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IPython：一种交互式
计算和开发环境

为无为，事无事，味无味。大小多少。报怨以德。
图难于其易，为大于其细；
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
——老子

人们经常问我，“你的Python开发环境是什么？”我的回答基本永远都是“IPython外加
一个文本编辑器”。如果想要得到更加高级的图形化工具和代码自动完成功能，你也可
以考虑用一款集成开发环境（I D E）来代替文本编辑器。即便如此，我仍然强烈建议你
将IPython作为工作中的重要工具。有的IDE甚至本身就集成了IPython，所以说两全其美
的办法还是有的。
2001年，Fernando Pérez为了得到一个更为高效的交互式Python解释器而启动了一个业
余项目，于是IPython项目诞生了。在接下来的11年中，它逐渐被公认为现代科学计算中
最重要的Python工具之一。IPython本身并没有提供任何的计算或数据分析功能，其设计
目的是在交互式计算和软件开发这两个方面最大化地提高生产力。它鼓励一种“执行－
探索”（execute explore）的工作模式，而不是许多其他编程语言那种“编辑－编译－
运行”（edit-complie-run）的传统工作模式。此外，它跟操作系统shell和文件系统之间
也有着非常紧密的集成。由于大部分的数据分析代码都含有探索式操作（试误法和迭代
法），因此IPython（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将有助于提高你的工作效率。
当然了，IPython项目现在已经不再只是一个加强版的交互式Python shell，它还有一个可

以直接进行绘图操作的G U I控制台、一个基于We b的交互式笔记本，以及一个轻量级的
快速并行计算引擎。此外，跟许多其他专为程序员设计（以及由程序员设计）的工具一
样，它也是高度可定制的。我将在本章最后介绍一些这样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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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IPython的核心功能是交互，所以在没有动态控制台的情况下，本章中的某些功能很
难说得清楚。如果这是你第一次学习IPython，那我建议你照着例子实际动手试试，感觉
一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跟所有由键盘驱动的控制台环境一样，锻炼对常用命令的肌肉
记忆是学习曲线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注意： 在第一次阅读时，本章的许多内容都可跳过不看，因为它们对理解本书其余的内容没有影
响。本章的目的是让你对IPython所提供的功能有一个全面的了解。

IPython基础
你可以通过命令行启动I P y t h o n，就像启动标准P y t h o n解释器那样，只是把命令改为
ipython罢了：
$ ipython
Python 2.7.2 (default, May 27 2012, 21:26:12)
Type "copyright", "credits" or "license" for more information.
IPython 0.12 -- An enhanced Interactive Python.
?
-> Introduction and overview of IPython's features.
%quickref -> Quick reference.
help -> Python's own help system.
object? -> Details about 'object', use 'object??' for extra details.
In [1]: a = 5
In [2]: a
Out[2]: 5

你可以在这里执行任何Python语句，只需将其输入然后按下回车键就行了。如果只是在
IPython中输入了一个变量，那么它将会显示出该对象的一个字符串表示：

译注1

In[541]：import numpy as np
In[542]: data = {i : randn() for i in range(7)}?
In [543]: data
Out[543]:
{0: 0.5580886709219381,
1: 0.25701015249982423,
2: 0.8876099192477288,
3: 1.0210657329557034,
4: -0.21799201419817044,

译注1： 从输入输出提示符来看，作者在这两段之间做了不少事情，所以如果出现randn找不到的情
况，请先执行from numpy.random import rand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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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1.1388001234975833,
6: -0.5209890532927175}

许多Python对象都被格式化为可读性更好（或者说排版更好）的形式，这跟print的普通
输出形式有着显著区别。如果在标准Python解释器中打印上面那个字典对象，其可读性
就没那么好了：
>>> from numpy.random import randn
>>> data = {i : randn() for i in range(7)}
>>> print data
{0: -1.5948255432744511, 1: 0.10569006472787983, 2: 1.972367135977295,
3: 0.15455217573074576, 4: -0.24058577449429575, 5: -1.2904897053651216,
6: 0.3308507317325902}

IPython还可以方便地执行任意代码块（通过少量优雅的复制粘贴操作）和整个Python脚
本。稍后就会对该功能进行介绍。

Tab键自动完成

从表面上看，I P y t h o n就像是一个化了淡妆的交互式P y t h o n解释器。数学软件
（Mathematica）用户可能会对标号式的输入输出提示符眼熟。Tab键自动完成功能是对
标准Python shell的主要改进之一，大部分交互式数据分析环境都有这个功能。在shell中

输入表达式时，只要按下Ta b键，当前命名空间中任何与已输入的字符串相匹配的变量
（对象、函数等）就会被找出来：
In [1]: an_apple = 27
In [2]: an_example = 42
译注2

In [3]: an<Tab>
an_apple and an_example

any

译注3

在这个例子中可以看到，I P y t h o n将我定义的两个变量都显示出来了，此外还显示了

Python关键字a n d和内置函数a n y。当然，你也可以在任何对象后面输入一个句点以便自
动完成方法和属性的输入：
In [3]: b = [1, 2, 3]
In [4]: b.<Tab>
b.append b.extend
b.count
b.index

b.insert
b.pop

b.remove b.sort
b.reverse

译注2： 后面的<T a b>只是一个按键说明而已，不用输入。顺便说明一下，按完Tab键之后，已输入
的内容会在下一行重复出现，行号也是一样的，直接接着往下输入就行了。
译注3：根据软件版本、配置以及当前上下文的不同，这里得到的结果可能会比书上的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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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可以应用在模块上：
In [1]: import datetime
In [2]: datetime.<Tab>
datetime.MAXYEAR
datetime.datetime
datetime.timedelta
datetime.MINYEAR
datetime.datetime_CAPI datetime.tzinfo
datetime.date
datetime.time

注意： IPython默认会隐藏那些以下划线开头的方法和属性，比如魔术方法（magic method）以及
内部的“私有”方法和属性，其目的是避免在屏幕上显示一堆乱七八糟的东西（也为了避
免把Python新人搞晕！）。其实这些也是可以通过Tab键自动完成的，只是你得先输入一个
下划线才行。如果你就是喜欢能总是看到这些方法，直接修改IPython配置文件中的相关设
置就可以了。

Ta b键自动完成功能不只可以用于搜索命名空间和自动完成对象或模块属性。当你输入
任何看上去像是文件路径的东西时（即使是在一个Python字符串中），按下Tab键即可找
出电脑文件系统中与之匹配的东西：
译注4

In [3]: book_scripts/<Tab>
book_scripts/cprof_example.py
book_scripts/ipython_bug.py

book_scripts/ipython_script_test.py
book_scripts/prof_mod.py

In [3]: path = 'book_scripts/<Tab>
book_scripts/cprof_example.py
book_scripts/ipython_bug.py

book_scripts/ipython_script_test.py
book_scripts/prof_mod.py

如果再结合%run命令（参见后面内容），该功能将显著减少你敲键盘的次数。
Tab键自动完成功能还可用于函数关键字参数（包括等号（=）！）。

内省
在变量的前面或后面加上一个问号（?）就可以将有关该对象的一些通用信息显示
出来：
In [545]: b?
Type:
list
String Form:[1, 2, 3]
Length:
3
Docstring:
list() -> new empty list
list(iterable) -> new list initialized from iterable's items

译注4：注意，要使用正斜杠（ / ），不然认不出来。此外，文件夹或文件名中间不能有空格，不
然也无法正常继续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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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叫做对象内省（object introspection）译注5。如果该对象是一个函数或实例方法，则
其docstring（如果有的话）也会被显示出来：
def add_numbers(a, b):
"""
Add two numbers together
Returns
------the_sum : type of arguments
"""
return a + b

