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ject 3

项目3

程序流程控制语句
—— 地铁买票问题

项目情景
大街上的路灯为什么到了早上 7 点就会自动关闭，而到晚上 7 点又会自动开启？
自动评卷系统为什么能根据学生所得的分数自动、快速判断出成绩的优、良、中，差？
淘宝网又如何知道登录的会员是否是 VIP 会员？诸如此类的场景应用在生活中随处可
见。本项目通过完成北京市地铁买票问题的小程序开发来解决上述疑惑。
完成本项目后，将掌握以下技能：
 Python 程序中的选择结构以及选择结构的嵌套。
 Python 程序中的循环结构以及循环结构的嵌套。
 循环中的辅助语句。
 函数的定义及其调用。
 局部变量与全局变量。
 Python 中常用的系统函数。

项目概述
根据以下信息提示，请帮小明计算每月乘坐地铁支出的总费用。提示信息：
票价：
一、城市公共电汽车价格调整为：10km（含）内 2 元，10km 以上部分，每增加 1
元可乘坐 5km。使用市政交通一卡通刷卡乘坐城市公共电汽车，市域内路段给予普通
卡五折，学生卡二五折优惠；市域外路段维持现行折扣优惠不变。享受公交政策的郊
区客运价格，由各区、县政府按照城市公共电汽车价格制定。
二、轨道交通价格调整为：6km（含）内 3 元；6 ～ 12km（含）4 元；12 ～ 22km
（含）5 元；22 ～ 32km（含）6 元；32km 以上部分，每增加 1 元可乘坐 20km。使用
市政交通一卡通刷卡乘坐轨道交通，每自然月内每张卡支出累计满 100 元以后的乘次，
价格给予八折优惠；满 150 元以后的乘次，价格给予五折优惠；支出累计达到 400 元
以后的乘次，不再享受打折优惠。
要求：
假设每个月小明都需要上 20 天班，每次上班需要来回 1 次，即每天需要乘
坐 2 次同样路线的地铁；每月月初小明第一次刷公交卡时，扣款 5 元；编写
程序，帮小明计算每月乘坐地铁需要的总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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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 1 计算每月地铁票费用
任务分析
1．项目输入的确定
实现本项目的关键是理清思路。首先该项目需求中的判断条件较为复杂，由项目的需
求分析可知，该项目可以将路程作为输入值，然后对路程进行分析、计算，从而得到小明一
个月中应支付的地铁票费用。
2．条件语句与循环语句结构的确定
从项目需求中的循环条件分析可得，该项目可设计两层循环结构，外层循环表示天数，
内层循环表示每天乘坐地铁的次数，即每天两次，由于小明每乘坐一次地铁都会使金额发生
改变，而每一次改变都可能使得金额区间改变（项目需求中有优惠条件），所以内层循环控
制很有必要。同时循环内还需要对金额进行条件判断，根据区间对金额进行计算（每一次都
需要判断）。

任务实施
1．新建项目
启动 PyCharm 软件，新建一个名为“unit3”的项目，然后在 Project 下选中 unit3 并右击，
选择“New”→“Python File”命令，新建一个 Python 文件 task3_1.py，如图 3-1 所示。

图 3-1

新建一个 Python 文件 task3_1. 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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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代码编写
1）启动 PyCharm 代码编辑视图。
2）定义 3 个变量 days、distance 和 money，days：表示天数，赋初值为 1；distance：表
示距离，调用 input( ) 函数获取用户从键盘输入的值并赋给该变量；money：表示应支付的金
额，赋初值为 0。
3）定义 while 语句，同时定义一个变量 j 用于控制天数。
4）定义 if-elif 语句，用于距离条件判断，从而控制 money 变量值的变化。
5）利用 print( ) 函数在屏幕上打印输出用户需要支付的金额，即 money 变量值。
6）完成代码编写，源代码如下：
# 乘地铁问题
days = 1 #i 表示天数
distance =int(input("input your distance:")) #distance 表示距离
money = 0 # 初始金额为 0
while days <= 20: # 控制 20 天
j = 1 #j 表示趟数
if distance == 0:
break
while j <= 2 : # 每天两次
if money < 100:
if distance <= 6:
money += 3
elif 6 < distance and distance <= 12:
money += 4
elif 12 < distance and distance <= 22:
money += 5
elif 22 < distance and distance <= 32:
money += 6
elif distance > 32:
money += (distance - 32)%20
elif money >= 100 and money <= 150:
if distance <= 6:
money += 3*0.8
elif 6 < distance and distance <= 12:
money += 4*0.8
elif 12 < distance and distance <= 22:
money += 5*0.8
elif 22 < distance and distance <= 32:
money += 6*0.8
elif distance > 32:
money += ((distance - 32)%20)*0.8
elif money >= 150 and money <= 400:
if distance <= 6:
money += 3*0.5
elif 6 < distance and distance <= 12:
money += 4*0.5
elif 12 < distance and distance <=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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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ey += 5*0.5
elif 22 < distance and distance <= 32:
money += 6*0.5
elif distance > 32:
money += ((distance - 32)%20)*0.5
elif money >= 400 :
if distance <= 6:
money += 3
elif 6 < distance and distance <= 12:
money += 4
elif 12 < distance and distance <= 22:
money += 5
elif 22 < distance and distance <= 32:
money += 6
elif distance >= 32:
money += (distance - 32)%20
j += 1
days += 1
money += 5
print("money=%f"%money)

7）运行程序，运行结果如图 3-2 所示。

图 3-2

运行结果

源代码分析：
1）代码中定义了两重 while 循环语句，最外层循环用于控制天数，即控制计量一个月
乘坐地铁的天数为“<=20”天；第二重循环用于控制每天乘坐地铁的次数，即每天两次。
2）在 1）中的最外层循环中加入了 if 语句，用于判断小明乘坐地铁的距离，如果乘坐
地铁的距离为 0（表示小明并未乘坐地铁），则让程序中断不再进行后面的判断计算。如果
乘坐距离不为 0 则再在内层循环中进行 if 语句的嵌套使用，用于对金额进行条件判断，然
后根据乘坐地铁距离所划分的区间，计算每一次乘坐地铁的金额。

