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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要做基于 Python 的 Web 开发，必须部署好开发环境。笔
者选择的版本为 Python 3.7，集成开发环境（IDE）版本为 PyCharm 2018.2.1，本书中的所
有项目都基于此环境开发。
本章主要涉及的知识点有：
 Python 的安装及配置；
 虚拟环境的使用与配置；
 Pycharm 的安装及使用。

1.1

Python 的安装及配置

Python 几乎可以在任何平台上运行，如在我们所熟悉的 Windows、Linux 等多种主流
操作系统上运行。安装 Python 的时候，我们可以选择从源码安装（一般先要安装编译源
码所需要的各种依赖包，再下载源码解压安装），也可以用已经编译、打包好的安装包进
行安装。这里笔者选择的是编译好的安装包下载安装。

1.1.1

Python 的安装

下面以在 Windows 7 的 64 位操作系统中安装 Python 为例，简要说明一下 Python 的
安装方法。
Python 安装包可以直接从官网下载，下载地址为 https://www.python.org/，先选择
Downloads 下的 Windows，再选择 Python 3.7.0 的版本下载。这里主要分成 3 个版本：
embeddable zip file-解压版（解压后配置环境变量就可以直接使用）、executable installer安装版（需要安装并配置环境变量才能使用）、web-based installer-在线安装版（需要连接
网络安装），3 个版本如图 1.1 所示。其中，x86 代表 32 位，x86-64 代表 64 位，根据计
算机系统，选择相应的安装包即可。

注意：Python 版本要根据自己的操作系统是 64 位还是 32 位来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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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ython 的各种版本选择

这里下载的是安装版，安装路径可以选择默认（Install Now），也可以选择自定义
（Customize installation）。下面介绍一下这两种方式的安装方法。

注意：默认安装比较“傻瓜化”，新手可以选择此种方式安装。
1．选择默认安装
（1）双击安装包文件准备安装，如图 1.2 所示。

图 1.2

Python 的安装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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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选择 Install Now 选项（默认安装方式），一直单击Ｎext 按钮，直至完成安装，
如图 1.3 所示。

图 1.3

Python 3.7.0 安装完成

2．选择自定义安装
（1）
安装界面选择 Customize installation 选项
（自定义安装）
，
选中 Add Python 3.7 to PATH
复选框添加路径（如果选这一步骤，后面的 Python 环境变量配置可以省略）
，如图 1.4 所示。

注意：如果不选择 Add Python 3.7 to PATH 复选框，则意味着需要手动配置环境变量。

图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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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不作任何更改，单击 Next 按钮，进入下一步安装，如图 1.5 所示。

图 1.5

单击 Next 按钮

（3）选择一个自己喜欢的安装位置，单击 Install 按钮开始安装，如图 1.6 所示。这里
的安装路径为 C:\Python37。

注意：Python 的安装路径不能有空格。

图 1.6

选择安装路径

（4）等待进度条加载完毕，如图 1.7 所示。
（5）安装完毕后，单击 Close 按钮，完成安装，如图 1.8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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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

正在安装

图 1.8

安装完毕

至此，Python 3.7.0 安装完成，下面开始配置环境变量。为什么要设置环境变量？简
单地说，计算机在执行某个程序或命令时，是在环境变量中
找对应的程序或命令的起始位置。如果不正确设置环境变量，
就不能正确使用相应的程序或命令。设置环境变量的详细步
骤如下：
（1）右击计算机桌面上的“计算机”图标，在弹出的快
捷菜单中选择“属性”命令，如图 1.9 所示。
（2）在弹出的对话框中单击“高级系统设置”，如图 1.10
所示。
图 1.9 选择“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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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高级系统设置”

（3）在弹出的“环境变量”|“高级”选项卡中，选择系统变量中的 Path，然后单击
“编辑”按钮，如图 1.11 所示。
（4）请注意配置环境变量，将“;C:\Python37;C:\Python37\Scripts;”（注意，复制双引
号中间的内容，不要复制双引号）复制到环境变量中系统变量的 Path 变量最后面的位置
上去，如图 1.12 所示。

图 1.11

1.1.2

选择 Path 路径

图 1.12

配置环境变量

测试 Python 是否安装成功

接下来测试一下 Python 是否安装成功。按 Win+R 键，调出运行窗口，在运行窗口中
输入 cmd 并回车，然后在 cmd 下输入 python -V，可以看到 Python 的版本号为 Python 3.7.0，
就可以知道 Python 安装成功了，如图 1.1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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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cmd 下输入的是 python –V，V 是大写的。

图 1.13

1.2

测试 Python 是否安装成功

虚拟环境的配置

在实际开发环境中，应用 A 可能使用的版本为 Python 2.x 版本，应用 B 可能使用的版
本是 Python 3.x 的版本，为了使 Python 多版本能同时共存，互相不影响，必须有一种工具
能将多个应用隔离开。virtualenv 就是一个创建隔绝 Python 环境的工具，它使每个应用各
自拥有一套“独立”的 Python 运行环境成为可能。
要使用 virtualenv，必须首先完成安装。安装 virtualenv 可以使用下面的命令：pip install
virtualenv 或 pip3 install virtualenv 来完成安装，安装成功后，如图 1.14 所示。

图 1.14

安装 virtualenv

笔者计算机上安装了 Python 2.7 和 Python 3.7 两个版本，所以这里使用了以下命令：
py -3 -m pip install virtualenv

接下来，为工程创建一个虚拟环境，具体步骤如下：
（1）在 cmd 下进入工程存放的磁盘。比如，笔
者的是 F 盘，那么在 cmd 下直接输入“f:”（输入
的是双引号中的内容），然后回车，就进入 F 盘根
图 1.15 cmd 命令行进入 F 盘
目录下了，如图 1.15 所示。
（2）在 F 盘根目录下新建一文件夹，输入命令 mkdir flask-venv，回车，然后输入命令
cd flask-nenv 再回车，如图 1.16 所示。

注意：mkdir 为新创建目录的意思，mkdir flask-venv 将创建一个名称为 venv 的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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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F 盘下新建一名为 flask-venv 的目录

（3）接着输入命令 virtualenv venv，然后回车。virtualenv venv 将会在当前的目录下创
建一个目录，表示虚拟环境目录名为 venv，包含了 Python 可执行文件，以及 pip 库的一
份备份，如图 1.17 所示。这样就能安装其他包了。虚拟环境的名称也可以取为其他名称，
若省略名称将会把文件均放在当前目录下。

图 1.17

创建虚拟目录 venv

如果你的计算机中安装有多个版本的 Python，可以选择一个 Python 解释器，在指定
之前，请将 flask-venv 目录下的 venv 整个文件夹全部删除掉，再使用如下命令：
virtualenv -p C:\Python37\python.exe venv。

注意：这里的-p 参数指定 Python 解释器程序的路径，这个命令执行以后，这里的解释
器将会选择 C:\Python37 中的解释器。
（4）要开始使用虚拟环境，其需要被激活，在 cmd 中输入 cd F:\flask-venv\venv\Scrip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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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回车，再输入 dir 后回车，如图 1.18 所示。

图 1.18

进入 F:\flask-venv\venv\Scripts

（5）接着输入命令 activate，回车以后便可以激活此虚拟环境了。激活的虚拟环境如
图 1.19 所示，激活以后当前命令行多了（venv）标识。

图 1.19

激活虚拟环境

如果要停用虚拟环境，可以使用下面的命令：
deactivate

如果要删除此虚拟环境，可以使用下面的命令：
rmvirtualenv flask-venv

如果要查看当前虚拟环境下已经安装了的第三方库，可以使用下面的命令：
pip list

如图 1.20 所示为目前已经安装好的第三方库。

图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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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在 PyCharm 中新建工程时，也可以帮你自动创建虚拟环境。

1.3

PyCharm 的安装及使用

PyCharm 是一款 Python 的 IDE 开发软件，它是由 Jetbrains 出品的产品，带有一整套
可以帮助用户在使用 Python 语言开发时提高开发效率的工具，是使用 Python 语言开发的
首选工具。

1.3.1

PyCharm 的下载及安装

PyCharm 主要有收费版（专业版）和免费版（社区版），读者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选
择 对 应 的 版 本 进 行 下 载 并 安 装 。 可 以 搜 索 PyCharm 官 网 ， 还 可 以 直 接 输 入 网 址
http://www.jetbrains.com/pycharm/download/#section=windows 下载 PyCharm 安装包，如图
1.21 所示，根据自己电脑的操作系统进行选择下载。

图 1.21

PyCharm 的下载

接下来简单介绍一下 PyCharm 软件安装的步骤。
（1）双击软件图标，开始安装，如图 1.2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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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2

开始安装 PyCharm 软件

（2）选择安装路径，可以选择默认路径，如图 1.23 所示。

图 1.23

PyCharm 安装路径选择

（3）如是 64 位系统，可以选择 64-bit launcher 复选框，如是 32 位系统，则选择 32-bit
launcher 复选框，然后单击 Next 按钮，如图 1.2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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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yCharm 安装位数选择

（4）单击 Install 按钮开始安装，如图 1.25 所示。

图 1.25

PyCharm 开始正式安装

（5）完成安装后，如图 1.2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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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6