然后可以利用?来显示这段docstring：
In [547]: add_numbers?
Type:
function
String Form:<function add_numbers at 0x5fad848>
File:
book_scripts/<ipython-input-546-5473012eeb65>
Deﬁnition: add_numbers(a, b)
Docstring:
Add two numbers together
Returns
------the_sum : type of arguments

使用??还将显示出该函数的源代码（如果可能的话）：
In [548]: add_numbers??
Type:
function
String Form:<function add_numbers at 0x5fad848>
File:
book_scripts/<ipython-input-546-5473012eeb65>
Deﬁnition: add_numbers(a, b)
Source:
def add_numbers(a, b):
"""
Add two numbers together
Returns
------the_sum : type of arguments
"""
return a + b

?还有一个用法，即搜索IPython命名空间，类似于标准UNIX或Windows命令行中的那种
用法。一些字符再配以通配符（*）即可显示出所有与该通配符表达式相匹配的名称。
例如，我们可以列出NumPy顶级命名空间中含有“load”的所有函数：
In [549]: np.*load*?
np.load
np.loads

译注5：也有译作内视、自省的，不过更多译作内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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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p.loadtxt
np.pkgload

%run命令
在IPython会话环境中，所有文件都可以通过%run命令当做Python程序来运行。假设你在
ipython_script_test.py中存放了一段简单的脚本，如下所示：
def f(x, y, z):
return (x + y) / z
a = 5
b = 6
c = 7.5
result = f(a, b, c)

只要将文件名传给%run就可以运行了：
In [550]: %run ipython_script_test.py

译注6

脚本是在一个空的命名空间中运行的（没有任何i m p o r t，也没有定义任何其他的变

量），所以其行为应该跟在标准命令行环境（通过python script.py启动的）中执行时一
样。此后，该文件中所定义的全部变量（还有各种import、函数和全局变量）就可以在

当前IPython shell中访问了（除非发生了异常）：
In [551]: c
Out[551]: 7.5
In [552]: result
Out[552]: 1.4666666666666666

如果Python脚本需要用到命令行参数（通过sys.argv访问），可以将参数放到文件路径
的后面，就像在命令行上执行那样。
注意： 如果希望脚本能够访问在交互式IPython命名空间
而不是%run。

译注7

中定义的变量，那就应该使用%run –i

中断正在执行的代码
任何代码在执行时（无论是通过 %r u n执行的脚本，还是长时间运行的命令），只要按下
译注6： 注意文件的路径，这里实际上用的是默认路径。简单一点的办法就是直接写绝对路径，肯
定不出错。
译注7： 该命名空间的名字就是intera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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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trl-C”，就会引发一个KeyboardInterrupt。除一些非常特殊的情况之外，绝大部分
Python程序都将立即停止执行。
警告： 当Python代码已经调用了某个已编译的扩展模块时，按下“Ctrl-C”将无法使程序立即停止
执行。在这种情况下，要么只能等待P y t h o n解释器重新获得控制权，要么只能通过操作系
统的任务管理器强制终止Python进程（比较极端的情况下才需要这么干）。

执行剪贴板中的代码
在IPython中执行代码的最简单方式是粘贴剪贴板中的代码。虽然这种做法很粗糙，但在
实际工作中却很有用。比如说，在开发一个复杂或费时的应用程序时，你可能希望能一
段一段地执行脚本，以便查看各个阶段所加载的数据以及产生的结果。又比如说，你在
网上找了一段合用的代码，但又不想专门为其新建一个.py文件。
多数情况下，我们都可以通过“C t r l-S h i f t-V”将剪贴板中的代码片段粘贴出来 译注8。
注意，这并不是万试万灵的，因为这种粘贴方式模拟的是在IPython中逐行输入代码，换
行符会被处理为<r e t u r n>。也就是说，如果你所粘贴的是一段缩进代码，且其中有一个
空行，IPython就会认为缩进在空行那里结束了。当执行到缩进块后面那行代码时，就会
引发一个IndentationError。例如下面这段代码：
x = 5
y = 7
if x > 5:
x += 1
y = 8

直接粘贴是不行的：
In [1]: x = 5
In [2]: y = 7
In [3]: if x > 5:
...:
x += 1
...:
In [4]:
y = 8
IndentationError: unexpected indent
If you want to paste code into IPython, try the %paste and %cpaste magic functions.

译注8：Windows中此法行不通，需要用右键菜单中的粘贴功能，否则仅显示第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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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错误提示信息所说的那样，我们应该使用%paste和%cpaste这两个魔术函数。%paste
可以承载剪贴板中的一切文本译注9，并在shell中以整体形式执行译注10：
In [6]: %paste
x = 5
y = 7
if x > 5:
x += 1
y = 8
## -- End pasted text --

警告： 根据你的系统平台以及Python的安装情况，%paste可能会不起作用。EPDFree（在第1章中
介绍过）等打包发布的版本应该没有问题。

%cpaste跟%paste差不多

译注11

，只不过它多出了一个用于粘贴代码的特殊提示符而已：

In [7]: %cpaste
Pasting code; enter '--' alone on the line to stop or use Ctrl-D.
:x = 5
:y = 7
:if x > 5:
:
x += 1
:
:
y = 8
:--

对于 %c p a s t e块，在最终执行之前，你想粘贴多少代码就粘贴多少。如果想在执行那些
粘贴进去的代码之前先检查一番，就可以考虑使用 %c p a s t e 。如果发现粘贴的代码有
错，只需按下“Ctrl-C”即可终止%cpaste提示符。
后面我将会介绍IPython HTML Notebook，它使我们能以一种基于浏览器的notebook格式
逐段对可执行代码单元进行分析。

IPython跟编辑器和IDE之间的交互
某些文本编辑器（如Emacs和vim）带有一些能将代码块直接发送到IPython shell的第三
方扩展。详情请参考IPython网站或搜索引擎。

译注9： 注意，这里说的是“一切”。
译注10：注意，由于是立即整体执行，所以不要复制%paste。没事干的话倒是可以试试。
译注11：建议始终用这个，虽然稍微麻烦一点，但是出错的可能性小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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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些IDE（如PyDev plugin for Eclipse和Python Tools for Visual Studio（微软出品））都
集成了IPython终端应用程序。如果你既想用IDE又不想放弃IPython控制台，这可能是个
不错的选择。

键盘快捷键
IPython提供了许多用于提示符导航（Emacs文本编辑器或UNIX bash shell的用户对此会
很熟悉）和查阅历史shell命令（详见下一节）的键盘快捷键。表3-1总结了最常用的一些
快捷键。图3-1说明了几个光标移动快捷键的功能。

