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apter 3 第 3 章

Python 语言基础

Python 是一种简单易学、功能强大的编程语言，具有高效率的高层数据结构，能够简
单而有效地实现面向对象编程。Python 简洁的语法和对动态输入的支持，再加上解释性语
言的本质，使得它在大多数平台的许多领域都是一个理想的脚本语言，特别适用于快速的
应用程序开发。

3.1

Python 概述
Python 是由吉多·范罗苏姆（Guido van Rossum）于 1989 年创立的语言。1991 年初，

Python 发布了第一个公开发行版。目前 Python 的版本分为 Python 2.x 和 Python 3.x（2009
年），生产环境中用得比较多的是 Python 2.7，而且 Python 2.x 和 Python 3.x 差异比较大，
建议大家还是从 Python 2.7 学起。
Python 属于解释型语言，不产生目标机器代码，但会产生中间代码。中间代码由软件
解释器执行。与编译型语言的不同点在于，Python 的每条语句被逐一翻译然后执行。解释
型语言每执行一次就翻译一次，因此效率较低。
Python 的文件以“ .py ”和“ .pyc ”结尾，其中，“ .py ”文件是 Python 的代码文件，
“ .pyc ”是“ .py ”文件执行编译之后产生的字节码文件。
Python 源代码 .py-> 字节码 .pyc -> 解释执行字节码 .pyc

正如上面流程所示，使用 Python 时，每次都需要将源代码编译转化成字节码，再由虚
拟机把字节码转化为机器语言，最后在硬件上运行，如图 3-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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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yc 文件

本章的代码均基于 Linux 操作系统，使用 Vim 编辑完成。

Python 基础

3.2.1

编码

为了保证 Python 代码顺利运行，无论是 Linux 还是 Windows 操作系统，所有的 Python
文件编码格式最好是 unix_utf-8 格式，所以 Python 文件中指定编码格式为：
#-*- encoding: utf-8 -*-

或
#coding:utf8

如果不指定编码格式，在代码中使用中文时会报如图 3-2 所示的错误。

图 3-2

3.2.2

中文错误提示

缩进与分隔

1. 代码缩进
在 Python 文件中，没有像其他的语言（如 C 语言或者 Java 语言）一样使用 {} 进行代
码段的分隔，而是采用缩进方式分隔。为了保持缩进的一致性，Python 采用了空格缩进，
而不是 Tab 键缩进。因此，规定在编写 Python 文件时，如果有缩进，下一行应当在前一行
的基础上缩进 4 个空格，依次递增，禁止使用默认的 Tab 键进行缩进。
正确的缩进方式：
if a:
<4 个空格 >print "hello"

缩进示例如图 3-3 所示。

图 3-3

缩进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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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的缩进方式：
if a:
<tab 键 >print "hello"
说
明

这只是 Linux 系统默认的情况，如果按 2.2.1 节配置过 vimrc 文件，则可以直接使用
Tab 键缩进。

2. 语句分隔
在 Python 中，两条语句之间没有采用“ ；”进行分隔，而是采用换行进行分隔的，因
此，两条语句在 Python 中不能写在同一行上。
正确的写法：
print "hello"
print "world"

错误的写法：
print "hello" print "world"

但是，在 Python 中，使用“ ; ”也并没有任何错误。Python 保留这个操作符的唯一目
的，恐怕是为了照顾其他语言开发者可以快速上手。在以后的开发中，如果为了保持几种
编程语言之间的一致性，那么可以根据个人的喜好添加“ ; ”分隔符，但是，建议不要使用
“ ; ”分隔符。
关于换行，一般而言，尽量保证能够在不横向拖动鼠标的情况下看完一行代码，但凡
事都有例外，有的语句太长，这时就需要换行。在 Python 中，为了表示上下两行是同一
行，需要使用“ \ ”符号在行尾进行连接，例如：
print "abcdefghigklmnopqrstuvwxyz\
01234567890"

为了阅读方便，规定每行代码上的字符不得超过 90 个，超过 90 个之后，必须使用“\”
进行换行。
下面来说一下“ {} ”的情况。在 Python 中只有一种情况会使用“ {} ”，即作为字典时
才会使用；而在其他语言中，“ {} ”常用于标示代码块的功能。在 Python 中标示代码块，
采用缩进方式。

3.2.3

命名规范

Python 的命名规范：局部变量由字母数字和下划线组成，不得以数字开头，尽量使用
小写字母；全局变量的命名规范与局部变量类似，不同之处是，使用大写字母替代小写字
母；函数和方法的命名规范亦类似于局部变量，不同之处是，词与词之间使用下划线连接，
不推荐使用大写字母，如没有特殊要求，禁止同时使用双下划线（“

”）开头和结尾；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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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命名采用单词首字母大写的方式。
正确的命名方式：
1）局部变量：
list_1,params,ok_3,_no

2）全局变量：
PARAMS,_ACCEPT

3）函数和方法：
def get_current_time():
pass
def _get_now():
pass

4）定义类：
class Hello:
pass
class HelloWorld:
pass

3.2.4

注释

Python 中所有的注释均采用“ # ”标示，包括大段注释。
正确的小段注释：
#This is the first programs

正确的大段注释：
# vim:
tabstop=4 shiftwidth=4 softtabstop=4
#
# Copyright @ 2016AwCloud
#
# Author: xxx
说
明

3.2.5

大段的注释还可以使用三引号，但多用于文档的地方。

执行

输入 Python 与程序代码的名称，是第一种执行 Python 代码的方式；第二种执行方式
是在代码中写明 Python 解释器的路径，直接执行 Python 代码，类型与 bash 脚本一样，如
图 3-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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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ython 脚本执行

图 3-4

第三种执行方式是在 Python 的 shell 符下输入代码，直接就会输出结果，如图 3-5 所
示。这种方式的好处是直接、快捷，但是并不适合用于编写程序，并且输入繁杂，退出
Python 之后，代码就没有了，因此这种方式通常只用于测试，或者验证某种功能。