1.3.2

PyCharm 完成安装

在 PyCharm 中新建工程

（1）PyCharm 新建工程很简单，选择 File | New ProjectFile | New Project 命令，弹出如
图 1.27 所示对话窗口。

图 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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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单击 Create 按钮，弹出 Open Project 对话框，如图 1.28 所示。选择默认选项，单
击 OK 按钮。

图 1.28

选择在当前窗口打开

（3）新工程创建成功，如图 1.29 所示。

图 1.29

1.3.3

创建 Flask 工程成功

在 PyCharm 中设置 UTF-8 编码自动创建

在网站开发中，一般要设置网页编码方案，国内开发人员有用 UTF-8 编码格式的，还
有使用 GB2312 编码格式的。UTF-8 是支持国际化的编码方案，如果采用了 UTF-8 编码，
国外用户浏览 UTF-8 编码的任何网页，无论是中文、日文、韩文或阿拉伯文，都可以正常
显示。反之，如果不采用 GB2312 编码，国外用户浏览你的中文站点时，显示的将会是乱
码。因此我们要求每个网页中必须指定编码方案。在 PyCharm 中，每一个.py 文件中都必
须编写相同的一行代码“#encoding:utf-8”。有没有方法使系统可以自动创建这一行代码？
答案显然是肯定的。

注意：实际开发中，请根据项目需要选择适当的编码方案。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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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方法如下：
（1）执行 File | Settings 命令，如图 1.30 所示。

图 1.30

执行 File | Settings 操作

（2）接步骤（1）继续执行 Editor | File and Code Templates 命令，在弹出的窗口中进
行设置，如图 1.31 所示。

图 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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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找到 Python Script 并点开，在如图 1.32 所示区域填写#encoding:utf-8。

图 1.32

PyCharm 新建程序自动补全编码设置

（4）写好以后，单击 OK 按钮保存设置。然后重新启动 PyCharm，再在工程中新建立
一个 xxx.py 文件，就可以看到自动创建的#encoding:utf-8 代码。

1.3.4

在 PyCharm 中使用已经设置好的虚拟环境

我们在 PyCharm 中创建好虚拟环境后，在此虚拟环
境中安装需要的插件和第三方库，就可以进行项目开发
了。如果此时新建立了一个测试项目，那么是新建新的
虚拟环境还是使用配置好的虚拟环境呢？如果你的新
项目跟以前的项目使用的是同一个版本的 Python，那么
就没有必要建立新的虚拟环境了。因为新建新的虚拟环
境，一是浪费开发人员的精力和时间，二是会占用额外
的磁盘空间。下面介绍如何在 PyCharm 中使用已经设置
好的虚拟环境。
假定我们在 J 盘的 J:\flask-venv\venv\目录中建有并
配置好了一个虚拟环境。现在要启用这个设置好的虚拟
环境，在 PyCharm 中新建一名称为 test 的工程，找到
Project Interpreter 设置面板，步骤如下：
（ 1 ） 执 行 File | Settings | Project:test | Project
Interpreter 命令，如图 1.33 所示。

图 1.33

找到 Project Interpreter 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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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Project:test 中的 test 表示工程名，读者可以根据自己的工程名来选择。
（2）单击面板右侧如图 1.34 所示的按钮。

图 1.34

设置图标

（3）通过鼠标左键设置图标按钮后，设置图标转变成 Add 图标，如图 1.35 所示。

图 1.35

图片转变为 Add 图标

（4）单击 Add 图标，弹出如图 1.36 所示窗口。选中 Existing environment 单选按钮，
单击浏览按钮。

图 1.36

选择“Existing environment”

（5）找到虚拟环境所在路径 J:\flask-venv\venv，如图 1.37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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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到 venv 目录

（6）在图 1.37 中双击 venv 文件夹，找到 J:\flask-venv\venv\Scripts\python.exe 路径中
的 python.exe 文件，单击 OK 图标，如图 1.38 所示。

图 1.38

找到 python.exe 文件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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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如出现如图 1.39 所示窗口，表示修改成功。

图 1.39

使用已建好的虚拟环境

1.4

温 故 知 新

1. 学完本章内容后，读者需要回答：
（1）什么是环境变量？
（2）什么是虚拟环境？
2. 在下一章中将会学习：
（1）Web 的基本知识。
（2）URL 的基本概念和 URL 反转。
（3）页面重定向与页面跳转。
（4）在 URL 中传递参数。

1.5

习

题

通过下面的习题来检验本章的学习情况，习题答案请参考本书配套资源。
【本章习题答案见配套资源\源代码\C1\习题】
1．配置好环境以后，用 notepad++等软件新建一个 Python 文件，打印输出 hello world!。
2．在 PyCharm 中设置 UTF-8 编码自动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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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ask 是一个使用 Python 编写的轻量级 Web 应用框架。何谓 Web 应用框架？Web 应
用框架（Web application framework）是一种开发框架，用来支持动态网站、网络应用程序
及网络服务的开发。使用 Web 应用框架可以节约项目开发的时间和成本。Web 开发中有
一些共同的功能已经实现了，共同的功能指的是数据库驱动、网页模板引擎、Session 和
Cookie 等基础功能，开发设计人员只要使用框架提供的方法，就可以快速高效地进行 Web
应用开发。Flask 框架诞生于 2010 年，其作者为 Armin Ronacher。本来这个项目只是作者
在愚人节的一个恶作剧，后来该框架受到了广大开发者的喜爱，进而成为一个正式的项目。
本章主要介绍 Flask 的基础知识、URL 传递参数和 URL 反转等内容。
本章主要涉及的知识点有：


Web 初步知识；



Flask 程序的基本结构；



URL 传递参数；



URL 反转。

2.1

Web 基础知识

Web（World Wide Web）即全球广域网，也称为万维网，它是一种基于超文本和 HTTP
协议的、全球性的、动态交互的、跨平台的分布式图形信息系统，是建立在互联网上的一
种网页浏览交互服务，为访问者在互联网上查找和浏览信息提供了图形化的直观人机交互
接口界面，其中的文档和超链接的组合更是将互联网上的信息流节点组织成一个互为联系
的网络格子状结构。
万维网的工作原理是：当你请求一个网络资源的时候，应该在浏览器上输入所要访问
网页的统一资源定位符（Uniform Resource Locator，URL），当然，也可以通过超链接方
式链接定位到要请求的那个网页或静/动态资源。之后是对 URL 根据分布于全球的因特网
域名解析系统的数据库进行查询解析，并根据解析结果决定访问哪一个 IP 地址对应的服
务器。接下来是向对应的 Web 服务器发出一个 HTTP 请求，相应的 Web 服务器接收 HTTP
请求后，调用相应的 Web 应用处理请求，然后 Web 服务器再将响应结果（响应结果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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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图片、超文本标记语言，即 HTML、JavaScript 和视频等资源）返回给客户端浏览器。
Web 工作原理如图 2.1 所示。

图 2.1

Web 工作原理

通常的 URL 一般由传输协议名、资源所在的主机名或 IP 地址、网络服务程序的端口
号和（目录）文件名等几个部分组成，即：
URL=传输协议+主机名+端口号+（目录）文件名。
传输协议一般是 http（HyperText Transfer Protocol，超文本传输协议）或 https
（HyperText Transfer Protocol over Secure Socket Layer，安全套接字层超文本传输协议）。
主机名这里主要指服务（www）+域名（如:google.com）。端口号是可选的，没有给出
的话，默认端口一般是指 80 号端口（http 协议使用的 80 端口，https 协议使用的 443
端口）。目录的出现是在网站结构复杂时，某些资源会放到某个目录下或若干个目录下，
这样就构成了文件的路径。文件名精确地指定了要访问的 Web 页面。未指定文件名时，
处理请求的 Web 服务器会根据服务器本身的设置查找出默认的文件，如 index.html、
default.jsp 等。

2.2

第一个 Flask Web 程序

Flask 是一个基于 Python 语言的微型 Web 框架。之所以被称为微型，是因为其核心非
常小，但是该 Web 框架简约而不简单，具有很强的扩展能力。本节介绍如何编写和运行
第一个 Flask Web 应用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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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 Flask 框架

要使用 Flask 框架，必须先安装 Flask。安装主要方式有两种。
1．在PyCharm中安装Flask
（1）执行 File | Settings 命令，如图 2.2 所示。

图 2.2

选择 File｜Settings 命令

（2）在上一步操作基础上，继续执行 Project:untitled（untitled 为工程名，要根据实际
的工程名来选择）|Project Interpreter，如图 2.3 所示。

图 2.3

找到 Project Interpreter

（3）单击图 2.3 中的“+”号按钮后，弹出如图 2.4 所示对话框，在输入框中输入 Flask，
·23·

第1篇

Flask 基础知识

然后回车。

图 2.4

执行 Flask 的安装

（4）安装成功以后，如图 2.5 所示。

图 2.5

成功安装 Flask 框架

2．用pip方式安装Flask
笔者的虚拟环境地址为 J:\flask-venv\venv，在 cmd 下按以下步骤操作：
（1）
（2）
（3）

cd j:
cd J:\flask-venv\venv\Scripts
activate

上面 3 个命令的每个命令输入完后都需要回车。执行完这 3 个命令后，表示成功激活

当前虚拟环境。在（venv）J:\flask-venv\venv\Scripts>下输入 pip install Flask，即：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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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nv）J:\flask-venv\venv\Scripts> pip install Flask

