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言

自我有記憶以來，電子產品就一直引發我的想像力。我們知道如何挖出岩石、用神秘的

方法提煉它們，製作一系列琳琅滿目的小零件，用神秘的法則組合它們，賦予它某種生

命的本質。

在我八歲時，電池、開關與燈絲燈泡就已經夠迷人了，更不用說電腦內的處理器了。隨

著時間的流逝，我對電子學和軟體的原理有了一定的瞭解，知道那些發明都是用電子學

和軟體來實現的。我一向喜歡「結合簡單的零件來創造微妙且複雜的東西」這個概念，

深度學習將這一點提升到了新的高度。

本書有一個深度學習網路範例，在某種意義上，它知道怎麼「看」。它是由上千個虛擬

的「神經元」組成的，每一個神經元都遵守某些簡單的規則，並且輸出一個數字。雖然

每一個神經元都無法單獨做太多事情，但是一旦將它們結合起來，並且透過訓練來賦予

它們人類的知識火花，它們就可以理解複雜的世界。

這個概念很神奇：只要在使用沙子、金屬和塑膠做成的微電腦上運行簡單的演算法就可

以實現人類的部分知識。這是 TinyML的本質，TinyML是 Pete創造的名詞，第 1章會
介紹。你將在本書找到自行建構這些東西所需的工具。

感謝你成為我們的讀者。這是一個複雜的主題，但我們努力地保持簡單，並解釋你需要

知道的所有概念。希望你喜歡我們的著作，我們也很期待看到你的創作！

— Daniel Situnayake



第一章

簡介

本書的目標是讓你知道，任何一位具備命令列終端機和程式編輯器基本經驗的開發人

員，都可以在嵌入式設備上面運行機器學習（ML）專案。

我在 2014年加入 Google，當時發現許多聞所未聞的內部專案，但是其中最令人興奮的
是 OK Google團隊正在進行的專案，他們竟然做出只有 14 kilobytes（KB）的神經網
路！這個網路必須那麼小的原因是，它們是在 Android手機的數位訊號處理器（DSP）
裡面運行的，負責監聽「OK Google」喚醒指令，那些 DSP只有幾十 KB的 RAM與快
閃記憶體。這個團隊使用 DSP是為了關閉主 CPU的電源來節省電力，而 DSP這種特製
的晶片只需要幾毫瓦（mW）的電力。

來自影像深度學習領域的我沒有看過這種微型網路，用耗電量那麼低的晶片來執行神經

模型確實讓我印象深刻。雖然我的工作是讓 TensorFlow和 TensorFlow Lite在 Android
與 iOS設備上運行，但我對於簡單的晶片帶來的可能性十分著迷。我知道音訊領域（例
如 Pixel的 Music IQ）有一些關於預測性維護（predictive maintenance）的開創性專案
（PsiKick），甚至視覺領域也有（Qualcomm的 Glance鏡頭模組）。

我看到一種全新的產品正在興起，這種產品的主要特徵是使用 ML來理解有雜訊的感測
器資料，可以使用電池或獵能（energy harvesting）設備運行好幾年，而且成本只需要
一兩塊美元。我經常聽到「peel-and-stick感測器」這個術語，它代表不需要更換電池即
可在某個環境中的任何地方使用，而且可被放著不理的設備。要做出這種產品，你必須

設法在設備上面將感測器的原始資料轉換成可處理的資訊，因為事實證明，在任何地方

傳遞資料串流的電力成本都高得不切實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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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就是 TinyML這個概念的由來。透過與業界和學術界同事的長期交流，我們達成了大
致的共識：只要可以用少於 1 mW的電力成本來運行神經網路模型，我們就可以實現許
多全新的應用。這個數據看起來有點武斷，但是轉換成具體的數據，它代表使用硬幣電

池的設備有一年的壽命。用這種技術做出來的產品小得可以放在任何環境，而且不需要

人為干預即可運行一段有用的時間。

我接下來會直接使用一些術語來描述本書即將探討的內容，但不用擔心，

如果你還不知道其中的一些術語，我會在第一次使用時定義它們。

此時，你可能會想到 Raspberry Pi這樣的平台，或是 NVIDIA的 Jetson電路板，雖然它
們都是很棒的設備，我也經常使用它們，但即使是最小的 Pi也需要類似手機的主 CPU
所需的幾百毫瓦電力，它必須使用手機電池大小的電池才能持續運行幾天，因此難以用

來創造真正無拘束的體驗。NVIDIA的 Jetson採用強大的 GPU，全速運行時需要多達
12瓦的電力，所以它更難在沒有大型外部電源供應器的情況下運行。在車用或機器人應
用領域中，電源供應器通常不是問題，因為機械零件本身就需要大量的電力了，但是我

最感興趣的產品必須在沒有「有線電源」的情況下運行，所以那種平台很難發揮作用。

沒有資源方面的限制意味著它們可以使用 TensorFlow、TensorFlow Lite與 NVIDIA的
TensorRT等框架，因為它們通常具備 Arm Cortex-A CPU，擁有幾百 MB記憶體，可執
行 Linux。出於剛才提到的原因，本書的重點不是如何在這些平台上運行，但如果你有
興趣，目前有許多資源與文獻可供參考，例如 TensorFlow Lite的行動設備文件（https://

www.tensorflow.org/lite）。

我在乎的另一種特性是成本。對製造商來說，最便宜的 Raspberry Pi Zero只需要 5美
元，但我們很難大量地以這種價格購買晶片。購買 Zero通常有數量下限，雖然價格在
業界不是透明的，但顯然 5美元不是正常的價格。相較之下，最便宜的 32-bit微控制器
每顆不到 1美元。價格這麼低使得製造商可以將傳統的類比或機電控制電路換成軟體替
代方案，從玩具到洗衣機，無所不包。我們有機會利用這些設備具備的微控制器，在更

新軟體時加入人工智慧，並且不需要大幅度修改既有的設計。這種價格應該也可以讓相

關單位在建築物和野生動物保護區等環境中部署大量的智慧型感測器，且成本不至於超

出其收益或可用資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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嵌入式設備

