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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2章章 变量和数据类型变量和数据类型
数据有很多种，常见的有整数、小数、字符、字符串等，如要使用这些数据，就需要把这些数据赋给变量，再通过引用变量即可。这章主要介绍简单数据，对大
数据的存储和使用问题，后续章节将介绍。

2.1 如何定义变量？如何定义变量？

在Python中定义变量，非常简单，无需指定变量类型，系统自动根据变量值确定其数据类型。不像其他语言（如java、c等）需要指明变量类型。请看如下示
例。

In [1]: #python定义变量，无需指定变量类型，它将根据实现情况确定变量类型
#这点不像java和C等开发语言
age=10
salary=3.13
name="Python"

In [2]: #查看变量类型,使用type函数即可
print("变量age的类型：",type(age))
print("变量salary的类型：",type(salary))
print("变量name的类型：",type(name))

2.2 变量变量

2.2.1 给变量赋值给变量赋值

In [16]: #给变量a赋值
a=10
#打印变量a的值
print(a)  #结果为10
#给变量b赋值
b="python"
#修改变量a的值
a=10.2
#对变量a乘以一个数
c=a*100
#打印变量a，b，c的值
print(a)   #结果为10.2
print(b)   #结果为python
print(c)   #结果为1019.9999999999999
print(round(c))  ##返回c的四舍五入值

延伸一下
我们查看变量赋值后台机制

In [69]: a=100
b=a
print(a,b)
print("查看变量a的内存地址:",id(a))
print("查看变量b的内存地址:",id(b))

给变量a，b赋值的内存处理示意图：

变量age的类型： <class 'int'>
变量salary的类型： <class 'float'>
变量name的类型： <class 'str'>

10
10.2
python
1019.9999999999999
1020

100 100
查看变量a的内存地址: 8791388630512
查看变量b的内存地址: 8791388630512

http://www.feiguyunai.com


2.2.2变量的命名规则变量的命名规则

In [18]: ##不能以Python关键字为变量，否则报错，如：
if=10

In [21]: ##定义变量，不能以数字开头，否则报错，如：
1a=10

2.2.3多重赋值多重赋值

In [19]: #一次给多个变量赋值，注意对应顺序
x,y,z=10,"python_numpy",100.0
#打印这3个变量
print(x,y,z)

In [20]: #一次显示多个值，其结果是以元组的形式显示
x,y,z

2.3 字符串字符串

2.3.1 字符串的多种表示字符串的多种表示

python表示字符串有多种表示方法，这里要注意各中方法的使用场景。
如，可用单引号表示字符串，但如果遇到字符串本身也含有单引号，就
不能用两个单引号表示了，否则 python就不知道哪儿到哪儿了，如下例，将报错

In [13]: 'let's go'    #报错的原因单引号不成对

这种情况下，我们可用使用双引号表示该字符串

In [20]: "let's go!"

当字符串中含有一些特殊字符时，如转移字符"/\",将报错误或非预期的结果，如：

In [2]: path="C:\Users\lenovo\logs"   #报错,报错原因就是字符串种含有特殊字符\

In [16]: print("python\new\teacher")

以上结果或许不是你所期望的。 为何出现这种情况？ 主要是因为字符串中出现特殊字符\n(表示回车) ,\t（表示tab功能） 如何处理含特殊字符的字符串？ 可采用
如下几种方法： （1）在特殊字符前加一个转移字符/\,使紧跟后面的这个特殊字符变为一般字符 （2）在字符串前面加上r(raw的缩写)，表示整个字符串的所用字
符都是普通字符 具体请看如下示例

（1）在特殊字符前添加一个转移字符"\"

In [18]: print("python\\new\\teacher")

  File "<ipython-input-18-adf5c0913cff>", line 2
    if=10
      ^
SyntaxError: invalid syntax

  File "<ipython-input-21-607c8bc677e2>", line 2
    1a=10
     ^
SyntaxError: invalid syntax

10 python_numpy 100.0

Out[20]: (10, 'python_numpy', 100.0)

  File "<ipython-input-13-58d8c8a129df>", line 1
    'let's go'
         ^
SyntaxError: invalid syntax

Out[20]: "let's go!"

