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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上最好⽤的编辑器：VSCode
最新版本：	v1.2	

更新时间：	20200216	

简介

介绍史上⽤过的最好⽤的编辑器VSCode，以及各种好⽤的功能，包括但不限于常⽤快捷键，调试Python，常⽤插件，

搜索功能，包括正则搜索，⽂件编码，git仓库代码管理，各种主题字体和插件，强⼤好⽤的插件市场，代码格式化等等

各种好⽤的功能，且性能优越。是⽬前最值得推荐的编辑器，没有之⼀。

源码+浏览+下载

本书的各种源码、在线浏览地址、多种格式⽂件下载如下：

Gitbook源码

crifan/best_editor_vscode:	史上最好⽤的编辑器：VSCode

如何使⽤此Gitbook源码去⽣成发布为电⼦书

详⻅：crifan/gitbook_template:	demo	how	to	use	crifan	gitbook	template	and	demo

在线浏览

史上最好⽤的编辑器：VSCode	book.crifan.com
史上最好⽤的编辑器：VSCode	crifan.github.io

离线下载阅读

史上最好⽤的编辑器：VSCode	PDF
史上最好⽤的编辑器：VSCode	ePub
史上最好⽤的编辑器：VSCode	Mobi

版权说明

此电⼦书教程的全部内容，如⽆特别说明，均为本⼈原创和整理。其中部分内容参考⾃⽹络，均已备注了出处。如有发

现侵犯您版权，请通过邮箱联系我		admin	艾特	crifan.com	，我会尽快删除。谢谢合作。

鸣谢

感谢我的⽼婆陈雪的包容理解和悉⼼照料，才使得我	crifan	有更多精⼒去专注技术专研和整理归纳出这些电⼦书和技

术教程，特此鸣谢。

更多其他电⼦书

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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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github.com/crifan/best_editor_vscode
https://github.com/crifan/gitbook_template
http://book.crifan.com/books/best_editor_vscode/website
https://crifan.github.io/best_editor_vscode/website
http://book.crifan.com/books/best_editor_vscode/pdf/best_editor_vscode.pdf
http://book.crifan.com/books/best_editor_vscode/epub/best_editor_vscode.epub
http://book.crifan.com/books/best_editor_vscode/mobi/best_editor_vscode.mobi


本⼈	crifan	还写了其他	100+	本电⼦书教程，感兴趣可移步⾄：

crifan/crifan_ebook_readme:	Crifan的电⼦书的使⽤说明

crifan.com，使⽤署名4.0国际(CC	BY	4.0)协议发布	all	right	reserved，powered	by	Gitbook最后更新：	2021-01-16
23:59:24

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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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SCode简介

对于	代码编辑器	=	Editor	，	IDE	来说，⽬前有很多种。

尤其是编辑器⽅⾯，⾃⼰之前也⽤过很多，⽐如：

Win平台

Notepad2
	Notepad++	

=	npp	

等等

Mac平台

	Atom	

	Sublime	

等等

除了Win平台中Notepad++还算不错外，其他很多都不够好⽤。

	VSCode	=	Visual	Studio	Code	，是⽬前⽤过的最好⽤的、	跨平台	的、	免费	的、编辑器。

关于常⻅的编辑器和IDE的总结

详⻅：编辑器和IDE总结

VSCode的优点

轻量级

界⾯美观

代码⾼亮效果好

功能强⼤且易⽤

除了	⽂本编辑器	该有的功能

⽀持	插件	：可以⽆限扩展额外功能

加上很多插件，⼏乎可以实现很多复杂的，⾼级的IDE才能实现的功能

⽐如	调试Python代码	等等

本身内置⽀持	git	

便于代码版本管理

跨平台

⽀持多种平台：

	Windows	

	Mac	

	Linux	

等等

crifan.com，使⽤署名4.0国际(CC	BY	4.0)协议发布	all	right	reserved，powered	by	Gitbook最后更新：	2019-03-17
23:23:20

VSCode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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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布局

下⾯整理	VSCode	的界⾯和布局。

左右布局显示⽅便⽂件对⽐

在已经打开了⼀个⽂件：想要去和另外⼀个⽂件对⽐时，	Command	+	⿏标点击	

即可把第⼆个⽂件放在右边，左右布局，便于对⽐2个⽂件的内容：

界⾯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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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很⽅便的。

crifan.com，使⽤署名4.0国际(CC	BY	4.0)协议发布	all	right	reserved，powered	by	Gitbook最后更新：	2019-03-16
15:20:30

界⾯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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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快捷键

