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 H A P T E R

機
器學習（machine learning）是一個跟「大數據」一樣，在近幾年特別熱門的

詞彙。我們在暸解深度學習（Deep Learning）之前，還是有必要暸解和認識

機器學習這個詞。機器學習究竟是一個什麼過程或者行為呢？

機器學習——我們先想想人類學習的目的是什麼？是掌握知識、掌握能力、掌握技

巧，最終能夠進行比較複雜的工作。那麼類比一下機器，我們讓機器學習，不管學

習什麼，最終目的都是讓它獨立或至少半獨立地進行相對複雜的工作。我們在這裡

提到的機器學習更多是讓機器幫助人類做一些大規模的資料識別（data identity）、

排序（sorting）、規律總結人類做起來比較花時間的事情。這個就是機器學習的本

質性目的。

在人類發展的歷史長河中，機器逐步代替人的生產工作是一個不可逆轉的趨勢——

從原始人的刀耕火種，氏族部落大量原始人共同使用極為原始的工具共同狩獵，到

後來隨著生產力發展和工種分化的不斷相互刺激，越來越多的工具出現，代替了原

本生產所需要的眾多人工。

在近代，尤其是第一次和第二次工業革命之後，化石能源驅動的高能量的機器再

一次在更多的領域取代人力、獸力，大大改善了人類的生產效率。

在資訊革命之後，隨著電腦的運算能力增強，以及在電腦演算法領域新理論、新技

術的逐漸發展，機器也逐漸代替人，參與到更多帶有「一定的智慧性」的訊息排

序與識別的工作中來。這裡要特別強調「一定的智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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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器學習是什麼01

演算法這種東西在最初出現的時候是一種確定性的機器指令執行序列，也就是說，

機器需要怎麼做是早在程式一開始就設定好的。雖然說在程式執行的過程中，可以

依靠有限的參數對程式執行過程所涉及的對象、執行次數、執行分支條件等進行設

定，但是基本上行為邏輯已經大抵確定。在這個過程中，機器——電腦是非常被動

的，它老老實實地嚴格執行程式設計師賦予它的指令執行序列，沒有任何「學習」

的行為。這也沒辦法，因為最開始的圖靈機模型（Turing machine）在設計的時候

就是期望電腦以這種方式工作的。

而機器學習這個領域的概念就與剛才我們所說的這種形式有很大的不同。我們以監

督式學習的過程為例，例如有一個分類器（classifier），可以將輸入的郵件排序為

「一般郵件」和「垃圾郵件」兩個類別。但是對於垃圾郵件的判斷標準不是在程式

執行一開始給出的，而是在給予分類器大量垃圾郵件後，由分類器對垃圾郵件樣本

的各種特徵進行統計和歸納，進而得到的。

一般郵件 垃圾郵件

在這個訓練過程中，給予分類器的大量被標註為垃圾郵件的郵件，稱為訓練樣本

（training sample）。分類器對垃圾郵件樣本的特徵進行統計和歸納的過程稱為訓

練（training）。總結出的判斷標準，我們稱為分類模型（classification models）。

與此同時，我們還會拿其他的「一般郵件」和「垃圾郵件」給予分類器，讓它嘗

試根據剛剛總結好的分類模型進行分類，看看它分類的正確性是否確實具有廣義

性（generalization），這個步驟我們稱為驗證（validation）。這個過程主要是為了驗

證從訓練樣本中歸納總結出來的資料關係是否能夠遷移。在此之後，我們還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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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分類