必备知识
1．Python 的判断语句
所谓判断指的是只有满足某个条件才有资格做某件事情，如果不满足条件，是不允许
做的，这就是选择结构最基本的执行流程。Python 提供了多种判断语句：基本 if 语句、ifelse 语句、elif 语句以及 if 结构的嵌套。
（1）if 单分支语句
if 语句构成了最简单的单分支选择结构，其语法格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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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 表达式：
语句块

当表达式值为 True 或其他等价值时，表示条件成立，语句块将被执行，否则该语句块
将不被执行。其流程图如图 3-3 所示。

表达式
真

假

语句块

图 3-3

单分支结构流程图

示例代码如下：
x1=input(' 请输入整数 x1:')
x2=input(' 请输入整数 x2:')
max=x1
if(x2>max):
max=x2
print(' 最大值 =',max)

运行结果如图 3-4 所示。

图 3-4

运行结果

（2）if 多分支语句
1）if-else 语句。
if-else 语句构成了双分支选择结构，其语法格式为：
if 表达式：
语句块 1
else：
语句块 2

当表达式值为 True 或其他等价值时，表示条件成立，执行语句块 1，否则执行语句块 2。
其流程图如图 3-5 所示。

真

表达式

语句块 1

图 3-5

假
语句块 2

双分支结构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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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 if-else 语句判断所输入的数是奇数还是偶数的代码如下：
x=input(' 请输入整数 x:')
if(int(x)%2==0):
print(x,' 是偶数 ')
else:
print(x,' 是奇数 ')

2）if-elif 语句。
if-elif 语句构成了多分支选择结构，该结构提供了更多的选择，可以实现更为复杂的业
务逻辑。其语法格式为：
if 表达式 1：
语句块 1
elif 表达式 2：
语句块 2
……
elif 表达式 n：
语句块 n
else：
语句块 n+1

if-elif 语句在执行过程中，会从上到下依次判断每个表达式的值是否为真并在判断结果
为真时执行其下特定代码块中的代码，而后忽略剩下的语句并退出多分支结构；如果每个表
达式的值都不为真，则执行 else 下面的程序块。其流程图如图 3-6 所示。
表达式 1
真

假

表达式 2

假

…
表达式 n

真

假

真
语句块 1

语句块 2

图 3-6

语句块 n

多分支结构流程图

将百分制成绩转换成五等级制的代码如下：
score=input(' 请输入你的成绩（0-100）：')
si=int(score)
if si>=90:
print(" 优 ")
elif si>=80:
print(" 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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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if si>=70:
print(" 中 ")
elif si>=60:
print(" 及格 ")
else:
print(" 不及格 ")

3）选择结构的嵌套。
在比较复杂的实际情况下，某个条件又可以分为更为详细的子条件，这时可以使用选
择结构的嵌套方式来实现逻辑关系。
选择结构的嵌套形式如下：
if 表达式 1：
语句块 1
if 表达式 2：
语句块 2
else：
语句块 3
else：
语句块 4

使用嵌套结构时，一定要严格控制不同级别代码块的缩进量，因为这决定了不同代码
块的从属关系以及业务逻辑能否被实现。
实现具有纠错功能的成绩等级判断的代码如下：
score=input(' 请输入你的成绩（0-100）：')
si=int(score)
if si<0 or si>100:
print(" 输入错误！请输入 0-100 之间的成绩！ ")
else:
if si>=90:
print(" 优 ")
elif si>=80:
print(" 良 ")
elif si>=70:
print(" 中 ")
elif si>=60:
print(" 及格 ")
else:
print(" 不及格 ")

2．Python 的循环语句
现实生活中有许多用到循环的场景，比如，红绿灯的交替且重复的变化过程。在程序
中，若想实现重复执行的某些操作，可以使用循环语句来实现。Python 提供了两种循环语
句，分别是 while 循环和 for 循环。
（1）while 循环语句
while 语句的基本格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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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ile 条件表达式：
条件满足时，执行的循环语句块 1
else：
条件不满足时，执行的语句块 2

当条件表达式的值为 True 时，执行 while 下面的语句块，然后返回到 while 后面的条件
继续进行判断，以此循环下去；如果条件表达式的值为 False，执行 else 下面的语句块，然
后结束循环操作，执行循环结构后面的语句。
需要注意的是，else 子句部分如果不需要，则可以省略。while 循环的流程图如图 3-7 所示。
条件表达式

假

真
循环语句块 1

图 3-7

语句块 2

while 循环流程图

使用 while 循环计算 1 ～ 100 自然数之和的代码如下：
n=1
sum=0
while n<=100:
sum = sum + n
n=n+1
print("1+2+……+100=",sum)

运行结果为：
1+2+……+100 = 5050

（2）for 循环语句
1）for 语句的基本格式为：
for 变量 in 集合：
循环语句块

for 语句主要是通过依次遍历集合里面的元素来实现的，这里说的集合并不单指集合这
种数据类型，还指由多个元素组成的一个对象。for 循环接受序列、字典或集合等可迭代对
象作为其参数，每次循环取出其中的一个元素。
2）range() 函数生成序列：
Python 中内置的 range() 函数可以生成一个数据序列，更明确地说就是生成一个递增的
整数列表，一般用在 for 循环中。range 函数的格式及参数含义如下：
range（start, end, step)

start：计数的开始位置，默认是从 0 开始；
end：计数的结束位置，但不包括该值；
step：每次跳跃的间距，即步长，默认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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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range() 函数生成一个半开区间（左闭右开区间），不包括序列的终值。
当 range() 函数内只有一个参数时，表示会产生从 0 开始计数到输入参数前一位整数结
束的整数列表，例如，for i in range(1,101) 分句中，i 的取值为 1 ～ 100，不包括终值 101。
使用 for 循环计算 1 ～ 100 自然数之和的代码如下：
sum = 0
for i in range(1,101):
sum = sum + i
print("1+2+……+100=",sum)

