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言

簡介

機器學習（machine learning）是將數學模型套用至資料上，以推演出對資料的洞察或據
以進行預測。這些模型會接受特徵作為輸入。特徵（feature）在機器學習生產線上位於
資料與模型之間。特徵工程（feature engineering）是從原始資料中萃取出特徵，並將它
們轉換為適合機器學習模型的格式。這是機器學習生產線中極為重要的一個步驟，因為

正確的特徵可以紓解建立模型的困難，並使生產線可以輸出更高品質的結果。實務工作

者們會認為絕大部份的時間都花在特徵工程和資料清洗之上。即使這個主題很重要，它

還是很少被單獨討論。或許這是因為所謂的正確特徵只能在特定模型和資料的語境下才

有辦法被定義出來；由於資料和模型十分多樣，要讓特徵工程的實務做法可以橫跨多個

計畫不是件容易的事。

然而特徵工程不只是一個依任務而定的實務做法。它有更深層的原理，且最好以原本的

方式描繪這些原理。本書的每一章都會論述一個資料問題：如何表達文字資料或影像資

料、如何縮減自動生成特徵的維度、何時及如何進行正規化等。將這件事想像成一堆互

相連結的短篇故事，而不是一部冗長的小說。每一章都提供了指引至一大串既有的特徵

工程技術的題名花飾（vignette）。它們共同描繪了整體的原理。

要能精通一個主題不只是瞭解它的定義和能推導出公式而已。只知道機制是如何運作和

能做什麼是不夠的── 還必須瞭解為何它是這樣設計、它和其他技術有何關係、以及每一
種技術的優缺點。精通代表能夠精確的知道事情是如何完成的、對其下的原理具有直觀

的瞭解、並將它整合至這個人已有的知識網絡。一個人不會因為只唸了一本書就成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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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雖然一本好書可以為他開啟一扇新的門。這件事必然會涉及實務── 將概念實際應
用，而這是一個循環的過程。在每一次迭代中，我們更瞭解這些概念，並且能更熟練且

具創意的應用它們。本書的目標便是促進它的概念的應用。

本書會先談緣由，再談數學。不只是討論如何進行某事，我們想要教您為何要進行此

事。我們的目標是提供概念背後的直觀（intuition），以使讀者可以瞭解如何以及何時去
應用它們。本書提供了各式各樣的描述和圖片來滿足以不同方式學習的大眾。數學公式

是用來精準的表達直觀，並讓本書可以和其他既有的內容連結。

本書的程式碼範例是以 Python 撰寫，並使用了各種免費與開源套件。NumPy（http://
www.numpy.org/）程式庫提供了數值向量與矩陣運算。Pandas（http://pandas.pydata.
org/）提供了 Python 中作為資料科學基石的 DataFrame。Scikit-learn（http://scikit-
learn.org/stable/）是一種涵蓋了多種模型與特徵轉換器的通用型機器學習套件。
Matplotlib（https://matplotlib.org/）以及 Seaborn（https://seaborn.pydata.org/）則提供
了繪圖與視覺化支援。您可以在我們的 GitHub（https://github.com/alicezheng/feature-
engineering-book）中找到以 Jupyter 筆記本型式提供的這些範例套件。 

前幾章的進度不快以讓剛開始接觸資料科學和機器學習的人可以順利接軌。第一章介紹

機器學習生產線的基礎概念（資料、模型、特徵等）。第二章中，我們會探討數值資料的

基本特徵工程：過濾、分箱、縮放、對數轉換與次方轉換、以及交互作用特徵。第三章

深入討論自然語言文本的特徵工程，探討像是詞袋、n元語法、以及片語偵測等技術。第
四章則透過 tf-idf（字頻－反文件頻率）來作為特徵縮放的範例並討論為何它是可行的。
第五章我們會開始加快腳步，介紹類別型資料的有效編碼技術，也包含特徵雜湊和分箱

計數。然後在第六章我們會介紹主要成份分析（PCA）並開始深入機器學習領域。第七
章則將 k-means 視為一種特徵化技術，並展示模型堆疊這種有用的概念。第八章和影像
相關，它在特徵萃取層面上比文字資料更具挑戰性。我們會介紹兩種手動特徵萃取技術