C-b

C-f

EjW.3Y6][r]ne]^ha
C-a

C-e

EjW.3Y6][r]ne

C-k

EjW.3Y6

C-u

图3-1：几个IPython键盘快捷键的用法
表3-1：IPython标准键盘快捷键

命令

说明

Ctrl-P或上箭头键

后向搜索命令历史中以当前输入的文本开头的命令

Ctrl-N或下箭头键

前向搜索命令历史中以当前输入的文本开头的命令

Ctrl-R

按行读取的反向历史搜索（部分匹配）

Ctrl-Shift-v

从剪贴板粘贴文本

Ctrl-C

中止当前正在执行的代码

Ctrl-A

将光标移动到行首

Ctrl-E

将光标移动到行尾

Ctrl-K

删除从光标开始至行尾的文本

Ctrl-U

清除当前行的所有文本译注12

Ctrl-F

将光标向前移动一个字符

Ctrl-b

将光标向后移动一个字符

Ctrl-L

清屏

译注12：这个快捷键的功能只是跟C t r l-K相反而已，即删除从光标开始至行首的文本，并非完全
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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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常和跟踪
如果 %r u n某段脚本或执行某条语句时发生了异常，I P y t h o n默认会输出整个调用栈跟踪
（traceback），其中还会附上调用栈各点附近的几行代码作为上下文参考。
In [553]: %run ch03/ipython_bug.py
--------------------------------------------------------------------------AssertionError
Traceback (most recent call last)
/home/wesm/code/ipython/IPython/utils/py3compat.pyc in execﬁle(fname, *where)
176
else:
177
ﬁlename = fname
--> 178
__builtin__.execﬁle(ﬁlename, *where)
book_scripts/ch03/ipython_bug.py in <module>()
13
throws_an_exception()
14
---> 15 calling_things()
book_scripts/ch03/ipython_bug.py in calling_things()
11 def calling_things():
12
works_ﬁne()
---> 13
throws_an_exception()
14
15 calling_things()
book_scripts/ch03/ipython_bug.py in throws_an_exception()
7
a = 5
8
b = 6
----> 9
assert(a + b == 10)
10
11 def calling_things():
AssertionError:

拥有额外的上下文代码参考是它相对于标准Python解释器的一大优势。上下文代码参考
的数量可以通过%xmode魔术命令进行控制，既可以少（与标准Python解释器相同）也可
以多（带有函数参数值以及其他信息）。本章稍后还会讲到如何在发生异常之后进入跟
踪栈进行交互式的事后调试（post-mortem debugging）。

魔术命令
IPython有一些特殊命令（被称为魔术命令（Magic Command）），它们有的为常见任务
提供便利，有的则使你能够轻松控制IPython系统的行为。魔术命令是以百分号 %为前缀
的命令。例如，你可以通过%timeit这个魔术命令检测任意Python语句（如矩阵乘法）的
执行时间（稍后将对此进行详细讲解）：
In [554]: a = np.random.randn(100, 100)
In [555]: %timeit np.dot(a, a)
10000 loops, best of 3: 69.1 us per lo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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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术命令可以看做运行于I P y t h o n系统中的命令行程序。它们大都还有一些“命令行选
项”，使用？即可查看其选项：
In [1]: %reset?
Resets the namespace by removing all names deﬁned by the user.
Parameters
----------f : force reset without asking for conﬁrmation.
-s : 'Soft' reset: Only clears your namespace, leaving history intact.
References to objects may be kept. By default (without this option),
we do a 'hard' reset, giving you a new session and removing all
references to objects from the current session.
Examples
-------In [6]: a = 1
In [7]: a
Out[7]: 1
In [8]: 'a' in _ip.user_ns
Out[8]: True
In [9]: %reset -f
In [1]: 'a' in _ip.user_ns
Out[1]: False

魔术命令默认是可以不带百分号使用的，只要没有定义与其同名的变量即可。这个技术
叫做automagic，可以通过%automagic打开或关闭。
由于可以在I P y t h o n系统中直接访问它的文档，因此我建议你浏览一下所有这些特殊的
命令（输入%q u i c k r e f或%m a g i c即可）。我将着重讲解几个重要的有助于交互式计算和
Python开发的魔术命令。
表3-2：常用的IPython魔术命令

命令

说明

%quickref

显示IPython的快速参考

%magic

显示所有魔术命令的详细文档

%debug

从最新的异常跟踪的底部进入交互式调试器

%hist

打印命令的输入（可选输出）历史

%pdb

在异常发生后自动进入调试器

%paste

执行剪贴板中的Python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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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2：常用的IPython魔术命令（续）

命令

说明

%cpaste

打开一个特殊提示符以便手工粘贴待执行的Python代码

%reset

删除interactive命名空间中的全部变量/名称

%page OBJECT

通过分页器打印输出OBJECT

%run script.py

在IPython中执行一个Python脚本文件

%prun statement

通过cProfile执行statement，并打印分析器的输出结果

%time statement

报告statement的执行时间

%timeit statement

多次执行statement以计算系综平均执行时间。对那些执行时
间非常小的代码很有用

%who、%who_ls、%whos 显示interactive命名空间中定义的变量，信息级别/冗余度可变
%xdel variable

删除variable，并尝试清除其在IPython中的对象上的一切引用

基于Qt的富GUI控制台

IPython团队开发了一个基于Qt框架（其目的是为终端应用程序提供诸如内嵌图片、多行
编辑、语法高亮之类的富文本编辑功能）的GUI控制台（见图3-2）。如果你已经安装了
PyQt或PySide，使用下面这条命令来启动的话即可为其添加绘图功能：
ipython qtconsole --pylab=inline

Qt控制台可以通过标签页的形式启动多个IPython进程，这就使你能够在多个任务之间轻

松切换。它也可以跟IPython HTML Notebook应用程序共享同一个进程，稍后我将专门
对此进行讲解。

matplotlib集成与pylab模式
导致IPython广泛应用于科学计算领域的部分原因是它能跟matplotlib这样的库以及其他
GUI工具集默契配合。即使你从未使用过matplotlib也不用担心，本书稍后会对其进行详

细讲解。如果在标准Python shell中创建一个matplotlib绘图窗口，你就会郁闷地发现，

GUI的事件循环会接管Pyt hon会话的控制权，直到该绘图窗口关闭为止。这自然无法实
现交互式的数据分析和可视化，因此IPython对各个GUI框架进行了专门的处理以使其能
够跟shell配合得天衣无缝。
通常，我们通过在启动I P y t h o n时加上--p y l a b （注意是两个短划线）标记来集成

matplotlib（见图3-3）。
$ ipython --pyl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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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IPython的Qt 控制台
这样会导致几个结果。第一，IPython会启用默认GUI后台集成，这样matplotlib绘图窗
口的创建就没问题了。第二，N u m P y和m a t p l o t l i b的大部分功能会被引入到最顶层的

interactive命名空间以产生一个交互式的计算环境（就像MATLAB和其他领域特定型科
学计算环境那样）。也可以通过%gui对此进行手工设置（详情请执行%gui?）。

使用命令历史
IPython维护着一个位于硬盘上的小型数据库，其中含有你执行过的每条命令的文本。这
样做有几个目的：
•

只需很少的按键次数即可搜索、自动完成并执行之前已经执行过的命令。

•

在会话间持久化命令历史。

•

将输入/输出历史记录到日志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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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3：pylab模式：IPython和matplotlib窗口

搜索并重用命令历史
对于许多人来说，能够搜索并执行前面的命令是非常有用的功能。IPython倡导的是一种
迭代的、交互式的开发模式：你可能常常会发现自己总是在重复输入相同的命令（比如
%run命令或其他的代码片段）。假设你已经执行了：
In[7]: %run ﬁrst/second/third/data_script.py

而在查看其执行结果后（假设其已经成功执行完毕）发现计算过程不对。在找出问题
原因并修改了data_script.py之后，只需输入%run命令的前几个字符并按“Ctrl-P”键
或上箭头键即可。这样就会搜索出命令历史中第一个与你输入的字符相匹配的命令。多
次按“C t r l-P”键或上箭头键就会在命令历史中不断搜索。如果你错过了想要的那条命
令也没关系，你可以按“C t r l-N”键或下箭头键在命令历史中前向搜索。只要多操作几
次，以后你会想都不想地按下这些键！
“Ctrl-R”用于实现部分增量搜索，跟UNIX型shell中的readline所提供的功能一样。在
Windows上，IPython模拟了readline功能。按下“Ctrl-R”并输入你想搜索的行中的几个
字符：
In [1]: a_command = foo(x, y,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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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erse-i-search)`com': a_command = foo(x, y, z)