运行结果：
1+2+……+100= 5050

3）for 循环嵌套。
同样，for 语句也可嵌套使用，for 语句的嵌套格式为：
for 变量 1 in 集合 1：
循环语句块 1
for 变量 2 in 集合 2：
循环语句块 2

for 语句的嵌套使用代码如下：
for i in range(1,10):
# i 控制输出的行数，i 取值 1 ～ 9，共循环 9 次；
for j in range(1,i+1):
# j 控制每行输出乘式的个数，j 取值 1 ～ i;
print("%d×%d=%-4d"%(i,j,i*j),end = "")
print( )

运行结果：
1×1=1
2×1=2
3×1=3
4×1=4
5×1=5
6×1=6
7×1=7
8×1=8
9×1=9

2×2=4
3×2=6
4×2=8
5×2=10
6×2=12
7×2=14
8×2=16
9×2=18

3×3=9
4×3=12
5×3=15
6×3=18
7×3=21
8×3=24
9×3=27

4×4=16
5×4=20
6×4=24
7×4=28
8×4=32
9×4=36

5×5=25
6×5=30
7×5=35
8×5=40
9×5=45

6×6=36
7×6=42
8×6=48
9×6=54

7×7=49
8×7=56
9×7=63

8×8=64
9×8=72

9×9=81

4）break 语句。
在循环结构中，有时会希望满足某个条件或程序执行到某个地方的时候，让程序中断后
续的执行，这就需要用到中断机制。循环体中有两种这样功能的语句：break 和 continue。
break 语句在循环中用于强制退出循环，一般与 if 语句配合使用，当判断条件满足时，
就会执行 break 语句提前结束循环。
在多重循环中，使用一条 break 语句只能退出其所在的本层循环体，而不能退出多层循环。
break 语句的示例代码如下：
n=0
for i in range(1,101):
if i%7==0 or i%13==0:

# 循环范围 1 ～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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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nt("%d"%i,end="\t")
n=n+1
if n==10:
break

# 输出符合条件的数据
# 监视输出数据的个数

运行结果：
7

13

14

21

26

28

35

39

42

49

5）continue 语句。
continue 语句是另一种中断结构语句，其功能是强制停止本次循环并忽略 continue 后面
的语句，然后回到循环的顶端，继续执行下一次循环。
在多重循环中，continue 语句也只能控制本层循环的中断，而不能控制所有层循环的中断。
对于初学编程的人来说，一定要注意区分 break 语句与 continue 语句的不同作用：break
语句执行后会强制退出本层循环，不再执行循环体中的语句；但 continue 语句不会退出循环，
而是忽略本次循环的剩余语句，提前进入下一轮循环。
continue 语句的示例代码如下：
n=0
sum=0
for i in range(1,6):
print(" 请输入第 %d 个整数："%i,end="")
x=input()
x=int(x)
if x<=0:
continue
n=n+1
sum=sum+x
print(" 共输入了 %d 个正整数，其总和为：%d。"%(n,sum))

运行结果：
请输入第 1 个整数：1
请输入第 2 个整数：0
请输入第 3 个整数：−1
请输入第 4 个整数：2
请输入第 5 个整数：4
共输入了 3 个正整数，其总和为：7。

任务 2 通过函数方式计算每月地铁票费用
任务分析
函数是用来实现单一或相关联功能且可以重复使用的代码段。由于函数可以重复使用，
从而避免了代码的大量重复编写。本任务将计算每月地铁票费用的功能封装到一个函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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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真正实现“一次编写多次使用”，提高程序的开发效率。

任务实施
1）打开项目 unit3，新建一个 Python 文件 task3_2.py。
2）在新建文件中定义一个带有参数的函数 subwayFee（distance），其中 subwayFee 为
函数名，distance 为参数，函数的返回值为 money。
3）最终的源代码如下：
def subwayFee(distance):
days = 1 #i 表示天数
#distance =int(input("input your distance:")) #distance 表示距离
money = 0 # 初始金额为 0
while days <= 20: # 控制 20 天
j = 1 #j 表示趟数
if distance == 0:
break
while j <= 2 : # 每天两趟
if money < 100:
if distance <= 6:
money += 3
elif 6 < distance and distance <= 12:
money += 4
elif 12 < distance and distance <= 22:
money += 5
elif 22 < distance and distance <= 33:
money += 6
elif distance > 33:
money += (distance - 33)%20
elif money >= 100 and money <= 150:
if distance <= 6:
money += 3*0.8
elif 6 < distance and distance <= 12:
money += 4*0.8
elif 12 < distance and distance <= 22:
money += 5*0.8
elif 22 < distance and distance <= 33:
money += 6*0.8
elif distance > 33:
money += ((distance - 33)%20)*0.8
elif money >= 150 and money <= 400:
if distance <= 6:
money += 3*0.5
elif 6 < distance and distance <= 12:
money += 4*0.5
elif 12 < distance and distance <= 22:
money += 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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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if 22 < distance and distance <= 33:
money += 6*0.5
elif distance > 33:
money += ((distance - 33)%20)*0.5
money
>= 400 :
elif
if distance <= 6:
money += 3
elif 6 < distance and distance <= 12:
money += 4
elif 12 < distance and distance <= 22:
money += 5
elif 22 < distance and distance <= 33:
money += 6
elif distance >= 33:
money += (distance - 33)%20
j += 1
days += 1
money += 5
return money

4）调用函数 subwayFee 并传入参数值为 50 进行测试，即输入两行语句并进行测试：
fee=subwayFee(50)
print(fee)

5）执行结果如图 3-8 所示。

图 3-8

任务 2 程序执行结果

必备知识
1．Python 自定义函数
Python 中的函数分为系统函数和自定义函数。系统函数是预先定义好的，用户直接调
用即可实现函数特定的功能；自定义函数需要自己编写。下面讲解构造自定义函数的语法及
相关内容。
（1）函数的定义
函数是通过关键字 def 进行定义的，自定义函数的基本格式通常为：
def 函数名 ( 参数 1, 参数 2,…, 参数 n)：
" 函数文档字符串 "
函数体
return 表达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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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数定义的规则说明如下：
1）函数代码块以关键词 def 开头，后接函数名称和圆括号 ( )。
2）函数名的命名规则与变量的命名规则相同，即函数名只能包含英文字母、数字和下
画线，但是首字符不能为数字，而且函数名也不能是关键字。
3）函数名最好能够做到见名知意，还要注意函数名区分大小写。
4）函数的参数放在圆括号间，参数用于传递给数据，多个参数用逗号分隔开，当然，
函数也可以不带参数。
5）函数体的第一行语句可以选择性地使用文档字符串，用于保存函数的说明。
6）函数的具体内容从冒号（:）开始，并且注意函数体必须缩进书写。
7）return [表达式] 结束函数，return 也是个关键字，作用是将最终计算得到的结果返回
给调用方；程序也可没有 return 语句，则此时 Python 默认返回值为 None。
（2）函数的调用
定义了一个函数以后，该函数是不会自动执行的，若想执行函数体语句需要通过调用
函数来实现。调用函数的格式为：
函数名（实际参数列表）

