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言

現在，機器學習已經成為許多商業應用與研究計畫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其應用範圍從醫

學診斷和治療，到在社交網站上尋找朋友。許多人認為機器學習只能在有龐大研究團隊

的大公司中應用。本書將讓你自己建構機器學習，和知道如何做到最好有多容易。有了

書中介紹的知識，將可以建立自己的系統，用來偵測推特使用者的情緒，或是預測全

球暖化。機器學習的應用是無止盡的，以現今可以取得的資料量來說，只要你想得到的

事，它都可以做到。

誰該閱讀本書

本書是為了讓當前以及那些立志成為機器學習的從業人員，讓他們用機器學習來解決現

實問題所寫的。這是一本不需要機器學習或人工智慧知識就可以使用的入門書，本書專

注於使用 Python與 scikit-learn函式庫，並且會詳細解說創造成功的機器學習應用程式
所需的所有步驟。書中介紹的方法對於科學家與研究員很有幫助，對於正在開發商業應

用的資料科學家也一樣。如果你對 Python語言以及 NumPy和 matplotlib函式庫已經有
所了解，可以透過本書學到更多。

我們盡量努力不要談到太多數學，而是專注於機器學習演算法的實際用途方面。儘管數

學（更準確地說，是機率理論）是機器學習得以建立的基礎，但是我們不會太過深入在

演算法的分析。如果你對機器學習演算法的數學深感興趣，建議去讀由 Trevor Hastie、
Robert 和 Jerome Friedman 所 寫 的《The Elements of Statistical Learning》（Springer），
你可以在作者的網站（http://statweb.stanford.edu/~tibs/ElemStatLearn/）上找到免費的

版本。我們也不會介紹從頭開始寫出機器學習的演算法，而會專注於介紹如何使用在

scikit-learn與其他函式庫中已有的大量模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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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緣起

市面上已經有許多關於機器學習與人工智慧的書，但是這些書都是為電腦科學相關領域

研究生或博士生所寫的，內容充滿了進階的數學。這與機器學習被當作日常使用的工具

或是商業應用是全然的背道而馳。時至今日，使用機器學習不需要博士學位，相反地，

已經有許多現成資源，足以用來完成機器學習重要領域的實際應用，而不需要去上許多

進階的數學課程。我們希望本書能幫助想要應用機器學習的讀者，省下花上數年學習微

積分、線性代數與機率理論的時間。

本書導覽

本書架構如下：

• 第 1章，介紹機器學習的基本概念與應用，並介紹如何設定後面章節所需的環境。

• 第 2章與第 3章，介紹現實生活中最常使用的機器學習演算法，並討論這些演算法
的優劣。

• 第 4章，討論藉由機器學習資來處理資料重現的重要性，以及要注意哪方面的資料。

• 第 5章，涵蓋模組評估和參數調整的進階方法，主要針對交叉驗證與均格搜尋。

• 第 6章，解釋 pipeline與 chaining模型的概念，與工作流程的封裝。

• 第 7章，介紹如何將前面章節介紹的方法應用在文字資料上，並介紹一些文字相關
的處理技巧。

• 第 8章，概述進階的主題與參考資料。

雖然第 2與第 3章主要在介紹演算法，但是對初學者來說，瞭解所有的演算法也許不是
最重要的事，如果要的是盡快建立一個機器學習的系統，建議先由第 1章與第 2章開頭
的部分開始，我們在這裡介紹了所有重要的核心概念。接著跳到第 2章第 123頁的“總
結和展望”，這裡有本書中介紹的所有監督式模型。選擇最適合你的模型，然後回到對

應的模型來了解詳細內容。

接著可以使用第 5章的內容，評估和調整模型。



第一章

導讀

機器學習是關於從資料中擷取出知識。它是統計、人工智慧、和電腦科學交集而成的研

究領域，並且也稱為預測分析和統計學習。最近這幾年機器學習方法的應用在日常生活

中無所不在，從推薦要看哪一部電影到要點什麼餐點，或是要買什麼產品，延伸到個人

化線上收音機和辨識出在照片中的朋友，有很多先進的網站和裝置核心之中都含有機器

學習的演算法。當看著像臉書、亞馬遜、或是 Netflix這些複雜的網站，它們的每一個
網站頁面都含有多個機器學習的模組。

在商業應用軟體之外，現今機器學習也已經深入影響以資料導向為主的研究領域。本書

所要介紹的工具就已經應用在各個領域科學問題，例如：了解星球、找到遙遠的行星、

發現新星球、分析 DNA序列，和提供個人化的癌症療程等。

不需要做出像這些範例一樣是大規模的，或是可以改變世界的應用程式，才能從機器學

習獲得好處。在這個章節，將解釋為何機器學習會變得如此熱門，並討論哪種問題能使

用機器學習來解決。我們將展示如何建立第一個機器學習模組，隨之也把重要的概念帶

進來。

為何要機器學習？

在早期所謂的「智慧化」應用軟體，為了處理資料或是調整使用者的輸入，都是用

「if」和「else」這些決策規則寫死在很多系統之中。想像一下垃圾郵件過濾器，它的任
務就是將符合條件的電郵移到垃圾郵件目錄下。你可以找到一串會導致郵件被標示為垃

圾郵件黑名單的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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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都是專家設計的規則系統所設計出的「智慧化」應用軟體。手工打造的決策規矩的確