TinyML的定義是電力成本低於 1 mW的設備，也就是說，我們必須在嵌入式設備的世
界中尋找硬體平台。我最近幾年才開始認識它們，對我來說，它們非常神秘。在傳統

上，它們是 8位元設備，使用難懂和專用的工具鏈，看起來很難入門。隨著 Arduino推
出易用的整合式開發環境（IDE）以及標準化硬體，這種情況有了很大的改善。自此之
後，32-bit CPU成為標準，主要歸功於 Arm的 Cortex-M系列晶片。當我在幾年前製作
一些 ML實驗原型時，我驚喜地發現開發過程竟然變得如此簡單。

不過，嵌入式設備還是有一些嚴苛的資源限制。它們通常只有幾百 KB的 RAM，有時
甚至更少，快閃記憶體也只有類似的數量，其用途是持久保存程式和資料。它們通常只

有幾十 mega Hz的時脈，絕對沒有完整的 Linux（因為 Linux需要記憶體控制器，以及
至少 1 MB的 RAM），即使有作業系統，它可能也沒有你期待的任何 POSIX或標準 C
程式庫函式。許多嵌入式系統都避免使用 new或 malloc()之類的動態記憶體配置函式，
因為它們都是為了能夠可靠且長時間運行而設計的。它也不一定有可分割的 heap（堆
積）。你可能也會發現之前進行桌面開發時很熟悉的除錯器或其他工具都很難使用，因

為用來操作晶片的介面都非常專業。

當我學習嵌入式開發時，也有一些驚喜的發現。當系統可以防止其他程序中斷你的程式

時，你就可以輕鬆地掌握正在發生的事情，而且和比較複雜的 CPU相比，它的處理器
沒有分支預測或指令管線操作（pipelining），因此更容易手動進行組合語言優化。看著
指尖上的微型電腦每秒運行數百萬條指令來理解周圍世界，並且亮起 LED，我覺得是一
種單純的快樂。

不斷變化的環境

微控制器直到最近才有能力運行 ML，這個領域還很新，也就是說，它的硬體、軟體與
研究都會快速地變化。本書立基於這個領域在 2019年的快照，這意味著在我寫完最後
一章之前，有些東西可能就已經過時了。雖然我們已經試著確保我們使用的硬體平台在

長期之內都可以使用，但那些設備也會持續改善與演變。我們使用的 TensorFlow Lite
軟體框架有穩定的 API，但我們也會持續支援書中的範例，並且提供最新版的範例程式
和文件的 web連結。例如，你可以預期，TensorFlow存放區（repository）會加入更多
參考應用程式，它們的用例都比本書介紹的更廣泛。我們也把目標放在除錯、建模以及

理解深度學習如何運作等技巧上面，即使以後你使用不同的基礎設備，這些技能也非常 
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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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希望透過這本書為你打下基礎，協助你開發嵌入式 ML產品來解決你最關心的問
題。我相信這個領域在未來幾年內會出現一些令人期待的新應用，希望我們能夠引導你

建構那種應用程式。

Pete Warden



第二章

入門

在這一章，我們將介紹在低電力設備上建構與修改機器學習 app所需的入門知識。接下
來介紹的軟體都是免費的，而硬體開發工具不到 30美元就可以買到，所以你最大的挑
戰應該是不熟悉開發環境。為了解決這個問題，本章推薦一些我們認為可以良好地互相

配合的工具。

本書的目標讀者

為了建立 TinyML專案，你必須稍微瞭解機器學習與嵌入式軟體開發的相關知識。這兩
種技術都不常見，而且同時熟悉這兩種技術的專家不多，所以本書假設你沒有這兩方面

的背景知識。本書唯一的需求是知道如何在終端機（或 Windows的 Command Prompt）
執行命令，並且能夠將原始碼檔案載入編輯器進行修改並保存。雖然這聽起來令人生

畏，但我會一步步介紹即將討論的所有內容，就像一本很好的食譜一樣，在許多案例中

使用螢幕擷圖（以及線上螢幕影片），希望讓更多讀者更容易吸收這些內容。

我們將透過一些專案來展示機器學習在嵌入式設備的實際應用，專案包括簡單的語音辨

識、用動作感測器偵測手勢，以及使用鏡頭感測器來偵測人體。我們希望讓你熟悉如何

自行建構這些專案，讓你可以擴展它們來解決你關心的問題。例如，或許你可以修改

語音辨識，用它來偵測狗叫聲而不是人類的語音，或認出狗而不是人，我們會教你如

何自行進行這些修改。我們的主旨是提供你需要的工具，來讓你建構你關心的、期待的

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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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需要什麼硬體？

你需要具備 USB連接埠的桌機或筆電，它是你的主要編程環境，你會在那裡編輯和
編譯即將在嵌入式設備上運行的程式。你會用 USB連接埠以及專用的配接器來將電
腦和嵌入式設備相接，具體的配接器取決於你使用的開發硬體。你的主電腦可以使

用 Windows、Linux或 macOS。我們是在雲端訓練大部分的機器學習模型範例，使用
Google Colab（https://oreil.ly/AQYDz），所以別擔心需要特殊的電腦設備。

為了測試程式，你也需要一個嵌入式開發電路板，為了做一些有趣的事情，你需要接上

麥克風、加速度計、鏡頭，你也需要體積夠小，可以建構實際的原型專案的東西，以及

電池。當我們寫這本書時，這些東西都很難找到，所以我們和晶片製造商 Ambiq與製
造商零售商 SparkFun 合作，製作了 15 美元的 SparkFun Edge 電路板（https://oreil.ly/-

hoL-），本書的範例都會使用這個設備。

SparkFun Edge電路板的第二版 SparkFun Edge 2將在本書出版之後發

表。本書的所有專案都保證可以在新板子上運行。但是，部署在它上面

的程式碼與說明都與本書內容稍有不同。別擔心，每一個專案章節都有

README.md的連結，這個檔案裡面有將各個範例部署至 SparkFun Edge 

2的最新說明。

我們也提供如何使用 Arduino 和 Mbed 開發環境運行許多專案的說明。我們推薦
Arduino Nano 33 BLE Sense（https://oreil.ly/4sER2）電路板，以及 Mbed的 STM32F746G 
Discovery kit（https://oreil.ly/vKyOM）開發電路板，但是如果你可以將感測器的資料轉