  File "<ipython-input-2-0e333da9fce5>", line 1
    path="C:\Users\lenovo\logs"
        ^
SyntaxError: (unicode error) 'unicodeescape' codec can't decode bytes in position 2-3: truncated \UXXXXXXXX escape

python
ew eacher

python\new\teacher



In [19]: path="C:\\Users\\lenovo\\logs"
print(path)  #打印结果为C:\Users\lenovo\logs

(2)在字符串前加上一个r字母

In [21]: path=r"C:\Users\lenovo\logs"
print(path)

In [22]: print(r"python\new\teacher")

有时字符串比较长，比如说由几个语句构成，如下例这个包含2个语句的字符串:
I like Python
I also like Pytorch
这时该如何表示呢？

In [24]: #如果用双引号表示,结果如何？将报错！
char1="I like Python
I also like Pytorch"

以上句子报错的原因是第一句结尾有个回车，导致Python误认为第一句双引号需要成对出现而只出现一个双号所致！ 如何准确表示含回车或换行之类的字符
串？ 我们采用如下几种方法： （1） 用\n表示回车 （2）利用三引号''' ''' (或""" """)

(1)使用回车符合:\n

In [25]: lines="I like Python,\n I also like Pytorch!"
print(lines)

(2)使用三引号

In [31]: lines='''
I like Python,
I also like Pytorch!
         '''

In [32]: print(lines)

从上面示例可以看出，采用三引号方式更符合人们的直觉，而且表达方式比较简单。此外这种表示 方法，还有一些妙用！如在Python脚本、函数、类的说明部
分（或称为帮助信息）使用三引号表示 注释，我们可以在客户端直接使用命令:函数名(或模块、类等).__doc__ 看到三引号内容的语句！ 具体请看如下示例：

In [34]: #定义一个函数（如何定义函数后续将详细介绍）
def fun01():
    '''这是一个测试三引号的函数'''
    a="Python是人工智能的首先语言！"
    print(a)
    
#查看对象fun01的__doc__属性，或功能说明
print(fun01.__doc__)

2.3.2 字符串的长度字符串的长度
如何查看字符串的长度？
利用Python的内置函数(len)即可，所谓内置函数是指启动Python时，自动加载到内存的一些函数，Python也有很多函数需要通过import 导入到内存中，这些后
续将介绍。

In [43]: a="I line Python"
print(len(a))  #结果为13 ，其中有两个空格
b="Python是人工智能的首先语言！"
print(len(b))  #结果为17，表示元素个数，一个汉字或一个字符都是元素之一
print(len("")) #结果为0，表示空字符

In [1]: #可以利用以下命令查看Python的内置函数
#print(dir(__builtins__))

2.3.3 拼接字符串拼接字符串

C:\Users\lenovo\logs

C:\Users\lenovo\logs

python\new\teacher

  File "<ipython-input-24-053c156bc332>", line 2
    char1="I like Python
                        ^
SyntaxError: EOL while scanning string literal

I like Python,
 I also like Pytorch!

I like Python,
I also like Pytorch!
         

这是一个测试三引号的函数

13
17
0



In [53]: #拼接两个字符串，中间用空格隔开
"hellow"+" "+"world!"
#对同一字符拼接多次
3*"ok"
#拼接后的字符串作为另一个字符串
len('Python'+"3.7")

In [38]: #重复累加字符串，也可用乘法，如
print(3*"ok")
print('~'*20)

2.3.4 字符串常用方法字符串常用方法

处理字符串，通常涉及去空格、改变字符的大小写格式、分割单词等，如何使用？ 请看如下示例：
(1)删除空格

In [41]: str1="  I like Python  "
#删除末尾空格
str1.rstrip()  #结果为：'  I like Python'
#删除开头空格
str1.lstrip()  #结果为：'I like Python  '
#删除首尾空格
str1.strip()  #结果为：'I like Python'