SIFT 和 HOG，再以最新的影像特徵萃取技術── 深度學習── 作為結尾。最後在第九章
中我們建立了一個學術論文推薦系統來展示不同的技術。

生動的色彩

本書的圖片看彩色的效果最佳，您真應該把第七章的瑞士捲彩印出來

並貼到書上。您的美學素養會感謝我們的。

特徵工程是一個很大的主題，而且每天都有新的方法被開發出來，特別是在自動特徵學

習領域上。為了不讓本書爆量，我們必須捨棄一些東西。本書並不會討論語音資料的傅

立葉分析（Fourier analysis），雖然它和（我們在第四章及第六章碰到的）線性代數中的



前言 | ix

特徵分析（eigen analysis）極為相關。我們也略過隨機特徵（random feature）的討論，
它和傅立葉分析關係密切。我們在影像資料上使用深度學習來介紹特徵學習，不過我們

不會深入的討論目前仍在高度發展中的深度學習模型。我們也不會涵蓋進階的研究主題，

像是隨機投影（random projection）、word2vec 與 Brown 分群等複雜文字特徵化模型、
以及隱含狄利克雷分布（Latent Dirichlet allocation）與矩陣分解（matrix factorization）
等潛在空間模型（latent space model）。如果這些詞彙讓您有聽沒有懂，恭喜您選對了！
如果您想學的是特徵學習，那麼本書可能不是您需要的。

本書假定您已具備基本的機器學習概念，像是什麼是模型和向量。不過我們也會進行複

習，所以不用擔心，我們的程度是一致的。具有線性代數、機率分布、以及最佳化的經

驗會有助於學習，不過它們不是必要的。

本書編排慣例

本書使用以下的編排方式：

斜體字（Italic）

指出新字、網址、電子郵件地址、檔名、以及副檔名。

定寬字（Constant width）

用於程式列表、以及在段落中提及的程式元素，例如變數或函數名稱、資料庫、資料

型別、環境變數、敍述、以及關鍵字。

定寬粗體字（Constant width bold）

顯示命令或其他應由使用者輸入的文字。

定寬斜體字（Constant width italic）

顯示應該被使用者所提供或由語境決定的值所取代的文字。

本書也包含了無數的線性代數方程式。我們使用下列符號慣用法：純量以小寫斜體字表

達（例如 a）、向量以小寫粗體字（例如 v）表達、矩陣則以大寫粗斜體字表達（例如
U）。

 這個圖案代表提示或建議。



第一章

機器學習生產線

在深入探討特徵工程之前，我們先花點時間來看看整個機器學習生產線，這有助於我們

更宏觀的看待應用。為能如此，我們先小小的回想一下一些基本概念，像是資料（data）
和模型（model）。

資料

我們稱之為資料的東西就是對真實世界現象的觀察。舉例而言，股市資料可能包含我們

對每天的股價、各公司的收益報告、甚至專家意見的觀察。個人生物特徵資料可以包含

我們的心率、血糖、血壓等的量測結果。客戶情報資料則包含像是「Alice 在星期天買了
兩本書」、「Bob 瀏覽了網站中的這些網頁」、以及「Charlie 點擊了上週的特價連結」等
觀察。我們可以在各種不同領域中舉出無數的範例。

每一份資料都讓我們可以觀看到現實的某個層面。將所有觀察蒐集在一起就可以讓我們

對整體有所描繪。不過這種描繪常常很亂，因為它是由一堆小片段所構成，而且一定會

存在量測上的雜訊以及遺漏之處。

任務

為何要蒐集資料？有些問題資料可以幫忙解答── 像是「我應該投資哪檔股票？」或是
「我要怎麼過更健康的生活型態？」又或是「我要如何瞭解客戶口味的改變以讓公司可

以提供更好的服務？」

[Page-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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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資料到解答的路徑充斥著錯誤的起點以及死巷子（參見圖 1-1）。一開始看似可行的路
可能此路不通。一開始的繞路最終可能會導致最佳解答。資料的工作流程經常是多階段、

循環性的過程。舉例而言，股價的觀察發生在證券交易所，再經由像是 Thomson Reuters
這樣的中介商來整理集結，然後儲存在資料庫中，再由某一公司買入，再轉換為 Hadoop
叢集中的 Hive 儲存，再由腳本程式從儲存區中擷取出來，再進行次取樣，再進行傳遞，
再由另一腳本程式清理，再傾印至一個檔案，最後轉換為可以在 R、Python、或 Scala 中
您最喜歡的建模程式庫裡使用的格式。預測的結果隨後再被傾印回 CSV 檔並由賦值器來
剖析，重複的執行模型，再由您的產品小組用 C++ 或 Java 重寫，然後應用在所有的資料
上以產出最後的預測並放置於另一個資料庫中。