Python shell 示例

图 3-5

3.2.6

代码的调试

Python 中提供了专用的调试工具。如果要对某个 Python 代码文件进行调试，在命令行
下输入“ python –m pdb xxx.py ”即可。常用调试命令及说明见表 3-1。
表 3-1
命令
list

常用调试命令及说明

说明
查看代码

命令
s

说明
跳进某一个方法

n

执行下一步

p <params>

输出某个参数或者变量的信息

b < 行号 >

在第几行打断点

quit

退出调试模式

c

直接跳到断点处

Python 代码的调试过程如图 3-6 所示。
说明：
1）l（ist）：可以列出当前将要运行的代码块。
2）b（reak）：设置断点，如“ b 6”。
3）n（ext）：让程序运行下一行，如果当前有一个函数调用语句，用 n 是不会进入被调
用的函数体中的。
4）c（ont（inue））：让程序正常运行，直到遇到断点。
5）p：最有用的命令之一，输出某个变量。
6）s（tep）：跟 n 相似，但是如果当前有一个函数调用语句，那么 s 会进入被调用的函
数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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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q（uit）：退出调试。

图 3-6

3.2.7

Python 代码的调试过程

帮助的使用

在 Python 提示符下输入“ help ”，会提示如下信息。
>>> help
Type help() for interactive help, or help(object) for help about object.

提示需要输入“ help() ”进入交互的帮助，或者输入“ help（object）”来获取帮助。
1. 交互式帮助
按照提示，输入“ help() ”会出现 Python 的帮助介绍，如图 3-7 所示。

图 3-7

help() 提示

之后会出现 help 提示符，在输入提示信息中的“ keywords ”关键词后会出现如图 3-8

42

深度实践 OpenStack：基于 Python 的 OpenStack 组件开发

所示的提示。

图 3-8

keywords 的帮助提示

直接输入“ if ”，就会出现如图 3-9 所示的帮助信息。

图 3-9

if 的帮助提示

输入 q 退出 if 的帮助，再输入 quit 退出帮助。
2. 直接输入帮助对象
帮助对象可以内置函数名，如图 3-10 所示。

图 3-10

id 的帮助提示

帮助对象也可以是 Python 语言的内置关键词，如图 3-11 所示。

3.3

Python 数据类型

3.3.1

变量

Python 程序是通过变量来访问某块内存中的数据的，但 Python 中变量的概念和 C 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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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变量有些不同，这里从变量的定义上来说明两者的不同之处。在 C 语言中定义一个变
量时，需要指定变量的数据类型，变量初始化时，还需依据等号左边变量的数据类型进行
相应赋值，否则会出现数据的转换操作，造成不可想象的错误，而在 Python 中定义变量不
需要指定变量的数据类型，可以将各类数据直接赋值给等号左边的变量，比较自由。例如：
>>> x = 12
>>> id(x)
34347872
>>> x = 13
>>> id(x)
34347848
>>> y = 13
>>> id(13)
34347848
>>> y = '13'
>>> id(y)
140202476598096

图 3-11
说
明

列表的帮助提示

id 函数用于返回括号里给定变量在内存里的地址。

在 Python 中，变量的定义和 C 语言类似，一切皆可是变量，即变量可以是数据，可以
是自定义的类型，也可以是方法或者函数。
1. 变量的命名规则
变量的命名规则：允许下划线、数字、英文字母、必须以下划线、英文字母开头，变
量名字对大小写敏感。
2. 变量自动回收机制
当变量的引用计数变为 0 时，Python 会自动回收，如图 3-12 所示。当前的引用变量数
是 2，当变量 A 和变量 B 指向其他值时，原来值的引用计数就变为 0，原来变量就会被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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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回收。
变量 A
引用计数 = 2
变量 B

图 3-12

变量引用计数

Python 的数据类型同 C 语言相似，区别在于 C 语言中的变量一直指向某地，也就是说
C 语言可以通过变量来改变它指向内存的值，而 Python 中变量变化的是它的“指向”，可以
直接认为 Python 中的变量类似于 C 语言中指针的概念。因此 C 和 Python 中都有变量的概
念，但两种语言变量的“变”的含义不同。

3.3.2

数字与表达式

1. 数字类型
Python 中的数字包含三大类：类整型（int、long）、类浮点型（float）和复数。
Python 的类整型分为 int 和 long 两种。Python 与 C 语言类整型的区别为：C 语言整型
会有溢出的情况，但 Python 不会出现溢出的情况，当低级类型表示不了变量时，会自动向
高级类型转换。使用 Python 没有必要去定义该类型，即范类型，如图 3-13 所示。

图 3-13

变量自动扩展

这里补充一个概念，Python 的整型缓冲池，即对于一定范围的整型，Python 在内存中
提前进行了分配，不进行回收。
说
明

整型缓冲池的范围可以通过修改源码来更改。

Python 的类浮点型为 float。复数的一般形式为 3+7j。
在 OpenStack 开发中用得比较多的是类整型和类浮点型，复数不常用。
2. 表达式
对于数字，普通的四则运算本身就是支持的，但是 Python 和其他语言的数字运算稍微
有一点区别。
区别 1 ：不支持自增和自减操作，即 i++、i-- 这样的操作在 Python 中是非法的，只能
使用 i=i+1 或者 i+=1 的方式，如图 3-1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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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别 2 ：除了“ / ”
“ % ”外，多了一个特殊的地板除，所谓地板除指的是除法中取商的
操作，具体操作如下：
5 // 2->2
5.0 // 2->2.0

相当于取小数点之前的数，如图 3-15 所示。
区别 3 ：在 Python 中，** 表示乘方运算，如 2**3->8，** 前面的数表示底数，后面的
数表示幂数，如图 3-16 所示。