函数的调用可以通过另一个函数调用执行，也可以直接从 Python 命令提示符执行。
1）无参数无返回值的函数定义及调用，示例代码如下：
def printinfo():
" 输出运行结果及格式 "
print(''.center(30,'-'))
print(' 运行结果：'.center(25))
print(''.center(30,'-'))
printinfo()

运行结果：
--------------------------运行结果：
---------------------------

本示例函数没有参数，也没有 return 语句，这种不返回值的函数通常称作过程。如果函
数没有 return 语句则相当于 return None，None 是 Python 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符号，表示空值。
2）有参数无返回值的函数定义及调用，示例代码如下：
def diswelcome(name):
print('%s 同学：欢迎报考天津职业大学！ '%name)
diswelcome(' 王浩 ')

运行结果：
王浩同学：欢迎报考天津职业大学！

这个函数定义时括号中的参数 name 被称为形式参数，用于接收数值。函数体只有一个
print 语句，%s 表示输出一个字符串，输出的内容为形式参数 name 的值。调用函数时，括
号中的数值为 ' 王浩 '，这个叫作实际参数，在函数调用时会把实际参数的数值传递给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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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加入参数以后，函数功能更加通用，能够根据传递的不同实参来显示不同的欢迎信息。
3）有参数有返回值的函数定义及调用，示例代码如下：
def facto(n):
" 求 n! "
f=1
for i in range(1,n+1):
f=f*i
i=i+1
return f
num=input(' 请输入一个整数：')
num=int(num)
print('%d!=%d'%(num,facto(num)))

# 自定义函数，名为 facto
# 说明函数功能为求 n!

# 有返回值
# 为变量 num 赋值
# 为字符串转换成整数
# 调用 facto 函数并输出结果

运行结果：
请输入一个整数：5
5!=120

函数实现功能后会得到一个结果并将该结果返回给调用者，返回结果值要用到 return
语句。
（3）文档字符串
通常在函数、模块或类的开始会加上一行说明性文字，这行说明性文字就称为文档字
符串。文档字符串可在编写程序时直接写出，非常便捷。
文档字符串是 Python 的一个特性，又叫 DocStrings。在 Python 中使用文档字符串可以
大大增强程序的可读性，更加方便地理解程序。
在函数执行时，可以查看该函数的文档字符串，有两种查看的方法：
方法一的语句格式：函数名 .__doc__
方法二的语句格式：help ( 函数名 )
注意：方法一中“doc”两边的下画线（_）各为两个。
自定义函数的应用：编写自定义函数，求 x 的 n 次幂（xn）。
xn 的值就是 n 个 x 相乘的结果，所以使用循环结构，循环次数为 n，进行累计乘积即可，
源代码如下：
def pow(x,n):
" 求 x 的 n 次幂 "
f=1
for i in range(1,n+1):
f=f*x
i=i+1
return f
xx=input(' 请输入一个整数 ( 底 )：')
xx=int(xx)
num=input(' 请输入一个整数 ( 指数 )：')
num=int(num)
print('%d 的 %d 次幂 = %d'%(xx,num,pow(xx,n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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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结果：
请输入幂的底：5
请输入幂的指数：3
5 的 3 次幂 = 125

本示例程序中，自定义函数的参数有两个，在调用函数时实际参数必须以正确的方式
书写，即实参的数量、顺序以及数据类型必须和函数声明时保持一致，否则系统会抛出错误
信息或者得到不正确的计算结果。
2．默认参数函数
Python 为了简化函数的调用，提供了默认参数机制，这样在调用函数时，可以只传递非
默认值的参数值，而省略最后一个或几个实际参数不写，这样的实参值就使用默认的参数值。
在定义有默认参数的函数时，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1）必选参数必须放在默认参数的前面，确保默认参数在最后。
2）通常将参数值变化小的设置为默认参数。
3）函数参数的默认值仅在该函数定义的时候被赋值一次。
使用默认参数定义函数案例，这里要编写的取子串函数的功能是从字符串 str 中截取一
段子字符串，截取位置是从第 start 个字符开始，截取的长度是 length 个字符，默认值为 1，
源代码如下：
def substr(str,start,length=1):
" 从字符串 str 中取子串函数，从第 start 个字符开始截取 length 个字符 "
sub=' '
for i in range(start-1,start+length-1):
sub=sub+str[i]
return sub
s=input(' 请输入一个字符串：')
s_start=input(' 从第几个字符开始截取：')
s_start=int(s_start)
s_len=input(' 截取字符串的长度：')
s_len=int(s_len)
sub_s=substr(s,s_start,s_len)
print(' 截取后的子字符串为：',sub_s)

程序执行结果如图 3-9 所示。

图 3-9

程序执行结果

如果用下列语句调用函数，结果如何呢？
print(substr('welcome',4))

# 只取出第 4 个字符 'c'

如果要截取子串的开始位置，即 start 值比字符串的长度还大，该如果处理呢？或者字
符串本身的长度不足以满足截取的要求又该如何处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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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可变参数函数
（1）函数的可变参数
前面例子中形参的个数都是固定的，其实 Python 还支持不定长度的参数。如果一个函
数能处理比声明时更多的参数，这些参数就叫作可变参数或不定长参数，当参数是不定长度
时，只需在参数前加“*”就可以了，加了星号的参数会以元组的形式导入，存放所有未命
名的变量参数。声明一个含有可变参数的函数的基本语法格式为：
def 函数名 ( [ 常规参数 ,] * 元组形式的可变参数 ) :
" 函数 _ 文档字符串 "
函数体
return 表达式