圖 1-1 資料和解答之間分叉路徑之花園

然而，如果我們暫時拋開雜亂的工具與系統，我們應該可以看出整個流程涉及兩個數學

實體，它們可是機器學習吃飯的傢伙：模型（model）與特徵（feature）。

模型

想要透過資料來瞭解這個世界，就像是想要從一堆拼圖塊中使用一塊不整齊且不完整的

拼圖塊來完成拼圖一樣。這就是數學模型（特別是統計模型）可以發揮之處。統計的語

言包含了許多用來描繪資料常見特性的概念，例如錯誤（wrong）、冗餘（redundant）、
以及漏失（missing）。錯誤資料是在量測過程中犯錯的結果。冗餘資料包含了相同資訊
的不同層面，例如，星期裡的每一天使用了類別型變數「星期一」、「星期二」、⋯、「星

期天」來呈現，卻也同時使用整數 0 到 6 來表達。如果某些資料點沒有包含這個星期幾
的資訊，那麼您手上就有了漏失資料。

[Page-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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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的數學模型（mathematical model）描述了資料的不同層面間的關係。例如，一個
用來預測股價的模型可能是一個將公司歷年營收、過去股價、以及產業狀況映射至預測

股價的公式。音樂推薦的模型可能會量取使用者間的相似度（根據他們的聆聽習慣），並

將同樣的藝人推薦給聽了一大堆同樣歌曲的使用者。

數學公式（mathematical formula）將數值彼此關聯起來。不過原始資料經常不是數值型
的。（「Alice 在星期三買了魔戒三部曲」這個動作並不是數值型的，她隨後針對此書所
寫的評論也不是）一定有個東西可以將兩者連結起來。這就是特徵可以發揮之處。

特徵

特徵（feature）是原始資料的數值表達法。有很多方式可以將原始資料轉為數值量度，
這也是為什麼特徵看來如此多樣化的原因。自然的，特徵必須衍生自可用的資料之類型。

一個或許沒有那麼明顯的事實是特徵和模型是習習相關的；某些模型較適用於某些類型

的特徵，反之亦然。好的特徵和要用它的任務相關，而且應該很容易的被模型所用。特

徵工程（feature engineering）便是在給定資料、模型、以及任務的情況下找出最合適的
特徵。

特徵的數量也很重要。如果沒有夠多的有用特徵，那麼模型就無法正確的執行任務。如

果特徵太多，或者特徵大多是無關的，那麼訓練模型會是十分耗費時間且棘手的。訓練

過程可能會出錯而影響模型的效能。

模型評估

特徵與模型位處原始資料和想要的洞察之間（參見圖 1-2）。在機器學習工作流程中，我
們不只挑選模型，也挑選特徵。這是一個雙接點槓桿，其中一者的選擇會影響到另一者。

好的特徵會讓後續的建模步驟更容易，而且所產出的模型也更能夠完成想要的任務。不

好的特徵則可能需要更複雜的模型才能達到相同的效能。在本書的後面章節，我們會探

討不同的特徵，以及它們對於不同的資料與模型類型的優缺點。閒話少說，我們開始吧！

[Page-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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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特徵工程在機器學習工作流程中的位置[Page-004]



第二章

簡單數字的炫技

在深入像是文字和影像這類複雜資料型別之前，我們還是從最簡單的開始：數值型資料

（numeric data）。它可能來自於各種不同的來源：一個地方或人的地理位置、採購金額、
感測器的量度、車流量等。數值型資料是一種數學模型可以容易消化的格式。然而這並

