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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ython

P y t h o n的优点之一是其交互式解释器，也称为s h e l l。s h e l l提供了一种能够快速实现灵
感、检验特性的方法，以及交互式的模块界面，能够将一些需要两三行脚本才能完成
的任务一次性完成。通常我们编写代码时，会采用同时运行文本编辑器和Python的方式
（稍后会有介绍，这实际上运行的就是I P y t h o n），通过交互地使用编辑器和s h e l l，也
就是在两者之间切换来完成程序的编写。我们经常需要将代码从编辑器复制到shell或从
shell复制到编辑器。这种方式使得我们可以即时看到代码在Python中的处理结果，并且
可以快速地在文本编辑器中编写需要的代码。
事实上，IPython集成了交互式Python的诸多优点。IPython具有卓越的Python shell，其
性能远远优于标准Python的shell。IPython同时提供了基于控制台命令环境的定制功能，
可以十分轻松地将交互式Python shell包含在各种Python应用中，甚至可以当作系统级
shell来使用。本章主要介绍如何使用IPython提高*nix-shell以及Python相关任务的执行
效率。
与Python相同，IPython也有着非常活跃的社区支持。可以在 http://lists.ipython.scipy.org/

mailman/listinfo/ipython-user注册邮件列表；此外，在http://ipython.scipy.org/moin有一个
极好的wiki。作为wiki的一部分，在http://ipython.scipy.org/moin/Cookbook还有一个菜单
列表。因此，可以根据需要进行阅读或向其中添加资源。也可以在IPython的开发领域贡
献力量。最近，IPython的开发已经转变为分布式代码控制方式，因此可以将代码分段下
载后再进行处理。如果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还可以向其提交你所做的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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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简介：IPython

Fernando Perez
F e r n a n d o P e r e z在获得物理学博士学位之后，在科罗拉多大学的
应用数学系从事数值算法研究。目前，他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Helen Wills神经科学研究所，主要致力于脑成像问题的分析方法和
高级科学计算工具方面的研究。在研究生期间，Fernando Perez就
参与了Python工具的开发工作，这些工具都被用于科学计算领域。
2001年，为了寻找能够更为高效地处理每天科研任务的交互式工作流程，Fernando
Perez发起了IPython开源项目。该项目得到了社区众多参与者的关注，支持者队伍

日渐壮大。经过数年发展，I P y t h o n已经不仅局限于科研领域的应用，而且也让并
非从事科研工作的程序员受益匪浅。
名人简介：IPython

Ville Vainio
2003年，Ville Vainio在芬兰Satakunta应用科学大学（Satakunta
University of Applied Sciences）Pori技术学院获得了软件工程学士
学位。在撰写本书时，他是Digia Plc公司智能手机部的软件专家，
主要在诺基亚和U I Q的S y m b i a n操作系统平台上从事C++程序开发
工作。此前，Ville Vainio曾就职于Cimcorp Oy公司，致力于使用

Python语言开发工业机器人通信软件。Ville一直热衷于IPython，自2006年1月起，

他就一直在维护0.x系列的稳定版本。Ville最初所做的工作是为IPython实现一系列
补丁程序，使其具有比Windows系统shell更优越的性能。至今系统shell用例仍然是
Ville关注的重点。Ville和未婚妻现在住在芬兰，在Pori的坦佩雷理工大学完成硕士
论文。他的论文是关于ILeo项目的，ILeo试图在IPython和Leo之间架设一座桥梁，
使Leo能够成为IPython的full-fledged记事本。

安装IPython
安装I P y t h o n可以有几种选择，其中最常见也是最常用的方法，是通过I P y t h o n发布的
源码进行安装。IPython的源码可以在http://ipython.scipy.org/dist/下载。编写本书时，
IPython的最新发布版本是0.8.2。0.8.3版本也即将完成。安装时需要下载tar.gz文件，例
如http://ipython.scipy.org/dist/ipython-0.8.2.tar.gz。通过tar zxvf ipython-0.8.2.tar.gz
命令解压软件包后，能够看到一个setup.py文件。通过调用带install参数的setup.py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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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 python setup.py install）开始安装Python。该操作将在site-packages目录中
安装IPython的库文件，并在scripts目录中创建一个ipython脚本。在UNIX系统中，该目
录与python的二进制文件目录相同。如果系统中已经安装了python包，则IPython将会安
装到/usr/bin目录下。本书中，我们安装的是IPython最新的开发版源码，因此你可能会
在一些例子中看到“0.8.3”。
第二种选择是通过系统的软件包管理器安装I P y t h o n软件包。. d e b安装包可在D e b i a n和
Ubuntu获取，运行apt-get install ipython命令即可。Ubuntu将IPython的库文件安装到/usr/

share/python-support/ipython目录下，包括一系列.pth文件和符号链接。而IPython的二进
制文件则安装在/usr/bin/ipython目录下。
第三种选择是通过P y t h o n包进行安装。也许你从没有注意到在P y t h o n包中包含了
I P y t h o n。实际上，P y t h o n包是一个Z I P文件，解压后包含一个扩展名为.e g g的文件。
Egg文件可以通过e a s y_i n s t a l l工具安装。e a s y_i n s t a l l工具的突出特点之一，是能
够检查e g g文件的配置，从而选择需要安装的内容。大多数时候，e a s y_i n s t a l l 工具
被人们忽略了，而事实上，它非常简单易用。 e a s y_i n s t a l l 工具通过P y t h o n包索引
（Python Package Index，简称PyPI，又被称作Python CheeseShop）确定包的安装。使用
easy_install工具安装IPython，只需要用户对site-package目录具有写权限，直接运行
easy_install ipython即可。
第四种选择可能会令你感到万分惊讶，那就是I P y t h o n不必安装即可使用。当下载了
IPython发布的源码，并运行了i p y t h o n.p y安装命令之后，就可以使用该下载版本中的
IPython实例了。这种方法能够使site-packages目录保持简明，但同时也会带来一些问

题，那就是如果没有解压IPython，也没有修改PYTHONPATH环境变量， IPython将不能作
为一个库文件直接使用。

基础知识
IPython安装之后，第一次运行ipython命令，将看到如下内容：
jmjones@dink:~$ ipython
**********************************************************************
Welcome to IPython. I will try to create a personal conﬁguration directory
where you can customize many aspects of IPython's functionality in:
/home/jmjones/.ipython
Successful installation!
Please read the sections 'Initial Conﬁguration' and 'Quick Tips' in the
IPython manual (there are both HTML and PDF versions supplied with the
distribution) to make sure that your system environment is properly conﬁgured
to take advantage of IPython's fea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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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ortant note: the conﬁguration system has changed! The old system is
still in place, but its setting may be partly overridden by the settings in
"~/.ipython/ipy_user_conf.py" conﬁg ﬁle. Please take a look at the ﬁle
if some of the new settings bother you.

Please press <RETURN> to start IPython.

此时光标会停留在原处，等待输入。若点击Return键，IPython将显示如下内容：
jmjones@dinkgutsy:stable-dev$ python ipython.py
Python 2.5.1 (r251:54863, Mar 7 2008, 03:39:23)
Type "copyright", "credits" or "license" for more information.
IPython 0.8.3.bzr.r96 -- An enhanced Interactive Python.
?
-> Introduction and overview of IPython's features.
%quickref -> Quick reference.
help
-> Python's own help system.
object?
-> Details about 'object'. ?object also works, ?? prints more.
In [1]:

与IPython进行交互
当我们第一次接触到一个新的shell提示符，通常有些不知所措，甚至根本就不知道该做
些什么。还记得第一次登录到UNIX，看到出现的 (b a|k|c|z)s h 提示符时的情形吗？既
然正在阅读本书，我们假设你已经对Unix shell有一定的了解。如果的确如此，那么对你
而言，掌握IPython将变得十分容易。
当你第一次看到IPython提示符，也许同样不知道该做些什么。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极有
可能是在I P y t h o n提示符下，可以做到的事几乎没有任何限制。因此，关键是应该明确
想要做些什么。通过IPython提示符，Python语言所有的一切都可以使用。而且，还有许
多IPython魔术般神奇的函数可以利用。通过IPython，可以方便地执行任何Unix shell命
令，并将执行结果保存到Python变量中。接下来的几个示例，将展示在IPython的默认配
置下，可以从IPython中获得什么。
下面是一些简单的输入输出操作：
In [1]: a = 1
In [2]: b = 2
In [3]: c = 3

这与在标准Python提示符下输入相同的内容看起来没什么不同。我们简单地为a、b、c分
别赋值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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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ython与标准Python的最大区别在于，Ipython会对命令提示符的每一行进行编号。
现在我们已经将一些数值（1、2和3）分别保存到一些变量中（变量a、b和c），可以查
看这些变量所保存的数值：
In [4]: print a
1
In [5]: print b
2
In [6]: print c
3

这是一个设计好的例子。仅需要简单地键入打印输出变量语句（ p r i n t ），就可以直接
查看每个变量的赋值，最坏的情况不过是需要向上回滚屏幕。每一个显示的变量会占6
个字符，多于显示它们的值所需要的实际长度。下面是显示变量值的另一种更为简洁的
方式：
In [7]: a
Out[7]: 1
In [8]: b
Out[8]: 2
In [9]: c
Out[9]: 3

对比两个例子，其输出变量值似乎相同，其实仍有差别。 p r i n t 语句使用非正式的
（u n o f f i c i a l）字符串表达式，而简单变量名（b a r e v a r i a b l e n a m e）使用了正式的
（official）字符串表达式。在处理自定义类而不是内置类时，这种差异会体现得非常明
显。下面是使用不同字符串表示方法的示例：
In [10]: class DoubleRep(object):
....: def __str__(self):
....: return "Hi, I'm a __str__"
....: def __repr__(self):
....: return "Hi, I'm a __repr__"
....:
....:
In [11]: dr = DoubleRep()
In [12]: print dr
Hi, I'm a __str__
In [13]: dr
Out[13]: Hi, I'm a __repr__

我们创建了一个名为 D o u b l e R e p 的类，类中有两个方法，一个是 __s t r__，另一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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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r e p r__，用来演示使用 p r i n t 输出对象与使用正式字符串表达式的差异。在实例化
DoubleRep对象后，指定变量dr保存该对象。接下来，使用print输出对象dr的值，可以
看到 __s t r__方法被调用。之后，简单地输入变量的名称 d r ，则 __r e p r__方法被调用。
产生其中差异的原因是，当输入变量名时，I P y t h o n以正式字符串表达式显示结果，而
使用p r i n t输出变量时，IPython采用非正式字符串表达式。总之，在Python中，当调用
str(obj)或是使用格式化字符串"%s" % obj时，__str__方法被调用，当调用repr(obj)
或是使用格式化字符串"%r" % obj时，__repr__方法被调用。
实际上，这并非IPython的特例，标准Python shell也是如此。下面是使用标准Python shell
的相同的DoubleRep示例：
>>>
...
...
...
...
...
>>>
>>>
>>>
Hi,
>>>
Hi,

class DoubleRep(object):
def __str__(self):
return "Hi, I'm a __str__"
def __repr__(self):
return "Hi, I'm a __repr__"

dr = DoubleRep()
print dr
I'm a __str__
dr
I'm a __repr__

你可能已经注意到了，标准Python的提示符和IPython提示符是不一样的。标准Python的
提示符由三个大于号（ >>> ）组成，而IPython的提示符由单词“In”，之后是方括号中
的数字，最后是冒号组成（例如I n [1]:）。采用这样的提示符，原因可能是IPython具
有命令跟踪功能，所有输入的命令都被保存在一个名为 I n 的列表中。在前一个示例中，
当变量a、b、c赋值为1、2、3之后，In列表中的内容如下所示：
In [4]: print In
['\n', u'a = 1\n', u'b = 2\n', u'c = 3\n', u'print In\n']

