算”。各算术运算符及其说明如下所示：

这里有一点需要特别注意一下，Python 2.x 版本与 Python 3.x 版本（以下

简称 Python 2 和 Python 3）的整除是不同的，我们先举例子，再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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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我们通过导入 Python 2 内置的 __future__ 模块，来使用 Python

3 中一些与 Python 2 不兼容的关键字和特性，所以我们想要在 Python 2 中表现

Python 3 中的整除，就可以通过 from __future__ import division 实现。

对比 1-2 行，我们不难发现 Python2 与 Python3 有着明显的区别。这两种区

别是新手常遇见的 bug 之一。我们来慢慢理解这其中的奥妙：在 Python2 中，int

与 int 之间进行任何运算，所返回的对象默认为 int ，包括除法在内。这种定

义更佳符合计算机的直观；而在 Python3 中， int 与 int 的其他运算都默认返

回一个 int ，只有 int 除 int 所返回的对象默认为一个 float ，无论能不能

整除。这种设定更加符合数学的直观，可以避免 1/2=0 这样令新手费解的情况。

值得注意的是，两种不同的设定都同样有可能引发 bug。对比 3-4 行，我们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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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在 Python3， int 之间进行整除运算 // ，则默认的返回结果是一个

int 。这和 Python2 是一致的。对比 5-6 行，我们也不难发现，无论是 Python2

还是 Python3，如果在 int 与 float 之间进行任何运算，所返回的必然是

float 。

此外，Python 还提供了一个余数运算 % ，相当于取模。

1.4 类型转换

int、float、str及 bool等类型之间可以相互转换。函数 int() 、float() 、

str() 和 bool() 分别用于将变量转换成整型、浮点型、字符串和 布尔型变量。

某些变量无法转化成数值变量：

只有在变量为 0时，bool 转化的结果才为 Fal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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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使用 type() 外，我们还可以使用 isinstance() 来获得数据类型，如下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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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材料 2

2 Python 的控制结构

这此案例中我们将用 Pokemon数据集来进行 Python控制结构的学习。

Pokemon Go 是一款移动 平台增强现实游戏，由任天堂公司、精灵宝可梦公司授

权，Niantic, Inc.负责开发和运 营。主要玩法是通过出门拿起你的手机或移动设

备对出现在屏幕上的精灵宝贝进行捕 捉、培养。在这个游戏里，最重要的主角

必然是精灵宝贝们了。

图 1 Pokemon Go 图标和玩家 Cos 小智

这里介绍的 Pokemon 数据集
1
可以从 kaggle 中下载，它虽然不是 Pokemon Go

中精灵宝贝的数据，而是 Pokemon game 的，不过其 中的精灵宝贝数据属性类

似。数据集中有 721 个精灵宝贝的数据。包括精灵宝贝 id、名 字、血量、供

给值、防御值等，下表是变量具体描述：

1 https://www.kaggle.com/abcsds/pokem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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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Pokemon 数据集变量及对应含义

2.1 布尔值

在大多数的语言中都会常常用到选择和循环结构，在这此案例中介绍常用的

if 语句、 for 循环、 while 循环。这一章我们会继续用 Pokemon 数据集，对这

个数据集进行更多的探索。

在开始控制结构介绍之前，先描述布尔类型。在这个世界上，文字和认识中

有真和假的判断，而对于计算机而言，布尔值 True 和 False 就表示'真'和'假'。

True 、 False 是比较显式的真和假, 而在 Python 中以下值都会被看作是假

（False）：False None 0 "" () [] {}

也就是说，除了 False 、 None 、 0 之外所有空的数据结构都看作是假

（False）；其余的非空数据结构、非 0 在 Python中都认为是真（True）。有一

点需要特别强调：在用 == 比较变量和常量时, 请务必把变量放等号右边（这种

好习惯是优质代码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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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符号是判断两个值、变量之间是否相等的操作符，相等则返回布尔值