图 3-14

自增计算操作

图 3-15

地板除对比

图 3-16

乘方运算

Python 语言中的其他数字操作和其他语言的数字操作一样，这里不再赘述。

3.3.3

字符串和列表

字符串和列表本来是不同的两种数据类型，但是它们之间有很多共性，因此这里放在
一起讲。
1. 字符串和列表的共性
在 Python 中，字符串有 3 种表现形式：'abc'，"abc" 和 """abc"""。这 3 种字符串都是
合法的字符串，只是使用的场合不同。单引号形式的字符串和双引号的字符串基本相同，
只是，在处理特殊字符的时候，双引号字符串更加方便，建议大家在平常的开发中使用双
引号形式；三引号形式的字符串通常用于文档字符串和 SQL 语句中。
Python 中没有数组的概念，与之对应的是列表。这是一种新的数据形式，一个合法的
列表如下：
List_1 = [1,1.2,"abc",[1,2,3]]

可以看到，列表里面的元素可以是任意类型的数据，一个列表并不受限于元素的类型。
从本质上来说，字符串是一类特殊的列表，因此，列表的大部分操作同样适用于字符
串。下面用一些示例来说明字符串（String）和列表的共同点。
取下标操作：
Str_awcloud = "awcloud"
List_awcloud = ["a","w","c","l","o","u","d"]
print Str_awcloud[0] -> a
print List_awcloud [0] ->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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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取第 1 个到第 4 个元素之间的元素：
print Str_awcloud[1:4] -> wcl
print List_awcloud [1:4] -> ['w', 'c', 'l']

截取第 1 个到第 4 个元素之间的元素，每隔 2 个元素取一次：
print Str_awcloud[1:4:2] -> wl
print List_awcloud [1:4:2] -> ['w', 'l']

取得某个元素的下标：
print Str_awcloud.index("a") -> 0
print List_awcloud.index("a") -> 0

逆序取得某个元素：
print Str_awcloud[-1] -> d
print List_awcloud [-1] -> ['d']

追加元素：
print Str_awcloud + "678"-> awcloud678 #1
print List_awcloud + [6,7,8]-> ['a', 'w', 'c', 'l', 'o', 'u', 'd', '123', 6, 7, 8] #2

计算长度：
print len(Str_awcloud) -> 8
print len(List_awcloud) -> 8

多次复制：
print Str_awcloud * 2 -> awcloudawcloud
print List_awcloud * 2 -> ['a', 'w', 'c', 'l', 'o', 'u', 'd', 'a', 'w', 'c',
'l', 'o', 'u', 'd]

复制：
Str_target = Str_awcloud[:]
List_target = List_awcloud[:]
print Str_target -> awcloud
print List_target ->-> ['a', 'w', 'c', 'l', 'o', 'u', 'd']

请注意以上加粗部分，加粗代码表示该操作将返回一个结果，该结果由另外的变量接
收，并不改变当前变量。另外，请注意追加元素示例代码的 #1 和 #2，列表没有“类型”，
但是列表在进行运算时是有类型的，也就是说列表的“ + ”操作，必须在列表和列表之间进
行。同样地，字符串的“ + ”操作也必须在字符串和字符串之间操作，并不支持不同类型之
间的操作，这点和 Java 不同。
2. 字符串是特殊的列表
特殊性 1：字符串的值是常量，是不可变动的，而列表是可更改的。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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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_awcloud = "awcloud"
List_awcloud = ["a","w","c","l","o","u","d"]

可以使用如下代码：
List_awcloud [0] = "b" -> List_awcloud

将列表变更为 [“ b ”，”w ”，”c ”，”l ”，”o ”，”u ”，”d ”]。但若使用下面的代码：
Str_awcloud[0] = "b" ->

系统会直接报错，由于此特性没有对字符串的插入、追加等操作，这些操作也不被允许，
而列表则可以进行这些操作。
列表的追加：
List_awcloud.append(89) -> List_awcloud = ["b","w","c","l","o","u","d",89]

在列表的第 1 位插入数据：
List_awcloud[1:1] = [0,9,8] -> List_awcloud = ["b",0,9,8,"w","c","l","o","u",
"d",89]

特殊性 2：字符串只是特殊的列表，字符串也是一种数据类型，拥有自己的特殊函数和
方法。
将字符串进行大小写转换：
Str_awcloud.upper() Str_awcloud.lower()

字符串的追加：
"".join([Str_awcloud,"123"])

说
明

字符串的值是常量，是不可改变的，因此，对字符串进行追加。插入甚至修改，操
作的都只是字符串的副本，并不是字符串本身。

字符串有“ + ”操作，也有 join 操作，这两个操作的执行结果是一样的，但是，从执行
效率来说，join 操作要比“ + ”快，因此，以后在对字符串进行操作时，如果遇到字符串的
拼接操作，建议首选 join 操作，而不是“ + ”。
这里提出一个优化原则：编写 Python 代码，首要目标是可读性好，其次要求执行效率
高。关于如何提高 Python 的执行效率，会在后面陆续介绍。
特殊性 3 ：列表也拥有自己的特殊方法。修改一下字符串和列表之间的关系定义——
字符串和列表是不同的数据类型，但是，二者之间有很多交集，很多方法可以通用，但是，
并不是说字符串就是列表，字符串和列表之间没有子集关系。
关于字符串的具体操作和特性可以查看 Python 的帮助手册，这里不再介绍。
3. 列表
首先，看一下如何构造一个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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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st_0
List_1
List_2
List_3
List_4

=
=
=
=
=

list("awcloud")
[1,2,3,"awcloud"]
[x for x in range(10)]
[x for x in xrange(10)]
map(lambda x: x,[1,2,3,4,5])

以上五句代码，功能是一样的，都是创建一个列表。具体分析如下。
第一句，List_0 = list（“ awcloud ”），实际上是调用 Python 的内置方法 list 来构造一个
列表。前面已经学了数字、字符串和列表，其实，这三大类数据类型都有自己的内置构造
方法，例如，int 类型的构造方法是 int()，字符串类型的构造方法是 str()，而列表的构造方
法是 list()。如果需要生成或者转换成对应的数据类型，只需要调用对应的构造方法即可。
第二句，直接进行初始化。
第三句和第四句类似，里面涉及 for 关键字和其他的一些内置函数。
第五句直接使用其他内置函数来构造一个列表。
在以上五句代码中，引入了一些关键字，如 for、in、lambda，也引入了一些内置函数，
如 range、xrange 以及 map。为了更好地理解以上代码的功能，下面将详细讲解这几个重要
的关键字和函数。
关键字 in：表示某个元素存在于另一个元素中。例如：
"a" in "awcloud" -> True
"a" in [1,2,3,4,5] -> False

