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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大数据、人工智能的发展和应用已经上升为国家战略，与之对应，相关数据分析处
理技能也已经成为现代信息社会对人才数据素养的基本要求之一。而 Python 语言凭借丰富的数据
分析和处理库，使之成为最适用于大数据处理、科学计算和人工智能的计算机程序设计语言，尤
其在诸如互联网领域相关的大数据分析中应用最为瞩目。在此大背景下，我们萌发了编写一本兼
顾 Python 语言基础知识和大数据分析基础知识教材的想法，期望通过一本结构紧凑、内容合理的
教材帮助学生理解、掌握 Python 语言的基础知识及其在大数据分析中的应用。

1. 本书定位
本书是一本零基础、快速入门、使用 Python 语言进行大数据分析处理的教材，主要面向非计
算机类专业学生或对 Python 语言感兴趣的读者。全书围绕大数据分析处理，着重介绍了 Python
语言基础知识及其在大数据分析处理中的应用。
相较于其他同类教材，本书有两大特色。一是对非计算机类专业学生友好。不同于计算机专
业相关学生，非计算机专业学生往往在学习 Python 之前没有学习过任何计算机语言，也缺乏相关
数据结构和算法的必备知识。二是聚焦于 Python 在大数据分析中的应用。Python 确实可以从事诸
如界面开发、Web 后端开发等设计，但是这门语言更胜任数据分析类任务，同时它也形成了较为
丰富的第三方开发社区和语言生态，提供了大量现成的开发库资源，对这些开发库的学习在一定
程度上与一般的程序语言开发不同，比如对语言本身的深入理解和编程技巧的灵活掌握往往并不
刻意要求，但是却要求学生能够结合应用案例，灵活运用相关现有成熟开发库资源，处理具体数
据分析任务，尤其是近年来广受关注的大数据分析等应用任务。

2. 本书内容
本书分为两部分，共 4 篇。第 1 部分包括第 1 篇“入门基础”和第 2 篇“Python 语言基础”，
主要介绍了 Python 语言的理论基础知识，包括 Python 基本使用、基本数据的表示、控制语句、函
数与模块、常见模块的使用等内容。在内容上，本部分基本覆盖了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 Python 语
言程序设计的考点。通过本部分的学习，可以满足学生通过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的需要。第 2 部
分包括第 3 篇“Python 数据处理”和第 4 篇“Python 大数据分析”，主要介绍了 Python 语言在数
据分析和处理方面的应用，内容包括组合数据、数据文件、Python 数据查询分析、Python 时间数
据分析、Python 可视化分析、Python 机器学习分析。在内容上，本部分凸显了 Python 语言的应用
特色，更强调计算思维及 Python 在实际数据分析任务中的应用。

3. 学生如何使用本书
本书在使用形式上突破了传统纸质书籍的限制，辅以教材配套网络平台、在线辅助教学资源
平台和中国大学慕课开放课程平台来帮助学生更好地掌握学习内容。
（1）本书内容紧跟信息技术的发展、实用性强，学生在课堂上可以跟着教师的讲授，由浅入
深、循序渐进地学习相关知识。搭配《Python 大数据分析基础实践教程》，在理解理论知识的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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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更能掌握 Python 在实际生活中的应用。
（2）配套的教材配套网络平台，集自学、自测于一体，学生不仅可以通过内置的课程文档、音
视频在线学习，还可以在学习结束后在线做作业、自测自评。同时，在学习过程中，学生可以随时
了解自己的学习进度和学习状态，及时查漏补缺，能更好地引导学生掌握、巩固、提高所学知识。
（3）配套的在线辅助教学资源平台，提供了本书中涉及的源代码及其他配套资源，学生可以
自由下载。
（4）为丰富本书展现形式，我们还在中国大学慕课开放课程平台上录制并上传了与本书配套
的两门微视频课程，并将其打造成学生课后学习的第二课堂。这两门微视频课程，理论与实践并
重，不仅可以用于课程的课前预习，课后复习，考前的查漏补缺，还能巩固、提高学生实际应用
Python 的技能。