IPython的输出提示符与标准Python输出提示符也是不同的。IPython的输出提示符看上
去能够区分两种输出：写输出（written output）与求值输出（evaluated output）。而事

实上，I P y t h o n并非真正能够区分这两种类型。p r i n t 调用会引起计算的副作用，因此
IPython忽略print，不会对其进行捕获。print的副作用会在标准输出stdout中反映出
来，这是在调用过程中发送的。而在IPython执行用户代码时，会检测返回值，如果返回
值不是空（None），会在提示符“Out [number]:”后将返回值打印输出。
标准P y t h o n提示符同样不会区分这两种输出类型。如果在I P y t h o n提示符后输入了一个
语句来对一些数值进行求值，且值不为空，则I P y t h o n将求得的值输出到新的一行中，
该行以 O u t 开始，后跟方括号和行号，然后是冒号，最后是表达式求值的结果（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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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t[1]:1）。下面是一个示例，演示了在IPython中如何将一个整数赋值给变量，然后对
变量进行求值运算，最后打印输出变量值。注意这三者之间的差异：为变量赋值、显示
对变量求值的结果，以及打印输出变量。首先是IPython的提示符：
In [1]: a = 1
In [2]: a
Out[2]: 1
In [3]: print a
1
In [4]:

接下来是标准Python的提示符：
>>> a = 1
>>> a
1
>>> print a
1
>>>

在IPython和Python中，对整数进行赋值的方式没有什么差异。一个是IPython提示符，一
个是标准Python提示符，两者都能够快速地向用户返回变量的赋值。但是，在显示正式
字符串表示的变量时，IPython和标准Python有所不同。IPython显示一个Out提示符，而
Python则直接显示值。对于打印输出变量，两者没有什么区别，都是以无提示符方式显
示输出。
这种In [some number]:和Out [some number]:的方式或许会让人迷惑，是否在IPython
与标准的Python之间存在着更深层的差异，还是这种差异纯粹就是表面上的？这种差异
毫无疑问是有深层根源的。事实上，这种差异反映了IPython的功能区不同于Python，从
而使得IPython这种不同类型的交互式shell与标准Python shell能够相互区分。
在这里，有两个内置变量应该引起注意，它们是 I n 和 O u t 。前者是I P y t h o n输入列表
（list）对象，后者是一个字典（dict）对象。以下是type对In和Out的说明：
In [1]: type(In)
Out[1]: <class 'IPython.iplib.InputList'>
In [2]: type(Out)
Out[2]: <type 'dict'>

在开始使用In和Out之后，你会对此习以为常。
接下来，我们看看这两个数据类型保存了什么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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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3]: print In
['\n', u'type(In)\n', u'type(Out)\n', u'print In\n']
In [4]: print Out
{1: <class 'IPython.iplib.InputList'>, 2: <type 'dict'>}

正如所期望的， I n 和 O u t 分别保存了输入，以及非空语句和表达式求值运算的输出。
由于每一行必须有输入，这对于跟踪类列表结构的输入非常有效。但是，跟踪类列表
（list-like）结构的输出却可能导致一些空字段或所包含的内容为空的字段。因此，并不
是每一行都会有可求值的非空输出，采用类字典（dictionary-like）的数据结构或是一个
纯粹的字典（dict）对象对输出进行跟踪就显得十分有意义了。

Tab自动完成
另外一个极为有用的有关IPython数据输入（data-entry）的特征是Tab自动完成功能，
该功能在默认状态下是开启的。标准Python shell如果编译时增加了readline支持特性，将
具有tab自动完成功能，但需要做如下处理：
>>> import rlcompleter, readline
>>> readline.parse_and_bind('tab: complete')

经过上述设置，我们可以使用如下功能：
>>> import os
>>> os.lis<TAB>
>>> os.listdir
>>> os.li<TAB><TAB>
os.linesep os.link os.listdir

在加载了rlcompleter和readline，并设置了readline的Tab自动完成选项后，可以载入
os，输入os.lis，按Tab键一次，让自动完成功能将其匹配成os.listdir。也可以输入
los.li，然后按Tab键两次，将会出现一个所有可能匹配的列表。
在IPython中，可以实现相同的功能而无须进行任何额外的配置。对于Python，该项功能
是可选的，而对于IPython，该功能则为默认开启的。下面是在IPython中运行与之前相
同的示例：
In [1]: import os
In [2]: os.lis<TAB>
In [2]: os.listdir
In [2]: os.li<TAB>
os.linesep os.link os.listdir

注意，在本示例的最后一行，只需按Tab键一次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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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os.TAB示例仅仅演示了IPython的属性查找和自动完成功能，而另一个更不错的自动
完成功能，则体现在模块导入方面。打开一个新的IPython shell，这样可以看到IPython
将如何帮助我们找到需要载入的模块：
In [1]: import o
opcode
operator
In [1]: import xm
xml
xmllib

optparse

os

os2emxpath

ossaudiodev

xmlrpclib

注意：所有通过import自动完成功能所列出的项都是模块，不需要为此感到意外，这就
是IPython的特点。
IPython提供了两类自动完成功能：完成（complete）与菜单完成（menu-complete）。两
者的差别在于“完成”尽可能扩展当前的主题词，并提供一个可能的替换列表，而“菜
单完成”会扩展主题词，直接匹配可以替换列表中的一个，并且如果连续按Ta b键时，
每一次都会切换到下一个可能的替换。IPython的默认自动完成是“完成”。也可以通过
简单的设置，轻松修改IPython的原有配置。

魔力编辑
最后一个将要涉及的基本输入输出主题是关于魔力编辑（magic e d i t）功能的。（在接
下来的章节中将进一步介绍魔力编辑）。严格地说，使用s h e l l这种面向命令行（l i n e-

o r i e n t e d）的用户交互方式，尽管具有相当大的优势，但是也存在一定限制。这句话听
起来有些矛盾，接下来我们一点一点分析解释。在shell中，采用一次输入一行命令的方
式。每次输入一行命令，接下来shell会对命令进行处理，有时候你会坐下来等待命令执
行的返回结果，然后再输入下一条命令。这个过程就是一个循环。事实上，也是非常有
效的。但是，有时候如果一次能够处理多行命令，那将是非常不错的选择。为实现这一
功能，使用文本编辑器对多行命令进行编辑是不错的做法。虽然IPython的readline支持
在这方面有所改进，如可以使用文本编辑器编写Python模块，但这不是我们想在这里要
谈论的内容。我们将要讨论的是在面向命令行的输入方式与文本编辑器输入方式之间进
行整合，然后向shell提供需要执行的命令。可以说，有了对多行代码处理的支持，严格
面向命令行的输入方式就显得功能有些受限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面向命令行的方式
尽管具有相当大的优势，但是也存在一定限制的原因。
魔力编辑功能类似于上面提到的在Python shell的纯命令行交互方式与使用文本编辑器方
式之间的折中。其好处是可以利用手边的资源，尽情享用你选择的编辑器的全部优点。
可以简便地编辑代码块，对代码块中的循环或是函数的方法进行修改。而且，还具有与
shell直接交互所带来的便捷和灵敏。当这两种来编写代码的方法可以整合时，其各自的

IPython | 39

优点也被整合了。你可以保留shell环境，在编辑器中暂停、编辑和执行代码。当你继续
使用熟悉的shell工作时，可以看到在编辑器中刚刚做的修改所带来的变化。

配置IPython
最后需要学习的基础知识是如何配置I P y t h o n。如果第一次运行I P y t h o n时没有指定其
他信息，它会在h o m e目录下创建一个.i p y t h o n目录。在.i p y t h o n目录中的是一个名为
ipy_user_conf.py的文件。这就是使用Python语法的简单用户配置文件。为了让你可以随
心所欲地使用IPython，配置文件中包含了大量的配置项，用户可以自行定制。例如，可
以选择所使用shell的颜色，选择用于shell提示的组件，设置用%e d i t编辑文件时所使用
的默认文件编辑器。这里，我们不再进一步描述其中的细节了。你只需要知道一点，那
就是IPython有一个配置文件，并且它值得你仔细阅读一下，因为这有利于确定它是否包
含了你所需要的配置项或希望设置的配置项。

从功能强大的函数获得帮助
正如已经提到的，I P y t h o n有着强大的功能。原因之一是它具有非常多的、内建的
（built-in）魔力函数。什么是魔力函数？在IPython的文档中是这样描述的：
IPython会将任何第一个字母为%的行，视为对魔力函数的特殊调用。这样你就可以
控制IPython，为其增加许多系统级的特征。魔力函数都是以%为前缀，并且参数中
不包含括号或者引号。
例如：输入“%cd mydir”（不包括引号），表示如果mydir存在的话，将当前工作
目录修改到mydir。
有两个魔力函数可以帮助你查看所有的函数，并且排序输出那些有用的函数。第一个魔
力函数是lsmagic。lsmagic可以列出所有的魔力函数。下面是运行lsmagic的结果示例：
In [1]: lsmagic
Available magic functions:
%Exit %Pprint %Quit %alias %autocall %autoindent %automagic %bg
%bookmark %cd %clear %color_info %colors %cpaste %debug %dhist %dirs
%doctest_mode %ed %edit %env %exit %hist %history %logoff %logon
%logstart %logstate %logstop %lsmagic %macro %magic %p %page %pdb
%pdef %pdoc %pﬁle %pinfo %popd %proﬁle %prun %psearch %psource
%pushd %pwd %pycat %quickref %quit %r %rehash %rehashx %rep %reset
%run %runlog %save %sc %store %sx %system_verbose %time %timeit
%unalia s %upgrade %who %who_ls %whos %xmode
Automagic is ON, % preﬁx NOT needed for magic functions.

正如你所看到的，这里有非常多的函数可供使用。事实上，在写这本书时，已经有69个
魔力函数可供使用。也可以像下面这样列出所有的魔力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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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2]: %<TAB>
%Exit
%Pprint
%Quit
%alias
%autocall
%autoindent
%automagic
%bg
%bookmark
%cd
%clear
%color_info
%colors
%cpaste

%debug
%dhist
%dirs
%doctest_mode
%ed
%edit
%env
%exit
%hist
%history
%logoff
%logon
%logstart
%logstate

%logstop
%lsmagic
%macro
%magic
%p
%page
%pdb
%pdef
%pdoc
%pﬁle
%pinfo
%popd
%proﬁle
%prun

%psearch
%psource
%pushd
%pwd
%pycat
%quickref
%quit
%r
%rehash
%rehashx
%rep
%reset
%run
%runlog

%save
%sc
%store
%sx
%system_verbose
%time
%timeit
%unalias
%upgrade
%who
%who_ls
%whos
%xmode

输入%然后按Tab键，可以看到69个magic函数的列表。使用lsmagic函数或输入%然后按
T a b ，都是为了快速查看所有可用的函数，当你正在寻找某一特定的函数时就可以这样
做。或者你可以使用上述方法快速浏览所有的函数，看看都有哪些函数可用。但是除非
看到具体的函数说明，否则仅靠列表，不足以帮助你了解每个函数的具体功能。
而这正是神奇的魔力函数发挥作用的另一个地方。魔力函数的名字 m a g i c 本身就具有魔
力。运行 m a g i c 可以打开一个分页的帮助文档，其中记录了所有I P y t h o n内建函数的用
法。这个帮助文档包括函数名，函数的用法（适用于何处），以及函数工作方式的描
述。以下是魔力page函数的帮助说明：
%page:
Pretty print the object and display it through a pager.
%page [options] OBJECT
If no object is given, use _ (last output).
Options:
-r: page str(object), don't pretty-print it.