能符合一些應用，特別是那些人們很好理解程序的模組。然而，這些寫死的規則中有兩

個主要的缺點：

• 要做決策的邏輯需要是具體的範圍和任務。即使只是稍稍改變，也需要將整個系統
改寫。

• 需要如專家那般了解才能設計規則。

寫死的方法會導致失敗，其中一個例子就是影像中的臉部偵測。今日，每個智慧型手機

都能偵測出影像中的臉。然而，臉部偵測直到 2001年以前仍是無解的問題。主要的問
題在於電腦所接收到的畫素是有別於人類所接收到的臉。這種差異的呈現，基本上是無

法由人製作出一系列的好規則，來描述數位畫素中的人臉。

然而，透過機器學習，只需提供給程式大量的人臉圖片，演算法就可以決定用哪些特徵

來辨認出人臉。

機器學習所能解決的問題

最成功的機器學習演算法案例是那些由已知範例所產生的自動決策處理。在這樣條件

下，也稱為監督式學習（supervise learning），使用者提供演算法輸入和想要的輸出，並

且演算法將找到產生想要結果的方法。特別的是，即使這輸出在沒透過人幫忙前是從沒

見過的，演算法也能為了這個輸入創造出輸出。回到垃圾郵件分類的例子上，透過機器

學習，使用者能夠提供大量的電郵（也就是輸入），和這些電郵是否是垃圾郵件的資訊

（也就是想要的輸出）一起給演算法訓練後。再丟一個新的電郵給演算法，它能預測出

這個新的電郵是否為垃圾郵件。

機器學習演算法能夠從輸入和輸出的配對學習，這就叫做監督式學習，因為一個「老

師」監督演算法學習每一對樣本（sample）。雖然輸入和輸出的資料的建立是很費力的
工作，但監督式學習容易理解並且也容易評估準確度。假如可將你的應用程式制定為一

個監督式的問題，就能夠建立包含想得到的輸出結果的資料集，如此一來，機器學習將

可能解決問題。

監督式機器學習任務的範例包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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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識出信封上的手寫郵遞區號數字

這裡的輸入是手寫的掃描，而實際的郵遞區號是想要得到的輸出結果。為了建立機

器學習的模型需要蒐集很多信封來建立資料庫，然後就能讀取郵遞區號，並且儲存

這些數字為想得到的輸出結果。

依據醫學圖像決定腫瘤是否為良性

輸入醫學圖像，然後輸出結果是這個腫瘤是否為良性。為了建立機器學習模型，需

要醫學圖像資料集來建立資料庫。還需要專家意見，所以需要醫生判斷這些醫學圖

像資料集，哪個是良性、哪個是惡性腫瘤。甚至對超出圖像的內容，還可能必須做

額外的診斷，來判定這腫瘤是否是癌。

檢測信用卡交易中的詐騙活動

輸入信用卡交易的紀錄，然後輸出結果為這交易是否是詐騙。假設你是信用卡發行

銀行，資料蒐集工作意味著要儲存所有交易記錄，並且在有使用者回報任何詐騙情

形時紀錄下來。

關於這些範例，有一個有趣且值得一提的是：雖然輸入和輸出看起來都相當直覺，但資

料蒐集的過程任務是非常不一樣的。讀取信封雖然費工，但卻容易且便宜。另一方面，

取得醫學圖像和診斷，需要不僅僅是昂貴的機器，也還需要稀有且昂貴的專家知識，更

別說還有牽扯到道德倫理和隱私的問題。在偵測信用卡詐騙的範例中，資料的蒐集相較

容易許多。當顧客回報錯誤時，就會提供給你想要的輸出結果。除了等待外，不需要做

任何事，自然而然就會取得是否為詐騙活動的輸入 /輸出資料。

非監督式演算法是本書將會涵蓋的另一種形式的演算法。在非監督式學習中，只有輸

入的資料是已知的，並沒有輸出資料能夠給演算法。雖然有許多成功的應用程序方法，

但它們通常更難以理解和評估。

非監督式機器學習的範例包含：

辨識一系列的部落客文章主題

假如你有大量的文章資料，你想要對這些文章做概述和找出文章內的特別主題，你

不知道這些文章的主題為何、或有多少主題在其中。因此，這些都是不知道的輸出

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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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相近偏好的顧客分群

手上有一組顧客資料，你想要辨識出那些顧客是相似的，並且是同一群擁有相同偏

好的顧客。對購物網站來說，可能就是「父母」、「書蟲」或是「電玩家」。這也是

不知道的輸出結果，因為無法事先知道這是哪一群，甚至有多少群。

偵測不尋常的上網模式

為了辨識出濫用或是漏洞，經常是使用找出不尋常的上網模式。每一種不尋常的模

式可能非常不一樣，也許不會有任何這些不尋常行為的範例紀錄。因為在這個範例

中只能觀察流量，並無法知道哪些是正常和不正常的行為，所以這是屬於非監督式

的問題。

不管是監督式還是非監督式學習任務，重點是將電腦可以理解的輸入資料重現。可以將

資料想像成一個表。每個想要理解的資料點（一封電子郵件、一位顧客、一筆交易）都

是一行，而描述著每個資料的屬性（例如顧客的年齡，或是交易金額、交易所在位置）

是一列。用年齡、性別、開戶日期，和在線上網站購買頻率來描述顧客。用灰階的畫質

或是用尺寸、形狀和腫瘤顏色來描述腫瘤的圖像。

在機器學習中，每一行或條目都被當成一個範例（或是資料點），然而每列—都是描述

這些條目的屬性—也就是所謂的特徵（features）。

稍後本書將會更加深入探討這個建立重現資料的主題，也就是所謂的特徵擷取（feature 

extraction）或是特徵工程（feature engineering）。然而，你應該牢記，沒有一種機器學

習的演算法能夠預測沒有特徵的資料。舉例來說，光靠病人的姓氏，演算法是無法預測

出他們的性別的，這項資料並沒有提供任何有用的訊息。假若增加病人的名字這項特徵

資料時便幸運多了，藉由名字經常是有可能分辨出性別的。

了解任務和資料

很可能在機器學習過程中，最重要的部分是，理解你所正在使用的資料，以及它與你想

要解決的任務之間的關係。沒經過理解，隨機挑一個演算法來處理任何資料不是件聰明

的事。在建立模組前了解資料集的內容是必要的，每種演算法對於什麼資料和問題都有

其最佳的適用設置。當要建立一個機器學習的解決方案時，應該要回答或至少要牢記下

列幾個問題：

• 這是什麼樣的問題？我認為所蒐集的資料能否回答這問題嗎？

• 作為機器學習的問題，最棒的答案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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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想要解決的問題是否有蒐集足夠的資料？