此处整理出	VSCode	中最常⽤的⼀些快捷键，⽅便查询和使⽤。

常⽤的快捷键

光标位置移动

⿏标/光标返回之前的位置=	上⼀个位置	=	前⼀个位置	：

	Mac	:		Control	+	-	
⿏标/光标返回之后的位置

	Mac	:		Shift	+	Control	+	-	

后来也看到了⼯具栏中有显示快捷键：

⼤⼩写转换

默认是没有的，可以⾃⼰去设置。⽐如：

	Ctrl	+	Shift	+	l	：转为⼩写

	l	：表示	lowercase	

	Ctrl	+	Shift	+	u	：转为⼤写

	u	：表示	uppercase	

详⻅：【已解决】VSCode中对选中内容切换⼤⼩写的快捷键

如何找到某个功能的快捷键是什么

另外，可以去搜到⾃⼰要的快捷键是什么：

常⽤快捷键

7

http://www.crifan.com/vscode_selection_uppercase_lowcase_convert_shortcut_key


然后就可以通过搜短横线	-	就可以找到对应的快捷键的功能是	上⼀步	：

crifan.com，使⽤署名4.0国际(CC	BY	4.0)协议发布	all	right	reserved，powered	by	Gitbook最后更新：	2019-03-16
20:59:08

常⽤快捷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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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码编辑器常⽤功能

选中⾃动⾼亮

VSCode编辑器⽀持常⻅的，很⽅便的⼀个功能是：双击⽂字（变量），⾃动⾼亮其他部分的对应⽂字（变量）

-》对于编写代码期间查看变量或函数的调⽤，很⽅便。

⽀持不同主题和字体

【记录】VSCode试试其他主题和字体和插件

显示特殊的不可⻅的控制字符

设置显示控制字符：

	Code	->	⾸选项	->	Settings	->搜		editor.renderControlCharacters		->	勾选：	Editor:	Render	Control	Characters		中的		Controls
whether	the	editor	should	render	control	characters	

代码编辑器常⽤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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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

详⻅：

【已解决】VSCode中显示特殊的不可⻅的控制字符

设置Tab的宽度=空格的个数

代码编辑器常⽤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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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de-》⾸选项-》设置-》点击：

				//	//	⼀个制表符等于的空格数。该设置在⼀个制表符等于的空格数。该设置在	`editor.detectIndentation`		`editor.detectIndentation`	启⽤时根据⽂件内容进⾏重写。启⽤时根据⽂件内容进⾏重写。

				"editor.tabSize""editor.tabSize"::		44,,

左边的编辑按钮	-》复制到设置-》把	4	改为	2	:

				"editor.tabSize""editor.tabSize"::		22

即可⽴刻⽣效：按Tab后，缩进就从4个空格的宽度，变成2个空格的宽度了。

详⻅：【已解决】VSCode中如何设置Tab缩进为2个空格⽽不是4个空格的宽度

其他⽅便好⽤的功能

快速在终端中打开⽂件夹

右键某⽂件夹	-》	在终端中打开

则可以直接快速调⽤内置终端打开对应⽂件夹，然后就可以继续在终端中做事情了，⽐如此处去⽤ffmpeg分割mp3。

crifan.com，使⽤署名4.0国际(CC	BY	4.0)协议发布	all	right	reserved，powered	by	Gitbook最后更新：	2019-03-17
23:08:52

代码编辑器常⽤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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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和新建项⽬

新建项⽬很⽅便

普通新建项⽬

	⽂件	-》	新建窗⼝	

即可新建项⽬和窗⼝了：

打开和新建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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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拖动⽂件夹新建项⽬

另外，还⽀持，直接拖动⽂件到到VSCode图标，即可新建项⽬：

打开和新建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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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和新建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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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便	-》	⽤了后，就离不开了。

打开项⽬

打开之前曾打开过的项⽬，有多种⽅式：

从新建窗⼝中的	Recent中打开：

打开和新建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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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Recent中没有，点击More，也会列出来更多之前打开过的项⽬：

⽂件->最近打开->选择某项⽬：

crifan.com，使⽤署名4.0国际(CC	BY	4.0)协议发布	all	right	reserved，powered	by	Gitbook最后更新：	2019-03-17
22:56:48

打开和新建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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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和新建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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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码格式化

⽐如想要把⼀段超⻓的字符串，是json格式，想要格式化，便于查看内容。

先把字符串内容粘贴过去。默认的⽂件格式是	纯⽂本	，所以去设置为	JSON	

然后再去右键-》	格式化⽂件	

或者：全选	-》右键-》	格式化选定代码	：

代码格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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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可看到格式化后的，有了代码⾼亮，且带缩进的内容了：

然后可以⽅便的查看（搜索到的）内容：

crifan.com，使⽤署名4.0国际(CC	BY	4.0)协议发布	all	right	reserved，powered	by	Gitbook最后更新：	2019-03-17
22:22:30

代码格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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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码格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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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法⾼亮

设置⽂件和代码的语法⾼亮：

对于未保存的⽂件时，需要设置⽂件类型-〉才能使得语法⾼亮⽣效

⽐如新建⽂件，粘贴html代码，此时代码⽆法⾃动⾼亮

点击右下⻆的	纯⽂本	，在弹出的语⾔列表中选择	HTML	：

语法⾼亮

21



即可看到HTML代码⾼亮的效果了：

语法⾼亮

22



⽀持log类型的语法⾼亮

⽆意间发现，VSCode连log格式，都可以⽀持，都可以语法⾼亮：

语法⾼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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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是⽅便查看内容。

另外⼀个截图：

-》后来不知道为何突然log⽂件丢失语法⾼亮了

所以⼜去找了个插件：

Output	Colorizer

语法⾼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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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后，效果也很不错：