1.3　分類

分類（Classification）是機器學習中使用的最多的一大類演算法，我們通常也喜歡

把分類演算法叫做「分類器」。

這個說法其實也非常具體，在我們看來，這就是一個黑盒子，有個入口，有個出

口。我們在入口丟進去一個「樣本」，在出口期望得到一個分類的「標籤」。比如，

一個分類器可以進行圖片內容的分類標籤，我們在「入口」丟進去一張老虎的照

片，在「出口」得到「老虎」這樣一個描述標籤；而當我們在「入口」丟進去一張

飛機的照片，在「出口」得到「飛機」這樣一個描述標籤，這就是一個分類器最為

基本的分類工作過程。

老虎

一個分類器模型在它誕生（初始化）的時候其實是不具備這種功能的，只有透過給

予它大量的圖片以及圖片所對應的標籤分類，讓它自己進行充分地總結和歸納，才

能具備這樣一種能力。

在剛剛看到的邏輯迴歸這種方式中，我們已然看到了一些端倪。邏輯迴歸和一般的

線性迴歸不同，它的配適是一種非線性的方式。而最終輸出的「標籤值」雖然是一

種實數變數，而最終分類的結果卻期望是一種確定的值「是」（1）或「不是」（0）。

其他各種分類器的輸出通常也是離散的變數，呈現出來也多是非線性的分類特點。

1-9



機器學習是什麼01

1.4　綜合應用

到現在為止，我們看到的絕大多數的機器學習的應用環境都非常單純——向量資料

清理徹底，邊界劃定清晰。例如，垃圾郵件的排序，能夠透過郵件內容的輸入來判

斷郵件是否為垃圾郵件；新聞的自動分類，能夠透過新聞內容的分類來判斷新聞的

類別或描述內容的屬性；攝影機對車牌號的 OCR 電子識別、手寫識別，這些應用

可以透過輸入一個圖像來得到其中蘊含的文字訊息向量，諸如此類，這些都是早

些年應用比較成熟的領域，在這種應用情境中機器透過學習能夠取代一些純粹的

體力勞動。

在近幾年，隨著電腦能力的提升，尤其是 GPU 平行運算的普及化，使得很多原來

高密度運算情境的門檻變得越來越低，人們在商用領域已經開始尋找用深度學習的

網路來做一些原來無法想像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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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深度神經網路

人類的眼睛、耳朵、口舌，是上天賜給人類最敏感和感知細膩的器官。沒錯，眼睛

讓我們看到不同的形狀、不同的顏色、不同的大小，它使我們能夠輕鬆辨別千百萬

種不同的物體；耳朵可以聽到 20 Hz ∼ 20000 Hz 之間的聲波，能夠感知不同的人

透過聲波傳遞給我們的訊息；口舌的存在也極為精妙，舌頭可以用來嚐出酸甜苦辣

鹹（醫學家說「辣」的辨別其實不是舌頭的特性，而是包括外觀在內的很多細胞都

有的特性），而人的聲帶發出的聲音或高亢嘹亮，或低迴婉轉，能夠傳遞蘊含著豐

富訊息的音訊資料。

剛剛說的這些領域中的資料訊息大都屬於特徵提取比較困難的，資料量大，而且沒

辦法透過線性關係或者統計機率關係直接描述。這些訊息中蘊含的分類規則對於只

會做加減乘除、比大小和讀寫資料的電腦來說顯得太困難了。你想啊，把一張照片

送到電腦裡面，你就讓它判斷這裡面的人物漂亮不漂亮，不為難死它嗎？它看到的

不過是一堆堆的數字而已，還沒辦法直接比大小。

你認為我們倆誰漂亮

遺憾的是，這種非離散的資料訊息是遠比我們前面例子所指出的病患體檢指標的資

料難於量化的。也許有人說，不對，起碼音訊影片的數字化早在幾十年前就已經被

人類掌握並非常成熟地應用於家用 PC 中了，我們現在用的 mpeg 檔案、avi 檔案、

mp3 和 mp4 檔案，裡面都蘊含著豐富的音影片多媒體訊息，怎麼能說難於量化呢。

是的，這些檔案確實可以用來承載完整的音訊影片訊息，但是這些音訊影片訊息最

終的解讀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只能由人來完成。換句話說，在一張照片中，究竟

表示的是一匹馬，一輛車；在一段影片裡，播放的究竟是一部歌劇，還是一部動作

電影，這些內容讓電腦自己來做判斷和識別幾乎是沒有辦法的。因為，我們量化儲

存的這些資料所承載的訊息都是關於螢幕上某個點的顏色，而這是極難與其實際承

載的內容發生關聯的，更別說還要進行相應統計和機率運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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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線性迴歸的訓練

從教科書上的定義來看，凸函數有著複雜和嚴格的定義，不過我們可以記住它最簡

單最基礎的性質，也是一個必要條件，如下：

在函數 f(x) 上有任意兩個變數 x1 和 x2，函數滿足 。

我們感覺一下，這種函數比 f(x)=wx+b 那種直勾勾的函數，具備了一種特性，那就

是要嘛是一條筆直的直線，也就是恰好滿足 的時候；要嘛

就是向一側發生了彎曲，而且還是向「下方」發生了彎曲

。我們說它叫「凸」函數，其實就相當於我們在函數圖像的下方看它，函數向觀察

者所在的方向凸出來了，所以由此得名。是不是很具體呢。

不過有很多讀者可能會覺得這種說法太奇

怪了，和自己的認知恰恰相反，因為從「平

視」的角度去看，怎麼看都像個凹進去的

碗或者盆的感覺，可是人家就不叫凹函數，

非得反著來不可。你看，這兩個高智商的

學生也是會覺得叫法有爭議，沒關係，習

慣就好。

如果在一個問題的求解中，最後把這個問

題化簡成在凸函數上求極值的問題就算破

解，在這種情況下就需要使用梯度下降法

明明是凹進去的

我這麼看它還真
是凸出來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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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饋神經網路04