• 要能正確預測出結果，要擷取什麼樣的資料特徵？

• 如何評估應用程式是否成功？

• 這個機器學習的解決方案和其他研究或是商業產品如何互動？

整體來說，機器學習中的演算法和方法只是解決特定問題中的其中一環，最好要隨時牢

記這一點。許多人花費很多時間建立複雜的機器學習解決方案，才發現這個問題並不適

合用這方式解決。

當更深入機器學習技術面時（在本書中會討論到），更容易迷失基本目標。本書將不會

討論列在這裡的問題細節，但仍鼓勵你在建立機器學習模組時，對於可能發生的明確或

是隱含的所有假設要謹慎思考。

為何是 Python？
Python已經成為許多資料科學家撰寫程式的通用語言。它結合一般用途程式語言的強
大功能，並且擁有特定領域腳本語言（如 MATLAB或 R）的易用性。Python有資料載
入、視覺化、統計、自然語言處理、影像處理等等和更多的程式函式庫。這龐大的工具

箱提供給資料科學家，大量通用和特殊用途的函式庫。使用 Python其中一個主要的好
處是能直接和程式碼互動，利用終端機，或是待會會簡短地介紹的 Jupyter Notebook這
些其他工具。機器學習與資料分析，基本上是以資料主導分析且不斷迭代的過程。它的

精髓是讓這些過程擁有能夠很快迭代和容易互動的工具。

作為一般用途程式語言的一員，Python也能夠開發複雜的使用者介面圖形（GUIs）、網
路服務，和現有的系統整合。

scikit-learn
scikit-learn是開放原始碼專案，也就是說它是可以免費使用和發送的，任何人都能夠
很容易的取得它的原始碼並檢視程式碼的內容。這個 scikit-learn專案經常被開發和
改善，並擁有很活躍的使用者社群。它擁有先進的機器學習演算法，每一個演算法都

有詳盡的文件（http://scikit-learn.org/stable/documentation）。scikit-learn是很熱門的
工具，並且是機器學習最突出的 Python函式庫。它被廣泛地應用在工業界和學術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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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網路上也有豐富的教學導覽和可用的程式碼片段。scikit-learn和許多 Python科學類
的工具都能合作，稍後本書會討論。

看到這裡，建議你可以瀏覽 scikit-learn的使用指南（http://scikit-learn.org/stable/user_

guide.html）、應用程式介面文件，以及每一個演算法等其他選項，會有更詳盡的細節。

這個線上文件非常詳實，本書將能提供你了解機器學習方面的所有先修知識。

安裝 scikit-learn
scikit-learn安裝需要有 Numpy和 Scipy這兩種 Python套件。若需要繪圖和互動式開發
的功能，就還要再安裝 matplotlib，IPython和 Jupyter Notebook。底下推薦的是已經具
備所需要的套件 Python版本，只要選一個來使用即可：

Anaconda（https://store.continuum.io/cshop/anaconda/）

這個 Python版本是為了處理大資料量、預測分析和科學計算。Anaconda裡面包含
Numpy、Scipy、matplotlib、pandas、IPython、Jupyter NoteBook 和 scikit-learn。
它是很便利的解決方案，能夠在 Mac、Windows和 Linux系統上執行，推薦給沒有
安裝過 Python套件經驗的人。Anaconda現在也免費提供商業版的 Intel MKL函式
庫。使用 MKL（當安裝 Anaconda就會自動內建）能夠在使用很多 scikit-learn的
演算法時有顯著的速度改善。

Enthought Canopy（https://www.enthought.com/products/canopy/）

這個 Python 版本是為了科學計算的。裡面包含 Numpy、Scipy、matplotlib、
pandas、IPython，但是它的免費版並不包含 scikit-learn。假如你是學術界的一份
子或在學的學生，你可以要求學術授權並取得須付費的 Enthought Canopy版本。
Enthought Canopy支援 Python 2.7.x，並且能夠在 Mac、Windows和 Linux系統上執
行。

Python(x,y)（http://python-xy.github.io/）

這個免費的 Python版本是為了科學計算，只能在 Window系統運行的。Python(x,y)
裡面包含 Numpy、Scipy、matplotlib、pandas、IPython和 scikit-learn。

假如已經安裝好 Python版本，可以利用 pip將其他套件安裝上去：

$ pip install numpy scipy matplotlib ipython scikit-learn pand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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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的函式庫和工具

了解 scikit-learn是什麼並且要怎樣使用是很重要的，但還有其他的函式庫能增進你
的經驗。scikit-learn是架構在 Numpy和 Scipy這些科學 Python函式庫的上面。除了
Numpy和 Scipy，我們還能夠使用 pandas和 matplotlib。也可以用以瀏覽器開啟且為互
動程式開發環境的 Jupyter Notebook。簡單的說，除了了解大部分的 scikit-learn外 1，