然后回车，即可安装 Flask 了。

注意：后续章节用到的很多框架都可以通过这两种方式来完成安装，读者可以根据自己
的喜好来选择安装方式。

2.2.2

在 Flask 中输出 Hello World

所有的 Flask 程序都必须创建一个程序实例。Web 服务器使用一种名为 Web 服务器网
关接口（Web Server Gateway Interface，WSGI）的协议，把接收自客户端的所有请求都转
给这个对象进行处理。程序实例是 Flask 类的对象，经常使用下述代码创建：
from flask import Flask
app = Flask(__name__)

from flask import Flask 这 行 代 码 表 示从 Flask 框 架 中 引 入 Flask 对象 。 app =
Flask(__name__)这行代码表示传入__name__这个变量值来初始化 Flask 对象，Flask 用这
个参数确定程序的根目录，__name__代表的是这个模块本身的名称。
使用 route()装饰器注明通过什么样的 URL 可以访问函数，同时在函数中返回要显示
在浏览器中的信息。代码如下：
@app.route('/')
def index():
return 'Hello World!'

@app.route('/')这行代码指定了 URL 与 Python 函数的映射关系，我们把处理 URL 和
函数之间关系的程序定义为路由，把被装饰的函数 index()注册为路由，此处注册给 index()
函数的路由为根目录。
这里的 index()函数叫做视图函数，视图函数必须要有返回值，返回价值为字符串或简
单的 HTML 页面等内容。
系统初始化了，路由和视图函数有了，Flask 程序如何运行呢？Flask 程序的运行需要
服务器环境，我们可以通过 run 方法来启动 Flask 自身集成的服务器。代码如下：
if __name__=='__main__':
app.run(debug=True)

如果__name__=='__main__'，就要启用 Web 服务来运行上面的程序，服务器一旦开启，
就会进入轮询状态，等待并处理请求。在 app.run()中可以传入一些参数，比如 debug，
app.run(debug=Ture)，表示设置当前项目为 debug 模式，也就是调试模式。如果设置了调
试模式，遇到程序有错误，会在控制台输出具体的错误信息，否则只会笼统地报告“应用
服务器错误”的信息。另一方面，如果设置为调试模式，期间又修改了程序代码，系统会
自动重新将修改的代码提交给 Web 服务器，你只需要确保浏览器没有缓存，便可以得到
最新修改的代码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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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run()还可以传入端口等信息，比如 app.run(host='0.0.0.0',port=8080)，host='0.0.0.0'
参数设置启用本机的 IP 地址可以访问，端口地址指定为 8080，如果不指定，则为 5000。
接下来，在 PyCharm 中实现上述项目。
在 PyCharm 中新建一个名称为 2-1 的工程（新建工程注意使用已经存在的“虚拟环
境”），如图 2.6 所示。

图 2.6

选择使用已有“虚拟环境”

app.py 的内容见例 2-1。
例 2-1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11

Flask 实例：app.py

# 从 Flask 框架中导入 Flask 类
from flask import Flask
# 传入__name__初始化一个 Flask 实例
app = Flask(__name__)
#这个路由将根 URL 映射到了 hello_world 函数上
@app.route('/')
def hello_world():
#定义视图函数
return 'Hello World!'
#返回响应对象
if __name__ == '__main__':
#指定默认主机为是 127.0.0.1，port 为 8888
app.run(debug=True,host='0.0.0.0', port=8888)

运行程序，结果如图 2.7 所示。

图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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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启用的端口不是 5000 端口，这里 port=8888 在笔者的 PyCharm 2018.2.1 版本中是
不会生效的，访问地址仍然为 http://127.0.0.1:5000/，为使新端口地址生效，还需要做进一
步设置。
（1）执行 Run | Edit Configurations 命令，如图 2.8 所示。

图 2.8

执行 Run | Edit Configurations 命令

（2）弹出如图 2.9 所示对话框。

图 2.9

运行端口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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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 在 Additional options 输 入 框 中 输 入 “ --host=192.168.31.118 --port=8888 ”
（192.168.31.118 为笔者计算机的 IPv4 地址），当然这里你也可以输入“--host=127.0.0.1
--port=8888”。接下来，在浏览器地址栏可以输入 http://192.168.31.118:8888/访问网页，
192.168.31.118 一个网段内的局域网计算机也可以通过 http://192.168.31.118:8888/访问到此
网页的内容。

注：PyCharm 在 2018.2.1 之前的版本是不需要上述两个步骤设置的。

2.3

URL 传递参数

Flask 中如果要传递一个变量或者一个参数，可以通过表单和地址栏两种方式来传递。
其中，通过浏览器地址栏 URL 方式传递/获取某个变量或参数使用得比较多。这样，我们
可以使用相同的 URL 指定不同的参数，来访问不同的内容。
Flask 通过 URL 传递参数，传递参数的语法是：'/<参数名>/'。需要注意两点：参数需
要放在一对< >（尖括号）内；视图函数中需要设置同 URL 中相同的参数名。
下面在 PyCharm 中新建一名称为 2-2 的工程。
例 2-2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URL 传递参数：app.py

#encoding:utf-8
from flask import Flask
app = Flask(__name__)
@app.route('/')
def hello_world():
return '这是 url 传参演示!'
@app.route('/user/<name>')
return "接收到的名称为： %s" % name
if __name__ == '__main__':
app.run(debug=True)

#指定编码
#导入 Flask 模块
#Flask 实例化
#定义路由
#定义视图函数
#返回值
#定义路由，传递的参数名是 name,因此
需要在函数的形参中定义同名的参数
#返回值
# 如果某模块被直接运行，则其
__name__为'__main__'
#开启调试模式

02 行表示导入 Flask 模块；03 行表示 Flask 实例化；04 行定义路由；05 行定义视图
函数；06 行是返回值；07 行定义路由；08 行表示返回值；09、10 行表示如果某模块被直
接运行，则其__name__为'__main__'，条件为真，就开启调试模式。

注意：在 Python 中，所有没有缩进的代码都会被执行，__name__是 Python 的内建函数，
指的是当前模块的名称，每个模块都有自己的__name__属性，但__name__的值
是会变化的，如果某模块被直接运行，则其__name__为'__main__'，条件为真，
就可以执行 app.run()方法，使得整个程序得以运行。当模块被导入时，代码不被
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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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 07 行代码中 name 没有指定数据类型，那么默认就是 string 数据类型。在浏览器
的地址栏中输入 http://127.0.0.1:5000/user/zhangsan，回车后便可以得到如图 2.10 所示的访
问结果。
如果此时在浏览器地址栏输入的内容为 http://127.0.0.1:5000/USER/zhangsan，回车
后还可以得到如图 2.8 所示结果吗？结果显然是否定的。因为这里的 user 是区分大小
写的。
在 if __name__ == '__main__':这行代码之上继续增加如下代码：
@app.route('/news/<int:id>')
def list_news(id):

return "接收到的 id 为%s" % id
在浏览器地址栏输入 http://127.0.0.1:5000/news/1，回车后便可以得到如图 2.11 所示
结果。

图 2.10

URL 传字符串变量

图 2.11

URL 传递 int 型参数

如果在浏览器的地址栏输入 http://127.0.0.1:5000/news/1.1，回车后还可以得到正确的
结果吗？结果显然也是否定的。定义成 int 数据类型的 URL 只能传递 int 类型，定义成 float
数据类型时，URL 只能传递 float 类型，即定义的是什么数据类型，URL 传递的参数就必
须为对应的数据类型。

2.4

URL 反转

在 2.3 节中，我们设定了一些函数访问 URL。有时候，在作网页重定向或是模板文件
时需要使用在视图函数中定义的 URL，我们必须根据视图函数名称得到当前所指向的
URL，这就是 URL 反转。下面通过一个实例来看 URL 反转的使用。
下面在 PyCharm 中新建一名称为 2-3 的工程。
例 2-3
01
02
03
04
05

Flask URL 反转：app.py

# encoding: utf-8
from flask import Flask,url_for
app = Flask(__name__)
@app.route("/")
def index():

#导入 Flask 及 url_for 模块
#Flask 初始化
#定义路由
#定义视图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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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l1=(url_for('news', id='10086'))
return "URL 反转内容为：%s" % url1
@app.route('/news/<id>')
def news(id):
return u'您请求的参数是:%s' %id
if __name__ == '__main__':

#视图函数名为参数，进行反转
#返回反转的内容
#定义路由
#定义视图函数
#返回值
#当模块被直接运行时，代码将被运行，
当模块被导入时，代码不被执行

app.run(debug=True)

使用 URL 反转，用到了 url_for()函数，需要使
用 from flask import url_for 导入，url_for() 函数最简
单的用法是以视图函数名作为参数，返回对应的
URL。例如，在上面的程序中如果用 url_for('index')，
得到的结果是/，运行上述代码，结果如图 2.12 所示。

