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1 章 Chapter 1

初识 Julia

Julia 语言 是一种为高性能数值计算设计的高层次动态编程语言，在分布式并行化、
精确数值计算等方面提供了独具特色的支持，并包含大量可扩展的数学函数库。尤其是在
线性代数、随机数生成、信号处理、字符串处理等方面，Julia 集成了众多成熟、优秀的基
于 C 和 Fortran 开发的开源库，有着很高的性能与效率。另外，Julia 的开发者社区已经非
常强大，贡献了大量的第三方库，我们可通过内置的包管理器方便地安装使用。12
Julia 语言更多的特点还有：
T 多态分发（Multiple Dispatch）机制，通过不同类型的参数组合，可以定义同名函数
不同的行为。
T 动态类型系统：用户自定义的类型可像内置类型一样快速、轻便。
T 简洁又可扩展的数值类型转换与提升机制。
T 高效能的多语言编码环境，支持包括 UTF-8 在内的各种 Unicode 编码 。
T 原生设计的并行与分布式计算机制。
T 轻量级的“绿色”线程—协程机制。
T 优秀的性能，可以与静态编译的 C 语言媲美。
T Lisp 语言式的宏及元编程（Meta-programming）范式的支持。
T 内置的第三方功能包管理器。
T 可与 Python、R、Matlab 及 Java 等语言进行混合编程。
T 类似于 Shell 的外部程序调用。
Julia 语言官网为 https://julialang.org，其中包括 Julia 基本介绍、源代码链接、英文说明文档、博客、社
区、生态及教程等各种资源。
Unicode 是计算机领域的一个业界标准，统一为各种自然语言字符设定了唯一的编码，以满足跨语言、
跨平台文本转换处理的需求。UTF-8、UTF-16、UTF-32 都是编码方案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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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不需要额外的封装层或特别的 API，即可直接调用 C 语言的库函数。
可以说 Julia 在很多方面都独具特色。比如在并行化计算方面，Julia 并没有专门设计特
殊的语法结构，而是提供了足够灵活的机制，并可自动进行分布式的部署，能够实现云端
操作，使得并行化编程极为便捷。1
值得称道的是，Julia 语言基于 MIT 许可证 是开源、免费的。而且其生态中的各种库
与软件也主要采用 GPL、LGPL 或 BSD 等许可。核心代码及各种第三方大部分均托管在
GitHub 这个有名的开源代码管理平台中，用户可以获得源代码，了解语言的各种实现细节，
不但能对语言进行更深入的学习，也能够在设计思路方面受益。
使用 Julia 开发有着非常好的体验。不但语法自然简洁，而且结构清晰，效率也非常
高。更为可贵的是，其性能也不差。优秀的语言设计结合强大的即时（Just-In-Time，JIT）
编译系统 LLVM ，使得 Julia 的运行性能在很多时候能够媲美 C 语言。在一份官方提供的
Benchmark 中， 相 比 于 C、Fortran、Python、Matlab/Octave、R、JavaScript、Java、Lua 与
Mathematica 等其他语言，Julia 在性能方面有着非常卓越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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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lia 语言 v0.1 版发布于 2013 年 2 月 14 日，自 2017 年 12 月 14 日发布 v0.6.2 版本后，代
码更新很快，2018 年 8 月 8 日发布了 v0.7 版后，当年 8 月 9 日便发布了 v1.0 的正式版本。经
过数次的版本迭代，Julia 语言已经日趋成熟，并已经科学计算领域崭露头角。完全可以相信，
在不久的将来，在众多的编程语言中，尤其是在科学计算领域方面，Julia 必能占有一席之地。

1.1

有用的资源
Julia 语言的设计者们显然是聪明的一群人，但笔者认为他们更具有符合时代的智慧。

他们在设计实现这门包罗万象又简洁高效的语言时，便建立了开放的包管理机制，从而能
够借助强大的开源社区，让 Julia 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与普及。
截至本书成稿时，官方注册的包已近 2000 个，已经成为 Julia 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
分。笔者相信，随着 Julia 的快速发展，第三方包的规模与质量也会不断地提升。
Julia 的贡献者来自世界各地，提供了大量各自领域有针对性的包，在这些包中要找到
我们想要的支持并不困难。为了更好地管理这些包，让这些包更好地服务于各种应用场景，
Julia 将这些包分成多个频道，列举如下：
MIT 许可证（The MIT License）是开源软件授权中被广泛使用的一种，比 GPL、LGPL、BSD 等更为宽松：
被授权人有权使用、复制、修改、合并、出版、传播、再授权及贩售软件或其副本，也可适当修改授权
条款，但需在发布版本中包含该版权许可声明。
底层虚拟机（Low Level Virtual Machine，LLVM），是编译器的基础建设之一，利用虚拟技术实现编译期、
链接期、运行期及“空闲期”的优化，是一系列技术工具链的集合，通常作为某类语言的编译器的后台。
LLVM 项目由伊利诺伊大学的维克拉姆·艾夫（Vikram Adve）和克里斯·拉特纳（Chris Lattner）于
2000 年发起。早期以 C/C++ 为主要对象，后来开始支持 Objective-C，并扩展到其他更多的编程语言。
有 兴 趣 的 读 者 可 以 从 GitHub 中 的 官 网 地 址 下 载 代 码 运 行 看 看， 网 址 为 https://github.com/JuliaLang/
Microbench marks.g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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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用类：
T JuliaDocs—Julia 文档系统相关的包。
T Julia-i18n—国际化（i18n）与本地化（L10n）支持。
T JuliaTime—日期与时间相关的库。
T JuliaPraxis—最佳实践案例与支持。
T JuliaEditorSupport—文本编辑器与 IDE 的扩展及插件。
T Juno—基于 Atom 编辑器的 Juno IDE。
基础计算：
T JuliaArrays—自定义的数组类型及相关工具。
T JuliaBerry—Raspberry Pi 相关的资源与支持组件。1
T JuliaCI—用于 Julia 包的持续集成工具。
T JuliaGPU—GPU 计算支持。
T JuliaInterop—与其他语言进行混合编程的相关支持包。
T JuliaIO—包括序列化、通信协议及文件格式等 IO 相关的包。
T JuliaParallel—并行与分布式计算支持。
T JuliaWeb—Web 技术栈
数学：
T JuliaDiff—微分数值计算。
T JuliaDiffEq—微分方程求解与分析。
T JuliaGeometry—计算几何。
T JuliaGraphs—图理论与实现。
T JuliaIntervals—计算机精准算术支持。
T JuliaMath—包括积分、傅里叶变换、插值等在内的数学包。
T JuliaOpt—最优化。
T JuliaPolyhedra—多面体计算（polyhedral computation）。
T JuliaSparse—稀疏矩阵求解等支持。
科学：
T BioJulia—生物学。
T EcoJulia—生态学。
T JuliaAstro—天文学。
T JuliaDSP—数字信号处理。
T JuliaQuant—金融。
T JuliaQuantum—量子科学与技术。
树莓派基金会（Raspberry Pi）是英国一个小型的慈善组织，旨在推广科技，且不以技术销售营利为目的。
同名的 Raspberry Pi 则是该基金会提供的一款针对电脑业余爱好者、教师、小学生以及小型企业等用户
的迷你电脑，预装 Linux 系统，体积仅信用卡大小，搭载 ARM 架构处理器，运算性能和智能手机相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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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JuliaPhysics—物理学。
T JuliaDynamics—线性及非线性动态系统、混沌等。
数据：
T JuliaML—机器学习。
T JuliaStats—数理与统计。
T JuliaImages—图像处理。
T JuliaText—自然语言处理、计算语言学及信息检索。
T JuliaDatabases—数据库及数据仓库驱动支持。
T JuliaData—数据操纵、存取及 IO 相关。
可视化：
T GiovineItalia—图表支持。
T JuliaPlots—数据可视化。
T JuliaGL—OpenGL API 及其生态。
T JuliaGraphics—绘图、色彩及 GUI 相关支持。
在官网中，我们可以通过这些频道快速地找到感兴趣的内容。另外，Julia 社区提供了
论坛、年会等线下活动，也提供 Twitter、新闻组等线上方式，帮助开发者参与并了解 Julia
语言，并能够促进参与者的交流互动。而且在 YouTube 等平台提供了各种教程，帮助新学
者熟悉 Julia 语言。
官方提供的开发文档、GitHub 中开源的代码，还有耗费心思撰写的本书，都可以成为
我们学习这门语言的起点。

1.2

环境准备
Julia 语言是跨平台的，主要支持 Windows、Linux 及 MacOS 三类操作系统，不但能够

在 i686 及 x86_64 架构上运行，而且还支持 ARM、PowerPC 等平台。所支持的环境详细如
表 1-1 所示。
表 1-1
操作系统
Linux 2.6.18+

Julia 支持的环境
持续集成 (CI)

官方二进制安装程序

支持层面

x86-64（64 位）





官方

i686（32 位）





官方

ARM v7（32 位）



官方

ARM v8（64 位）



官方

架

构

PowerPC（64 位）

macOS 10.8+

社区

PTX（64 位）



x86-64（64 位）



第三方


官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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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操作系统
Windows 7+

FreeBSD 11.0+

持续集成 (CI)

官方二进制安装程序

支持层面

x86-64（64 位）





官方

i686（32 位）





官方

x86-64（64 位）



架

构

社区

我们可以从其官方网站中直接下载编译好的进制安装包，也可以下载源代码在本机的
环境中重新编译。不过建议使用提供的可执行程序安装 Julia 程序环境，除非非常熟悉 C++
代码的编译过程。

1.2.1

二进制包安装

Julia 官方为 Windows、MacOS、Linux 及 FreeBSD 几个最常见的平台提供了已经编译
好的可直接执行的安装程序，可通过官方页面 https://julialang.org/downloads 进行下载。安
装文件并不大，30～80MB，不像微软各种东西，动辄就上 GB。二进制的安装方式能让我
们不用操心各种依赖与复杂的编译过程，安装完毕即可轻松开始使用。
1. Windows
Julia 支 持 Windows 7/ Windows Server 2012 及 更 新 的 操 作 系 统， 所 以 最 好 不 要 在
Windows 2000 或 Windows XP 这些太老的系统中尝试，不确定会发生什么问题。32 位版本
的 Julia 可运行在 32 位（x86）或 64 位（x86_64）的操作系统中，但 64 位版本只能运行在
64 位的 Windows 系统中。
在 Windows 上安装 Julia 极为简单，将 exe 安装包下载后，双击文件然后按照引导一步
步执行既可。需要说明的是，对于 Windows 7 或 Windows Server 2012 系统，需要额外进行
以下两个工作：
1） 更 新 操 作 系 统 组 件， 以 支 持 1.1 及 1.2 版 的 传 输 层 安 全 协 议（Transport Layer
Security，TLS）。这是因为 GitHub 已经停止了 TLS 1.0 的使用，所以需要操作系统支持更
高的 TLS 版本，Julia 的包管理器才能正常工作。
2）安装 Windows Management Framework（WMF）3.0 版或者更高版本。
若要卸载 Julia，只需直接将 Julia 的安装目录以及工作目录（一般为 %HOME%/.julia
路径）直接删除，并将 %HOME%/.juliarc.jl 和 %HOME%/.julia_history 两个文件
同时删除即可。
2. MacOS
Julia 支持 MacOS 10.8 及更新的发行版本，提供的二进制安装包是一个扩展名为 dmg
的可执行程序，包含了 Julia.app 目录，可以直接打开执行。
除了二进制安装包，MacOS 还可以使用 HomeBrew 安装 Julia 环境，执行语句如下：
$ brew up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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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rew tap staticfloat/julia
$ brew install julia