（2）改变字符的大小写

In [42]: str1.lower()  #把字符串str1中的每个字符

In [43]: #先把删除首尾空格后的字符串赋给另一个变量
str2=str1.strip()
#把字符串改为小写
print(str2.lower())  #结果：'i like python'
#把字符串改为大写
print(str2.upper())  #结果：'I LIKE PYTHON'
#每个单词的首字母，变为大写
print(str2.title()) #结果：'I Like Python'

(3)分割句子或字符串

In [44]: str2.split()  #split中没有参数，表示按空格（缺省方式）分割

In [45]: str3="python|java|keras|pytorch|tensorflow"
str3.split('|')    #用竖线分割

延伸一下
如何分割中文句子？如分割这句话:"我对人工智能感兴趣" 可以使用jieba工具进行后续将介绍。jieba的具体使用可参考官网： https://github.com/fxsjy/jieba

2.3.5 打印字符串打印字符串

Python3使用print()函数把数据打印在屏幕上，打印内容必须放在括号（）内.

(1)print函数的格式

In [ ]: print(value, ..., sep=' ', end='\n', file=sys.stdout, flush=False)  

其中

value: 打印的值，可多个
file: 输出流，默认是 sys.stdout
sep: 多个值之间的分隔符
end: 结束符，默认是换行符 \n
flush: 是否强制刷新到输出流，默认否

（2）打印字符串

In [46]: #打印字符串,print 缺省结束符为换行符，\n
print("Python")
print("Pytorch")

