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项目一 

认识 Python 
 

 

 

知识目标 

 了解 Python 的发展历史。 

 了解 Python 的特点和运行机制。 

 了解 Python 的学习路径。 

 

能力目标 

 会正确安装 Python 开发工具，并配置环境变量。 

 能利用 pip 命令进行扩展库的安装、升级和卸载。 

 

 

项目导学 

小 T 是一位计算机程序语言的爱好者，立志毕业后进入 IT 领域工作，他想通过学习实现

成为优秀程序员的梦想。如今，他进入了导师组建的学生创新团队，在导师的引领下刻苦钻研

一门强大并且实用的计算机语言——Python。让我们跟随小 T 的学习步伐，一起来学习这门神

奇的语言吧。 

（1）了解 Python 的基本特性。 

（2）配置 Python 的开发环境。 

（3）安装扩展库。 

 

 任务 1.1  Python 概述  

1.1.1  任务引入 

【任务描述】 

Python 是现今 流行的程序设计语言之一，不仅具有强大的科学计算能力、数据处理和分

析能力，还具有丰富的可视化表现功能和简洁的程序设计能力。只有了解 Python 的起源、认

识 Python 的特点才能学好 Python。那现在就与小 T 一起迈出学习 Python 的第一步——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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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ython 的历史、特点以及学习路径。 

【任务分析】 

Python 是一门非常有趣的语言，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进行学习。 

（1）Python 的历史。 

（2）Python 的特点。 

（3）Python 的学习路径。 

1.1.2  Python 的历史 

1．Python 的产生 

Python，本义是指“蟒蛇”。在 1989 年的圣诞节期间，荷兰人 Guido van Rossum 为了在阿

姆斯特丹打发时间，决心开发一个新的脚本解释程序。之所以选中 Python 作为程序的名字，

是因为他是 BBC 电视剧——蒙提·派森的《飞行马戏团》的爱好者。 

Python 的灵感来自于 ABC 语言——Guido van Rossum 参与开发的一种适用于非专业程序

开发人员的编程语言，但它并不流行，原因是它是非开放性语言，所以 Guido van Rossum 将

Python 定位为开放性语言。 

Python 的设计理念是优雅、明确、简单，以至于现在网络上流传着“人生苦短，我用 Python”

的说法。例如，完成同一个任务，用 C 语言要写 1000 行代码，用 Java 要写 100 行代码，而用

Python 可能只要写 20 行代码。可见 Python 有着简单易学、开发速度快等特点。 

经过多年的发展，Python 已经成为非常流行的程序开发语言。到底有多流行？让我们看看

知名的 TIOBE 开发语言排行榜。TIOBE 是程序开发语言流行趋势的一个指标，基于互联网中

有经验的程序员、课程及第三方厂商的数量来确定排行，且排名每个月都会更新。图 1-1 所示

为 2022 年 5 月的 TIOBE 程序开发语言排行榜，从该排行榜可以看出，Python 是目前 流行

的编程语言之一。 

 

图 1-1  2022 年 5 月的 TIOBE 程序开发语言排行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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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Python 的版本 