2.5

图 2.12

URL 反转结果

页面跳转和重定向

用户在访问某个页面的时候，我们希望他登录后才能访问该页面，如果此时他没有登
录，系统就让浏览器由当前页面跳转到登录页面，这里就涉及页面重定向问题。所谓页面
重定向，就是用户在打开某个页面的时候，我们期望页面跳转到另一个指定的页面，让用
户完成某种操作或执行某个动作。
Flask 中提供了重定向函数 redirect()，该函数的功能就是跳转到指定的 URL。下面在
PyCharm 中新建一名称为 2-4 的工程。
例 2-4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11
12
13

Flask 页面重定向：app.py

#endoding:utf-8
from flask import Flask,url_for,redirect

#导入 Flask 和 url_for 及
redirect 模块
app = Flask(__name__)
#Flask 初始化
@app.route('/')
#定义路由
def hello_world():
#定义视图函数
print("首先访问了 index()这个视图函数了！") #打印输出
url1=url_for('user_login')
#URL 反转
return redirect(url1)
#网页重定位
@app.route('/user_login')
#定义路由
def user_login():
#定位视图函数
return "这是用户登录页面，请您登录,才能访问首页！"
#返回值
if __name__ == '__main__': 当模块被直接运行时，代码将被运行，当模块是被导入
时，代码不被执行
app.run()

02 行表示当模块被直接运行时，代码将被运行，当模块被导入时，代码不被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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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行表示 Flask 初始化；04 行定义路由；05 行表示定义视图函数；06 行表示打印输出；
07 行表示 URL 反转；08 行表示网页重定位；09 行表示定义路由；10 行表示定位视图函
数；11 行表示返回值；12 行表示当模块被直接运行时，代码将被运行，当模块被导入时，
代码不被执行。
重定向是将原本的 URL 重新定向成为一个新的 URL，可以实现页面的跳转。Flask
中使用到了 redirect()函数，需要使用 from flask import redirect 将其导入才能使用。这里输
入地址访问的首先应该是 index()这个视图函数，但是 index()这个视图函数直接跳转到了
user_login 视图上，运行结果如图 2.13 所示。

图 2.13

URL 重定向后网页视图和控制台的输出

2.6

温 故 知 新

1．学完本章内容后，读者需要回答：
（1）什么是 Flask?
（2）URL 如何传递参数？
（3）网页如何重定向？
2．在下一章中将会学习：
（1）模板及 Flask 模板渲染。
（2）模板中传参的方法。
（3）模板中的条件语句和循环语句的使用。

2.7

习

题

通过下面的习题来检验本章的学习情况，习题答案请参考本书配套资源。
【本章习题答案见配套资源\源代码\C2\习题】
有如下代码，对其进行 URL 反转（从视图函数到 URL 的转换），在 index()视图函数

·31·

第1篇

Flask 基础知识

中，请打印输出 my_list()函数的反转地址。
# encoding utf-8
from flask import Flask,url_for
app = Flask(__name__)
@app.route('/')
def index():
return 'Hello World!'
@app.route('/list/')
def my_list():
return 'list'
if __name__ == '__main__':
app.r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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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Flask 中通常使用 Jinja 2 模板引擎来实现复杂的页面渲染。Jinja 2 被认为是灵活、
快速和安全的模板引擎技术，被广泛使用。Jinja 2 的设计思想来源于 Django 模板引擎， 它
功能强大、速度快，并且提供了可选的沙箱模板执行环境安全保证机制，具有沙箱中执行、
强大的 HTML 转义系统、模板继承等诸多优点。本章主要介绍 Jinja 2 模板引擎的基本结
构和基本使用方法。
本章主要涉及的知识点有：
 如何使用 Flask 渲染模板；
 在模板中传递一个或多个参数；
 if 语句在模板中的使用；
 for 语句在模板中的使用。

3.1

模板引擎概述及简单使用

随着不同终端（个人 PC、平板电脑，手机、移动穿戴设备等）的兴起，开发人员在
越来越多地思考：如何写一份功能代码（业务逻辑代码），这份业务逻辑代码能够在响应
式或非响应式设备上都能使用。为了提升开发效率，开发人员开始高度重视前后端的分离，
后端负责业务逻辑/数据访问，前端负责表现、交互逻辑，同一份业务逻辑代码可应用于
多个不同终端的视图渲染。后端实际上实现的功能一般叫做业务逻辑，前端完成的功能一
般叫做表现逻辑。如果把业务逻辑和表现逻辑混在一起，势必造成系统耦合度高、代码维
护困难的现象，因此分离业务逻辑和表现逻辑，把变现逻辑交给视图引擎，即网页模板，
很有必要。
模板实质上是一个静态的包含 HTML 语法的全部或片段的文本文件，也可包含由变
量表示的动态部分。使用真实值替换网页模板中的变量，生成对应数据的 HTML 片段，
这一过程称为渲染。Flask 提供了 Jinja 2 模板引擎来渲染模板，下面逐步介绍其模板渲染
机制。
在 PyCharm 中新建一名称为 3-1 的工程，在工程中 templates 的文件夹下新建 index.html
文件，代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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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3-1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Jinja 2 模板的渲染示例：index.html

<!DOCTYPE html>
<html lang="en">
<head>
<meta charset="UTF-8">
<title>这是首页</title>
<h1>这是首页中文字！</h1>
</head>
<body>
</body>
</html>

<!--设置网页编码-->
<!--设置网页标题-->
<!--设置 H1 标题-->

在工程中 templates 的文件夹下新建 user.html 文件，代码如下：
例 3-1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Jinja 2 模板的渲染示例：user.html

<!DOCTYPE html>
<html lang="en">
<head>
<meta charset="UTF-8">
<title>这是用户中心</title>
<h1>这是用户中心！ </h1>
</head>
<body>
</body>
</html>

<!--设置网页编码-->
<!--设置网页标题-->
<!--设置 h1 标题-->

app.py 文件的代码如下：
例 3-1

Jinja 2 模板的渲染示例：app.py

01
02
03
04
05
06

from flask import Flask
from flask import render_template
app = Flask(__name__)
@app.route('/')
def index():
return render_template('index.html')

07
08
09

@app.route('/user/<username>')
def user(username):
return render_template('user.html')

10

if __name__ == '__main__':

11

app.run(debug=True)

#导入 Flask 模块
#导入 render_template 模块
#Flask 初始化
#定义路由
#定义视图函数
#使用 render_template 方法渲
染模板
#定义路由
#定义视图函数
#使用 render_template()方
法渲染模板
#当模块被直接运行时，代码将被
运行，当模块是被导入时，代码
不被执行
#开启调试模式

01 行表示导入 Flask 模块；02 行表示导入 render_template 模块；03 行表示 Flask 初始化；
04 行定义路由；05 行定义视图函数；06 行使用 render_template()方法渲染模板；07 行定义路
由；08 行定义视图函数；09 行使用 render_template()方法渲染模板；10 行表示当模块被直接
运行时，代码将被运行，当模块是被导入时，代码不被执行；11 行表示开启调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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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程序，得到如 3.1 图所示结果。

图 3.1

模板的基本渲染

Flask 通过 render_template()函数来实现模板的渲染。要使用 Jinja 2 模板引擎，需要使
用 from flask import render_template 命令导入 render_template 函数。在视图函数的 return
方法中，render_template()函数的首个参数声明使用哪一个模板文件。

注意：在 render_template()函数中，有一个参数是用来声明使用哪个静态文件，除此参
数之外，还可以有多个参数，具体参阅下面的章节。

3.2

向模板中传递参数

Flask 提供 Jinja 2 模板引擎来渲染模板的同时，还可以将程序中的参数或变量值传递
给指定的模板进行渲染。
在 PyCharm 中新建一名称为 3-2 的工程，在工程中的 templates 文件夹下新建 index.html
文件，代码如下：
例 3-2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Jinja2 模板的参数传递示例：index.html

<html lang="en">
<head>
<meta charset="UTF-8">
<title>这是首页</title>
<h1>这是首页中文字！</h1>
</head>
<body>
</body>
</html>

<!--设置网页编码-->
<!--设置网页标题-->
<!--设置 H1 标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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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工程中 templates 文件夹下新建 user.html 文件，代码如下：
例 3-2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Jinja 2 模板的参数传递示例：user.html

<!DOCTYPE html>
<html lang="en">
<head>
<meta charset="UTF-8">
<title>这是用户中心</title>
<h1>欢迎您：{{name}} </h1>
</head>
<body>
</body>
</html>

<!--设置网页编码-->
<!--设置网页标题-->
<!--设置 H1 标题-->

app.py 文件的代码如下：
例 3-2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11

Jinja 2 模板的参数传递示例：app.py

from flask import Flask
#导入 Flask 模块
from flask import render_template
#导入 render_template 模块
app = Flask(__name__)
#Flask 初始化
@app.route('/')
#定义路由
def index():
#定义视图函数
return render_template('index.html')
#渲染模板
@app.route('/user/<username>')
#定义路由
def user(username):
#定义视图函数
return render_template('user.html', name=username) #渲染模板并向模
板传递参数
if __name__ == '__main__':
#当模块被直接运行时，代码将被运行，当模块是
被导入时，代码不被执行
app.run(debug=True)
#开启调试模式