4. 教师如何使用本书
（1）借助于配套的教学 PPT 和程序源代码等相关课程资源，教师能轻松、快捷地完成课前备
课及线下面授时的课程讲解。
（2）借助于教材配套网络平台，教师可以在线上创建课程，实现班级管理、作业管理、自动
批改作业、课程考试、导出成绩、发放通知等教学工作。同时，通过课程测试和成绩统计、评估，
教师可以直接获取教学信息反馈，便于有的放矢地调整教学计划和教学方法，使之更契合学生的
学习习惯与模式。
（3）借助于教材配套网络平台、在线辅助教学资源平台，教师可以方便快捷地分享各类课程
资源。教师还可以通过平台进行课程内容的扩充和延伸，例如将《Python 大数据分析基础实践教
程》中的内容进行整合，和本书配套使用，理论与实践并行，更能丰富教师教学的形式。

5. 配套教学资源
本书配套教学资源丰富，包括教学大纲、PPT 课件、源代码、习题答案、中国大学慕课课程、
教材配套网络平台、在线辅助教学资源平台等，非常方便教师和学生使用。

6. 配套用书
本书可以与《Python 大数据分析基础实践教程》配套使用，理论与实践并行，也可以作为理
论教材单独使用。

7. 关于作者
本书由李树青、刘凌波担任主编，金莹、周松、周浪担任副主编。本书是作者及其教学团队
在多年讲授相关课程和从事相关课题研究的基础上凝练而成的，同时也吸收了国内外诸多教材的
相关内容和成果。
限于作者水平，书中存在的缺点和错误，殷切期望有关专家和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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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函数与模块
前面章节使用最多的函数有两个，分别是 print 和 input，两者分别实现了最为常见的输出
和输入功能。但是我们知道这些函数是怎么实现的吗？其实也不必知道，只要会使用它们就
足够。而且对它们的使用也比较灵活，给它们不同的参数，它们就会做不同的事情，例如：
print('Hello!')
print('Bye!')

传递给 print 函数不同的字符串，它就会输出不同的字符串。这个传递给函数的数据就称
为参数，所以函数通过参数实现定制化的功能。
由此可以看出，函数的意义在于提供了一种供代码使用的扩展功能，只需在代码中直接
调用这些函数，而无需知道函数内部工作原理，即可实现函数定义的功能。而且，借助于互
联网上大量开发好的函数，Python 几乎可以无限扩展已有代码的功能。

4.1
4.1.1

函数的定义和调用
函数的定义

这里从一个例子开始，例如判断两个数中较大的数并输出。
if 1 > 2:
print(1)
else:
print(2)

这里没有使用变量，就直接比较两个固定的常量，但是代码的逻辑是可以比较任何两个
数值，并输出较大的数值。
假设这段代码经常需要在程序中使用，甚至还需要提供给其他人使用。显然直接复制代
码并不方便，因为代码复制过去后，会和所在代码融为一体，增加了对代码功能理解的复杂
度，更为麻烦的是，如果想修改，就要对所有复制过去的代码进行修改。而且有时可能还想
拥有代码的著作权，虽然允许别人使用，但是并不想让别人看到代码的实现过程。
所有这一切都说明了函数存在的意义。这里将上述功能代码使用函数来定义下：
def fu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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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 1 > 2:
print(1)
else:
print(2)

定义方法很简单，将全部代码先缩进，表示这些代码都是所定义函数的内部代码。然后
在首行写上 def，表示“definition”，定义的意思，后面为具体的函数名称。
关于定义函数的名称和后面的圆括号
之所以需要定义函数名称，是因为可以定义很多不同的函数，通过这些不同的函数名
称就可以很好地区分，正如通过变量名称区分不同变量一样。在函数名称后加上圆括号，
一是为了和变量相区分，函数在使用时总需要在函数名称后面添加这个圆括号，即使括号
里面什么参数都没有；二是为了以后添加参数时使用，后文会进行相应的介绍。
函数定义完毕，就可以多次被调用：
def func():
if 1 > 2:
print(1)
else:
print(2)
func()
# ...
func()

请注意，一定要在函数定义后才能使用函数，否则系统会提示函数没有定义。

4.1.2

函数参数的使用

就像调用 print 函数时可以在圆括号中添加字符串等参数表示具体的输出内容一样，也可
以假设调用该函数时在圆括号中添加需要比较大小的两个数值，并希望该函数也能正确地输
出较大的数：
func(1,2)
func(2,4)
func(3,2)