你可以在执行 m a g i c 函数之后搜索或前后滚动，找到需要的内容。如果知道需要查找的
具体函数，并且想直接跳到该函数所在位置而不是上下滚动进行查找，这么做非常有
效。所有的函数按照字母顺序排列，因此无论是搜索还是滚动，都非常方便。
在本章的后面将介绍另外一种使用帮助的方法。在键入希望获得帮助信息的魔力函数名
字之后，在其后输入问号（ ? ），能够得到与使用 %m a g i c 几乎相同的帮助信息。下面是
使用%page?之后的结果：
In [1]: %page ?
Type:
Magic function
Base Class:
<type 'instance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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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ing Form:
Namespace:
File:

<bound method InteractiveShell.magic_page of
<IPython.iplib.InteractiveShell object at 0x2ac5429b8a10>>
IPython internal
/home/jmjones/local/python/psa/lib/python2.5/site-packages/IPython/
Magic.py
%page(self, parameter_s='')

Deﬁnition:
Docstring:
Pretty print the object and display it through a pager.
%page [options] OBJECT
If no object is given, use _ (last output).
Options:
-r: page str(object), don't pretty-print it.

这是IPython帮助文档中的一部分，用它非常适于生成一个总结，也可以用于生成魔力函
数自身的总结。在IPython提示符下输入%quickref后，可以看到一个分页的参考文档信
息，如下所示：
IPython -- An enhanced Interactive Python - Quick Reference Card
================================================================
obj?, obj??
?foo.*abc*
%magic

: Get help, or more help for object (also works as
?obj, ??obj).
: List names in 'foo' containing 'abc' in them.
: Information about IPython's 'magic' % functions.

Magic functions are preﬁxed by %, and typically take their arguments without
parentheses, quotes or even commas for convenience.
Example magic function calls:
%alias d ls -F
alias d ls -F
alist = %alias
cd /usr/share
%cd??

:
:
:
:
:

'd' is now an alias for 'ls -F'
Works if 'alias' not a python name
Get list of aliases to 'alist'
Obvious. cd -<tab> to choose from visited dirs.
See help AND source for magic %cd

System commands:
!cp a.txt b/
: System command escape, calls os.system()
cp a.txt b/
: after %rehashx, most system commands work without !
cp ${f}.txt $bar : Variable expansion in magics and system commands
ﬁles = !ls /usr : Capture sytem command output
ﬁles.s, ﬁles.l, ﬁles.n: "a b c", ['a','b','c'], 'a\nb\nc'

其结束部分内容如下所示：
%time:
Time execution of a Python statement or expression.
%timeit:
Time execution of a Python statement or expre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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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alias:
Remove an alias
%upgrade:
Upgrade your IPython installation
%who:
Print all interactive variables, with some minimal formatting.
%who_ls:
Return a sorted list of all interactive variables.
%whos:
Like %who, but gives some extra information about each variable.
%xmode:
Switch modes for the exception handlers.

%q u i c k r e f的起始部分是一个对IPython各种用法的引用。%q u i c k r e f的其余部分是对
%magic函数的迷你总结，包括全部帮助信息的首行。例如，下面是一个对%who的全部帮
助信息：
In [1]: %who ?
Type:
Base Class:
String Form:
Namespace:
File:

Magic function
<type 'instancemethod'>
<bound method InteractiveShell.magic_who of
<IPython.iplib.InteractiveShell object at 0x2ac9f449da10>>
IPython internal
/home/jmjones/local/python/psa/lib/python2.5/site-packages/IPython/
Magic.py
who(self, parameter_s='')

Deﬁnition:
Docstring:
Print all interactive variables, with some minimal formatting.

If any arguments are given, only variables whose type matches one of
these are printed. For example:
%who function str
will only list functions and strings, excluding all other types of
variables. To ﬁnd the proper type names, simply use type(var) at a
command line to see how python prints type names. For example:
In [1]: type('hello')
Out[1]: <type 'str'>
indicates that the type name for strings is 'str'.
%who always excludes executed names loaded through your conﬁguration
ﬁle and things which are internal to IPython.
This is deliberate, as typically you may load many modules and the
purpose of %who is to show you only what you've manually deﬁned.

%wquickref中的%ho帮助行同使用标准的%who?返回的Docstring部分的第一行信息是一
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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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X Shell
使用UNIX shell，毫无疑问有它的优点。UNIX shell提供了一个处理问题的统一方法，
具有丰富的工具集，相当简炼容易的语法、标准I/O流、管道、以及重定向等功能。如果
能够在我们所熟悉的UNIX中增加Python的功能，将会非常有用。IPython就具有一些兼
顾两者优点的特征。

alias
起到衔接Python与UNIX shell功能的第一个特征是alias魔力函数。通过ailas，可以创
建一个IPython的快速方式，用以执行系统命令。定义别名，只需要简单地输入a l i a s，
后跟系统命令（也可以附加该命令的参数）。例如：
In [1]: alias nss netstat -lptn
In [2]: nss
(Not all processes could be identiﬁed, non-owned process info
will not be shown, you would have to be root to see it all.)
Active Internet connections (only servers)
Proto Recv-Q Send-Q Local Address
Foreign Address
tcp
0
0 0.0.0.0:80
0.0.0.0:*
tcp
0
0 127.0.0.1:631
0.0.0.0:*

State
LISTEN
LISTEN

别名还有一些不同的输入方式，其中之一是do-nothing方法。如果传递给命令的所有附
加参数都能够组织在一起，就可以采用do-nothing方法。例如，如果想查找netstat命
令中有关80的执行结果，可以这样输入：
In [3]: nss | grep
(Not all processes
will not be shown,
tcp
0
0

80
could be identiﬁed, non-owned process info
you would have to be root to see it all.)
0.0.0.0:80
0.0.0.0:*

LISTEN -

这样做没有传递附加的选项，但也无法显示参数是如何进行处理的。
还有一个do-everything方法。该方法与do-nothing方法相似，但采用的是隐含参数传递的
方式。需要显示地操作所有后续参数。下面是一个示例，显示了如何以一个组的方式处
理后续参数。
In [1]: alias achoo echo "|%l|"
In [2]: achoo
||
In [3]: achoo these are args
|these are args|

这里演示了%l（百分号后跟字母l）的语法，该方法用于将行的其他部分插入到alias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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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使用该方法几乎可以在别名之后（在别名所代表的实现命令的中间位置）插入
任何内容。
下面是一个do-nothing示例，重新处理全部参数：
In [1]: alias nss netstat -lptn %l
In [2]: nss
(Not all processes could be identiﬁed, non-owned process info
will not be shown, you would have to be root to see it all.)
Active Internet connections (only servers)
Proto Recv-Q Send-Q Local Address
Foreign Address
tcp
0
0 0.0.0.0:80
0.0.0.0:*
tcp
0
0 127.0.0.1:631
0.0.0.0:*

State
LISTEN
LISTEN

In [3]: nss | grep 80
(Not all processes could be identiﬁed, non-owned process info
will not be shown, you would have to be root to see it all.)
tcp
0
0 0.0.0.0:80
0.0.0.0:*

LISTEN

在这个示例中，事实上不需要加入%l。即使没有加入，也会得到相同的结果。
还可以通过命令字符串插入不同的参数，这里使用 %s 表示字符串。下面示例显示参数如
何插入：
In [1]: alias achoo echo ﬁrst: "|%s|", second: "|%s|"
In [2]: achoo foo bar
ﬁrst: |foo|, second: |bar|

然而，这存在一点问题。如果仅提供了一个参数，而需要的是两个参数，则会得到错误
信息。
In [3]: achoo foo
ERROR: Alias <achoo> requires 2 arguments, 1 given.
----------------------------------------------------------------AttributeError
Traceback (most recent call last)

而另一方面，如果提供的参数个数多于需要的个数，那么执行起来结果是正确的。
In [4]: achoo foo bar bam
ﬁrst: |foo|, second: |bar| bam

可以看到，f o o和b a r分别插入到各自的位置，而b a m被附加到尾部，这正是它应当被放
置的位置。
可以用 %s t o r e 魔力函数保留所使用的别名，本章后面会介绍如何实现。继续前面的例
子，保留achoo别名，使得下一次打开IPython时，能够继续使用它，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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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5]: store achoo
Alias stored: achoo (2, 'echo ﬁrst: "|%s|", second: "|%s|"')
In [6]:
Do you really want to exit ([y]/n)?
(psa)jmjones@dinkgutsy:code$ ipython -nobanner
In [1]: achoo one two
ﬁrst: |one|, second: |two|

Shell的执行
另一个可以简易执行shell命令的方法，是在命令前加一个感叹号（!）：
In [1]: !netstat -lptn
(Not all processes could be identiﬁed, non-owned process info
will not be shown, you would have to be root to see it all.)
Active Internet connections (only servers)
Proto Recv-Q Send-Q Local Address
Foreign Address
tcp
0
0 0.0.0.0:80
0.0.0.0:*
tcp
0
0 127.0.0.1:631
0.0.0.0:*

State
LISTEN
LISTEN

通过美元符（$）前缀，可以将变量传递到shell命令中，例如：
In [1]: user = 'jmjones'
In [2]: process = 'bash'
In [3]: !ps aux
jmjones
5967
jmjones
6008
jmjones
8298
jmjones 10184
jmjones 12035
jmjones 12943
jmjones 15720
jmjones 18589
jmjones 18661
jmjones 27705
jmjones 32010

| grep $user | grep $process
0.0 0.4 21368 4344 pts/0
0.0 0.4 21340 4304 pts/1
0.0 0.4 21296 4280 pts/2
0.0 0.5 22644 5608 pts/3
0.0 0.4 21260 4168 pts/15
0.0 0.4 21288 4268 pts/5
0.0 0.4 21360 4268 pts/17
0.1 0.4 21356 4260 pts/4
0.0 0.0
320
16 pts/15
0.0 0.4 21384 4312 pts/7
0.0 0.4 21252 4172 pts/6

Ss+
Ss
Ss+
Ss+
Ss
Ss
Ss
Ss+
R+
Ss+
Ss+

Apr11
Apr11
Apr11
Apr11
Apr15
Apr11
02:37
07:04
07:06
Apr12
Apr12

0:01
0:02
0:04
0:01
0:00
0:01
0:00
0:00
0:00
0:01
0:00

bash
bash
bash
bash
bash
bash
bash
bash
grep bash
bash
bash

可以看到，上例中列出了所有属于jmjones的bash会话。
下面是一个示例，展示了如何保存使用感叹号执行的命令结果：
In [4]: l = !ps aux | grep $user | grep $process
In [5]: l
Out[5]: SList (.p,
0: jmjones
5967
1: jmjones
6008
2: jmjones
8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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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l, .s, .grep(), .ﬁelds()
0.0 0.4 21368 4344 pts/0
0.0 0.4 21340 4304 pts/1
0.0 0.4 21296 4280 pts/2

available). Value:
Ss+ Apr11
0:01 bash
Ss
Apr11
0:02 bash
Ss+ Apr11
0:04 bash

3:
4:
5:
6:
7:
8:
9:

jmjones
jmjones
jmjones
jmjones
jmjones
jmjones
jmjones

10184
12035
12943
15720
18589
27705
32010

0.0
0.0
0.0
0.0
0.0
0.0
0.0

0.5
0.4
0.4
0.4
0.4
0.4
0.4

22644
21260
21288
21360
21356
21384
21252

5608
4168
4268
4268
4260
4312
4172

pts/3
pts/15
pts/5
pts/17
pts/4
pts/7
pts/6

Ss+
Ss
Ss
Ss
Ss+
Ss+
Ss+

Apr11
Apr15
Apr11
02:37
07:04
Apr12
Apr12

0:01
0:00
0:01
0:00
0:00
0:01
0:00

bash
bash
bash
bash
bash
bash
bash

你或许注意到了，输出结果保存到了变量 l 中，这与之前示例中的输出不同。变量 l 包括
了一个类列表（l i s t-like）对象，而之前演示的示例中显示的是命令的原始输出。在之
后的字符串处理章节中将进一步讨论类列表对象。
!! 可以替换 ! ，除了使用 !! 无法保存结果到变量之外，两者完全一致。可以使用 _ 或
_[0-9]*符号访问命令输出的结果，这将在之后的“历史结果”部分进行讨论。
在一个s h e l l命令之前使用!或!!，无疑要比创建一个别名更为便捷。但是在使用过程中
还需要视情况而定，一些情况下应该创建别名，而另一些情况下应该使用 ! 或 !! 。例
如，如果需要输入的命令时常用到，那么为其创建一个别名或宏比较好。如是仅仅使用
一次，或偶尔用一下，那么最好使用!或!!。

rehash
IPython中还有另一个使用别名或是执行shell命令的方法：重哈希（rehashing）。从技术
上讲，它是为shell命令创建一个别名，但实际上并非如此。rehash魔力函数更新了PATH
路径中的别名表（a l i a s t a b l e）。你或许会问“什么是别名表”？当创建一个别名时，
IPython映射别名到你希望关联的shell命令。别名表就是映射发生的地方。