Python 目前有两个版本：Python2 和 Python3，Python3.0 不再向后兼容 Python2.X 的版本，

Python2.7 已于 2020 年年底停止支持，现阶段大部分企业使用的是 Python3。 

目前，Python 的知识产权由 Python 软件基金会（Python Software Foundation，简称 PSF）

来管理，它是一个独立的非营利组织，拥有 Python 2.1 及以上版本的版权。PSF 的使命是推进

与 Python 相关的开源技术的开发进程，并推广 Python 的使用。 

1.1.3  Python 的特点 

Python 作为一门较“新”的编程语言备受欢迎，而且能在 C、C++、Java 等老牌编程语言

中夺得一席之地，必然有其优势，接下来根据其特点来阐述这门编程语言的优势。 

1．简单易学 

Python 是一种代表简单主义思想的语言，阅读一个良好的 Python 程序就像在读英语一样，

它使用户能够专注于解决问题，而无须理解语言本身。Python 极容易上手，因此可作为学生信

息素养提升的基础编程语言。 

2．开源免费 

Python 遵循 GPL 协议，是开源免费的。用户可以自由使用这个语言和代码，而无须支付

任何费用，也不需要担心版权的问题，同时也更利于改进和优化。 

3．模式多样 

Python 在语法层面既支持面向对象编程又支持面向过程编程，这一特点使得用户可以灵

活选择代码模式，因此它具有将对象属性、方法抽象成类，以及支持多态、重载、继承等面向

对象语言的特点。 

4．可移植性 

Python 程序可以被移植在许多平台上运行，只要这些平台上安装有 Python 解释器即可。

这些平台包括 Linux、Windows、Macintosh 等。 

5．解释性 

用编译性语言（如 C 或 C++）编写的程序源文件需要通过编译器翻译为机器语言形式的

目标文件，而用 Python 编写的程序不需要编译，可以直接从源文件运行程序，这使 Python 的

使用更加简单。 

6．生态丰富 

Python 提供丰富的标准库，可以帮助处理各种工作，包括数学计算、数据库、网络等；还

支持许多其他高质量的第三方库，可应用于图像处理、网页设计和数据分析等领域。 

即学即答： 
下面不属于 Python 特点的是（    ）。 

A．简单易学    B．开源的、免费的 

C．属于低级语言   D．生态丰富 

1.1.4  Python 的学习路径 

Python 拥有一个强大的生态系统，众多的第三方库使其在数据分析、数据可视化、机器学

习和 Web 开发中都可得到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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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ython 在众多的应用领域中有不同的侧重点。以 Python 应用中 广泛的数据采集、处理、

分析等应用领域为例，简要介绍本书以及后续的学习路径。 

从 Python 程序设计基础到数据采集、处理、分析，再到机器学习、数据可视化，这一学

习主线归纳起来可以按照以下几个步骤进行。 

第一步：Python 开发环境设置。 

Python 开发环境众多且各有所长，又鉴于第三方库及其版本众多，经常需要在不同环境下

运行不同的 Python 项目程序，从 IDLE、PyCharm 到 Anaconda，可以在多个开发软件下配置

Python 编程环境，让用户拥有 优的使用效率。 

第二步：学习 Python 的基础知识。 

学习 Python 的基本语法、各种组合数据类型（字符串、列表、字典、集合等），理解 Python

中的类和对象，能利用 Python 进行文件、数据库的操作，这也是本书的主要内容。 

第三步：学习 Python 爬虫。 

学习 Python 爬虫相关的第三方库及框架，能通过开发爬虫程序来进行数据采集、存储，

采集的数据一般存入数据库或文件中，这是进行数据分析的数据基础。 

第四步：学习 Python 数据分析与应用。 

学习 Numpy、Pandas 等与数据科学计算、数据分析相关的扩展库，能进行数据清洗、转

换等预处理操作，会运用分组聚合等方法进行数据分析。 

第五步：学习 Python 数据可视化。 

学习 Matplotlib、Seaborn 等可视化扩展库，将数据分析结果以各类图表，如柱状图、散点

图、雷达图等形式呈现。 

第六步：了解 Python 机器学习的相关知识。 

了解有监督学习、无监督学习等常用的机器学习模型，如决策树、逻辑回归、卷积神经网

络等。了解 Tensorflow、PaddlePaddle、Pytorch 等常用的深度学习框架。 

完成以上步骤的学习，并勤加练习，你已基本完成了 Python 数据分析的学习，并掌握了

所需技能。 

素养小课堂： 
Python 的学习是一个系统的工程。本书着眼于第一步、第二步的 Python 编程思维、基

本数据思维的养成。 

（1）做好学习规划。根据自身情况，做好后续的 Python 学习规划，在 1～2 年内完成

Python 的系统学习。 

（2）勤于编程实践。在学习中一定要动手实践，从小程序开始，积跬步，至千里。 

（3）养成数据思维。大数据时代需要养成数据思维，并将其应用到工作、学习中，使学

习、工作更高效和科学。 

 任务 1.2  PyCharm 和 Anaconda 联动的开发环境配置  

1.2.1  任务引入 

【任务描述】 

小 T 了解到可进行 Python 编程的集成工具有很多，在使用 Python 进行编程之前，需要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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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和配置 Python 开发环境。在使用过程中，小 T 发现如果安装多个编程工具，那么其指向的