语法⾼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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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ifan.com，使⽤署名4.0国际(CC	BY	4.0)协议发布	all	right	reserved，powered	by	Gitbook最后更新：	2019-03-17
23:12:20

语法⾼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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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编码

⽀持⽂件编码格式⾃动检测

且可以更改编码重新保存。

VSCode中⽂件编码应⽤案例

把utf-8编码转换为gb18030使得Mac中Excel打开csv不再乱码

⽐如之前遇到过的：

已有⼀个	utf-8	编码的csv⽂件，但是mac中⽤Excel打开，竟然乱码：

然后去⽤VSCode打开后，点击右下⻆的编码，选择	Save	with	Encoding	：

⽂件编码

27



选择中⽂的（⽐	GBK	范畴更⼴的）	GB18030	：

⽂件编码

28



重新保存后，再去⽤Mac中Excel打开，就正常显示没有乱码了：

⽂件编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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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SCode检测出实际编码帮助找到问题原因

详⻅：

【已解决】后台导⼊csv⽂件后解析成功但导⼊失败

中就⽤到了	VSCode中识别并转换⽂件的编码，效果很不错。

因为可以⾃动根据⽂件的内容去推断最可能的实际的编码。

crifan.com，使⽤署名4.0国际(CC	BY	4.0)协议发布	all	right	reserved，powered	by	Gitbook最后更新：	2019-03-17
22:40:54

⽂件编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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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索和替换

⽀持多种范围的	搜索	和	替换	：

当前⽂件内的

全局的=项⽬范围内的

crifan.com，使⽤署名4.0国际(CC	BY	4.0)协议发布	all	right	reserved，powered	by	Gitbook最后更新：	2019-03-17
23:06:22

搜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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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搜索

注意事项

有些东⻄搜不到是因为被默认排除了 	node_modules	

如果在VSCode中⽆法搜索到，确定存在的内容，则很可能是和我此处遇到的现象⼀样：

很多项⽬通过npm安装很多库到node_modules中，通过bower安装库到bower_components中，

⽽VSCode此处默认是通过：

				"search.exclude""search.exclude"::		{{
								"**/node_modules""**/node_modules"::		truetrue,,
								"**/bower_components""**/bower_components"::		truetrue
				}},,

排除了这两个⽂件夹到，从⽽导致搜索不到。

解决办法：

对于此处，取消掉bower_components的排除设置，改为false，不排除。

Code-》⾸选项-》设置-》搜索：

拷⻉上述的配置，放到右边到⽤户设置（或者是⼯作区设置）

把bower_components改为false即可：

详⻅：【已解决】VSCode中搜索不到实际上是存在的字符串

crifan.com，使⽤署名4.0国际(CC	BY	4.0)协议发布	all	right	reserved，powered	by	Gitbook最后更新：	2019-03-16

普通搜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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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2:29

普通搜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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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则搜索

TODO:

整理更多的⽤正则搜索的例⼦

整理VSCode内部所使⽤的正则的库是哪⼀个

VSCode的搜索中⽀持正则的⾼级语法，⽐如：

【已解决】VSCode中如何使⽤正则表达式去替换且被替换中使⽤分组group
正则去替换掉特殊不可⻅字符：

【已解决】替换掉VSCode中显示出的特殊字符：NAK

向后引⽤

后来新增了⾼级的正则搜索中的，后向引⽤和前向引⽤：	Visual	Studio	Code	October	2018	->	Backreferences	and
lookahead	in	search

效果：

以及Multiline	search

所以去更新了帖⼦	Visual	Studio	Code	的正则匹配好⽤吗？	-	知乎的回答：

试了试其想要的效果：

127127
126126
127127

⽤正则替换：

正则搜索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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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d+))\n\n
$1$1,,

即可替换为：

127,126,127127,126,127

crifan.com，使⽤署名4.0国际(CC	BY	4.0)协议发布	all	right	reserved，powered	by	Gitbook最后更新：	2019-03-17
23:18:58

正则搜索

35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deed.zh


查找函数定义

选择某个函数：

	Command	+	⿏标点击	，可以找到此处js的函数定义：

查找函数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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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不错。

crifan.com，使⽤署名4.0国际(CC	BY	4.0)协议发布	all	right	reserved，powered	by	Gitbook最后更新：	2019-03-17
11:35:41

查找函数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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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SCode的智能好⽤之处