True 。 对于字符型变量也是可以这么操作的：

2.2 If 选择结构

if 选择结构在代码编写过程中使用非常频繁，它通过对表达式判断来选择是

否执行代码。 if 语句的表达式结构为：

判断条件为真（True）的时候才执行冒号后下面的语句。比如现在我们已有

一个精灵宝贝的 HP 值，而我只希望当这个 HP 值大于 20 的时候才打印出来，

那么就可以借助 if 语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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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 if 语句外，还有 if-else 、 if-elif 语句：

if-else 语句是不满足 if 判断条件后直接执行 else 之下的语句。比如我们想

要判断精灵宝贝的 HP 值是否大于 20 ，并输出合理的提示信息，则可以使用

如下方式：

上面的判断结构表示：在第一个 if 判断条件为假时，进入 elif 的判断条件，

判断为真后才执行 elif 下的语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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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第一个 if 判断条件为真，则直接执行 if 下的执行语句，而不再经过

elif 的判断条件了。如果我们需要的打印在（10， 20）一个区间的语句时：

2.3 循环结构

本案例将介绍循环结构 for 循环及 while 循环，循环结构会重复执行语句

直到满足条件则停止。 for 循环的停止条件是序列结束，而 while 循环则和 if

控制结构一样，通过条件语句来判断停止。

2.3.1 for 循环

for 循环是可以依次得到序列循环中每个元素，并依次处理：

for 循环在序列走完就停止，而序列中的每个元素在每次循环中暂时存放在

元素变量中，这样执行语句对此次循环的元素变量操作就可以了。 for 循环可

以逐个打印存放在列表中的精灵宝贝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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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 for 循环主要是用在需要对每个元素逐个应用函数的情况，比如以下

这个例子：现在有一个列表，这个列表存放的是 10个小精灵的 HP 数值，现在

希望得到里面每个数字都乘以 2

2.3.2 while 循环

while 循环和 for 循环不同的是，它的停止条件是个人自己设定的：

判断条件和 if 语句是相同的，而什么时候用 while 呢？在你确定满足条件

而不确定需要的循环次数时，那么 while 是最好的选择。现在有一个小精灵的

HP 数值变量，我希望它在大于 20 的时候，逐次变小，直到等于 20 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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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组合使用

除了单独使用上述控制结构之外，我们还可以嵌套使用。比如说在前面的

HP 序列，我只希望其中的偶数乘以 2 ，奇数不变。

2.4 控制结构作业练习

在读取数据后，其实我们有时候要单独对一些数据做特别处理，控制结构基

本上是离不开的。现在我们先读取数据（这一部分将在下一章详细介绍），存入

列表中。其中 Legendary 变量下的数据是属性变量，只有 'True' 、 'False' 两个

值。那么现在我们需要抽取出那些 Legendary 为 'True' 的样本存放到新的文件

中，并命名为 'Pokemon_Legendary.csv'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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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材料 3

3.Python 数据容器

Python语言是一种面向对象编程语言（Object-Oriented Programming Language），

简称为 OOP 语言。在 Python语言中，一切皆为对象（object），无论是变量还

是函数，它们都是属于某一个特定的类（class）。类中的对象叫做该类的实例

（instance）。变量或者值都是对象，它们的数据类型是类。我们可以把类视为

数据类型的概括。当我们把 2 赋给 shot_id 时， shot_id 就表示整数类的对象。

我们说 shot_id 是整数类的一个实例。类似地， string 、 int 、 float 都是类。

在“Python语言的类”一章，我们将学习如何创建自己的类，并更深入地了解

如何使用面向对象编程来组织代码。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是，特定类的所有对象

都与方法（method）相关联，这些方法类似于一个函数，我们编写一次之后，

可以重复的调用。一旦某个对象属于某个特定类之后，该对象就可以使用该类的

所有方法。在本章，我们将介绍四个基本的数据结构，它们也属于对象。精通各

种数据结构的用法是成为专家级 Python程序员的关键环节。本章继续使用数据

集：科比投篮数据集。

3.1 列表

列表（list）是一个有序的序列结构，序列中的元素可以是不同的数据类型。

由于列表是一个序列，所以列表可以进行一系列序列操作如索引、切片、加、乘

和检查成员等。Python 内置了用于判断列表长度及确定列表中最大和最小元素

的方法。

3.1.1列表创建

创建列表的方式很简单，将列表中的各元素用逗号分隔开，并用中括号将所

有元素包裹起来。比如我们想要将科比某次投篮的 shot_id 、 action_type 和

team_name 值存放在新建的 kobe_list 列表中，则可以使用如下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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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列表对象增减