注意： 比重哈希别名表更好的方式是使用rehashx魔力函数而不是rehash。我们将同时说明这两种
方法，并描述两者的不同。

IPython提供了大量运行IPython时可以访问的变量，例如In和Out，这两个变量我们已经
介绍了。IPython还提供了一个变量__IP。__IP实际上是一个交互式shell对象，拥有一个
叫做a l i a s_t a b l e的属性。这就是实现映射别名到shell命令的地方。可以采用与查看任
何变量相同的方式来查看别名映射：
In [1]: __IP.alias_table
Out[1]:
{'cat': (0, 'cat'),
'clear': (0, 'clear'),
'cp': (0, 'cp -i'),
'lc': (0, 'ls -F -o --color'),
'ldir': (0, 'ls -F -o --color %l | grep /$'),
'less': (0, 'l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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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f': (0, 'ls -F -o --color %l | grep ^-'),
'lk': (0, 'ls -F -o --color %l | grep ^l'),
'll': (0, 'ls -lF'),
'lrt': (0, 'ls -lart'),
'ls': (0, 'ls -F'),
'lx': (0, 'ls -F -o --color %l | grep ^-..x'),
'mkdir': (0, 'mkdir'),
'mv': (0, 'mv -i'),
'rm': (0, 'rm -i'),
'rmdir': (0, 'rmdir')}

这看起来十分像字典：
In [2]: type(__IP.alias_table)
Out[2]: <type 'dict'>

的确如此。当前，该字典具有16个记录项：
In [3]: len(__IP.alias_table)
Out[3]: 16

在执行重哈希之后，映射变得更大：
In [4]: rehash
In [5]: len(__IP.alias_table)
Out[5]: 2314

让我们查找一些之前没有，而现在应该存在的记录项，例如t r a n s c o d e工具应该出现在
别名表中：
In [6]: __IP.alias_table['transcode']
Out[6]: (0, 'transcode')

注意： 当看到一个变量或属性以双下划线（ __）开头时，这实际上表示代码的作者不希望你对其
进行修改。我们可以访问变量__I P，但这只能展示它的内部结构。如果想去访问IPython的
正式API，应该使用_ip对象，该对象在IPython提示符下可以被访问。

rehashx
rehashx与rehash十分相似，只是rehashx在PATH中进行查找，并认为可以将其添加到
别名表里。因此，当打开一个新的IPython shel并执行r e h a s h x 时，我们期望别名表与
rehash的结果大小相同甚至更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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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1]: rehashx
In [2]: len(__IP.alias_table)
Out[2]: 2307

有趣的是，r e h a s h x产生的别名表内容比r e h a s h的或还要少， 7个。以下是这7个不同
之处：
In [3]: from sets import Set
In [4]: rehashx_set = Set(__IP.alias_table.keys())
In [5]: rehash
In [6]: rehash_set = Set(__IP.alias_table.keys())
In [7]: rehash_set - rehashx_set
Out[7]: Set(['fusermount', 'rmmod.modutils', 'modprobe.modutils', 'kallsyms', 'ksyms', /
'lsmod.modutils', 'X11'])

如果想看看为什么运行r e h a s h x时，r m m o d.m o d u t i l s没有出现在别名表中，而在运行
rehash时却确实出现了，可以执行如下操作：
jmjones@dinkgutsy:Music$ slocate rmmod.modutils
/sbin/rmmod.modutils
jmjones@dinkgutsy:Music$ ls -l /sbin/rmmod.modutils
lrwxrwxrwx 1 root root 15 2007-12-07 10:34 /sbin/rmmod.modutils -> insmod.modutils
jmjones@dinkgutsy:Music$ ls -l /sbin/insmod.modutils
ls: /sbin/insmod.modutils: No such ﬁle or directory

可以看到，rmmod.modutils是insmod.modutils的链接，而insmod.modutils并不存在。

cd

如果使用标准的P y t h o n s h e l l，你可能注意到妄想判断当前进入的是哪一个目录非
常困难。尽管可以使用 o s.c h d i r() 来更改目录，但这并不十分方便。也可以使用
o s.g e t c w d()来获得当前的目录，但也不是非常方便。如果执行的是Python命令而不是
标准Python shell下的shell命令，这或许不是一个大问题。但是，如果正在使用IPython并
且需要经常访问系统shell，那么找到一种能够更为方便地访问目录并进行目录浏览的方
法，将变得非常重要。
这就是将要介绍的c d。输入c d不是一个创举，做到这一点也毫无困难。但是想象一下，
如果错过，问题将十分严重。
在IPython中，cd的作用与Bash中cd的作用相同。主要用法是“cd directory_name”。如
果你有B a s h的经验，就知道这样用是可以的。如果没有参数，c d 命令会让你回到主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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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如果使用空格加连字符作为参数“c d -”，能够让你回到前一个目录。以下三个附
加的选项，是Bash中的cd所不具备的。
第一个是“-q”或q u i e t选项。不使用该选项，IPython会输出你刚刚改变的目录名。下
面是一个示例，演示了使用了这一选项的不同：
In [1]: cd /tmp
/tmp
In [2]: pwd
Out[2]: '/tmp'
In [3]: cd /home/jmjones
In [4]: cd -q /tmp
In [5]: pwd
Out[5]: '/tmp'

使用-q会阻止IPython输出曾经进入过的/tmp目录。
另一个I P y t h o n的c d 命令所包含的选项，能够切换当前目录到已定义标签所在的目录。
（之后会解释如何创建一个标签）。以下示例演示了如何改变目录到创建标签的位置：
In [1]: cd -b t
(bookmark:t) -> /tmp
/tmp

示例中，假设对目录/ t m p设置了标签t。切换到标签所示目录的正式语法是c d -b
bookmak_name。但是，如果名为“bookmak_name”的标签已被定义，或是在当前目录下
没有bookmark_name目录，则-b标志就是可选的；IPython能够找到你想要进入的用标签
标识的目录。
IPython的cd命令所提供的最后一个特征选项，是能够切换当前目录到指定的目录，而指
定的目录来自于由曾经访问过的目录组成的历史列表。下面是一个示例，其中就使用了
目录历史列表：
0:
1:
2:
3:
4:
5:
6:
7:
8:

/home/jmjones
/home/jmjones/local/Videos
/home/jmjones/local/Music
/home/jmjones/local/downloads
/home/jmjones/local/Pictures
/home/jmjones/local/Projects
/home/jmjones/local/tmp
/tmp
/home/jmjo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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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2]: cd -6
/home/jmjones/local/tmp

首先，你会看到在目录历史列表中列出的所有目录。使用该功能可以立即进入到以前访
问过的目录。接下来，传递数字参数-6，该参数告诉IPython我们希望进入的目录是目录
历史列表中标识为6的目录，即/home/jmjones/local/tmp。最后，我们看到当前目录已经
成功切换到了/home/jmjones/local/tmp。

bookmark
我们已经展示了如何使用cd选项进入到被标签（bookmark）标识的目录。现在介绍如何
创建和管理标签。需要格外注意的是，标签在整个IPython会话过程中都是持久有效的。
如果退出IPython，之后再次启动，你的标签仍将存在。有两种方式可以创建标签。下面
是第一种方式：
In [1]: cd /tmp
/tmp
In [2]: bookmark t

在/tmp目录时，输入“bookmark t”，一个名为t的标签就创建了，且该标签指向/tmp目
录。另一种创建标签的方法需要输入更多的参数，例如：
In [3]: bookmark muzak /home/jmjones/local/Music

这里创建了一个名为 m u z a k 的标签，该标签指向一个本地存放音乐的目录。第一个参数
是标签的名称，第二个参数是标签指向的目录名。
-l 选项可以让I P y t h o n显示标签列表。我们已经定义了两个标签。现在看一下全部的标
签：
In [4]: bookmark -l
Current bookmarks:
muzak -> /home/jmjones/local/Music
t
-> /tmp

有两个选项可以删除标签：删除所有标签和一次删除一个标签。在以下示例中，我们创
建一个标签，随后删除该标签，最后删除全部的标签，执行过程如下：
In [5]: bookmark ulb /usr/local/bin
In [6]: bookmark -l
Current bookmarks:
muzak -> /home/jmjones/local/Music
t -> /tmp
ulb -> /usr/local/b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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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7]: bookmark -d ulb
In [8]: bookmark -l
Current bookmarks:
muzak -> /home/jmjones/local/Music
t -> /tmp

-l还有一个可替换的选项-b，可以使用“cd -b”：
In [9]: cd -b<TAB>
muzak t
txt

继续后面的操作：
In [9]: bookmark -r
In [10]: bookmark -l
Current bookmarks:

可以看到，上述示例中创建的标签名为ulb，且指向/usr/local/bin目录。之后，使用选项
“-d bookmark_name”删除了该标签。最后使用-r选项删除了全部标签。

dhist
在前面有关 c d 的示例中，用到了一个由曾经访问过的目录所组成的历史目录列表。现在
向你演示如何查看该列表。使用的命令为dhist。该命令不仅可以保存会话列表，而且可
以保存IPython会话过程中使用的目录。下面是不带参数使用dhist命令得到的的结果：
In [1]: dhist
Directory history (kept in _dh)
0: /home/jmjones
1: /home/jmjones/local/Videos
2: /home/jmjones/local/Music
3: /home/jmjones/local/downloads
4: /home/jmjones/local/Pictures
5: /home/jmjones/local/Projects
6: /home/jmjones/local/tmp
7: /tmp
8: /home/jmjones
9: /home/jmjones/local/tmp
10: /tmp

一种访问目录历史的快捷方式是使用cd -<TAB>，如下所示：
In [1]: cd -00 [/home/jmjones]
-01 [/home/jmjones/local/Videos]
-02 [/home/jmjones/local/Music]
-03 [/home/jmjones/local/downloads]
-04 [/home/jmjones/local/Pictures]
-05 [/home/jmjones/local/Proj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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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
-07
-08
-09
-10

[/home/jmjones/local/tmp]
[/tmp]
[/home/jmjones]
[/home/jmjones/local/tmp]
[/tmp]

d h i s t命令有两个选项，可以让使用该命令比c d-<T A B>更为灵活。第一个选项允许提供
一个数字来定义显示多少个目录。例如，只想查看最近访问过的5个目录，可以输入如
下内容：
In [2]: dhist 5
Directory history (kept in _dh)
6: /home/jmjones/local/tmp
7: /tmp
8: /home/jmjones
9: /home/jmjones/local/tmp
10: /tmp