⾃动更新import语句

当从已有的⼀个⽂件，复制并改名后，VSCode可以⾃动检测出来，提示是否需要更新import语句

即可⾃动更新import语句：

不过，此处更新后的内容不是我要的，竟然把本来正常的都改错误了，所以还要⾃⼰去改回来。以后慎⽤这个⾃动修改

import的功能。

快速跳转⽂件

	Command	+	P	后，输⼊（部分）⽂件名（⽀持模糊搜索）：

VSCode的智能好⽤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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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中回⻋即可跳转⽂件：

log⽇志中点击⽂件路径可以跳转到该⽂件

⽐如调试期间出错了，点击对应log错误⽇志中的⽂件路径：

File	File	"/usr/local/lib/python3.6/site-packages/rest_framework/views.py""/usr/local/lib/python3.6/site-packages/rest_framework/views.py",,	line		line	483483,,		inin	dispatch	dispatch
response	response	==	self	self..handle_exceptionhandle_exception((excexc))
File	File	"/usr/local/lib/python3.6/site-packages/rest_framework/views.py""/usr/local/lib/python3.6/site-packages/rest_framework/views.py",,	line		line	443443,,		inin	handle_exception	handle_exception
selfself..raise_uncaught_exceptionraise_uncaught_exception((excexc))
File	File	"/usr/local/lib/python3.6/site-packages/rest_framework/views.py""/usr/local/lib/python3.6/site-packages/rest_framework/views.py",,	line		line	480480,,		inin	dispatch	dispatch
response	response	==	handler	handler((requestrequest,,		**argsargs,,		****kwargskwargs))
File	File	"/Users/crifan/dev/dev_root/company/naturling/projects/xxx/server/xxx/apps/script/views.py""/Users/crifan/dev/dev_root/company/naturling/projects/xxx/server/xxx/apps/script/views.py",,	line		line	136136,,		inin	create	create
ifif	i	i[['type''type']]		====		'0''0'::
TypeErrorTypeError::	string	indices	must	be	integers	string	indices	must	be	integers

VSCode的智能好⽤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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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跳转到对应的⽂件：

⽅便调试。

提示安装⽀持相应⽂件的插件

⾸次打开	.env	，则提示是否要安装.env的插件，点击	搜索商店：

VSCode的智能好⽤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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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点击安装插件：

安装后，重启加载：

VSCode的智能好⽤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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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env就可以语法⾼亮了：

另外类似的情况还有：

⾸次打开vue提示安装对应的插件：

VSCode的智能好⽤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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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路径动态提示⽂件

刚新建个⽂件夹，加⼊了⼏个js⽂件后，然后再去html中输⼊路径后，即可动态匹配路径和⽂件：

VSCode的智能好⽤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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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是智能和贴⼼。

显示⼤纲

VSCode	1.24版本⽀持⽀持	⼤纲	=	Outline	=	⽬录	：

Preview:	Outline	view	-	Symbol	tree	outline	and	navigation	for	your	projects.

右键项⽬条，选中	⼤纲：

点击⼤纲中的某⾏后，可以跳转到对应位置，⽐如：

Markdown：

VSCode的智能好⽤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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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ml

未使⽤变量检测

VSCode	1.24版本⽀持⽀持⾃动检测未使⽤的变量的提示：

Unused	variable	detection	-	Unused	variables	are	greyed-out	in	your	JavaScript/TypeScript	fi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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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t代码管理

VSCode中⽤git管理代码仓库

然后尝试⽤VSCode中的git界⾯去提交代码：

会有提示：

Git代码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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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去	git	add	后:

➜➜		NaturlingCmsWeb	git:		NaturlingCmsWeb	git:((mastermaster))		✗✗		gitgit		addadd	*	*
The	following	paths	are	ignored	by	one	of	your	.gitignore	files:The	following	paths	are	ignored	by	one	of	your	.gitignore	files:
node_modulesnode_modules
package-lock.jsonpackage-lock.json
Use	-f	Use	-f	ifif	you	really	want	to		you	really	want	to	addadd	them.	them.
➜➜		NaturlingCmsWeb	git:		NaturlingCmsWeb	git:((mastermaster))		✗✗		gitgit	status	status
On	branch	masterOn	branch	master
Your	branch	is	up	to	Your	branch	is	up	to	datedate	with		with	'origin/master''origin/master'..

Changes	to	be	committed:Changes	to	be	committed:
				((use	use	"git	reset	HEAD	<file>...""git	reset	HEAD	<file>..."	to	unstage	to	unstage))

								modified:			README.md								modified:			README.md
								modified:			package.json								modified:			package.json

git就显示出对应的已经添加了的改动的⽂件了：

Git代码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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暂存的更改。⽽	更改	中就是空了。

-》说明：暂存的更改，就是add进去的，本地临时保存的改动

➜➜		NaturlingCmsWeb	git:		NaturlingCmsWeb	git:((mastermaster))		✗✗		gitgit	commit	-m		commit	-m	"1.	update	readme""1.	update	readme"
[[master	31ef1camaster	31ef1ca]]	1.	update	readme	1.	update	readme
	2	files	changed,	51	insertions	2	files	changed,	51	insertions((++)),	10	deletions,	10	deletions((--))

然后再去push：

➜➜		NaturlingCmsWeb	git:		NaturlingCmsWeb	git:((mastermaster))		gitgit	push	push
Counting	objects:	4,	done.Counting	objects:	4,	done.
Delta	compression	using	up	to	4	threads.Delta	compression	using	up	to	4	threads.
Compressing	objects:	100%	Compressing	objects:	100%	((4/44/4)),	done.,	done.
Writing	objects:	100%	Writing	objects:	100%	((4/44/4)),	1.31	KiB	,	1.31	KiB	||	1.31	MiB/s,	done.	1.31	MiB/s,	done.
Total	4	Total	4	((delta	2delta	2)),	reused	0	,	reused	0	((delta	0delta	0))
remote:	Powered	by	Gitee.comremote:	Powered	by	Gitee.com
To	https://gitee.com/naturling_tech/NaturlingCmsWeb.gitTo	https://gitee.com/naturling_tech/NaturlingCmsWeb.git
			20b96a1			20b96a1....31ef1ca		master	-31ef1ca		master	->>	master	master