或者采用 cask 的方式，即：
$ brew cask install julia

在安装完成后，在系统终端中执行
$ julia

即可启动 Julia 环境。
如果要卸载 Julia，只需移除 Julia.app 目录及 ~/.julia 工作目录，如果不再需要
配置文件，可将 ~/.juliarc.jl 文件同时删除即可。
3. Linux 及 FreeBSD
除 了 FreeBSD 外，Julia 还 支 持 多 种 Linux 发 行 版 本， 包 括 Fedora、RHEL、CentOS、
Scientific Linux、Oracle Enterprise Linux、Ubuntu、Debian、openSUSE 及 Arch Linux 等。
下 载 官 方 通 用 的 tar.gz 格 式 二 进 制 包 后， 安 装 并 没 有 特 别 的 执 行 步 骤， 解 压 后
便可执行。为了后续的方便，最好是将执行目录添加到系统环境变量中，简单的办法是
在 /usr/local/bin 或 /usr/bin 目录中建立安装目录中 bin/julia 可执行文件的软
链接（Symbolic Link），语句一般为：
$ sudo ln -s <where you extracted the julia archive>/bin/julia /usr/local/bin/julia

此后便可无须切换到安装目录或输入完整的路径来执行 Julia 主程序了。
实际上，对于 Linux 及 FreeBSD 来说，通过其中的包管理命令安装 Julia 可能更为方
便，而且也能够更便捷地对 Julia 进行更新。
对于使用 RHEL、CentOS、Scientific Linux 及 Oracle Enterprise Linux（版本 5 或更高）
的用户来说，需要开启操作系统的 EPEL（Extra Packages for Enterprise Linux）支持，然后
便可与 Fedora（版本 19 或更高）一样，执行下述安装命令：
$ sudo dnf copr enable nalimilan/julia
$ sudo yum install julia

若使用的是 CentOS 7 或更高版本，也可直接执行：
$ sudo yum-config-manager --add-repo https://copr.fedorainfracloud.org/coprs/
nalimilan/julia/repo/epel-7 /nalimilan-julia-epel-7.repo
$ sudo yum install julia

若发行版中没有 dnf 与 yum-config-manager，需在 Copr 网站中下载相关的 .repo
文件，复制到系统的 /etc/yum.repos 源管理目录，再次尝试执行安装过程。
每日构建（Nightly Building）是一些系统或程序通常采用的更新方式，如果需要及时跟
踪 Julia 的最新功能，可以通过 yum 对已经安装的 Julia 程序进行更新。首先，执行：
$ sudo dnf copr enable nalimilan/julia-nightlies

以开启每日更新版本库，再执行以下命令时：
$ sudo yum install jul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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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的 Julia 将是 Nightly 的最新版本。之后，如果需要更新版本，执行以下命令即可：
$ sudo yum upgrade julia

不过，由于每日构建版本一般是开发过程的每日快照，有些功能后期仍存在修正调整
的可能，测试也并不充分，容易存在各种 Bug，所以对于普通的使用者来说，使用 Nightly
版本时还需要谨慎。
对于 Ubuntu 发行版，采用的是 apt 包管理器，在发布的最新版本中可通过 apt-get
命令（或新发行版中的 apt 命令）直接进行安装，相关的包文件包括 cantor-backendjulia、julia-common、julia-dbg、julia-doc 及 libjulia-dev、libjulia 等。
如果要及时获得 Julia 的最新开发版本，可以添加 Nightly 的源，命令如下：
$ sudo add-apt-repository ppa:staticfloat/julianightlies
$ sudo add-apt-repository ppa:staticfloat/julia-deps
$ sudo apt-get update

然后执行安装程序或在需要时执行升级命令。
在 FreeBSD 系统中同样简单，可通过 Ports Collection 直接安装 Julia 程序，执行的安
装命令为：
pkg install julia

如果不再需要 Linux 或 FreeBSD 中已经安装的 Julia 程序，卸载的方式取决于安装的方式。通
过 apt-get/apt 或 yum 安装时，执行 apt-get remove julia 或 yum remove julia 即可。
如果是二进制下载的方式，移除解压的目录并删除 ~/.julia 目录及 ~/.juliarc.jl 配置文件。

1.2.2

编译安装

如果想通过源码编译的方式安装 Julia 程序，在确定这么做之前，我们先了解一下 Julia
代码所依赖的第三方库，列举如下：
T LLVM (6.0) 编译器基础库。
T FemtoLisp 编译器前端。
T libuv 高性能事件 IO 库。
T OpenLibm 以 libm 为基础的基本数学函数库。
T DSFMT 随机数生成库。
T OpenBLAS 线性代数 BLAS 加速库。
T LAPACK (>= 3.5) 线性代数求解及特征值求解等加速库。
T Intel MKL ( 可选 ) 可用于替代 OpenBLAS 及 LAPACK 库。
T SuiteSparse (>= 4.1) 基于稀疏矩阵的线性代数库。
T ARPACK 大稀疏特征值问题的求解库。
T PCRE (>= 10.00) 与 Perl 兼容的正则表达式库。
T GMP (>= 5.0) GNU 多精度算术库，用于支持 BigInt 类型。
T MPFR (>= 4.0) GNU 多精度浮点库，用于支持 BigFloat 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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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libgit2 (>= 0.23) 版本管理工具 Git 操作库，用于包管理。
T curl (>= 7.50) 提供下载及代理支持，用于包管理。
T libssh2 (>= 1.7) 支持 SSH 通道。
T mbedtls (>= 2.2) 加密与 TLS 支持。
T utf8proc (>= 2.1) UTF-8 编码支持。
T libosxunwind 程序调用链（call-chain）支持。
这些众多的依赖库会在编译时自动下载，并优先编译。此过程能否顺利，与系统环境、
编译环境等都有关系。此外，在编译时，还需要多种编译工具的支持，包括：
T GNU make 文件依赖构建。
T gcc & g++ (>= 4.7) 或 Clang (>= 3.1, OS X 系统的 Xcode 4.3.3) C/C++ 编译与链接
工具链。
T libatomic 原子操作库。
T python (>=2.7) 用于构建 LLVM。
T gfortran 编译链接 Fortran 库。
T perl 对库的头文件进行处理。
T wget、curl 或 fetch (FreeBSD) 用于下载外部库。
T m4 用于构建 GMP。
T awk Makefiles 处理工具。
T patch 源代码文件处理。
T cmake (>= 3.4.3) 及 pkg-config 用于构建 libgit2 库。
除了要做上述这些诸多的环境准备，还需对一些选项进行恰当的配置。而且，对于
Windows 平台，还需要安装 Cygwin 环境及其中的 MinGW-w64 编译器工具链。
可见，从源码编译 Julia 程序并不会是一件轻松愉快的事情，难免会遇到各种问题。所以笔
者认为，除非开发需要，例如需要进行平台移植或其他特定情况，最好不要选择编译的安装方式。
因篇幅所限，关于各个平台上的编译过程，本书不做过多赘述，有兴趣的读者可参见官方资料。

1.3

交互式控制台
安装之后，在 Windows 中只需点击 Julia 程序或其快捷方式，或者在 Linux、MacOS 中

的 Shell 中，运行如下命令：
$ julia

便可启动 Julia 环境，打开 Julia 提供的交互式控制台 REPL（Read Eval Print Loop），会出现
类似图 1-1 的界面。
界面中展示了官网及文档网址、帮助提示信息及版本发布等信息，随后便会出现如下
提示符：
jul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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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PL 启动信息

这是 REPL 交互命令的输入位置，奇妙的 Julia 学习之旅便可从此开始了。
如果需要了解 REPL 启动信息之外更多的环境信息，我们便可在提示符 julia> 之后
输入函数 versioninfo() 并回车：
julia> versioninfo()
Julia Version 1.0.0
Commit 5d4eaca0c9 (2018-08-08 20:58 UTC)
Platform Info:
OS: Linux (x86_64-pc-linux-gnu)
CPU: Intel(R) Core(TM) i7-6700HQ CPU @ 2.60GHz
WORD_SIZE: 64
LIBM: libopenlibm
LLVM: libLLVM-6.0.0 (ORCJIT, skylake)

返回的内容会因为主机的操作系统、硬件配置或 Julia 版本等不同而不同。
Windows 内置的字体对 Unicode 字符集的支持并不全面，可更换 DejaVu 字体集，能
够通过 GitHub 免费获得，网址为 https://dejavu-fonts.github.io，可以用于替代 Windows 控
制台（终端）的字体。另外，如果不希望使用 Windows 默认的控制台，也可以采用不同
的终端程序，例如 Conemu 和 Mintty。当然，还可以使用交互性更好的 IDE，包括 Juno、
Sublime-IJulia 或 Ijulia 等。
提
示

REPL 是学习 Julia 一个非常方便的环境，我们能够直接在其中输入并执行 Julia 语
句，而且可及时获得计算结果。本书中的绝大部分示例也都会基于 REPL 给出，所
以建议读者在阅览本书时，最好身边有个安装 Julia 环境的电脑并已打开了 REPL 环
境，能够对照着书中的例子逐一尝试，这样可以更好理解所述的内容。

当然，在学习或使用告一段落后，可在 REPL 中按下 CTRL+D（^D）或者在提示符后输
入 quit() 并回车，退出该环境，同时对话窗口会关闭。
为了避免在使用 REPL 中出现不必要的麻烦，下面简单地介绍一下 REPL 的使用方法，
包括输入语句、快捷键、帮助等。
1. 语句输入
在 Julia 的语法中，英文分号表示语句或表达式的结束，但不是必需的。
在 REPL 中可以输入单行或者多行语句，当我们按下 ENTER 键回车换行时，REPL 会
自动判断表达式语句是否完整。如果不是可以换行的语句，会以红色信息提示错误；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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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句可以换行但不是完整的表达式，REPL 会在新行保持输入状态，等待用户继续输入。在
回车时，如果判定表达式已经完成，输入状态会结束，REPL 将执行已经输入的表达式语句，
并在新行开始处输出计算结果，或者提示必要的警告与错误信息。
我们也可以在 julia> 提示符后直接输入变量名回车，查看其内容。不过如果回车前
在尾部加上了分号，计算结果会被屏蔽而不会自动显示。
当然，我们也可以将多个语句和表达式写在扩展名为 jl 的 Julia 脚本文件中，通过
Julia 程序进行调用执行，后文会单独介绍。
2. 全局变量 ans
为了方便地调试各种表达式，REPL 中每段语句的执行结果都会临时存储在一个名为
ans 的全局变量中。即使我们将运行结果赋值给自定义变量，ans 中也同样会保留一份拷
贝，而且其内容会在语句的每次成功运行后自动更新。
不过，该变量仅在 REPL 中有效，在 Julia 脚本文件中是没有实际用途的。
3. 内容打印
如果要在一段语句中打印中间结果，可以使用 print() 及 println() 函数。这两个函数
都可以接收任意类型、任意数量的参数，在执行时会立即将参数的内容打印到屏幕上。例如：
julia> print(1, 2, "abc", 'a', [1 2 3], "\n", (1,2,3))
12abca[1 2 3]
(1, 2, 3)