按下“Ctrl-R”将会循环搜索命令历史中每一条与输入相符的行。

输入和输出变量
忘记把函数结果赋值给变量是一件让人很郁闷的事情。好在IPython会将输入（你输入的
那些文本）和输出（返回的对象）的引用保存在一些特殊变量中。最近的两个输出结果
分别保存在_（一个下划线）和__（两个下划线）变量中：
In [556]: 2 ** 27
Out[556]: 134217728
In [557]: _
Out[557]: 134217728

输入的文本被保存在名为_i X的变量中，其中X是输入行的行号。每个输入变量都有一个
对应的输出变量_X。比如说，在输入完第27行后，就会产生两个新变量_27（输出变量）
和_i27（输入变量）。
In [26]: foo = 'bar'
In [27]: foo
Out[27]: 'bar'
In [28]: _i27
Out[28]: u'foo'
In [29]: _27
Out[29]: 'bar'

由于输入变量是字符串，因此可以用Python的exec关键字重新执行：
In [30]: exec _i27

有几个魔术命令可用于控制输入和输出历史。 %h i s t用于打印全部或部分输入历史，可
以选择是否带行号。%reset用于清空interactive命名空间，并可选择是否清空输入和输出
缓存。%x d e l用于从IPython系统中移除特定对象的一切引用。详细信息请参考相应魔术
命令的文档。
警告： 在处理非常大的数据集时，一定要注意I P y t h o n的输入输出历史，它会导致所有对象引用
都无法被垃圾收集器处理（即释放内存），即使用d e l关键字将变量从interactive命名空间
中删除也不行。对于这种情况，谨慎地使用 %x d e l和%r e s e t将有助于避免出现内存方面的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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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录输入和输出
I P y t h o n能够记录整个控制台会话，包括输入和输出。执行%l o g s t a r t 即可开始记录
日志：
In [3]: %logstart
Activating auto-logging. Current session state plus future input saved.
Filename
: ipython_log.py
Mode
: rotate
Output logging : False
Raw input log : False
Timestamping
: False
State
: active

IPython的日志功能可以在任何时刻开启，它将记录你的整个会话（包括此前的命令）。
因此，如果你在写代码的过程中，突然想要保存所有工作的时候，直接启动日志功能就
行了。%logstart的具体选项（比如修改输出文件路径）请参考其文档，此外还可以看看
几个与之配套的魔术命令%logoff、%logon、%logstate以及%logstop。

与操作系统交互
IPython的另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它跟操作系统shell结合得非常紧密。也就是说，你可以直

接在IPython中实现标准的Windows或UNIX（Linux、OS X）命令行活动。比如执行shell
命令、更改目录、将命令的执行结果保存在Python对象（列表或字符串）中等。此外，
它还提供了shell命令别名以及目录书签等功能。

表3-3总结了用于调用s h e l l命令的魔术命令及其语法。我将在后面几节中简要介绍这些
功能。
表3-3：跟系统相关的IPython魔术命令

命令

说明

!cmd

在系统shell中执行cmd

output = !cmd args

执行cmd，并将stdout存放在output中

%alias alias_name cmd

为系统shell命令定义别名

%bookmark

使用IPython的目录书签系统

%cd directory

将系统工作目录更改为directory

%pwd

返回系统的当前工作目录

%pushd directory

将当前目录入栈，并转向目标目录

%popd

弹出栈顶目录，并转向该目录

%dirs

返回一个含有当前目录栈的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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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3：跟系统相关的IPython魔术命令（续）

命令

说明

%dhist

打印目录访问历史

%env

以dict形式返回系统环境变量

shell命令和别名

在I P y t h o n中，以感叹号（!）开头的命令行表示其后的所有内容需要在系统s h e l l中执

行。也就是说，你可以删除文件（根据O S的不同，使用r m或d el）、修改目录或执行任
意其他处理过程。甚至还可以启动一些能将控制权从IPython手中夺走的进程（比如另外
再启动一个Python解释器）：
In [2]: !python
Python 2.7.2 |EPD 7.1-2 (64-bit)| (default, Jul 3 2011, 15:17:51)
[GCC 4.1.2 20080704 (Red Hat 4.1.2-44)] on linux2
Type "packages", "demo" or "enthought" for more information.
>>>

此外，还可以将shell命令的控制台输出存放到变量中，只需将！开头的表达式赋值给变
量即可。例如，我的Linux电脑通过以太网连接到互联网，于是可以将我的IP地址存到一
个Python变量中去：译注13
In [1]: ip_info = !ifconﬁg eth0 | grep "inet"
In [2]: ip_info[0].strip()
Out[2]: 'inet addr:192.168.1.137

Bcast:192.168.1.255

Mask:255.255.255.0'

返回的Python对象ip_info实际上是一个含有控制台输出结果的自定义列表类型。
在使用！时，IPython还允许使用当前环境中定义的Python值。只需在变量名前面加上美
元符号（$）即可：译注14
In [3]: foo = 'test*'
In [4]: !ls $foo
test4.py test.py

test.xml

魔术命令%alias可以为shell命令自定义简称。例如：

译注13：之前已经说过，作者用的不是Windows操作系统，所以这个命令自然无法执行。Windows
上可以用ipconfig，但毕竟不是一样东西，这里的代码自己能看明白即可。
译注14：在Windows中，将ls换成d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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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1]: %alias ll ls -l
In [2]: ll
total 332
drwxr-xr-x
drwxr-xr-x
drwxr-xr-x
drwxr-xr-x
drwxr-xr-x
lrwxrwxrwx
drwxr-xr-x
drwxr-xr-x
drwxr-xr-x
drwxrwsr-x

/usr
2
2
123
265
44
1
15
2
387
24

root
root
root
root
root
root
root
root
root
root

root 69632
root
4096
root 20480
root 126976
root 69632
root
3
root
4096
root 12288
root 12288
src
4096

2012-01-29
2010-08-23
2011-12-26
2012-01-29
2011-12-26
2010-08-23
2011-10-13
2012-01-12
2011-11-04
2011-07-17

20:36
12:05
18:08
20:36
18:08
16:02
19:03
09:32
22:53
18:38

bin/
games/
include/
lib/
lib32/
lib64 -> lib/
local/
sbin/
share/
src/

可以一次执行多条命令，只需将它们写在一行上并以分号隔开即可：
In [558]: %alias test_alias (cd ch08; ls; cd ..)
In [559]: test_alias
macrodata.csv spx.csv

tips.csv

注意，IPython会在会话结束时立即“忘记”你所定义的一切别名。为了创建永久性的别
名，你需要使用配置系统。本章稍后会对此进行介绍。

目录书签系统
IPython有一个简单的目录书签系统，它使你能保存常用目录的别名以便实现快速跳转。
比如说，作为一名狂热的Dropbox用户，为了能够快速地转到我的Dropbox目录，我可以
定义一个书签：
In [6]: %bookmark db /home/wesm/Dropbox/

在定义好书签之后，就可以在执行魔术命令%cd时使用这些书签了：
In [7]: cd db
(bookmark:db) -> /home/wesm/Dropbox/
/home/wesm/Dropbox

如果书签名与当前工作目录中的某个目录名冲突，可以通过 -b标记（其作用是覆写）使
用书签目录。%bookmark的-l选项的作用是列出所有书签：
In [8]: %bookmark -l
Current bookmarks:
db -> /home/wesm/Dropbox/

书签跟别名的区别在于，它们会被自动持久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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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开发工具
I P y t h o n不仅是一种舒适的交互式计算和数据分析环境，同时也非常适合成为一种软件
开发环境。在数据分析应用程序中，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拥有正确的代码。幸运的是，
I P y t h o n紧密集成并加强了P y t h o n内置的p d b调试器。此外，你还希望代码运行能足够
快。为此，IPython提供了一些简单易用的代码运行时间及性能分析工具。下面，我将对
这些工具做一个详细介绍。

