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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Markdown格式文档编写，已经从小众成为了一种主流的文档编写方式。R语言在可重复性文档编写
领域中，有着重要的贡献，knitr和rmarkdown等包的支持，让文档编写有了非常舒服的使用体验。

基于rmarkdown的解决方案，不仅可以方便地实现Markdown所有功能，还支持嵌入R代码调用R语
言本身计算功能，可嵌入动态表格，echarts图型，laTex数据公式，输出为HTML，WORD, PDF等多
种格式。

几十行代码，就能方便地实现自动化文档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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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重复性研究

地质学家约翰·克拉伯特 (John Claerbout) 将「可重复研究」定义为“其他科学家复制 (论文) ”的可能性。

• 「纯复制」 是指几乎完全复制手头研究的能力，主要用于验证。

• 「科学复制」是指在其他数据库上重复使用现有的研究材料，并将其视为稳健性测试或拓展原始研究工作。

对于许多研究项目来说，如果该项目的作者为所有其他研究人员提供了用以完全重现论文结果的所有资料 (数据和程
序)，则该项目被认为是可重复的。

良好的写代码习惯：

可读性

易读性

可协作完善

自动化输出

计量软件到文字排版软件之间的无缝连接

节省了体力

减少编排导致的错误



R语言可重复性文档解决方案



在RStudio中创建Markdown文档

在RStudio中，创建一个rmarkdown文档。



在RStudio中创建Markdown文档

打开新创建的文档，默认会是一个模板，以rmarkdown的格式进行展示，上面所输入的参数，在文档都的开头
部分都有展示。然后保存一下文件。



Knit 输出Html和Word

运行Knit就会新打开一个窗口，看到HTML的网页输出，输出WORD。



2. 用R语言编写Markdown文档



标题
在rmarkdown中嵌入markdown文本，是最基本的操作，在默认生成的文档中，就是一个带有markdown格式的文本。markdown格式的文本，包括10种主要的格式，
分别是标题，字体，引用，分隔，图片，链接，列表，表格，代码。