可以打个比方，如果把这些新传入的数值看成是礼物，现在的主要问题是让函数把礼物
收下来。为此函数必须拿出两个盘子来装礼物，由于变量可以存储数值，因此可以想象函数
自己在圆括号里放上两个变量来表示两个盘子：
def func(num1, num2):

其中，num1、num2 分别和第一个和第二个传递过来的数值对应。
函 数 参 数
所谓函数参数，就是用于接收传递给函数不同数值的变量，定义的位置位于函数名称
的括号内。并非所有的函数都需要参数，但是不论是定义还是调用函数，都不能省略跟在
函数名称后面的圆括号。
此时就可以把之前函数中的两个常量 1 和 2 分别换成 num1 和 num2 这两个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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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f func(num1, num2):
if num1 > num2:
print(num1)
else:
print(num2)
func(1,2)
func(2,4)
func(3,2)

输出：
2
4
3

此时程序即可正常运行，而且可以正确输出所传递过来的两个任意数值中的较大数值。
请注意，数值的次序很重要，第一个数值会传递给第一个函数参数，以此类推。如果想
改变这个次序，可以通过强制在数值前增加要赋值的参数名称来实现：
def func(num1, num2):
if num1 > num2:
print(num1)
else:
print(num2)
func(num2=1, num1=2)

输出：
2

这种方法中的赋值参数也被称为“关键字参数”。相对而言，传统靠位置次序来表达的
参数称为“位置参数”。

4.1.3

函数的返回值

下面继续对该函数进行完善。
首先，函数名称“func”太抽象，不如“max”这样能让人见名知义：
def max(num1, num2):
if num1 > num2:
print(num1)
else:
print(num2)

其次，这个函数设计其实存在一个问题。如果想比较两个数值，并将较大的数值保存到
一个其他变量中去。那么现在还可以使用这个函数吗？
虽然函数 max 可以求出两个参数的最大值，但是它只能输出到屏幕上！但在很多时候，
更希望它能更为灵活地处理最大值。退一步说，既然 max 函数能输出最大值到屏幕上，它也
就能求出最大值，那为什么不能输出到打印机上？文件中？变量中？其实这个输出不应该作
为这个函数功能的一部分。函数只要能求出较大的值并把它交出来就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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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刚才参数传递一样，这里也需要两个步骤。步骤 1 是函数要把值交出来：
def max(num1, num2):
if num1 > num2:
return num1
else:
return num2

这里的 return 语句表示函数交出一个数值，也称为返回值，和 return 单词字面的返回含
义一致。
步骤 2 就是在调用函数的时候，接收这个值。
print(max(1, 2))
value1 = max(2, 4)
print(value1)

输为：
2
4

也可以将接收的值保存到其他变量中再做进一步处理。调用函数的代码可以自己决定如
何使用这个返回值。显然，此时对于这个函数整体而言，可以把它就想象成一个唯一的数值，
这个数值就是此时函数的返回值。但不同于一般的数值，这个数值会因为函数参数和功能的
不同而呈现出变化的特点。
有了这种函数的封装，就可以将程序代码按照功能一块一块地拆分开来，形成不同的函
数，到了使用的时候，通过函数名称来调用，组装成完整的功能，甚至可以通过参数和返回
值实现必要的数据传递，使代码的可读性更强，并且也使得代码整体更显模块化。

4.2
4.2.1

函数参数的灵活使用
默认值参数

函数参数虽然提供了改变函数功能与行为的可能性，但是它也给调用函数的代码提出了
基本要求，那就是，对于有参数的函数而言，必须在调用时指定参数。
例如，对于上述的 max 函数，如果直接调用：
def max(num1, num2):
if num1 > num2:
return num1
else:
return num2
print(max())

系统会提示“TypeError: max() missing 2 required positional arguments: 'num1' and 'num2'”，
意思就是说遗漏了两个必需的参数。
但是这样有时也不方便，比如通过函数参数来设置国家名，对于国内用户而言，默认都
是中国，但是仍然需要输入中国这个参数数值。那么能否给函数参数定义一个默认值？调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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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数时，只要没有赋值，就自动设置为默认值。方法是在定义函数参数时通过等号“=”直接
给参数赋一个默认的初始值：
def max(num1=0, num2=0):
if num1 > num2:
return num1
else:
return num2
print(max())
print(max(-1))
print(max(1, -1))