不代表就不需要特徵工程了。好的特徵不應只是呈現資料的顯著層面，也必須遵從模型

的假設。因此常常需要進行轉換。數值型特徵工程技術是基礎的，當原始資料轉換為數

值型特徵時便可以應用它們。

數值型資料的第一種健全性檢查就是它的大小是否重要。我們是否只需要知道它是正的

還是負的？還是我們或許只需要知道粗略的大小？這種健全性檢查對於像是計數這種自

動累計的數字尤其重要──例如網站每日的拜訪人數、餐廳收到的評論數等。

接著，考慮特徵的尺度（scale）。最大值和最小值是多少？它們的跨度是否超過好幾個數
量級（order of magnitude）？模型如果是輸入特徵的平緩函數的話，會對輸入的尺度十
分敏感。例如，3x + 1 是輸入 x 的簡單線性函數，它的輸出的尺度直接與輸入的尺度相
關。其他的例子包括 k-means 分群、最近鄰方法、徑向基底函數（radial basis function，
RBF）核心、以及任何使用歐氏距離（Euclidean distance）的東西。對於這些模型與建
模元件來說，對特徵進行正規化（normalize）常常會是一個好主意，這會讓輸出落在可
預期的尺度內。

另一方面，邏輯函數對於輸入特徵的尺度並不敏感。不論輸入為何，它們的輸出都是二

元的。例如，邏輯 AND 會接受二個變數，並只在兩者都為真時才會輸出 1。另一個邏
輯函數的例子是步進函數（step function）（例如，x 是否大於 5 ？）。決策樹（decision 

[Page-005]

5



6 | 第二章

tree）模型包含了輸入特徵的步進函數。因此，基於空間切割樹（space-partitioning 
tree）的模型（決策樹、梯度提升機（gradient boosted machine）、隨機森林（random 
forest））對於尺度並不敏感。唯一的例外是如果輸入的尺度會隨著時間增長，例如特徵
是某種累加的計數── 終究它會超越用來訓練那樹的資料的值域。如果發生這樣的情況，
那麼我們可能需要定期的重新調整輸入的大小。另一種解決方案是使用第五章會討論的

分箱計數（bin-counting）法。

數值型特徵的分布也很重要。分布將特定數值出現的機率進行摘要，輸入特徵的分布對

某些模型的重要性超過其他模型。例如，線性迴歸模型（linear regression model）的訓
練過會假設設預測誤差的分布是高斯（Gaussian）分布（http://mathworld.wolfram.com/
NormalDistribution.html）。這樣通常沒有問題，除非預測目標的值跨越了好幾個數量
級。在此情形下，高斯誤差的假設就不太會成立了。處理這個問題的一種做法是將輸出

目標進行轉換以抑制它的成長幅度（嚴格來說這是目標工程，而不是特徵工程）。對數轉

換（log transform）是次方轉換（power transform）的一種，可以將變數的分布更趨近
於高斯分布。

除了將特徵客製化以符合模型或訓練流程的假設外，我們也可以將好幾個特徵組合成更

複雜的特徵。這是希望複雜的特徵可以更簡潔的抓出原始資料的重要資訊。讓輸入特徵

更「具說服力」可以讓模型更簡化、更容易訓練與評估、以及做出更好的預測。做到極

致，複雜特徵本身可以就是統計模型的輸出。這是稱為模型推疊（model stacking）的概
念，我們會在第七和八章更詳細的討論這個主題。本章中，我們只介紹最簡單的複雜特

徵：交互作用特徵（interaction feature）。

交互作用特徵很容易表達，不過特徵的組合會造成模型有更多的輸入。為了要降低計算

的成本，通常會使用自動特徵選取（feature selection）技術來修剪輸入特徵。

我們會先從純量、向量、空間等基本概念開始，接著再討論尺度、分布、交互作用特徵、

以及特徵選取。

純量、向量、與空間

在繼續前進之前，我們必須定義一些本書會用到的基本概念。一個單一的數值型特徵也

稱為純量（scalar）。由純量構成的有序串列稱為向量（vector），向量位於一個向量空
間（vector space）中。在絕大部份的機器學習應用中，模型的輸入通常都表達成一個數
值型向量。本書後面會介紹將原始資料轉換為由數字所構成的向量的最佳實務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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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向量可以畫成空間中的一個點（有時人們會從原點畫一條線或箭頭到那個點。本書

中，我們只會用那個點）。例如，假設我們有一個二維向量 v = [1, –1]->。這個向量包含
兩個數字：在第一個方向 d1 上，向量有一個值 1，在第二個方向 d2 上，此向量有一個