第二个选项允许指定一个目录范围。例如，要查看第3个到第6个之间的所有目录，可以
输入如下命令：
In [3]: dhist 3 7
Directory history (kept in _dh)
3: /home/jmjones/local/downloads
4: /home/jmjones/local/Pictures
5: /home/jmjones/local/Projects
6: /home/jmjones/local/tmp

注意，结束边界是非包含的，因此必须在设置结束位置时，将其指定为你想要查看的最
后一个目录的下一个目录。

pwd
在目录操作中，一个简单但几乎是必须的函数就是 p w d ， p w d 能够告诉你当前所在的目
录。下面是一个示例：
In [1]: cd /tmp
/tmp
In [2]: pwd
Out[2]: '/tmp'

可变扩展
前面介绍了八个IPython的特征，它们是非常有用的，也是必需的。接下来将要介绍的三
个特征会让高级用户感到非常高兴。其中，第一个是可变扩展（Variable Expansion）。
到目前为止，我们几乎一直保持着shell是shell，Python是Python。但是现在，我们要跨
越边界，将两者进行合并。也就是说，从Python取得一个值，然后把值传递给shell。
In [1]: for i in range(10):
...:
!date > ${i}.tx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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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 [2]: ls
0.txt 1.txt 2.txt 3.txt 4.txt 5.txt 6.txt 7.txt 8.txt 9.txt
In [3]: !cat 0.txt
Sat Mar 8 07:40:05 EST 2008

这个示例可能并不那么实用，因为很难有这样的需要：一下子创建10个文本文件，而且
每个文本文件都包含日期。但这个示例却显示了如何将Python代码与shell代码结合。我
们通过重复调用r a n g e()函数来创建一个列表，并且保存当前的项到变量i中。在每一次
循环中，使用shell字符!来执行d a t e命令。注意，这里调用d a t e的语法，等同于已经定
义了一个shell变量 i ，然后调用它。因此， d a t e 被调用，并且输出结果被重定向到文件
{current list item}.txt中。在创建之后，我们使用ls命令列出了所有的文件，并且使用cat
命令显示输出了其中一个文件。从文件的内容可以看到，这是一个日期。
可以将在Python中取得的任何值，传递到系统shell中。如果数值来自通过计算产生的数
据库或是一个数据文件、一个XMLRPC服务，或者从文本文件中提取出的数据，可以先
将其放到Python中，然后再使用!将其传递给系统shell。

字符串处理
I P y t h o n另一个强有力的特征是提供了采用字符串方式处理系统s h e l l命令执行结果的功
能。如果想查看属于用户jmjones的所有进程的PID值，可以通过输入以下命令实现：
ps aux | awk '{if ($1 == "jmjones") print $2}'

该命令十分紧凑、简练，而且可读性也很强。接下来，让我们看看如何使用IPython来处
理相同的任务。首先，提取非过滤命令ps aux的输出结果：
In [1]: ps = !ps aux
In [2]:

p s a u x 的执行结果是一种类列表的结构，保存在变量 p s 中，其数据项是从系统shell调
用返回的结果。这里所说的类列表结构继承了内建的列表类型，所以能够支持这种类型
的各种方法。因此，如果有一个函数或是方法的输入是一个列表，你可将这些结果对象
传递给它。另外，除了能够对标准的列表方法提供支持外， p s 也支持一些非常有趣的
方法和方便使用的属性。为了能说明都有哪些有趣的方法，我们将偏离要找到全部属于
j m j o n e s所有的进程这个任务一小会儿。第一个十分有趣的方法是指g r e p()方法。这是
一个基本的、非常简单的过滤器，可以决定输出中保留哪些行，删除哪些行。例如，要
查看是否在输出中存在一些可以匹配lighttpd的行，可以输入下面的内容：
In [2]: ps.grep('lighttp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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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t[2]: SList (.p, .n, .l, .s, .grep(), .ﬁelds() available). Value:
0: www-data 4905 0.0 0.1........0:00 /usr/sbin/lighttpd -f /etc/lighttpd/l

我们调用了grep()方法，并向其传递了一个正则表达式lighttpd。记住，传递给grep()
的正则表达式是大小写敏感的。g r e p()的调用结果是一行输出，该行输出表示正则表达
式“l i g h t p d”有一个正向匹配。我们可以像下面这样查看除匹配特定正则表达式外的
所有记录：
In [3]: ps.grep('Mar07', prune=True)
Out[3]: SList (.p, .n, .l, .s, .grep(), .ﬁelds()
0: USER
PID %CPU %MEM
VSZ
RSS TTY
1: jmjones 19301 0.0 0.4 21364 4272 pts/2
2: jmjones 21340 0.0 0.9 202484 10184 pts/3
3: jmjones 23024 0.0 1.1 81480 11600 pts/4
4: jmjones 23025 0.0 0.0
0
0 pts/4
5: jmjones 23373 5.4 1.0 81160 11196 pts/0
6: jmjones 23374 0.0 0.0
3908
532 pts/0
7: jmjones 23375 0.0 0.1 15024 1056 pts/0

available). Value:
STAT START
TIME COMMAND
Ss+ 03:58
0:00 bash
Sl+ 07:00
0:06 vim ipytho
S+
08:58
0:00 /home/jmjo
Z+
08:59
0:00 [sh] <defu
R+
09:20
0:00 /home/jmjo
R+
09:20
0:00 /bin/sh -c
R+
09:20
0:00 ps aux

在将正则表达式“Mar07”传递给grep()方法后，可以看到大多数系统进程都是从Mar07
（3月7日）开始运行的，因此我们决定查看所有不是在 M a r07 创建的进程。为了排除所
有包含Mar07的记录项，传递了另一个参数给grep()，这个关键参数是：prune=True。
这个关键参数告诉IPython “将匹配正则表达式的任何记录都删除掉”。正如你所看到
的，输出结果中没有匹配Mar07的记录。
调用返回的结果也可以用于grep()。这表示grep()可以将函数作为一个参数来调用。它
将函数传递给正在工作的列表项记录。如果函数返回值为真，则该项记录包括在过滤集
中。例如，要创建一个目录列表，过滤掉文件或是目录：
In [1]: import os
In [2]: ﬁle_list = !ls
In [3]: ﬁle_list
Out[3]: SList (.p, .n, .l, .s, .grep(), .ﬁelds() available). Value:
0: ch01.xml
1: code
2: ipython.pdf
3: ipython.xml

目录列表显示了四个文件。我们无法分辨列表中哪些是文件哪些是目录。但是如果使用
os.path.isﬁle()进行过滤检测，就可以分辨出哪些是文件：
In [4]: ﬁle_list.grep(os.path.isﬁle)
Out[4]: SList (.p, .n, .l, .s, .grep(), .ﬁelds() available). Value:
0: ch01.x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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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ipython.pdf
2: ipython.xml

这次，名为c o d e的文件被过滤掉了，因此c o d e根本就不是文件。接下来对目录进行过
滤：
In [5]: ﬁle_list.grep(os.path.isdir)
Out[5]: SList (.p, .n, .l, .s, .grep(), .ﬁelds() available). Value:
0: code

现在我们看到，code事实上就是一个目录。另一个有趣的方法是fields()。fields()可以
在过滤完结果集并获得想要的数据之后（或许是之前），准确地列出希望显示的字段。
看一下non-Mar07这个示例，在其中，我们输出了包含用户名、pid和登录时间的列：
In [4]: ps.grep('Mar07', prune=True).ﬁelds(0, 1, 8)
Out[4]: SList (.p, .n, .l, .s, .grep(), .ﬁelds() available). Value:
0: USER PID START
1: jmjones 19301 03:58
2: jmjones 21340 07:00
3: jmjones 23024 08:58
4: jmjones 23025 08:59
5: jmjones 23373 09:20
6: jmjones 23374 09:20
7: jmjones 23375 09:20

首先需要注意的是，不管使用fields()方法做什么，都是使用该方法对grep()方法的执
行结果进行处理。之所以可以如此操作，是因为g r e p()返回一个与p s对象相同类型的对
象，而fields本身返回与grep()相同类型的对象。基于此，可以将grep()与fields()联合
在一起进行调用。现在，让我们看看这是如何工作的。fields()方法使用了多个数字作
为参数，这些参数是我们希望输出的列，而且输出行中各列应当是被空白字符分隔的。
你可能会想到这非常像awk对文本进行处理时所采用的默认分隔。本例调用了fields()方
法来查看第0、1、8列，也就是USERNAME、PID和STARTTIME字段。
现在，回到显示所有属于jmjones的进程的PID值这个示例：
In [5]: ps.ﬁelds(0, 1).grep('jmjones').ﬁelds(1)
Out[5]: SList (.p, .n, .l, .s, .grep(), .ﬁelds() available). Value:
0: 5385
1: 5388
2: 5423
3: 5425
4: 5429
5: 5431
6: 5437
7: 5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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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5444
<continues on...>

这个示例首先将结果集进行削减，只余下第0列和第1列，即用户名字段和P I D字段。
然后，用 g r e p() 方法从削减后的结果集中提取出包含 j m j o n e s 的记录。最后通过调
ﬁled(1)将过滤结果集中的第2个字段提取出来（注意，列的字段是从0开始编号的）。
关于字符串处理，我们最后想说一说能够直接访问进程列表的对象的 s 属性。这个对象
或许不能给出需要寻找的结果。为了使系统shell与输出协同工作，可以在进程列表对象
中使用s属性。
In [6]: ps.ﬁelds(0, 1).grep('jmjones').ﬁelds(1).s
Out[6]: '5385 5388 5423 5425 5429 5431 5437 5440 5444 5452 5454 5457 5458 5468
5470 5478 5480 5483 5489 5562 5568 5593 5595 5597 5598 5618 5621 5623 5628 5632
5640 5740 5742 5808 5838 12707 12913 14391 14785 19301 21340 23024 23025 23373
23374 23375'

s 属性给了我们一个空格分隔的P I D字符串，这些P I D标明了在系统调用时可以使用的
进程。我们希望能够将这个字符串字段列保存到一个名为 p i d s 的变量中，并且可以在
IPython中执行类似kill $pids的操作。但是这会给用户jmjones的所有进程都发送一个
SIGTERM信号，杀死它的文本编辑器和IPython会话。
在IPython脚本中使用下面的awk单行命令，就可以成功地实现之前所说的目标：
ps aux | awk '{if ($1 == "jmjones") print $2}'

介绍上述这些概念之后，我们同样可以通过一系列命令成功完成这一目标。g r e p()方法
采用了称为字段（field）的选项参数。如果我们指定了字段参数，那么为了将所需要的
内容收集到结果集中，搜索将按顺序匹配字段：
In [1]: ps = !ps aux
In [2]: ps.grep('jmjones', ﬁeld=0)
Out[2]: SList (.p, .n, .l, .s, .grep(), .ﬁelds()
0: jmjones 5361 0.0 0.1 46412 1828 ?
0:00 /usr/bin/gnome-keyring-daemon -d
1: jmjones 5364 0.0 1.4 214948 14552 ?
0:03 x-session-manager
....
53: jmjones 32425 0.0 0.0 3908 584 ?
0:00 /bin/sh /usr/lib/ﬁrefox/run-mozilla.
54: jmjones 32429 0.1 8.6 603780 88656 ?
2:38 /usr/lib/ﬁrefox/ﬁrefox-bin

available). Value:
SL
Apr11
Ssl

Apr11

S

Apr15

Sl

Apr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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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这准确匹配了想要的行，但却输出了每行所有的列。为了取得指定P I D值，应该作
如下操作：
In [3]: ps.grep('jmjones', ﬁeld=0).ﬁelds(1)
Out[3]: SList (.p, .n, .l, .s, .grep(), .ﬁelds() available). Value:
0: 5361
1: 5364
....
53: 32425
54: 32429