來求極值，而這種方法剛剛我們已經找到辦法了。核心觀念就是在函數的曲線（曲

面）上初始化一個點，然後讓它沿著梯度下降的方向移動，直到移動到函數值極值

的位置，這個位置視具體的問題而定，可能是極小值也可能是極大值——因為如果

是凹函數那就是梯度上升的方向。是不是？

9.二元（多元）凸函數

別著急，我們快摸著門了，現在一維凸函數的極值我們可以用編程式的方法解決。

那麼我們看二維凸函數怎麼辦，有招兒沒有。我們來看這樣一個函數：

z=f(x, y)=x2+8y
2

這個函數圖像如下：

“x^2+8*y^2”的圖表

在這個函數上，我們要想從開始給的一個 (x0, y0) 的點透過一次一次迭代挪到極

值點上去恐怕跟原來的想法會不大一樣，和一元凸函數不同，最起碼我們有四個

方向可以試，一元凸函數只有 2 個方向，這一點剛才說過了。不過在更新方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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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驗證集、測試集與防止過適

型訓練得再好也只能當成一個黑箱（black box）來使用。例如，我把大量的廣告圖

片向量，比如 1000 萬張圖片的像素級向量 x 和每張圖片的點擊量充當的標籤 y 作

為訓練樣本給到神經網路讓它訓練。訓練完了之後在網路中得到了很多的 w 和 b，

然而這些 w 和 b 的大小已經沒有解釋——起碼不能解釋為對某個像素的感知權重更

高，它們之間的疊加關係太複雜了。而這種不能解釋的模型現在還在大行其道，而

且很多人還願意來研究它，主要是因為這種模型在實驗中的良好表現和良好的廣義

性特點——也就是換個資料集，換個情境還能用神經網路的建模思路得到解決方案。

其二，這種擁有極高的 VC 維度的網路能夠學到很多東西，包括那些樣本中所包含

的噪聲訊息或者特例訊息，這是極為糟糕的事情。這種學習能力通常會導致，你把

個案性的訓練樣本給到神經網路，它能把每個個案中的特點都牢牢記下來，在訓練

集上的 Loss 能保證很低，識別率極高，但是換個新樣本來讓它識別，它就會嚴重

誤判。

這是球 這些都是球啊
這些跟我認識的球

好像不一樣哦……嗯，
不一樣，它們

不是球

那這個應該
也是球，都
是圓的嘛

這就好比我們教孩子看圖說話，給他看的東西越多，尤其是同樣的東西多給他看幾

種，這種情況下，他自己就會進行歸納總結，忽略掉這些樣本之間的差異，找出共

性，來提高廣義性。可是如果你只給它看過極少的樣本，他誤判的可能性就會變

高，廣義性就會變差。比如，你只給他看過一張 SUV（sport utility vehicle，即運

動型休旅車）的照片，告訴他這叫汽車，他也確實記住了，出門後看到一輛水泥罐

大卡車，他就會覺得疑惑，因為這個東西跟你教給他的汽車樣子相差實在是太多。

而如果你給他多幾個汽車的圖片，小轎車、皮卡、SUV、廂型車、卡車、吊車、

灑水車⋯⋯他就會記住它們的共性——有若干個輪子可以行走的，有玻璃，有車

燈⋯⋯這下他再見到別的車輛類別可能也能順利識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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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問題07

隨機梯度下降演算法其實並沒有什麼新奇的地方，它的理論基礎就是統計學中的取

樣（sampling）概念。也就是說，我們可以認為所有作為訓練樣本的輸入向量——

不管它是圖片還是語音，或者是其他資料類型，從中提取出一部分樣本來，這些樣

本中的特徵已經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代表整個完整訓練集的特徵。就像歸納總結一下

