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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会场（2009.12.5~6）

     主办：应用统计科学研究中心

                中国人民大学统计学院

     协办：统计之都

� 上海会场（2009.12.12~13）

    主办：华东师范大学资源与环境科学学院

               华东师范大学金融与统计学院

    协办：统计之都

主办方



� 第一届中国R语言会议

    http://cos.name/2008/12/1st-chinese-r-conference-
summary/

     2008年12月13日~14日，由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统

计科学研究中心与中国人民大学统计学院主办的“第一届中国R语言会议”

在中国人民大学明德商学楼0402教室成功召开。国内R语言的各位先锋

如中国人民大学统计学院吴喜之教授、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
丁国徽博士等以及国外R语言专业人士如澳大利亚国立大学 John 

Maindonald教授也通过网络连线会场参加了本次会议；会议围绕R语言

的众多应用领域展开了广泛的交流和讨论，为R语言在中国的应用和推

广开辟了一条崭新的道路。

会议背景

第一届中国R语言会议的会议纪要也发表在第一期R Journal上了！ 

http://journal.r-project.org/2009-1/RJournal_2009-1.pdf



2009年1月7号，《纽约时报》科技版登了一篇注定要引起四方瞩目的文章, 

Data Analysts Captivated by R’s Power（1月6号就有网络版），作者是该报

的记者Ashlee Vance。这大概是开源统计软件包R，自1996年诞生以来，第

一次出现在公众视野，而且是出现在《纽约时报》这样的主流媒体。 

2009年10月20日 REvolution 消息，REvolution 获得来自 North Bridge 

和英特尔的 900 万美元的风险投资。最为轰动的是：SPSS 软件的创始人之

一，前 SPSS 的 CEO——Norman Nie 正式成为 REvolution 的 CEO！

SPSS 创立者创立者创立者创立者 Norman Nie 加入加入加入加入 R 社区社区社区社区

R上了上了上了上了《《《《纽约时报纽约时报纽约时报纽约时报》》》》



参会单位
大学大学大学大学

    北京林业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南京
财经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北京工业大学、
中国人民大学、华中科技大学、中央民族大学、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东南大学、山东大学、
中南大学、北方工业大学、上海海洋大学、中国
农业大学、上海电机学院、江苏大学、上海大学、
华东师范大学、苏州大学、西北师范大学、上海
财经大学、上海中医药大学、西藏民族学院、北
京协和医科大学、南京人口管理干部学院等



科研所科研所科研所科研所

   上海植生所、中科院西双版纳植物园、中
科院北京植物所、上海生命科学研究所、
复旦大学遗传所、中科院生态中心、上海
生科院计算所、有色金属技术经济研究院、
中国林科院环森保所、苏州大学系统生物
学中心、中科研计算生物所、南京地质古
生物研究所、中科院植物研究所、中科院
研究生院等



公司公司公司公司

   赛诺菲巴斯德（中国）、中科软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中芯科技、方正科技、CUPL、上
海源略数据、思创软件、好耶、新华信国际
信息咨询（北京）、上海汇众汽车、拓普公
司、SPSS China、SAS China、摩托罗拉
（中国）等

政府事业单位政府事业单位政府事业单位政府事业单位

   国家统计局、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宁波
市疾控中心、北京市质量协会



�组织形式

� R相关资料的编辑出版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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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水不忘挖井人！

