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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什麼是資料科學

這是一本有關於使用 Python來從事資料科學工作的書。首先要面對的問題是：「何謂
『資料科學』（Data Science）？」這是一個很難明確定義的詞，尤其是在這個詞已經被
濫用的情況下。有些人認為這個名詞是多餘的（畢竟，哪有不包含資料的科學呢），或

是個可以為自己履歷加料的流行語，好吸引那些特別喜歡科技的 HR目光。

在我心裡的想法是，這些解釋都少了一些重要的東西。資料科學，儘管是個流行用語，

或許是我們在跨學科的技能集合中所擁有的最佳標籤，這些技能在工業及學界的許多應

用中越來越重要。「跨學科」這個字是關鍵：在我的心目中，資料科學現存的最佳定義

是 Dew Conway畫的 Data Science Venn Diagram，這張圖於 2010年 9月首次出現在其
部落格中（參閱圖 P-1）。

圖 P-1：Drew Conway的 Data Science Venn Diag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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剖析整個程式：%prun
一個程式是由許多單行的敘述所構成，有時候在前後文中去量測時間，會比只量測個

別的敘述來得重要。Python有內建的程式碼剖析器（請參考 Python的說明文件），但
IPython提供一個更方便的方法使用這個剖析器，就是利用 %prun這個 magic函式。

舉例來說，以下定義了一個進行一些計算的簡單函式：

In[7]: def sum_of_lists(N):
total = 0
for i in range(5):

L = [j ^ (j >> i) for j in range(N)]
total += sum(L)

return total

現在以 %prun帶著一個函式呼叫來看看剖析後的結果：

In[8]: %prun sum_of_lists(1000000)

在 notebook中，輸出被顯示成像是下面這樣的頁面調度程序：

14 function calls in 0.714 seconds

   Ordered by: internal time

   ncalls  tottime  percall  cumtime  percall filename:lineno(function)
5    0.599    0.120    0.599    0.120 <ipython-input-19>:4(<listcomp>)
5    0.064    0.013    0.064    0.013 {built-in method sum}
1    0.036    0.036    0.699    0.699 <ipython-input-19>:1(sum_of_lists)
1    0.014    0.014    0.714    0.714 <string>:1(<module>)
1    0.000    0.000    0.714    0.714 {built-in method exec}

結果之表格以每一個函式呼叫的總時間排序列表，花越多時間的放在越上面。在此例

中，最多的執行時間是在 sum_of_lists中的列表式推導（list comprehension）。從此
點，我們可以開始思考，要改進演算法的效能時，需要做什麼樣的改變。

更多關於 %prun的資訊，以及可用的選項，請使用 IPython 的求助功能（也就是在
IPython的命令提示字元中鍵入 %prun?）。

使用%lprun逐行剖析
使用 %prun以函式為單位來剖析程式很有用，但有時候如果能有逐行的剖析報告會更加
地方便。這個功能並沒有內建在 Python和 IPython中，需要安裝 line_profiler套件才
行。安裝 line_profiler這個套件，只要使用 Python的套件管理器 pip就可以了：

$ pip install line_profil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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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ython的 Integer不僅僅只是 Integer  
標準的 Python實作是以 C語言寫成的。這表示每一個 Python物件都是一個精巧設計的
C結構，這個結構包含不只是值，還有其他的資訊。例如，當我們在 Python中定義了一
個 integer，像是 x = 10000，x不僅僅只是一個「原始」的 integer，它實際上是一個指向
複合式 C結構的指標，在這個結構中包含了許多的值。檢視在 Python 3.4的原始碼，可
以發現 integer(long)型態定義實際上看起來是以下這個樣子（假設 C語言的巨集是已經
被展開之後的情況）：

struct _longobject {
    long ob_refcnt;
    PyTypeObject *ob_type;
    size_t ob_size;
    long ob_digit[1];
};