输出：
0
0
1

在运行结果中，第一个输出为 0，因为没有指定任何参数数值，两个参数默认都为 0；第
二个输出为 0，其中−1 将会自动赋给 num1 参数，输出默认为 0 的 num2；第三个输出为 1，
这个是正常的参数赋值输出。
当然，并非所有参数都必须有默认值。
def max(num1, num2=0):
if num1 > num2:
return num1
else:
return num2
print(max(-1))

输出为 0，因为−1 被自动赋给了 num1 参数，输出的是默认为 0 的 num2。
不过，这里经常会出现一个错误：
def max(num1=0, num2):
if num1 > num2:
return num1
else:
return num2

在这段函数定义代码中，第一个参数默认为 0，而第二个参数没有默认值，这会导致函
数定义错误，具体错误为“non-default argument follows default argument（没有默认值的参数
不能跟在默认参数后面）”。其实原因也很简单，如果可以的话，那么在调用函数时如只有
一个数值传递给参数，系统将会无法确定，这个数值究竟是应该用于改变第一个参数的默认
值，还是直接赋给第二个没有默认值的参数。
各种类型参数的常见使用
在调用各种第三方定义的函数时，常常会遇到带有很多参数的函数，其中很多参数都
有默认值。此时可以有选择地更改一些参数，在一般情况下，正如前文所述，常见的做法
就是利用关键字参数来表达，而对于其他参数，则利用参数默认值来自动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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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列表参数

3.2 节中简要地介绍了列表的相关知识。其实列表也可以作为函数的参数来传递，此时的
用法和其他类型的参数没有很大的区别，唯一的区别在于这个参数就像列表一样，可以按照
循环遍历的方法逐个取出每个列表元素：
def arraySum(num):
sum = 0
for i in num:
sum += i
return sum
num = [1, 2, 3, 4, 5]
print(arraySum(num))

输出：
15

在调用函数时，也可以直接传递列表常量。
print(arraySum([1, 2, 3, 4, 5]))

输出内容同上。
那么能不能写成这个样子：
print(arraySum(1, 2, 3, 4, 5))

运行后，系统提示的错误信息为“TypeError: arraySum() takes 1 positional argument but 5
were given”，意思是 arraySum 函数只有 1 个位置参数，但是给了 5 个参数。显然，此时缺
少了方括号，就会导致现在的参数变成了 5 个参数。其实，这反映了一个新的问题，有时候
无法确定参数的个数，但是依然希望函数能够根据实际传递参数的个数来灵活处理。
对于此类参数，在 Python 中可以使用专门的序列拆分操作符（*）来表示：
def arraySum(*num):
sum = 0
for i in num:
sum += i
return sum
print(arraySum(1, 2, 3, 4, 5))

输出：
15

方法是在函数参数前面加上*号，表示序列拆分操作符，也就是说，函数会把全部的参数
拿过来，自动变成一个列表，然后就可以按照处理列表参数的方式来处理这些参数。
下面来看一个综合问题。定义一个可以计算多个数值的幂值之和函数 sumPower，比如
计算：
12 + 22 + 32 + 42
310 + 1010 + (−1)10
函数可以自由指定底数和幂的大小。下面初步给出函数的实现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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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f sumPower(*num, power):
sum = 0
for i in num:
sum += i ** power
return sum
print(sumPower(1, 2, 3, 4, 2))

在调用函数时，如果想计算 1 到 4 每个数的平方和，会遇到麻烦。系统提示错误信息为
“TypeError: sumPower() missing 1 required keyword-only argument: 'power'”，意思是说遗漏了
一个必需的关键字参数。
原因在于这种调用函数时的参数表示可以理解为 1 到 4 每个数的平方和，也可以理解为
是 5 个底数，而丢失了幂值的参数。
下面尝试使用默认值参数来解决：
def sumPower(*num, power=1):
sum = 0
for i in num:
sum += i ** power
return sum
print(sumPower(1, 2, 3, 4, 2))

输出：
12

此时虽然没有错误，但是看得出代码依然把全部参数都当成了底数，而幂值仍然为 1。
因此，最有效的方法应该是使用关键字参数来强制指定幂值参数的数值：
def sumPower(*num, power):
sum = 0
for i in num:
sum += i ** power
return sum
print(sumPower(1, 2, 3, 4, power=2))