标题：标题支持六级标题，用#

做为开头，#的数量表示是几级
标题。



字体

字体：字体格式设置有2种方法：

• 方法1：markdown默认支持的4种格式，加粗，斜体，斜体加粗，删除线。

• 方法2：使用html的标签<font>来进行设置。



引用、分隔

引用：使用>用于表示引用外部的一段话，在引用中可以用\来进行换行。

分隔：在markdown中，可以通过3个连续的-或*，来设置分隔符。



图片、链接

链接：设置超级链接，有2种写法，
一种就是[显示文字](链接)，另一
种是<链接>。

图片：插入图片时，需要使用![文本
说明](链接)语法。



列表

列表：支持3种语法：

•无序列表，用 – + * 任何一种都可以，跟内容之

间都要有一个空格。

•有序列表，用数字加点，跟内容之间都要有一

个空格。

•嵌套列表，上一级和下一级之间有三个空格，

跟内容之间都要有一个空格。



表格

表格：

在嵌入表格时，需求包括表头行，分隔符行，表体行。表头行用|分隔，表体行也用|分隔，分隔符行需要用–|组合进行分隔。

当希望单元格整列对齐时，可以分隔符行加:来控制对齐，文字默认居左，两边加表示文字居中，右边加：表示文字居右。



代码

代码：代码的嵌入可以分为行
内代码嵌入代码和代码块。

• 行内代码：需要使用”包住

代码，代码不可换行。

• 代码块：需要用“` “`来包住

代码，代码可换行。



3. 嵌入R代码做模型计算和可视化



嵌入R代码做模型计算和可视化

在插入R语言代码时，有2种语法，用 `r `和 ```{r} ```的。

•行内代码段：将公式插入到本行内，符号：`r 代码`，如：`r sum(1:10)`。

•多行代码块：将公式插入到新的一行内，并且居中，符号： ```{r} 代码``` 。



嵌入R代码做模型计算和可视化

上面我们演示了在markdown中嵌入代码，那么对于R语言来说，如果我们希望嵌入R代码，需要代码块针对R代码做
一些支持的时候，要怎么写呢。



嵌入ggplot2静态图



嵌入DT动态表格

嵌入DT动态表格



嵌入echarts动态图
嵌入echarts动态图



数学公式

嵌入数学公式



4. 复杂数学公式laTex



嵌入复杂数学公式laTex

在插入数学公式时，有2种语法，用 $ 和 $$ 的。

•行内公式：将公式插入到本行内，符号：$公式内容$，如：$xyz$，

•多行公式：将公式插入到新的一行内，并且居中，符号：$$公式内容$$。



希腊字母表

希腊字母表



四则运算、括号、上下标

四则运算 括号

上标、下标、顶部



求和，积分，连乘，分式，根式

求和，积分，连乘、交集并集、最大最小、自变量集

分式、连分式、根式



三角函数、表达式、方程组
分类表达式、多行表达式、方程组、占位符

三角函数，反三角函数



运算符，排列组合，求模，特殊符号

运算符，排列组合，求模 特殊符号



颜色、字体

颜色

字体



复杂的公式



动态表格flextable



flextable设计原理

flextable表的是以组件化的方式进行构建构，按格子会被划分成几个不同的区域，每个不同的区域会有不同
的API支持，实现不同的数据操作。



基本表格

给这个表格增长各种不同的属性，
包括默认样式，表数据，表标题，
表头，表体，页脚等样式设置。



表格样式

字体、大小、颜色、编距、背景、对齐、过滤



表格内容

边框、颜色、合并单元格



表格叠加图

表格中嵌入图形



表格扩展

ftExtra：

crosstable：



动态图echarts4r

https://echarts.apache.org/zh/index.html



eharts4r设计原理

echarts4r 包的语法非常简洁，很容易上手，很多时候我们只需要从官网复制一个例子的代码就能画出图来。

e_charts() HTMLlist()

htmlwidgetsecharts4r

e_line e_bar

e_glm

e_histogram

e_line_3d e_pie

e_heatmap

e_scatter

e_boxplot

e_map

• 基本语法：横纵轴、多个变量

• 组件：格式化文本、标题、图例、数据标签

• 坐标系：直角坐标系、极坐标系

• 主题：选择主题、背景颜色、线的属性



基本使用



基本使用
柱状图

散点图

热力图 双轴图



基本使用
树型图点线图



用pandoc输出Word，PDF，HTML



pandoc的基本使用

Pandoc是使用Haskell语言编写的一款跨平台、自由开源及命令行界面的标记语言转换工具，可

实现不同标记语言间的格式转换。

原文档 输出 主题

LaTeX

PDF

原文档 输出 主题 样式

Word

原文档 样式表 输出

https://zh.wikipedia.org/wiki/Haskell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B7%A8%E5%B9%B3%E5%8F%B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7%AA%E7%94%B1%E5%8F%8A%E5%BC%80%E6%94%BE%E6%BA%90%E4%BB%A3%E7%A0%81%E8%BD%AF%E4%BB%B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1%BD%E4%BB%A4%E8%A1%8C%E7%95%8C%E9%9D%A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A0%87%E8%AE%B0%E8%AF%AD%E8%A8%80


pandoc的基本使用

输入类型：pandoc --list-input-formats

commonmark，creole，csv，docbook，docx

dokuwiki，epub，fb2，gfm，haddock，html

ipynb，jats，jira，json，latex，man，markdown

markdown_github，markdown_mmd，
markdown_phpextra，markdown_strict

mediawiki，muse，native，odt，opml，org，rst

t2t，textile，tikiwiki，twiki，vimwiki

输出类型：pandoc --list-output-formats

asciidoc，asciidoctor，beamer，commonmark，
context，docbook，docbook4，docbook5，docx，
dokuwiki，dzslides，epub，epub2，epub3，，fb2，
gfm，haddock，html，html4，html5，icml，ipynb，
jats，jats_archiving，jats_articleauthoring，
jats_publishing，jira，json，latex，man，markdown，
markdown_github，markdown_mmd，
markdown_phpextra，markdown_strict，mediawiki，
ms，muse，native，odt，opendocument，opml，
org，pdf，plain，pptx，revealjs，rst，rtf，s5，
slideous，slidy，tei，texinfo，textile，xwiki，zimwiki



输出复杂的Word

word_document, officedown, bookdown



word_document

使用模型的rmarkdown的word_document模式输出word文件。



word样式表

可以使用一种独立的docx做为样式表。



officedown

officedown用来调整使用R语言生成的Word中的

格式。结合了Rmarkdown和officer的很多优点。

• 插入一段格式复杂的段落

• 把内容分成不同的区块

• 使用模板格式化图表

• 交叉引用和小标题等

• 此包还擅长用rmarkdown是做PPT，可在幻灯

片中自由插入矢量图形！



基本排版



重排2列



表格和列表



表格和列表



bookdown https://bookdown.org/

用bookdown来管理你的书，所
有的文本文件都要使用UTF-8编
码。

例子：



THANK YOU!

本次分享材料和代码：
https://github.com/bsspirit/new_docume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