成適當的格式，本書所有專案應該都可以在其他的設備上運行。表 2-1是各個專案章節
使用的設備。

表 2-1　各個專案使用的設備

專案名稱 章 SparkFun Edge Arduino Nano 33 BLE Sense STM32F746G Discovery kit

Hello world 第 5章 有 有 有

喚醒詞偵測 第 7章 有 有 有

人體偵測 第 9章 有 有 無

魔杖 第 11章 有 有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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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想要使用的電路板不在裡面怎麼辦？

本書的原始碼都在 GitHub上，為了支援其他的設備，我們也會持續更新它。
每一章都有一個專案 README.md，裡面列出所有支援的設備，並且指示如何

部署它們，所以你可以察看它，看看你想要使用的設備是否已被支援。如果你

有一些嵌入式開發經驗，你也可以輕鬆地將範例移植到新設備，即使那個新設

備未被列出。

除了人體偵測之外的專案都不需要任何額外的電子零件，人體偵測專案需要鏡頭模組。

如果你使用 Arduino，你需要使用 Arducam Mini 2MP Plus（https://oreil.ly/8EacT）。如

果你使用 SparkFun Edge，你也需要 SparkFun的 Himax HM01B0 breakout（https://oreil.

ly/Kb0lI）。

你需要什麼軟體？

本書的所有專案都使用 TensorFlow Lite for Microcontrollers框架。它是 TensorFlow Lite
框架的變體，設計上是為了在記憶體只有幾十 KB的嵌入式設備上運行的。我將所有
的專案都當成範例放入程式庫，它是開源的，你可以在 GitHub找到它（https://oreil.ly/

TQ4CC）。

因為本書的範例程式都是一項進行中的開源專案的一部分，我們會持續加

入優化、bug修復以及針對其他設備的支援，所以它會繼續改變。你可能

會看到本書的程式與 TensorFlow存放區最新的程式有些不同，雖然程式

碼會隨著時間微幅改變，但你在這裡學到的基本原則都是不變的。

你需要編輯器來察看和修改程式碼。如果你不確定要用哪一個，Microsoft免費的 VS 
Code（https://oreil.ly/RNus3）app 是很棒的起點。它可以在 macOS、Linux 與 Windows
上運作，也有很多方便的功能，例如語法突顯，以及自動完成。如果你已經有習慣的編

輯器，你也可以使用它。我們不會對任何專案進行大幅度的修改。

你也需要可以輸入命令的地方。在 macOS和 Linux，它稱為終端機（terminal），你可以
在 Applications資料夾的該名稱底下找到它。在 Windows，它稱為 Command Prompt，
你可以在 Start選單中找到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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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和嵌入式開發電路板溝通，你也需要一些額外的軟體，取決於你使用的設備。如

果你使用 SparkFun Edge板或 Mbed設備，你必須為一些組建腳本安裝 Python，接著
在 Linux 或 macOS 使用 GNU Screen，或在 Windows 使用 Tera Term（https://oreil.ly/

oDOKn）來使用除錯 logging（記錄）主控台，以顯示嵌入式設備的文字輸出。如果你
有 Arduino板，IDE已經有你需要安裝的所有東西了，所以你只要下載主軟體包即可。

我們希望讓你學到什麼？

本書的目標是促使更多應用程式在這個新領域出現。雖然目前 TinyML還沒有「殺手級
app」，或許也永遠不會有，但我們從經驗知道，世界還有許多問題可以用它提供的工具
箱來解決。我們想要讓你熟悉可能的解決方案。我們希望接觸農業、太空探索、醫藥、

消費品和任何其他有問題需要解決的領域的專家，讓他們瞭解如何自行解決問題，或至

少告訴他們哪些問題可以用這些技術來解決。

所以，我們希望你看完這本書之後，可以大致瞭解目前在嵌入式系統使用機器學習的可

能性，以及大致瞭解接下來幾年有哪些可行的方向。我們希望你能夠建立和修改一些使

用時間序列資料（例如音訊或加速度計的輸出）的實際範例，或是修改低電力視覺系

統。我們希望你充分瞭解整個系統，至少能夠有意義地和專家討論新產品的設計，也希

望你可以自行建構早期版本原型。

因為我們希望看到完整產品的出現，所以我們會從整個系統的角度出發，來看待我們討

論的一切。通常硬體供應商會專注於他們販售的特定零件的電力消耗，但是不會考慮其

他必要的零件會不會增加功率。例如，如果你的微控制器只消耗 1mW，但是與它配合
的鏡頭感測器需要 10 mW才能運作，那麼，無論你在哪一種視覺產品使用它，那些產
品都無法從處理器低耗電獲得好處。所以我們不會針對不同領域的底層運作進行太多深

入的研究，相反，我們把焦點放在使用與修改相關零件時需要知道的事情。

舉例來說，我們不會在訓練 TensorFlow模型的底層細節花費太多功夫，例如梯度和反
向傳播是如何運作的，而是會展示如何從頭開始進行訓練來建立模型、你可能遇到哪些

問題和如何處理它們，以及如何自訂模型建立流程，來使用新的資料組，處理你自己的

問題。



第三章

瞭解機器學習的最新進展

很少技術領域像機器學習和人工智慧（AI）如此神秘。即使你是其他領域的資深工程
師，你可能也會認為機器學習是需要大量知識的主題。許多開發人員在閱讀 ML文獻，
遇到它們引用的學術論文、晦澀的 Python程式庫，以及高級數學時都會備感挫折，甚
至不知道該從哪裡下手。