01 行表示导入 Flask 模块；02 行表示导入 render_template 模块；03 行表示 Flask 初始
化；04 行表示定义路由；05 行表示定义视图函数；06 行渲染模板；07 行定义路由；08
行表示定义视图函数；09 行表示渲染模板并向模板传递参数；10 行表示当模块被直接运
行时，代码将被运行，当模块被导入时，代码不被执行。
运行程序，得到如图 3.2 所示结果。

图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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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nder_template()函数第一个参数是指定模板文件的名称，比如这里的 index.html 和
user.html。render_template()函数的第二个参数为可选项，可以为空。比如 index()视图函数
中的 render_template('index.html')，这里第二个参数为空。第二个参数不为空的话，一般用
于向模板中传递变量。这里传递变量，一般是以键值对方式进行的。
01
02
03
04
05

@app.route('/')
def index():
title = 'python 的键值对'
author='tom_jack'
return render_template('index.html', var1=title, var2=author)

用上述代码替换 index()视图函数代码，在 index.html 的<body>和</body>区域增加下
面的代码：
01
02
03
04

<body>
{{ var1 }}<br> {#br 表示网页中的回车#}
{{ var2 }}
</body>

再次运行程序，得到如图 3.3 所示结果。

图 3.3

向模板传递多个值

模板中接收变量值，需要把变量放在{{ }}，比如{{ var1 }}等。模板中如果要写注释，
格式为{# #}，比如这里的{#br 表示网页中的回车#}。
如果视图函数中有多个变量值都需要传递给模板，可以使用**locals()方法，例如：
01
02
03
04
05

def index():
# return render_template('index.html')
title = 'python 的键值对'
author = 'tom_jack'
return render_template('index.html', **locals())

#定义 index 函数
#定义键值
#定义键值
#渲染模板并传值

实际上是将 return render_template('index.html', var1=title, var2=author)这行代码替换为
return render_template('index.html', **locals())。将模板文件 index.html 中的{{ var1 }}<br>
{{ var2 }}替换为{{ title }}<br>{{ author }}即可。

注意：在 render_template()函数中，如果要给模板传递全部的本地变量，可以使用**locals()
方法，此时，在模块中可以直接使用{{title}}和{{author}}来直接使用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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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模板中的控制语句之 if 语句

在 Jinja 2 模板引擎中也可以使用 if 和 for 循环控制语句，控制模板渲染的方向。模板
引擎中，if 和 for 语句中应该放到{% %}中。
本节我们首先看看模板中的 if 语句如何使用。在前端的 Jinja 2 语法中，if 可以进行判
断：是否存在参数，存在的参数是否满足条件，其基本语法如下：
01
02
03

<!-- condition 指的是条件-->
<!-- 条件不满足时-->
<!-- 结束 if 语句-->

{% if condition %}
{% else %}
{% endif %}

在 PyCharm 中新建一个名称为 3-3 的工程。
在工程中的 templates 文件夹下新建 index.html
文件，代码如下：
例 3-3

Jinja 2 模板中 if 语句使用示例：index.html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DOCTYPE html>
<html lang="en">
<head>
<meta charset="UTF-8">
<title>Title</title>
</head>
<body>
{% if name %}
<h1>产生的随机数有效！

10
11

{% else %}
<h1>产生的随机数无效！</h1>

12
13
14

{% endif %}
</body>
</html>

<!-- 设定网页编码-->
<!-- 设定网页标题-->
<!-- name 值是否存在-->
</h1><!-- name 值存在，则输出产生的随
机数有效！-->
<!-- name 值不存在-->
<!-- name 值不存在，则输出产生的随机数
无效！-->
<!-- 结束 if-->

app.py 对应的代码如下：
例 3-3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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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flask import Flask,render_template #导入 Flask 及 render_template 模块
import random
#导入 random 模块
app = Flask(__name__)
#Flask 初始化
@app.route('/')
#定义路由
def hello_world():
#定义视图函数
rand1=random.randint(0,1)
#产生 0~1 范围内的整型数
return render_template('index.html',name=rand1)
#渲染模板，并向模板传递值
if __name__ == '__main__':
#当模块被直接运行时，代码将被运行，
当模块是被导入时，代码不被执行
app.run(debug=True)
#开启调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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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ort random 表 示 导 入 Python 的 随 机 库 ，
rand1=random.randint(0,1)表示产生 0~1 范围内的整型
数。在模板中进行判断，如果产生的数据为 1，视为
有效，如果产生的数据为 0，视为无效数据。运行本
项目代码，结果如图 3.4 所示。可以多次刷新，看看
图 3.4 模板中的 if 语句
输出结果有何不同。
在 PyCharm 中新建一名称为 3-4 的工程。在工程中的 templates 文件夹下新建 index.html
文件，代码如下：
例 3-4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11
12
13
14
15
16

Jinja 2 模板中 if…elif 语句使用示例：index.html

<!DOCTYPE html>
<html lang="en">
<head>
<meta charset="UTF-8">
<title>Title</title>
</head>
<body>
{% if name==1 %}
<h1>恭喜，您抽得了一等奖</h1>
{% elif name==2 %}
<h1>恭喜，抽得了二等奖！</h1>
{% else %}
<h1>恭喜，抽得了三等奖！</h1>
{% endif %}
{{ name }}
</body>

<!-- 设定网页编码-->
<!-- 设定网页标题-->
<!-- name 的值是否等于 1-->
<!-- name 的值等于 1，显示本行 h1 代码内容-->
<!-- name 的值是否等于 2-->
<!-- name 的值等于 2，显示本行 h1 代码内容-->
<!-- name 的值是否等于其他-->
<!-- name 的值等于其他，显示本行 h1 代码内容-->
<!-- 结束 if-->

app.py 文件内容如下：
例 3-4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Jinja 2 模板中 if…elif 语句使用示例：app.py

from flask import Flask,render_template
#导入 Flask 及 render_template 模块
import random
#导入 random 模块
app = Flask(__name__)
#Flask 初始化
@app.route('/')
#定义路由
def hello_world():
#定义视图函数
rad1=random.randint(1,3)
#产生 1~3 范围内的随机整数
return render_template('index.html',name=rad1)
#渲染模板，并向模板传值
if __name__ == '__main__':
#当模块被直接运行时，代码将被运行，当模块是
被导入时，代码不被执行
app.run(debug=True)
#开启调试模式

运行项目代码，运行结果如图 3.5 所示。
在模板中，尽量少使用多层嵌套的 if…else…语句，往往会因为缩进出现这样或那
样的问题。尽量多用 if…elif…else…的结构（即多个 elif），这一系列条件判断会从上
到下依次判断，如果某个判断为 True，执行完对应的代码块，后面的条件判断就会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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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忽略，不再执行。

注意：模板的表达式都是包含在分隔符”{{ }}”内的；
控制语句都是包含在分隔符”{% %}”内的；
模板中的注释是放在包含在分隔符”{# #}”内，
支持块注释。

3.4

图 3.5

模板中 if…elif 的使用

模板中的控制语句之 for 语句

首先，我们回顾一下 Python 中的 for 循环语句。for 循环语句是 Python 中的一个循环
控制语句，任何有序的序列对象内的元素都可以遍历，比如字符串、列表、元组等可迭代
对像。for 循环的语法格式如下：
for 目标 in 对象:
循环体

比如，使用 for 循环一个字符串，输出字符串中每位字符的操作方法如下：
01
02
03
04

#encoding:utf-8
str='www.google.com'
for str1 in str:
print(str1)

#指定编码
#定义字符串
#for 循环进行遍历
#打印输出

运行程序，屏幕上可以输出 www.google.com 中每一个字符。那么模板中的 for 循环
又该如何使用呢？模板中的 for 语句定义如下：
01
02
03

{% for 目标 in 对象 %}
<p>目标</p>
{% endfor %}

Jinja 2 中 for 循环内置常量：
 loop.index：当前迭代的索引（从 1 开始）；
 loop.index0：当前迭代的索引（从 0 开始）；
 loop.first：是否是第一次迭代，返回 True 或 False；
 loop.last 是否是最后一次迭代，返回 True 或 False；
 loop.length：返回序列的长度。

注意：不可以使用 continue 和 break 表达式来控制循环的执行。
下面以视图函数定义一个字典 goods，在模板中使用 for 循环渲染输出。在 PyCharm
中新建一名称为 3-5 的工程。在工程中的 templates 文件夹下新建 shop.html 文件，代码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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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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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nja 2 模板中 for 语句使用示例：shop.html

<!DOCTYPE html>
<html lang="en">
<head>
<meta charset="UTF-8">
<title>Title</title>
</head>
<body>
<table>
<thead>
<th>商品名称</th>
<th>商品价格</th>
</thead>
<tbody>
<meta charset="UTF-8">
{% for goods in goods %}
<tr>
<td>{{ goods.name}}
<td>{{ goods.price}}
</tr>
{% endfor %}
</tbody>
</table>
</body>
</html>