Python 解释器在默认情况不是同一个，默认工作路径也不相同，这会给后续学习 Python 造成

诸多不便。怎样搭建一个方便快捷的 Python 开发环境呢？让我们和小 T 一起，通过对本任务

的学习，搭建一个方便快捷的 Python 开发环境吧。 

【任务分析】 

先进行 Python 不同开发环境的配置，再进行在不同环境下使用同一个 Python 解释器、工

作路径的配置。 

（1）Windows 操作系统下载部署 Python IDLE 开发环境。 

（2）Windows 操作系统下载部署 PyCharm 集成开发环境。 

（3）Windows 操作系统下载部署 Anaconda 集成开发环境。 

（4）配置 PyCharm 和 Anaconda 联动的开发环境。 

集成开发环境是一种辅助开发人员进行程序开发的应用软件，它集成了代码编写功能、分

析功能、运行功能、调试功能等一体化的开发软件服务套件。在 Python 程序的开发过程中，

常用的集成开发环境有 Python 自带的 IDLE、PyCharm、Jupyter Notebook 等，接下来针对几种

流行的开发工具与环境进行介绍。 

1.2.2  IDLE 的配置与使用 

1．安装文件下载 

（1）访问 Python 官网，选择【Downloads】→【Windows】选项，如图 1-2 所示。 

 

图 1-2  Python 官网 

（2）跳转到 Python 下载界面，如图 1-3 所示，该界面中包含多个版本的安装包，可以根

据自身需求下载相应的版本，建议下载与本书一致的 Python 3.8.5 版本。 

（3）选择适用于操作系统的安装包，如图 1-4 所示，这里我们选择 Python 3.8.5 版本下的

“Windows x86-64 executable installer”安装包，下载并保存到本地。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Version 列中“Windows x86 …”的安装包适用于 32 位的 Windows 操

作系统，“Windows x86-64 …”的安装包适用于 64 位的 Windows 操作系统。executable 表示

安装包是独立的，包含所有的必需文件；而 web-based 表示安装包只包含必要的安装引导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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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需要在安装过程中根据安装选项从网络下载文件。 

 

图 1-3  Python 下载界面 

 

图 1-4  下载安装包 

2．运行安装文件 

（1）双击安装文件，出现图 1-5 所示的安装向导界面。这里一定要勾选【Add Python 3.8 to 

PATH】复选框。有两种安装方式可供选择，一种是默认方式“Install Now”，另一种是自定义

方式“Customize installation”，这里选择自定义安装“Customize installation”方式，开始安装。 

注意：如果在安装时没有勾选【Add Python 3.8 to PATH】复选框，则在使用 Python 解

释器之前要先手动将 Python 路径添加到环境变量中。环境变量的配置过程如下，右击【此

电脑】，在弹出的快捷菜单中选择【属性】命令，打开【系统】窗口，选择【高级系统设置】

选项，在【系统变量】列表中找到环境变量【Path】并双击，将 Python 的安装路径加入其中

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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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  安装向导界面 

（2）配置 Python 的安装路径，点击【Install】按钮开始安装，安装成功后出现图 1-6 所示

的安装完成界面。 

 

图 1-6  安装完成界面 

（3）在 Windows 操作系统中打开命令提示符窗口，输入“python”后显示 Python 的版本

信息，表示安装成功，如图 1-7 所示。 

 

图 1-7  命令提示符表示安装成功 

3．Python 的运行方式 

Python IDLE有两种运行方式：交互式和文件式。交互式是指Python解释器逐行接收Pyth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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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码并即时响应运行；文件式是指先将 Python 代码保存在文件中，再启动 Python 解释器批量

解释代码。在安装好 Python IDLE 之后，选择【开始】→【Python3.8】→【IDLE...】菜单命令，

进入 Python 编程环境。 
1）交互式 

在打开 Python IDLE 进入 Python 编程环境之后，默认进入的是交互式界面。在命令提示

符“>>>”后面输入代码，按回车键即可运行代码，输出的运行结果如图 1-8 所示。 

 

图 1-8  交互式界面 

2）文件式 

在 Python IDLE 的交互式界面下，选择【File】→【New File】菜单命令，创建 Python 文

件，在文件中写入代码并保存文件，如图 1-9 所示。可选择【Run】→【Run Module】菜单命

令或直接按“F5”键运行。 

 