事實上，機器學習也可以輕鬆地瞭解，而且任何人都可以透過文字編輯器學習。當你學

會一些關鍵概念之後，你就可以在自己的專案中輕鬆地使用它了。隱藏在所有神秘性之

後的是一組方便的工具，可用來解決各種問題。雖然它有時感覺起來很神秘，但它們都

只是程式碼，你不需要獲得博士學位就可以使用它。

本書的主題是在微型設備上使用機器學習。在本章其餘的內容，你將學會入門所需的所

有 ML。我們將介紹基本概念、探討一些工具，以及訓練一個簡單的機器學習模型。我
們的重點是微型設備，所以不會花太多時間在深度學習的底層理論上面，或是讓它們產

生功能的數學上面。後續的章節會更深入介紹工具，以及如何為嵌入式設備優化模型。

但是在本章結束時，你將熟悉關鍵的術語，瞭解一般工作流程，以及知道哪裡可以進一

步學習。

在這一章，我們將探討：

• 機器學習究竟是什麼

• 它可以解決哪些問題

• 重要術語和概念

• 用深度學習解決問題的工作流程，深度學習是機器學習最流行的做法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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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市面上有很多書籍和課程解釋深度學習背後的科學，所以我們不在此

重述它們。話雖如此，它依然是個迷人的話題，我們鼓勵你自行探索！第

346頁的「學習機器學習」會列出一些我們最喜歡的資源。但切記，你不

需要知道所有理論就可以做出實用的東西了。

機器學習究竟是什麼？

想像你有一台生產小零件的機器，有時它會故障，但修理起來不便宜。如果你在機器運

作期間收集了許多關於機器的資料，或許你可以提前預測它何時故障，並且在損壞前停

止運作。舉例來說，你可以記錄它的生產速率、它的溫度，以及它的震動程度。這些因

素的某個組合或許可以提示一個迫在眉睫的問題。但是該怎麼找出它？

這就是機器學習可以解決的一種問題。基本上，機器學習是一種使用電腦、根據過去的

觀測來進行預測的技術。我們收集關於工廠機器性能的資料，接著建立電腦程式來分析

該資料，並使用它來預測未來狀態。

建立機器學習程式與一般的程式撰寫程序不同。在傳統的軟體中，程式員要設計一個演

算法來接收輸入，套用各種規則，再回傳一個輸出。演算法的內部動作是程式員規劃

的，而且是用程式碼明確地實作的。要預測工廠機器的故障，程式員必須瞭解資料的哪

些參數可以指出問題，並且編寫專門檢查那些參數的程式碼。

這種做法很適合處理許多問題，打個比方，我們都知道，在海平面，水的沸騰溫度是

100˚C，所以我們很容易寫一段程式，根據它的溫度和高度來預測它是否沸騰。但是在
很多情況下，我們很難知道可預測特定狀態的因素組合。延續工廠機器的例子，或許許

多不同的生產速率、溫度、震動程度組合都可以指出問題，但是我們無法立刻從資料中

看出它們。

機器學習程式的寫法是由程式員將資料傳入一種特殊的演算法，讓演算法發現規則。這

意味著，身為程式員的我們不需要自行瞭解複雜的資料就可以寫出能夠用它們進行預測

的程式。機器學習演算法可以透過所謂的訓練程序，用我們提供的資料建立系統的模

型，那種模型是一種電腦程式。我們讓資料流經這種模型來進行預測，透過一種稱為推

斷（inference）的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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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器學習有許多不同的做法。最流行的一種是深度學習，它來自人腦可能的運作方式的

簡化概念。在深度學習中，我們訓練神經元網路（用數字陣列表示）來模擬各種輸入和

輸出之間的關係。不同的神經元結構或排列方式適用於不同的任務。例如，有些結構擅

長從圖像資料中提取含義，有些則擅長預測序列的下一個值。

本書的範例將使用深度學習，因為它很靈活，而且有強大的能力可以解決適合用微控制

器解決的問題。令人驚訝的是，深度學習甚至可以在記憶體和處理能力有限的設備上運

作，這本書正是要教你建立可在微型設備內執行神奇工作的深度學習模型。

下一節將解釋建立和使用深度學習模型的基本工作流程。

深度學習工作流程

在上一節，我們提到使用深度學習來預測工廠機器何時可能故障的情境。在這一節，我

們介紹實踐這個目標所需的工作。

這個程序涉及下列工作：

 1. 確定目標

 2. 收集資料組

 3. 設計模型結構

 4. 訓練模型

 5. 轉換模型

 6. 運行推斷

 7. 進行評估與排除故障

我們來一一講解它們。

確定目標

當你設計任何一種演算法時，你一定要明確地知道你希望它做什麼。機器學習也一樣，

你要確定你想要預測什麼，這樣才能決定該收集哪些資料，以及該使用哪一種模型 
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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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例子中，我們想要預測工廠機器是不是快要故障了。我們可以將它表示成分類問題。

分類是一種機器學習任務，它接收一組輸入資料，並回傳那些資料符合一組類別的機

率。這個例子可能有兩個類別：「正常」，代表機器的運行沒有問題，以及「異常」，代

表機器有一些可能故障的跡象。

也就是說，我們的目標是建立一個模型，用它來將輸入資料分類為「正常」或 
「異常」。

收集資料組

我們的工廠可能有許多資料可用，從機器的作業溫度，到某天餐廳供應的食物種類。訂

下目標之後，我們就可以開始找出需要的資料了。

選擇資料

深度學習模型可以學習忽略雜訊或不相關的資料。雖然如此，我們最好只使用與問題的

解決有關的資訊來訓練模型。餐廳食物不太可能影響機器的功能，所以我們應該將它從

資料組排除，否則模型就要學習排除那些無關的輸入，而且可能學到不切實際的關聯

性—或許機器在餐廳提供披薩的那一天都會故障。

當你決定是否加入資料時，一定要試著結合領域專業知識和實驗。你也可以使用統計技

術來試著確認哪些資料是重要的。如果你仍然不確定要不要納入某種資料源，提醒你，

沒有人規定不能訓練兩個模型，看看哪一個有最好的表現！

假如我們發現最有希望的資料是生產速率、溫度與震動程度，下一步就是收集一些訓

練模型的資料。

很重要的一點：你選擇的資料必須也可以在進行預測時使用，例如，由於

我們決定用溫度讀數來訓練模型，在進行推斷時，我們也要提供來自同一

個物理位置的溫度讀數。原因是模型是在學習理解如何用它的輸入來預測

它的輸出，如果模型是用機器內部溫度來訓練的，讓它處理當下的室溫應

該不會有很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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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集資料