输出：
30

此时即使不对 power 设置默认值，代码也没有问题。由此就可以看出刚才错误的原因，
这里需要增加关键字参数来明确不同参数的用途。

4.3

变量的作用域

有了函数的定义，代码结构就会逐渐变得复杂起来，此时经常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变量
名称的冲突问题。这里从一个例子开始：
def func(num):
num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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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nt(num)
num = 1
func(num)
print(num)

输出：
2
1

上述代码中虽然出现了多个 num 变量（这里是为了练习，其实这种写法并不可取），但
是它们并非一个变量。可以按照代码的执行次序来仔细看看这些变量的变化。
（1）首先是函数 func 的定义。对于定义部分，可以先不看，函数只有在被调用执行的时
候，才真正被运行。
（2）定义了一个 num 变量，初始值为 1。
（3）开始调用 func 函数，这个过程涉及两个变量，一个是写在调用函数圆括号内的 num，
用于将数值传递给函数内部的参数，这个变量通常也被称为实参（实际参数）；第二个是写
在定义函数圆括号里的 num，用于接收传递过来的数值，这个变量通常也被称为形参（形式
参数），如图 4.1 所示。虽然此时实参和形参两个变量名称一样，但是它们并不是一个变量。
func

图 4.1

num=1

num=1

实参

形参

实参 num 将自己的数值 1 传递给函数 func 中的形参 num

（4）接下来开始执行函数 func，该函数修改了形参 num 的数值，变成了 2，但是此时只
是形参发生了改变，实参并没有被改变，如图 4.2 所示。
func
num=1

num=2

实参

形参

图 4.2

函数 func 中形参 num 发生了数值的改变

函数继续执行，输出的是形参的数值，为 2。然后，函数运行结束。但是函数外部的实
参 num 仍然没有被改变。
（5）函数执行结束后，所有函数内部的变量都会被销毁。因此，那个数值为 2 的形参 num
已经不复存在，退一步说，即使存在，在函数 func 外部，也无法访问到函数内部的变量。
因此，此时再次输出的 num 其实是实参 num 的数值，它依然为 1。
如果想在函数中访问到函数外的变量，甚至去改变它，具体方法是使用 global 语句：
def func():
global n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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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m = 2
print(num)
num = 1
func()
print(num)

输出：
2
2

此时函数外面的 num 变量被 func 函数改变了数值。原因就在于 func 函数中 num 变量前
面有个 global 语句声明，这就说明这个 num 不是局部的变量，而是全局的变量。所谓全局就
是整个代码区域，此时可以在全局任意范围内访问到该 num 变量，既可以读，也可以写，所
以 func 函数才能改变外部 num 变量的数值。
进一步说，如果函数外部没有这个 num 变量的话，系统也会新建一个，并且在函数结束
运行后，这个变量依然继续存在。
def func():
global num
num = 2
print(num)
func()
print(num)

输出内容同上。
不过，global 变量应该慎用，事实上，良好的代码结构和易读的代码内容往往还依赖于
低耦合，即不建议广泛地使用这种跨域的数据访问，避免引入非常难以排查的错误。

4.4
4.4.1

特殊函数的定义和使用
匿名函数

函数的使用虽然方便，但是往往需要大量的格式定义，即使是很简单的功能，也往往也
需要很多语句，而且还需要给它命名。在需要较多的函数定义时，这是个很大的负担。所以，
匿名函数应运而生。
比如还是获取两个数值中的较大值。
def max(num1, num2):
if num1 > num2:
return num1
else:
return num2

这是在前面章节中定义的函数。
现在换一种写法：
max = lambda num1, num2: num1 if num1 > num2 else num2
print(max(3,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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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出：
3

效果完全一样，差别只有定义的方法。它的核心定义在于 lambda 后面的内容。可以看出，
匿名函数和原始函数可以写成等价的模式：
函数名称＝lambda 参数: 函数体
这里采用了一种类似于变量定义的方式来生成函数，在调用函数时，用法也完全一样。
函数体未必一定要有判断，但是一般只能有一条语句，因此功能受限很大。而且代码也进行
了简化，比如省略 return 语句，但是返回数值的效果还存在。
上述代码可以进一步简化：
print((lambda num1, num2: num1 if num1 > num2 else num2)(3, 2))