图 1-9  文件式界面 

边学边练： 
Windows 操作系统下载部署 Python IDLE 开发环境的过程如下。 

（1）根据计算机实际环境，在 Python 官网下载 Python IDLE。 

（2）将其安装至电脑 C:\Python\IDLE 目录下。 

（3）在文件式运行方式下输入代码“print(‘Hello World!’)”并运行。 

1.2.3  集成开发环境 PyCharm 的配置与使用 

PyCharm 是深受开发人员喜爱的 Python 开发工具，操作便捷、功能齐全，具有可调试、

语法高亮、项目管理、代码跳转、单元测试等功能。 

1．安装文件下载 

访问 jetbrains 官网，打开下载 PyCharm 工具的界面，并选择所需版本，如图 1-10 所示。

PyCharm 包含 Professional 和 Community 两个版本。其中，Professional 版本支持 Python 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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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所有功能以及 Web 开发，包括 Django、Flask、JavaScript 等各类框架和语言，且支持远程开

发、数据库等功能；而 Community 版本只支持轻量级 Python IDE，但它是免费的。这里我们

点击 Community 版本下的【Download】按钮，下载 PyCharm 安装包。 

 

图 1-10  选择 PyCharm 版本 

2．运行安装文件 

（1）下载成功后，双击“PyCharm Community”安装包，弹出欢迎界面，如图 1-11 所示。 

 

图 1-11  PyCharm Community 欢迎界面 

（2）点击【Next】按钮，进入 PyCharm 选择安装路径界面，如图 1-12 所示，建议路径不

要太长，且不要包含中文字符。 

（3）确定好安装路径后，点击【Next】按钮，进入安装选项界面，如图 1-13 所示。用户可

以在该界面中根据需求选择相应功能，建议勾选左边三个复选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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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1-12  选择安装路径界面 图 1-13  安装选项界面 

（4）保持默认配置，安装 PyCharm 后会跳转到图 1-14 所示的安装完成界面，提示

“Completing PyCharm Community Edition Setup”信息，点击【Finish】按钮完成安装。 

 

图 1-14  安装完成界面 

3．使用 PyCharm 

在初次使用 PyCharm 时会进入许可协议界面，选择接受许可协议单选按钮并点击确定按

钮，跳过 UI 界面设置后，即进入创建新项目的主界面，如图 1-15 所示。 

 

图 1-15  创建新项目主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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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打开【New Project】窗口，完成新建 Python 项目的相关设置，如图 1-16 所示，自定

义项目存储路径，定义关联 Python 解释器，也可以在选择 1.2.1 节中安装的 Python 解释器（在

Existing interpreter 中设置），点击【Create】按钮。此时弹出提示信息，可以选择在启动时不显

示提示。 

 

图 1-16  新建 Python 项目相关设置 

（2）在新建好项目之后创建 Python File，如图 1-17 所示。创建自定义的.py 文件，右击项

目名，在弹出的快捷菜单中选择【New】→【Python File】命令。 

 

图 1-17  创建 Python File 

（3）在弹出的对话框中输入.py 文件名，点击【OK】按钮即可打开该文件。 

1.2.4  集成开发环境 Anaconda 的配置与使用 

在众多的 Python 开发环境中，Anaconda 因为集成了大量 Python 扩展库，并具有强大的数

据处理与分析功能而深受开发人员的喜爱。此外，Anaconda 中的 conda 工具具有强大的扩展

库管理与环境管理功能，允许用户方便地安装不同版本的 Python 解释器和扩展库，并可以进

行快速切换。这里以 Windows 操作系统为例，讲述 Anaconda 的安装和使用。 

1．安装文件下载 

（1）访问 Anaconda 官网，选择【Products】→【Individual Edition】选项，进入个人版下

载界面。在个人版下载界面中点击【Download】按钮，进入图 1-18 所示的安装包列表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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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8  Anaconda 的安装包列表界面 

（2）选择并下载 Windows 操作系统对应的 Anaconda 安装包。 

2．运行安装文件 

（1）下载成功后，双击该安装包会弹出欢迎界面。点击【Next】按钮进入许可协议界面，

点击【I Agree】按钮，选择【Just Me】或【All Users】单选按钮，进入路径设置界面，如图 1-

19 所示。注意安装路径不宜太长，且不宜使用中文路径。 

 