如果我们想要在列表中加入此次投篮发生时比赛的对手 'POR' ，则可以使

用 append() 方法，该方法会在列表末尾位置添加数据元素。方法的调用方式与

函数不同，方法的调用需要在对象之后加上点符号 . ，让我们来试一试：

如果我们想要删除列表中某一位元素，则我们需要使用 remove() 方法。下

面我们将 2 删除掉:

3.1.3列表索引

类似字符串（及所有其他内置序列类型），列表可以索引和切片。我们首先

要搞清楚 Python 语言中所有的索引都是从 开始计数的，如果列表中有 个元素，

那么最后一个元素的索引是 。如 kobe_list 中的元素索引位置及值的关系表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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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想要获取 kobe_list 中第 3 个元素，则可以使用如下方法：

我们还可以使用负号，逆序进行索引，如果我们想要获取 kong_list 中的

倒数第二个元素，则可以使用以下方法：

在“列表对象增减”部分，我们谈到了 remove() 方法，但是该方法适用于

知道要删除的值的情况，当我们不知道具体元素值，但是知道元素的索引位置时，

我们可以使用 del 函数配合列表索引删除索引位置的元素，或者使用 pop() 方

法（该方法算是 insert() 方法的逆运算），举个例子，我们将科比所在球队删

除掉，我们已经知道此元素的索引位置为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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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通过 insert() 方法在指定的索引位置添加数据元

素，比如我们想要在第 2个位置添加科比的球队信息 Los Angeles Lakers ，则

我们使用如下方式：

3.1.4 列表长度

Python 内置的用于判断列表长度的函数为 len() ，直接使用此函数可以得

到列表长度：

3.1.5 列表切片

如果我们现在需要取 kobe_list 中的第 2到第 5个元素，按照我们之前学

习的内容，可能需要依次取第 2、第 3、第 4、第 5个元素，这样看起来虽然不

是很复杂，但是如果我们的列表有上千个元素，我们需要取其中的索引位置 20

到 100 的元素呢？好在 Python 提供了切片（Slicing）操作符，可以非常方便

完成这种操作。

切片操作需要提供起始索引位置和最后索引位置，然后用冒号 : 将两者分

开，其语法结构为：

如果未输入步长，则默认步长为 1。切片操作返回一系列从起始索引位置开

始到最后索引位置结束的数据元素。这里需要注意的是，起始索引位置的值包含

在返回结果中，而最后索引位置的值不包含在返回结果中。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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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认为切片的索引并不指向元素本身，而指向元素的边缘（包括左边

缘和右边缘），比如 kobe_list[2:4] 表示边缘 2 和边缘 4 之间的数据元素，

即 'Jump Shot' 和 'POR' 。当然，切片不仅可以正向切片，也可以逆向切片，

如:

另外，我们可以省略起始索引位置，表示从最开始进行切片，当我们将两个

索引都省略之后，我们将按原样复制一个列表，如果想要将列表的顺序颠倒，则

可以使用 :

另外，字符串也可以做切片操作，操作结果仍为字符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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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6嵌套列表

列表中的元素也可以是列表，这样可以将列表看成更高维的数组，比如：

nest_kobe_list[0][0] 可以拆分成两部分理解：nest_kobe_list[0] 先取

出元素 ['LosAngeles Lakers','LAL @ POR'] ，再通过该元素的索引位置 [0]

访问 'Los Angeles Lakers 。注意与 matlab 的矩阵区别开来。我们将其拆开就

很容易理解了：

3.2元组（tuple）

元组数据结构与列表类似，其中元素可以有不同的类型，并且元组中元素的

索引和切片操作都相同。但是它与列表最大的区别在于：元组中的元素是不可变

的，即一旦初始化之后就不能够再做修改。元组的创建与列表类似，只是元组使

用小括号将各个元素括起来。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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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到当我们想把元组 kobe_tuple 的第 1 个元素改变为 3 时，出现了