我們很難準確地知道訓練一個有效的模型需要多少資料，這取決於許多因素，例如變數

之間的關係的複雜度、雜訊量，以及區分各個類別的容易程度。但是有一條經驗法則永

遠是對的：資料越多越好！ 

盡量收集能夠代表系統可能發生的所有狀況和事件的資料。如果機器可能有許多不同的

故障原因，你應該抓取與各種故障有關的資料。如果變數會隨著時間自然地改變，你一

定要收集代表完整時段的資料。例如，如果機器的溫度會在溫暖的日子升高，你就要納

入冬天與夏天的資料。這種多樣性可以協助模型表現每一種可能的情況，而不是只有少

數幾個。

我們收集的工廠資料可能會被記錄成一組時間序列，也就是定期收集的一系列讀數。例

如，我們可能每分鐘記錄一次溫度、每小時的生產速率，以及每秒記錄一次震動程度。

收集資料之後，我們必須將這些時間序列轉換成可讓模型處理的形式。

幫資料加標籤

除了收集資料之外，我們也要確定哪些資料代表「正常」與「異常」動作。我們會在訓

練期間提供這項資訊，讓模型學習如何對輸入進行分類。為資料指派類別的過程稱為加

標籤（labeling），「正常」與「異常」類別就是標籤。

這一種訓練（在訓練過程中，告訴演算法那些資料代表什麼）稱為監督

學習。訓練後的分類模型可以處理收到的資料，並預測它可能屬於哪一

個類型。

為了幫收集好的時間序列資料加標籤，我們需要取得機器在哪段時間正常運作、在哪段

時間故障的紀錄。我們或許會假設在機器故障之前的一段時間通常代表異常操作，但不

一定可以從資料表面看出異常的操作，所以可能要做一些實驗才能得到正確的結果！

決定如何幫資料加標籤之後，我們製作一個包含標籤的時間序列，並且將它加入資料

組。

最終的資料組

表 3-1是工作流程此時組成的資料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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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資料源

資料源 間隔 樣本讀數

生產速率 每 2分鐘一次 100單位

溫度 每分鐘一次 30°C

震動程度（典型的 %） 每 10秒鐘一次 23%

標籤（「正常」或「異常」） 每 10秒鐘一次 正常

這張表展示每一個資料源的時間間隔。例如，溫度每隔一分鐘記錄一次。我們也產生了

一個時間序列，裡面有資料的標籤。標籤的間隔是每 10秒鐘 1次，與其他時間序列最
小的時間間隔一樣。這代表我們可以輕鬆地為資料中的每一個資料點決定標籤。

收集資料之後，接下來要用它來設計與訓練模型了。

設計模型結構

深度學習模型結構有很多種，它們是為了解決各式各樣的問題而設計的。在訓練模型

時，你可以設計你自己的結構，或是在研究員開發的既有結構之上進行設計。在處理常

見的問題時，你可以在網路找到許多訓練好的免費模型。

本書將介紹幾種不同的模型結構，但除了這些之外，還有大量的結構可用。設計模型既

是藝術也是科學，模型結構也是一項主要的研究領域，每天都有新結構被發明出來，

在決定結構時，你必須考慮問題的類型、你可以取得哪一種資料、以及將資料傳給模型

之前，可用哪些方式轉換資料（我們很快就會討論資料轉換）。事實上，資料與模型結

構有非常密切的關係，結構的效果隨著你使用的資料類型而有所不同。雖然我們在此分

別介紹它們，但是它們是要同時考慮的。

你也要考慮即將用來運行模型的設備，因為微控制器通常只具備有限的記憶體及低速的

處理器，比較大的模型需要較多記憶體，並且花更多時間來執行（模型的大小取決於它

的神經元數量，以及神經元的連接方式）。此外，有些設備具備硬體加速功能，可以用

更快的速度執行某些模型種類，所以你可能要調整模型才能發揮設備的優勢。

在例子中，我們可以先訓練一個有幾層神經元的簡單模型，再反覆優化這個結構，直到

產生有用的結果為止，本書會教你具體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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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學習模型以張量（tensor）形式來接收輸入與產生輸出。就本書的目的而言 1，張量

其實是一個可容納數字或其他張量的串列，你可以將它想成類似陣列（array）的東西。
我們的預設模型會接收張量形式的輸入。接下來的小節將說明如何將資料轉換成這個 
形式。

維度

張量的結構稱為它的外形（shape），而且它們有多個維度。因為這本書會不斷

討論張量，所以在此介紹一些實用的術語：

向量

向量是數字串列，類似陣列。我們將一維張量（1D張量）稱為向量。下面
是個外形為 (5,)的向量，因為它裡面有包含五個數字的一個維度：

[42 35 8 643 7]

矩陣

矩陣是 2D張量，類似 2D陣列。下面的矩陣的外型是 (3, 3)，因為它裡面
有三個向量，分別有三個數字：

[[1 2 3]
 [4 5 6]
 [7 8 9]]

更高維的張量

我們將大於二維的任何外形都稱為張量。這是外形為 (2, 3, 3)的 3D張
量，因為它裡面有兩個外形為 (3, 3)的矩陣：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1 21 31]
  [41 51 61]
  [71 81 91]]]

純量

單一數字稱為純量，它在技術上是個零維張量。例如，數字 42是個純量。

1 這裡的張量的定義與數學和物理學的定義不同，但資料科學已經將它視為規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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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資料產生特徵

我們知道，模型會接受某種張量作為它的輸入。但是如前所述，我們的資料是時間序

列，如何將時間序列資料轉換成張量，以便傳給模型？

現在的工作是確定如何用資料產生特徵。在機器學習中，特徵（feature）代表用來訓練

模型的特定資訊。不同種類的模型是用不同種類的特徵來訓練的。例如，有些模型是接

收單一純量值作為它的唯一輸入特徵。

但是輸入也可能比純量複雜許多：處理影像的模型接收的輸入可能是影像資料的多維張

量，根據多個特徵進行預測的模型可能接受一個包含多個純量值的向量，其中每一個純

量值代表一個特徵。

我們已經決定讓模型使用生產速率、溫度與震動幅度來進行預測了，這些資料的原始形

式是有不同時間間隔的時間序列，它們不適合傳給模型。接下來的小節會解釋原因。

使用窗口　在下面的圖裡面，星號代表時間序列的一筆資料，資料包含標籤，因為訓練

時需要它。我們想要訓練一個可以隨時根據當下的狀態預測機器正常運作或出現異常的

模型：

生產：   *                       *            （每隔 2分鐘）
溫度：   *           *           *            （每分鐘）
震動：   * * * * * * * * * * * * * * * * *    （每隔 10秒）
標籤：   * * * * * * * * * * * * * * * * *    （每隔 10秒）