图 1-19  路径设置 

（2）确定好安装路径后，点击【Next】按钮进入安装选项界面，如图 1-20 所示。在该界

面中，如果是第一次安装，则两个复选框均可勾选。其中，第一个复选框是将 Anaconda 下的

Python 环境添加到环境变量中，如果不勾选此复选框，则需手动添加。 

（3）点击【Install】按钮进入安装过程，点击【Finish】按钮完成安装。 

3．使用 Anaconda 

Anaconda 安装好后，可以选择【开始】→【Anaconda3(64-bit)】菜单命令启动相关开发环境，

如图 1-21 所示。可以看到，Anaconda 下有 Jupyter Notebook、Spyder 等开发环境，Jupyter 

Notebook 在数据分析领域中用得较多，接下来以 Jupyter Notebook 为例讲述其用法。 

（1）选择【开始】→【Anaconda3(64-bit)】→【Jupyter Notebook(Anaconda3)】菜单命令，

打开 Jupyter Notebook 开发界面，可以发现这是一个网页界面，如图 1-22 所示。Jupyter Note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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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基于网页的 Python 开发环境。 

   

 图 1-20  安装选项界面 图 1-21  Anaconda 下的开发环境 

 

图 1-22  Jupyter Notebook 开发界面 

（2）选择右上角的【New】→【Python3】菜单命令，进入 Python 代码编写的网页界面。

在这个界面的每个 Cell 中输入代码块，点击【运行】按钮即可输出运行结果，如图 1-23 所示。 

 

图 1-23  Python 代码编写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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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查看 Anaconda 下已安装的扩展库。可选择【开始】→【Anaconda3(64-bit)】→【Anaconda 

Prompt(Anaconda3)】菜单命令，运行“conda list”命令，可查询当前环境下安装了哪些扩展库，

如图 1-24 所示。 

 

图 1-24  Anaconda 当前的扩展库 

边学边练: 
Windows 操作系统下载部署 Anaconda 集成开发环境的步骤如下。 

（1）根据计算机实际环境，在官网下载 Anaconda。 

（2）将 Anaconda 安装至电脑 C:\Python\Anaconda 目录下。 

（3）打开 Jupyter Notebook，输入代码“print(‘Hello World!’)”并运行。 

1.2.5  任务实现——PyCharm 和 Anaconda 联动的开发环境配置 

根据 1.2.2～1.2.4 节边学边练的要求，小 T 已安装好了 Python IDLE、PyCharm 和 Anaconda 

3 种 Python 开发环境，每种开发环境都有自己的 Python 解释器，不同解释器下安装有不同的

扩展库，这会对后续学习 Python 带来不便。小 T 对 PyCharm 和 Anaconda 联动的开发环境进

行配置，鉴于 Anaconda 强大的环境管理功能，将 PyCharm 中的 Python 解释器配置为 Anaconda

中的 Python 解释器，并将 D 盘下的 PythonCode 目录作为工作目录，在学习和书写 Python 代

码时使用。 

边学边练： 
Windows 操作系统下载部署 PyCharm 集成开发环境的步骤如下。 

（1）根据计算机实际环境，在官网下载 PyCharm Community 版本。 

（2）将 PyCharm 安装至电脑 C:\Python\PyCharm 目录下。 

（3）打开 PyCharm，输入代码“print(‘Hello World!’)”并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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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分析】 

（1）创建工作路径 D:\PythonCode。 

（2）将 PyCharm 中解释器配置为 Anaconda 中的解释器，即 C:\Python\Anaconda3 下的 Python

解释器，并将 PyCharm 的工作路径配置为 D:\PythonCode。 

（3）配置 Anaconda 的工作路径为 D:\PythonCode。 

【任务实现】 

1．创建工作路径 

在 D 盘下创建目录 PythonCode 并将其作为工作路径。 

2．配置 PyCharm 解释器和工作路径 

打开 PyCharm 的项目创建界面，配置【Location】选项为工作路径“D:\PythonCode”，

“Interpreter”路径为“C:\Python\Anaconda3”，如图 1-25 所示。 

 