值 –1。我們可以在二維平面上畫出 v，如圖 2-1所示。

圖 2-1 一個向量

在資料的世界裡，一個抽象的向量和它的特徵維度都具有實際上的意義。例如，一個向

量可以代表某個人對歌曲的偏好。每一首歌都是一個特徵，值為 1 時代表喜歡、–1 代表
不喜歡。假設向量 v 代表一位聽眾 Bob 的偏好，Bob 喜歡 Bob Dylan 的「Blowin’ in the 
Wind」以及 Lady Gaga 的「Poker Face」，其他人可能會有不同的偏好。集體看來，一堆
資料在特徵空間（feature space）中看來就像是一群點所構成的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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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之，一首歌也可以用一群人的偏好來表達。假設有兩位聽眾，Alice 和 Bob。Alice
喜 歡「Poker Face」、「Blowin’ in the Wind」、 以 及 Leonard Cohen 的「Hallelujah」，
但她討厭 Katy Perry 的「Roar」以及 Radiohead 的「Creep」。Bob 則喜歡「Roar」、
「Hallelujah」、以及「Blowin’ in the Wind」，但不喜歡「Poker Face」和「Creep」。每
一首歌都是聽眾空間中的一個點。就如同我們可以在特徵空間中畫出資料一樣，我們也

可以在資料空間（data space）中畫出特徵。圖 2-2展示了這個範例。

圖 2-2 特徵空間對比資料空間之描繪

處理計數

在巨量資料的世代，計數（count）可能會很快的進行無止盡的累積。使用者可能會無限
次的回播一首歌或一部電影，或使用腳本程式來反覆的檢查一場超人氣表演是否還有剩

餘的票。這些動作都可能使像是播放次數或網站拜訪人數等計數快速的增加。當資料可

以大量且快速的產出時，它很有可能會包含一些極端的數值。最好要檢查尺度並決定是

要以原始數值方式保存資料、還是要將它們轉換成能表達存在與否的二元數值、亦或是

將它們以更粗略的細緻度來進行分箱。為了展示這些想法，我們先看看範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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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元化

Echo Nest Taste Profile子資料集（http://labrosa.ee.columbia.edu/millionsong/tasteprofile）
是 Million Song 資料集的子集合，包含了超過一百萬個 Echo Nest 的使用者的完整音樂
聆聽歷史記錄。以下是此資料集的一些相關統計：

Echo Nest Taste Profile資料集之統計

•  包含超過 4千 8百萬組使用者代碼、歌曲代碼、與聆聽次數所構成之三元組。

•  整個資料集包含 1,019,318 個使用者和 384,546首歌。

[Page-009]

假設我們的目標是要建立一個推薦系統來為使用者推薦歌曲，此推薦系統的一個元件應

該要預測一個使用者會多喜歡一首特定的歌曲。由於資料中包含了實際上的聆聽次數，

它應該是我們要預測的目標嗎？如果聆聽次數很多就代表很喜歡這首歌、次數少就代表

不喜歡的話那就沒錯。然而資料顯示 99% 的聆聽次數是低於 24 次的，不過也有些歌曲
的聆聽次數超過千次，最高次數是 9,667 次（如圖 2-3 所示，直方圖的高峰出現在接近 0
的地方。但有超過 10,000 個三元組具有較大的次數，其中有一些超過千次）。這些數值
高的反常；如果我們試圖預測實際的聆聽次數，模型會被這些大的值拖離常軌。

圖 2-3 Million Song 資料集（http://labrosa.ee.columbia.edu/millionsong/）之 Taste Profile 子資
料集的聆聽次數直方圖──請注意，y軸是使用對數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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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Million Song資料集中，原始的聆聽次數並不是使用者偏好的強固（robust）度量（在
統計術語中，強固性代表這個方法可以在廣泛的情況下運作）。使用者有不同的聆聽習

慣，有些人會將他們喜愛的歌循環播放，但也有些人只在特殊情況下享受它們。我們不

能說聽了某一首歌 20遍的人對這首歌的喜好程度是聽了 10遍的人的兩倍。

使用者偏好的一種較強固的表達方式是將計數二元化，並將所有大於 1的計數裁剪成 1，
如範例 2-1 所示。換句話說，如果使用者聽了某首歌至少一次，我們就認為使用者喜歡
它。這樣的話模型就不用浪費時間在找出原始計數間到底差了幾分鐘。二元目標是一種