這就是你應該要了解的工具。

Jupyter Notebook
Jupyter Notebook是能在瀏覽器上以互動的方式開發程式。它對於探索分析資料是很棒
的工具，也廣泛地被資料科學家使用。除了需要的 Python之外，Jupyter Notebook還支
援許多程式語言。Jupyter Notebook使得合併程式、文字、和圖像變得容易許多，並且
在本書中很多範例事實上都是用它寫出來的。本書所包含的所有程式範例都能在 GitHub
（https://github.com/amueller/introduction_to_ml_with_python）下載。

NumPy
NumPy是 Python科學計算功能的其中一個基本套件。它包含多維矩陣、高階數學例如
線性代數運算和傅立葉轉換（Fourier transform），以及偽亂數產生器等函式。

NumPy array是 scikit-learn基本的資料結構。scikit-learn讀取的是 NumPy array的
資料格式。任何你所要用的資料都必須轉換為 NumPy array才能使用。NumPy的核心
函式是 ndarray類別，一種多維矩陣。所有矩陣的元素必須是同樣的類型。NumPy array
看起來如下：

In[1]:

import numpy as np

x = np.array([[1, 2, 3], [4, 5, 6]])
print("x:\n{}".format(x))

Out[1]:

x:
[[1 2 3]
 [4 5 6]]

1 假若你對 NumPy 或 matplotlib不熟悉，推薦閱讀 Scipy 講義筆記的第 1 章（http://www.scipy-lectures.
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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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中會使用很多 NumPy，並會將 NumPy ndarray類別當成「NumPy array」或叫做
「array」。

SciPy
SciPy是 Python科學計算的函式集。它包含高級線性代數、最佳化數學函式、訊號處
理、特殊數學函式以及統計分布。scikit-learn的演算法是取用 SciPy的函式集所寫成
的。SciPy對我們來說最重要的部分是 Scipy.sparse:，它提供 scikit-learn用做資料重
現的稀疏矩陣（sparse matrices）。當想要儲存大部分為空值的 2D矩陣時，就用稀疏 
矩陣：

In[2]:

from scipy import sparse

# 建立一個二維對角矩陣其值皆為 1的 NumPy array
eye = np.eye(4)
print("NumPy array:\n{}".format(eye))

Out[2]:

NumPy array:
[[ 1. 0. 0. 0.]
 [ 0. 1. 0. 0.]
 [ 0. 0. 1. 0.]
 [ 0. 0. 0. 1.]]

In[3]:

# 將 Numpy矩陣轉換成 CSR形式的 SciPy稀疏矩陣
# 只有非零的值被儲存
sparse_matrix = sparse.csr_matrix(eye)
print("\nSciPy sparse CSR matrix:\n{}".format(sparse_matrix))

Out[3]:

SciPy sparse CSR matrix:
  (0, 0)    1.0
  (1, 1)    1.0
  (2, 2)    1.0
  (3, 3)    1.0

要完整呈現稀疏矩陣往往是不可能的（因為記憶體會容不下它們），所以需要建立直接

呈現稀疏的樣貌。底下就是過去使用 COO形式的方法才可建立出相同的稀疏矩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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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4]:

data = np.ones(4)
row_indices = np.arange(4)
col_indices = np.arange(4)
eye_coo = sparse.coo_matrix((data, (row_indices, col_indices)))
print("COO representation:\n{}".format(eye_coo))

Out[4]:

COO representation:
  (0, 0)    1.0
  (1, 1)    1.0
  (2, 2)    1.0
  (3, 3)    1.0

關於 SciPy稀疏矩陣的資料可以查閱 SciPy講義筆記（http://www.scipy-lectures.org/）.

matplotlib
matplotlib是 Python主要的科學繪圖函式庫。它提供精美的視覺化圖形（例如，線性
圖、直方圖和點陣圖等等）。從不同的面相將資料分析視覺化能給予你重要洞察，將使

用 matplotlib來進行所有的資料視覺化。用 Jupyter Notebook工作，藉由 %matplotlib 
notebook和 %matplotlib inline指令可以直接在瀏覽器上展示圖表。建議使用能和環境
直接互動的 %matplotlib notebook指令（雖然本書是用 %matplotlib inline指令）。例
如，製作圖 1-1的程式碼：

In[5]:

%matplotlib inline
import matplotlib.pyplot as plt

# 產生從 -10到 10之間 100個間距的連續數字
x = np.linspace(-10, 10, 100)
# 用 sine建立第二個矩陣
y = np.sin(x)
# 用 plot函式畫出一個用兩個矩陣所組成的圖形
plt.plot(x, y, marker="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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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使用 matplotlib所製作出的簡單 sine函式線圖

pandas
pandas是 Python處理雜亂的資料和分析資料的函式庫。它由在 R DataFrame之後稱為
DataFrame的資料結構所建立而成。pandas DataFrame一個簡單的表格，就等同於 Excel
的表格。pandas提供很廣泛的方法來更改和操作這個表格；特別是，它允許類似 SQL的
搜尋和合併表格。相較於要求同一矩陣內只能有相同類型的 NumPy，pandas允許每一
個欄位有各自不同的類型（例如整數、日期、浮點數和字串）。pandas另一個有用的工
具是能夠攝取大範圍檔案格式和資料庫，例如，SQL、Excel檔和以逗號分隔值的 CSV
檔。本書不會深入 pandas的函式細節，但你可以參考 Wes McKinney所寫的《Python 

for Data Analysis》（O’Reilly, 2012），書裡有提供很好的導引。底下是用 dictionary建立
DataFrame的小範例：

In[6]:

import pandas as pd

# 建立一個簡單的人物資料集
data = {'Name': ["John", "Anna", "Peter", "Linda"],
        'Location' : ["New York", "Paris", "Berlin", "London"],
        'Age' : [24, 13, 53, 33]
       }

data_pandas = pd.DataFrame(data)
# IPython.display會 "完整列印 "出 dataframes
# 印在 Jupyter notebook上
display(data_pand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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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生下列的輸出結果：