这样，就实现了与awk过滤器相同的目标。

sh profile
一个我们没有讲到的概念是profile。一个profile是一个简单的配置集，在启动IPython时
被加载。你可以自定义一些p r o f i l e配置文件，让I P y t h o n可以根据会话的需要按不同的
方式运行。要激活一个特定的profile配置文件，需要使用 -p 命令行选项并指定所使用的
profile文件。
sh profile或者是shell profile是IPython内建的配置文件之一。sh profile可以使IPython在
使用系统调用时更为友好。sh profile有两个配置项与标准IPython不同，sh不但显示当前
目录而且rehash你的PATH，这样就可以与在Bash中一样，立刻访问所有的可执行程序。
除了设置一些配置值， s h p r o f i l e也可以启动一些有助于s h e l l的扩展。例如，启用环境
持久性（envpersist）扩展。环境持久性扩展可以帮助你简单、持续地修改IPython s h
profile中各种各样的环境变量，而无须升级.bash_proﬁle或.bashrc。
以下是PATH的内容：
jmjones@dinkgutsy:tmp$ ipython -p sh
IPython 0.8.3.bzr.r96 [on Py 2.5.1]
[~/tmp]|2> import os
[~/tmp]|3> os.environ['PATH']
<3> '/home/jmjones/local/python/psa/bin:
/home/jmjones/apps/lb/bin:/home/jmjones/bin:
/usr/local/sbin:/usr/local/bin:/usr/sbin:
/usr/bin:/sbin:/bin:/usr/games'

现在添加:/appended到当前PATH变量的后面：
[~/tmp]|4> env PATH+=:/appended
PATH after append = /home/jmjones/local/python/psa/bin:
/home/jmjones/apps/lb/bin:/home/jmjones/bin:
/usr/local/sbin:/usr/local/bin:/usr/sbin:/usr/bin:
/sbin:/bin:/usr/games:/appen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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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前PATH变量开始位置添加/prepended：
[~/tmp]|5> env PATH-=/prepended:
PATH after prepend = /prepended:/home/jmjones/local/python/psa/bin:
/home/jmjones/apps/lb/bin:/home/jmjones/bin:/usr/local/sbin:
/usr/local/bin:/usr/sbin:/usr/bin:/sbin:/bin:/usr/games:/appended

下面显示了使用os.environ的PATH环境变量：
[~/tmp]|6> os.environ['PATH']
<6> '/prepended:/home/jmjones/local/python/psa/bin:
/home/jmjones/apps/lb/bin:/home/jmjones/bin:
/usr/local/sbin:/usr/local/bin:/usr/sbin:/usr/bin:/sbin:
/bin:/usr/games:/appended'

现在退出IPython shell：
[~/tmp]|7>
Do you really want to exit ([y]/n)?
jmjones@dinkgutsy:tmp$

最后，打开一个新的IPython shell，查看PATH环境变量的值：
jmjones@dinkgutsy:tmp$ ipython -p sh
IPython 0.8.3.bzr.r96 [on Py 2.5.1]
[~/tmp]|2> import os
[~/tmp]|3> os.environ['PATH']
<3> '/prepended:/home/jmjones/local/python/psa/bin:
/home/jmjones/apps/lb/bin:/home/jmjones/bin:/usr/local/sbin:
/usr/local/bin:/usr/sbin:/usr/bin:/sbin:/bin:/usr/games:/appended'

有趣的是，尽管没有更新配置脚本，但在P A T H之前和之后所添加的值都被显示了出来。
IPython可以保证对PATH的修改即时生效，并且无须再做额外的工作。现在显示一下所有
能够即时生效的环境变量。
[~/tmp]|4> env -p
<4> {'add': [('PATH', ':/appended')], 'pre': [('PATH', '/prepended:')], 'set': {}}

可以删除对PATH即时生效的设置：
[~/tmp]|5> env -d PATH
Forgot 'PATH' (for next session)

可以检查PATH的值：
[~/tmp]|6> os.environ['PATH']
<6> '/prepended:/home/jmjones/local/python/psa/bin:/home/jmjones/apps/lb/bin:
/home/jmjones/bin:/usr/local/sbin:/usr/local/bin:/usr/sbin:/usr/bin:
/sbin:/bin:/usr/games:/appen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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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到，在告诉IPython删除对PATH的即时生效的设置之后，之前设置的PATH值仍然保
留着。实际上，删除的设置已经起作用了，IPython将会删除对这些项的即时生效指令。
注意，一些以某些环境变量开始的进程会保留这些值，直到发生了修改。也就是说，当
下次IPython shell启动时，PATH的值就不一样了：
[~/tmp]|7>
Do you really want to exit ([y]/n)?
jmjones@dinkgutsy:tmp$ ipython -p sh
IPython 0.8.3.bzr.r96 [on Py 2.5.1]
[~/tmp]|2> import os
[~/tmp]|3> os.environ['PATH']
<3> '/home/jmjones/local/python/psa/bin:/home/jmjones/apps/lb/bin:
/home/jmjones/bin:/usr/local/sbin:/usr/local/bin:/usr/sbin:/usr/bin:
/sbin:/bin:/usr/games'

正如所期望的，PATH的值已经恢复到开始修改之前的情况了。
另一个在sh profile中非常有用的特征是mglob。mglob的许多一般性设置语法非常简单。
例如，要查找所有的Django目录中的.py文件，可以这样操作：
[django/trunk]|3> mglob rec:*py
<3> SList (.p, .n, .l, .s, .grep(), .ﬁelds() available). Value:
0: ./setup.py
1: ./examples/urls.py
2: ./examples/manage.py
3: ./examples/settings.py
4: ./examples/views.py
...
1103: ./django/conf/project_template/urls.py
1104: ./django/conf/project_template/manage.py
1105: ./django/conf/project_template/settings.py
1106: ./django/conf/project_template/__init__.py
1107: ./docs/conf.py
[django/trunk]|4>

r e c指令简单地对它后面的模式执行递归查找。在本例中，*py就是所谓的“模式”。为
了显示Django目录中所有的目录，可以使用下面的命令：
[django/trunk]|3> mglob dir:*
<3> SList (.p, .n, .l, .s, .grep(), .ﬁelds() available).
Value:
0: examples
1: tests
2: extras
3: build
4: django
5: docs
6: scripts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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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glob命令返回一个Python列表对象。因此，在Python中可以执行的操作，同样也可以在
这个返回文件或目录的列表中执行。
我们以上所介绍的只是sh profile中的几个部分。sh profile还有一些特征和特征选项，但
未能在这里作一一介绍。

信息搜集
I P y t h o n不仅是一个能够帮助你完成工作的s h e l l，它也可以像工具一样，搜集各种类型
的、与正在使用的代码和对象相关的信息。它可以执行信息挖掘，感觉就像是一个调查
或侦测工具。本节将简要介绍IPython中能够帮助搜集信息的一些特性。

page
如果正在处理的对象表示起来太过复杂，无法在一屏中完全显示，可以试试页（p a g e）
函数。p a g e可以用来打印对象并且可以通过一个p a g e r来运行。在许多系统中，默认的
pager是less，但也可以使用其他的pager。标准用法如下：
In [1]: p = !ps aux
==
['USER
PID %CPU %MEM
'root
1 0.0 0.1
< ... trimmed result ... >
In [2]: page p
['USER
PID %CPU %MEM
'root
1 0.0 0.1 5116
< ... trimmed result ... >

VSZ
5116

RSS TTY
1964 ?

STAT START
Ss Mar07

TIME COMMAND',
0:00 /sbin/init',

VSZ
1964

RSS TTY
? Ss

STAT START
Mar07

TIME COMMAND',
0:00 /sbin/init',

这里，将系统shell命令p s a u x的执行结果保存到变量p中。之后调用p a g e，并且将处理
结果对象传递给它。随后，page函数启动less。
page有一个选项-r。该选项告诉page不要美化打印（译注1）（pretty print）对象，而是
通过pager运行它的字符串表示（str()的执行结果）。结果看起来类似这样：
In [3]: page -r p
ilus-cd-burner/mapping-d', 'jmjones 5568 0.0 1.0 232004 10608 ? S
Mar07
0:00 /usr/lib/gnome-applets/trashapplet --', 'jmjones 5593 0.0 0.9
188996 10076 ?
S
Mar07
0:00 /usr/lib/gnome-applets/battstat-apple',
'jmjones
5595 0.0 2.8 402148 29412 ?
S
Mar07
0:01 p
< ... trimmed result ... >

这个非美化打印（non-pretty-print）的结果确实是不够完美。我们建议还是从美化打印
开始，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工作。
译注1： 美化打印是指自动格式化输出产生统一的缩进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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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ef
魔力p d e f函数能打印输出任何可被调用对象的定义名或是函数声明。这个示例创建了一
个函数，并且该函数有注释和返回语句：
In [1]: def myfunc(a, b, c, d):
...:
'''return something by using a, b, c, d to do something'''
...:
return a, b, c, d
...:
In [2]: pdef myfunc
myfunc(a, b, c, d)

p d e f函数忽略了注释和返回语句，而输出了函数的声明部分。可以在任何可调用函数中
这样使用。即使函数的源代码不可用，只要能够访问.pyc文件或egg文件，pdef函数就依
然可以使用。

pdoc
pdoc函数可以打印传递给它的函数的注释信息。这里使用pdoc处理在pdef示例中使用的
myfunc()函数：
In [3]: pdoc myfunc
Class Docstring:
return something by using a, b, c, d to do something
Calling Docstring:
x.__call__(...) <==> x(...)

这是一个相当完美的自解释（self-explanatory）。

pfile
pﬁle函数能够运行对象的文件，但前提是对象所包含的文件能够找得到。例如：
In [1]: import os
In [2]: pﬁle os
r"""OS routines for Mac, NT, or Posix depending on what system we're on.
This exports:
- all functions from posix, nt, os2, mac, or ce, e.g. unlink, stat, etc.
< ... trimmed result ... >

本例引入了o s模块，并且通过l e s s运行。这个示例能够帮助你理解一个代码段是如何开
始运行的。显然，如果所包含的文件仅仅是egg或.pyc文件，pﬁle函数将不起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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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从??操作符可以看到与使用魔力函数%pdef、%pdoc和%pﬁle可以看到的相同的信息。优先选
择的方法是??。

pinfo
pinfo函数以及相关的工具使用起来非常方便。很难想象如果没有它们会怎么样。pinfo
函数提供了诸如类型、基础类、命名空间和注释等信息。例如，有一个模块如下所示：
#!/usr/bin/env python
class Foo:
"""my Foo class"""
def __init__(self):
pass
class Bar:
"""my Bar class"""
def __init__(self):
pass
class Bam:
"""my Bam class"""
def __init__(self):
pass

我们可以从模块自身获得相应的信息：
In [1]: import some_module
In [2]: pinfo some_module
Type:
module
Base Class:
<type 'module'>
String Form:
<module 'some_module' from 'some_module.py'>
Namespace:
Interactive
File:
/home/jmjones/code/some_module.py
Docstring:
<no docstring>