示例代码如下：
def sample(arg1,*var_tuple):
" 打印传入的参数 "
print(" 函数的实际参数有 : ")
print(arg1)
print (var_tuple)
return
sample(1, (2, 3, 4))

# 定义可变参数的函数
# 函数功能是打印传入的实参
# 输出常规参数的值
# 输出可变参数的值
# 返回
# 调用函数

运行结果：
函数的实际参数有：
1
(2, 3, 4)

从运行结果可以看出，除了常规参数按顺序接收输入的实参外，其余多个实参是以元
组的形式被可变参数接收。可以通过编程将可变参数的多个实参以单一数据的形式输出，示
例代码如下：
def sample_vartuple( arg1, *var_tuple ):
" 打印任何传入的参数 "
print (" 参数输出 : ")
print (arg1)
for i in var_tuple:
print (i)
return
sample_vartuple(1)
sample_vartuple(1,2,3,4 )

# 调用函数

运行结果：
参数输出：
1
参数输出：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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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定义求和函数 sum(*n)
sum(*n) 的功能是求和，但不只是求两个数的和，还可能是 3 个数、4 个数、5 个数的和，
也就是编写程序时并不知道用户要计算几个数的和，这是与之前编过的程序最大的不同。
之前的程序都是在已知函数需要多少个形参的情况下构建的，形参可以选择常规参数
和默认参数，但当不确定该给函数传入多少个参数的时候就要使用可变参数来构建。
一个可变参数之所以可以接受多个数值，是因为这些输入的数值被组装到元组中。
def sum(*n):
sum=0
for i in n:
print('%d,'%i,end='')
sum = sum+i
print(' 这 %d 个整数的和为：'%len(n),end='')
return sum
print(sum(10,20,30,40,50))
print(sum(3,4,5))

# n 为可变长参数，前面加“*”
# 对 n 中的每个元素累加求和

# len(n) 获得参数 n 的个数
# 使用 sum 函数计算 5 个整数的和
# 使用同一个 sum 函数计算 3 个整数的和

运行结果：
10,20,30,40,50, 这 5 个整数的和为：150
3,4,5, 这 3 个整数的和为：12

4．定义函数使用关键字参数
（1）关键字参数
函数调用时可以使用关键字参数来确定传入的参数值。使用关键字参数的显著特点是
函数的实参顺序可以与声明时的形参顺序不一致，原因是 Python 解释器能够用参数名匹配
参数值。示例代码如下：
def stu_info(name,id,score) :
" 显示学生的姓名、学号和成绩 "
print (" 姓名 :",name)
print (" 学号 :",id)
print (" 程序设计成绩 :",score)
return
stu_info(name=" 张伟 ", id=180431105,score=93)

# 关键字参数

运行结果：
姓名 : 张伟
学号 : 180431105
程序设计成绩 : 93

Python 还提供了另外一种带两个星号“**”的参数，加了两个星号的参数会以字典的
形式导入。声明这类函数的基本语法格式为：
def 函数名 ( [ 常规参数 ,] ** 字典形式的参数 ) :
" 函数 _ 文档字符串 "
函数体
return 表达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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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代码如下：
def sample( arg1, **var_dict ):
" 打印传入的参数 "
print (" 输出 : ")
print (arg1)
print (var_dict)
sample(1,a=2,b=3)

# 输出常规参数的值
# 输出字典形式的参数值
# 调用函数

运行结果：
输出 :
1
{'a': 2, 'b': 3}

从运行结果可以看出，除了常规参数按顺序接收输入的实参外，其余多个实参要以关
键字参数的形式表示并以字典的形式被形参接收。
另外，函数声明时参数中的星号“*”可以单独出现，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单独出现的星
号“*”后面的参数必须用关键字传入。示例代码如下：
def f(a,b,*,c):
return a+b+c
print(f(1,2,c=3))

# * 后的参数 c 用关键字方式传值，正确

运行结果：
6

如果调用函数用下面的语句：
print(f(1,2,3))

# * 后的参数 c 没用关键字方式传值，报错

运行程序会抛出错误：
Traceback (most recent call last):
File "C: /Py 源代码 /4-3-4-3.py", line 4, in <module>
print(f(1,2,3))
TypeError: f() takes 2 positional arguments but 3 were given

需要强调的是，字典参数必须放在形参的最后定义。
（2）定义统计成绩的函数 total_score(**subject)
本案例定义了一个带有双星号“**”可变参数的函数，通过这种方式传过来的实际参
数被当作字典对待，参数名为字典的键，参数值为字典的值，这个字典是用关键字参数传递
数据的。函数的参数名是学科课程的名称，参数值是课程的分数。示例代码如下：
def total_score(**subject):
counts = len(subject)
print("%d 门课程的成绩分别为："%(counts))
sum = 0
for i in subject.keys():
print("%s:%d"%(i, subject[i]))
sum = sum+subject[i]
return sum
scores = total_score(Chinese=88,English=90, 数学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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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nt(" 总分为 %d"%scores)
scores = total_score( 语文 =80, 数学 =113, 英语 =118, 物理 =95, 化学 =99)
print(" 总分为 %d"%scores)

Python 3.x 支持将中文作为变量名，程序执行情况如图 3-10 所示。

图 3-10

运行结果

5．lambda 函数
（1）lambda 匿名函数
Python 中使用 lambda 来创建匿名函数。所谓匿名就是不再使用 def 这种形式来定义函数。
lambda 的语法格式如下：
lambda 参数列表：表达式

lambda 的主体是一个表达式，而不是一个代码块，其中，“参数列表”是给 lambda 函
数传递的参数，可以是一个，也可以是多个；lambda 表达式中可对参数进行某种运算，表
达式的值就是 lambda 函数的值。
lambda 函数拥有自己的命名空间，且不能访问参数列表之外或全局命名空间里的参数。
示例代码如下：
# 定义只有一个参数的 lambda 函数
>>> fun = lambda x : x**2
# 功能是求 x 的平方
>>> fun(4)
16
# 定义有多个参数的 lambda 函数
>>> fun= lambda x,n : x**n
# 功能是求 x 的 n 次幂
>>> fun(3,4)
81
# 定义有多个参数且有默认值的 lambda 函数
>>> fun = lambda x,y=10,z=20 : x+y+z
>>> fun(5)
# 相当于 5+10+20
35
>>> fun(5,6)
# 相当于 5+6+20
31
>>> fun(5,6,7)
# 相当于 5+6+7
18