即簡單又強固的使用者偏好度量。

範例 2-1 將 Million Song資料集之聆聽次數二元化
>>> import pandas as pd
>>> listen_count = pd.read_csv('millionsong/train_triplets.txt.zip',
...                             header=None, delimiter='\t')
# 表格中包含了使用者 –歌曲 –計數三元組，只包含不是 0的計數。
# 因此，要二元化計數，我們只需要將整個計數行設為 1。
>>> listen_count[2] = 1

這是我們用心去設計模型的目標變數的一個範例。坦白說，目標並不是一個特徵，因為

它不是輸入。不過有時我們還是需要修改目標以使問題能正確的解決。

量化或分箱

以下這個範例我們會使用 Yelp 資料集挑戰賽（http://www.yelp.com/dataset_challenge）
第六回合的資料，並建立一個很小的分類資料集。Yelp 資料集包含了橫跨北美和歐洲 10
個城市的企業的使用者評論，每家企業都被貼上零或多個類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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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elp評論資料集（第 6回合）統計

•  共有 782種企業類別。

•  完整資料集包含 1,569,264（約 1.6M）則評論以及 61,184（61K）家企業。

•  根據評論數量來看，「餐廳」（990,627 則評論）以及「夜生活」（210,028 則評
論）是最常見的類別。

•  沒有企業同時被歸類為餐廳和夜店，因此這兩群評論間並沒有重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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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家企業都有一個評論數量。假設我們的任務是使用協同過濾法（collaborative 
filtering）來預測某個使用者會給某一企業的評價分數。評論數量可能會是一個有用的特
徵，因為受歡迎程度和優良評價間有強烈關聯。現在的問題是，我們應該用原始的評論

數量，還是先把它處理一下再用？圖 2-4是由範例 2-2產生的，它顯示了所有企業的評論
數量的直方圖。我們看到和前一個聆聽次數範例同樣的樣式：大部份的數量都很小，但

也有一些企業獲得數千則評論。

範例 2-2 視覺化 Yelp資料集的企業評論數量
>>> import pandas as pd
>>> import json

# 載入企業相關資料
>>> biz_file = open('yelp_academic_dataset_business.json')
>>> biz_df = pd.DataFrame([json.loads(x) for x in biz_file.readlines()])
>>> biz_file.close()

>>> import matplotlib.pyplot as plt
>>> import seaborn as sns

# 畫出評論計數的直方圖
>>> sns.set_style('whitegrid')
>>> fig, ax = plt.subplots()
>>> biz_df['review_count'].hist(ax=ax, bins=100)
>>> ax.set_yscale('log')
>>> ax.tick_params(labelsize=14)
>>> ax.set_xlabel('Review Count', fontsize=14)
>>> ax.set_ylabel('Occurrence', fontsize=14)

涵蓋範圍超過幾個數量級的原始計數對許多模型而言都是有問題的。在線性模型中，同

樣的線性係數應該對所有可能的計數值都是可行的。大的計數也可能對非監督式學習方

法產生不好的影響，例如使用歐氏距離來衡量資料點間的相似度的 k-means 分群。資料
向量中的一個元素如果有一個大的計數值，會降低其他元素在計算相似度時的重要性，

破壞了整個相似度的量測。

一個解決方案是將計數進行量化（quantize）。也就是說，我們將計數進行分箱來擺脫實
際的計數值。量化將一連續性數值映射至離散的數值。我們可以將離散數值想像成一序

列依序排列的箱子，每個箱子都代表某種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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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 Yelp資料集的企業評論數量直方圖──y軸的尺度為對數

為了要量化資料，我們必須先決定每個箱子有多寬。做法有兩種：固定寬度和可調式的。

我們對這兩種都會舉範例說明。

固定寬度分箱

在固定寬度分箱中，每一個箱子都包含一定的數值範圍。這個範圍可以是依應用而訂的，

也可以是自動切割的。它們可以是線性縮放的，也可以是指數（exponentially）縮放的。
例如，我們可以用年齡層來群組人們：0-9 歲分到第 1 箱、10-19 歲分到第 2 箱、依此類
推。要將計數進行分箱，我們只要將它除以箱子的寬度，再取其整數部份。

使用更符合生命各階段的客製化年齡範圍也是很常見的，例如：

• 0–12 歲

• 12–17 歲

• 18–24 歲

• 25–34 歲

• 35–44 歲

• 45–54 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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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64 歲