报错信息 'tuple' object does not support item assignment （“‘元组’对象不支

持赋值”）。由于元组是不可变的，因此元组对象没有 append() 、 insert() 这

样的方法。那我们使用 list岂不是更好？实际上，tuple 的使用可以使得代码更安

全，防止错误赋值导致重要对象的改变。

顺便提一下，字符串可以看做是一种特殊的元组，每个字符就是一个元素。

因此字符串是不可变的，如下所示，当我们想改变 team_name 变量的第一个元

素时，系统将会报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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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组不可变是指元组中的每个元素指向的对象不改变，即 kobe_tuple 的第

1个元素指向 2 ，就不能够改为指向 3 。如果元素是指向一个列表，虽然不能

将列表对象改为其他对象，但是可以对指向的这个列表本身进行修改。接下来，

我们就通过下面的练习来好好理解这段话：

3.3 字典

列表和元组都属于是 Python有序的数据结构。而接下来要介绍的，是 Python

中最重要的内置数据结构——字典（dict）。它在其他语言中被称作哈希映射（hash

map）或者相关数组（associative arrays）。

我们可以按照“字典”的字面意思来理解其数据结构及实现原理。当我们在

字典中查找某一个字时，如果我们从第一页开始往后翻直到找到我们要查找的

字，我们需要耗费相当长的时间完成查找的任务。但是字典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索

引表（如偏旁部首表），我们可以先在字典的索引表里查找这个字对应的页码，

然后直接翻到翻页，这样的方式查找字，比按顺序一页一页找快得多，并且不会

随着字典大小的增加而变慢。比如如果我们需要根据 shot_id 来查找对应的细分

投篮方式 shot_type ，如果用 list 实现，则需要两个 list：

给定了 shot_id 值为 1 ，那么我们需要先在 shot_id 中找到 1 对应的位

置，再从 shot_type 中取出对应位置的成绩，列表越长，所耗费的时间就越长，

这显然不是一种很科学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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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字典方式，我们可以直接根据 shot_id - shot_type 的对照表，快速通过

shot_id 查找到对应的 shot_type 。比如在已知 shot_id 为 1 的情况下，字典

在内部可以直接计算出 1 对应的存放 shot_type 值的内存地址，然后从该地址

中取出 shot_type 的值 'JumpShot' ，所以速度非常快。

3.3.1字典创建

字典是一种大小可变的键值对集，其中的键（key）和值（value）都是 Python

对象。字典的创建使用大括号 {} 包含键值对，并用冒号 : 分隔键和值，形成 键:

值 对，如下所示，创建 shot_id - shot_type 字典：

从上面的字典我们也可以看出，字典中的数据元素是无序的，并不会按照初

始化的顺序排列。不同键所对应的值可以相同。但是字典中的键必须是唯一的。

注意字典中的 1 、 2 是键。除了以上初始化的方式向字典中加入键值对，我们

还可以通过键添加，比如：

并且可以修改一个键对应的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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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上面的练习，我们下面推荐一种非常优雅的字典创建方式，从两个序列中

的元素两两配对形成一个字典，不过这里需要 for 循环及 zip() 函数的知识，

for 循环我们将在第七章讲到。有兴趣的同学可以在上面的练习中试一试这个方

法。zip() 函数用于将多个序列（列表、元组等）中的元素配对，产生一个如 [(列

表 1元素,列表 2 元素),(,)] 的新的元组列表。 for 循环用于重复执行将值放入键

中的操作。

3.3.2字典索引

字典的元素访问（以及插入、设置）方式与列表和元组一样。不同的是，列

表和元组的索引号是按照顺序自动生成，而字典的索引号是键。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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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典中某值的索引还可以通过 get 方法，如果字典不包含某个键，可以返

回者自己指定的值：

如果在字典中不存在索引的键，则系统会报错：

我们可以通过 in 判断是否存在某个键，其语法跟在列表和元组中判断是否

存在某个值是相同的，也可以使用内置的 has_key()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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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太确定字典中有哪些键或者值，我们可以使用 keys() 方法或者

values() 方法:

在有些情况下，我们需要取出字典中的键值对用于下一步的分析，此时可以

使用 items() 方法，该方法将返回所有键值对，并将其保存在一个元组列表（列

表中的元素为元组）中，如下所示：

3.3.3字典元素删减

字典的删减有三种方法：使用 del 函数对单一元素或者整个字典进行删除

；使用 pop() 方法删除单一元素；使用 clear() 方法清空词典的所有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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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典结构适用于许多需要高速查找的地方，与此同时，它需要占用大量的内

存，这相当于牺牲了计算机的内存空间来换取时间上的缩短。

3.4 集合

集合（set）是一种无序集。它是一组键的集合，不存储值。在集合中，重

复的键是不被允许的。集合可以用于去除重复值。集合也可以进行数学集合运算，

如并、交、差以及对称差等。

3.4.1集合创建

集合的创建有两种方式：使用 set() 函数或者使用大括号 {}。需要注意的是，

创建空集合，必须使用 set() ，而不是 {} ，因为 {} 表示创建一个空的字典。下

面我们首先建一个 shot_type_set 空集合，然后使用大括号 {} 将 20个

shot_type 值（先不管是否重复）放入集合中：

我们可以看到， shot_type_set 中的重复值如 'Jump Shot' 被过滤掉，只保

留了其中的一个。并且在集合中，各字符串元素是按照首字母排序的（默认排序，

无序是指未按照输入顺序存储各元素）。

3.4.2集合运算

集合支持数学集合运算，如并、交、差以及对称差等，我们首先创建两个集

合 shot_type_set1 和 shot_type_set2 ，然后对这两个集合进行集合运算，下面

分别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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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使用 | 、 & 等运算符之外，我们还可以使用内置函数来进行集合运

算，有兴趣的同学可以尝试一下，如下表所示：

表 1 Python 的集合运算

3.5 文件的读写操作

在对 Pokemon数据集进行读写之前，先学习简单的读写代码。对文件操作

之前需要用 open() 函数打开文件，打开之后将返回一个文件对象(file object)，

后续对文件内数据的操作都是基于这个文件对象的方法(method)来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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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的代码段中，用 open() 函数以 'r' 的模式打开文件 'filename.txt' ，

open() 函数的 mode 参数选择中 'r' 和 'w' 是常用选项， 'r' 指读出， 'w' 指

写入。 打开文件获得该文件对象之后，就可以对文件进行操作了。对文件数据

的读取是用的 read()方法， read() 方法

用 print 打印所有内容会显示 Hello, world! ，记得每次用完文件后，都要

关闭文件。或者使用 with open() as x: 在操作后自动关闭文件：

虽然本章的介绍并未使用 with open() as f: 方法，但是我们还是强烈推荐使

用该方法用于日后的文件读取操作中。当然，如果你不想一次读入所有的数据，

那么可以在 read() 方法中加入一个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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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就只会显示 5个字符 Hello 了！ 写入的操作和读取是类似的，不过用

的是 write() 函数，同时需要将打开文件的 mode 参数设置为 'w' 。

3.6 文本文件操作

在拿到的数据文件中，txt格式或者 csv（逗号分隔值文件格式）格式的情况

比较常见。txt文件应该比较熟悉，就是常用的文本文档。txt 格式的数据存放情

况是以 '\t' 作为间隔符的，比如说 pokemon数据 txt格式：

3.6.1读取

通过 open() 函数打开文件，返回文件对象。对文件对象进行读取操作，除

了前面介绍的 read() 之外还有两种读取数据的方法。 readline() 是每次读入一

条数据的方式，readlines() 是一次性读入文件所有数据；处理换行符 '\r\n' ，数

据读入后并没有将换行符去掉。需要注意的是 windows 系统的换行符是 '\r\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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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ux 系统的换行符号是 '\n' ；readlines() 读取后得到的是每行数据组成的列表，

但是一行样本数据全部存储为一个字符串，所以在使用的时候必须要将这些字符

串按间隔符分开后得到每个变量独立对应的数值。

用 readlines() 读入所有数据后把内容存储到 content 变量，可以打印

content 列表中第一、二个元素查看读入数据是怎么样的。在读入数据之后，用

for 循环对每一个元素去除换行符，并将每一个变量值用字符串处理方法 .split()