交互式调试器
IPython的调试器增强了pdb，如Tab键自动完成、语法高亮、为异常跟踪的每条信息添加
上下文参考等。调试代码的最佳时机之一就是错误刚刚发生那会儿。%d e b u g命令（在发
生异常之后马上输入）将会调用那个“事后”调试器，并直接跳转到引发异常的那个栈
帧（stack frame）：
In [2]: run ch03/ipython_bug.py
--------------------------------------------------------------------------AssertionError
Traceback (most recent call last)
/home/wesm/book_scripts/ch03/ipython_bug.py in <module>()
13
throws_an_exception()
14
---> 15 calling_things()
/home/wesm/book_scripts/ch03/ipython_bug.py in calling_things()
11 def calling_things():
12
works_ﬁne()
---> 13
throws_an_exception()
14
15 calling_things()
/home/wesm/book_scripts/ch03/ipython_bug.py in throws_an_exception()
7
a = 5
8
b = 6
----> 9
assert(a + b == 10)
10
11 def calling_things():
AssertionError:
In [3]: %debug
> /home/wesm/book_scripts/ch03/ipython_bug.py(9)throws_an_exception()
8
b = 6
----> 9
assert(a + b == 10)
10
ipdb>

在这个调试器中，你可以执行任意Python代码并查看各个栈帧中的一切对象和数据（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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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解释器还“留了条生路”的那些）。默认是从最低级开始的（即错误发生的地
方）。输入u（或up）和d（或down）即可在栈跟踪的各级别之间切换：
ipdb> u
> /home/wesm/book_scripts/ch03/ipython_bug.py(13)calling_things()
12
works_ﬁne()
---> 13
throws_an_exception()
14

执行%pdb命令可以让IPython在出现异常之后自动调用调试器。很多人都认为这是一个非
常实用的功能。
此外，调试器还可以为代码开发工作提供帮助，尤其是当你想要设置断点或对函数/脚本
进行单步调试以查看各条语句的执行情况时。实现这个目的的方式有几个。第一，使用
带有-d选项的%r u n命令，这将会在执行脚本文件中的代码之前先打开调试器。必须立即
输入s（或step）才能进入脚本： 译注15
In [5]: run -d ch03/ipython_bug.py
Breakpoint 1 at /home/wesm/book_scripts/ch03/ipython_bug.py:1
NOTE: Enter 'c' at the ipdb> prompt to start your script.
> <string>(1)<module>()
ipdb> s
> g:\ipython_bug.py(1)<module>()
1---> 1 def works_ﬁne():
2
a = 5
3
b = 6

在此之后，该文件接下来的执行方式就全凭你一句话了。比如说，在上面那个异常中，
我们可以在调用works_fine方法的地方设置一个断点，然后输入c（或continue）使脚本
一直运行下去直到该断点时为止：
ipdb> b 12
ipdb> c
> /home/wesm/book_scripts/ch03/ipython_bug.py(12)calling_things()
11 def calling_things():
2--> 12
works_ﬁne()
13
throws_an_exception()

这时可以单步进入works_fine()或执行works_fine()（输入n（或next）直接执行到下一
行译注16）：
ipdb> n
> /home/wesm/book_scripts/ch03/ipython_bug.py(13)calling_things()

译注15：第一，s不一定行，看提示，要用c；第二，这个s实际上是step into。
译注16：也就是step o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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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2
---> 13
14

works_ﬁne()
throws_an_exception()

然后，我们单步进入throws_an_exception并前进到发生错误的那一行，查看在此范围内
的变量。注意，调试器命令的优先级高于变量名。这时在变量前面加上感叹号（！）即
可查看其内容。
ipdb> s
--Call-> /home/wesm/book_scripts/ch03/ipython_bug.py(6)throws_an_exception()
5
----> 6 def throws_an_exception():
7
a = 5
ipdb> n
> /home/wesm/book_scripts/ch03/ipython_bug.py(7)throws_an_exception()
6 def throws_an_exception():
----> 7
a = 5
8
b = 6
ipdb> n
> /home/wesm/book_scripts/ch03/ipython_bug.py(8)throws_an_exception()
7
a = 5
----> 8
b = 6
9
assert(a + b == 10)
ipdb> n
> /home/wesm/book_scripts/ch03/ipython_bug.py(9)throws_an_exception()
8
b = 6
----> 9
assert(a + b == 10)
10
ipdb> !a
5
ipdb> !b
6

要想精通这个交互式调试器，必须经过大量的实践才行。表3-4列出了该调试器的全部
命令。如果你习惯了使用某款I D E，刚开始用这种终端型调试器的时候可能会觉得有
点麻烦，但慢慢就会习惯了。虽然大部分Python IDE都拥有优秀的GUI调试器，但是在

IPython中调试程序却往往会带来更高的生产率。
表3-4：(I)Python调试器命令

命令

功能

h(elp)

显示命令列表

help command

显示command的文档

c(ontinue)

恢复程序的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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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4：(I)Python调试器命令（续）

命令

功能

q(uit)

退出调试器，不再执行任何代码

b(reak) number

在当前文件的第number行设置一个断点

b path/to/file.py:number

在指定文件的第number行设置一个断点

s(tep)

单步进入函数调用

n(ext)

执行当前行，并前进到当前级别的下一行

u(p)/d(own)

在函数调用栈中向上或向下移动

a(rgs)

显示当前函数的参数

debug statement

在新的（递归）调试器中调用语句statement

l(ist) statement

显示当前行，以及当前栈级别上的上下文参考代码

w(here)

打印当前位置的完整栈跟踪（包括上下文参考代码）

调试器的其他使用场景
除上面提到的之外，还有另外几种调用调试器的手段。第一，使用 s e t_t r a c e这个特别
的函数（以 p d b.s e t_t r a c e命名），这差不多可以算作一种“穷人的断点译注17 ”。下
面这两个方法可能会在你的日常工作中派上用场（你也可以像我一样直接将其添加到
IPython配置中）：
def set_trace():
from IPython.core.debugger import Pdb
Pdb(color_scheme='Linux').set_trace(sys._getframe().f_back)
def debug(f, *args, **kwargs):
from IPython.core.debugger import Pdb
pdb = Pdb(color_scheme='Linux')
return pdb.runcall(f, *args, **kwargs)

第一个函数（ s e t_t r a c e）非常简单。你可以将其放在代码中任何希望停下来查看一番
的地方（比如发生异常的地方）：
In [7]: run ch03/ipython_bug.py
> /home/wesm/book_scripts/ch03/ipython_bug.py(16)calling_things()
15 set_trace()
---> 16 throws_an_exception()
17

按下c（或continue）仍然会使代码恢复执行，不受任何影响。

译注17：作者在这里的意思是这种断点比较随便，是硬编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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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那个debug函数使你能够直接在任意函数上使用调试器。假设我们写了如下函数：
def f(x, y, z=1):
tmp = x + y
return tmp / z

现在想对其进行单步调试。f的正常使用方式应该类似于f(1, 2, z=3)这个样子。为了能
够单步进入f，将f作为第一个参数传给debug，后面按顺序再跟上各个需要传给 f的关键
字参数：
In [6]: debug(f, 1, 2, z=3)
> <ipython-input>(2)f()
1 def f(x, y, z):
----> 2
tmp = x + y
3
return tmp / z
ipdb>