输出内容同上。前面的函数名称完全替换成了函数的实现，后面直接跟参数，连中间变
量也去除，实现了真正的匿名效果。
参考这个模式，就可以实现一般函数向匿名函数的转换。另外，由于使用关键字 lambda，
所以匿名函数也称为 lambda 函数。
但是，这种简化的匿名函数定义会造成代码可读性下降，从而增加出错的可能和排查错
误的难度。因此也要慎用匿名函数。

4.4.2

传递函数的参数

所谓传递函数的参数，可以理解为就是把函数作为其他函数的参数，因此可以像使用参
数一样使用这个函数。
例如，定义一个求平方的函数：
def squares(x):
return x ** 2

然后再定义一个转换函数，可以从一个列表中依次取出每个元素，应用某个函数进行处理：
def convert(func, seq):
return [func(eachNum) for eachNum in seq]

这里 func 为函数参数。
测试结果：
num = [1, 2, 3, 4]
print(convert(float, num))
print(convert(squares, num))

输出：
[1.0, 2.0, 3.0, 4.0]
[1, 4, 9, 16]

这里 convert 函数接收了两个参数，其中第一个就是传递函数的参数。
同样，写成匿名函数的形式也可以进行：
squares = lambda x: x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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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vert = lambda func, seq: [func(eachNum) for eachNum in seq]
num = [1, 2, 3, 4]
print(convert(float, num))
print(convert(squares, num))

输出内容同上。
这再次反映了一个有趣的 Python 用法，即可以像使用变量一样使用函数，甚至可以像变
量一样进行赋值。最简单的应用就是利用这种方法可以给现有函数起别名，实现同样的功能：
squares = lambda x: x ** 2
squares2 = squares
print(squares2(2))

输出 4，仍然是 2 的平方。从 squares2 函数的调用来看，它与调用 squares 函数没有区别。

4.4.3

递归函数

递归函数是指在函数内部继续调用当前函数，形成一种嵌套的调用关系。
先来看一个例子：计算一个整数的阶乘，如 5 的阶乘（5!）就是 1 2  3  4  5 = 120 。这
是一种常见的循环语句练习。这里换个思路来思考：
比如对于一个数 n，要计算 n 的阶乘，可以把它理解为 n  (n − 1)! 。此时 n − 1 的阶乘其实
又是一个阶乘的计算。不妨写出代码：
def factorial(n):
return n * factorial(n - 1)
print(factorial(5))

这里把阶乘写成一个函数，在这个函数内部，函数调用了函数自己，只是参数不同。这
就是递归函数。
不过，运行结果并不正确，甚至出现一个错误，说是超出了最大递归深度，即嵌套的次
数。不妨自己运行一下代码：
第一次运行 factorial 函数，n=5，返回 5
第二次运行 factorial 函数，n=4，返回 4
第三次运行 factorial 函数，n=3，返回 3
第四次运行 factorial 函数，n=2，返回 2
第五次运行 factorial 函数，n=1，返回 1

*
*
*
*
*

factorial(4)
factorial(3)
factorial(2)
factorial(1)
factorial(0)

到此已经可以看出，代码运行没法结束，直至超出最大嵌套深度而被迫停止。
因此需要增加一个必要的结束条件。如当 n = 1 时，就不需要再进行递归，1 的阶乘就是
1，可以直接返回这个 1 的结果。只有当 n 不等于 1 时，才需要进行上述的函数递归运算：
def factorial(n):
if n > 1:
return n * factorial(n - 1)
else:
return 1
print(factorial(5))

输出：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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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妨自己再次运行一下：
第一次运行 factorial 函数，n=5，返回 5 * factorial(4)
第二次运行 factorial 函数，n=4，返回 4 * factorial(3)
第三次运行 factorial 函数，n=3，返回 3 * factorial(2)
第四次运行 factorial 函数，n=2，返回 2 * factorial(1)
第五次运行 factorial 函数，n=1，返回 1
回到第四次运行的 factorial 函数，n=2，返回 2*1
回到第三次运行的 factorial 函数，n=3，返回 3*2*1
回到第二次运行的 factorial 函数，n=4，返回 4*3*2*1
回到第一次运行的 factorial 函数，n=5，返回 5*4*3*2*1
递归运行全部结束，最终返回 120。