图 1-25  配置 PyCharm 工作路径和解释器 

配置完成后，新建一个 Python 文件，选择【File】→【Settings】菜单命令，打开【Settings】

界面，通过【Python Interpreter】下拉列表可以看到 Python 解释器已是 Anaconda 中的解释器，

扩展库也与 Anaconda 默认环境下的扩展库一致，如图 1-26 所示。 

3．配置 Anaconda 的工作路径 

（1）配置 Jupyter Notebook 文件路径。选择【开始】→【Anaconda3(64-bit)】→【Anaconda 

Prompt(Anaconda3)】菜单命令，输入“jupyter notebook --generate-config”，按回车键。得到 Jupyter 

Notebook 配置文件路径，如图 1-27 所示。 

（2）更改 notebook_dir 目录。根据配置的文件路径，找到对应目录下的配置文件

“jupyter_notebook_config.py”，以记事本方式打开该文件，找到“notebook_dir”目录，将其更

改为工作路径“D:\PythonCode”。注意在修改时去掉 c.NotebookApp.notebook_dir 前的“#”及

空格，如图 1-28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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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6  【Settings】界面 

 

图 1-27  Jupyter Notebook 配置文件路径 

 

图 1-28  更改 notebook_dir 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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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修改 Jupyter Notebook 启动路径。选择【开始】→【Anaconda3(64-bit)】菜单命令，右

击【Jupyter Notebook(Anaconda3)】，打开文件位置。右击【Jupyter Notebook】，在弹出的快捷

菜单中选择【属性】命令，出现图 1-29 所示的界面，修改【目标】中的参数，即删除

“‘%USERPROFILE%’”，并点击【确定】按钮。 

 

图 1-29  修改 Jupyter Notebook 启动路径 

（4）启动 Jupyter Notebook，确认默认工作路径已变更为“D:\PythonCode”。 

边学边练: 
在完成 1.2.3、1.2.4 节边学边练的基础上，完成以下任务。 

（1）将 PyCharm 中的 Python 解释器设置为 Anaconda 中的解释器。 

（2）在 D 盘下创建 Pythoncode 目录，用来存放本任务的所有 Python 代码。 

（3）将 PyCharm、Jupyter Notebook 的默认工作路径设置为（2）所建的路径。 

 任务 1.3  Python 扩展库的安装  

【任务描述】 

在后面的学习中，小 T 会用到 Matplotlib 第三方扩展库绘制图表。导师告诉他，Python 中

的标准库可以直接导入使用而无须安装，但第三方扩展库必须在安装后方可使用，并且有不同

的安装方法，根据实际情况可选择相应的安装方法。本任务会讲解 Python 扩展库安装的基本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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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分析】 

（1）了解 Python 扩展库管理的常用方法。 

（2）用不同方法安装 Python 扩展库。 

（3）查看、卸载 Python 扩展库。 

在 Python 扩展库的官网中可以搜索和下载各种各样的扩展库。在 Python 中安装扩展库有

3 种常用的方法：pip 命令安装、tar.gz 文件安装和.whl 文件安装。 

1.3.1  pip 命令安装 

1．pip 包管理工具 

pip 是一个安装和管理 Python 的工具，使用起来非常方便，省去了手动搜索、查找版本、

下载、安装等一系列烦琐的步骤，而且能自动解决包依赖的问题。 

Python 3.4 以上的版本一般都自带 pip 工具。用户可以通过 cmd 命令行的方式，输入“pip 

-V”命令确认 pip 是否安装，并查看当前的 pip 版本号，如图 1-30 所示。 

 

图 1-30  确认 pip 版本 

2．pip 安装命令 

在使用 pip 命令安装扩展库时，需要连接互联网下载并安装扩展库。使用 pip 命令安装扩

展库非常简单，这里以 Matplotlib 库为例进行演示。 

（1）安装 新版本的 turtle 库： 

pip install matplotlib 

默认获取当前 新版本的安装包进行安装。 

（2）安装指定版本的 turtle 库： 

pip install matplotlib==3.1.3 

使用“==”指定过去的某个版本，通常是为了在协作开发时与他人或公司的环境保持一致。 

（3）查看当前 matplotlib 库的版本： 

pip show matplotlib 

使用该命令会显示已安装的 matplotlib 的具体版本和安装路径等信息。 

（4）卸载 matplotlib 库： 

pip uninstall matplotlib 

只需这一行命令即可轻松地将已安装的库卸载。 

（5）显示安装包 matplotlib 库： 

pip show matplotlib 

使用该命令可以获得该安装包的名称、版本、作者、安装在本地的地址等信息。 

（6）显示所有已安装的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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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p list 