我发现这两个函数虽然简单，但是在日常工作当中却节省了我不少的时间。
此外，这个调试器还可以结合 %r u n使用。通过%r u n –d执行脚本，你将会直接进入调试
器，然后可以设置一些断点并启动脚本：
In [1]: %run -d ch03/ipython_bug.py
Breakpoint 1 at /home/wesm/book_scripts/ch03/ipython_bug.py:1
NOTE: Enter 'c' at the ipdb> prompt to start your script.
> <string>(1)<module>()
ipdb>

如果再加上-b和一个行号，则调试器在启动时就会自动设置一个断点：
In [2]: %run -d -b2 ch03/ipython_bug.py
Breakpoint 1 at /home/wesm/book_scripts/ch03/ipython_bug.py:2
NOTE: Enter 'c' at the ipdb> prompt to start your script.
> <string>(1)<module>()
ipdb> c
> /home/wesm/book_scripts/ch03/ipython_bug.py(2)works_ﬁne()
1 def works_ﬁne():
1---> 2
a = 5
3
b = 6
ipdb>

测试代码的执行时间：%time和%timeit
对于规模更大、运行时间更长的数据分析应用程序，你可能会希望测试一下各个部分或
函数调用或语句的执行时间。你可能会希望了解某个复杂计算过程中到底是哪些函数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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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时间最多。幸运的是，在开发和测试代码的过程中，IPython能够让你轻松得到这些
信息。使用内置的time模块及其time.clock和time.time函数手工测试代码执行时间是一
件令人烦闷的事情，因为你必须编写许多一模一样的了无生趣的公式化代码：
import time
start = time.time()
for i in range(iterations):
# 这里放一些待执行的代码
elapsed_per = (time.time() - start) / iterations

由于这是一个非常常用的功能，所以I P y t h o n专门提供了两个魔术函数（%t i m e和
%timeit）以便自动完成该过程。%time一次执行一条语句，然后报告总体执行时间。假
设我们有一大堆字符串，希望对几个“能够选出具有特殊前缀的字符串”的函数进行比
较。下面是一个拥有60万字符串的数组，以及两个不同的“能够选出其中以 f o o开头的
字符串”的方法：
# 一个非常大的字符串数组
strings = ['foo', 'foobar', 'baz', 'qux', 'python', 'Guido Van Rossum'] * 100000
method1 = [x for x in strings if x.startswith('foo')]
method2 = [x for x in strings if x[:3] == 'foo']

看上去它们的性能表现应该差不多，对吧？我们通过%time来确认一下：
In [561]: %time method1 = [x for x in strings if x.startswith('foo')]
CPU times: user 0.19 s, sys: 0.00 s, total: 0.19 s
Wall time: 0.19 s
In [562]: %time method2 = [x for x in strings if x[:3] == 'foo']
CPU times: user 0.09 s, sys: 0.00 s, total: 0.09 s
Wall time: 0.09 s

墙上时间（Wall time）是我们最感兴趣的数字。所以，看上去第一个方法耗费了两倍以
上的时间，但这并不是一个非常精确的结果。如果你对相同语句多次执行%time的话，就
会发现其结果是会变的。为了得到更为精确的结果，需要使用魔术函数%timeit。对于任
意语句，它会自动多次执行以产生一个非常精确的平均执行时间。
In [563]: %timeit [x for x in strings if x.startswith('foo')]
10 loops, best of 3: 159 ms per loop
In [564]: %timeit [x for x in strings if x[:3] == 'foo']
10 loops, best of 3: 59.3 ms per loop

这个貌似平淡无奇的例子正好说明了一个事实：我们非常有必要了解P y t h o n标准库、

NumPy、pandas以及本书中所用到的其他库的性能特点。在大型数据分析应用程序中，
这些不起眼的毫秒数是会不断累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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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那些执行时间非常短（甚至是那些微秒（1e-6秒）或纳秒（1e-9秒）级的）的分析
语句和函数而言， %t i m e i t是非常有用的。虽然这些时间值小到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但
同样执行100万次一个20微秒的函数，所用的时间要比一个5微秒的多15秒。在上面那个
例子中，我们可以直接对那两个字符串运算进行比较以了解其性能特点：
In [565]: x = 'foobar'
In [566]: y = 'foo'
In [567]: %timeit x.startswith(y)
1000000 loops, best of 3: 267 ns per loop
In [568]: %timeit x[:3] == y
10000000 loops, best of 3: 147 ns per loop

基本性能分析：%prun和%run -p
代码的性能分析跟代码执行时间密切相关，只不过它关注的是耗费时间的位置。主要的
Python性能分析工具是cProfile模块，它不是专为IPython设计的。cProfile在执行一个程
序或代码块时，会记录各函数所耗费的时间。
cProfile一般是在命令行上使用的，它将执行整个程序然后输出各函数的执行时间。假
设我们有一个简单的脚本：在一个循环中执行一些线性代数计算（计算一个 100×100的
矩阵的最大本征值绝对值）。
import numpy as np
from numpy.linalg import eigvals
def run_experiment(niter=100):
K = 100
results = []
for _ in xrange(niter):
mat = np.random.randn(K, K)
max_eigenvalue = np.abs(eigvals(mat)).max()
results.append(max_eigenvalue)
return results
some_results = run_experiment()
print 'Largest one we saw: %s' % np.max(some_results)

如果你还不懂N u m P y，暂时先别管，后面会讲的。在命令行中输入下列命令即可通过
cProﬁle启动该脚本：
python -m cProﬁle cprof_example.py

执行之后，你会发现输出结果是按函数名排序的。这让我们很难发现哪里才是最花时间
的地方，因此通常都会再用-s标记指定一个排序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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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ython -m cProﬁle -s cumulative cprof_example.py
Largest one we saw: 11.923204422
15116 function calls (14927 primitive calls) in 0.720 seconds
Ordered by: cumulative time
ncalls tottime
1
0.001
0.001
100 0.003
0.000
200 0.572
0.003
1
0.002
0.002
100 0.059
0.001
1
0.000
0.000
2
0.001
0.001
2
0.003
0.002
1
0.000
0.000
1
0.001
0.001
1
0.013
0.013
1
0.000
0.000
1
0.001
0.001
262 0.005
0.000
100 0.003
0.000
...

percall
0.721
0.586
0.572
0.075
0.059
0.044
0.037
0.030
0.030
0.021
0.013
0.009
0.008
0.007
0.005

cumtime percall ﬁlename:lineno(function)
0.721 cprof_example.py:1(<module>)
0.006 linalg.py:702(eigvals)
0.003 {numpy.linalg.lapack_lite.dgeev}
0.075 __init__.py:106(<module>)
0.001 {method 'randn')
0.044 add_newdocs.py:9(<module>)
0.019 __init__.py:1(<module>)
0.015 __init__.py:2(<module>)
0.030 type_check.py:3(<module>)
0.021 __init__.py:15(<module>)
0.013 numeric.py:1(<module>)
0.009 __init__.py:6(<module>)
0.008 __init__.py:45(<module>)
0.000 function_base.py:3178(add_newdoc)
0.000 linalg.py:162(_assertFinite)