Out[53]: 9

okokok
~~~~~~~~~~~~~~~~~~~~

Out[41]: 'I like Python'

Out[42]: '  i like python  '

i like python
I LIKE PYTHON
I Like Python

Out[44]: ['I', 'like', 'Python']

Out[45]: ['python', 'java', 'keras', 'pytorch', 'tensorflow']

Python
Pytorch

https://github.com/fxsjy/jieba


（3）不换行打印

In [47]: #打印字符串
print("Python",end=',')  #结束符为逗号, 故执行这句后，不会换行。
print("Pytorch")

2.4 数字与运算符数字与运算符
Python3的数字类型包括整型、浮点型、布尔型等，声明变量时无需说明数字类型。由Python内置的基本数据类型管理变量，在程序的后台负责数值与类型的关
联，以及类型的转换等操作。 运算符是对数字的操作，包括算术运算符、关系运算符和逻辑运算符等，以下是具体运算符及实例。 详细内容可参考书对应章节

In [48]: 3/2

In [49]: 20**3

In [84]: 9//2

In [85]: -9//2

In [86]: 2>3

In [87]: 2<=3

In [88]: a=(3<4)

In [89]: a

2.5数据类型转换数据类型转换
转换数据类型是经常遇到的问题，如"python"+3将报错。因3是整数，不是字符串，故不能相加。若要相加，需要先把3转换为字符型。实现类型转换，Python提
供了很多内置函数，接下来我们将介绍这些内置函数。

2.5.1 将整数和浮点数转换为字符串将整数和浮点数转换为字符串

In [51]: "python"+3

In [52]: "Python "+str(3)  #使用str函数把数字3转换为字符

In [53]: "TensorFlow "+str(2.1)

2.5.2 把整数转换为浮点数把整数转换为浮点数

In [55]: #显式转换
float(10)  #结果： 10.0
#隐式转换，Python自动先将10转换为10.0，然后再与0.1相加
10+0.1    #结果：10.1

2.5.3 把浮点数转换为整数把浮点数转换为整数

把浮点数转换为整数，情况比较复杂，涉及如何对待小数部分。如果只是简单的想去掉小数部分，可以使用int(x)函数即可；如果需要考虑向下取整或向上取整，
就需要使用round(x)。另外Python的math模块也提供了很多函数，如math.ceil(x)、math.trunc(x)等，以下通过实例来说明。

（1）直接删除小数部分，可以int(x)函数

In [59]: int(4.52)   #结果：4
int(-10.89) #结果：-10

（2）使用round(x),一般采用四舍五入的规则，但如果x小数部分为.5时，将取x最接近的偶数。

Python,Pytorch

Out[48]: 1.5

Out[49]: 8000

Out[84]: 4

Out[85]: -5

Out[86]: False

Out[87]: True

Out[89]: True

---------------------------------------------------------------------------
TypeError                                 Traceback (most recent call last)
<ipython-input-51-e6247ddac85d> in <module>
----> 1 "python"+3

TypeError: can only concatenate str (not "int") to str

Out[52]: 'Python 3'

Out[53]: 'TensorFlow 2.1'

Out[55]: 10.1

Out[59]: -10



（2）使用round(x),一般采用四舍五入的规则，但如果x小数部分为.5时，将取x最接近的偶数。

In [60]: #使用四舍五入规则
round(7.7)  #结果：8
round(7.4)  #结果：7
#round（x）中x为.5时，取x最接近的偶数
round(6.5)  #结果：6
round(-9.5) #结果：-10

2.5.4 把字符串转换为数字把字符串转换为数字

In [61]: int('3')  #结果：3
float("10.35") #结果：10.35
float("-9.8")  #结果：-9.8

2.5.5 使用使用input函数函数

input()函数用于接收用户的输入，它的返回值是字符串，其格式为：

In [62]: input('提示符')

input()函数使用实例
（1）输入一个字符串

In [63]: #输入一个字符串，显示该字符串的长度
a=input("输入一个字符串:")
#打印该字符串的长度
print(len(a))

（2）输入两个整数，打印它们的和。

In [64]: #输入两个整数，求它们的和
a1=input("输入第一个整数:")
a2=input("输入第二个整数:")
#因input函数，返回结果是字符串，不是数字，故需要把字符串转换为数字
i1=int(a1)
i2=int(a2)
#计算它们的和
print("输入两个数字的和:",i1+i2)

2.6 注释注释
注释用于说明代码的功能、使用的算法、注意事项等等。代码越复杂，注释就越重要，否则，将给后续代码维护、分享带来极大不便。 注释很简单，只要在需要
说明的语句前加上#号即可。Python编译器，遇到带#号的行将忽略。 注释的文字，可以是英文或中文等，注释尽量做到言简意赅。以下为一段代码的注释。

In [65]: ################################
#创建时间：2019年8月15日
#修改时间：2019年9月10日
#修改人：张云飞
#代码主要功能：******
#################################

#初始化参数
lr=0.001           #学习率参数
batch_size=64      #批量大小
n=100              #迭代次数

如果注释内容比较多，我们可以采用三引号的方式，如把上面的注释改成三引号格式：

In [66]: """
创建时间：2019年10月1日
修改时间：2020年3月1日
修改人：张云飞
代码主要功能：******
"""

#初始化参数
lr=0.001           #学习率参数
batch_size=64      #批量大小
n=100              #迭代次数

In [ ]:  

Out[60]: -10

Out[61]: -9.8

提示符test

Out[62]: 'test'

输入一个字符串:Python
6

输入第一个整数:200
输入第二个整数:-100
输入两个数字的和: 100


	第2章 变量和数据类型
	2.1 如何定义变量？
	2.2 变量
	2.2.1 给变量赋值
	2.2.2变量的命名规则

	2.2.3多重赋值
	2.3 字符串
	2.3.1 字符串的多种表示

	2.3.2 字符串的长度
	2.3.3 拼接字符串
	2.3.4 字符串常用方法
	2.3.5 打印字符串

	2.4 数字与运算符
	2.5数据类型转换
	2.5.1 将整数和浮点数转换为字符串
	2.5.2 把整数转换为浮点数
	2.5.3 把浮点数转换为整数
	2.5.4 把字符串转换为数字
	2.5.5 使用input函数

	2.6 注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