人的特徵，其實不用把世界上所有的人都進行一遍調查，可以只取有代表性的一部

分樣本，涵蓋所有的人種、年齡、性別⋯⋯再對他們進行歸納就可以了。這種理論

同樣可以應用於深度學習中的訓練過程的樣本選擇。

這麼多雞，要抽取
特性不能一個一個查 是的，抽取一部分

進行歸納就好了

在 TensorFlow 裡可以指定一個 Batch 的 Size，規定每次被隨機選擇參與歸納的樣

本數量。在本書的程式碼中有多處都寫到了關於 batch_size 參數的賦值問題，說的

就是這個問題。這樣一個完整的訓練就會變成多輪（epoch）訓練，每一輪訓練不

再輸入所有的樣本，而是隨機抽取其中的一部分作為訓練樣本，數量由 batch_size

來給定，這就是最大的區別。

這樣的好處就像剛才說的，可以大大加快訓練速度，而且完整的資料集越大，這個

效果越明顯。小尺寸的資料集也使得很多本來無法放進 GPU 的訓練成為可能，一

次只複製一部分樣本到 GPU 當然壓力比全樣本要小得多。

不過這種「以偏概全」的方案也是有代價的，那就是由於每次選擇的都是部分樣

本，所以這部分樣本的特徵和整體樣本的特徵實際上是有差別的。就好比，如果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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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梯度消失問題

不會又是誤說吧？
阿，是嗎？

知道為什麼消失嗎？跟
《全面啟動》裡小李子的
夢變慢差不多

嘗試改進的思路也應運而生。既然是導數小導致每次更新時候的值過小，那麼導數

大就應該是更新的數值比較大，速度比較快。那無非就是要消除這種在鏈式法則中

發生的連乘式每一項絕對值小於 1 的情況。因為絕對值小於 1 的情況下，層級越多

就意味著越多的絕對值小於 1 的數字相乘，越乘越小，網路稍微一深的話越靠前的

層級上 w 移動的速度越慢，也就是學習率越低。也就是說在這個 2 層的網路中，我

們要解決這樣一個問題。

看一下這兩個導數值：

，

這裡的  表示的是 Sigmoid 函數求導的意思，也就是：

，或寫成

如何使  呢？可以試試這以下兩種做法。

方法 1：初始化一個合適的 w

如果能夠把 w 初始化大一些是不是就能解決這個問題了呢？似乎是個順理成章的

想法。假設我們把 w 初始化成 10，在 Sigmoid 函數為 0 的地方，導數的絕對值是

，當 |w|=10 的時候 。這個值確實夠大，但是大就一定好嗎，未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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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問題07

約 1:16.48，這樣換算下來，中國人的平均年薪大約可以核算為 90.67 萬日元。日本

人平均年薪大約僅是中國人平均年薪的 2.87 倍——這聽起來就可信多了。

貨幣兌換
55,000 人民幣 =906,625.5 日元

55,000 人民幣 CNY 轉換日元 JPY

作為有貨幣匯兌常識的人來說，換算過程肯定是不可避免的。然而在電腦系統當

中，數字是沒有物理基本單位和計量單位的，只有一個具體的浮點數或者定點數

（整數）。

笑什麼笑啊，
人家是 5分制的考卷 瞧，不及格耶

在機器學習的過程中，一個由於計數單位的影響導致分布範圍較寬廣的值和一個分

布範圍較窄小的值會在訓練過程中有著不同的影響能力，結果主要是會引起模型對

某些值過於敏感或者不敏感，而這種情況其實是我們不願看到的一種由外界強加給

系統的「不公平」的情況。克服的辦法也是有的，那就是使用正規化這樣一個操作

過程——把資料的大小分布壓縮或框定在一個比例協調的範圍之內。

常見的正規化方法有線性函數極值正規化（Min-max normalization），還有 Z- 分數

標準化（z-score standardization）。目的都是為了讓各維度的資料分布經過「拉伸」

投射到一個相近的尺度範圍去。以線性函數極值正規化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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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由於偏導數方向改變，所以再次挪動的時候會向著谷底方向再挪，只是由於這個

腳步還是很大，所以還是會邁過谷底。如此這般多次折返也還是到不了更低的谷底

位置，就如圖中的淺色箭頭這樣的糾結，所以  是應該設定為較小的值為宜。

在我過去的專案經驗中，  取過 0.1、0.05、0.01、0.005 等小值，至於在你的專案

中取什麼值更為合適則需要經過比較來驗證。還是那句話，小一點比較好，雖然收

斂看起來比較慢，但是容易使 Loss 值下到更低的位置。

7.8　不唯一的模型

在你興沖沖地使用深度學習建置的模型進行訓練的時候，你可能會發現一個問題，

那就是即便你的訓練樣本都一樣，第一次訓練出來的模型和第二次訓練出來的模型

（即便是經歷同樣的輪數），得到了相近的損失函數 Loss 的值和準確度的值，你也

很可能得到不完全一樣的模型結構。

如果你用 Linux 下的 md5sum 命令去處

理這個模型檔案來得到一個 MD5 值，

你就會發現每次訓練完了的結果都不一

樣，也就意味著每次訓練完的模型都是

不同的。

我每次都在這裡扔石
子，但是深色葉子的運
動方向我總也說不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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