但是因為時間序列有不同的時間間隔（例如每分鐘一次，或每 10秒鐘一次），如果只傳
入特定時刻才有的資料，它可能會缺少一些資料類型。例如，下圖指出的時刻只有震動

資料。也就是說，當我們的模型試著進行預測時，它只有關於震動的資訊可用：

　　　                                  ┌─┐
生產：   *                       *      │ │
溫度：   *           *           *      │ │
震動：   * * * * * * * * * * * * * * * *│*│
標籤：   * * * * * * * * * * * * * * * *│*│
　　　                                  └─┘

處理這種問題的方法是選擇一個時間窗口，並且將這個窗口裡面的所有資料組成一組

值。例如，我們使用一分鐘窗口，並且察看它全部的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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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生產：   *                    │  *        │
溫度：   *           *        │  *        │
震動：   * * * * * * * * * * *│* * * * * *│
標籤：   * * * * * * * * * * *│* * * * * *│
　　　                        └───────────┘

我們可以計算窗口內的各個時間序列的平均值，如果有時間序列在該窗口內沒有資料點

的話，就取最近的值，最後得到一組單一值。我們可以根據窗口內有沒有任何「異常」

標籤來標記這個快照。如果有任何「異常」出現，就將該窗口標記為「異常」。如果沒

有，就將它標記為「正常」： 

　　　                        ┌───────────┐
生產：   *                    │  *        │  平均：102
溫度：   *           *        │  *        │  平均：34°C
震動：   * * * * * * * * * * *│* * * * * *│  平均：18%
標籤：   * * * * * * * * * * *│* * * * * *│  標籤：「正常」
　　　                        └───────────┘

這三個非標籤值就是我們的特徵！我們可以用向量的形式將它們傳入模型，在向量中，

每個時間序列都有一個元素：

[102 34 .18]

在訓練期間，我們可以幫每 10秒鐘的資料計算一個新窗口，並將它傳入模型，使用標
籤來讓訓練演算法知道我們期望的輸出。當我們在推斷期使用模型來預測異常行為時，

我們可以用資料計算最近的窗口，將它傳入模型，並接收預測結果。

這是一種簡單的做法，雖然在實際案例不一定有效，卻是一個很好的起點。你很快就會

發現機器學習就是不斷地嘗試與犯錯！

在介紹訓練之前，我們還有一件關於輸入值的事情需要討論。

標準化　我們傳給神經網路的資料通常都是包含浮點（floating-point）值或浮點數

（float）的張量。浮點數是一種資料型態，用來代表有小數點的數字。為了訓練出高效

的演算法，這些浮點值的大小必須彼此相似。事實上，最理想的情況是使用 0至 1這個
範圍的數字來表示所有的值。

我們再看一下上一節的輸入張量：

[102 34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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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數字的大小差異極大，其中的溫度超過 100，震動程度卻不到 1。在將這些值傳給
網路之前，我們必須將它們標準化（normalize），讓它們有相似的範圍。

其中一種做法是計算各個特徵在整個資料組中的平均值，再將該特徵的每一個數字減去

該平均值，這樣子可以壓縮數字，讓它們更接近零。例如：

溫度序列：
[108 104 102 103 102]

平均值：
103.8

標準化的值，算法是將各個溫度減 103.8：
[ 4.2 0.2 -1.8 -0.8 -1.8 ]

另一種經常使用標準化的情況（採取不同的做法）是將影像傳入神經網路時，電腦通常

用 8-bit整數的矩陣來儲存圖像，它們的值是 0到 255，將這些值標準化，讓它們介於 0
和 1之間的做法是將各個 8-bit乘以 1/255。下面是個 3×3像素的灰階圖像，其中各個
像素的值代表它的亮度：

原始的 8-bit值：
[[255 175 30]
 [0   45  24]
 [130 192 87]]

標準化的值：
[[1.         0.68627451 0.11764706]
 [0.         0.17647059 0.09411765]
 [0.50980392 0.75294118 0.34117647]]

用 ML 思考

到目前為止，我們已經知道如何規劃以機器學習來解決問題了。在工廠情境之下，我們

在過程中決定適合的目標、收集適合的資料並附加標籤、設定即將傳給模型的特徵，以

及選擇模型結構。無論你想要解決哪一種問題，你的做法都是相同的。切記，這是一種

迭代程序，你通常會在這個 ML工作流程中反覆操作，直到完成一個有效的模型為止—
或終於知道這項任務真的太難了。

例如，想像我們想要建構一個預測天氣的模型。我們必須決定目標（例如預測明天是否

下雨）、收集和幫資料集加標籤（例如過去幾年來的天氣預報）、設定將要傳給模型的特

徵（或許是過去兩天的平均情況），以及選擇一種適合這種資料類型的模型結構和運行它

的設備。我們會想出一些初始概念，測試它們，然後調整做法，直到得到好結果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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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流程的下一步是訓練，見下一節。

訓練模型

訓練是讓模型學會用一組輸入來產生正確輸出的程序。這個過程包括傳送訓練資料給模

型、進行微幅調整，直到它做出最準確的預測。

如前所述，模型是一種神經元網路，裡面有分層排列的數字陣列，這些數字稱為權重

（weight）與偏差值（bias），它們一起稱為網路參數（parameter）。

當你將資料傳給網路時，網路會執行數學運算來轉換那些資料，那些運算與每一層的權

重和偏差值有關。模型的輸出就是用輸入來執行這些運算產生的結果。圖 3-1是一個只
有兩層的簡單網路。

輸出

第 2層

第 1層

輸入

圖 3-1　簡單的雙層深度學習網路

模型的權重在一開始是隨機值，偏差值在一開始通常是 0。在訓練期間，我們會將成批

的資料傳給模型，並且拿模型的輸出和期望的輸出相比（在我們的案例中，期望的輸出

就是正確標籤，即「正常」或「異常」）。模型會用一種稱為反向傳播的演算法來逐漸

調整權重與偏差值，因此隨著時間過去，模型的輸出會越來越接近期望的值。訓練是用

epoch來衡量的（代表迭代），訓練會持續進行，直到我們決定停止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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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通常會在模型的性能停止改善時停止訓練。如果在那個時候，它開始做出正確的預