这里只给出了输出结果中的前15行。只需查看c u m t i m e列即可发现各函数所耗费的总时
间。注意，如果一个函数调用了别的函数，计时器是不会停下来重新计时的。cProfile
记录的是各函数调用的起始和结束时间，并依此计算总时间。
除命令行用法之外，cProfile还可以编程的方式分析任意代码块的性能。IPython为此提
供了一个方便的接口，即%prun命令和带-p选项的%run。%prun的格式跟cProfile差不多，
但它分析的是Python语句而不是整个.py文件：
In [4]: %prun -l 7 -s cumulative run_experiment()
4203 function calls in 0.643 seconds
Ordered by: cumulative time
List reduced from 32 to 7 due to restriction <7>
ncalls
1
1
100
200
100
100
200

tottime
0.000
0.001
0.003
0.569
0.058
0.003
0.002

percall
0.000
0.001
0.000
0.003
0.001
0.000
0.000

cumtime
0.643
0.643
0.583
0.569
0.058
0.005
0.002

percall
0.643
0.643
0.006
0.003
0.001
0.000
0.000

ﬁlename:lineno(function)
<string>:1(<module>)
cprof_example.py:4(run_experiment)
linalg.py:702(eigvals)
{numpy.linalg.lapack_lite.dgeev}
{method 'randn'}
linalg.py:162(_assertFinite)
{method 'all' of 'numpy.ndarray' objects}

执行%run -p -s cumulative cprof_example.py也能达到上面那条系统命令行命令一样
的效果，但是却无需退出IPyth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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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行分析函数性能
有些时候，从%prun（或其他基于cProfile的性能分析手段）得到的信息要么不足以说明
函数的执行时间，要么就复杂到难以理解（按函数名聚合）。对于这种情况，我们可以
使用一个叫做line_profiler的小型库（可以通过PyPI或随便一种包管理工具获取）。其
中有一个新的魔术函数%l p r u n，它可以对一个或多个函数进行逐行性能分析。你可以修
改IPython配置（参考IPython文件或本章稍后关于配置的内容）以启用这个扩展，代码
如下所示：
# A list of dotted module names of IPython extensions to load.
c.TerminalIPythonApp.extensions = ['line_proﬁler']

line_profiler可以通过编程的方式使用（请参阅完整文档），但其最强大的一面却是在
IPython中的交互式使用。假设你有一个prof_mod模块，其中有一些用于NumPy数组计算
的代码，如下所示：
from numpy.random import randn
def add_and_sum(x, y):
added = x + y
summed = added.sum(axis=1)
return summed
def call_function():
x = randn(1000, 1000)
y = randn(1000, 1000)
return add_and_sum(x, y)

如果我们想了解add_and_sum函数的性能，%prun会给出如下所示的结果：
In [569]: %run prof_mod
In [570]: x = randn(3000, 3000)
In [571]: y = randn(3000, 3000)
In [572]: %prun add_and_sum(x, y)
4 function calls in 0.049 seconds
Ordered by: internal time
ncalls tottime percall cumtime percall ﬁlename:lineno(function)
1 0.036
0.036 0.046 0.046 prof_mod.py:3(add_and_sum)
1 0.009
0.009 0.009 0.009 {method 'sum' of 'numpy.ndarray' objects}
1 0.003
0.003 0.049 0.049 <string>:1(<module>)
1 0.000
0.000 0.000 0.000 {method 'disable' of '_lsprof.Proﬁler' objects}

这个结果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启用line_profiler这个IPython扩展之后，就会出现一个
新的魔术命令%l p r u n。用法上唯一的区别就是：必须为%l p r u n指明想要测试哪个或哪些
函数。%lprun的通用语法为：
%lprun -f func1 -f func2 statement_to_profile

74 ｜ 第3章

python_for_data_analysis-all.indd 74

2013.10.11 1:44:25 PM

在本例中，我们想要测试的是add_and_sum，于是执行：
In [573]: %lprun -f add_and_sum add_and_sum(x, y)
Timer unit: 1e-06 s
File: book_scripts/prof_mod.py
Function: add_and_sum at line 3
Total time: 0.045936 s
Line #
Hits
Time Per Hit
% Time Line Contents
==============================================================
3
def add_and_sum(x, y):
4
1
36510 36510.0
79.5
added = x + y
5
1
9425
9425.0
20.5
summed = added.sum(axis=1)
6
1
1
1.0
0.0
return summed

这个结果就容易理解多了。这里我们测试的只是add_and_sum这一个函数。上面那个模块
中还有一个call_function函数，我们可以结合add_and_sum一起测试，于是最终的测试
命令就成了下面这个样子：
In [574]: %lprun -f add_and_sum -f call_function call_function()
Timer unit: 1e-06 s
File: book_scripts/prof_mod.py
Function: add_and_sum at line 3
Total time: 0.005526 s
Line # Hits Time Per Hit
% Time Line Contents
==============================================================
3
def add_and_sum(x, y):
4
1 4375
4375.0 79.2
added = x + y
5
1 1149
1149.0 20.8
summed = added.sum(axis=1)
6
1
2
2.0
0.0
return summed
File: book_scripts/prof_mod.py
Function: call_function at line 8
Total time: 0.121016 s
Line # Hits Time
Per Hit % Time Line Contents
==============================================================
8
def call_function():
9
1
57169
57169.0 47.2
x = randn(1000, 1000)
10
1
58304
58304.0 48.2
y = randn(1000, 1000)
11
1
5543
5543.0
4.6
return add_and_sum(x, y)

通常，我会用%prun（cProfile）做“宏观的”性能分析，而用%lprun（line_profiler）
做“微观的” 性能分析。这两个工具都很有必要了解一下。
注意： 在使用%l p r u n时，之所以必须显式指明待测试的函数名，是因为“跟踪”每一行代码的执行
时间所需的开销很大。对不感兴趣的函数进行跟踪将会对性能分析结果造成显著的影响。

IPython HTML Notebook
2011年，由Brian Granger领导的IPython团队开始开发一种基于Web技术的交互式计算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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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格式，即IPython Notebook（见图3-4）。目前，它已经成为一种非常棒的交互式计算
工具，同时还是科研和教学的一种理想媒介。本书中大部分示例都是用它编写的.我强烈
建议你也试试。

图3-4：IPython Notebook
它有一种基于JSON的文档格式.ipynb，使你可以轻松分享代码、输出结果以及图片等内
容。目前在各种Python研讨会上，一种流行的演示手段就是使用IPython Notebook，然后
再将.ipynb文件发布到网上以供所有人查阅。
IPython Notebook应用程序是一个运行于命令行上的轻量级服务器进程。执行下面这条
命令即可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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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python notebook --pylab=inline
[NotebookApp] Using existing proﬁle dir: u'/home/wesm/.conﬁg/ipython/proﬁle_default'
[NotebookApp] Serving notebooks from /home/wesm/book_scripts
[NotebookApp] The IPython Notebook is running at: http://127.0.0.1:8888/
[NotebookApp] Use Control-C to stop this server and shut down all kernels.

在大多数平台上，你的首选Web浏览器会自动打开Notebook的仪表板（dashboard）。有
时你可能需要手工打开上面列出的那个URL。你可以在这里创建一个新的记事本并开始
研究工作。
由于我们是在一个Web浏览器中使用Notebook的，因此该服务器进程可以运行于任何地
方。你甚至可以连接到那些运行在云服务（如Amazon EC2）上的Notebook。直到写作
本书时为止，一个新的名为NotebookCloud（http://notebookcloud.appspot.com）的项目
已经诞生了，它可以轻松地在Amazon EC2上启动记事本。

利用IPython提高代码开发效率的几点提示
为了在IPython中开发、调试代码，并充分发挥其交互优势，许多用户都需要转换一下工
作模式。像编码风格以及一些操作细节可能需要做一些调整。
就这点来说，本节的内容更像是艺术而非科学，你需要有一些编程经验才好判断其能否
提高你的工作效率。总之，你得让你的代码结构更易于交互且结果更易于查看。我发现
通过IPython设计的软件要比独立的命令行应用程序好用。当你执行自己或别人在几个月
甚至几年前编写的代码时出现了错误，想找出问题所在时，IPython的交互性就会变得非
常重要。