Age Location Name

0 24 New York John

1 13 Paris Anna

2 53 Berlin Peter

3 33 London Linda

底下有幾種搜尋這張表格的方法。例如：

In[7]:

# 選出所有年齡大於 30的
display(data_pandas[data_pandas.Age > 30])

產生下列的輸出結果：

Age Location Name

2 53 Berlin Peter

3 33 London Linda

mglearn
本書所包含的程式碼可以在 GitHub（https://github.com/amueller/introduction_to_ml_with_

python）找到，它不僅僅包含本書所有的範例程式碼，同時也包含 mglearn函式庫。為了
避免在呈列圖表和載入資料時將程式碼打亂，這函式庫是為本書所編寫的實用函式碼，

假若你有興趣，可以在知識庫中查詢所有函式，但 mglearn模組所包含的細節對本書來
說並不重要。假如在程式碼中看到呼叫 mglearn，就表示很快就會出現漂亮的圖形，或
是正在處理有趣的資料。

本書大量運用 NumPy、matplotlib和 pandas。所有程式碼都將假設下列

的輸入：

import numpy as np
import matplotlib.pyplot as plt
import pandas as pd
import mglearn

也 將 假 設 你 會 在 Jupyter Notebook 上 執 行 %matplotlib notebook或

是 %matplotlib inline的魔法來畫圖。假若你不使用 notebook或這些魔

法指令，就必須呼叫 plt.show來實際展示圖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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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ython 2 Versus Python 3
現今有兩個主要的 Python版本被廣泛地使用 : Python 2（更準確地說，2.7）和 Python 3 
（在寫本書時最後的版本是 3.5），以致於會被這兩個不同的版本搞混。Python 2已經不
再開發新版本，但因為 Python 3相對於 Python 2有很大的變動，導致 Python 2的程式
無法在 Python 3上執行。假若你是 Python新手，或是剛開始規劃新專案，強力建議使
用 Python 3的最新版。假若已經有以 Python 2寫成的一個很具規模的現成程式碼，那就
有藉口現在不用升級成 Python 3。不過，你還是應該試著趕快整併為 Python 3。不論寫
哪種新的程式碼，大部分都很容易在 Python 2和 Python 3下執行 2。假若不需要處理前

人遺留的程式碼，肯定就要使用 Python 3。本書中所有的程式碼能夠同時在兩種版本內
運作。然而，實際上的輸出結果在 Python 2上會有些微的不同。

本書所使用的版本

在本書所使用的是先前所提到的下列版本：

In[8]:

import sys
print("Python version: {}".format(sys.version))

import pandas as pd
print("pandas version: {}".format(pd.__version__))

import matplotlib
print("matplotlib version: {}".format(matplotlib.__version__))

import numpy as np
print("NumPy version: {}".format(np.__version__))

import scipy as sp
print("SciPy version: {}".format(sp.__version__))

import IPython
print("IPython version: {}".format(IPython.__version__))

import sklearn
print("scikit-learn version: {}".format(sklearn.__version__))

2 six套件（https://pypi.python.org/pypi/six）用來轉換版本很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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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t[8]:

Python version: 3.5.2 |Anaconda 4.1.1 (64-bit)| (default, Jul  2 2016, 17:53:06) 
[GCC 4.4.7 20120313 (Red Hat 4.4.7-1)]
pandas version: 0.18.1
matplotlib version: 1.5.1
NumPy version: 1.11.1
SciPy version: 0.17.1
IPython version: 5.1.0
scikit-learn version: 0.18

並不一定要和上面的版本一模一樣，但 scikit-learn至少要和我們所用的一樣新。

當所有事情都設置好了，就可以開始進入機器學習的第一個應用程式。

本書假設你使用 scikit-learn 0.18或之後的版本。因為 model_selection模組

是 0.18版本後才新增的，若使用 scikit-learn早期的版本就需要調整這個模

組的載入。

第一個應用程式：辨別 iris的物種
在這章節內，會示範一個簡單的機器學習應用程式，並且建立你的第一個模型。在這過

程中，會介紹一些核心的概念和名詞。

假設有一個對植物熱愛的植物學家，正很有興趣地想辨別她所發現的某些 iris花朵的物
種。她已經收集一些關於每一種 iris的尺寸：花瓣的長度和寬度、花萼的長度和寬度，
所有尺寸都是以公分計算（詳見圖 1-2）。

她也有一些已經被植物專家鑑識過的哪些是屬於 setosa、versicolor或是 virginica物種的

iris尺寸。對這些尺寸，她可以肯定每一個 iris是屬於哪一種物種。就假設這個對植物
熱愛的植物學家就只會在野外看到這些物種。

我們的目標是從這些已知的 iris物種尺寸裡學習，從而建立機器學習模型，好讓我們來
預測新的 iris花朵是屬於哪一種物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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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瓣）

（花萼）

圖 1-2　iris花朵

由於知道 iris正確物種的尺寸，所以這是屬於監督式學習的問題。在這問題中，我們想
要預測其中一種（iris的物種）。這是分類問題的範例。可能的結果（iris不同的物種）
被稱為類別（classes）。每一種 iris屬於在資料庫內三種類別的其中一種，所以這問題是
三類的分類問題。每一個資料點想要得到的結果是這花（iris）的哪一種物種。對一個特
別的資料點，這個物種所屬於的就叫做標籤（label）。

認識資料

在這範例中所使用的是 iris 資料，在機器學習和統計中最典型的資料集。它內建在
scikit-learn內的 datasets模組裡，可以很輕易地用 load_iris這函式來載入使用。

In[9]:

from sklearn.datasets import load_iris
iris_dataset = load_iris()

load_iris所回傳的 iris物件是 Bunch物件，也就是類似於 dictionary的一種物件。它包
含 keys和 val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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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10]:

print("Keys of iris_dataset: \n{}".format(iris_dataset.keys()))

Out[10]:

Keys of iris_dataset:
dict_keys(['target_names', 'feature_names', 'DESCR', 'data', 'target'])

DESCR這個鍵的值是對這個資料的簡短敘述。底下所展示的是描述的開頭（其餘的可以
自己查詢）：

In[11]:

print(iris_dataset['DESCR'][:193] + "\n...")