#
#
#
#

换行需要自己输入换行符（井
号为行内注释）
打印的内容，第一行
打印的内容，第二行

两个函数的区别仅在于：前者需显式地在参数中给出换行符 \n 才会在尾部换行打印，后者
会在所有参数打印完后自动换行。
提
示

在专门介绍 Julia 函数的定义与调用方式之前，我们经常会使用这两者之外的各种函
数。一般而言，Julia 中的函数调用与其他语言相似，即函数名后跟着圆括号，其中
以英文逗号列出所需的参数值，如上例中所示。

4. 帮助模式
在使用 REPL 的过程中，我们可以随时在 julia> 之后按下英文问号 ? 所在的按键，
打开帮助模式，此时提示符会发生变化：
help?>

这时便进入了帮助模式。在新的提示符之后输入需要查阅的任何内容，即可获得相关
帮助信息。例如：
help?> Int
search: Int Int8 Int64 Int32 Int16 Int128 Integer intersect interrupt intersect!
InteractiveUtils InterruptException
Int64 <: Signed
64-bit signed integer ty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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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显示了有关 Int 的文档内容（此处暂不解释，通过后续学习便可了解）。
注
意

按下 ? 键打开帮助模式时 julia> 之后不能有任何内容，否则会切换失败。

5. 历史查询
REPL 会记录输入过的语句表达式与当时的模式状态。只需在提示符 julia> 后按向
上（Up）的方向键，便会出现曾经输入的语句。若不断按下该键，历史语句便会按时间从
近及远地逐一呈现；而按下 Down 键时会回过头反向查询。在需要的语句出现时，按下回
车便可重新执行该语句。
除此之外，也可以按下 CTRL+R（^R）复合键打开历史搜索模式。在如下的提示符之后
输入字符，便能列出与之相关的历史语句：
(reverse-i-search)`':

1.4

命名规则与关键字
语言中的各种要素，包括关键字、类型、变量、函数等，都需要有标识的名字。在

Julia 中创建这些要素时，需要遵循 Julia 在命名方面的规则：
T 内置的关键字可以是名称的一部分，但不能作为完整的名称。
T 名称对大小写敏感。
T 名称首字符必须是下划线、英文 26 个字母的小写或大写，或者编码大于 0x00A0
的 Unicode 字符 （这是 Julia 不同于其他语言的地方）。
T 名称中不能有算术运算符或内部的标识符，包括 @、#、$、%、^、& 等。
例如，以下的名称是合适的：1
Abc

abc_cde

_fg

China

china

VAR

Var01

Var!02

Var

其 中，China 与 china 是 不 同 的 名 称；虽 然 Var!02 是 允 许 的（符 号 ! 是 逻 辑 运 算 符），
但不建议这么做。下面的名称是不符合规则的：
1abc

@abc

$var

[var]

for

另外，Julia 内置了大量的函数或常量。如果名称与它们相同，虽然语法规则上是允许
的，但不会成功。例如：
julia> pi
π = 3.1415926535897...
julia> pi =3
ERROR:Cannot assign variable Math Constants pi from module Main.
3
Unicode 字符有详细的分类表，类别有 31 种。至于 Unicode 编码大于 0x00A0 的字符集，主要指分类为
Letter 或 Symbol 的那些字符，类别中分别有 Lu/Ll/Lt/Lm/Lo/Nl 或 Sc/So 标识，以及数学符号分类 Sm
中的部分字符。具体参见 www.fileformat.info/info/unicode/category/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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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从编程规范来说，也不建议选用有冲突的名称。
不过，由于 Julia 对 Unicode 的广泛支持，在命名方面我们有了更多的选择。例如：
中国

δ

以上这些都可以在 Julia 中作为名称使用：
julia> δ = 0.00001
1.0e-5
julia>
"Hello"

= "Hello"

julia> 中国 = "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

这是 Julia 独具特色的地方。
无论是大肆流行的 Python 语言，还是广泛使用的 Java 语言，或是性能之王 C++ 语言，
对 Unicode 的支持都极为蹩脚。对于中国这种非英文为母语的国家，一旦涉及本土语言文
本的处理，就会遇到很多的麻烦。而 Julia 从根源上就考虑了多国语言问题。以此为基础，
非英文处理将有着极大的便利。可以说，由于大量 Unicode 字符的加入，Julia 语言开发将
极为有趣。
而且，Unicode 还只是 Julia 的冰山一角，相信读者在后续逐步学习的过程中，会被其
独特的魅力所吸引。
关键字是 Julia 语言的基本元素，用于关键的声明、标识或限定，一般是一串小写字
母。本书将它们粗略分成六类，列举如下：
T 类型声明：abstract、primitive、type、struct、function、macro、new。
T 权限标识：global、local、mutable、const、outer。
T 模块操作：module、baremodule、using、import、export。
T 逻辑结构：where、for、while、break、continue、if、elseif、else、in。
T 语句块：begin、quote、let、end、do。
T 混合编程：ccall。
它们的意义会在后续章节中遇见，到时会具体讲解。

1.5

先睹为快
在我们开始对 Julia 这门强大的语言进行系统的学习之前，本节给出一些简单的例子，

先对 Julia 语言的表达方式有个直观的感受。

1.5.1

Hello World

一如既往地，我们给出一个语言结构最简单的 Hello World，如下所示：
julia> HelloWorld = "欢迎来到Julia语言的世界！";

# 定义字符串变量Hello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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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印定义的变量
# 此行为执行后输出的内容

julia> println(HelloWorld)
欢迎来到Julia语言的世界！

此例在 REPL 中实现，其中的 # 号及其之后的内容是笔者额外添加的注释，以便于读
者理解。该例只有两句，第一句中，定义了字符串变量 HelloWorld，内容为“欢迎来到
Julia 语言的世界！”。为了清晰，该语句的尾部附加了分号，避免在回车后 REPL 自动打印
该变量内容。第二句中，便是用 println() 函数将该变量的内容打印出来。
这个例子只有最基本的功能，定义变量及打印变量，用法极为简单直接。
作为动态语言的 Julia 语言，并不像 C/C++ 或 Java 语言需要 main 入口函数，所以我
们在编写 Julia 程序时，只需直接提供需要运行的语句即可。

1.5.2

体型分布案例

这次给个复杂点的例子：有 1000 个人的体型样本，包括体重与身高两项指标，不考虑
性别和年龄因素，计算每个人的 BMI（Body Mass Index）指数，并根据关于肥胖的中国参
考标准（见表 1-2），统计各种体型分类的人数。为了编程的方便，在表中先对 BMI 分类进
行了编号，对应 1～6 类。另外，在实现时，初始的样本数据可采用随机数的方式生成。
表 1-2

体型 BMI 指数中国标准（数据来自网络）

BMI 分类编号

BMI 分类

中国参考标准

1

体重过低

BMI＜18.5

低（但其他疾病危险性增加）

2

正常范围

18.5≤BMI＜24

平均水平

3

肥胖前期

24≤BMI＜28

轻度增加

4

I 度肥胖

28≤BMI＜30

中度增加

5

II 度肥胖

30≤BMI＜40

严重增加

6

Ⅲ度肥胖

BMI≥40.0

非常严重增加

相关疾病发病的危险性

下面，我们采用两种不同的方式实现上述的需求：一种是基于数组的方式，另外一种
基于复合结构的方式，具体见下文。由于涉及的代码会比较多，所以本例不再在 REPL 中
演示，而在脚本中实现，详细源码可在 https://gitee.com/juliaprog/bookexamples.git 中下载。
1. 数组实现方式
首先在磁盘中新建一个名称为 bmi_array.jl 的文件，并使用常用的文本编辑器（例
如 VS Code、Notepad++、Sublime、UltraEditor、Atom 等）打开进行编辑。
第一步，使用随机函数 rand() 生成原始数据，包括 1000 个人的身高及体重样本。实
现的代码如下：
# 使用均匀分布随机数生成1000个身高样本，取值范围为 [0,1)
heights = rand(Float64, 1000)

以及
# 使用均匀分布随机数生成1000个体重样本，取值范围为 [0,1)
weights = rand(Float64,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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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的 heights 与 weights 均是元素类型为 Float64 的数组，长度为 1000，内容类
似于：
1000-element Array{Float64,1}:
0.327989
0.371755
0.640065
0.891165
0.735425
0.428819
... # 已省略

因为随机函数 rand() 的取值区间为 [0,1)，所以需要转换到正常人的身高与体重范
围。我们采用区间映射的方式，函数为：
b=

(bmax-bmin)
×(a-amin)+bmin
(amax-amin)

该函数可以将 [amin, amax] 的任意值 a 映射到区间 [bmin, bmax] 中的 b 值。利用此函数，可以
分别将身高 heights 数组元素值均映射到 [1.5, 1.8) 区间，将体重 weights 数组元素值映射
到 [30, 100) 区间，即身高分布在 1.5～1.8 米范围 , 同时体重分布在 30~100 千克，具体
实现语句为：
# 将 身高 数据映射到 [1.5, 1.8) 米
heights = heights .* (1.8-1.5) .+ 1.5
# 将 体重 数据映射到 [30, 100) 千克
weights = weights .* (100-30) .+ 30

由于涉及标量与矢量（数组）的混合计算，所以采用了 Julia 特有的点操作（后面会进行深入地
学习）。上述语句虽然涉及数组的逐元计算，但并没有使用循环结构，语法极为简洁直观。
提
示

这两项数据呈现正态分布是较为符合实现实情况的，不过为了转换的方便，我们采
用了均匀分布的 rand() 函数，有兴趣的读者可以更换为 randn() 函数，来生成
初始的样本数据。

接下来，定义一个用于计算 BMI 指数的函数，如下所示：
bmi(w, h) = w / (h^2)

这是一种 Julia 式的函数定义方式，适用于实现简短的函数。其中的 bmi 是函数名，(w, h)
中的 w 和 h 是输入参数，分别是体重与身高值。
此后，便可基于已有的身高与体重数据计算上述 1000 个样本的 BMI 指数了，实现如下：
indexes = broadcast(bmi, weights, heights)

按常规，此处应该有循环，但是并没有。我们利用 Julia 特有的 broadcast() 函数，实现
了将函数 bmi() 逐一施用于数组 weights 和 heights 元素，并能够自动取得两个数组
的对应元素，自动将两对元素作为 bmi() 函数的输入参数，计算对应体型样本的 BMI 指
数。如果一定想用一下循环结构，可以如下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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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exes = Array{Float64,1}(1000)
# 创建有1000个元素的一维数组对象
for i in 1:1000
# 循环1000次
indexes[i] = bmi(weights[i], heights[i]) # 成对取得体重与身高数据，计算第i个样本的BMI指数
end