分隔开来。

.strip() 本身是一个对字符串指定字符去除的方法，但括号里参数为空的时

候，就会去除 '\r \n \t' 。

3.6.2写入

和读取时一样，需要用 open() 打开文件，同时设置参数 mode='w' ；write()

writelines() 是两个对文件对象的写入数据的方法。 write() 是逐次写入，

writelines() 可对一个列表里的所有数据一次性写入文件中；如果有换行需要，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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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手动在每条数据后增加换行符，同时用字符串 .join() 的方法将每个变量数据

联合成一个字符串并增加间隔符 '\t'

3.7 逗号分隔值文件操作

其实在数据存储上，用得最多的文件格式还是 csv 文件。和 txt不同的是，

csv 是用 ',' 作为分隔符。实际上，csv 文件的打开方式也可以采用前面案例中的

方法，但是 Python 有内置的专门用于 csv 读取的 csv 模块，可以很好的得到每个

变量数据分隔开的数据格式，也就是不需要前面案例手动进行分割的步骤。

Pokemon数据集的 csv 文件格式如下：

3.7.1 读取

引入 csv 模块；

open() 打开文件，保存文件对象；

用 csv.reader() 方法生成 reader 对象

reader 对象中可用 for 循环对数据进行逐条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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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打印的结果可以看到是和前面小节处理换行符、对字符串进行切割后是

一样的。

3.7.2写入

引入 csv 模块

open() 打开文件

使用 csv.writer() 作为写入器

writerow() 方法逐行写入

3.8 数据容器练习作业：白葡萄酒品质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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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过前几章的学习，你应该已经掌握 Python基本数据结构、读取存入、

控制结构等内容。本章我们通过一个实际数据分析案例，巩固一下目前所学习的

知识。这此案例中将用关于白葡萄酒的各项指标数据，这个数据可以对白葡萄酒

品质进行预测。我们都知道，葡萄酒的价格是和其品质相关的，通常一个葡萄酒

是否值得这个价格还得品鉴师说了算。但是一来培养品鉴师成本比较高，二来通

过人为的方式品鉴来决定葡萄酒的品质还是存在一定争议的。如果通过模型就能

定质，那么前面两个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表 2 白葡萄酒品质名称

读取白葡萄酒品质数据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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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需要将存储在本地的数据集读入内存中：

查看白葡萄酒中总共分为几个品质：

按白葡萄酒等级将数据集划分为 7个子集：

统计每个品质的样本量：



45

求每个数据集中 fix acidity 的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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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材料 4

4 Python 的变量作用域

变量作用域指的是什么呢？有时候，某些变量是只在这个函数内部使用，而

又有某些变量会出现在多个函数或是可能会被整个程序任一地方调用的情况。前

者只在某个函数内部使用而在函数外被视为没有此变量，则此变量对于这个代码

文件而言是一个局部变量；后者在整篇都能使用的情况显而易见地被称为全局变

量。python中的所有对象都有对应的变量名，而在什么位置能够使用什么范围

的变量就变得至关重要。

4.1 美国能源数据集

发布在 kaggle 页面上的 United States Energy, Census, and GDP 2010-2014 数

据集是由该作者 Lislejoem收集的关于美国能源、人口、GDP方面比较全面的变

量特征数据。整个数据集一共有包含三个方面的特征变量：能源（27）、人口（13）、

GDP（2）。在原数据中由于将每个年份对应的三方面变量都单独作为一个特征，

所以原数据总共有 52个州在 2010-2014年期间的 191个特征变量。为了简化问

题，只抽取变量中于 2014年的特定特征变量重组为新数据集进行本章教学。这

样，新数据集则变为 52个州于 2014年三方面相关的 11个变量，其具体变量为

下：

StateCodes: 州代码

Region:州所在区域（Northeast/Midwest/South/West）

Coast: 该州是否沿海

Great Lakes: 是否有湖泊

POPESTIMATE2014: 该年居住人口

RBIRTH2014: 出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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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DEATH2014: 死亡率