<!-- 设定网页编码-->
<!-- 设定网页标题-->
<!-- 定义表格-->

<!-- for 循环开始-->
</td><!-- 显示商品名-->
</td><!-- 显示价格-->
<!-- for 循环结束-->

上面的代码实现了一个静态页面，代码中定义了一个表格，表格分为 5 行 2 列进行显
示，其中，第 1 行用来显示表格“商品名称”及“商品价格”等内容。
app.py 文件的内容如下：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11
12
13

例 3-5 Jinja 2 模板中 for 语句使用示例：app.py
#encoding:utf-8
from flask import Flask,render_template
#导入 Flask 及 render_temlate 模块
app = Flask(__name__)
#Flask 模块初始化
@app.route('/')
#定义路由
def hello_world():
#定义视图函数
goods = [{'name': '怪味少女开衫外套春秋韩版学生 bf 原宿宽松运动风 2018 新
款秋装上衣', 'price': 138.00},
{'name': 'A7seven 复古百搭牛仔外套女秋季 2018 新款宽松显瘦休闲夹
克衫上衣', 'price': 100.00},
{'name': '黑色时尚西装外套女春秋中长款 2018 新款韩版休闲薄款 chic
西服上衣', 'price': 100.00},
{'name': 'HAVE RICE 饭馆 颜值超耐打 复古牛仔外套女短款 2018 春秋
新款上衣', 'price': 129.00}
]
#定义列表 goods
return render_template('shop.html', **locals())
#渲染模板，并向
模板传递参数
if __name__ == '__main__':
#模块可以直接运行
app.run()

·41·

第1篇

Flask 基础知识

在 hello_world 视图函数中定义一列表 goods，其属性主要有 name 和 price，用 for 语
句将其遍历出来。运行程序，运行结果如图 3.6 所示。

图 3.6

模板中 for 循环的使用

注意：在模板中，使用 if 条件判断语句或者是 for 循环语句可以帮助开发者更好地渲染
模板。通过 {%逻辑表达式%} 可以实现代码的嵌套，其语法与 Python 语法基
本一致，但是必须要包含在{% %}内部。

3.5

Flask 的过滤器

过滤器本质上是一个转换函数，有时候我们不仅需要输出变量的值，还需要把某个变
量的值修改后再显示出来，而在模板中不能直接调用 Python 中的某些方法，这么这就用
到了过滤器。

3.5.1

常见过滤器

1．与字符串操作相关的过滤器
<p>{{name|default('None',true)}</p>
其中，name 为变量名，如果 name 为空，则用 None 这个值去替换 name。


<p>{{'hello'|capitalize}}</p>
将字符串 hello 转化成 Hello，实现首字母大写的目的。


<p>{{'HELLO'|lowere}}</p>
将字符 HELLO 全部转为小写。


 <p>{{'hello'|replace('h','x')}}</p>
将 hello 中的字母 h 替换成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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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对列表进行操作相关的过滤器
<p>{{[01,80,42,44,77]|first}}</p>
取得列表中的首个元素 01。


<p>{{[01,80,42,44,77]|last}}</p>
取得列表中的最后一个元素 77。


<p>{{[01,80,42,44,77]|count}}</p>
取得列表中的元素个素，统计个数为 5，count 也可以使用 length 替换。


<p>{{[01,80,42,44,77]|sort}}</p>
列表中的元素重新排序，默认按照升序进行排序。


<p>{{[01,80,42,44,77]|join(','}}</p>
将列表中的元素合并为字符串，返回 1,80,42,44,77。


3．对数值进行操作相关的过滤器
 <p>{{18.8888|round}}</p>
四舍五入取得整数，返回 19.0。

<p>{{18.8888|round(2,’floor’)}}</p>
保留小数点后 2 位，返回结果为 18.88。


<p>{{-2|abs}}</p>
求绝对值运算，返回结果为 2。
下面以列表中的每间隔 2 行换颜色为例，详细说明模板中过滤器的使用方法。
在 PyCharm 中新建一名称为 3-6 的工程。在工程中的 templates 文件夹下新建 index.html
和 app.py 文件，index.html 文件代码如下：


例 3-6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Jinja 2 模板中常见过滤器使用示例：index.html

<!DOCTYPE html>
<html lang="en">
<head>
<meta charset="UTF-8">
<title>过滤器</title>
</head>
<body>
<p>{{ age|abs }}</p>
<p>{{'hello'|capitalize}}</p>

<!--设置网页编码-->
<!--设置网页标题-->

<!--对 age 进行绝对值运算-->
<!--将字符串 hello 转化成 Hello，实现首字母
大写-->
10 <p>{{'hello'|replace('h','x')}} </p><!--将 hello 中的字母 h 替换成 x-->
11 <p>{{[01,80,42,44,77]|first}}
</p><!--取得列表中的首个元素-->
12 <p>{{[01,80,42,44,77]|last}}
</p><!--取得列表中的最后一个元素-->
13 <p>{{[01,80,42,44,77]|count}}
</p><!--取得列表中的元素个数-->
14 <p>{{[01,80,42,44,77]|sort}}
</p><!--列表中的元素重新排序，默认按照升序
进行排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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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1,80,42,44,77]|join(',')}}
</p><!--将列表中的元素合并为字符串-->
<p>{{18.8888|round(2,'floor')}} </p><!--保留小数点后 2 位，
返回结果为 18.88-->
<p>{{18.8888|round}}</p>
<!--四舍五入取得整数 -->
<p>{{-2|abs}}</p>
<!--进行绝对值运算 -->
</body>
</html>

app.py 文件的代码如下：
例 3-6

jinja 2 模板中常见过滤器使用示例：app.py

01 from flask import Flask,render_template

#导入 Flask 及 render_template
模块
#Flask 初始化
#定义路由
#定义视图函数
#定义字典

02 app = Flask(__name__)
03 @app.route('/')
04 def hello_world():
05
student={
06
"name":"wangjie",
07
"age":-18
08
}
09
return render_template('index.html',**student)

#渲染模板，并向模板传
递值

10 if __name__ == '__main__':
11
app.run()

3.5.2

自定义过滤器

内置的过滤器不满足需求怎么办？过滤器的实质就是一个转换函数，我们其实完全可
以写出属于自己的自定义过滤器。
通过调用应用程序实例的 add_template_filter 方法实现自定义过滤器。该方法第一个
参数是函数名，第二个参数是自定义的过滤器名称。
有一个商品列表页，要求每 3 行输出一条分割线。在 PyCharm 中新建一名称为 3-7
的工程。在工程中的 templates 文件夹下新建 index.html 和 app.py 文件，index.html 文件代
码如下：
例 3-7

Jinja 2 模板中自定义过滤器使用示例：index.html

01 <!DOCTYPE html>
02 <html lang="en">
03 <head>
04
<meta charset="UTF-8">
05
<title>Title</title>
06
<style>
07
.line{
08
display: inline-block;
09
height:1px;
10
width:100%;
11
background:#00CCFF;
12
overflow:hidden;
13
vertical-align: midd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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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
15
</style>
16 </head>
17 <body>
18
<meta charset="UTF-8">
19
{% for goods in goods %}
<!--对列表进行遍历-->
20
<li style="list-style-type:none">{{ goods.name }}<span class=
"{{ loop.index | index_class }}"></span></li> <!--每 3 条记录输
出一条分割线-->
21
{% endfor %}
<!--for 循环完毕-->
22 </body>
23 </html>

上面的代码对传递过来的列表进行遍历，每 3 行输出一条分割线，分割线的样式由 07～
13 行所对应的代码定义。
app.py 文件的代码如下：
例 3-7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Jinja 2 模板中自定义过滤器使用示例：app.py

#encoding:utf-8
import sys
#导入 sys 模块
from flask import Flask,render_template
#导入 Flask 和 render_template 模块
app = Flask(__name__)
#Flask 初始化
@app.route('/')
#定义路由
#视图函数
def hello_world():
goods = [{'name': '怪味少女开衫外套春秋韩版学生 bf 原宿宽松运动风 2018 新
款秋装上衣'},
{'name': 'A7seven 复古百搭牛仔外套女秋季 2018 新款宽松显瘦休闲夹
克衫上衣'},
{'name': '黑色时尚西装外套女春秋中长款 2018 新款韩版休闲薄款 chic
西服上衣'},
{'name': 'HAVE RICE 饭馆 颜值超耐打 复古牛仔外套女短款 2018 春秋
新款上衣'}
]#定义列表 goods
return render_template('index.html',**locals())
#渲染模板，并向模板传递值
def do_index_class(index):
#定义函数
if index % 3==0:
#每间隔 3 行输出 line
return 'line'
else:
return ''
app.add_template_filter(do_index_class, 'index_class')
#使用自定义过滤器添加 CSS
if __name__ == '__main__':
app.run()

02～05 行导入相应模块，有非 UTF-8 编码范围内的字符时就要使用 sys.setdefaultencoding()
方法予以修正。04 行表示 Flask 初始化；05 行表示定义路由；06 行定义视图函数；08～12
行定义列表 goods；13 行表示渲染模板，并向模板传递参数；14 行定义函数；15、16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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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每间隔 3 行返回一个 line；19 行表示使用自定义过滤器添加 CSS。