重新加载模块依赖项
在Python中，当你输入import some_lib时，some_lib中的代码就会被执行，且其中所有
的变量、函数和引入项都会被保存在一个新建的s o m e_l i b模块命名空间中。下次你再输
入import some_lib时，就会得到这个模块命名空间的一个引用。而这对于IPython的交
互式代码开发模式就会有一个问题，比如说，用 %r u n执行的某段脚本中牵扯到了某个刚
刚做了修改的模块。假设我们有一个test_script.py文件，其中有下列代码：
import some_lib
x = 5
y = [1, 2, 3, 4]
result = some_lib.get_answer(x, y)

如果在执行了%run test_script.py之后又对some_lib.py进行了修改，下次再执行%r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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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st_script.py时将仍然会使用老版的some_lib。其原因就是Python的“一次加载”模
块系统。这个行为不同于其他一些数据分析环境（如MATLAB，它会自动应用代码修改
注1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你有两个办法可用。第一个办法是使用Python内置的reload

函数。将test_script.py修改成下面这个样子：
import some_lib
reload(some_lib)
x = 5
y = [1, 2, 3, 4]
result = some_lib.get_answer(x, y)

这样就保证每次执行test_script.py时都能用上最新版的some_lib了。显然，当依赖变
得更强时，就需要在很多地方插入很多的 r e l o a d。对于这个问题，IPython提供了一个
特殊的 d r e l o a d函数（非魔术函数）来解决模块的“深度”（递归）重加载。如果执行
import some_lib之后再输入dreload(some_lib)，则它会尝试重新加载some_lib及其所
有的依赖项。遗憾的是，这个办法也不是万灵丹，但是如果真的不行了，重启IPython就
行了。

代码设计提示
这个问题不太好讲，但我在日常工作中确实发现了一些高层次的原则。

保留有意义的对象和数据
人们一般不会在命令行上编写下面这样的程序：
from my_functions import g
def f(x, y):
return g(x + y)
def main():
x = 6
y = 7.5
result = x + y
if __name__ == '__main__':
main()

如果我们在I P y th o n中执行这段代码的话会出现什么问题？我们在I P y th o n s h ell中将访
问不到任何结果以及 m a i n函数中定义的对象。好点的办法是直接在该模块的全局命名空
注1：

由于一个模块或包可能会在一个程序中的不同位置多次引入，所以Python会在第一次引入
这些模块时对其进行缓存，而不是每次都执行模块中的代码。否则，应用程序的模块化和
良好的代码组织等手段就达不到高效的目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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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中执行m a i n中的代码（如果你希望该模块是可引入的，也可以将这些代码放在i f __
name__ == '__main__':块中）。这样，当你%run这段代码时，就能看到main中定义的所
有变量了。对这个简单的例子而言，这个原则意义不大，但对本书后面将要介绍的那些
针对大数据集的复杂数据分析问题而言就很重要了。

扁平结构要比嵌套结构好
深度嵌套的代码让我想到了洋葱。在测试或调试函数时，你要把这个洋葱剥多少层才能
找到感兴趣的代码？“扁平结构要比嵌套结构好”的思想来自“Zen of Python” 译注18，
它对交互式的代码开发模式同样有效。编写函数和类时应尽量注意低耦合和模块化，这
样可以使它们更易于测试（如果你编写单元测试的话）、调试和交互式使用。

无惧大文件
如果曾经学过J a v a（或其他类似的语言），可能会有人告诉你要“尽量保持文件的小
型化”。在许多语言中，这都是一个不错的建议。长度太长通常是一种不好的“臭代
码”，意味着需要重构或重组。然而在IPython中开发代码时，处理10个小的（但互相关
联的）文件（比如都低于100行）可能会让你更为头疼，还不如直接一个大文件或两三
个大点的文件来得痛快。更少的文件意味着需要重新加载的模块更少，编辑时需要在各
个文件之间的跳转次数也更少。我发现维护更大的（具有高内聚度的）模块会更实用也
更具有Python特点。在解决完问题之后，有时将大文件拆分成小文件会更好。
显然，我并不建议将此原则极端化，那可能会让你将所有代码都放到一个巨大的文件里
面。对一个大型代码库而言，要找到一种合乎逻辑的模块/包架构需要花点工夫，但这对
团队工作非常重要。每个模块都应该具有足够高的内聚度，而且要能足够直观地找到对
应各种功能的函数和类。

高级IPython功能
让你的类对IPython更加友好

IPython力求为各种对象呈现一个友好的字符串表示。对于许多对象（如字典、列表和元
组等），内置的p p r i n t模块就能给出漂亮的格式。但是对于你自己定义的那些类，就必
须自己生成所需的字符串输出。假设我们有下面这个简单的类：
class Message:
def __init__(self, msg):
self.msg = msg

译注18： 这是Tim Peters 2004年写的一首“诗”，执行“import this”就能看到。有网民将其翻译
成三字经的形式（又名“蛇宗三字经”）。另外，有兴趣的话，可以看看this的源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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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像下面这样写，你就会失望地发现这个类的默认输出形式非常不好看：
In [576]: x = Message('I have a secret')
In [577]: x
Out[577]: <__main__.Message instance at 0x60ebbd8>

由于IPython会获取__repr__方法返回的字符串（具体办法是output = repr(obj)），并
将其显示到控制台上。因此，我们可以为上面那个类添加一个简单的__repr__方法以得到
一个更有意义的输出形式：
class Message:
def __init__(self, msg):
self.msg = msg
def __repr__(self):
return 'Message: %s' % self.msg
In [579]: x = Message('I have a secret')
In [580]: x
Out[580]: Message: I have a secret

个性化和配置
IPython shell在外观（如颜色、提示符、行间距等）和行为方面的大部分内容都是可以进
行配置的。下面是能够通过配置做的部分事情：
•

修改颜色方案。

•

修改输入输出提示符。

•

去掉Out提示符跟下一个In提示符之间的空行。

•

执行任意Python语句。这些语句可以用于引入所有常用的东西，还可以做一些你希
望每次启动IPython都发生的事情。

•

启用IPython扩展，如line_proﬁler中的魔术命令%lprun。

•

定义你自己的魔术命令或系统别名。

所有这些配置选项都定义在一个叫做ipython_config.py的文件中，可以在~/.config/
ipython/目录（UNIX）和%HOME%/.ipython/ 目录（Windows）中找到。具体的主目录
取决于你的系统。配置信息是基于特定个性化设置的。一般来说，正常启动IPython将会
加载默认的个性化设置（位于proﬁle_default目录中）。因此，在我的Linux系统中，默
认IPython配置文件的完整路径是：
/home/wesm/.conﬁg/ipython/proﬁle_default/ipython_conﬁg.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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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我就不对该文件的内容作详细介绍了。因为其注释已经说明了各个配置项的功能，
各位读者完全可以自己照着做。还有一个很实用的功能是拥有多个个性化设置。假设你
想要专门为某个应用程序或项目量身定做一套IPython配置。输入下面这样的命令即可新
建一个个性化设置：
ipython proﬁle create secret_project

然后编辑新建的这个proﬁle_secret_project目录中的配置文件，再用下面这种方式启动
IPython：
$ ipython --proﬁle=secret_project
Python 2.7.2 |EPD 7.1-2 (64-bit)| (default, Jul 3 2011, 15:17:51)
Type "copyright", "credits" or "license" for more information.
IPython 0.13 -- An enhanced Interactive Python.
?
-> Introduction and overview of IPython's features.
%quickref -> Quick reference.
help -> Python's own help system.
object? -> Details about 'object', use 'object??' for extra details.
IPython proﬁle: secret_project
In [1]:

同样，有关个性化和配置方面的详细信息，请参考IPython的在线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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