在这个输出结果中，看到了两个新的关键字：True 和 False。这两个关键字用于表示真
和假，与 C、Java 语言中的用法一样。
关键字 for ：用于进行迭代或者循环的关键字，与 C、Java 语言中的用法一样，唯一不
同的是，在 Python 中，for 关键字需要配合 in 关键字使用。
例如：
for x in [1,2,3] print x

关键字 lambda：构造一个匿名函数，实现简易的功能。
例如：
result = lambda x:x + 1

等同于
def result(x):return x + 1

函数 range：根据指定的参数返回一个列表。例如：
range(10)-> [0, 1, 2, 3, 4, 5, 6, 7, 8, 9]
range(10,20) ->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range(10,20,2) -> [10, 12, 14, 16,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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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数 xrange ：xrange 的功能和 range 的功能类似，不同的是，range 一旦执行，那么生
成的列表将立即存放到内存当中，而 xrange 采用了一种类似懒加载的方式，当 xrange 被执
行时并没有真正生成所需要的列表，或者说生成的列表并没有立即被放到内存当中，只有
当生成的列表被调用时，该列表才会被依次展开。
因此，这里提出 Python 性能优化的第二条原则：在生成列表时，如果数据量比较小
（<5），建议使用 range；其他情况，推荐使用 xrange。
函数 map：先来看一下 map 函数的定义。
map(function, sequence[, sequence, ...]) -> list

可见，map 接收两个参数，第一个参数为一个函数，第二个参数为一个序列或者可迭
代对象，它的返回值为一个列表。
下面来看一下前面提到的列表构造的问题。
List_2 = [x for x in range(10)]

效果等同于
List_2= range(10)

但有不同于：
List_3 = [x for x in xrange(10)]
List_4 = map(lambda x: x,[1,2,3,4,5])

List_2 表示使用 range（10）中所产生的元素来构造一个列表。List_3 同第一句，只是
在内存处理方面不一样。List_4 则是使用 map 函数产生一个列，请注意加粗部分，它们的
效果是等同的，但是也存在不同之处。
List_2 = [x for x in range(10)] 这种语法形式叫作列表推导，它和数学中的集合类似，例
如，该句可以用如下的数学表达式表示：{x ∈ [0,10)}。而 List_2 = range（10）则是单纯的
赋值操作，两者的性质不一样。在 Python 的实现中，列表推导要比直接赋值来得快。
因此，在这里提出 Python 性能优化的第三条原则：构造列表时，推荐使用列表推导。

3.3.4

元组

首先看一下元组的形式：
tuple_example = (1,2,3,4,5)

从形式上看，元组和列表只是符号不一样：一个使用 []，另外一个使用 ()。然而，元组
和列表不同之处在于，列表是可以改变的，可以进行追加、插入删除等操作，但是元组是
不能修改的，即对元组的追加、插入和删除等操作都是禁止的。这一点和字符串比较类似。
可以这么说，元组是列表的常量版，即元组是不可变的列表。也可以这么说，元组可以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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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列表的大部分操作，但是不包含更改操作。那么，什么时候使用元组？如果打算将一个
列表当作一个参数传递给一个函数，但又不希望修改列
表的值，那么可以使用元组代替。字符串、列表和元组
的关系如图 3-17 所示。

字符串

元组

列表

那么，如何将一个列表转换为元组？可以使用如下
代码实现：
result = tuple([1,2,3,4])

3.3.5

图 3-17

字符串、列表和元组的关系

字典

字典和 Java 中的 map 类似，都是一种键值对的数据结构，例如：
dict_example= {"jack": 4098, "sape": 4139}
dict_example2= {4: 4098, 6:4139}

需要注意的是，在 Python 的字典中，同一个键在一个字典中只能有一个，如果有多
余的，则直接报错，或者使用其中一个替换另外一个。必须注意的是，字典的键必须是
可 hash 的 数 据 类 型， 在 Python 中， 可 hash 的 数 据 类 型 只 有 几 种： 类 int 型、 类 float 型、
String 型。因此，字典只能使用这几种数据类型作为键，不允许使用其他的数据类型。好
在字典的键对应的值没有限制，因此，在字典中，对应的值可以存放任意数据，包括类型、
方法、类等。
字典的基本操作也和 Java 中的 map 一样。
dict_test= {"java":1024,5:2048,1.2:78}

取出字典中指定键的值：
dict_test["java"] -> 1024
dict_test[5] -> 2048
dict_test[1.2] -> 78

向字典新添加一个键值对：
dict_test["new"] = "float" -> {"java":1024,5:2048,1.2:78,"new":"float"}

更新一个键值对：
dict_test[5] = "float" -> {"java":1024,5:"float",1.2:78,"new":"float"}

还有一点需要注意，字典中没有索引的概念，因此千万不要和列表混淆了。

3.3.6

其他类型

在 Python 的常用数据类型中，还有一种比较常用的数据类型：集合（set）。集合与列
表类似，但它也有自己的表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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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st_test = [1,2,3,1,4,6,2,3]
set_test = set([[1,2,3,1,4,6,2,3]]) -> set([1,2,3,4,6])

也就是说，列表中可以存放相同的元素，但是在集合中，相同的元素只能保存一份，
即在集合中不存在重复的元素。从存储的角度来看，一个 Python 中的列表更像一个散列
表，它的存储空间可能会根据内存的分配不同是分散的；但是集合不同，集合在内存中的
存储空间是连续的，因此，从执行效率方面来讲，一个集合会比一个列表快很多，而且有
可能会节省很多空间。
还需要注意的是，集合和列表只是相似，这并不意味着列表的方法就适用于集合。例
如，集合不支持取下标操作。