   Department of Statistics,

   Iowa State University 

   http://yihui.name/

R在中国的繁荣昌盛不

会太远了，但同志们需

要大大努力。 

——谢益辉 



   祝贺第二届中国R语言大会
胜利召开！

  开放、绿色、功能强大、具
有源源不断巨大资源的R不
仅有必要而且一定能够在中
国推广和发展。 

                                                        
——吴喜之



感谢大家的热情参与！



简介简介简介简介



R语言的发展

            R语言从是S语言演变而来。S和R在统计学中

都有着广泛的应用。

            S语言是二十世纪70年代由贝尔实验室的Rick 

Becker, John Chambers, Allan Wilks等人开发的用

于统计绘图的语言。S语言可在商业软件Splus上

运行。

            1995年由Auckland大学统计系的Robert 

Gentleman和Ross Ihaka开始编制R软件，目前由一

批志愿者组成的Ｒ核心开发小组负责。



R软件首页  http://www.r-project.org/  



CRAN  The Comprehensive R Archive Network



CRAN 北京



选择base： 下载基础包

选择contrib:  应用程序包



R-2.10.0 for windows 下载界面



菜单栏菜单栏菜单栏菜单栏
快捷按钮快捷按钮快捷按钮快捷按钮

控制台控制台控制台控制台

命令行命令行命令行命令行



R资源
R主页:  http://www.r-project.org

统计之都论坛 S-plus & R 语言版

http://cos.name/bbs/thread.php?fid=15



R程序包

  

CRAN 主页 http://cran.r-project.org/



CRAN Task Views： 对程序包的分类介绍



R程序包安装

(1)函数install.packages()，将自动下载程序

包并将其安装好。

例如： install.packages(“quantreg”)

(2)安装本地zip包

路径：Packages>install packages from 

local files

选择光盘或者本地磁盘上存储zip包的文件夹。



调用程序包

在控制台中输入命令：

library(quantreg)



帮助系统

（1）？

（2）菜单 帮助>Html帮助

（3）网络求助

          R论坛，http://www.rseek.org , 邮件列表,……



编辑器

� R的自带编辑器

� Emacs+ESS

� Notepad++ & NppToR插件

� Tinn-R

� Vim

� …. 



Emacs + ESS



Notepad++ & NppToR



Tinn-R



简单计算

在控制台中键入如下命令

2+2

a<-2

<-也可用=, ->代替

b<-2

a+b->c  # 注释



对象
向量向量向量向量(vector)

因子因子因子因子(factor) 分类变量，如

“red”, ”blue”, ”green”

矩阵矩阵矩阵矩阵(matrix) 

数据框数据框数据框数据框(dataframe) 是由一个或几个向量和（或）

因子构成，它们必须是等长的，但可以是不同的数

据类型。

列表列表列表列表(list) 列表可以包含任何类型的对象。



运算符

数学运算数学运算数学运算数学运算

+,-,*,/,^,

比较运算比较运算比较运算比较运算

>,<,<=,>=,==,!=

逻辑运算逻辑运算逻辑运算逻辑运算

！非

& 且

| 或



R中的函数

R是一种解释性语言，不用编译，语法简单而直观。

函数形式

function(选项)

平均值 mean()

线性回归 lm(y~x1+x2, data=data1)

R处理的所有数据、变量、函数和结果都以对象对象对象对象的

形式保存。

result <- lm(y~x1+x2, data=data1)



编程基础

R语言编程时无需声明变量的类型，这与C,C++等语

言不同。

函数定义的基本格式

   myfunction <-function(x, y)

      { 

          x+y #表达式

       }



程序流程控制 if

if 语句的调用格式

if(条件) 表达式 

if(条件) 表达式1 else 表达式2 

举例：

if(score<60)

 print("不及格不及格不及格不及格")

 if(score<60)

 print("不及格不及格不及格不及格") else

 print("及格及格及格及格")



for循环

for 用法

for(变量 in 向量) { 表达式 } 

举例

for(i in 1:10) {

  t<-sqrt(i)

  print(t)

}



while 循环
while 用法

while(条件) { 表达式 } 

举例
sum<-0; i <- 1

while(i<=100) {

 sum <- sum + i

 i<-i+1

}

sum



函数举例

定义函数：

myfun<-function(x,y)

{

  z <- x + y^2 

  result<-z*sqrt(z) 

  result

}

调用函数：

myfun(3,4)



推荐的教材

� 自带文档        

     An Introduction to R   有中文版
� 153 分钟学会 R  
http://cos.name/bbs/read.php?tid=7673

� Quick R  http://www.statmethods.net/

� 汤银才 《R语言与统计分析》
� ……

� 其它  
� http://cran.r-project.org/manuals.html

� http://www.r-project.org/doc/bib/R-books.html



谢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