• 65–74歲

• 75歲及以上

當數字跨越好幾個數量級時，最好用 10（或任何常數）的冪方來進行群組：0–9、
10–99、100–999、1000–9999 等。箱子的寬度以指數方式成長，從 O(10)、到 O(100)、
再到 O(1000)、依此類推。要將計數映射到箱子，我們只要取計數的對數即可。指數寬
度分箱和對數轉換（log transform）關係十分密切，我們會在第 15 頁的「對數轉換」小
節中討論它。範例 2-3展示了幾種分箱方法。

範例 2-3 以固定寬度分箱來量化計數
>>> import numpy as np

# 均勻的產生介於 0和 99之間的 20個整數亂數
>>> small_counts = np.random.randint(0, 100, 20)
>>> small_counts
array([30, 64, 49, 26, 69, 23, 56,  7, 69, 67, 87, 14, 67, 33, 88, 77, 75,
       47, 44, 93])
# 利用除法映射至間隔一致的箱子
>>> np.floor_divide(small_counts, 10)
array([3, 6, 4, 2, 6, 2, 5, 0, 6, 6, 8, 1, 6, 3, 8, 7, 7, 4, 4, 9], dtype=int32)

# 由跨越幾個數量級的計數所構成的陣列
>>> large_counts = [296, 8286, 64011, 80, 3, 725, 867, 2215, 7689, 11495, 91897, 
...                 44, 28, 7971, 926, 122, 22222]
# 利用對數函數映射至指數寬度的箱子
>>> np.floor(np.log10(large_counts))
array([ 2.,  3.,  4.,  1.,  0.,  2.,  2.,  3.,  3.,  4.,  4.,  1.,  1.,
        3.,  2.,  2.,  4.])

分位數分箱

固定寬度分箱很容易計算。不過如果計數中存在著很大的差距，那麼就會有很多箱子裡

面沒有資料。要解決這個問題，我們可以根據資料的分布來調整箱子的大小。這件事可

以使用分布的分位數來完成。

分位數（quantile）是把資料分成同等份的數值。例如，中位數（median）會將資料切
成兩等份；其中一半的資料點小於中位數，另一半大於中位數。四分位數（quartile）則
將資料切成四等份，十分位數（decile）則會切成十等份，依此類推。範例 2-4 展示了如
何計算 Yelp 商業評論計數的十分位數，圖 2-5 中將十分位數疊加至直方圖裡，這讓我們
可以更清楚的看出資料是往較小計數值偏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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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 2-4 計算 Yelp商業評論計數的十分位數
>>> deciles = biz_df['review_count'].quantile([.1, .2, .3, .4, .5, .6, .7, .8, .9])
>>> deciles
0.1     3.0
0.2     4.0
0.3     5.0
0.4     6.0
0.5     8.0
0.6    12.0
0.7    17.0
0.8    28.0
0.9    58.0
Name: review_count, dtype: float64

# 在直方圖中視覺化十分位數
>>> sns.set_style('whitegrid')
>>> fig, ax = plt.subplots()
>>> biz_df['review_count'].hist(ax=ax, bins=100)
>>> for pos in deciles:
...     handle = plt.axvline(pos, color='r')
>>> ax.legend([handle], ['deciles'], fontsize=14)
>>> ax.set_yscale('log')
>>> ax.set_xscale('log')
>>> ax.tick_params(labelsize=14)
>>> ax.set_xlabel('Review Count', fontsize=14)
>>> ax.set_ylabel('Occurrence', fontsize=14)

圖 2-5 Yelp評論資料集中評量計數的十分位數── x和 y軸都是對數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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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使用 Pandas 程式庫來計算分位數以及將資料映射至分位數分箱中，如範例 2-5 所
示。pandas.DataFrame.quantile（http://bit.ly/2I8vpf2） 和 pandas.Series.quantile
（http://bit.ly/2D89r80）可以計算分位數，pandas.qcut（http://bit.ly/2IamSrY）則會將
資料映射至任意數量的分位數中。

範例 2-5 使用分位數對計數進行分箱
# 以 large_counts接續範例 2-3
>>> import pandas as pd

# 將計數映射至四分位數
>>> pd.qcut(large_counts, 4, labels=False)
array([1, 2, 3, 0, 0, 1, 1, 2, 2, 3, 3, 0, 0, 2, 1, 0, 3], dtype=int64)