在 Python 3.4中，一個 integer實際上包含了 4個部份：

• ob_refcnt，參考的計數，用來協助 Python處理記憶體的配置和解除。

• ob_type，變數型態的編碼。

• ob_size，用來指出接下來的資料成員之大小。

• ob_digit，用來儲存打算在 Python變數中表示的實際整數值。

由此可知，和其他像是 C這種編譯式的程式語言比起來，Python相對來說在儲存整數時
多了一些額外的負擔，如圖 2-1所示。

圖 2-1：C和 Python整數的差異

如圖所示，PyObject_HEAD是結構的一部份，包含了參考計數器、型態編碼、以及其他在
前面提到的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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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實作層級中，陣列本質上包含了指向連結資料區塊的指標。在另一方面，Python list
的指標則是指向一群指標，這些指標依序指向各自完整的 Python物件，就像是之前看
到的 Python整數一樣。此種 list的優點就是彈性，它可以放入任何想要的型態，而像是
NumPy類型的固定型態陣列就缺乏這樣的彈性，但是在儲存和操作資料上卻更有效率。

圖 2-2：C和 Python list的差異

Python的固定型態陣列
Python提供幾種不同的方式可以有效率地儲存資料在固定型態、資料緩衝區中。內建的
array模組（從 Python 3.3開始）可以用來建立單一型態的稠密陣列：

In[6]: import array
       L = list(range(10))
       A = array.array('i', L)
       A

Out[6]: array('i', [0, 1, 2, 3, 4, 5, 6, 7, 8, 9])

在上述的程式碼中，'i'是用來設定接下來的內容之型態為整數（integer）的型態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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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有時候讓這些資料用視覺的方式表現會更有用，這可以透過 Matplotlib工具（在
第 4章將會有完整的說明）來完成。例如，以下的程式碼就可以產生出此種圖表，如圖
2-3所示：

In[17]: %matplotlib inline
        import matplotlib.pyplot as plt
        import seaborn; seaborn.set()  #設定繪圖的樣式

In[18]: plt.hist(heights)
        plt.title('Height Distribution of US Presidents')
        plt.xlabel('height (cm)')
        plt.ylabel('number');

圖 2-3：總統身高的直方圖

這些聚合功能在資料分析的探索上是非常基礎的部份，本書接下來的章節將會深入地 
探討。

在陣列上的計算：Broadcasting
在前述的章節中我們看到了一些 NumPy的通用函數 ufuncs，它們可以使用向量化計算
的方式避免掉緩慢的 Python迴圈。另外一種使用向量化的計算方式是使用 NumPy的
broadcasting功能。 broadcasting可以簡單地看成是運用 binary ufuncs（加法、減法、乘
法等等）在不同大小的陣列上的一組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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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In[7]: a + b

Out[7]: array([[0, 1, 2],
               [1, 2, 3],
               [2, 3, 4]])

就好像之前拉長或是 broadcast一個值去符合另外一個陣列的形狀，在這裡 2個陣列 a
和 b都被拉長以符合彼此可以符合的共通形狀，這樣的結果就變成了二維陣列。這些例
子的幾何形狀被畫在圖 2-4中 1。

圖 2-4：NumPy的 broadcasting運作示意圖

圖中的淺色 b方框表示被 broadcast的值，再說一次，在這樣的計算中並不會佔用到額
外的記憶體，但是在概念上這樣表示較易被理解。

Broadcasting的規則
在 NumPy的 broadcasting遵循著一組嚴格的規則來決定兩陣列間的互動：

• 規則 1：如果 2個陣列的維度不同，比較低維度的那個陣列會被使用它起始（左側）
的那個元素墊充。

1　繪製這個圖表的程式碼可以在線上的附錄中找到，它修改自於 astroML 說明文件中的原始碼（http://
www.astroml.org/book_figures/appendix/fig_broadcast_visual.html），在授權下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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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即將會在第 4 章中討論到的繪圖工具，可以把這些點視覺化成為一個散佈圖
（Scatter Plot）（圖 2-7）：

In[14]: %matplotlib inline
        import matplotlib.pyplot as plt
        import seaborn; seaborn.set()  # for plot styling

        plt.scatter(X[:, 0], X[:, 1]);

圖 2-7：常態分佈的點

讓我們使用 fancy索引來選取 20個隨機點。首先選用 20個不重複的亂數索引，然後使
用這些索引去取得原始陣列的一個部份：

In[15]: indices = np.random.choice(X.shape[0], 20, replace=False)
        indices