Git代码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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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件历史版本和改动差异

如果需要对⽐之前某次的⽂件代码和当前最新代码有何改动，可以通过	File	History	⽂件历史，得到我们要的效果：

⽐如想要对此这段代码和之前的写法有何不同：

Git代码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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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可以：⽂件中右键选择		Git:	View	File	History	

或Tab⻚中右键选择：

Git代码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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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就可以看到各个历史版本了：

点击其中⼀个版本可以查看提交详情：

点击某次提交中的某个⽂件：

Git代码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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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Compare	against	workspace	file

即可去该版本和当前最新⽂件，去对⽐内容差异：

Git代码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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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左边是最新内容，右边是之前该版本的内容。

另外，如果需要还可以在查看历史版本时，根据不同条件筛选，⽐如根据作者：

即可只查看某⼈的提交的代码：

Git代码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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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成终端

VSCode内置了终端：

	查看		->		终端	

即可打开⾃带集成的终端：

不⽤再去切换到外部的终端命令⾏：

直接可以⽅便的在⼀个⼯具界⾯下，同时处理不同的事情了。

另外⼀个例⼦：

集成终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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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更新了git中源码后，再去上传，直接在集成终端中进⾏，很⽅便。

且⽀持多个终端

可以点击	➕ 	加号去新增额外的终端，⽤于不同的⽤途。

实际使⽤场景举例：

⽐如此处在当前项⽬所在⽂件夹下，⽤git去管理代码：

然后需要切换到另外⼀个⽬录，去导⼊mysql，所以点击+去新建终端，处理mysql：

集成终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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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成的终端中对于git的⽀持很好

在VSCode的集成的终端中，除了git的颜⾊看起来很清晰明确，且git的commit后的log中，都可以识别commit哪些⽂件

了：

且Command+⿏标点击可以直接跳转打开对⽂件：

集成终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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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好省去了我本身要去：找找刚才已经git的commit并push了哪些⽂件，直接在VSCode的git的log中找到并打开相应

⽂件了，很⽅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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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件

配置插件的参数

下⾯通过插件Paste	Image为例，来解释，如何配置插件的参数。

此处需求：希望能设置保存图⽚到当前项⽬下的assets/img中

⾸先要去搞清楚，插件本身⽀持哪些参数设置，可以从	发布内容	中看到：

以及有些插件的	详细信息	中也有关于参数设置的解释和举例：

插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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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处能看到与此处截图保存路径相关参数是：	pasteImage.path	，	pasteImage.forceUnixStyleSeparator	，	pasteImage.prefix	

然后去设置插件参数：

	Code	->	⾸选项	->	设置	：

从	⽤户	切换到		⼯作区设置	：

插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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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把此处相关配置：

{{
				"pasteImage.path""pasteImage.path"		::		"${projectRoot}/assets/img""${projectRoot}/assets/img",,
				"pasteImage.forceUnixStyleSeparator""pasteImage.forceUnixStyleSeparator"::		truetrue,,
				"pasteImage.prefix""pasteImage.prefix"::		"/""/"
}}

放进去并保存：

然后再去粘贴图⽚，然后就⽣效了，新粘贴的图⽚就⾃动保存到希望的⽬录	assets/img	下了：

详⻅：【已解决】VSCode中如何给插件进⾏参数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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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件市场

为了⽀持更多功能和语⾔，可以通过插件实现。

安装插件很⽅便

⽐如此处想要添加PHP语⾔的⽀持，可以在这⾥直接点击PHP：

点击详细信息：

插件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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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更常⻅的做法是：

	扩展	-》输⼊框中输⼊：	PHP	-》点击某个插件的：	安装	

即可安装：

插件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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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后，提示重启：

插件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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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重新加载：

重启VSCode后，即可看到已安装该插件：

插件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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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后来新版VSCode，对于某些插件，安装后，⽆需重启即可使⽤。更⽅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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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插件

其他⼀些插件

代码语法检测

插件：Microsoft/vscode-eslint:	VSCode	extension	to	integrate	eslint	into	VSCode

作⽤：代码语法出错时可以检测出并提示你：

详⻅：【记录】给VSCode装插件：eslint

	editorconfig	

插件地址：editorconfig/editorconfig-vscode:	EditorConfig	extension	for	Visual	Studio	Code

作⽤：通过	.editorconfig	⽂件覆盖重写VSCode相关配置，⽽⽆法独⽴的	.vscode	⽂件夹（及其中的⼀堆配置⽂件）

详⻅：【记录】给VSCode装插件：editorconfig

安装插件⼼得

Could	not	install	packages	due	to	an	EnvironmentError	Errno	13	Permission	denied

原因：安装Python相关库时没权限

办法：	python	-m	pip	install	-U	pylint	--user	

详⻅：【已解决】VSCode提示安装lint出错：Could	not	install	packages	due	to	an	EnvironmentError	Errno	13
Permission	deni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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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kdown	Preview	Enhanced
TODO：