3.4

流程控制
常用的流程控制语句如下：if …else…、if …elif …else、while 循环、for 循环、try…

cache…finally 等。为了更好地理解流程控制，下面以 bool 类型为例进行讲解。bool 类型的
值只有两个：True 和 False。然而，和 Java 不同的是，在 Python 中，还有扩展的 bool 类型：
非空值或者非 0 值为 True，空值或者 0 值为 False。
特殊的类型：None。None 表示空，和 Java 中的 null、C 中的 NULL 一样，这个值的
bool 属性是 False。

3.4.1

if 语句

常用的判断语句为 if...else...。例如：
debug = False
if debug:
print "+++++++++"
else:
print "========="
debug = None
if debug:
print "+++++++++"
else:
print "========="
debug = 0
if debug:
print "+++++++++"
else:
print "========="
debug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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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 debug:
print "+++++++++"
else:
print "========="
debug = []
if debug:
print "+++++++++"
else:
print "========="
debug = {}
if debug:
print "+++++++++"
else:
print "========="

当出现多重判断的时候，在 Java 和 C 语言中，一般使用 if…else if …else 来进行处理。
和其他语言不一样，Python 并没有相同的控制结构，取而代之的则是 if…elif…else，这一
点请牢记。
Python 中不支持 switch 语法。前面讲解字典的时候，提到字典的值可以是任意类型，
基于此，如果 Python 中需要实现多分支判断操作，那么有两种方式可供选择：使用 if…
elif…else，或者使用字典。下面是使用字典的代码示例。
def hello():
pass
def world():
pass
operation = {"first":hello,"second":world}
operation[key]()

在以上这段代码中，只需要指定 key，便可以执行不同的代码，实现与 swich 语句相同
的功能。注意，在实现多分支操作的时候，使用 if…elif…else 会进行额外的操作，因此这
种方式的执行效率会比使用字典的方式慢。
这里提出 Python 性能优化的第四条原则：处理多分支语句时，如果分支数大于 4，那
么推荐使用字典的方式来实现。

3.4.2

while 循环

while 循环在 Python 中的使用和其他语言一样，这里不再赘述。下面只说一个重点，
在 Python 中，有时为了某个特殊目的，会构造一些死循环，例如：
while True:
do something

第3章

Python 语言基础

53

在前面讲了 Python 的 bool 类型包含了 True 和 False，以及类型的 bool 属性。实际上，
在 Python 解释器（某些平台上）中，bool 类型被解释为 int 类型，因此，在执行判断时，
Python 判断 int 类型比判断 True 和 False 要快。
所以，在这里提出 Python 性能优化的第五条原则：在构造死循环时，使用 int 类型会
比直接使用 bool 类型快。例如：
while 1:
do something

3.4.3

for 循环

在前面已经简要地提到了 for 循环，在 Python 中，for 需要和 in 关键字联合使用。和其
他语言的 for 循环相比，Python 中的 for 循环更加类似于 Java 中的 for...each 的语法，只是
功能更加强大。下面介绍几种 for 循环的基本使用方法。
for x in "awcloud":
print x
for x in [1,2,3,4]:
print x
for x,y in [[1,2],[3,4]]:
print x,y
for x,y,z in [[1,2,3],[4,5,6]]:
print x,y,z
for x in set([1,2,3,4]):
print x
for x in (1,2,3,4):
print x

请注意加粗部分的代码，这是 Python 独有的一种语法。
这里提出 Python 性能优化的第六条准则：尽量使用 Python 的特性，使用单层循环替
代多层嵌套循环。

3.4.4

continue 和 break

和其他语言一样，为了控制循环语句，Python 也提供了 continue 和 break 关键字。它
们的具体用法在这里不再多说。需要注意的是，Python 和其他语言一样，都有 goto 语法，
但是强烈建议大家不要使用 goto 关键字及类似语法，这种写法只会让程序更加难以理解。

3.4.5

异常处理

和 Java 一样，Python 提供了异常处理机制，使用 try…catch…finally 进行相关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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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y:
do correct thing
catch error or exception,e:
#catch Exception:
do error handling
finally:
do other things

可以看到，这种处理方式和 Java 中的一样，但是请注意加粗部分，这两种方式都是合
法的，但是注释中的语句并没有带上异常或错误的变量，这种类型的 catch 子句称为裸子
句。裸子句在现在的标准中是正确的，但是，在 pep（即 Python 编码规范）中，有人建议取
消这种类型的 catch 子句，因此，为了保证程序的兼容性，要求禁止使用 catch 裸子句。
在 Python 中，不仅可以使用 try…catch…finally 进行错误处理，也可以使用只包含 try
和 finally 的形式来处理错误。
try:
do something
finally:
do other thing

这种形式的语句表示处理正常的情况，如果出现错误情况，不做任何处理，但是要保
证扫尾工作的正常进行。

3.4.6

else 的特殊用法

先看一段代码：
for x in list_test:
print x
else:
print "list is empty"

这段代码的意思是循环输出 list_test 中的元素，如果 list_test 为空，那么就直接提示
list_test 为空。完整的语句表达如下：
if list_test:
for x in list_test:
print x
else:
print "list is empty"

可以看出，使用第一种方式，少了一次 if 判断。在单层循环，使用这种方式 else 子句
的意义不是很大，但是，在嵌套循环中，这种用法就相当有用了。
再来看一个例子：使用辗转相除法（欧几里德算法）输出 2 ～ 10 之间的最大公约数。
for n in xrange(2, 10):
for x in xrange(2,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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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 n % x == 0:
print n, 'equals', x, '*', n/x break
else:
print n, 'is a prime number'