Out[11]:

iris Plants Database
====================

Notes
----
Data Set Characteristics:
    :Number of Instances: 150 (50 in each of three classes)
    :Number of Attributes: 4 numeric, predictive att
...
----

這個 target_names的鍵值是字串矩陣，包含所想要預測的花之物種：

In[12]:

print("Target names: {}".format(iris_dataset['target_names']))

Out[12]:

Target names: ['setosa' 'versicolor' 'virginica']

feature_name的值是一列字串，描述每一個特徵：

In[13]:

print("Feature names: \n{}".format(iris_dataset['feature_names']))

Out[13]:

Feature names: 
['sepal length (cm)', 'sepal width (cm)', 'petal length (cm)', 
 'petal width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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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本身包含分類目標和資料欄位。資料欄位是一個 NumPy array中，裡頭包含物種長
度、物種寬度、花瓣長度、花瓣寬度等尺寸的數字：

In[14]:

print("Type of data: {}".format(type(iris_dataset['data'])))

Out[14]:

Type of data: <class 'numpy.ndarray'>

資料矩陣的列代表花朵們，欄則是代表每一朵花所取得的尺寸大小：

In[15]:

print("Shape of data: {}".format(iris_dataset['data'].shape))

Out[15]:

Shape of data: (150, 4)

這個矩陣裡頭包含著 150種不同的花朵。要記得每一個獨立的項目在機器學習中都叫做
樣本（samples），它們的屬性就叫做特徵（features）。資料矩陣的 shape是以樣本數量

乘以特徵數量。這是 scikit-learn的便利措施，資料將假設都在這個 shape裡頭。底下
是前五個樣本的特徵值：

In[16]:

print("First five columns of data:\n{}".format(iris_dataset['data'][:5]))

Out[16]:

First five columns of data:
[[ 5.1  3.5  1.4  0.2]
 [ 4.9  3.   1.4  0.2]
 [ 4.7  3.2  1.3  0.2]
 [ 4.6  3.1  1.5  0.2]
 [ 5.   3.6  1.4  0.2]]

從這個資料中，可以看出前五朵花都有 0.2公分的花瓣，和第一朵花是最長的物種，有
5.1公分。

分類目標矩陣也是 NumPy array，裡頭是所測量到每一朵花的物種：

In[17]:

print("Type of target: {}".format(type(iris_dataset['targ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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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t[17]:

Type of target: <class 'numpy.ndarray'>

分類目標是一維矩陣，每一點就是一朵花：

In[18]:

print("Shape of target: {}".format(iris_dataset['target'].shape))

Out[18]:

Shape of target: (150,)

物種是由 0到 2的整數所編碼而成的：

In[19]:

print("Target:\n{}".format(iris_dataset['target']))

Out[19]:

Target: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數字的意義代表著 iris['target_names']矩陣：0代表 setosa，1代表 versicolor，以及 2
代表 virginica。

成功評估：訓練和測試資料

為了預測一組新的尺寸是哪一種 iris物種，要從這個資料建立機器學習模型。在把建立
好的模組應用到新尺寸前，需要先確認模型是否沒問題，也就是說，是否該信任它的預

測結果。

不幸地是，無法使用那些用來建模型的資料來評估。這是因為模型總能夠很容易就記住

整個訓練資料集，並且總是能夠正確預測出這些訓練資料集的任一點。「好記性」並不

能指示出這個模型是否完備（換句話說，是否也能夠正確預測出新資料）。

為了要評估這模型的表現，就要讓它預測那些有標籤的新資料（以前沒見過的資料）。

這經常藉由將所蒐集的資料分成兩部分（這裡是 150 個花朵的尺寸）來完成。第一
部分的資料是被用來建立機器模組，並且被稱為訓練資料（training data）或訓練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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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ining set）。其餘的資料將被用做評估模型運作得如何，也就是測試資料（test 

data）、測試集（test set），或是支援集（hold-out set）。

scikit-learn裡面有個函式能將資料集打亂並且幫你分好：train_test_split函式。這個
函式擷取 75%的資料當成訓練集，和這些資料所對應的標籤一起。其餘 25%的資料和
剩餘的標籤一起，被稱為測試集。決定要放多少資料進訓練集和測試集是各自隨意的，

但根據好的經驗法則是讓測試集佔 25%。

當使用 scikit-learn時，會發現在大部分的情況下，資料被標示為大寫的「X」，而標籤
被標示成小寫的「y」。這靈感來自數學標準方程式，函式裡頭 x是輸入和 y是輸出。遵

循數學是比較便利的方式，會用大寫的 X是因為資料為二維陣列（矩陣）和小寫 y是因
為分類目標是一維陣列（向量）。

接下來，讓我們開始使用 train_test_split這個函式來處理資料，並將輸出的結果用剛
剛學到的專有名詞（X, y, train, test）來表示：

In[20]:

from sklearn.model_selection import train_test_split
X_train, X_test, y_train, y_test = train_test_split(
    iris_dataset['data'], iris_dataset['target'], random_state=0)

train_test_split函式使用偽亂數產生器（pseudorandom number generator）打亂資料
集，然後再將資料分開。當資料點是以標籤來排序，會用所有資料的最後 25%來作為
測試集，將會發現這些資料點的標籤都為「2」（參閱早期 iris['target']所呈現的結
果）。只使用三種類別的其中一種來當測試集，將無法得知所建立的模組好壞，所以必