測，它就稱為收斂（converged）。為了確定模型是否收斂，我們可以在訓練期間分析它

的性能圖表，常見的性能指標是損失（loss）與準確度（accuracy）。損失指標可讓我們

用數字來估計模型距離產生期望的答案還有多遠，準確度指標則告訴我們它選出正確預

測的百分比。完美的模型有 0.0的損失與 100%的準確度，但是現實的模型幾乎都是不
完美的。

圖 3-2是在訓練深度學習網路期間的損失與準確度。你可以看到隨著訓練的進行，準確
度不斷上升，損失不斷下降，直到到達模型再也無法改善的點為止。

準
確
度 

＼ 

損
失

準確度
損失

圖 3-2　在訓練期間收斂的模型

為了改善模型的性能，我們可以改變模型的結構，也可以調整模型的各種設定值，以及

緩和（moderate）訓練過程。這些值統稱為超參數（hyperparameter），包含執行的訓練

epoch數，以及各層的神經元數量。我們可以在每次進行修改之後重新訓練模型，察看
評量數據，決定是否進一步優化。希望經過時間和迭代可以產生一個準確度可被接受的

模型！

切記，你試著解決的問題不保證都有足夠好的準確度，因為資料組的資訊

不一定足以做出準確的預測，而且有些問題根本無法解決，即使使用頂

尖的深度學習技術也是如此。話雖如此，即使模型無法 100%準確可能也

很有幫助，在工廠的例子中，即使只能預測一部分的異常操作也有很大的 

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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欠擬與過擬

欠擬（underfitting）和過擬（overfitting）是模型無法收斂的兩大原因。

神經網路會學著讓它的行為擬合（fit）它從資料中認出來的模式。如果模型正確地擬

合，它就可以在收到一組輸入之後產生正確的輸出。模型欠擬代表它無法學到夠強的模

型表徵，因而無法做出良好的預測。欠擬的原因很多，最常見的原因是模型的結構太小

了，因此無法抓到想要模擬的系統複雜性，另一個原因是沒有用足夠的資料來訓練它。

模型過擬代表它從訓練資料學習的效果太好了，雖然它可以準確地預測訓練資料的細

節，但無法將學會的東西類推至沒有看過的資料。發生這種情況的原因通常是模型完全

記住訓練資料了，或學會依賴訓練資料之中的捷徑（shortcut），而不是真實世界的。

例如，假設你要訓練一個模型，用它來分類貓與狗照片。如果訓練資料裡面的狗照片都

是在戶外拍的，貓照片都是在室內拍的，你的模型可能會學會走歪路，使用照片中的天

空來預測牠是哪種動物。這意味著，如果未來有張狗照片是在室內拍的，模型可能會將

它當成錯誤類別。

處理過擬的方法有很多種，其中一種是縮小模型的大小，讓它沒有足夠的能力學習

訓練組的精確表徵。也可以在訓練期間使用一種稱為正則化（regularization）的技

術來降低過擬的程度。為了充分利用有限的資料，我們可以採取一種稱為資料擴增 

（data augmentation）的技術，藉由剪裁既有的資料來產生新的、人工的資料點。但是

克服過擬的最佳手段，是盡量取得更大規模、更多樣化的資料組。擁有更多資料一定是

有幫助的！

正則化與資料擴增

正則化技術的用途是讓深度學習模型比較不會過擬訓練資料，做法通常是

藉由約束模型來防止它完美地記住訓練過程收到的資料。

正則化的方法有很多種，有些方法，例如 L1與 L2 正則化，藉由調整訓練

時使用的演算法，來懲罰容易過擬的複雜模型。有些方法，例如 dropout，

則是在訓練期間隨機切除神經元之間的連結。稍後會介紹正則化的 
實踐法。

我們也會介紹資料擴增，它是一種人為擴展訓練資料組大小的方法。這種

做法是為訓練用的每一種輸入建立多個額外的版本，在建立時會保留它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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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含義，但也會改變確切的組成方式來轉換它們。有一個範例是訓練一個

模型從音訊樣本辨識語音，我們藉著加入人工背景雜訊，以及將樣本平移

一段時間來擴增原始的訓練資料。

訓練、驗證與測試

為了瞭解模型的效能，我們可以看看它處理訓練資料的表現如何，但是，這種做法只能

瞭解部分的事實。在訓練期間，模型會盡量試著擬合它的訓練資料。如前所述，有時模

型會開始過擬訓練資料，也就是說，雖然它可以很好地預測訓練資料，但無法處理真的 
資料。

為了瞭解這種情況何時發生，我們必須用沒有被用來訓練的新資料來驗證模組。我們

通常將資料組拆成三個部分—訓練、驗證與測試。典型的拆分比率是 60%訓練資料、
20%驗證、20%測試。進行拆分時，你必須讓資訊在每一個部分內的分布都是相同的，
並且保留資料的結構。例如，因為我們的資料是時間序列，我們可以將它拆成三個連續