通过上述示例明显看出，lambda 函数简化了函数定义的书写形式，使代码更加简洁。
但是使用函数的定义方式更加直观，易于理解。
使用 lambda 函数能够生成列表，示例代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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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st_x = [lambda x:x, lambda x:x*10, lambda x:x*100]
>>> list_x[0](5),list_x[1](6),list_x[2](7)
(5, 60, 700)

第一句定义了一个列表 list_x，有 3 个元素，分别为 x、x*10、x*100；
第二句显示列表的元素，第 0 个列表元素的参数值为 5，计算结果为 5；第 1 个列表元
素的参数值为 6，计算结果为 6*10=60；第 2 个列表元素的参数值为 7，计算结果为 7*100=
700；因此显示的列表元素为（5, 60, 700）。
使用 lambda 还能生成字典，示例代码如下：
>>> dict_x={"k1":lambda x:x*2, "k2":lambda x:x*4,"k3":lambda x:x*6}
>>> dict_x ['k1'](10)
20
>>> dict_x ['k2'](20)
80
>>> dict_x ['k3'](30)
180

第一句定义了一个字典，字典第一个元素的键为 k1，值为 x*2；字典第二个元素的键为
k2，值为 x*4；字典第三个元素的键为 k3，值为 x*6。调用之后，k1 键的值为 10*2=20；k2
键的值为 20*4=80；k3 键的值为 30*6=180。
（2）定义 lambda 函数识别身份证号码中的出生日期
本案例将使用简洁的 lambda 匿名函数实现识别身份证号码中的出生日期。示例代码如下：
dob={'y':lambda id : id[6:10],'m':lambda id : id[10:12],'d':lambda id : id[12:14]}
p_id='120106199803158927'
print(' 你的出生日期是：',end='')
print(dob['y'](p_id),end=' 年 ')
print(dob['m'](p_id),end=' 月 ')
print(dob['d'](p_id),end=' 日 ')

运行结果：
你的出生日期是 1998 年 03 月 15 日

6．变量的作用域
Python 程序中的变量并不是随处都可以访问的，访问权限取决于该变量接收赋值的位
置，专业的说法是取决于变量的作用域。最重要的是要了解并掌握局部变量和全局变量的作
用域，避免编程中出现数据访问错误。
（1）LEGB 原则
Python 的作用域一共有 4 种，分别是：
L（Local）：局部作用域。
E（Enclosing）：外面嵌套函数区域，常见的是闭包函数外的函数。
G（Global）：全局作用域。
B（Built-in）：内建作用域，即内建函数所在模块的范围。
Python 中变量是以 L → E → G → B 的规则查找，即先在局部中查找，如果找不到，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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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去局部外找（如闭包），再找不到就会去全局找，最后去内置中找。
Python 中只有模块（module）、类（class）以及函数（def、lambda）才会引入新的作
用域，其他的代码块（如 if-elif-else、try-except、for、while 等）是不会引入新的作用域的，
也就是说这些语句内定义的变量，外部也可以访问。示例代码如下：
if True:
msg = 'Hello Python!'
……
print(msg)

运行结果：
Hello Python!

本例中 msg 是在 if 语句块中被赋值的，但 if 语句块外部还是可以访问到 msg 的。
另外，内置作用域是通过一个名为 builtin 的标准模块来实现的，但是这个变量名自身
并没有放入内置作用域，所以必须导入这个文件才能够使用它。在 Python 3.0 中，可以使用
以下代码来查看到底预定义了哪些变量。
>>> import builtins
>>> dir(builtins)

（2）局部变量
在函数内部定义的变量拥有一个局部作用域，叫作局部变量。局部变量只能在其被声
明的函数内部访问，函数的形参也被认为是局部变量。示例代码如下：
>>> def func():
x= 10
>>> print(x)

x 定义在函数 func 中，是局部变量，func 外部是不能访问到 x 的。因此运行结果会出
现如下错误：
Traceback (most recent call last):
File "<pyshell#1>", line 1, in <module>
print(x)
NameError: name 'x' is not deﬁned

报错信息显示 x 未定义，因为它是局部变量，只有在函数内才可以使用。
（3）全局变量
在函数外部定义的变量是全局变量 , 全局变量可以在整个程序范围内访问。全局变量即
使与局部变量同名，两者也互不干扰，因为它们的作用域不同。示例代码如下：
def func():
x=10
print(" 函数内 : x=%d"%x)
x = 20
print(" 调用函数前 : x=%d"%x)
func()
print(" 调用函数后 : x=%d"%x)

—· 86 ·—

项目3
程序流程控制语句—— 地铁买票问题

运行结果：
调用函数前 : x=20
函数内 : x=10
调用函数后 : x=20

本程序在 func 函数内定义了一个变量 x，赋值为 10，这个 x 是局部变量；在 func 函数
外也定义了一个变量 x，赋值为 20，但这个 x 是全局变量。尽管两个变量的名字都叫 x，但
它们是两个不同的变量，就如同一个班有两个同姓名的人，他们只是名字相同，实际却是两
个截然不同的个体。在函数体外起作用的是全局变量 x，在函数内起作用的是局部变量 x。
（4）global 关键字
如果在主程序中已经定义了一个全局变量，在函数内需要引用它，则需在函数内的变
量名前加 global 进行修饰，来表示引用的是全局变量。但是，如果在函数内不修改全局变量
也可以不使用 global 进行修饰。global 的语法格式如下：
global 变量 1，变量 2，…，变量 n。示例代码如下：
x = 10
def func():
x+=5
print(" 函数内 : x= %d"%x)
print(" 调用函数前 : x=%d"%x)
func()
print(" 调用函数后 : x=%d"%x)