須將資料打亂確認測試集包含所有類別。

即便執行很多次，為了確保能得到同樣的結果，我們提供了用固定的數字當成 random_
state的參數在偽亂數產生器中。這將使結果明確，所以這一行將總是有相同的結果。
在本書中，當使用偽亂數產生器時，將總是用同樣的方法固定 random_state。

train_test_split函式的輸出為 X_train、X_test、y_train和 y_test，以上都是 NumPy
陣列。X_train包含 75%的資料，X_test則包含其餘的 25%：

In[21]:

print("X_train shape: {}".format(X_train.shape))
print("y_train shape: {}".format(y_train.sha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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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t[21]:

X_train shape: (112, 4)
y_train shape: (112,)

In[22]:

print("X_test shape: {}".format(X_test.shape))
print("y_test shape: {}".format(y_test.shape))

Out[22]:

X_test shape: (38, 4)
y_test shape: (38,)

最開始的工作：查看資料

在建立機器模型之前，最好能夠經常檢查資料，看看這項任務是否不用靠機器學習就能

很輕易解決，或是否有重要的資訊被遺漏掉了。

另外，檢查資料的好方法是找到不尋常的，或是特別的。舉例來說，或許某些你的 iris
資料是以英吋而不是公分計算。在真實世界中，發生資料不一致和出乎意料地測量方式

都是很稀鬆平常的。

檢查資料最好的方式是將資料視覺化。其中一種視覺化方法是用點陣圖。點陣圖是將一

個特徵沿著 x軸放置，而另一個則沿著 y軸，如此將每一資料點都畫成一個點。不幸的
是，電腦螢幕只有二維空間，只能允許一次只畫兩維（或許三維）特徵，用這方法要畫

超過三維空間的資料集是很困難的。和這問題差不多的方法是作 pair 圖，就是查看所有

可能成對的特徵。假若資料集只有少數的特徵數，就如同這邊的範例是四個，這樣是可

行的。記住，畫 pair圖無法將所有特徵一次都呈現，所以當用這視覺方法時，有些有趣
的現象是無法呈現的。

圖 1-3是這訓練集的特徵 pair圖。資料點的顏色是依據 iris所屬的物種來訂。為了建立
這圖表，先要將 NumPy陣列轉換成 pandas的 DataFrame。pandas有一個建立 pair圖形的
函式叫做 scatter_matrix。這矩陣的對角是每一個特徵的直方圖：

In[23]:

# 用 X_train資料建立 dataframe
# 用 iris_dataset.feature_names的字串值當作標籤欄位
iris_dataframe = pd.DataFrame(X_train, columns=iris_dataset.feature_names)
# 從 dataframe建立點陣矩陣，顏色是依據 y_train這個值
grr = pd.scatter_matrix(iris_dataframe, c=y_train, figsize=(15, 15), marker='o',
                        hist_kwds={'bins': 20}, s=60, alpha=.8, cmap=mglearn.c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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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　iris資料集的 pair圖，用類別標籤來劃分顏色

從圖表中，可以看出用花萼和花瓣尺寸能將三種物種類別辨識的很好。這代表機器學習

模組能夠學習辨識它們。

建立第一個模型：k-NN（k-Nearest Neighbors）演算法
現在開始建立一個實際的機器學習模型。在 scikit-learn裡有很多分類演算法可以拿來
用。這裡將用容易理解的 k-NN演算法來分類，建立這個模型只包含所儲存的訓練集。
為了要預測新的資料點，演算法會找出在訓練集內最靠近新資料點的那個點，然後藉由

這個點給予新資料點相同的標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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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k-NN演算法中的 k象徵著使用最接近新資料的鄰近點，可把它想成在訓練集中任意

的固定數字 k（例如，最接近的三個或五個鄰近點）。這樣就可以使用這些鄰近點最多數

的類別來當預測值。在第 2章會更深入探討細節；現在，只需使用一個鄰近點。

在 scikit-learn中的所有機器學習模型，都會在它們各自的類別（classes）中執行，也
就是 Estimator類別。k-NN分類演算法是在 neighbors這個模組的 KNeighborsClassifier
類別內。在給這模型設置任何參數前，需要取得這個類別的物件。KNeighborsClassifier
最重要的參數就是 neighbors的數量，也就是要設成 1 ：

In[24]:

from sklearn.neighbors import KNeighborsClassifier
knn = KNeighborsClassifier(n_neighbors=1)

這個封裝演算法的 knn物件將把訓練集建立成模型，同樣地也會在新資料點上做預測。
它將把從訓練集內，用演算法萃取出的資訊儲存著。在 KNeighborsClassifier這個例子
上，它也會儲存訓練集。

為了用訓練集建模型，就要用 knn物件內的 fit函式，它需要輸入訓練集內的 NumPy 
array X_train和相對應的 NumPy array y_train這些參數：

In[25]:

knn.fit(X_train, y_train)

Out[25]:

KNeighborsClassifier(algorithm='auto', leaf_size=30, metric='minkowski',
           metric_params=None, n_jobs=1, n_neighbors=1, p=2,
           weights='uniform')

fit函式會回傳 knn物件本身（和哪些可做更動的地方），所以這個分類器是一個字串
的呈現。這樣的呈現會告訴我們哪些參數是被用來建立模型的。這些參數幾乎都是預

設值，但可以發現 n_neighbors=1這個參數，也就是我們所傳遞過去的。很多參數在
scikit-learn大多數模組中，除了特別的例子外，主要的功能是加速優化。不需要太擔
憂秀在這裡面的其他參數。列印出 scikit-learn模組會產生非常長的字串，但不要被
它們嚇到。在第 2章會涵蓋所有重要的參數，本書剩下的部分就不會再將 fit的結果列
出，因為不會再有新的資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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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預測