在这种地方灵活使用 else 子句，将大大减少由于 if 判断带来的时间消耗，并且语句也
更加精炼。

3.5

函数
虽 然 Python 是 完 全 面 向 对 象 的 编 程 语 言， 但 是 Python 同 样 支 持 函 数 式 编 程， 而 且

Python 的函数式编程并不比其完全面向对象编程速度慢、功能弱。如果有兴趣，完全可以
使用函数来代替类。

3.5.1

函数基础

先来看一看什么是函数：
def greeting(name):
print "Hello,%s" % name

上边这段代码定义了一个简单的函数，先看一下定义函数的普通模板：
def functionname(params):
statment

关键字 def 表示定义一个函数，后面还会介绍使用这个关键字来定义方法。只要定义
一个函数，那么就必须使用 def 关键字，并且需要注意，def 关键字只能用于定义函数和方
法，不能用在其他地方。functionname 表示函数的名字，() 表示这是一个方法，params 表
示参数。注意，这里的 params 没有“类型”，只有在运行函数时，才能确定 params 的类型。
statement 表示代码块。

3.5.2

函数参数

还记得前面讲到的 range 函数吗？
range(10)
range(10,20)
range(20,30,2)

这 3 种调用方式都是合法的。这看起来就像是 Java 的方法重载，使用相同的函数名，
参数个数不一样而已。下面是 Java 的代码：
def greeting(name):
p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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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f greeting(name,age):
pass
def greeting(name,age,cla):
pass

但是这样的方式用在 Python 中是完全错误的。Python 并不支持函数或者方法重载。那
么，使用什么方式可以达到类似方法重载的功能？答案是参数。
在 Python 中，函数和方法的参数是一个相当重要的概念，可以说参数是函数和方法的
灵魂。下面来看一下函数的参数有哪几种：
def greeting(name,age,cls="",*arg,**karg): statment

当一个函数或方法有多个参数时，使用“ , ”作为分隔符将参数分开，name 和 age 这两
个参数的性质是一致的，称为普通参数或者位置参数。这种参数在调用函数或者方法时必
须传入，否则将会出现调用错误。
cls 称 为 关 键 字 参 数 或 者 默 认 参 数， 在 进 行 函 数 或 者 方 法 调 用 时， 这 是 一 个 可 选 的
参数。
带两个“ * ”符号的参数称为关键字参数，和 cls 关键字参数不一样，指的是那些函数
中存在，但是不知道具体名称的关键字参数。
带一个“ * ”号的参数称为位置参数，但这个位置参数和前面的位置参数不太一样，指
的是那些函数中存在，但是不知道具体名称的位置参数。
需要注意，定义函数或者方法时，参数的排列顺序必须是位置参数、关键字参数、* 参
数和 ** 参数，这个顺序不能变；同时位置参数是必须传入的。
如果把上边的函数或方法改成下边这种形式：
def greeting(*arg,**karg): statment

表示这个函数或方法可以接收任意个数的任意类型参数。这种类型的函数或者方法通常用
于记录日志或者闭包函数及方法。这是比较重要的一种函数形式，在以后的讲解中将经常
遇到类似的函数或者方法。注意，这里的参数指的是在函数或者方法进行定义时的参数，
下面讲另一种模式的参数。
先来看这么一段代码：
def hello(name,age=10):
print "Hello,%d old friend named %s" %(age,name)
hello("awcloud",20)
hello("awcloud",age=20)
hello(name="awcloud",age=20)
hello(age=20, name="awcloud")
params_list = ["awcloud",20]

第3章

Python 语言基础

57

hello(*params_list)
params_dict = {"name":"awcloud","age":20}
hello(**params_dict)

上边的代码中定义了一个名为 hello 的函数，这个函数接收两个参数，即一个位置参数
name，一个关键字参数 age。第一次调用的时候，完全采用和 Java 中的相同方式；第二次
调用的时候，采用加上关键字参数名的方式；第三次调用的时候，采用加上所有参数名的
方式；第四次调用时，采用加上参数名，并且顺序颠倒的方式；第五次调用的时候，采用 *
的方式；最后一次调用的时候，采用 ** 的方式。
先说前面 4 种方式，强调一点，Python 的函数和方法接收参数的时候，如果不指定参
数名，默认是按照参数的位置依次接收的，但是如果指定了参数名，会完全按照参数名来
接收参数。因此在 Python 中函数和方法的参数名相当重要。
现在看最后两种方式，在使用 * 的方式之前，构造了一个列表；在使用 ** 的方式之前，
构造了一个字典。hello（*params_list）这一句中的 * 和函数定义时不一样，不再表示位置
参数，而是表示一个解包操作，表示将一个列表按照顺序解开；同理，** 的方式也不再表
示关键字参数，而是表示一个解包操作，表示将一个字典按照顺序解开。解开之后的操作
是怎样进行的呢？
列表解开之后，按照位置参数的形式，依次向函数传递参数，因此，如果采用 * 的方
式传递参数，那么在构造的列表中，参数的顺序一定要正确无误；字典被解开之后，按照
关键字参数的形式向函数传递参数，因此，在使用 ** 的方式传递参数时，必须保证字典的
键一定要和函数中参数的名称对应起来。

3.5.3

函数体和返回值

现在看一下其他函数相关的问题，先看两段函数：
def get_max(number1,number2):
if number1 > number2:
return number1
else:
return number2
def print_list(params_list):
for param in params_list:
print param

在这两段函数中，第一段函数用了一个关键字 return，第二段函数没有采用 return。这
种形式和 Java 中有返回值和无返回值的情况一样，区别在于 Java 中定义返回值需要使用类
型描述符，如 int、String 之类，而在 Python 当中，统一采用 def 进行函数定义，有无返回
值，全看代码段中的 return 关键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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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Java 中，经常看到有一些方法没有函数体，确切地说是没有函数内容，那么，在
Python 中如何创建这样的函数呢？
def nothing_func():
pass

pass 的意思是，pass 之后的操作一律跳过不做了。这条语句构造了一个空函数，什么
也不做。在 try..catch.. 中也经常使用 pass 来忽略某些操作。
try:
do something
cache Exception:
pass
finally:
do something