运行程序时会出现错误，如图 3-11 所示。

图 3-11

运行程序报错

错误信息为局部作用域引用错误，显示在调用函数时执行到 x+=5 语句出错，原因是函
数体中的 x 是局部变量，尚未被赋值而无法修改。如果 x 想使用全局变量 x 的值，则必须在
函数体内增加一条语句：global x，表示 x 是全局变量。将上一个示例代码改为：
x = 10
def func() :
global x
x+=5
print(" 函数内 : x= %d"%x)
print(" 调用函数前 : x=%d"%x)
func()
print(" 调用函数后 : x=%d"%x)

# 指明 x 是全局变量
# 相当于 x=10+5

运行结果：
调用函数前 : x=10
函数内 : x= 15
调用函数后 : x=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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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nonlocal 关键字
当内部作用域想修改外部作用域的变量时，除了会用到 global 关键字之外，有时还会
用到 nonlocal 关键字。要修改嵌套作用域（enclosing 作用域）中的变量则需要使用 nonlocal
关键字。示例代码如下：
def outer():
x=10
def inner():
nonlocal x
x = 20
print('inner 体内 x：%d'%x)
inner()
print('outer 体内 x：%d'%x)
outer()

# 定义外层函数 outer
# outer 函数的局部变量 x
# outer 函数体中嵌套定义了内层函数 inner
# 使用 nonlocal 关键字声明 inner 的局部变量 num

# 在 outer 函数体中调用 inner 函数

运行结果：
inner 体内 x：20
outer 体内 x：20

如果注释掉语句“nonlocal x”，则运行结果为：
inner 体内 x：20
outer 体内 x：10

7．Python 中常用的内建函数
Python 中有许多预先定义好的函数叫作内建函数。这些内建函数并不需要自己编写就
能实现很多强大的功能，了解并熟记这些内建函数可以大大提高编程效率。本案例以表格的
形式列举出部分常见的内建函数及使用示例。
（1）查看内建函数
要查看 Python 内建函数及函数对象，可以执行如下命令：
print(dir(__builtins__))

执行命令后显示的结果如图 3-12 所示。

图 3-12

执行命令后显示的结果

（2）常用的数值运算函数
Python 中常用的数值运算函数见表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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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函数名
abs(number)
pow(x,y[,z])

round(number[,n])

常用的数值运算函数

函数功能

示例
abs(-23)

23

复数返回该复数的模

abs(3+4j)

5.0

返回 x 的 y 次幂，若有参数 z，则所得结果

按给定的精度对数字进行四舍五入

返回给定参数的最小值，参数可以为序列

max(x[,y,z...])

返回给定参数的最大值，参数可以为序列

range([start,] end[, step])

pow(2,3)

8

pow(2,3,5)

3

round(3.3333)

3

再对 z 取模

min(x[,y,z...])

divmod(n1,n2)

结果

返回数字的绝对值

除法和取余运算的结合，返回一个包含商和
余数的元组
按参数生成连续的有序整数列表

round(6.6666)

7

round(6.6666,3)

6.667

min(5,3,4)

3

min((2,5),(2,3,4))

(2, 3, 4)

max(5,3,4)

5

max((2,5),(2,3,4))

(2, 5)

divmod(13,3)

(4, 1)

range(4)
range(1,4) range(1,5,2)

[0, 1, 2, 3]
[1, 2, 3]
[1, 3]

（3）常用的类型转换函数
Python 中常用的类型转换函数见表 3-2。
表 3-2
函数名

常用的类型转换函数

函数功能

示例

chr(i)

返回 ASCII 码对应的字符串

ord(x)

返回字符串的 ASCII 码或 Unicode 值

int(x[,base])

把数字和字符串转换成一个整数；
base 表示当前 x 的进制数，默认为 10

bin(x)

把整数转换成二进制数

oct(x)

把整数转换成八进制数

hex(x)

把整数转换成十六进制数

ﬂoat(x)

把一个数字或字符串转换成浮点数

complex(r[,i])

把字符串或数字转换为复数

str(obj)

把对象转换成可打印字符串

list(x)

将序列对象转换成列表

tuple(x)

把序列对象转换成元组

—· 89 ·—

结果

chr(65)

A

chr(65)+chr(97)

Aa

ord("a")

97

ord(" 中 ")

20013

int(3.3)
int("13") int("1a",16)

3
13
26

bin(5)

0b101

oct(12)

0o14

hex(12)

0xc

hex(16)

0x10

ﬂoat("12")

12.0

ﬂoat("12.3")

12.3

ﬂoat(5)

5.0

complex("2+1j")

(2+1j)

complex("2")

(2+0j)

complex(2,1)

(2+1j)

str(4.5)

'4.5'

str(3+2j)

'(3+2j)'

list("why")

['w', 'h', 'y']

list((1,2,3))

[1, 2, 3]

tuple("why")

('w', 'h', 'y')

tuple([1,2,3])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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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其他常用函数
Python 中还有一些常用的函数，在此就不归类介绍了，见表 3-3。
表 3-3
函数名
len(object)

type(obj)

isinstance(obj, c_info)

其他常用函数

函数功能
返回字符串和序列的长度

返回对象的数据类型

判断对象是否与参数 c_info 的类型相同，如
果相同则返回 True，否则返回 False

将一个函数应用于序列中的每一项，并返回
ﬁlter(function,list)

该函数返回 True 值时的所有项，从而过滤掉返
回值为 False 的所有项

示例

结果

len('hello')

5

len([1,2,3])

3

type(3)

class 'int'

type(3.4)

class 'ﬂoat

type('12.3')

class 'str'

type([1,2,3])

class 'list'

isinstance('hi',str)

True

isinstance(3.5,int)

False

isinstance ((1,2),list)

False

isinstance((1,2),tuple)

True

isinstance([1,2],list)

True

def is_odd(n):
return n % 2 == 1
newlist = ﬁlter(is_odd, [1, 2, 3, 4, 5, 6, 7, 8, 9, 10])

示例：编写自定义函数，判断输入数据的类型。
def displayNumType(num):
print (num,end=' 是 ')
if isinstance(num,(int,ﬂoat,complex)):
print( type(num).__name__,end='')
print(' 型数据。')
elif isinstance(num,str):
print('str 型数据。')
else:
print(' 其他类型数据。')
displayNumType(-12)
displayNumType(34.5)
displayNumType(1.2+3.4j)
displayNumType('hello')