3.6

宏的定义及使用

Jinja 2 中的宏功能有些类似于传统程序语言中的函数，它跟 Python 中的函数类似，可
以传递参数，但是不能有返回值，可以将一些经常用到的代码片段放到宏中，然后把一些
不固定的值抽取出来作为一个变量。

3.6.1

宏的定义

宏(Macro)，有声明和调用两个部分。让我们先声明一个宏：
01 <!--定义宏-->
02 {% macro input(name, type='text', value= ' ') -%}
03
<input type="{{ type }}" name="{{ name }}" value="{{ value|e }}">
04 {%- endmacro %}

上面的代码定义了一个宏，定义宏要加 macro，宏定义结束要加 endmacro 标志。宏的
名称就是 input，它有 3 个参数，分别是 name、type 和 value，后两个参数有默认值。我们
可以使用表达式来调用这个宏：
01 <!--调用宏-->
02 {{ input('username')}}
03 {{ input('password',type='password')}}

在 Pycharm 中新建一名为 3-8 的工程。在工程中 templates 的文件夹下新建 index.html
文件，index.html 代码如下：
例 3-8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11
12
13
14
15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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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CTYPE html>
<html lang="en">
<head>
<meta charset="UTF-8">
<!--设定网页编码-->
<title>宏的定义和使用
</title><!--设定网页标题-->
</head>
<body>
{#宏的定义 #}
{% macro input(name, type='text', value= '') -%}
<input type="{{ type }}" name="{{ name }}" value="{{ value }}">
{%- endmacro %}
{#宏的使用#}
<div style="color:#0000FF">
<p> 用户名 ：{{ input('username')}}</p>
<p> 密 码 ：{{ input('password',type='password')}}</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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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登 录 ：{{ input('submit',type='submit',value='登录')}}</p>
</div>
</body>
</html>

执行网页后，生成对应的代码如下：
<p> 用户名 ：<input type="text" name="username" value=""></p>
<p> 密 码 ：<input type="password" name="password" value=""></p>
<p> 登 录 ：<input type="submit" name="submit" value="登录"></p>

上面的代码定义了一个宏，这个宏有 3 个参数，分别是 name、type 和 value，然后用
这个宏定义了两个文本输入框，定义了一个提交按钮。
app.py 文件中需要引入模板文件，如下：
例 3-8
01
02
03
04
05
06
07

Jinja 2 模板中宏的定义及使用示例：app.py

#导入 Flask 和
render_template 模块
app = Flask(__name__)
#Flask 初始化
@app.route('/')
#定义路由
def hello_world():
#定义视图函数
return render_template('index.html')
#渲染模板
if __name__ == '__main__': #当模块被直接运行时，代码将被运行，当模块是
被导入时，代码不被执行
app.run(debug=True)
#开启调试模式

from flask import Flask,render_template

01 行导入 Flask 和 render_template 模块；02 行表示 Flask 初始化；03 行表示定义路由；
04 行表示定义视图函数；05 行渲染模板；06 行表示当模块被直接运行时，代码将被运行，
当模块是被导入时，代码不被执行；07 行表示开启调试模式。
运行上面的程序，结果如图 3.7 所示。
注意：上面将 input 标签定义成了一个宏，根据实际情况，
还可以在宏的定义中加入 size 和 placeholder 等属
性 ， 如 {% macro input(name, type='text', value=
'' ,size=20, placeholder=" 请 在 这 里 输 入 用 户 名 ")
-%}。<input type="{{ type }}" name= "{{ name }}"

图 3.7

宏的定义和使用

value="{{ value }}" size="{{ size }}",placeholder=
"{{ placeholder }}">

3.6.2

宏的导入

一个宏可以被不同的模板使用，所以我们建议将其声明在一个单独的模板文件中。需
要使用时导入即可，而导入的方法类似于 Python 中的 import。我们把 3.6.1 节中的宏定义
部分单独放在一个文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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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Pycharm 中新建一名称为 3-9 的工程。在工程中的 templates 文件夹下新建 index.html
文件和 form.html 文件。index.html 文件代码如下：
例 3-9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11
12
13
14
15

Jinja 2 模板中导入宏示例：index.html

<!DOCTYPE html>
<html lang="en">
<head>
<meta charset="UTF-8">
<!--设定网页编码-->
<title>宏的导入</title>
<!--设定网页标题-->
</head>
<body>
{% import 'form.html' as form %}
<!--导入宏-->
<div style="color:#0000FF">
<p> 用户名 ：{{ form.input('username')}}
</p><!--使用宏定义用户
名输入框-->
<p> 密 码 ：{{ form.input('password',type='password')}}
</p><!--使用宏定义密码输入框-->
<p> 登 录 ：{{ form.input('submit',type='submit',value='登录')}}
</p><!--使用宏定义提交按钮-->
</div>
</body>
</html>

form.html 文件代码如下：
01
02
03

例 3-9 Jinja 2 模板中导入宏示例：form.html
{% macro input(name, type='text', value= '') -%}
<input type="{{ type }}" name="{{ name }}" value="{{ value|e }}">
{%- endmacro %}

上面的代码定义了一个宏，定义宏要加 macro，宏定义结束要加 endmacro 标志。宏的
名称就是 input，它有 3 个参数，分别是 name、type 和 value，后两个参数有默认值。
app.py 文件的代码如下：
例 3-9

Jinja 2 模板中导入宏示例：app.py

01

from flask import Flask,render_template

02
03
04
05
06
07

app = Flask(__name__)
@app.route('/')
def hello_world():
return render_template('index.html')
if __name__ == '__main__':
app.run()

<!--导入 Flask 及
render_template 模块-->
<!-- Flask 初始化-->
<!-- 定义路由-->
<!-- 定义视图函数-->
<!-- 渲染模板-->

01 行表示导入 Flask 及 render_template 模块；02 行表示 Flask 初始化；03 行表示定义
路由；04 行定义视图函数；05 行渲染模板。

注意：{%

import 'form.html' as form %}这种导入方法也可以使用{% from 'form.html'
import input %}实现导入。
<p> 用户名 ：{{ form.input('username')}}</p>中的 form
需要去掉了，直接写成<p> 用户名 ：{{ input('username')}}</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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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clude 的使用

宏文件中引用其他宏，可以使用 include 语句。include 语句可以把一个模板引入到另
外一个模板中，类似于把一个模板的代码复制到另外一个模板的指定位置。下面通过一个
实例来说明。
在 PyCharm 中新建一个名为 3-10 的工程。
在工程中的 templates 文件夹下新建 index.html
文件、header.html 文件及 footer.html 文件。index.html 文件代码如下：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例 3-10 Jinja 2 模板中使用 include 示例：index.html
<!DOCTYPE html>
<html lang="en">
<head>
<meta charset="UTF-8">
<title>Title</title>
<style type="text/css">
.header{
width: 100%;
height:40px;
margin:20px 20px;
}
.footer{
width: 100%;
height: 40px;
margin:20px 20px;
}
.content{
width: 100%;
height: 40px;
margin:20px 20px;
}
</style>
</head>
<body>
{% include "header.html" %}
<div class="content">
这是网页内容
</div>
{% include "footer.html" %}
</body>
</html

header.html 文件内容如下：
01
02
03
04
05

例 3-10 Jinja 2 模板中使用 include 示例：header.html
<!DOCTYPE html>
<html lang="en">
<head>
<meta charset="UTF-8">
<title>Title</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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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ad>
<div class="header">
这是网页头部
</div>
</body>
</html>

footer 文件内容如下：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11
12

例 3-10 Jinja 2 模板中使用 include 示例：footer.html
<!DOCTYPE html>
<html lang="en">
<head>
<meta charset="UTF-8">
<title>Title</title>
</head>
<body>
<div class="footer">
这是网页尾部
</div>
</body>
</html>

app.py 文件内容如下：
例 3-10

Jinja 2 模板中使用 include 示例：app.py

01

from flask import Flask,render_template

02
03
04
05
06
07

app = Flask(__name__)
@app.route('/')
def hello_world():
return render_template('index.html')
if __name__ == '__main__':
app.run()

#导入 Flask 及
render_template 模块
#Flask 初始化
#定义路由
#定义视图函数
#渲染模板

01 行表示导入 Flask 及 render_template 模块；02 行表示 Flask 初始化；03 行定义路由；
04 行定义视图函数；05 行表示渲染模板。
include 把一个模板的代码复制到另外一个模板的指定位置，这里的{% include
''header.html'' %}和{% include ''footer.html'' %}把头文件和尾部文件引入到 index.html 文
件中。

注意：使用 include 标签时是在 templates 目录中寻找相应的文件，不要使用相对路径。

3.7

set 和 with 语句的使用

set 与 with 语句都可以在 Jinja 2 中定义变量并赋予值。set 定义的变量在整个模板范围
内都有效，with 关键字在定义变量并赋值的同时，限制了 with 定义变量的作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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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介绍一下 set 关键字的使用方法：
（1）给变量赋值：
{% set telephone ='1388888888' %}

（2）给列表或数组赋值：
{% set nav = [('index.html', 'index'), ('product.html', 'product)] %}