当然，psaa 也可以用到循环当中，这里就不再详细讲解了。

3.5.4

再论类型和循环

前面介绍了 Python 的基本类型，其中 list、tuple、string、dict、set 等类型都是 Python
的集合类型，这些类型都有一个公共点，即它们都是可迭代类型。下面给出可迭代类型的
粗略定义：可迭代类型是一种集合类型，这种类型本身或者稍加改造就支持循环操作。在
Python 中，可迭代类型包含：list、tuple、string、dict 和 set 等集合类型，其他的集合类型，
文件和类文件对象，输入 / 输出流以及生成器。
在讲解这些之前，先来学习一个非常重要的函数——type 函数。type 函数的作用很多，
这里讲解它最主要的功能：返回传入参数的类型。
type([x for x in xrange(100)])
type("string")

Python 中弱化了类型的概念，但是在进行运算时是有类型这个概念存在的。如果在编
码过程中不明白某参数的类型，可以使用 type 函数来查询。
下面接着讲可迭代的数据类型。list、tuple、string、set 这几种数据类型是可以直接迭
代或者循环的，那么字典 dict 该如何进行迭代和循环？假设现在有一个字典，里边有很多
数据，想获得这些键值对，可以采用以下方式：
方式 1：
for key in dict_test:
print key

方式 2：
for number,name in dict_test.iteritems():
print number,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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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第一种方式，能获得字典的键；采用第二种方式，可以一次性获得该字典的键
和值。
请注意代码中的加粗部分，这是第一次接触到这种形式的 for 循环，这种形式也是合法
的 for 形式。例如：
list_test = [("awcloud",12,"network"), ("awcloud_eng",13,"storage")]
for name,code,typ in list_test:
print name,code,typ

输出结果如下：
awcloud 12 network
awcloud_eng 13 storage

当可迭代的变量本身的元素是可迭代的，并且是类似于 list 类型的，那么可以对其进行
解包操作。简单地说，Python 支持多元素赋值。为了更加清楚地了解这种特性，看一下这
些代码：
tuple_test= ("awcloud",12,"network")
name,code,typ = tuple_test

注意，这种形式的代码是完全合法的，它的意思是，把 tuple_test 的第一个元素赋给
name，把第二个元素赋给 code，把第三个元素赋给 typ。由于 Python 具有这样的特性，因
此常见的值交换的操作可以这样进行：
a = 12
b = 24
a,b = b,a

这样的代码也是合法的，上边这段代码的执行结果是 a 的值变更为 24，b 的值变更为
12。这种方式减少了使用局部变量带来的内存消耗和性能损失，因此推荐使用这种方式。
有了以上的了解，下面继续来介绍类文件类型和输入 / 输出流。在实际的使用中，类文
件类型可以划分到输入 / 输出流中，现在重点讲解类文件类型。和其他的语言一样，Python
也有文件类型的处理，而且和其他语言中的操作方式一样。
file_obj = open(file_path,"r|w|ab+")

上边的代码创建了一个文件对象，其中“ r、w、ab+ ”表示以什么方式打开文件，这里
不再细述。主要看一下文件对象的使用：
方式 1：
file_obj = open( file ,"rb")
for line in file_obj.readlines():
print 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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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 2：
file_obj = open( file,"rb")
for line in file_obj:
print line

这两种方式代码的运行效果是一样的，但是，请注意加粗部分，方式 1 的代码执行加
粗部分之后，文件会在内存中被全部展开；而方式 2 的代码则不一样，当使用到哪一行的
时候，才把指定行在内存中展开。因此，从内存角度来看，方式 1 比方式 2 更加节省资源；
从类型的角度来看，方式 1 的代码是把文件对象当作列表在使用，而方式 2 的代码则把文
件对象当作可迭代对象或者生成器进行处理。
在这里，提出 Python 性能优化的第七条准则：在处理文件对象时，应该统一将文件对
象当作可迭代对象或者生成器进行处理。
无论采用什么语言，在处理文件的时候，都会有异常处理，例如，在 Java 中经常采用
try…catch…进行文件异常处理。同样地，在 Python 中也会遇到与文件相关的异常，例如：
try:do something with file object
cache: exception
finally:close file

看一下 Python 的另一种语法：
with open(file_path,"rb") as file_obj:
for line in file_obj:
print line

with…as…语法默认包含了异常处理，表示只要不发生相关的异常，就执行 with 语法
块所包含的部分；如果发生异常，则跳过该段代码。这种语法形式常常用于只需要进行 try
和 finally 块处理的操作，对于其余如需要在 catch 块中进行处理的操作，则并不适合。
当然，with…as…语法不仅可以用于 file 对象的处理，也可以用于其他异常处理的场景。

3.5.5

生成器

下面首先给出生成器的定义：生成器是一次生成一个值的特殊类型函数，可以将其视
为可恢复函数。调用该函数将返回一个可用于生成连续 x 值的生成器。
这个定义比较绕口，下面来做一个形象的比较。
int get_next()
{
static int number = 1; return number++;
}

上边是一段简单的 c 语言代码，它的功能是只要程序不退出，就一直返回静态变量
number+1 的值。由于 number 是有 static 修饰的，因此，每一次调用 get_next 函数返回的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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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不一样。Python 生成器的功能类似以上的这个函数。下面介绍如何构造一个生成器：
方法 1：
def first_generator():
yield "hello"

方法 2：
def generator_fib(n):
first = 0
second = 1
for x in xrange(n):
first,second = second,first+second
yield first

以上的代码中用到一个新的关键字：yield。在 Python 中使用了 yield 关键字的函数一
定是一个生成器。yield 关键字表示返回当前的值，但是保存当前所有变量及其内存状态，
当下一次代码被调用时，返回原有的内存状态。
方式 1 中的 first_generator 函数比较简单，每次调用时，都只是返回“ hello ”字符串。
但是，这个函数和 def hello():return“ hello ”有本质区别，例如：
type(hello()) ====><type 'str'>
type(first_generator()) ====><type 'generator'>