對於那些或許無法得知正確標籤的新資料，現在可以用這個模組來預測了。想像一下，

在野外發現一朵擁有花萼 5公分長、2.9公分寬以及花瓣 1公分長、0.2公分寬的 iris。
這朵 iris花究竟是哪一種物種呢？可以將這筆資料放進 NumPy矩陣中，再次計算形
狀—也就是樣本數量（1）乘上特徵數量（4）：

In[26]:

X_new = np.array([[5, 2.9, 1, 0.2]])
print("X_new.shape: {}".format(X_new.shape))

Out[26]:

X_new.shape: (1, 4)

注意這一朵花的尺寸要如 scikit-learn所規範的那樣，要放進一個二維的 NumPy矩陣
中。

為了要做預測，要呼叫 knn物件中的 predict函式：

In[27]:

prediction = knn.predict(X_new)
print("Prediction: {}".format(prediction))
print("Predicted target name: {}".format(
       iris_dataset['target_names'][prediction]))

Out[27]:

Prediction: [0]
Predicted target name: ['setosa']

我們的模型預測出這朵新的 iris花屬於 0的物種，也就代表著是 setosa。但該如何知道

是否要信任我們的模型呢？對於這個樣本並不知道正確的物種，也就是為什麼要建立這

模型的重點！

評估模組

這時就是一開始所建立的測試集要進場的時候了。這些資料並不被拿來建模型，但在這

測試集的每一朵 iris花，我們都知道它正確的物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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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可以對這測試集的每朵 iris花做預測，然後和它正確的標籤（已知的物種）作比
較。可以藉由計算準確度（accuracy）來判斷這個模組好壞，也就是被預測出正確物種

的比例是多少：

In[28]:

y_pred = knn.predict(X_test)
print("Test set predictions:\n {}".format(y_pred))

Out[28]:

Test set predictions:
 [2 1 0 2 0 2 0 1 1 1 2 1 1 1 1 0 1 1 0 0 2 1 0 0 2 0 0 1 1 0 2 1 0 2 2 1 0 2]

In[29]:

print("Test set score: {:.2f}".format(np.mean(y_pred == y_test)))

Out[29]:

Test set score: 0.97

也可以用 knn物件中的 score函式，它會計算測試集的準確度：

In[30]:

print("Test set score: {:.2f}".format(knn.score(X_test, y_test)))

Out[30]:

Test set score: 0.97

對這個模型，測試集的準確度是大約 0.97，也就是說對這個測試集有 97%的正確預測。
在數學假設下，這意味著我們的模組能夠有 97%的機率對新 iris物種做出正確預測。對
這熱愛植物的植物學家應用程式，這樣高比率的準確度，意味著我們的模型，是可以值

得信任使用的。另一個章節，將探討怎樣改善效能，以及在調教時要注意什麼。

總結和展望

讓我們總結一下本章所學到的。從一開始，對機器學習和它的應用有簡短的介紹，然後

探討監督式和非監督式學習的差異，並且對本書將會使用到的工具有個總覽。接著，完

成使用花朵物理性的尺寸，來預測 iris這特別花朵的物種是屬於哪一種。我們使用專家
所標記的尺寸資料集來建立這個監督式學習任務的模組，讓這個任務變成三類的分類問

題，三種可能的物種：setosa、versicolor或是 virginica，這可能的物種在分類問題中就

稱之為類別（classes），此 iris的物種就稱為它的標籤（lab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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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ris資料集包含兩個 NumPy陣列：一個包含在 scikit-learn用 X所代表的資料，和一個
包含正確或是想要的輸出結果，也就是 y。X陣列是每一列是每一個資料點、每一行是
一個特徵的二維矩陣。y陣列是包含從 0到 2的整數值，為每一個樣本的類別標籤的一
維陣列。

將資料集分成建立模型的訓練集，和評估模型如何推及至沒見過資料的測試集。

選擇 k-NN 演算法，藉由考量離新資料點最近的點（們），來對它來做預測。這是
用同時也包含預測和建立模型演算法的 KNeighborsClassifier類別來實現。將這
KNeighborsClassifier類別實例化，並設置好參數，接著就能藉由呼叫它裡面的 fit函
式來建立模組，並傳遞參數：訓練資料（X_train）和訓練輸出結果（y_train）。評估模
型則是用 score函式，也就是在計算這模型的準確度。應用這 score函式到我們的測試
集資料和它們的標籤上，可以發現模型的準確度有 97%，也就是意味著測試集中有 97%
次數是正確的。

這樣的結果能給予我們信心，將這模型應用在新資料上（在範例中，是新花朵的尺

寸），並且也能夠信任這個模型將有 97%的準確度。

底下是整個訓練和評估過程所需程式碼的摘要：

In[31]:

X_train, X_test, y_train, y_test = train_test_split(
    iris_dataset['data'], iris_dataset['target'], random_state=0)

knn = KNeighborsClassifier(n_neighbors=1)
knn.fit(X_train, y_train)

print("Test set score: {:.2f}".format(knn.score(X_test, y_test)))

Out[31]:

Test set score: 0.97

這程式碼的片段是包含使用 scikit-learn來應用在任何機器學習演算法。無論是 fit、
predict和 score函式都是在監督式模組中最常見的應用程式介面，再加上本章所介紹的
概念，應該就能夠應用這些模組到很多機器學習的任務上了！下一章將會更深入探討在

scikit-learn上幾種不同類型的監督式模組，並且成功地應用它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