虽然递归提供了一种简单有效的代码逻辑实现方法，不过，从性能上看，递归其实效率
不高，而且递归的深度有限，所以在实际应用中，并不建议广泛使用。

4.5
4.5.1

模 块 和 包
模块

函数虽然提供了一种复用代码的能力，但是前面所介绍的各种函数使用方法都只能在一
个代码文件中使用，
那么如何实现更为灵活的复用效果呢？比如就像 print 和 input 函数那样，
不需要在当前代码中书写函数的定义即可使用。
这就需要使用模块和包进行封装。下面先介绍模块。
所谓模块，就是一个个独立的 Python 文件。本教材一直编写的代码文件就是一个称为
“Exec.py”的文件，也可以看成是 Exec 模块。可以在 PyCharm 中再新建一个 Python 文件，
将新文件的名称设置为“myFuncs.py”，相应的模块就是 myFuncs，如图 4.3 所示。此时，当
前项目共有两个 Python 文件。

图 4.3

在 PyCharm 中新建名称为“myFuncs.py”的 Python 文件

并在其中定义两个函数：
def squares(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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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turn x ** 2
def convert(func, seq):
return [func(eachNum) for eachNum in seq]

保存后，会发现依然无法在 Exec.py 文件中来调用在 myFuncs.py 中定义的这两个函数。
print(squares(2))

继续修改代码：
import myFuncs
print(myFuncs.squares(2))
print(myFuncs.convert(myFuncs.squares, [2, 3, 4]))

此时可以运行，输出：
4
[4, 9, 16]

在使用时，需要首先将模块文件放在当前项目代码文件所在的目录中，然后在需要调用
模块函数的代码文件中标注导入相应的模块即可。导入模块使用 import 语句，后面的模块名
称就是模块文件的主文件名（删除.py 扩展名）。请注意，这些名称的大小写要保持一致。之
后，在所有调用函数的前面加上所在模块的名称就可以正常使用。
当然，每次调用函数都要加模块前缀，也略显烦琐，因此可以考虑换一种导入方式：
from myFuncs import squares
from myFuncs import convert
print(squares(2))
print(convert(squares, [2, 3, 4]))

输出内容同上。
这里的导入语句可以理解为从 myFuncs 模块中导入 squares 函数，此时在调用函数时就无
需增加模块前缀。
如果想导入更多的函数，还可以使用星号来表示：
from myFuncs import *
print(squares(2))
print(convert(squares, [2, 3, 4]))

输出内容同上。此时表示 myFuncs 模块中的所有函数都可以正常使用。
不过，有时候导入的函数名称可能会与当前代码中的函数或者变量名称相同而发生冲突。
此时，当前代码中的同名函数或者变量会优先被调用，从而掩盖了对导入函数的调用能力。
为此，可以考虑为导入的函数起个别名：
from myFuncs import squares as sq
def squares(x):
return x ** 2.0
print(squares(2))
print(sq(2))

输出：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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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别名的定义就是在导入语句最后加上 as 和别名即可。显然，squares 将优先调用当前代码
中的同名函数，而导入的 squares 函数可以通过别名 sq 与当前代码中 squares 函数进行区分。
这里所使用的方法就是模块的定义和导入功能，因此，可以把自己准备分发给其他人的
函数写在其中，也可以使用其他分享模块文件中的更多函数。通过导入其他模块，几乎可以
无限扩展现有代码的能力。同时也便于团队代码开发，不同的开发者负责不同的模块，只要
大家按照商议好的接口规范，最终就可以通过模块导入来组织起完整的项目代码。
为什么 print 函数和 input 函数不需要导入就可以使用？
并非所有的函数都需要导入来使用，对于一些非常常见的系统函数，Python 都将它们
放在了 sys 模块中，而这个模块会自动导入，因此不需要显式导入也能使用。Python 自带
了大约 200 个系统模块和系统包。

4.5.2

包

模块虽然可以将不同的函数封装在一起，但是依然只是一个文件。有时代码多了以后，
需要很多不同的模块，此时就可以用包将不同模块进一步组织起来。
为此，可以在 PyCharm 中新建一个包（Python Package），并将这个包的名称设置为
“myPackage”，如图 4.4 所示。

图 4.4

在 PyCharm 中新建一个名称为“myPackage”的包

此时项目中会多出一个子目录，名称就是“myPackage”，里面还有个默认的“__init__.py”
文件。因此，包其实就是一个文件目录，里面可以放很多模块文件。可以使用拖动或者剪切
粘贴的方式将当前项目的 myFuncs 模块文件移动过去，如在 PyCharm 中将模块文件移动到包
中时，会出现如图 4.5 所示的提示信息，单击“OK”按钮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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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PyCharm 中将模块文件移动到包中的提示信息