Out[15]: array([93, 45, 73, 81, 50, 10, 98, 94,  4, 64, 65, 89, 47, 84, 82,
                80, 25, 90, 63, 20])

In[16]: selection = X[indices]  # fancy indexing here
        selection.shape

Out[16]: (20, 2)

現在可以看到這些被選到的點，我們使用較大的圓形疊畫到被選到點的位置上（圖

2-8）：

In[17]: plt.scatter(X[:, 0], X[:, 1], alpha=0.3)
        plt.scatter(selection[:, 0], selection[:, 1],
                    facecolor='none', s=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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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nel資料

Pandas 有少數其他的基本資料結果還沒有討論到，就是 pd.Panel以及
pd.Panel4D物件。這兩個物件可以分別想成是三維和四維一般化的（一維）
Series和（二維）DataFrame結構。一旦熟悉 Series和 DataFrame的索引以及資
料操作，Panel和 Panel4D用起來也是一樣直覺。特別是在第 109頁「資料的索
引和選擇」中說明的 ix、loc、和 iloc indexer，也可以擴充到這些較高維度的
結構。

後面不會再提到這些 panel結構，因為我發現在主要的情況下，對較高維度的
資料而言，多重索引更有用處，同時在概念上也更容易表達。此外，panel資
料基本上是一種稠密資料的表示方法，而多重索引基本上則是稀疏資料的表示

方法。當維度數量增加時，稠密資料表示法在真實世界的主要資料集會更沒有

效率。然而，對於一些比較少見的特別應用，這些結構反而可能會很有用。如

果你想要閱讀更多有關於 Panel和 Panel4D結構的相關資訊，請參考列在第 223
頁中的「進一步的資源」一節中的內容。

資料集的合併：Concat和 Append
從不同的資料來源中合併資料是許多有趣的研究之一。這些操作可以包括很直覺地把

兩個不同的資料集直接串接在一起，或是複雜一點地執行像是資料庫型式的 join和
merge，讓它們可以正確地處理在不同資料集之間的重疊內容。Series和 DataFrame內建
即具有這些型式的操作，而 Pandas使用函數和方法讓處理這些型態的資料更加地快速
和直覺。

在此，先看一下 Series和 DataFrame使用 pd.concat方法來進行簡單的資料串接，稍後
將深入探討在 Pandas中所實現的在記憶體中（in-memory）的 merge和 join操作。

先從標準的 import開始：

In[1]: import pandas as pd
       import numpy as np

為了方便起見，我們將定義一個函式，它用來建立一個之後要使用的特殊格式

DataFrame：

In[2]: def make_df(cols, ind):
           """快速產生一個 DataFrame"""
           data = {c: [str(c) + str(i) for i in 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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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有了 xfit、yfit、以及 dyfit，這是資料的連續性擬合。可以像之前那樣把這些傳
遞給 plt.errorbar函式，但實在是不想要 1,000 點畫 1,000 的誤差線條。取而代之的
是，可以使用 plt.fill_between函式透過一個淺的顏色以視覺化出這個連續性的誤差
（圖 4-29）：

In[5]: #視覺化出結果
       plt.plot(xdata, ydata, 'or')
       plt.plot(xfit, yfit, '-', color='gray')

       plt.fill_between(xfit, yfit - dyfit, yfit + dyfit,
                        color='gray', alpha=0.2)
       plt.xlim(0, 10);

圖 4-29：使用填滿的區域來表現出連續的不確定性

留意在這裡使用 fill_between函式做的事：傳遞了 x值，然後一個低的 y-bound，然後
是較高的 y-bound，最後的結果就是把顏色填到此區域中。

這個結果圖給我們對於 Gaussian Process Regression演算法所做的事有一個非常直觀的
看法：在接近測量資料點的區域中，這個模型很強烈地被限制，而且反映出在一個小的

模型誤差。在離測量資料點較遠的地方，這個模型就沒有強烈的限制，而模型的誤差就

增加了。

更多關於 plt.fill_between()（以及和它非常相關的 plt.fill()函式）可以使用的選
項，請參考該函式的說明字串或是在 Matplotlib的說明文件。