预览的效果好

快速⽣成⽂件

html
pdf
图⽚：png/jpg等

插件地址：Markdown	Preview	Enhanced	-	Visual	Studio	Marketpl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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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ent-rainbow
插件地址：indent-rainbow	-	Visual	Studio	Marketplace

作⽤：⾼亮（每⾏代码之前的）缩进

安装	indent-rainbow	：

效果：

对于	Python	代码效果：更⽅便清晰的看到代码的缩进

对于	Html	效果：⽅便看清是哪个元素

indent-rainb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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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缩进层次较多的：效果尤其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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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acket	Pair	Colorizer
TODO：

列出来括号⾼亮的效果，尤其是多组嵌套括号

插件地址：Bracket	Pair	Colorizer	-	Visual	Studio	Marketpl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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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ste	Image
先去	插件	中安装插件：	Paste	Image	

然后确保当前系统剪贴板中有图⽚，⽐如复制了图⽚或者截了图

然后	Mac	中⽤快捷键	Command+Alt+V	，稍等⼀下，即可粘贴出图⽚到当前⽬录，且在当前	Markdown	中插⼊图⽚的内容

了：

![](2020-02-15-22-24-26.png)![](2020-02-15-22-24-26.png)

效果如图：

Paste	Im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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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便的在当前Markdown同⽬录下插⼊图⽚，效果很不错。

附上：

插件地址：Paste	Image	-	Visual	Studio	Marketplace

另外，后来遇到过快捷键冲突的，可以参考这个去解决：

【已解决】VSCode中插件Paste	Image的粘贴图⽚快捷键Command+Alt+V失效	–	在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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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图标主题

	VSCode	⽀持给⽂件的图标设置不同的主题。

默认是	Seti	主题，效果是：

有其他新的图标的主题，⽐如：

vscode-icons

去安装：

⽂件图标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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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再去激活：

后的效果：

⽂件图标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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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不错，图标很丰富，识别度⽐较⾼。

另外，可以再去根据提示去安装其他版本图标的主题：

⽂件图标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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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去安装另外⼀个：

Material	Icon	Theme

后，去换成该主题：

⽂件图标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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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觉⽐前⾯的	vscode-icons	更好看，更现代化些。

crifan.com，使⽤署名4.0国际(CC	BY	4.0)协议发布	all	right	reserved，powered	by	Gitbook最后更新：	2019-03-16
09:35:48

⽂件图标主题

80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deed.zh


调试代码

VSCode可以通过内置功能和安装插件，实现⽀持调试多种代码。

⽐如下⾯要介绍的Pyth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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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试Python
VSCode⽀持调试Python代码。

核⼼逻辑：

⾸次初始化要做的事

确保已安装	Python	插件

选择Python版本

（⼀次性）设置好调试配置

之后每次可以直接

启动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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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c中⽤VSCode调试Python
下⾯以Mac中为例，详细解释如何⽤VSCode去调试Python：

安装Python插件

在插件中输⼊	Python	，然后点击第⼀个匹配出来的插件中的	Install	安装即可，安装后：

选择Python版本

每次⽤VSCode打开了Python项⽬后，左下⻆会出现：	Python	extension	loading	

Mac中⽤VSCode调试Pyth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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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正在加载Python插件，加载完毕后，左下⻆就会显示出某个版本的Python：

其含义是：当前项⽬所⽤的Python版本，此处是	Python	3.7.364-bit	

意味着，后续调试Python代码，就是⽤的这个Python版本。

如果这个版本不是你所希望的，则就需要：

	选择Python版本		=		切换Python版本		=		设置Python解析器		=		设置Python虚拟环境（如果你⽤的是某个Python虚拟环境）	

假如我此处，之前系统中有安装过另外的版本的	Python	3.6.6	64-bit	，想要使⽤该版本，则点击左下⻆，会弹出列表，

选择对应的版本

Mac中⽤VSCode调试Pyth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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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做下⻆即可显示你切换后的	Python	3.6.6	64-bit	：

⾄此已切换成你要的Python版本了。

启动调试和调试配置

由于关系密切，此处把	启动调试	和	调试配置	放在⼀起解释。

启动调试

启动调试的有多种⽅式，效果都是⼀样的：

Mac中⽤VSCode调试Pyth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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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捷键：	F5	

菜单：	调试	->	启动调试	F5	

通过	运⾏和调试	的tab⻚去调试

（第⼀次）没有	launch.json	配置⽂件：（会有）可以点击⼤按钮：	运⾏和调试Python	(F5)	

注：且点击后，每次都要选择调试的类型

⼀般最常⽤的就是：	Python	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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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去调试当前的Python⽂件