可见，这样的方式中代码量多出了很多，远没有上述的一句话实现简洁。
更令人惊奇的是，对于 BMI 指数这种计算简单的过程，完全可以不用预先定义 bmi()
函数，而是采用 Julia 特有的点操作符直接实现：
indexes = weights ./ (heights.^2)

这同样能够将运算过程自动施用于 weights 和 heights 的元素中，而且仍不需要循环结
构，表达极为高效、简洁。在本书之后的内容中，我们便能够深入了解这种逐元计算机制，
这便是所谓的矢量化计算方法。
在 BMI 指数计算完成后，我们定义一个名为 bmi_category 的函数，用于对得到的
指数进行分类，代码如下：
# 对BMI指数进行分类
# 1-体重过低，2-正常范围，3-肥胖前期，4-I度肥胖，5-II度肥胖，6-III度肥胖
function bmi_category(index::Float64)
class = 0
if index < 18.5
class = 1
elseif index < 24
class = 2
elseif index < 28
class = 3
elseif index < 30
class = 4
elseif index < 40
class = 5
else
class = 6
end
# 返回分类编号

class
end

由于该函数语句较多，所以该函数并没有采用 bmi() 函数定义时那种“直接赋值”的方式，
而是采用了带有 function 关键字的常规函数定义方式，并利用 if~elseif 判断结构实
现了对输入 BMI 指数值 index 进行逐层判断。
在得到最终的分类编号 class 之后，需要将其值返回。在 Julia 中，只需在函数结束
的最后语句中直接列出该变量即可，显式的 return 关键字不是必需的。
然后，便可通过该函数对 indexes 中的 1000 个 BMI 指数进行分类了，实现语句为：
classes = bmi_category.(indexes)

#注意函数名之后有一个小点号

同样采用点操作实现了数组的逐元计算。这种点操作不仅适用于上述的运算符，也同样适
用于普通定义的函数。该语句执行后，会得到类似如下的结果：
1000-element Array{Int64,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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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3
1
2
1
5
...

# 其他已省略

最后，对 classes 中的类别编号进行统计：
# 统计每个类别的数量
for c in [1 2 3 4 5 6]
n = count(x->(x==c), classes)
println("category ", c, " ", n)
end

# 遍历6个类别，c为类别ID
# x->(x==c)为匿名函数
# 打印结果

实现中使用了 for 循环结构对类别编号集合进行遍历，逐一对各类型进行统计。其中的
count() 函数是 Julia 内置的，能够对数组中满足条件的元素进行计数，而条件由该函数
的第一个参数提供。条件参数需是一个函数对象，且有一个输入参数，并需返回布尔型值。
有 1 处在上述代码中，这个条件函数为 x->(x==c)，是一个匿名函数，等效于：
condition(x) = (x==c)

不过，因为简短，又需作为另外一个函数的参数，所以采用匿名函数的定义方式是非常合适的。
至此，需求需要实现的功能全部完成了。之后我们打开 REPL，执行以下语句：
julia> include("/path/to/bmi_array.jl")

# 文件路径根据实际情况提供

便可获得最终的结果，显示的内容类似于：
category
category
category
category
category
category

1
2
3
4
5
6

291
221
151
77
238
22

# 体重过低共计291人

# Ⅲ度肥胖共计22人

这里，我们总结一下：在整个实现中，数据流主要以数组结构表达，并在对数组的逐
元操作中，利用 Julia 的点操作及 braodcast() 函数两种方式进行矢量化计算，避免了大
量的循环结构，代码的实现极为简洁、高效、直观。
2. 复合类型实现方式
下面，我们再尝试另外一种实现方式。同样，在磁盘中新建一个名称为 bmi_struct.jl
的脚本文件，并使用文本编辑器进行编辑。
首先，定义一个复合结构类型，包括四个成员字段，分别表示某个人的身高、体重、
BMI 指数及 BMI 分类编号。
mutable struct Person
height # 身高，单位米
weight # 体重，单位千克
bmi
# 计算得到的BMI指数
class
# 根据BMI指数计算得到的分类标识
# 1-体重过低，2-正常范围，3-肥胖前期，4-Ⅰ度肥胖，5-Ⅱ度肥胖，6-Ⅲ度肥胖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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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定义一个集合类型，用于容纳样本数据，如下所示：
people = Set{Person}()

随后使用均匀分布生成 1000 个体型数据，并放入集合 people 中：
for
h
w
p

i
=
=
=

= 1:1000
rand() * (1.8-1.5)+1.5
rand() * (100-30)+30
Person(h, w, 0, 0)

#
#
#
#

生成身高数据，并将其映射到[1.5, 1.8)区间
生成体重数据，并将其映射到[30, 100)区间
基于身高与体重数据创建Person对象p，
BMI指数和分类编号均初始化为无效的0值

# 将对象放入集合people中

push!(people, p)
end

然后定义 bmi() 函数，基于每个 Person 对象的身高及体重数据，计算其 BMI 指数
并同时进行分类，代码如下：
function bmi(p::Person)
p.bmi = p.weight/(p.height^2)
p.class = bmi_category(p.bmi)
end

# 计算BMI指数
# 分类，得到类别ID，已在前文实现过

函数 bmi() 中原型中的 ::Person 用于限定输入参数 p 变量只能是 Person 类型。
最后，遍历 people 中的 1000 个样本，对 BMI 类别分别进行统计：
# 对1000个样本执行BMI计算，并统计分布
categories = Dict()
# 字典结构，记录各类的人数
for p ∈ people
# 遍历1000个样本
bmi(p)
# 计算BMI指数并分类，会直接修改p中的属性字段
categories[p.class] = get(categories, p.class, 0) + 1
# 对p.class类的计数器累加
end

实现中，对 Dict 类型的对象 categories 可以两种访问方式，一种是与数组下标极为类
似，用于获得类别对应的计数器，另一种是 get() 函数，也是用于获得类别对应的计数
器内容，区别在于后者能够在 categories 还不存在键 p.class 时，也能够返回有效值
（默认值 0）。
完成后，打印 BMI 分类统计的结果。方法极为简单，只需直接列出变量名：
categories

至此，功能全部实现了。打开 REPL，执行以下语句：
julia> include("/path/to/bmi_struct.jl")

# 文件路径根据实际情况提供

便可获得最终结果，内容类似于：
Dict{Any,Any} with 6 entries:
4 => 89
2 => 219
3 => 158
5 => 234
6 => 18
# Ⅲ度肥胖共计18人
1 => 282
# 体重过低共计282人

不过注意 Dict 中的数据是无序的，所以打印的内容中没有按照类别 ID 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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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别于第一种实现方式，本方式采用复合类型对数据和操作进行了封装，在业务概念
或逻辑上能够显得更为条理清晰，而且整个实现过程也并不复杂。

1.5.3

小结

上述关于体型分布的例子，采用了两种方式实现，每种都各具特点。代码中已经涉及
Julia 各种主要的语法要素，包括数组、字典、集合等可迭代数集结构，以及矢量化计算、
循环结构、判断结构、复合类型、函数定义的三种方式、类型限定等各种语法特性。目前
是否能看懂不是最重要的，对于熟悉其他语言的读者，能够在对比中感受到 Julia 在语法表
达中的与众不同，对 Julia 语言能有个直观的认知，有助于后续对其进行深入地学习。
从下一章开始，我们将逐步介绍 Julia 在数值、类型、运算符、参数化、控制逻辑、函
数、多维数组及其他数集、字符串、元编程、流、并行化等各方面的内容。在后续的学习
中，Julia 语言简洁、高效、直观的语法表达，高性能、高可用、高灵活性的机制，相信都
不会让读者失望。希望有一天，在工业领域 Julia 能够像 Python、C++ 或 Java 那样，成为
生产部署的首选，这也是笔者的愿望。

第 2 章 Chapter 2

基础概念

Julia 语言是在如今计算机领域高速发展的情况下出现的，在开发之初就有了很高的起
点。该语言不但借鉴了其他众多成熟、历史悠久的语言，而且融入了软件工程、编程范式
等方面很多先进的设计理念。
为了尽量避免后续章节中的原理性内容给语言新学者带来困惑，也为了帮助读者更好
地理解 Julia 的设计机制与语法特点，特在此章就一些基本概念进行介绍。不过对于有经验
的开发者，本章的内容可以选读。

2.1

静态与动态语言
人类与计算机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物种，所以在驱动计算机或机器进行工作时，需要一

种相互都能懂的语言进行交流，这就是编程语言。
初始的语言是二进制码带，后来才是汇编语言，再往后出现了 C/C++ 语言等各种较高
级语言。但这类语言仍需经过编译器处理为静态的二进制码，然后才能执行，而且对运行
的平台有着高度的依赖性，为了保证可移植性与兼容性需要大量的基础工作。
编程语言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变得更具人性化，让开发者能以更自然的方式与计算机
交互。同时，在编译方面也有了显著的变化，出现了与静态编译不同的动态解释语言。
动态语言也称为脚本语言，是指程序编写完成后，不需预先编译，而是在运行期实时
地解析并逐条执行，例如 Lua、Python、R、Matlab 等。动态语言的编写通常更为快捷方便，
调试也更直观，不需要编译出所谓的可执行文件；部署时直接将脚本拷贝过去就行，在移
植性方面更为方便。
除此之外，在类型声明与定义方面，也有静态类型系统或动态类型系统两种选择。静
态类型系统一般要求在程序执行前编译时必须给定明确的、可计算的类型；而动态类型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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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在执行前一切都是未知的，只在执行时才确切知道类型。大多的动态语言采用的是动态
类型系统，例如 Python ；而静态语言一般采用静态类型系统。不过有些静态语言可通过一
些技术支持类型声明时的灵活性，实现动态机制，例如 C++ 中的泛型与模板技术。
实际上，动态与静态语言在编写、调试、部署、运行等阶段都存在不少的细节差异。
不过因为涉及很多底层编译器方面的知识，本书不再赘述，有兴趣的可查阅相关文献。