TotalC2014: 一年总消费能源，以/十亿 BTU 作为单位

TotalP2014: 一年总产能，以/十亿 BTU 作为单位

TotalE2014: 总能源耗费价格，以/百万美元作为单位

*BTU 指 British Thermal Unit，英国热力单位

GDP2014: 年平均 GDP，以/百万美元为单位

4.2 局部变量

局部变量是指那些有固定的变量作用域，只有在此作用域内才能调用此变

量。具体而言，比如函数内的局部变量的作用域仅限于函数内。以下建立一个新

的函数，命名为 mean() ，用于求平均。

求均值的时候，需要统计数据集的长度，现直接给出，并保存为变量 length ;

在关键词 def 定义函数的范围内，新定义的变量都是局部变量，在该函数之外

引用函数内命名的变量的时候会报错。

4.3 全局变量

全局变量是相对局部变量而言的作用范围在全局，即在初始定义赋值后，无

论是函数、类、lambda函数内都可以引用全局变量。在关键词 def 、 class 、

lambda 之外定义的变量，都作为全局变量。 在上面的 mean() 函数内定义的

length 变量移至关键词 def 之外即变为全局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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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对 length 打印，则不会出现 NameError 错误。

4.4 局部变量转为全局变量

有时候会有在函数内定义的局部变量在函数外引用的需求，比如前面mean()

函数中最开始 length 定义时是局部变量，现只需要在定义变量时使用关键词

global 即可将其定义为全局变量。

4.4 同名变量引用

当某局部变量和全局变量都有相同变量名时，函数内引用该变量会直接调用

函数内定义的局部变量。

全局变量 length 赋值为 1.0 ，局部变量 length 赋值为 52.0 ，再次做练

习。

可以看到，在使用 mean() 函数的时候，用的是局部变量 length ，而在函

数外调用 length 打印的时候用的是全局变量 length 。也就是说在函数内部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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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使用函数内的局部变量，如果函数内没有该局部变量，再去全局变量中搜索调

用。

在这此案例中学习到，不同关键字领域内的新建变量作用域是不同的，在实

际编写代码的时候要时刻注意这些问题。当然，变量作用域的规则并不是很复杂，

总体而言，只有 class 、 def 、 lambda 这三个定义函数和类的关键词才会改

变变量的作用域，在写代码的时候需要注意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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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材料 5

5 Python 的正则表达式

互联网时代，文本数据处理、重要信息抽取逐渐成为许多互联网公司在提升

产品体验、 新功能的一个重点，像是淘宝商品的标签就是对点评数据进行文本

主题挖掘的呈现。在这此案例中，并不会对文本挖掘方法做介绍，而是介绍正则

表达式。一句话，其实很多字都是冗余的，通常只需要拥有关键信息的几个词就

能表达这个句子的含义。那么在我们有一个大词典，里面包含所有这些关键词的

情况，最重要的就是对一句完整的话进行过滤，保留剩下的那些关键词。如何去

过滤呢，这就需要正则表达式的帮忙。正则表达式是一个模板，它用规范的方式

对字符进行匹配，通过表达式组合可以匹配任何字符出现的形式。

5.1 手机评论数据集

这此案例中我们将采用手机评论数据集来学习正则表达式。 这此案例中主

要讲的是正则表达式，也就是对文本处理的方法，评论数据几乎是文本处理。这

个数据集是从某手机评论网站上爬下来的，共 25068 条记录。每条记录都已经分

好词、去除标点符号，数据可以直接使用。以下显示前五条分好词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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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某平台手机评论

5.2 re 模块

re 是专门用于处理正则表达式的模块，通常会用到以下几个函数：

search

match

sub

pattern

以下逐一进行说明

5.2.1 search

手机评论数据中出现很多的关于屏幕、音频、拍照之类的功能评价，那么在

实际数据分析中，我们可能需要统计评论 屏幕 出现的次数。 re.search() 函数

便是根据需要匹配的模式进行搜索的函数，其语法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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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方法对字符串进行模式搜索，如果模式匹配，则返回一个