可以在模板中使用{{ telephone }}和{{ nav }}来引用这些定义的变量。
接下来介绍 with 关键字的使用方法，例如：
{% with pass = 60 %}
{{ pass }}
{% endwith %}

with 定义的变量的作用范围在{% with %}和{% endwith %}代码块内，在模板的其他
地方，引用此变量值无效。
在 PyCharm 中新建一名为 3-11 的工程。在工程中 templates 的文件夹下新建 index.html
文件，index.html 文件代码如下：
例 3-11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11
12
13
14
15
16

Jinja 2 模板中 set 和 with 使用示例：index.html

<!DOCTYPE html>
<html lang="en">
<head>
<meta charset="UTF-8">
<title>Title</title>
</head>
<br>
{% set telephone ='1388888888' %}
{% set nav = [('index.html', 'index'), ('product.html', 'product')] %}
{{ telephone }}</br>
{{ nav}} </br>
{% with pass = 60 %}
{{ pass }}
{% endwith %}
</body>
</html>

app.py 文件内容如下：
例 3-11
01
02
03
04
05
06
07

Jinja 2 模板中 set 和 with 使用示例：app.py

from flask import Flask,render_
template
app = Flask(__name__)
@app.route('/')
def hello_world():
return render_template
('index.html')
if __name__ == '__main__':
app.run(debug=True)

运行上面的工程，结果如图 3.8 所示。

图 3.8

set 和 with 定义变量及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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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静态文件的加载

静态文件的加载一般需要先新建文件夹 static，在文件夹下再新建 css、js 和 images
文件夹，在这些文件夹中存放 css、js、images，同时要需要使用'url_for'函数。
在 PyCharm 中新建一个名为 3-12 的工程。找到 static 文件夹，在此文件夹下再新建
css、js 和 images 这 3 个文件夹，目录结构如图 3.9 所示。

图 3.9

静态文件对应的目录结构

说明：PyCharm 创建的工程中已经帮我们建立了 static 文件夹，因此不需要我们手动创
建 static 文件了。
在 templates 目录下新建一个名为 index.html 的文件， 在 app.py 的视图函数中使用
return render_template('index.html')方法来渲染模板。下面分别给出加载 JS、图片和 CSS 的
方法。
（1）加载 JS 文件
在静态文件 index.html 中，在</head>之前引入 jquery-3.3.1.js 文件，具体代码如下：
<script src="{{ url_for('static', filename='js/jquery-3.3.1/jquery-3.3.1.js') }}">
</script>

可以使用下面代码测试 jquery-3.3.1.js 文件是否加载成功。
<script>
if(jQuery) {
alert('jQuery 已加载!');
}
·52·

第3章

Jinja 2 模板引擎

else {
alert('jQuery 未加载!');
}
</script>

通过测试，可以发现通过上述方法可以正常加载 js 文件。这里使用到了 url_for()函数
来实现。事实上，还可以通过下面代码实现：
<script type="text/javascript" src="static/js/jquery-3.3.1/jquery-3.3.1.js">
</script>

不过，一般建议使用 url_for()函数形式。
（2）加载图片文件。
加载图片，可以使用下述代码实现：
<img src="{{ url_for('static', filename='images/car.jpg') }}"></img>

（3）加载 CSS 文件。
加载外部 CSS 文件，可以使用下述代码实现：
<link rel="stylesheet" href="{{ url_for('static',filename='css/car.css') }}">

car.css 的代码如下：
.img{
BORDER-RIGHT: #000 1px solid; BORDER-TOP: #000 1px solid; MARGIN: 10px 0px;
BORDER-LEFT: #000 1px solid; BORDER-BOTTOM: #000 1px solid
}

在 index.html 文件中添加如下代码：
例 3-12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Jinja 2 模板中加载静态文件示例：index.html

<!DOCTYPE html>
<html lang="en">
<head>
<meta charset="UTF-8">
<title>Title</title>
{#
<script src="{{ url_for('static', filename='js/jquery-3.3.1/
jquery-3.3.1.js') }}"></script>#}
<script type="text/javascript" src="static/js/jquery-3.3.1/jquery3.3.1.js"></script>
<link rel="stylesheet" href="{{ url_for('static',filename='css/car.
css') }}">
</head>
<body>
{#测试 jQuery 是否加载#}
<script>
if(jQuery) {
alert('jQuery 已加载!');
}
else {
alert('jQuery 未加载!');
}
</scri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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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v class="img">
<img src="{{ url_for('static', filename='images/car.jpg') }}"></img>
</div>
</body>

app.py 文件的代码如下：
例 3-12
01
02
03
04
05
06
07

Jinja 2 模板中加载静态文件示例：app.py

from flask import Flask,render_template
app = Flask(__name__)
@app.route('/')
def hello_world():
return render_template('index.html')
if __name__ == '__main__':
app.run()

运行上述代码，效果如图 3.10 所示。

图 3.10

3.9

网页加载静态文件

模板的继承

一个系统网站往往需要统一的结构，这样看起来比较“整洁”。比如，一个页面中都
有标题、内容显示、底部等几个部分。如果在每一个网页中都进行这几部分的编写，那么
整个网站将会有很多冗余部分，而且编写的网页程序也不美观。这时可以采用模板继承，
即将相同的部分提取出来，形成一个 base.html，具有这些相同部分的网页通过继承
base.html 来得到对应的模块。
1．模板的继承语法
模板的继承语法如下：
{% extends “模板名称” %}

2．块的概念
模板继承包含基本模板和子模板。其中，基本模板里包含了网站里基本元素的基本骨
架，但是里面有一些空的或不完善的块（block）需要用子模板来填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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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父模板中：
…
{% block block 的名称 %}
{% endblock %}
…

在子模板中：
…
{% block block 的名称 %}
子模板中代码
{% endblock %}
…

在 PyCharm 中新建一个名为 3-13 的工程。在 templates 目录中创建 index.html、base.html
和 product.html 3 个静态文件。base.html 文件作为基类，index.html 和 product.html 文件作
为子类，子类去继承基类的基本内容。
base.html 文件内容如下：
例 3-13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11

Jinja 2 模板的继承示例：base.html

<html lang="en">
<head>
<meta charset="UTF-8">
<title>{% block title %}{% endblock %} -我的网站</title>
</head>
<body>
{% block body %}
这是基类中的内容
{% endblock %}
</body>
</html>

index.html 文件内容如下：
例 3-13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11
12
13

Jinja 2 模板的继承示例：index.html

{% extends "base.html" %}
{% block title %}网站首页{% endblock %}
{% block body %}
{{ super() }}
<h4>这是网站首页的内容!</h4>
{% endblock %}
Product.html 文件的内容为：
{% extends "base.html" %}
{% block title %}产品列表页{% endblock %}
{% block body %}
<h4>这是产品列表页的内容!</h4>
取得网页标题的内容：
<h4>{{ self.title() }}</h4>
{% endblock %}

product.html 文件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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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3-13

01
02
03
04
05
06

Jinja 2 模板的继承示例：product.html

{% extends "base.html" %}
{% block title %}产品列表页{% endblock %}
{% block body %}
<h4>这是产品列表页的内容!</h4>
取得网页标题的内容：
<h4>{{ self.title() }}</h4>
{% endblock %}

app.py 文件内容如下：
例 3-13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Jinja 2 模板的继承示例：app.py

from flask import Flask,render_template
app = Flask(__name__)
@app.route('/')
def index():
return render_template('index.html')
@app.route('/product')
def product():
return render_template('product.html')
if __name__ == '__main__':
app.run(debug=True)

默认情况下，子模板如果实现了父模板定义的 block，那么子模板 block 中的代码就会
覆盖父模板中的代码。如果想要在子模板中仍然保持父摸板中的代码，那么可以使用
{{super()}}来实现，如 index.html 中{% block body %}{% endblock %}代码块中使用了
{{ super() }}方法，运行结果如图 3.11 所示：

图 3.11

子类调用父类中的内容

如果想要在一个 block 中调用其他 block 中的代码，可以通过{{self.其他 block 名称()}}
实现。比如 product.html 文件中的<h4>{{ self.title() }}</h4>方法。运行此代码，结果如
图 3.12 所示。

图 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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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模板的继承可以这么理解：就是在一个 html 文档中已经写好了框架，然后要往
里面放东西时，先用<% block blockname %><% endblock %>放一个空的块在里
面作为基础模块，接下来被别的子模块导入的时候，用子模块里相同名称的模
块替代。

3.10

温 故 知 新

1．学完本章内容后，读者需要回答：
（1）什么是模板？
（2）模板中如何写注释？
（3）模板中如何使用 if 语句？
（4）模板中如何使用 for 语句？
2．在下一章中将会学习：
（1）路由函数的使用。
（2）装饰器的基本使用。
（3）蓝图的定义和基本使用。

3.11

习

题

通过下面的习题来检验本章的学习情况，习题答案请参考本书配套资源。
【本章习题答案见配套资源\源代码\C3\习题】
1．使用 for 语句，新建一个工程，打印出九九乘法表。
2．在视图函数中定义一个字典 books，请在模板中遍历出字典的所有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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