的時間區塊。如果資料不是時間序列，我們可以隨機取樣資料點。

在訓練期間，我們會用訓練資料組來訓練模型，並且定期將驗證資料組的資料傳給模

型，計算其損失。因為模型從未看過那些資料，所以它的損失分數是比較可靠的模型績

效。你可以持續比較訓練與驗證損失（與準確度，或其他指標）來瞭解模型是否過擬。

圖 3-3是過擬的模型。你可以看到它的訓練損失下降，驗證損失上升，代表模型變得更
擅長預測訓練資料，但失去類推至新資料的能力。

我們藉著調整模型和訓練程序來改善性能並且避免過擬，期待看到驗證指標的改善。

但是這個程序有個不幸的副作用，當我們進行優化來改善驗證指標時，可能只是讓模型

同時過擬訓練與驗證資料！我們做的每一次調整都只是讓模型更擬合驗證資料一些，最

終可能會產生與之前一樣的過擬問題。

為了確定這件事沒有發生，訓練模型的最後一個步驟是讓它處理測試資料，並確認它在

驗證時有一樣好的表現。如果沒有，代表模型被優化得同時過擬訓練和驗證資料了，此

時，我們可能要從頭設定新的模型架構，因為如果我們繼續用測試資料來調整它和改善

它的效果，它也會過擬測試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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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練損失

圖 3-3　這張圖代表模型在訓練期間過擬

當模型在處理訓練、驗證與測試資料都有可接受的表現時，整個程序的訓練部分就結束

了。接下來要在設備上運行模型！

轉換模型

本書將用 TensorFlow來建立和訓練模型。TensorFlow模型其實是一組指令，可告訴解

譯器（interpreter）如何轉換資料來產生輸出。當我們想要使用模型時，只要將它載入

記憶體，並且使用 TensorFlow解譯器來執行它即可。

但是 TensorFlow的解譯器的設計是在強大的桌機和伺服器上運行模型的，因為我們要在
微控制器上運行模型，所以必須為我們的用例設計的另一種解譯器。幸好 TensorFlow有
一種解譯器及工具可在微型、低電力的設備上運行模型。這組工具稱為 TensorFlow Lite。

你必須先將模型轉換成 TensorFlow Lite 格式，再將它存為磁碟檔案，才能用
TensorFlow Lite執行該模型。我們會用 TensorFlow Lite Converter這種工具來轉換。這個

轉換器也可以執行特殊的優化，縮小模型的尺寸來協助它跑得更快，而且通常不會犧牲

效能。

在第 13章，我們將研究 TensorFlow Lite的細節，以及瞭解它如何協助我們在微型設備
運行模型。現在你只要知道你必須轉換模型，而且轉換程序既快速且輕鬆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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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推斷

轉換模型之後，我們就要部署它了！我們將使用 TensorFlow Lite for Microcontrollers 
C++程式庫來載入模型並進行預測。

因為我們的模型在這個階段會與 app程式碼相遇，我們要寫一些程式碼從感測器接收原
始輸入資料，並將它轉換成訓練模型時使用的格式，再將轉換過的資料傳入模型以執行

推斷。

模型會產生輸出資料，裡面有預測結果，在我們的分類模型案例中，輸出是各個類別

（「正常」與「異常」）的分數。

對分類資料的模型而言，所有類別的分數總和通常是 1，分數最高的類別就是預測的結
果。分數間的差異越大，預測的可信度就越高。表 3-2是一些輸出範例。

表 3-2　輸出範例

正常分數 異常分數 說明

0.1 0.9 異常狀態，高可信度

0.9 0.1 正常狀態，高可信度

0.7 0.3 正常狀態，稍微可信

0.49 0.51 不確定結果，因為這兩種狀態沒有明顯的領先者

在工廠機器範例中，每一次推斷都只考慮資料的快照，模型會根據各種感測器數據，告

訴我們最近 10秒有異常狀態的機率。因為真實世界的資料通常很雜亂，而且機器學習
模型不是完美的，瞬間故障可能產生不正確的分類。例如，我們可能會因為溫度感測器

瞬間故障，而看到溫度峰值。這種短暫的、不可靠的輸入可能導致輸出的類別暫時無法

反映實際的情況。

為了防止這種瞬間故障造成問題，我們可以計算模型在一段時間內所有輸出的平均值，

例如，我們可以每隔 10秒讓模型處理當前的資料窗口，並且取最後 6次輸出來計算平
均值，得到各個類別的平滑化分數。這種做法代表我們將忽略暫時性問題，僅對一致的

行為採取行動。我們會在第 7章使用這種技術來進行喚醒詞偵測。

取得各個類別的分數之後，app程式就要決定該採取什麼行動，或許程式會在連續一分
鐘檢測異常狀態時送出訊號來關閉機器並通知維護團隊。



瞭解機器學習的最新進展 | 25

進行評估與排除故障

當我們部署模型，讓它在設備上運行之後，我們會開始察看它的實際性能是否接近我們

的期望。即使我們已經證明模型可對測試資料做出準確的預測了，它處理實際問題的效

果仍然可能有所不同。

出現這種情況的原因很多，例如，訓練用的資料可能無法完全代表實際操作時使用的資

料，或許是當地氣候讓機器溫度比資料組收集的溫度更低，這可能會影響模型做出來的

預測，讓它再也不像預期的那樣準確。

另一種可能性是，我們的模型可能在不知情之下過擬資料組。在第 19頁的「訓練模
型」，我們知道發生這種情況的原因可能是資料組剛好有額外的訊號可被模型學習辨

識，並且被用來取代我們期望它學習的訊號。

如果模型無法在生產環境中運作，我們就要做一些故障排除。首先，我們要排除可能影

響傳給模型的資料的硬體問題（例如感測器故障或意外的雜訊）。接下來，我們要從承

載模型的設備抓取一些資料，拿它與原始資料組做比較，以確保它們有同樣的範圍，如

果沒有，或許是有出乎我們意料的環境條件或感測器特性的差異。如果資料沒問題，或

許問題的原因是過擬。

排除硬體問題之後，解決過擬的最佳手段通常是使用更多資料來訓練。我們可以從承載

模型的硬體抓取更多資料，將它與原始資料組合併，再重新訓練模型。在過程中，我們

可以執行正則化與資料擴增技術來充分利用手上的資料。

有時你需要反覆調整模型、硬體和相應的軟體才能取得良好的實際性能。當你遇到問題

時，請像處理任何其他技術問題一樣對待它。用科學的方法來排除故障、排除可能的因

素，並分析資料來找出問題出在哪裡。

結語

熟悉機器學習實踐的基本工作流程之後，我們要開始進行 TinyML冒險了。

在第 4章，我們要建構第一個模型，並將它部署到微型硬體上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