最後，如果這些對你來說看起來有一點太過於低階的話，請參閱第 324 頁的「使用
Seaborn進行視覺化」一節中將會探討 Seaborn套件，它有更多種類的 API可以用來視
覺化此一型式的連續誤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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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aborn樣式

Matplotlib也有來自於 Seaborn程式庫（在第 324頁的「使用 Seaborn進行視覺化」中
會有完整的討論）所激發的樣式表。如同將會看到的，這些樣式是當 Seaborn在匯入到
notebook時自動會載入的。我發現這些設定非常好，而且在我自己的資料探索過程中經
常做為是預設值來使用它們（圖 4-91）：

In[17]: import seaborn
        hist_and_lines()

圖 4-91：Seaborn的繪圖樣式

有了這些內建的各種繪製圖表樣式選項，不論是互動式的視覺化或是準備出版用的圖

表，Matplotlib都是非常有用的工具。在本書的所有內容中，我將會在建立圖表時使用
一個或多個這樣的型態慣例。

在 Matplotlib中的三維繪圖法
Matplotlib一開始只是被設計用在二維圖表的繪製。在 1.0版的那時候，有一些三維圖
表繪製工具被建立在 Matplotlib的二維顯示器上，而其結果就是一個便利的（即便有點
受限）三維視覺化工具組。透過匯入 mplot3d工具包就可以啟用三維圖表，它被包含在
Matplotlib的主要安裝中（圖 4-92）：

In[1]: from mpl_toolkits import mplot3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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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這個子模組被匯入之後，可以透過傳遞關鍵字 projection='3d'來建立一個三維的
axes到任何一個一般的 axes建立程序中：

In[2]: %matplotlib inline
       import numpy as np
       import matplotlib.pyplot as plt

In[3]: fig = plt.figure()
       ax = plt.axes(projection='3d')

圖 4-92：一個空的三維 axes

在 3D axes啟用之後，就可以畫上各式各樣的三維圖表型式。相較於在 notebook中靜
態的方式，三維圖表繪製是非常地受益於互動式檢視圖表的其中一項功能。還記得要使

用互動式圖表時，在執行程式碼時，可以使用 %matplotlib notebook來取代 %matplotlib 
inline。

三維的點和線

最基本的三維圖表就是一個線條或是從 (x, y, z)的集合中所繪製的散佈圖。和之前討論
過的比較常用的二維圖表類似，可以使用 ax.plot3D和 ax.scatter3D函式來繪製。此種
呼叫的特徵和它們的二維複本幾乎一致，所以你可以參考第 232頁的「簡單的線條圖
形」和第 242頁的「簡單的散佈圖」以取得更多關於如何控制輸出的資訊。在此將會繪
製一個三角螺旋線，以及一些接近這條線的隨機點（圖 4-93）：

In[4]: ax = plt.axes(projection='3d')

       #三維線條所需要的資料
       zline = np.linspace(0, 15, 1000)
       xline = np.sin(zline)
       yline = np.cos(zline)
       ax.plot3D(xline, yline, zline, 'gr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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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08：低解析度和高解析度的地圖邊界

顯然低解析度海岸線並不適合在這一層級的放大尺寸，而在高解析度之下就還不錯。低

階對於整體的全球的視圖還可以，然而，在載入全球邊界資料時，會比高解析度的版

本快上非常多。這可能需要一些實驗才能夠找出，對一個給定的視圖最正確的解析度 
參數。最好的方式就是一開始先以快速的低解析度繪製圖表，然後再增加到想要的解析

度。

在地圖上繪製資料

也許 Basemap工具包最有用的地方就是有能力讓我們可以在地圖背景中覆寫上各式各樣
的資料。簡單的製圖和文字，任一 plt函式都可以在地圖上使用；你可以使用 Basemap
執行實例去投影緯度和經度座標到給 plt繪圖要使用的 (x, y)座標上，就像是之前在西
雅圖範例中看到的。

此外，還有許多具有地圖特性的函式可做為 Basemap執行實例的方法使用。這些工作非
常像是它們的標準 Matplotlib複本，但是多了一個布林參數 latlon，如果設定為 True則
可以傳入原始的緯度和經度到這個方法函式，而不是使用投射過的 (x, y)座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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