2.2

内存管理
编程语言是逻辑实现的载体，也是与机器交互的媒介。而逻辑的本质实际是数据流的

收集、转化变换和分发转移。在物理概念上，数据在存取、计算等变化过程中，都会引发
机器硬件信号的相应变化。所以编程就是在制定硬件信号的变化规则。
用语言编写出的程序在运行期间，实施这种变化规则的核心资源是处理器，而内存则
是数据转化时的核心载体。所以内存管理都是任何一门编程语言的核心特性，也是机制设
计中最为重要的部分。
通常而言，系统的内存划分为以下几个区域：
T 寄存器（Registers）。寄存器位于处理器的内部，是 CPU 可直接控制并进行存取的
地方，但数量与容量都有限制，所以一般用于高频数据的缓存。该区主要由操作系
统直接管理，用户的语言代码也没有直接的控制权。
T 栈（Stack）。栈区的存取效率仅次于寄存器，一般是连续的空间，常通过地址指针
实施控制。该区的大小在程序运行前就会被设定好，但受限于操作系统及编译器的
设置。在程序运行期间，编译器控制着栈区，实现资源的自动分配与释放，用于存
储函数参数、局部变量、对象引用等。由于函数的调用及返回会涉及栈区内容的现
场恢复等内部操作，所以大量的函数嵌套有可能会因为频繁的栈操作带来性能问题。
T 堆（Heap）。这是程序自己可控制的区域，也叫内存池。该区不受编译器的控制，占
用多大或占用多久均可由开发者自行控制。不同的语言在堆的管理方式上会有所不
同。在 C/C++ 这类语言中，对堆内存的分配与释放需要使用显式的方式，由开发者
自行控制。如果不能在恰当时候释放内存，很容易导致内存泄漏；而且若释放不存
在的内存区，也会引发致命的内存操作错误。不过在有垃圾回收机制的语言中，包
括 Python、Julia 等，内存分配与释放是自动进行的，所以开发者不用过多关注，可
将精力集中在逻辑实现上。不过超出可用内存的数据占用也同样会出现溢出错误。
T 静态（Static）区。一般该区用于存储静态变量或者全局变量，即那些不需要变动位
置的数据。在一些语言中，可以显式地告知编译器哪些变量是全局的，哪些变量是
静态的。但该区的直接控制权在编译器而不在开发者手中。
T 常量（Constant）区。程序中经常会有一些值是始终不变的，例如物理或数学系数、配
置文件路径等。将这些特殊值放在一个专门的常量区，不但可以保证数据的安全性也
能够提高运行效率。不过，常量区一般是运行期不可变的区域，由编译器直接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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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上述的这些内存区，还有扩展存储空间，例如磁盘、固态硬盘以及 U 盘等。在需
要时，可以使用程序对这些非 RAM 存储介质中的内容进行存取操作，但效率肯定不及内
存，所以通常是 IO（Input/Output，输入输出）操作最为耗时的部分。
除此之外，内存管理的另外一个方面是垃圾回收（Garbage Collection，GC），这是不少
现代语言包括 Java、Python、Julia 等都支持的机制。在该机制支持下，堆中对象的分配与释
放并不需要开发者显式地操作，而由系统自动执行，这样能够大大提高开发的效率及程序的
安全性。一般而言，在语言内部会对创建的对象建立引用计数机制，便于 GC 记录跟踪内
存使用的情况。当一个对象不再被有效引用时，便将其标识为垃圾，会在恰当的时候进行
回收。

2.3

经典编程范式
面对需要程序化的实际业务需求时，往往要考虑很多问题。例如：
T 使用怎样的解决方案？
T 如何对问题进行分解、抽象？
T 如何对问题所属的各种概念和业务逻辑进行构架？
T 如何组织代码，又使用怎样的数据结构？
T 如何建立高效、低耦合、灵活的接口？
要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我们对业务有着深刻的理解，也考验着开发者在程序设计方面

的经验与能力。不过这个阶段也是最有挑战性的阶段，充满了各种乐趣。
看待这些问题的角度和思维方式，构成了所谓的编程范式以及设计模式，也是我们在
程序设计中长期积累出的哲学思考与智慧。这些在大量开发实践中总结出的经验，能够让
我们在面临各种纷繁芜杂的程序设计工作时，选择最为恰当的技术方案，保证代码的灵活
性、兼容性以及运行效率。
不同的范式，对最终的代码呈现和程序运行效能等方面都会产生影响。有的程序具有
更高的运行效率，有的能够更灵活地适应业务逻辑的不断变化，有的在模块化、分层化、
接口化方面更为方便，有的在代码复用、开发与维护成本上更高效。
在语言层面，有几种经典的范式：面向过程编程、面向对象编程、泛型编程和函数式
编程等。有些语言只支持一种范式，有些则支持多种范式。不同的业务需求，可以选择适
用的语言，使用合适的范式，甚至可以混用。
1. 面向过程编程
面对一个问题，最直接的方式是将解决流程罗列，并以代码逐句实现。这种线性处理
过程，便是面向过程编程。该概念的明确表述始于 1965 年的 E. W. Dijikstra，对当时来说
是软件发展的一个里程碑。
面向过程的观点是任何程序都可以使用顺序、选择（if-else）、循环（for/wh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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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三个基本结构进行控制，并可通过函数的形式对步骤进行局部封装与调用，所以也被称
为结构化程序设计。例如，C 语言是典型的面向过程语言，虽然古老但至今仍有不可替代
的用武之地。
在面向过程中，在实现顺序时，逢山开路，遇水搭桥，路一直往前铺。交代机器做事
时，不会存在动作的主体，也不会存在业务主体，关注的是各种动作及其顺序；只需告诉
机器先这样、再那样、然后再这样，最后进行输出。
2. 面向对象编程
面向对象设计向现实世界靠近了一步，有着与面向过程设计完全不同的设计思路，是
软件工程与计算机语言发展的又一里程碑。这种编程范式思考的起点在于业务逻辑中的主
体，有了更多、更高层次的抽象，体现了一种独特的世界观。
在面向对象的实施过程中，需先将各种动作或过程进行梳理、综合，抽象出各种交互
主体并建立相应的一套事物模型（即对象）；而其中涉及的步骤和动作，则被剥离为这些对
象之间的交互行为或者主体状态的变更操作，体现了数据的转移变换过程。
基于此，在包括 C++ 与 Java 的经典面向对象语言中，出现了常见的类、对象、封装、
继承、多态等基础设施或概念。
对象是动作的实体，是逻辑的实际执行者；而类则是一种抽象概念，是对具有同样特
点对象的描述。在面向对象的语言中，会将资源与动作进行封装，并赋予各种操作权限，
定义出类结构。但类只是规则的集合，并不拥有实际资源，只说明同类对象具有哪些属性
数据，具备怎样的行为，可以执行哪些操作，如何与外部交互。对象是类的实例化，会在
运行期被分配到具体的内存区中，从而实现实际的操作或动作。
但现实世界是复杂多样的，事物之间往往存在着各种关联，也会有不同的概念层次。
例如颜色与黄色、车与汽车等，前者与后者便存在着包含关系，在面向对象语言中对应的则
是继承关系。通过定义抽象类，将“车”一类共有的属性或行为封装，例如启动、移动、停
止等，然后再定义“汽车”、“平板车”等子类继承该抽象类，便可实现代码复用与层次控制。
但任何独立存在的事物都有其独特性，虽然都是车，但在形态、轮数、驱动方式等方
面都有所差异。为此，在同属抽象类的子类中，相同的动作会需要不同的控制参数，也需
要不同的具体实现。在实际执行时，虽然通过同一个动作名（函数名）执行相应的操作，但
却能够有不同的表现，这便是多态。
但是在实例化的过程中，有些类不会出现多个对象，例如，某个共享的计算资源或服
务，某个设备或端口，或者是通用的计算逻辑等。为了对这些单一的、仅需一份的对象进
行安全的控制，可在实例化时创建类的单例，这也是设计模式中惯用的方式。
设计模式是编程经验的高度总结，在抽象层次的控制、结构关系解耦等方面给出了很
多可供遵循并能落实的经典范例。
3. 泛型编程
“类”在面向对象语言中是一种类型，封装了共同的属性、数据和动作。但有时候，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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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类型也有着相同的动作甚至执行过程，例如，人步行的行走路线和车行驶的路线，雨
或雪下落时的物理过程等。
对于这种不同类的相同动作，重复实现过程确实是没有必要的。为此，泛型编程将常
用的、统一的处理过程抽象出来，并能够适用于不同的类型，不但能最大限度地实现代码
复用，而且逻辑的集中也为开发和维护带来了巨大的好处。不仅如此，在泛型编程中类型
本身也可以作为参数，能与其他参数一起共同控制处理逻辑的实际运行。
泛型编程最初诞生于 C++ 语言，由 Alexander Stepanov 和 David Musser 提出，代表作
是 C++ 的标准模板库（Standard Template Library，STL）。C++ 泛型编程之所以能在工业上
取得巨大成功，得益于其高效性和通用性。
Julia 语言极大程度地借鉴了泛型编程的优点，并提供了完备的机制，其灵活的类型系
统与类型参数化，都体现了泛型编程的强大魅力。
4. 函数式编程
函数式编程是计算机语言在另一个层次的发展。在该范式中，函数结构不再只是执行
过程的集成，而成为了类型或对象的一种。尤其在 Lisp 这样的函数式语言中，函数更是逻
辑的主体和基础。
Lisp 语言是典型的函数式语言，于 1958 年由麻省理工学院的人工智能研究先驱 John
McCarthy 发明。在以 Lambda 表达式及 λ 演算（Lambda Calculus）为基础的 Lisp 语言中，
函数作为对象，也称为闭包（Closure）或仿函数、函子（Functor），除了可被调用外，还可
以赋值、作为参数与返回值，甚至是传递转移。这种高阶函数的设计使得函数式编程具备
了很多优点：简洁的代码、快速的开发、自然的表达和易于并发等。
Julia 语言同样借鉴了函数式编程的优点，不但函数是其基本的对象，类型本身、甚至
代码本身都是可以操作的对象。可以说，“一切皆对象”是 Julia 最为吸引人的特色之一，
使我们能够在 Julia 编程中灵活地选择想要的范式，从而适应各种不同的需求。
不过在实践中，并没有最好的范式或方案，适用的便是最好的。在合理的时间内，开
发出可用、高效、稳定、可靠的程序才是唯一的检验标准与范式。

Chapter 3 第 3 章

数值系统

现实中的数据形式多种多样，例如数据表、文本字符、语音、图像、视频等。虽然不
同的数据类型有着不同的存储方式与数据结构，但归根结底都是由一些基本的数值构成的，
包括整型、浮点型、字符型等。所以数值是数据的基础类型，也是计算的基础数据。本章
将详细地介绍 Julia 语言中的数值系统及特点。

3.1

整型
在数学理论及科学计算中，整数是最基本的数值类型，而整型（Integers）则是计算机

中表达整数的基本语法类型。
众所周知，任何数据在计算机内部都是二进制的，而一个数值类型的表达能力与该类
型的二进制位（比特，Bit）的数量有关。在 Julia 中，为了兼容不同的运行系统、节约存储
空间或便于代码移植，按位数的不同对整型做了非常详细的划分，分别为 8 位、16 位、32
位、64 位甚至 128 位的整数定义了相应的整型，详见表 3-1。
表 3-1
类

型

是否有符号

整数类型

位

数

最小值（下限）

最大值（上限）

Int8

√

8

-2^7

2^7-1

UInt8

×

8

0

2^8-1

Int16

√

16

-2^15

2^15-1

UInt16

×

16

0

2^16-1

Int32

√

32

-2^31

2^31-1

UInt32

×

32

0

2^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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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类

型

是否有符号

位

数

最小值（下限）

最大值（上限）

Int64

√

64

-2^63

2^63-1

UInt64

×

64

0

2^64-1

Int128

√

128

-2^127

2^127-1

UInt128

×

128

0

2^128-1

除此之外，为了更精确地进行整数表达，与一些强类型语言相似，Julia 中的整型又分
成有符号及无符号两类，其中的有符号型能够表达负数而无符号型仅用于表达正数。而且，
它们能够表述的整数范围不同，在实践中也有着不同的作用。
表 3-1 中的最后两列分别给出了各类型能够表达的整数数值范围。实际上，在 Julia 中，
对于任意数值类型，我们都可以随时使用内置的函数 typemin() 与 typemax() 来获得
该类型能够表达的数值范围。例如：
julia> typemin(Int64)
-9223372036854775808