# 它們自己計算分位數
>>> large_counts_series = pd.Series(large_counts)
>>> large_counts_series.quantile([0.25, 0.5, 0.75])
0.25     122.0
0.50     926.0
0.75    8286.0
dtype: float64

對數轉換

我們在前一節稍微介紹了將計數取對數後，再將資料映射至指數寬度箱子中的做法。我

們會再仔細的介紹這個部份。

對數函數是指數函數的反運算。它的定義會讓 ，其中 a 是正的常數、x 則是
任意的正數。由於 a0= 1，我們可得 。這代表對數函數會將 (0, 1) 這樣的狹小
範圍映射至整個負數 (-∞, 0)中。函數  將範圍 [1, 10] 映射至 [0, 1]，將 [10, 100]
映射至 [1, 2]，依此類推。換句話說，對數函數會壓縮大的數值和擴展小的數值。x 愈

大，  增加的愈少。

看一下對數函數的描繪（參見圖 2-6）就能很容易的理解此事。請注意水平的 x 值從原來
的 100 到 1,000，被壓縮到垂直 y 值的 2.0 到 3.0。小於 100 的小範圍 x 值被映射至整個
垂直範圍的其他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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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6 對數函數會壓縮高的數值範圍並擴展低的範圍

對數轉換是處理重尾分布（heavy-tailed distribution）的正數的有力工具（相較於高斯分
布，重尾分布會將大部份的機率質量放在尾部）。它將分布的高端的長尾壓縮成較短的尾

巴，並將低端擴展為較長的頭部。圖 2-7 比較了 Yelp 企業評論計數在對數轉換前後的直
方圖（參見範例 2-6）。現在的 y 軸用的是正常（線性）尺度。在下側的圖的 (0.5, 1] 範
圍中，箱子之間會有較寬的間距是因為在 1 和 10 之間只有 10 個可能的整數。請注意原
始的評論計數集中在低計數區，而異常值一直延伸到超過 4,000。在對數轉換後，直方圖
比較不再集中在低端而擴散在整個 x 軸中。

範例 2-6 評論數量在對數轉換前後分布的視覺化
>>> fig, (ax1, ax2) = plt.subplots(2,1)
>>> biz_df['review_count'].hist(ax=ax1, bins=100)
>>> ax1.tick_params(labelsize=14)
>>> ax1.set_xlabel('review_count', fontsize=14)
>>> ax1.set_ylabel('Occurrence', fontsize=14)

>>> biz_df['log_review_count'].hist(ax=ax2, bins=100)
>>> ax2.tick_params(labelsize=14)
>>> ax2.set_xlabel('log10(review_count))', fontsize=14)
>>> ax2.set_ylabel('Occurrence', fontsize=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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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7 Yelp企業評論數量在對數轉換之前（上圖）和之後（下圖）的比較

另 一 個 範 例 我 們 用 的 是 來 自 UC Irvine Machine Learning Repository (Fernandes et 
al., 2015) 的 Online News Popularity 資 料 集（https://archive.ics.uci.edu/ml/datasets/
Online+News+Popularity）。

Online News Popularity資料集統計

•  此資料集包含來自 Mashable 在二年內之 39,797則新聞的 60個特徵。

我們的目標是要根據分享至社交媒體的數量來預測新聞的受歡迎程度。在這個範例中我

們只集中在一個特徵── 新聞的字數。圖 2-8 顯示了這個特徵在對數轉換前後的直方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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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見範例 2-7）。請注意這個分布在對數轉換後看來更像是高斯分布，除了在新聞長度
為 0（沒有內容）的情況下所產生的突起之外。

範例 2-7 將新聞的受歡迎程度進行對數轉換前後的分布進行視覺化
>>> fig, (ax1, ax2) = plt.subplots(2,1)
>>> df['n_tokens_content'].hist(ax=ax1, bins=100)
>>> ax1.tick_params(labelsize=14)
>>> ax1.set_xlabel('Number of Words in Article', fontsize=14)
>>> ax1.set_ylabel('Number of Articles', fontsize=14)

>>> df['log_n_tokens_content'].hist(ax=ax2, bins=100)
>>> ax2.tick_params(labelsize=14)
>>> ax2.set_xlabel('Log of Number of Words', fontsize=14)
>>> ax2.set_ylabel('Number of Articles', fontsize=14)

圖 2-8 Mashable新聞字數在對數轉換之前（上圖）和之後（下圖）的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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