调用 hello 这个方法之后，返回的是一个计算之后的值；而调用 first_generator 之后，
返回的是一个计算表达式，真正获取它的值需要调用 next 方法，或者在 for 循环中直接进
行迭代。
方式 2 中的 generator_fib 函数返回的是一个生成器，这个生成器的作用是返回 0 ～ n
之间的斐波那契数列。
前面讲了如何构造一个生成器，那这个生成器怎么使用？
result = first_generator()
for res in result:
print res
result = generator_fib(10)
for res in result:
print res
result = first_generator()
result.next()
result = generator_fib(10)
result.next()
说
明

当使用 next 方法的时候，执行到生成器的末尾会产生 StopIteration 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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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学习如何使用其他方式创建生成器。我们把前面所学的列表推导：
list_test = [x for x in xrange(10)]

修改一下，就成为了生成器：
list_test = (x for x in xrange(10))

同样地，也可以把文件对象改造成生成器：
file_obj = open(file_path,mode)
file_generator = (line for line in file_obj)

简单的生成器就讲到这里，而生成器的作用也不仅仅是实现循环这么简单。例如，可
以使用生成器来实现 cat file | grep keyword 这样一个 Linux 命令的功能，有兴趣的可自行练
习一下相关的内容。
总结：使用生成器和使用其他可迭代的数据类型非常相似，不同的地方在于内存的处
理方式。生成器的执行结果并没有在内存中立即展开，而是在执行结果被调用时才进行展
开，因此，从内存消耗角度上看，生成器更加节省。
为此，提出 Python 性能优化的第八条原则：在不影响可读性的原则上，建议使用生成
器以节省内存，尤其是在处理需要大量内存的操作时。
同时需要注意的是 () 的用法，我们知道 tuple 也是使用 () 定义的，并且，函数和方法
也都采用了 ()，因此，() 到底表示的是什么，需要根据上下文的语境来考虑：出现在 def 关
键字同一行，表示定义方法或者函数；和“ , ”一起使用，表示构造 tuple；和列表推导式一
起使用，表示构造生成器。

3.5.6

可调用的变量

变量是函数的例子前面已经见过了，如 map 函数，它接收的第一个参数就是函数。有
了这一个概念之后，现在看一下什么是可调用的变量。
可调用的变量即可以被解释为方法或者函数的变量，通常指的都是方法或者函数。在
这里将遇到一个新的内置函数：callable。可调用的变量，或者说可调用的对象，就是执行
callable(param) 之后返回为 True 的变量，简单地说，就是能够直接在最后边添加 () 的变量
或者对象。例如：
def hello():pass result = hello

在上面的代码中，执行 callable（result）将得到 True，即 result() 的形式是可行的，这
种变量就称为可调用的对象或者变量；其余的便称为不可调用的变量或者对象。在这里再
次强调一下，Python 中，一切均可以是变量，包括函数和方法。下面来看这么一段代码：
def callback_fun(function,name,age):
true_name = function(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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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turn "The user name is %s,age is %d" % (true_name,age)
def get_true_name(name):
return "".join(["
",name])
print callback_fun(get_true_name,"awcloud",24)

这一段代码是完全合法而且正确的，在这段代码中，将 get_true_name 当作一个普通的
变量传递到 callback_fun 当中，在该方法中执行然后返回相应的结果。
回过头来看一下以前说过的采用字典方式实现 switch 语法。
def hello():
return "Hello"
def greeting():
return "Hello,awcloud"
def say_goodbye():
return "Goodbye,awcloud"
OPERATION = {"hello":hello,
"greeting":greeting,
"say_goodbye":say_goodbye}
def switch_function(operation,*arg,**karg):
return OPERATION[operation](*arg,**karg)

以上代码中构造了一个字典 OPERATION，这个字典的键是操作条件，值是对应的操
作；还定义了一个方法 switch_function，根据传递过来的参数，选择不同的函数，实现不
同的功能。这个例子是简易的 switch 语法的模拟。

3.5.7

变量作用域

在讲解变量的时候，提到了两个概念：全局变量和局部变量，下面介绍这两种变量之
间的区别。先看下面的代码：
operation = ["add","sub"]
def get_operation():
operation = {"lucifer":10000}
return operation

暂时忽略这段代码的命名是否规范，先看一下这段代码的返回值，返回的是字典形式
的 operation 还是列表形式的 operation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先讲解一下 Python 的变量搜
索顺序。在 Python 中搜索变量时，总是 local>file>global，即优先搜索局部变量，其次是
在本文件中定义的全局变量，最后才是整个工程中的全局变量。如果这三种变量同时出现，
默认优先使用局部变量，当查找不到局部变量时，再依次查找文件中的全局变量和工程中
的全局变量。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可读性和可维护性，一般来说，在代码中禁止使用工程
级别的全局变量。所以，上边一段代码返回的将是字典形式的 operation。那么，如果想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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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列表形式的 operation，该怎么做？
operation = ["add","sub"]
def get_operation():
operation = {"lucifer":10000}
global operation
return operation
operation = ["add","sub"]
def get_operation():
return operation

添加上面加粗部分的代码，或者如同第二段代码一样，就能得到列表形式的 operation。
下面来介绍一下关键字 global。global 一般用于表明该变量是全局变量。搜索用 global
修饰的变量时，应该在全局变量中查找。上边的代码中使用 global，表示在该条语句之后，
使用的 operation 变量均是全局变量。global 关键字的存在，导致很多代码的可读性和可维
护性下降；同时，搜索全局变量比搜索局部变量要慢，导致全局变量在一定程度上将影响
程序的性能。
在此，提出 Python 性能优化的第九条原则：除了实现 switch 语法和日志记录之外，
在没有必要的情况下，禁止使用全局变量。
总结：
1）从循环的角度看，变量可以分为可迭代的变量和不可迭代的变量。
2）从执行的角度看，变量可以分为可调用的变量和不可调用的变量。
3）从作用域和搜索顺序的角度看，变量可以分为局部变量和全局变量。

3.6

本章小结
本章主要讲述了 Python 的基础语法、Python 语言的一些特性和相关操作，还总结了

Python 的 9 条优化原则，这些是一线工程师多年开发经验的结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