模块有了所在的包，相应的导入方法变为
from myPackage.myFuncs import squares
print(squares(2))

输出：
4

此时只需要在模块前加上包的名称，并使用“.”来分隔。在 PyCharm 中，这些都可以通
过自动代码提示来帮助完成相应的代码输入和代码补齐。
当然，
如果还是采用之前的 import 方式，
则仍然需要在函数前写上完整的包和模块的名称：
import myPackage.myFuncs
print(myPackage.myFuncs.squares(2))

输出内容同上。
库
库的含义更广，可以把许多相关的包和模块的整体称为库。事实上，可以通过专门的方
法将现有的包、模块打包成一个可以独立分发的文件，供其他开发者下载使用，这样就能更
好地实现代码的封装和共享使用。本书后文中的大量数据分析任务将会大量使用来自各个开
发者所贡献的功能各异的库。如何导入其他的库和包也可以参考附录 5 中的相应内容。

4.6

了解更多的模块和函数

Python 提供了很多系统函数，都在内置的包和模块中，同时大量第三方库还提供了更多
的函数，因此，要想有效地利用这些函数来增强自己代码的功能，就需要有效了解这些包、

76

Python 大数据分析基础

模块和其中的函数。
最为权威的方式就是直接访问 Python 官方在线文档库（https://docs.python.org），其中可
以更改语言为简体中文（Simplified Chinese）并选择对应的 Python 版本，如图 4.6 所示。

图 4.6

Python 官方在线文档库主页

单击右上角的“模块”链接，查找并单击“math”模块，即可看到 math 模块中的各种数
学函数及其功能简介，如图 4.7 所示。

图 4.7

Python 官方在线文档库中的各种数学函数功能说明

安装了 Python 的本地计算机中也有帮助文档。例如，可以在 Windows 操作系统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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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单中找到“Python 手册（Manuals）”，如图 4.8 所示。

图 4.8

在 Windows 操作系统的“开始”菜单中查找 Python 模块文档

单击后就可以进一步检索所需的函数说明，如图 4.9 所示。

图 4.9

在本地 Python 文档中查找“math”模块的信息

即使不能使用这些帮助文档，也可以通过代码的方式来获取相关信息，如使用 dir 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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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ort math
print(dir(math))

输出：
['__doc__', '__loader__', '__name__', '__package__', '__spec__', 'acos',
'acosh', 'asin', 'asinh', 'atan', 'atan2', 'atanh', 'ceil', 'copysign', 'cos',
'cosh', 'degrees', 'e', 'erf', 'erfc', 'exp', 'expm1', 'fabs', 'factorial', 'floor',
'fmod', 'frexp', 'fsum', 'gamma', 'gcd', 'hypot', 'inf', 'isclose', 'isfinite',
'isinf', 'isnan', 'ldexp', 'lgamma', 'log', 'log10', 'log1p', 'log2', 'modf', 'nan',
'pi', 'pow', 'radians', 'remainder', 'sin', 'sinh', 'sqrt', 'tan', 'tanh', 'tau',
'trunc']

以上就是 math 模块中各种常见的函数。
再如想了解某个具体函数的意思，可以使用 help 函数：
import math
print(help(math.sin))

运行后系统会详细显示该函数的含义，如图 4.10 所示。

图 4.10

利用 help 函数显示 math 模块中 sin 函数的含义

思考与练习
1. 定义一个函数，使该函数能够返回多个参数中的最大值。
2. 使用匿名函数完成求两个参数之和的功能。
3. 写出下面代码的运行结果：
def func():
global n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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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m = 2
print(num)
func() # 可以去除观察效果
print(num)

并解释为什么将调用 func 函数的代码去除后，代码运行会出错？
4. 编写一个函数，可以实现对两个参数进行约分。
5. 编写一个可以求绝对值的匿名函数（不使用已有的 abs 函数功能）。
6. 利用递归函数实现计算功能： 12 + 22 + 32 + + n2 。
7. 编写函数实现求两个参数的最大公约数。
请登录配套网络平台查看更多内容，进行在线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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