MatchObject 对象；若该字符串没有模式匹配，则返回 None 。

现在我们需要对评论数据集统计出现对出现 屏幕 两字的评论次数，在这

里，模式 pattern 为屏幕 。

事实上，对于屏幕的评论，不仅仅只有出现 屏幕 两字的评论，还有像是 触

摸屏 也是指屏幕。那么我需要两个都进行匹配的话，正则表达式则需要修改。 |

在正则表达式中表示或，那么 屏幕|触摸屏 表示匹配 屏幕 或 触摸屏 。再次

做上一题练习，更新变量 pattern 为匹配两个词的或。

re.search() 函数返回的是 MatchObject 对象， MatchObject 对象主要有以

下几个方法：

group 当匹配被分组时，按顺序返回组内匹配字符串；如果没有分组，则 0

位返回匹配字符串

groups 当匹配字符被分组时，一次返回所有组

groupdict 当正则表达式使用了(?P<...>)时，中间匹配的部分会被分配一个命

名，gr

oupdict将返回带有此命名和对应匹配字符串的字典

start 返回匹配字符的起始位置

end 返回匹配字符的结束位置

span 返回一个二元元组，两个元素分别表示匹配字符的起始和结束位置

pos

endpos

lastindex

lastgroup

re 进行匹配的正则表达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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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ing 进行匹配的字符串

5.2.2 match

re.match() 方法实际上是和 re.search() 是相同的，唯一不同的是 re.match()

只从头开始匹配， re.search() 可以匹配任一位置的字符串。即如果符合正则表

达式的字符串出现在开头，那么使用 re.match() 后会返回 MatchObject 对象，

但如果出现在中间位置或没有，则返回 None 。

5.2.3 Sub

re.sub() 方法用于对符合正则表达式字符串的替换。像是前面 触摸屏 、屏

幕 可认为是同义词的情况，是可以进行词替换的，这样可以减少进入训练模型

的特征维度。 re.sub() 语法为

现用 re.sub() 方法对所有出现的 触摸屏替换为屏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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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正则表达式应用

5.3.1 去除标点符号

通常来说，在拿到中文文本数据之后，首先把标点符号去掉，然后再进行分

词。而中文数据中的标点符号不仅有用英文的还有中文，我们可以自定义标点符

号的正则表达式来将标点符号替换为""，这样就可以把标点符号去掉了。首先设

定英文标点符号的正则表达式：

我们来一个一个的看每个 punctuation_e 中每个符号元素的含义：

整个正则表达式用 []+ 框起来， [] 框内的元素表示或匹配，在框后的 + 符

号表示多次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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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到， 加上括号后，逗号 , 及金钱符号 $ 都能得到匹配。 \s 表示

匹配空白字符（空格），那么 \s+ 表示匹配多个空格； \. 表示匹配字符点。

在正则表达式中，单独使用 . 是有其实际用途含义的，其表 示任一匹配。在只

能确定部分匹配内容，但是没办法完全概括所有情况的时候使 用。比如前面那

句评论中，需要将所有表示 灵敏 的词去掉，但是那句话中有 灵 敏 、灵敏度 ，

很还有其他 灵敏 X 的情况，那么在不确定的部分 X 可以使用点 . 来表 示，

如下：

像是点 . 这些有实际作用的符号，如果在正则表达式中真正的操作表示原

意的情况，则需要加上转义符号 \ 。这样， \. 就表示真正的符号点 . 。

5.3.2 重组分词

用分词工具分词之后的语句中，仍然有很多分错的情况。对于分错的解决方

法有两种，第一种是将分错的词作为词典加入分词工具的词典中再重新分词；第

二种是用正则表达式将这个词提取出来进行替换。第一种方法其实更常用一些，

但是有时候可能仅仅需要暂时替换查看效果，那么所有句子都重新分词的成本看

起来就比较大了。所以第二种方法也是需要掌握的。

更多正则表达式语法可参考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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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到，对于那些需要对文本进行分析、分割、提取的场景，正则表达式

是非常重要的工具。正则表达式本身是比较繁琐的，想要熟练使用正则表达式，

需要多加练习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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