运行结果：
-12 是 int 型数据。
34.5 是 ﬂoat 型数据。
(1.2+3.4j) 是 complex 型数据。
hello 是 str 型数据。

示例：编写程序，使用 ﬁlter 函数过滤掉指定字符串中的指定子串。
def nosubstr(str) :
return str.ﬁnd(sub_s) == -1
s=input(' 输入一个字符串：')
list_s=s.split()
sub_s=input(' 要过滤的子串：')

# 定义过滤字符串的函数
# 返回 str 中不包含的 sub_s 字符串
# s 为全局变量，存储原字符串（有空格）
# list_s 将原字符串分割成单词列表
#sub_s 为全局变量，存储要过滤的子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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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nosubstr 函数中过滤 list_s 列表中的字符串，结果存于 ﬁlter 类变量 result 中
result=ﬁlter(nosubstr,list_s)
# 将结果映射至序列中的每个元素，返回结果列表 list_r
list_r=list((map(str,result)))
print(list_r)
# 输出显示结果中的字符串列表值

运行结果：
输入一个字符串：how do you do
要过滤的子串：do
['how', 'you']

关于 ﬁlter 函数，Python 3.x 和 Python 2.x 有所不同，Python 2.x 中返回的是过滤后的列表，
而 Python 3.x 中返回的是一个 ﬁlter 类。ﬁlter 类实现了 __iter__ 和 __next__ 方法，可以看成
是一个迭代器，有惰性运算的特性，优点是提升了性能、节约了内存。

任 务 拓 展
1．编写程序，输入两个整数，按从大到小的顺序输出这两个整数。
参考代码：
x1=input(' 请输入整数 x1:')
x2=input(' 请输入整数 x2:')
if(x2>x1) :
t=x1
x1=x2
x2=t
print(x1,x2)

2．修改 Python 绘制多彩五角星程序，完成多彩多角星的绘制。
3．使用 while 循环，求 1+2+…+n<100 的最大的 n 值及最大的和。
思路分析：这个题目的循环次数不确定，需要不断判断累加和值是否小于 100，若小于
100 则继续累加下一个自然数，否则循环结束。

小 结
Python 中两个主要的控制语句是判断语句和循环语句。判断语句主要有 if 语句、if-else
语句、elif 语句，更复杂的逻辑关系可以使用 if 结构的嵌套来实现。循环语句主要有 while
循环和 for 循环，循环的嵌套能够处理更多逻辑上的重复。在循环体中还可以使用 break 语
句和 continue 语句来干涉流程的走向。通过判断（条件语句）和重复（循环语句）的合理控
制，就可以编写出解决现实中比较复杂问题的程序了。
函数是对程序逻辑进行结构化或过程化的一种编程方法，可以将完整的程序代码分离
成易于管理的多个程序段，特别是把重复代码放到函数中，这样既能节省空间也能提高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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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复用性，更易于代码的升级与维护。
函数要先定义再调用，函数可以通过关键字 def 进行定义，也可以使用关键字 lambda
来创建匿名函数。使用 def 方式定义函数更加直观、易于理解，而使用 lambda 函数简化了
函数定义的书写形式，使代码更加简洁。
定义函数时通常要确定形式参数的名称及数量，调用函数时通过这些参数进行数据的
传递。函数的参数有多种形式：常规参数、默认参数、关键字参数、可变参数（不定长参数）
等，当函数具有多个参数时，也可以使用多种类型的参数组合。当能够事先知道函数需要
多少个形参的情况下，应选择常规参数和默认参数；当不确定该给函数传入多少个参数时，
就要使用可变参数。
可变参数要在参数前加星号，如果只加一个星号（*），这样的参数会以元组的形式导入，
存放所有未命名的变量参数；如果加了两个星号（**），这样传过来的实际参数被当作字典
对待，参数名为字典的键，参数值为字典的值，这个字典是用关键字参数传递数据的。
在编写函数时特别要注意变量的作用范围，即作用域。变量按作用域的不同分为全局
变量和局部变量。在函数外部定义的变量叫作全局变量，全局变量可以在整个程序范围内
访问；在函数内部定义的变量叫做局部变量，局部变量只能在其被声明的函数内部访问。
全局变量与局部变量即使同名也互不干扰，因为它们的作用域不一样。
当内部作用域的变量想修改外部作用域的变量时，就要用到 global 关键字或 nonlocal 关
键字。在函数或其他局部作用域中要使用全局变量需要用 global 关键字；要在一个嵌套的函
数中修改外层非全局作用域中的变量则需要使用 nonlocal 关键字。
Python 中有许多系统函数，也叫内建函数，这些函数不需要导入任何模块即可直接使
用，了解并熟记这些内建函数可以大大提高编程效率。如果想查看 Python 中的内建函数，
可执行“dir(__builtins__)”语句。

习 题
一、单选题
1．下列代码执行结果是（

）。

x=1
def change(a):
a += 5
print(a)
change(x)

A．5
2．下列（

B．6

C．7

D．1

）的参数定义不合法？

A．def function(*args):

B．def function(arg=1):

C．def function (*args, a=1):

D．def function (a=1, **ar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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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有如下代码，调用结果正确的是（

）。

def bar(x):
def foo(y):
return x ** y
return foo

A．bar(2)(3) == 8

B．bar(2)(3) == 6

C．bar(3)(2) == 8

D．bar(3)(2) == 6

4．有如下代码 x = map(lambda a: a**3, [1, 2, 3])，则 list(x) 的运行结果是（
A．(1, 6, 9)

B．[1, 6, 9]

C．[1, 8, 27]

5．语句 list(range(4,-4,-2)) 得到的列表是（
A．[ ]
6．若 x = (1, 2, 3)，（
A．x*3

B．[4, -2, -4]

D．[1, 12, 27]

）。
C．[4, 2, 0, -2]

D．[-4, -2, 0, 2, 4]

）操作是不合法的。
B．list(x)

）。

C．x[1:-1]

D．x[2] = 4

二、编程题
1．使用 while 循环将 1 ～ 100 之间能被 3 或 7 整除的数显示输出。
2．统计一个字符串的字符个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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