也可以获得模块中所包含的类的相关信息：
In [3]: pinfo some_module.Foo
Type:
classobj
String Form:
some_module.Foo
Namespace:
Interactive
File:
/home/jmjones/code/some_module.py
Docstring:
my Foo class
Constructor information:
Deﬁnition:
some_module.Foo(sel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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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还可以获得类的实例的相关信息：
In [4]: f = some_module.Foo()
In [5]:
pinfo f
Type:
instance
Base Class:
some_module.Foo
String Form:
<some_module.Foo instance at 0x86e9e0>
Namespace:
Interactive
Docstring:
my Foo class

在对象名之前或之后的问号（?）提供了与pinfo相同的功能：
In [6]: ? f
Type:
instance
Base Class:
some_module.Foo
String Form:
<some_module.Foo instance at 0x86e9e0>
Namespace:
Interactive
Docstring:
my Foo class

In [7]: f ?
Type:
instance
Base Class:
some_module.Foo
String Form:
<some_module.Foo instance at 0x86e9e0>
Namespace:
Interactive
Docstring:
my Foo class

但是，在对象名前面或后面的两个问号（??）可以提供更多的信息：
In [8]: some_module.Foo ??
Type:
classobj
String Form:
some_module.Foo
Namespace:
Interactive
File:
/home/jmjones/code/some_module.py
Source:
class Foo:
"""my Foo class"""
def __init__(self):
pass
Constructor information:
Deﬁnition:
some_module.Foo(self)

可以看到， ?? 不但能够提供 p i n f o 提供给我们的全部信息，而且还能够提供所请求对象
的源代码。由于仅仅是对类进行查询，因此 ?? 提供的结果是类的源码，而不是整个文
件。这正是pinfo函数的特点。也正因为如此，它比其他函数更为常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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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ource
p s o u r c e 函数显示定义的元素的源代码，不论该元素是一个模块或是模块中的类或函
数。为将其显示出来，psource通过运行page显示源代码。以下是一个psource针对模块
的应用示例：
In [1]: import some_other_module
In [2]: psource some_other_module
#!/usr/bin/env python
class Foo:
"""my Foo class"""
def __init__(self):
pass
class Bar:
"""my Bar class"""
def __init__(self):
pass
class Bam:
"""my Bam class"""
def __init__(self):
pass
def baz():
"""my baz function"""
return None

这是一个psource针对模块中的一个类的应用示例：
In [3]: psource some_other_module.Foo
class Foo:
"""my Foo class"""
def __init__(self):
pass

接下来是psource针对模块中的一个函数的应用示例：
In [4]: psource some_other_module.baz
def baz():
"""my baz function"""
return None

psearch
p s e a r c h魔力函数不但能够依据名称查找Python对象，还可以使用通配符协助查找。我
们这里只简略地描述psearch函数，如果你想要知道更多的信息，可以通过在IPython提
示符下输入magic来查看帮助文档。

IPython | 65

让我们从声明下面的对象开始：
In [1]: a = 1
In [2]: aa = "one"
In [3]: b = 2
In [4]: bb = "two"
In [5]: c = 3
In [6]: cc = "three"

我们可以查找所有以a、b、c开头的对象，例如：
In [7]: psearch a*
a
aa
abs
all
any
apply
In [8]: psearch b*
b
basestring
bb
bool
buffer
In [9]: psearch c*
c
callable
cc
chr
classmethod
cmp
coerce
compile
complex
copyright
credits

注意，这里能够查到所有的对象，而不仅是a、aa、b、bb、c、cc，并且都是内建对象。
能够快速替换psearch函数的方法就是使用问号（?）操作符，下面是一个示例：
In [2]: import os
In [3]: psearch os.li*
os.linesep
os.link
os.listd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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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4]: os.li*?
os.linesep
os.link
os.listdir

除了psearch，还可以使用*?。
p s e a r c h在执行搜索操作时可以使用-s选项，排除搜索时可以使用-e选项，搜索的范围
是内建的命名空间。命名空间包括builtin、user、user_global、internal和alias。
默认情况下，psearch搜索builtin和user空间。如果只是明确地对用户进行搜索，传递
-e builtin选项给psearch能够排除对内建空间的搜索。这似乎有点违反常规，但非常
有意义。psearch的默认搜索路径是builtin和user，所以如果我们指定-s user，搜索
b u i l t i n和u s e r仍会得到我们想要的结果。在这个示例中，搜索又执行了一次。注意，
这些结果不包括内建的命名空间：
In [10]: psearch -e builtin a*
a
aa
In [11]: psearch -e builtin b*
b
bb
In [12]: psearch -e builtin c*
c
cc

psearch函数允许搜索指定类型的对象。这里搜索user命名空间中的整数类型对象。
In [13]: psearch -e builtin * int
a
b
c

接下来是对字符串的搜索：
In [14]: psearch -e builtin * string
__
___
__name__
aa
bb
cc

这里出现的__和__objects是IPython的缩略表示，表示之前的返回结果。__name__object
是一个指定的变量，表示模块的名称。如果__n a m e__是“__m a i n__”，这表示模块是从
解释器运行而不是从另外一个模块引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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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o
IPython还提供了一些能够列出所有交互式对象的方法。第一个就是w h o函数。下面是之
前的一个示例，其中通过who函数显示变量a、aa、b、bb、c、cc：
In [15]: who
a
aa

b

bb

c

cc

w h o 函数的使用非常直接明了，我们得到了一个返回的简单列表，包括了所有交互定义
的对象。可以使用who函数对类型进行过滤，例如：
In [16]: who int
a
b
c
In [17]: who str
aa
bb
cc

who_ls
w h o_l s函数与w h o函数十分相似，但w h o_l s函数返回的是一个列表而不是所匹配变量的
名称。下面是一个示例，演示了没有参数的who_ls函数：
In [18]: who_ls
Out[18]: ['a', 'aa', 'b', 'bb', 'c', 'cc']

接下来是一个基于对象类型进行过滤的示例：
In [19]: who_ls int
Out[19]: ['a', 'b', 'c']
In [20]: who_ls str
Out[20]: ['aa', 'bb', 'cc']

由于w h o_l s返回名称列表，可以使用_v a r i a b l e访问名称列表，但这仅是针对“最后一
次的输出”。下面是循环显示上次返回的匹配变量名称列表的示例：
In [21]: for n in _:
....:
print n
....:
....:
aa
bb
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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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os
whos函数与who函数非常相似，只是whos打印输出详细信息，而who不打印输出。下面是
whos函数的一个示例，其中使用了非命令行参数：
In [22]: whos
Variable
Type
Data/Info
---------------------------a
int
1
aa
str
one
b
int
2
bb
str
two
c
int
3
cc
str
three
n
str
cc

接下来，正如在who示例中所做的那样，使用whos根据类型进行过滤：
In [23]: whos int
Variable
Type
Data/Info
---------------------------a
int
1
b
int
2
c
int
3
In [24]: whos str
Variable
Type
Data/Info
---------------------------aa
str
one
bb
str
two
cc
str
three
n
str
cc

历史
在I P y t h o n中，有两种方式可以访问输入的命令历史（H i s t o r y）。第一种是基于行
（readline-based）的方式，第二种是基于hist函数的方式。

行支持（readline support）
到目前为止，你已经了解了IPython许多非常酷的特性，这些特性是在面向行的应用中常
常会用得上的。如果习惯于使用Ctrl-s搜索Bash历史，在IPython中使用相同的功能时就
不会有任何麻烦。下面，我们定义了一些变量，然后向后搜索整个历史。
In [1]: foo = 1
In [2]: bar = 2
In [3]: bam = 3
In [4]: d = dict(foo=foo, bar=bar, bam=b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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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5]: dict2 = dict(d=d, foo=foo)
In [6]: <CTRL-s>
(reverse-i-search)`fo': dict2 = dict(d=d, foo=foo)
<CTRL-r>
(reverse-i-search)`fo': d = dict(foo=foo, bar=bar, bam=bam)

首先输入Ctrl-r来启动搜索，然后输入f o作为搜索标准。它返回输入的行，如IPython中
In[5]所示。使用行搜索功能，按Ctrl-r，它返回匹配输入的行，如IPython中In[4]所示。
可以通过行（r e a d l i n e）操作来完成更多的内容，但这里我们只能简单地做一个介绍。
C t r l-a让你回到行的开始位置，C t r l-e让光标跳到行的结尾处。C t r l-f用于删除字符，
Ctrl-h能够向后删除一个字符（相当于backspace）。Ctrl-p将历史记录中的行向后移动一
行，Ctrl-nt则是向前移动一行。如果想了解更多的行操作，可以在 *n i x 系统中输入 m a n
readline进行查看。

hist命令（hist command）
除了具有访问行操作历史的各项功能外，IPython也提供了称为history的历史函数。可
以使用hist代替history。如果不带参数，hist会连续打印用户输入命令的列表。默认
情况下，该列表会被编号。例如设置一些变量，切换目录，然后运行hist命令：
In [1]: foo = 1
In [2]: bar = 2
In [3]: bam = 3
In [4]: cd /tmp
/tmp
In
1:
2:
3:
4:
5:

[5]: hist
foo = 1
bar = 2
bam = 3
_ip.magic("cd /tmp")
_ip.magic("hist ")

在历史列表的第4和第5项是magic函数。注意，它们已经被IPython修改过。你可以看到
如何通过Ipython调用magic()函数的过程。
如果希望去掉行号，可以使用-n选项。下面是hist命令使用-n选项的示例：
kIn
foo
bar
bam

[6]: hist -n
= 1
= 2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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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ip.magic("cd /tmp")
_ip.magic("hist ")
_ip.magic("hist -n")

如果在IPython中工作时想往文本编辑器中粘贴一段IPython的代码，这将非常有帮助。
-t 选项返回一个被翻译的命令历史视图，历史命令记录了I P y t h o n看到的用户输入的命
令。这是默认设置。在下面的示例中使用 -t 选项输出了到目前为止建立起来的命令历
史：
In
1:
2:
3:
4:
5:
6:
7:

[7]: hist -t
foo = 1
bar = 2
bam = 3
_ip.magic("cd /tmp")
_ip.magic("hist ")
_ip.magic("hist -n")
_ip.magic("hist -t")

“raw history”或是选项-r能够准确显示输入了什么。下面的示例显示了在之前的示例
中添加了“raw history”标志后的输出结果：
In
1:
2:
3:
4:
5:
6:
7:
8:

[8]: hist -r
foo = 1
bar = 2
bam = 3
cd /tmp
hist
hist -n
hist -t
hist -r

IPython的-g标志也提供了一种搜索历史中指定模式的方式。下面的示例使用前面的示例
配合-g标志对命令历史进行搜索：
In [9]: hist -g hist
0187: hist
0188: hist -n
0189: hist -g import
0190: hist -h
0191: hist -t
0192: hist -r
0193: hist -d
0213: hist -g foo
0219: hist -g hist
===
^shadow history ends, fetch by %rep <number> (must start with 0)
=== start of normal history ===
5 : _ip.magic("hist ")
6 : _ip.magic("hist -n")
7 : _ip.magic("hist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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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 _ip.magic("hist -r")
9 : _ip.magic("hist -g hist")

注意，之前的示例中返回了“shadow history”一词。shadow history是包括你输入的每
一个命令的历史。“shadow history”从0开始显示在结果集的起始部分。来自会话的历
史结果被保存在结果集的最后，但不以0开始。

历史结果（History results）
在Python和IPython中，不仅可以访问曾经输入的命令历史列表，而且可以访问结果的历
史。第一种实现此用途的方法是使用“_”标志，这表示“上次输出”。下面的示例展
示了_函数在IPython中是如何工作的：
In [1]: foo = "foo_string"
In [2]: _
Out[2]: ''
In [3]: foo
Out[3]: 'foo_string'
In [4]: _
Out[4]: 'foo_string'
In [5]: a = _
In [6]: a
Out[6]: 'foo_string'