# 查看Int64类型能够表达的最小值

julia> typemax(UInt32)
0xffffffff

# 查看UInt32类型能够表达的最大值
# 无符号整型以十六进制方式展示

其中的无符号整型会以十六进制的方式展示，并不影响值的实际内容。
细心的读者可能注意到，类型用作了函数的参数，这是因为类型本身也是 Julia 中可操
作的对象。关于这方面的概念，后续内容会逐步地详细介绍。

3.1.1

表达方式

在开发中，经常会以字面值（Literal）的方式提供数据（即直接将具体数字写在代码
中），例如：
julia> x1 = 20
20

# 20即为字面值

其中定义了 x1 变量，并将字面值 20 赋值给它。在赋值语句执行后，REPL 打印了执行的
结果，即显示 x1 的结果值为 20。
但在实践中，不仅会有最为常用的十进制，还会有十六进制、八进制等。尤其是在整
数表达中，多种数制的表达与转换是经常遇到的问题，甚至有时候需要直接使用二进制方式。
在 Julia 中以不同的数制输入字面值是非常方便的，只需在数值的前面设置对应的前缀即
可：0x 表示十六进制数，0b 表示二进制数，而 0o 则表示八进制数（第二个圈不是零而是字
母 O 的小写）。需要注意的是，这些前缀中的字母标识 x、b 及 o 只能是小写，不能是大写。
下面我们分别给出数值 20 的各种进制表达方法，如下所示：
julia> 0x14
0x14

# 十六进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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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lia> 0b10100
0x14

# 二进制

julia> 0o24
0x14

# 八进制

这三种表达方式在 REPL 展示时都被显示为十六进制，可见它们确实表达了同样的值。但
它们的类型也是一样的吗？与前面的十进制 20 又有什么不同？
事实上，我们可以使用 typeof() 函数在任何时候查看某个值或变量等任意对象的类
型，例如：
julia> typeof(20)
Int64
julia> typeof(0x14)
UInt8
julia> typeof(0b10100)
UInt8
julia> typeof(0o24)
UInt8

我们会发现，这四个值虽然都是整数 20，但类型却不都是一样的。
整数类型的确定需要考虑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有符号还是无符号，二是位数。在
Julia 自动确定字面值类型的过程中，会将十进制的字面值确定为有符号整型，而将其他进
制的数均处理为无符号整型；而在位数选择方面，十进制字面值会默认与操作系统的位数
保持一致，除非字面值过大，需要选择更大的位数，对于非十进制的其他数制字面值会依
据值的大小选择恰当的位数。
仍以数值 20 的四种进制表达方式为例，0x14、0b10100 及 0o24 均被确定为无符号整型，
而十进制被确定为有符号整型；虽然大小都是 20，但十进制选择了 64 位（笔者运行示例的
系统为 64 位，后文未说明均为 64 位操作系统），其他的进制则仅选择 8 位。我们可以借助
内置的 bitstring() 查看这些值在内部的二进制结构：
julia> bitstring(20)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10100"

# 64位

julia> bitstring(0x14)
"00010100"

# 8位

julia> bitstring(0b10100)
"00010100"

# 8位

julia> bitstring(0o24)
"00010100"

# 8位

可见十进制的字面值 20 在存储结构中确实采用了 64 位，而其他的三个采用了 8 位。
我们再看看一个比 20 大得多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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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lia> bign = 300000000000000000000000;
julia> typeof(bign)
Int128

上例将变量 bign 绑定到了一个非常大的整数，因为是十进制，所以确定为有符号类型，但
却超出了 Int64 所能表达的范围，所以最终将类型放大到 128 位有符号整型。
对于其他进制这种情况也类似，例如：
julia> typeof(0x14F)
UInt16

# 对应十进制数335

julia> typeof(0x14FFF)
UInt32

# 对应十进制数86015

julia> typeof(0x14FFFFFFF)
UInt64

# 对应十进制数5637144575

julia> typeof(0x14FFFFFFFFFFFFFFF)
UInt128

# 对应十进制数24211351596743786495

可见数值越大，Julia 选择类型的位数越高。此时，类型位数的选择不会再局限于运行系统
的位数。

3.1.2

类型强制限定

当然，在提供数据时，我们可以不让 Julia 自行确定类型，或者将其转换为指定的类
型，做法为：
类型名称(输入值或变量)

这实际是以类似函数的形式对目标类型进行调用（后面我们会知道这其实是类型的一种构造
方法）。例如：
julia> x2 = Int32(20)
20

# 字面值20以Int32类型提供

julia> typeof(x2)
Int32
julia> x3 = UInt8(20)
0x14

# 字面值20以UInt8类型提供

julia> typeof(x3)
UInt8
julia> y1 = Int64(0x14)
20

# 字面值0x14以Int64类型提供

julia> typeof(y1)
Int64
julia> y2 = Int8(0b10100)
20

# 字面值0b10100以Int8类型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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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lia> typeof(y2)
Int8

或者
julia> UInt32(y2)
0x00000014

# 原来的类型为Int8

julia> typeof(ans)
UInt32
julia> Int8(x3)
20

# 原来的类型为UInt8

julia> typeof(ans)
Int8

但如果限定的类型无法表达原始数值，Julia 会报异常，例如：
julia> UInt16(0x14FFF)
ERROR: InexactError: trunc(UInt16, 86015)
julia> Int64(bign)
ERROR: InexactError: trunc(Int64, 300000000000000000000000)

所以，类型的确定需要综合考虑各类型的表达能力以及内存管理方面的情况，确保在资源
节约的情况下，不会导致数据的表达出现类似上述的截断性错误。

3.1.3

有无符号转换

显而易见，位数相同的整型中，与有符号相比，无符号整型能够表达更大的正数。必
要时，我们可以使用 unsigned() 函数将有符号数值转为无符号类型，例如：
julia> unsigned(20)
0x0000000000000014
julia> typeof(ans)
UInt64

# 20为Int64类型

# 转为原值相同位数的有符号类型

julia> unsigned(Int16(20))
0x0014
julia> typeof(ans)
UInt16

# 转为原值相同位数的有符号类型

反之，可以使用 signed() 函数将无符号数值转为有符号类型，即：
julia> signed(UInt32(20))
20
julia> typeof(ans)
Int32

# 转为原值相同位数的有符号类型

julia> signed(0x14)
20
julia> typeof(ans)
Int8

# 转为原值相同位数的有符号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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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出，上述的 unsigned signed() 函数在转换时会将原值变成位数相同的无符
号或有符号类型。但需要注意的是，在这种转换中，前者则会忽略负值的检查；而后者会
忽略表达范围越界（Overflow，溢出）的情况。例如：
julia> a1 = Int8(-20)
-20

# a1为8比特的整型，负数

julia> a2 = unsigned(a1)
0xec

# a2为将负数的a1转为无符号整型

julia> Int64(a2)
236

# a2的实际值变成了236

julia> bitstring(a1)
"11101100"
julia> bitstring(a2)
"11101100"

其中的 a2 在将 a1 转换为无符号后，值发生了变化，不再是 -20 而是 236。两者在存储结构
中，位序列上仍是一致的，但类型已经不再相同，一个是负数，而另一个变成了正数。不
过，再次对 a2 进行转换时，仍可以获得其原始的负值，即：
julia> signed(a2)
-20
julia> typeof(ans)
Int8

再例如：
julia> b1 = typemax(UInt8)
0xff
julia> signed(b1)
-1

# 转换后溢出，导致结果并非是2^32-1，而变成了-1

julia> typeof(ans)
Int8

该例中尝试将 UInt8 的最大值转为有符号类型，但显然相同位数的有符号型 Int8 无法表达
这个值，出现了溢出现象，变成了 -1 值。
提
示

为了明白其中的原委，读者需要回顾关于计算机表达正负数的方法，这里不赘述。需
要注意的是，这个过程 signed() 函数并不会上报异常，所以在实践中需要多多留意。

在整数表达方面，Julia 提供了各种整型的表达方式，在开发中可以根据系统特点、业
务需求及内存条件，选择恰当的类型，以在性能与功能方面达到最优的效果。

3.2

布尔型
布尔（Bool）型是专门用于描述真（true）和假（false）这两种逻辑情况的特殊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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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可以通过 bitstring() 函数查看一下 true 及 false 的内存表达方式，代码如下：
julia> bitstring(true)
"00000001"
julia> bitstring(false)
"00000000"

可见，布尔型唯一的两个实例对象 true 与 false 在内存结构上其实是 8 位的值，类似于
类型 Int8 的 1 与 0 这两个值：
julia> bitstring(Int8(1))
"00000001"
julia> bitstring(Int8(0))
"00000000"

所以原理上，我们可以将 true 转为整型 1，将 false 转为整型 0，即：
julia> Int8(true)
1
julia> UInt128(true)
0x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1
julia> Int32(false)
0

反之，也可将整型 1（未必是 Int8）转为 true，将整型 0 转为 false，即：
julia> Bool(UInt8(1))
true
julia> Bool(Int64(1))
true
julia> Bool(0)
false

但在整型转为布尔型的过程中，若是非 1 的数值，转为 true 时会导致错误，即：
julia> Bool(10)
ERROR: InexactError: Bool(Bool, 10)
julia> Bool(-10)
ERROR: InexactError: Bool(Bool, -10)

这说明，虽然 Julia 中的布尔型是整型的一种，但不能将整型当布尔型使用，因为它们
在设计机制和使用约束上有着许多差异，这是与其他语言不同的地方。

3.3

浮点型
浮点数一般指带有小数点的数，是实数集的基础元素，也是科学计算中最为常见的数据

类型。不同于整数的离散性，浮点数在实数轴上是稠密的，而且在计算机中的表达结构也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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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复杂（可查阅相关资料了解）。因此，涉及密集浮点计算的代码往往都是性能问题的焦点。
虽然随着现代芯片技术的迅猛发展，硬件计算能力大幅度提升，甚至有专门用于浮点
运算的芯片，但浮点运算始终都是需要开发者密切关注的内容。

3.3.1

基本定义

浮点型并不像整型那样区分出有符号或无符号，而是按照表达精度分成了三类，同样
与内部的位数相关，具体如表 3-2 所示。
表 3-2
类

型

浮点数类型

位

数

精

度

Float16

16

半精度

Float32

32

单精度

Float64

64

双精度

如果要在 Julia 中以字面值输入浮点数，可以有多种形式，如下所示：
julia> 1.0
1.0

# 正数

julia> 1.
1.0

# 省略了小数部分的0，但保留了小数点，用以明确是浮点数

julia> .5
0.5

# 省略整数部分的0，保留小数点

julia> -1.23
-1.23

# 负数

julia> 1e10
1.0e10

# 科学计数法

julia> 2.5e-4
0.00025

同样，可以使用 bitstring() 函数查看浮点数内部结构的二进制序列，例如：
julia> bitstring(1.0)
"001111111111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julia> bitstring(-1.23)
"1011111111110011101011100001010001111010111000010100011110101110"
julia> bitstring(2.5e-4)
"0011111100110000011000100100110111010010111100011010100111111100"

可见，浮点数的表达与整数有很大的不同。
默认情况下，64 位系统会自动选择 Float64 类型。若要使用其他浮点类型，则需要
显式地指明，代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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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lia> 0.5f0
0.5f0