已有	launch.json	配置⽂件：有个绿⾊启动按钮和调试类型选项

也就可以点击绿⾊调试按钮去调试了

下⾯就是要去详细解释这部分内容

调试配置

开始调试之前，需要设置和添加好调试的配置。

对于调试的配置，或者说调试的类型的使⽤，⼀般有2种：

常⽤：⼀劳永逸型

即：设置⼀次，每次都⽆需再设置

在项⽬根⽬录中创建	./vscode/launch.json	配置⽂件

在其中加上对应的配置

不太常⽤：每次都选择型

即：不创建创建	launch.json	配置⽂件，每次启动都选择⼀次调试类型

也就是上⾯已解释过的：

点击	运⾏和调试Python	(F5)	

选择调试类型

-》很麻烦，不太推荐

所以此处主要去解释：

⼀劳永逸型：创建launch.json配置

⾃⼰⼿动在当前项⽬根⽬录下创建	./vscode/launch.json	配置⽂件

或者点击	创建launch.json⽂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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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选择：	Python	File	

会⾃动创建调试的配置⽂件	./vscode/launch.json	，并根据你前⾯所选择的调试类型	Python	File	⽽⽣成对应的调试配

置：

{{
				//	//	使⽤使⽤	IntelliSense		IntelliSense	了解相关属性。了解相关属性。		
				//	//	悬停以查看现有属性的描述。悬停以查看现有属性的描述。

				//	//	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https://go.microsoft.com/fwlink/?linkid=830387:	https://go.microsoft.com/fwlink/?linkid=830387
				"version""version"::		"0.2.0""0.2.0",,
				"configurations""configurations"::		[[
								{{
												"name""name"::		"Python:	"Python:	当前⽂件当前⽂件"",,
												"type""type"::		"python""python",,
												"request""request"::		"launch""launch",,
												"program""program"::		"${file}""${file}",,
												"console""console"::		"integratedTerminal""integratedTerminal"
								}}
				]]
}}

效果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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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就是创建完毕调试配置⽂件了。

之后就是去调试了：

1.	确保VSCode当前打开的是你要调试的Python⽂件

2.	点击每⾏之前去添加断点

3.	点击绿⾊的调试按钮▶去开始调试

添加了断点后，可以看到左下⻆出现了断点的⽂件和⾏号，再去点击开始按钮▶去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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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就可以看到，正在调试的界⾯和效果了：

调试界⾯中的⼏个区域和对应功能，分别解释⼀下：

左边

变量

显示当前的各种变量值

对于有属性的变量，可以点击绿⾊按钮，查看具体的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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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视Evaluation
可以输⼊变量表达式，查看结果

调⽤堆栈

查看⽂件调⽤的先后顺序

在代码报错时，尤其有⽤

知道出错时，⽂件调⽤的先后顺序，才容易找出错误位置和原因

断点

之前⾃⼰添加的所有的断点

2个选项：属于⾼级功能

Rasied	Exceptions=抛出的异常

调试期间代码发⽣异常exception时，代码执⾏就会暂停

就像打了断点的效果⼀样

即使你代码中⽤try	except去捕获了异常，发⽣了异常，也会暂停

Uncaught	Exceptions=未捕获的异常

调试期间，代码中没有捕获到的异常，即没有try	except对应异常，则此时就会暂停

右上⻆

调试⼯具条

继续(F5)
单步跳过(F10)
单步调试(F11)

=单步进⼊

单步跳出(Shift+F11)
重启(Shift+Command+F5)
停⽌(Shift+F5)

右下⻆

调试输出

最开始会输出，启动调试时所⽤的命令

此处是

	/Users/crifan/.pyenv/versions/3.6.6/bin/python	/Users/crifan/.vscode/extensions/ms-python.python-

2020.2.63072/pythonFiles/lib/python/new_ptvsd/no_wheels/ptvsd/launcher
/Users/crifan/dev/dev_root/python/reVsBeautifulSoup/reVsBeautifulSoup.py	

	/Users/crifan/.pyenv/versions/3.6.6/bin/python	：是当前所⽤的Pyth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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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sers/crifan/.vscode/extensions/ms-python.python-

2020.2.63072/pythonFiles/lib/python/new_ptvsd/no_wheels/ptvsd/launcher	是当前所⽤的启动器

	/Users/crifan/dev/dev_root/python/reVsBeautifulSoup/reVsBeautifulSoup.py	：当前被调⽤的，被

调试的Python⽂件

后续代码中print的内容，也会输出到这⾥

然后继续正常调试

开始调试

开始了调试之后，就可以继续正常调试了。

单步跳过(F10)

继续按	F10	或点击调试⼯具栏中的按钮，即可运⾏当前代码，然后进⼊下⼀⾏并暂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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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继续⼀直	F10	单步调试即可：

单步调试(F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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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如果遇到函数调⽤：

则可以⽤	F11	单步进⼊该函数中去调试：

⽽对应的	Shift+F11	是去跳出当前执⾏的范围，此处即跳出当前函数，即让当前函数返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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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即可继续调试。

F5=继续调试

如果调试发现前⾯代码没问题，那么就可以让其继续运⾏

就可以F5继续调试，直到新的断点才暂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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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后续没有断点，则程序运⾏完毕，⾃动停⽌运⾏：