当我们在I n[1]中定义了f o o，在I n[2]中的“_”返回了一个空字符串。当我们在I n[3]
中输出了foo，便可以使用“_”在In[4]中获得结果。在In[5]中，能够将结果保存到变
量a中。
下面是使用标准Python shell运行相同示例的情形：
>>> foo = "foo_string"
>>> _
Traceback (most recent call last):
File "<stdin>", line 1, in <module>
NameError: name '_' is not deﬁned
>>> foo
'foo_string'
>>> _
'foo_string'
>>> a = _
>>> a
'foo_st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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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到，除了在试图访问“_”时输出了名字错误（NameError）异常，在IPython中的
结果与标准Python shell的结果是非常相似的。
IPython在使用 “上一次输出”的概念时更进一步：在本书“Shell的执行”部分中，我
们描述了如何使用 ! 和 !! 操作符，并且说明了不能将 !! 的结果保存到变量中，但是可以
随后使用 !! 的结果。简言之，可以访问任何使用下划线之后跟随任一数字 _[0-9]* 的语
法方式输出的结果。数字必须与想看到的Out[0-9]*结果相对应。
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首先列出文件，但不对输出做任何处理：
In [1]: !!ls apa*py
Out[1]: SList (.p, .n, .l, .s, .grep(), .ﬁelds() available). Value:
0: apache_conf_docroot_replace.py
1: apache_log_parser_regex.py
2: apache_log_parser_split.py
In [2]: !!ls e*py
Out[2]: SList (.p, .n, .l, .s, .grep(), .ﬁelds() available). Value:
0: elementtree_system_proﬁle.py
1: elementtree_tomcat_users.py
In [3]: !!ls t*py
Out[3]: SList (.p, .n, .l, .s, .grep(), .ﬁelds() available). Value:
0: test_apache_log_parser_regex.py
1: test_apache_log_parser_split.py

首先使用_1，_2和_3访问了Out[1-3]。接下来，为每一项添加一个更为明确的名字：
In [4]: apache_list = _1
In [5]: element_tree_list = _2
In [6]: tests = _3

现在，apache_list，element_tree_list和tests包括了相同的元素，分别对应输出中
的Out[1]，Out [2]和Out [3]。
In [7]: apache_list
Out[7]: SList (.p, .n, .l, .s, .grep(), .ﬁelds() available). Value:
0: apache_conf_docroot_replace.py
1: apache_log_parser_regex.py
2: apache_log_parser_split.py
In [8]: element_tree_list
Out[8]: SList (.p, .n, .l, .s, .grep(), .ﬁelds() available). Value:
0: elementtree_system_proﬁle.py
1: elementtree_tomcat_users.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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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9]: tests
Out[9]: SList(.p, .n, .l, .s, .grep(), .ﬁelds() available). Value:
0: test_apache_log_parser_regex.py
1: test_apache_log_parser_split.py

但是，所有这些的关键全部在于，在IPython中，可以使用_加指定的变量或是使用_加数
字的方式，来访问之前输出的结果。

自动和快捷方式
即使I P y t h o n没能提高你的工作效率，它还是提供了一系列函数和特征来帮助你实现
IPython任务和使用的自动化。

alias
首先说一说 a l i a s （别名）。在这一章的前面已经对别名进行了介绍，因此这里不再老
调重谈。但是在这里特别指出的是，别名不仅能帮助你直接在IPython中使用*n i x shell
命令，而且可以帮助你将任务自动化。

macro
m a c r o （宏）函数允许你定义一个代码块，这段代码块可以在之后编写的程序中被内联
（inline）执行，无论你正在编写什么代码都可以使用。这不同于创建函数或方法。宏，
在某种意义上说，与当前代码运行的环境密切相关。如果有一个频繁在所有文件中执行
的公共处理步骤，你就可以在文件中创建一个宏。为了更好地理解宏是如何在一系列文
件中发挥作用的，请看下面的示例：
In [1]: dirlist = []
In [2]: for f in dirlist:
...:
print "working on", f
...:
print "done with", f
...:
print "moving %s to %s.done" % (f, f)
...:
print "*" * 40
...:
...:
In [3]: macro procdir 2
Macro `procdir` created. To execute, type its name (without quotes).
Macro contents:
for f in dirlist:
print "working on", f
print "done with", f
print "moving %s to %s.done" % (f, f)
print "*" *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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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I n[2] 中创建了一个循环，而在变量 d i r l i s t 中没有循环需要的宏列表项，这是因为
我们希望将来使用循环时再将循环列表项加入到变量d i r l i s t中。我们创建了一个名为
procdir的宏来遍历列表。创建宏的语法是macro macro_name range_of_lines。这里的
range of lines是行的列表，来自想要合并到宏中的历史。宏列表的行应该用以空格为分
隔的数字序列或表示数字序列的数字范围来标识（例如1-4）。
在这个示例中，我们创建一个系统文件名，并将其保存到 d i r l i s t 变量中。通过执行
procdir宏，遍历dirlist中的所有文件名：
In [4]: dirlist = ['a.txt', 'b.txt', 'c.txt']
In [5]: procdir
------> procdir()
working on a.txt
done with a.txt
moving a.txt to a.txt.done
****************************************
working on b.txt
done with b.txt
moving b.txt to b.txt.done
****************************************
working on c.txt
done with c.txt
moving c.txt to c.txt.done
****************************************

一旦定义了一个宏，就可以打开文本编辑器编辑它。在继续使用它之前，对其进行调试
并确定它是否正确是非常必要的。

store
通过store魔力函数可以一直使用你的宏和一些普通的Python变量。store函数的标准用
法就是store variable。然而，store函数也可以包含一些非常有用的参数：-d variable
函数能够从持久存储包（persistence store）中删除指定的变量；-z函数能够删除所有存
储的变量；-r函数能够从持久存储包中重新加载所有变量。

reset
r e s e t函数用来从交互命名空间中删除所有变量。在下面的示例中，我们先定义了3个变
量，再使用w h o s来检测它们的设置，之后r e s e t命名空间，最后再次使用w h o s来验证它
们已经被删除：
In [1]: a = 1
In [2]: b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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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3]: c = 3
In [4]: whos
Variable
Type
Data/Info
--------------------a
int
1
b
int
2
c
int
3
In [5]: reset
Once deleted, variables cannot be recovered. Proceed (y/[n])? y
In [6]: whos
Interactive namespace is empty.

run
r u n函数可以在IPython中执行指定的文件。在其他应用中，它允许使用外部文本编辑器
修改一个Python模块，并在Ipython中交互式地测试这些修改。在执行指定的程序之后，
将会返回到IPython shell。使用run的语法是run options speciﬁed_ﬁle args。
-n选项使得模块的__n a m e__变量设置成它自己的名称，而不是'__m a i n__'。这使得模块
运行与简单地载入十分相像。
-i选项在IPython的当前命名空间中运行模块，因此，使用运行的模块可以访问所有定义
的变量。
-e选项使得IPython忽略对s y s.e x i t()的调用和S y s t e m E x i t异常。如果两者都没有发
生，IPython继续执行。
-t选项使IPython输出模块运行的时间信息。
-d选项使得指定的模块运行在Python调试器（pdb）中。
-p选项在Python配置下运行指定的模块。

save
s a v e函数会保存指定的输入行到指定的输出文件中。使用s a v e的语法为save options
ﬁlename lines。行可以使用与宏相同的范围格式。save仅有的选项是-r。-r表示将原始
的输入而不是经过转换的内容进行保存。在标准Python中，对输入进行转换是默认的。

rep
r e p 是自动启用函数。 r e p 函数有一些你或许觉得会非常有用的参数。使用不带参数的
rep可以取回最近处理的结果，并在下一行输出时设置一个字符串进行表示。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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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1]: def format_str(s):
...: return "str(%s)" % s
...:
In [2]: format_str(1)
Out[2]: 'str(1)'
In [3]: rep
In [4]: str(1)

r e p 在 I n[3] 被调用，这样你看到的文本被放到了 I n[4] 中。这使得通过编程能够产生
IPython需要处理的输入。尤其是当你混合使用generators和宏的时候，这非常方便。
普通的不带参数使用 r e p 的方法是比较懒散、没有鼠标支持的编辑方式。如果你有一个
包含一些值的变量，可以直接编辑这个值。作为一个示例，假设正在使用的函数对于指
定的安装包返回到bin目录。我们将bin目录保存将在变量a中：
In [2]: a = some_blackbox_function('squiggly')
In [3]: a
Out[3]: '/opt/local/squiggly/bin'

如果输入rep，可以看到在新输入行中/opt/local/squiggly/bin之后出现闪烁的光标等
待我们进行编辑：
In [4]: rep
In [5]: /opt/local/squiggly/bin<blinking cursor>

如果想去保存包的基目录，而不是 b i n 目录，只需要删除路径最后的bin，在路径前加一
个新变量名，之后是一个等号和前引号，最后加一个后引号即可：
In [5]: new_a = '/opt/local/squiggly'

现在已经有一个包含字符串的变量，该字符串是包的基目录名。
的确，我们可以用鼠标进行复制和粘贴，但是使用起来比较麻烦。为什么不使用舒适的
键盘，而去使用鼠标？现在可以根据包来使用一个新的标识 _a ，作为任何需要进行操作
的基目录。
当把一个数字作为参数传递给r e p时，IPython获得从历史记录得来的指定行，并且放到
下一行中，然后将光标在放置行的末尾。这对于执行、编辑和再执行单行甚至一小段代
码来说非常有帮助。例如：
In [1]: map = (('a', '1'), ('b', '2'), ('c',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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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2]: for alph, num in map:
...:
print alph, num
...:
...:
a 1
b 2
c 3

这里，我们编辑 I n[2] ，并打印输出数字值乘以2的结果，而不是一个非计算的值。我们
既可以再次输入for循环，也可以使用rep：
In [3]: rep 2
In [4]: for alph, num in map:
print alph, int(num) * 2
...:
...:
a 2
b 4
c 6

r e p 函数也可以使用数字范围作为参数。数字范围的语法与宏中的数字范围语法相同，
这在本章的前面已经讨论过了。当你为r e p指定一个范围时，行被立即执行。下面是r e p
的一个示例：
In [1]: i = 1
In [2]: i += 1
In [3]: print i
2
In [4]: rep 2-3
lines [u'i += 1\nprint i\n']
3
In [7]: rep 2-3
lines [u'i += 1\nprint i\n']
4

我们定义了一个递增计数器和在 I n[1] 到 I n[3] 之间打印输出当前计数值的代码，在
I n[4] 和 I n[7] 中告诉 r e p 重复第2行和第3行。注意，由于第5和第6两行在 I n[4] 之后执
行，因此被错过了。
r e p的最后一个选项是传递一个字符串。这与“将一个词传递给r e p”或是“传递一个非
引用搜索字符串到rep”非常相似。下面是一个示例：
In [1]: a = 1
In [2]: b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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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3]: c = 3
In [4]: rep a
In [5]: a = 1

我们定义了一些变量，并且告诉 r e p 重复包含字母“a”的行。它将 I n[1] 返回给我们来
编辑和重新执行。

本章小结
IPython是工具包中最常使用的一个工具。掌握了这个神奇的shell，就相当于掌握了一个
神奇的文本编辑器：你越精通它，就可以越快速地完成单调乏味的工作。我们在几年前
开始使用IPython的时候，就发现了这个工具了不起的强大功能。现在，Ipython得到进
一步发展，变得更为强大了。grep函数和对字符串的处理功能是学习IPython时首先需要
了解的特性，也是IPython最重要的优点。我们强烈建议你进一步深入学习IPython，你
绝不会因为花费时间学习IPython而感到后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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