# 字面值加上f0标识，会创建Float32类型

julia> typeof(ans)
Float32
julia> 2.5f-4
0.00025f0

# 计数法使用f代替e

julia> typeof(ans)
Float32
julia> Float32(0.5)
0.5f0

# 显式地进行类型限定

半精度类型 Float16 一般不太常用，只用于特定情况。即使将某个数值限定为 Float16
类型，参与计算时也会由 Julia 处理为 Float32 类型。

3.3.2

零的表达

浮点型在表达数值零时有些特别，存在正零和负零两种情况，它们的内存表达是不相
同的，代码如下：
julia> bitstring(0.0)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julia> bitstring(-0.0)
"1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julia> 0.0 == -0.0
true

# 比较运算符，后文会介绍
# 返回布尔型true值，表示两者的值相同

可见，虽然都是零，但在二进制中最高位对应的符号位却是不同的。
虽然这两种零在一般的计算中表现常常一致，但在特殊的情况，也可能会导致不同的
结果。为了避免这种差异，Julia 提供了专门的函数用于生成某类型的零值，例如：
julia> zero(Float32)
0.0f0
julia> bitstring(ans)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julia> zero(Float64)
0.0
julia> bitstring(ans)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只要我们在需要使用零值时都采用该函数，就不会出现因为不一致而导致的无法预料的
情况。
而且 zero() 函数除了按照指定类型生成相应的零值外，也可将某具体数值作为参数
以生成其所属类型的零值，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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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lia> zero(1.2)
0.0
julia> typeof(ans)
Float64
julia> zero(Float16(12.98))
Float16(0.0)

显然，如果统一通过该函数生成浮点零值，就不会出现上述的内存表达差异，代码如下：
julia> zero(-0.0)
0.0
julia> bitstring(ans)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julia> zero(0.0)
0.0
julia> bitstring(ans)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当然，函数 zero() 也适用于其他的数值类型，例如：
julia> zero(Bool)
false
julia> zero(UInt32)
0x00000000
julia> zero(1)
0
julia> zero(true)
false

推而广之，除了零之外，数值 1 也是特别常用的值。Julia 提供了专门的函数 one() 用
于生成各种类型的 1 值，例如：
julia> one(Int64)
1
julia> one(38)
1
julia> one(Float32)
1.0f0
julia> one(Bool)
true

这种统一操作不但在接口上更为方便，而且恰当使用时能够给性能带来很大的好处。这是
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的编程经验。

34

Julia 语言程序设计

3.3.3

epsilon

实际上，由于位数所限，并不是每个实数都能在计算机中有准确的表达，计算机中的
浮点型数值也只是实数集很小的子集之一。所以，计算机中相邻两个浮点型值之间存在着
“缝隙”，是其无法表达的实数区域，也影响着科学计算的精度。为了能够评估这种误差，
相邻浮点值间这种缝隙的宽度被称为 epsilon 值。
Julia 中可通过 eps() 获得某个浮点值附近的 epsilon 值，下面以 Float64 类型的浮
点数为例：
julia> eps(100000.0)
1.4551915228366852e-11
julia> eps(1000.0)
1.1368683772161603e-13
julia> eps(100.0)
1.4210854715202004e-14
julia> eps(1.0)
2.220446049250313e-16
julia> eps(-1.0)
2.220446049250313e-16
julia> eps(1e-27)
1.793662034335766e-43
julia> eps(0.0)
5.0e-324

细心的读者能够发现，浮点值不同时 epsilon 值也不同。
实际上，随着浮点值（绝对值）从大到小，epsilon 值会呈指数级骤减，到零值处最小。
而且 epsilon 值的大小关于零点对称，与浮点值的正负无关。换言之，在计算机能够表达的
浮点数集合中，越靠近零点，数值的分布越稠密；而远离零点时，则会变得越来越稀疏，
精度也会越来越差。
也可以直接取得某个浮点类型的 epsilon 值，代码如下：
julia> eps(Float16)
Float16(0.000977)

# 等于eps(one(Float16))

julia> eps(Float32)
1.1920929f-7

# 等于eps(one(Float32))

julia> eps(Float64)
2.220446049250313e-16

# 等于eps(one(Float64))

julia> eps()
2.220446049250313e-16

# 等于eps(one(Float64))

不过以类型获得 epsilon 值时，上报的“缝隙”值实际是浮点值为 1.0 处的情况。若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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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该函数未提供参数，则取默认浮点类型在值为 1.0 处的 epsilon 值，例如在 64 位系统中，
esp() 相当于 eps(one(Float64))。
正是由于 epsilon 值的存在，计算机中的浮点数并不是无限稠密的，而是一系列离散的
数值。而且离散的浮点数是有序的，所以可以进行逐一遍历。
内置的 nextfloat() 与 prefloat() 函数可以分别获得某个浮点值的后继与前继浮
点值。例如：
julia> x = 1.25f0
1.25f0
julia> nextfloat(x)
1.2500001f0
julia> prevfloat(x)
1.2499999f0

如果我们查看 x 及其前继、后继的在二进制表达，便能够发现它们之间的大小只差一个进
制位，即：
julia> bitstring(prevfloat(x))
"00111111100111111111111111111111"
julia> bitstring(x)
"00111111101000000000000000000000"
julia> bitstring(nextfloat(x))
"00111111101000000000000000000001"

这实际也是浮点表达中 epsilon 值存在的重要原因。
当然，也可以通过 x+eps(x) 或 x-eps(x) 分别获得 x 的后继与前继值，代码如下：
julia> x + eps(x)
1.2500001f0

# 等于nextfloat(x)

julia> x - eps(x)
1.2499999f0

# 等于nextfloat(x)

这样的遍历操作在一些需要高精度数值迭代的场景会比较有用。

3.3.4

无穷值

在数学理论中，常规浮点数仅仅是实数集合的一部分，而非全部，还有两个我们无
法忽略的边界值，即正无穷大和负无穷大。无穷值在数学上是有意义的，在区间表达或求
极限值时经常会遇到。最为常见的情况是除数为零，此时在数学中便对应于无穷值，但在
C++、Java 等常见的语言中会报出异常，甚至会导致程序陡然崩溃。
但在 Julia 中，无穷值是正常的浮点数，有着常规浮点数同样的地位，也是浮点型的
实例对象，同样可以参与各种计算。所以，除零计算在 Julia 是正常的操作，不会有任何问
题。按照浮点型的不同，Julia 分别定义了三对无穷值，具体如表 3-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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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

无穷值定义

Float16

Float32

Float64

Inf16

Inf32

Inf64 或 Inf

大于该类型所能表达的所有有限浮点值

-Inf16

-Inf32

-Inf64 或 -Inf

小于该类型所能表达的所有有限浮点值

描

述

在 64 位系统中，Inf 等价于 Inf64 而 -Inf 等价于 -Inf64 值。
需要明确的是，不论是正无穷大还是负无穷小，Julia 中定义的无穷值都不是一种类型，
而是浮点型的数值常量。可以通过 typemin() 和 typemax() 函数查看无穷值在浮点数
集合中所处的位置，例如：
julia> typemin(Float64)
-Inf
julia> typemax(Float32)
Inf32
julia> typemin(Float16)
-Inf16

可见它们与前文定义的常规浮点型同处于实数轴上，而且是对应着浮点类型表达范围的极限。
有了对无穷值的支持，Julia 中的浮点运算就可以正常地使用除零操作了，例如：
julia> 1.2/0
Inf
julia> -1.2/0.0
-Inf
julia> Float32(9)/zero(Float16)
Inf32
julia> Float16(9)/zero(Float64)
Inf
julia> typeof(ans)
Float64

实际上，这种操作在数学中也是有意义的。
如果要获知某个变量或值是否是无穷值，可通过 isfinite() 或 isinf() 函数进行判
断，例如：
julia> isfinite(Inf)
false
julia> isinf(-Inf)
true
julia> isfinite(3.0)
tr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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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lia> isinf(2.5e-10)
false

关于无穷值在计算中的更多应用，我们会在后续的章节中介绍。

3.3.5

非数值

基于浮点数的计算中，往往会出现无效的浮点值。这样的事物不是任何浮点数，但我
们又需要标记它的存在，这种情况在大规模数据操作中经常会遇到。为了应对这种情况，
Julia 另外定义了一组特殊的浮点值常量，即“非数值（Not-a-Number）”。
定义的三种浮点类型（即 Float16、Float32 及 Float64）对应的“非数值”分别
是 NaN16、NaN32 及 NaN64（在 64 位系统中等价于 NaN）。
可用 isnan() 来检验一个变量或数值是否为“非数值”，例如：
julia> isnan(10)
false
julia> isnan(-NaN)
true
julia> isnan(NaN16)
true

为了叙述方便，后文涉及“非数值”这类特殊浮点值时，均以 NaN 指代。

3.3.6

内置常量

为了方便，在 Julia 的 Base.MathConstants 模块中定义了常见的数学或物理等方
面的系数常量，如表 3-4 所示。开发者可以不用自己重复定义，直接使用即可。
表 3-4
系数常量

常用的内置常量

对应的变量名称

取

值

圆周率

pi 或 π

3.1415926535897...

自然常数（欧拉数）

ε或e

2.7182818284590...

卡特兰数

catalan

0.9159655941772...

欧拉常数

eulergamma 或 γ

0.5772156649015...

黄金比例

φ或 golden

1.6180339887498...

注意“变量名称”中的希腊字母并不是某种数学表达，而是 Julia 中的变量名。其中 π、
ε（不是英文字母 E 的小写）、γ 和 φ 都是希腊字母，但都是正常 UTF-8 字符构成的 Julia
变量，可以像其他变量一样使用，例如：
julia> using Base.MathConstants
julia> π
π = 3.1415926535897...