重启(Shift+Command+F5)

对于重启调试，⼀般能⽤到的场合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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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试期间，错过了想要查看的内容。

或者是调试期间，发现代码有问题，顺带在调试期间，就把代码改好了，然后就可以去

点击	重启	，会让调试重新启动，并运⾏到（你所设置的断点）的位置

此处可以从终端的log看出，是重启启动了⼀次调试：

停⽌(Shift+F5)

如果不想要调试了，则可以点击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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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可停⽌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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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ndows中⽤VSCode调试Python
其实和前⾯已经详细解释的Mac中调试Python的步骤没区别。

但是为了别⼈更加⽅便参考，所以也专⻔整理如下：

【已解决】windows中安装VSCode
【记录】Windows中新建VSCode的Python项⽬

【记录】Windows中⽤VSCode去调试Python项⽬代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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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得

VSCode调试Python期间，有些需要注意的事情和⼀些⼼得，整理如下。

注意事项

不要轻易根据提示切换Python版本

之前遇到python⽂件中顶部有常⻅的写法：

#!/usr/bin/python#!/usr/bin/python
#	-*-	coding:	utf-8	-*-#	-*-	coding:	utf-8	-*-

其中第⼀⾏是建议的Python解释器的位置

对此，VSCode的Python插件⾃动检测处理，然后给出提示	Set	as	interpreter	

你如果点击了：

则就可以从当前的解析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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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成代码中设置的解析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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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往往并不是你所想要的Python版本。

所以：还是要事先设置好⾃⼰想要的Python版本，⽽不要轻易（以为VSCode很智能，根据其提示）去更换了你的

Python版本。

调试适配器进程意外终⽌

【已解决】VSCode调试Python出错：调试适配器进程意外终⽌Cannot	read	property	'style'	of	undefined

⽂件内容改动后断点错位

有时候会遇到：当前⾯新增⾏后，后⾯的断点位置都移动了，错位了。

⽐如此处，前⾯新增了2⾏，导致后⾯的，之前设置的断点，都错位了，⽆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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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能再：去掉之前断点，重新打断点：

所以还是有点点麻烦的

-》⽽PyCharm就可以很好的⽀持：当代码改动（不多）的时候，可以⾃动保持原有的断点的位置。

-》不过后来也发现，此问题只是偶尔发⽣的。有时候代码改动后，断点还正常的。

⼼得

安装了虚拟环境后提示你切换到对应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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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某个Python项⽬，在：

pipenv	pipenv	installinstall

安装了虚拟环境后，重新⽤VSCode打开该项⽬，会提示你：

You	have	selected	the	macOS	system	install	of	Python,	which	is	not	not	recommended	for	use	with	the	Python
extension.	Some	functionality	will	be	limited,	please	select	a	different	interpreter.

然后点击	Select	Python	Interpreter	，去选择刚装好的虚拟环境中的python：

选择后，左下⻆就可以显示出当前所选Python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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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VSCode的Python插件还是很智能的，提示你新切换Python版本到你所安装的虚拟环境的版本。

⿏标移动上去可以查看变量值

后来⼜多次使⽤VSCode去调试Pyth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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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移动到变量（类）的属性上，⽀持（直接）显示变量的属性的值：

⽐如datetime

的microseco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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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类功能，之前只有⽐较⾼级的IDE，⽐如	Visual	Studio	，	PyCharm	等才⽀持。

⽀持异常信息的显示

当调试代码时发⽣异常，则可以⽅便快速的显示异常堆栈错误信息：

且可以点击左下⻆的	调⽤堆栈，调转到对应代码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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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能

VSCode打开⼤⽂件速度也不错。

最近遇到30多M和700多MB的（csv）⽂本⽂件：

⽤VSCode打开，速度和反应也还是不错的：

（不过700多MB打开时，也是等了⼏⼗秒，然后卡死了⼀⼩会才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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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下⾯列出相关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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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我想要的	VSCode	插件！	-	知乎

[VSCode插件推荐]	Bracket	Pair	Colorizer:	为代码中的括号添上⼀抹亮⾊	-	知乎

【已解决】VSCode调试Python出错：调试适配器进程意外终⽌Cannot	read	property	'style'	of	undefined
30个极⼤提⾼开发效率的VSCode插件	-	知乎

Debugger	for	Chrome	-	Visual	Studio	Marketplace
【已解决】VSCode中对选中内容切换⼤⼩写的快捷键

Visual	Studio	Code	October	2018
Backreferences	and	lookahead	in	search
Multiline	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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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解决】后台导⼊csv⽂件后解析成功但导⼊失败

【记录】VSCode试试其他主题和字体和插件

【已解决】VSCode中搜索不到实际上是存在的字符串

【已解决】VSCode中插件Paste	Image的粘贴图⽚快捷键Command+Alt+V失效	–	在路上

【已解决】VSCode中调试Python代码

【记录】⽤VSCode开发和调试Python
让你⼈⽣不苦短的编程语⾔：Python
【已解决】windows中安装VSCode
【记录】Windows中新建VSCode的Python项⽬

【记录】Windows中⽤VSCode去调试Python项⽬代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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