使用该命令可以获得所有已安装的包的名称和版本信息。 

1.3.2  tar.gz 文件安装 

使用 pip 命令安装扩展库非常方便，但并不是所有的扩展库都能用它来安装，有的扩展库

可能只提供了源码压缩包文件，或者安装环境不能上外网，这时就可以用 tar.gz 文件来安装。 

可以先在 Python 扩展库官网中搜索要安装的第三方库的库名，然后在找到的扩展库界面

中点击【Download files】按钮，即可看到提供的下载文件，如图 1-31 所示。 

 

图 1-31  扩展库下载文件信息 

点击文件名即可下载 tar.gz 压缩包，在本地解压缩之后，进入文件目录，执行下列命令： 

python3 setup.py install 

虽然只有一行命令，但是相比 pip 命令，这种方式是相对复杂的，尤其是在某个扩展库有

很多依赖库时，就更不方便了。 

1.3.3  .whl 文件安装 

目前有超过一半的库文件有对应的 wheel 文件，其形式是扩展名为.whl 的文件。它本质上

是一个压缩包，专门用于 Python 模块的安装，用户可以通过 pip 工具中内置的 wheel 子命令

来安装。 

在图 1-31 中可以看到 Python 用于 Web 开发的 Flask 扩展库文件 Flask-2.2.2-py3-none-

any.whl，将它下载并保存到本地，执行下列 pip 命令： 

pip install Flask-2.2.2-py3-none-any.whl 
 

边学边练： 

请完成下面任务。 

（1）使用 pip 命令在线安装 Django 库。 

（2）查看安装好的 Django 版本，然后卸载 Django。 

（3）下载 Django 的.whl 文件，并将其进行安装（选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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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务 1.4  认识 Python 实训  

一、实训目的 

1．了解 Python 的发展历史和特点。 

2．掌握 Python 开发环境安装和配置。 

3．掌握第三方库的安装。 

二、实训内容 

实训任务 1：理论题 

1．Python 文件的扩展名是（    ）。 

A．.python    B．.py     C．.pg    D．.pn 

2．Python 的中文含义是（    ）。 

A．蟒蛇 B．蜜蜂 C．大象 D．松鼠 

3．关于 Python 版本的描述，下面选项中不正确的是（    ）。 

A．常用 Python 版本是 Python 1 和 Python2 

B．Python 2.7 已于 2020 年底停止支持 

C．现阶段大部分公司用的是 Python 3 

D．Python 的流行程度非常高 

4．关于 Python 的描述，下面选项中不正确的是（    ）。 

A．Python 是一门高级语言 B．Python 复杂难懂 

C．Python 运行速度很快 D．Python 可移植性差 

5．Python 是一门（    ）类型的编程语言。 

A．机器语言 B．汇编 C．编译 D．解释 

6．在 Windows 操作系统下编写的 Python 程序可以在其他平台运行，这说明了 Python 具

有（    ）的特点。 

A．可移植性  B．面向对象 

C．语法简介  D．生态丰富 

7．（    ）不是 Python 的开发环境。 

A．Rstudio  B．Pycharm 

C．Jupyter Notebook D．Spyder 

8．关于 pip 命令，下列描述正确的是（    ）。 

A．pip 可以安装任何的第三方库 

B．wheel 文件不是用 pip 命令安装的 

C．pip 安装时不能指定所要安装库的版本 

D．pip show 命令可以列出所有安装好的第三方库 

9．pip 命令不可以实现（    ）功能。 

A．安装一个第三方库 

B．卸载一个已经安装好的第三方库 

C．列出当前已安装的所有第三方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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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执行 Python 程序 

10．下列（    ）不是 Python 的应用领域。 

A．科学计算  B．Web 开发 

C．数据分析  D．操作系统管理 

实训任务 2：操作题 

1．在电脑上完成本章边学边练的所有任务。 

2．以下是由字符组成的“超级玛丽”图形，编写一个简单的 Python 程序打印出此图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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