# 引入常量模块，后面会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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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lia> φ
φ = 1.6180339887498...
julia> γ
γ = 0.5772156649015...
julia> 2π
6.283185307179586
julia> γ+1
1.5772156649015328
提
示

至于这些字符的输入方式，Julia 提供了反斜线转义的方式，并在官方文档中提供了
详细的列表。不过转义方式仅适用于 REPL 环境，不适用于脚本环境。如果在脚本
中需要，直接复制粘贴或许更为方便。

不过深究的读者会发现，这些系数常量并不是浮点类型，即：
julia> using Base.MathConstants
julia> typeof(pi)
Irrational{:π}
julia> typeof(φ)
Irrational{:φ}
julia> typeof(γ)
Irrational{:γ}

其中的 Irrational 便是 Julia 内部定义的无理数类型。
无理数是不能写作整数比值的无限不循环小数，也是实数的一种。因为我们一般不需要
主动创建无理数，而且 Irrational 型可以像浮点型那样操作，所以本书不对该类型赘述。

3.4

有理数型
有理数与无理数相对，也是实数集合的子集，可以简单地认为是分子与分母均为整数

的分数。
在 Julia 中直接提供了这种数值的表达方式，其原型（其中涉及的抽象类型、类型参数
化等概念会在后续章节中详述）为：
Rational{T <: Integer} <: Real

其中，Rational 是有理数的类型名；Integer 是 Julia 中定义的抽象类型（后文介绍），
用于限定分子与分母都必须是上文中 Int8、Int16 等具体整数类型的一种；Real 是抽象
类型，表达的是 Rational 同浮点型、无理数型一样，都是实数的一种。
Rational 类型是 Julia 中特有的，以“分子 // 分母”格式表达。其中双斜线并非是
运算符，而是表达有理数结构的特定操作符。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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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子与分母都是Int64类型

julia> typeof(ans)
Rational{Int64}
julia> Int8(2)//Int32(7)
2//7
julia> typeof(ans)
Rational{Int32}

# 分子是Int8类型，而分母是Int32类型

# 类型被统一为Int32

可见，分子与分母为不同整型时，Julia 会通过必要的隐式转换，将两者的类型进行统一。
而且创建的 Rational 数值在 Julia 内部会被约分为标准形式，确保分母不为负数，例如：
julia> UInt32(2)//Int8(10)
1//5
julia> 5//25
1//5

# 被约分

julia> 1//-2
-1//2

# 负号被放于分子上

julia> -2//4
-1//2

如此一来，数学意义上相等的有理数，在语言内部的表达便是唯一的。
由于对无穷值的支持，所以在 Rational 对象中允许分母为 0，但不允许分子和分母
同时为 0，例如：
julia> 5//0
1//0
julia> -3//0
-1//0
julia> typeof(ans)
Rational{Int64}
julia> 0//0
ERROR: ArgumentError: invalid rational: zero(Int64)//zero(Int64)

其中，前两个除零有理数定义成功，且都被约分为同一形式；但后一个因为分子和分母都
为 0，所以创建失败。
显然，如果分子或分母中任意一个为浮点值，创建 Rational 数值对象也会失败，例如：
julia> 1.2//3
ERROR: MethodError: no method matching //(::Float64, ::Int64)
julia> 2//3.1
ERROR: MethodError: no method matching //(::Int64, ::Float64)

因为 Rational 的声明中限定了分子、分母的类型必须是整型的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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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Rational 类型的有理数值均可转换到浮点值，例如：
julia> Float64(3//2)
1.5
julia> Float64(-4//-12)
0.3333333333333333
julia> Float64(5//0)
Inf

# 分母为0的正有理数，对应正无穷

julia> Float64(-3//0)
-Inf

# 分母为0的负有理数，对应负无穷

同时，浮点值也能够转换到 Rational 数值，例如：
julia> Rational(1.5)
3//2
julia> Rational(0.33333333333333)
6004799503160601//18014398509481984
julia> Rational(-2.5)
-5//2
julia> Rational(Inf)
1//0
julia> Rational(-Inf)
-1//0

其中，为何 0.33333333333333 转换的结果不是 1//3 而是由一大串数字构成的 Rational 类型
对象，有兴趣的读者可以研究下。
如 果 要 获 得 Rational 对 象 的 分 子、 分 母 部 分， 可 以 分 别 通 过 numerator() 和
denominator() 函数实现，例如：
julia> numerator(2//3)
2
julia> denominator(2//3)
3

3.5

复数型
复数与有理数类型一样，也是一个二元数，在高等数学与信号处理中经常涉及。Julia

也内置了复数型，并提供了各种常用的运算。
复数同样是一个参数化的类型，其原型为：
Complex{T <: Real} <: Number

其 中，Number 是 抽 象 类 型， 表 示 Complex 是 数 值 类 型 的 一 种； 而 {T<:Real} 表 示
实 部 与 虚 部 的 类 型 T 可 以 是 Real 类 型 的 任 一 种， 包 括 各 种 浮 点 型、 整 数 型、 有 理 数
Rational 型及无理数 AbstractIrrational 型（Irrational 的父类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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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地，当 T 取 Float16、Float32 及 Float64 时，对应的复数型分别为 Complex
{Float16}、Complex{Float32} 及 Complex{Float64}。为了方便，Julia 为它们提
供了别名，即 ComplexF16、ComplexF32 和 ComplexF64。
在创建 Complex 数值对象时，也可以像整型、浮点型、有理数型那样以字面值的方式
提供，格式为“实部 + 虚部 im ”。为了避免歧义，其中的虚部标识采用了 im，对应于数学
中的虚部单位 i，例如：
julia> 1 + 2im
1 + 2im

如上所示，虚部可由数值紧跟 im 构成。
若没有提供虚部值，会默认为 1，例如：
julia> 1+im
1 + 1im

若不提供实部，则会默认为 0，例如：
julia> 2im
0 + 2im

但如果使用变量提供虚部值，则需将变量与虚部单位明确的采用乘号表示出来，例如：
julia> a = 1; b = 2;
julia> a + b*im
1 + 2im
julia> 1 + Inf*im
1.0 + Inf*im
julia> 1 + NaN*im
1.0 + NaN*im

但是这种用乘号表示的复数并不推荐，因为很容易与常规的乘法冲突，所以建议使用
函数 complex() 构造复数，例如：
julia> complex(a, b)
1 + 2im

该函数创建的 Complex 类型会由 Julia 自动确定。
当然也可以使用复数类型声明的构造方法（后面会介绍）创建 Complex 类型，例如：
julia> ComplexF32(1.0, 2.0)
1.0f0 + 2.0f0im

这种方式可以限定创建对象的类型。
正如类型的声明所述，除了整型与浮点型外，其他类型的实数也是可用于创建 Complex
对象的，例如：
julia> using Base.MathConstants
julia> complex(γ,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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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772156649015329 + 3.141592653589793im
julia> typeof(ans)
Complex{Float64}

# 无理数Irrational型变成了浮点型

julia> complex(1//2, 2//3)
1//2 + 2//3*im
julia> typeof(ans)
Complex{Rational{Int64}}

在数学上，复数有着各种操作，比如求共轭，取绝对值，算模的值或相位角等，这些
操作在 Julia 中也都可以实现，如表 3-5 所示。
表 3-5
函

数

复数的操作

名

功

能

real()

取实部

imag()

取虚部

reim()

同时取虚部、实部

conj()

复数共轭

abs()

模

abs2()

平方模（二阶范数）

angle()

相位角（弧度）

随机数 1

3.6

随机地生成数值，在许多场景中会用到，比如模拟中奖这种随机事件，或者蒙特卡罗
（Monte Carlo）仿真等。但通过计算机生成随机数是一件很有挑战性的事，因为计算机的特
点 是 一 切 都 需 要 是 明 确 的。 科 学 家 们 发 明 了 多 种 方 法， 制 作 出 了 各 种 伪 随 机 数 发 生 器
（Random Number Generator, RNG）， 其 中 的 马 特 赛 特 旋 转 演 算 法 是 Julia 默 认 采 用 的
方法。
提
示

如果开发者不愿意使用该 RNG，可以借助 AbstractRNG 类加入新的 RNG，以便使用。

另外，因为随机数模拟的实际是某个随机事件，所以也与统计分布相关，即大量的随
机数序列会呈现某种数学分布特性，比如均匀分布、正态分布或指数分布等。Julia 能够按
照要求生成特定分布特性的随机数序列，并且还可以支持不同的数值类型，下面以浮点型
为例，分别介绍三种常见分布的随机数生成方法。

马特赛特旋转演算法（Mersenne Twister Library），由 Makoto Matsumoto（松本）和 Takuji Nishimura（西
村）于 1997 年开发。该方法基于有限二进制字段上的矩阵线性再生，快速产生高质量的伪随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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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均匀分布随机数
函数 rand() 用于生成均匀分布的随机数。对于浮点类型来说，该函数生成的随机数
所处的区间是 [0,1)，即小于 1 大于等于 0 的浮点数。例如：
julia> rand()
0.003594517966796884
julia> rand()
0.05602819264146208
julia> rand()
0.8497003282422178

如上所示，按照相同的方式反复地调用同一个函数，每次都会获得不同的数值，即获得了
需要的随机序列。
2. 正态分布随机数
函数 randn() 则是用于生成均值为 0，方差为 1 的正态分布中的随机数，例如：
julia> randn()
1.2632927170077926
julia> randn()
-1.2236714132749305
julia> randn()
0.4294006067651739

3. 指数分布随机数
函数 randexp() 用于生成符合指数分布的随机数，例如：
julia> randexp()
1.6622581377218693
julia> randexp()
0.768276340842417
julia> randexp()
0.3918476058681037

关于随机生成函数的更多用法，可参见相关文档，这里不再赘述。

3.7

任意精度算术
不论是浮点型还是整型，遇到“超大”的数值时，都会面临越界溢出的问题。例如：
julia> x = typemax(Int64)
9223372036854775807
julia> x + 1
-9223372036854775808

# Int64能表达的最大正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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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lia> x + 1 == typemin(Int64)
true

# 对其+1操作后，变成了最小负数值

其中，x 已是 Int64 能够表达的最大数值，一旦对其 +1 便出现“反转”的情况，变成了
Int64 的最小数值。若不能跟踪这种异常，未采取恰当的处置，便会引发不可预料的重大
错误。
为了应对这种情况，实现任意精度的计算（Arbitrary Precision Arithmetic），Julia 语言
封装了 GNU 的多精度算术库 和多精度浮点计算库 ，提供了 BigInt 和 BigFloat 两个
类型。其中 BigInt 是 Integer 类型的一种，而 BigFloat 是浮点型 AbstractFloat
（浮点数抽象类型）的一种。12
当使用 BigInt 类型时，处理上例中变量 x 的情况，不会再出现溢出问题，例如：
julia> BigInt(typemax(Int64)) + 1
9223372036854775808

可见，取得了累加后的正确值。当然，对于更大的整数值同样如此，例如：
julia> parse(BigInt, "123456789012345678901234567890") + 1
123456789012345678901234567891

其中的 parse() 函数用于将字符串转为数值类型，在字符串学习时会详细介绍。
对于浮点数，BigFloat 同样可以解决表达范围越界的问题：
julia> BigFloat(2.0^66) / 3
2.4595658764946068821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44e+19
julia> parse(BigFloat, "1.23456789012345678901")
1.23456789012345678901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4

或者，可采用 big() 函数将不同类型的“超大”数值转为 BigInt 或 BigFloat 类型，例如：
julia> big(typemax(Int64))
9223372036854775807
julia> big(2.0^66)
7.3786976294838206464e+19

采用 BigFloat 后，在 epsilon 值方面也有着更好的提升，例如：
julia> eps(Float64)
2.220446049250313e-16
julia> eps(BigFloat)
1.727233711018888925077270372560079914223200072887256277004740694033718360632485e-77

可见，BigFloat 的 epsilon 值显然要比 Float64 类型的小得多。
另外，在代码中以字面值的方式输入非常大（通常也会比较长）的数值时，可以使用
Julia 特有的下划线分割方式，以便于视觉上的划分。例如：
多精度算术库（GNU Multiple Precision Arithmetic Library，GMP），参见 https://gmplib.org。
多精度浮点计算库（Multiple-Precision Floating-point computations with correct Rounding，MPFR），参见
http://www.mpfr.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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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lia> 988_765.000_1234_05
988765.000123405

其中的下划线位置并没有明确的限制，而且同样适用于整型，且与数制无关。例如：
julia> 10_000_000
10000000
julia> 0xdeaf_beef
0xdeafbeef
julia> 0b1011_0010
0xb2

可见非常直观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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