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1 章 Chapter 1

了解机器学习

大数据、人工智能是目前大家谈论比较多的话题，它们的应用也越来越广泛，与我们
的生活关系也越来越密切，影响也越来越深远，其中很多已进入寻常百姓家，如无人机、
网约车、自动导航、智能家电、电商推荐、人机对话机器人等。
大 数 据 是 人 工 智 能 的 基 础， 而 使 大 数 据 转 变 为 知 识 或 生 产 力， 离 不 开 机 器 学 习
（Machine Learning），可以说机器学习是人工智能的核心，是使机器具有类似人的智能的根
本途径。
本章主要介绍与机器学习有关的概念，机器学习与大数据、人工智能间的关系，机器
学习常用架构及算法等，具体如下：
❏ 机器学习的定义
❏ 大数据与机器学习
❏ 机器学习与人工智能、深度学习
❏ 机器学习的基本任务
❏ 如何选择合适算法
❏ Spark 在机器学习方面的优势

1.1

机器学习的定义
机器学习是什么？是否有统一或标准定义？目前好像没有，即使在机器学习的专业领

域，也没有一个被广泛认可的定义。在维基百科上对机器学习有以下几种定义：
（1）机器学习是一门人工智能的科学，该领域的主要研究对象是人工智能，特别是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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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在经验学习中改善具体算法的性能。
（2）机器学习是对能通过经验自动改进的计算机算法的研究。
（3）机器学习是用数据或以往的经验来优化计算机程序的性能标准。
一种经常引用的英文定义是：A computer program is said to learn from experience (E)
with respect to some class of tasks (T) and performance(P) measure, if its performance at tasks
in T, as measured by P, improves with experience E。
可以看出机器学习强调三个关键词：算法、经验、性能，其处理过程如图 1-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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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机器学习处理流程

图 1-1 表明机器学习是使数据通过算法构建出模型，然后对模型性能进行评估，评估
后的指标如果达到要求就用这个模型测试新数据，如果达不到要求就要调整算法重新建立
模型，再次进行评估，如此循环往复，最终获得满意结果。

1.2

大数据与机器学习
我们已进入大数据时代，产生数据的能力迅速增长，如互联网、移动互联网、物联网、

成千上万的传感器、穿戴设备、GPS 等都会产生大量数据，存储数据、处理数据等能力也
得到了几何级数的提升，如利用 Hadoop、Spark 技术为我们存储、处理大数据提供有效方法。
数据就是信息，就是依据，其背后隐含了大量不易被我们感官识别的信息、知识、规
律等，如何揭示这些信息、规则、趋势，正成为当下能给企业带来高回报的热点。
而机器学习的任务，就是要在大数据量的基础上，发掘其中蕴含的有用信息。其处理
的数据越多，机器学习就越能体现出优势，以前很多用机器学习解决不了或处理不好的问
题，通过大数据可以得到很好解决，性能也会大幅提升，如语言识别、图像识别、天气预
测等。

1.3

机器学习、人工智能及深度学习

“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这两个科技术语如今广为流传，已成为当下的热词，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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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有何区别？又有哪些相同或相似的地方？虽然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高度相关，但却并
不尽相同。
人工智能是计算机科学的一个分支，目的是开发一种拥有智能行为的机器，目前很多
大公司都在努力开发这种机器学习技术，努力让计算机学会人类的行为模式，以便推动很
多人眼中的下一场技术革命——让机器像人类一样“思考”。
过去 10 年，机器学习为我们带来了无人驾驶汽车、实用的语音识别、有效的网络搜索
等。接下来它将如何改变我们的生活？在哪些领域最先发力？让我们拭目以待。
有一点需要注意，对很多机器学习来说，特征提取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在一些复杂
问题上，要想通过人工的方式设计有效的特征集合，往往要花费很多的时间和精力。
作为机器学习的一个分支，深度学习解决的核心问题之一就是自动将简单的特征组合
成更加复杂的特征，并利用这些组合特征解决问题。它除了可以学习特征和任务之间的关
联以外，还能自动从简单特征中提取更加复杂的特征。图 1-2 展示了深度学习和传统机器
学习在流程上的差异。 深度学习算法可以从数据中学习更加复杂的特征表达，使得最后一步权重学
习变得更加简单且有效。
传统机器学习算法

输入

人工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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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学习算法

输入

基础特征
提取

图 1-2

多层复杂
特征提取

权重学习

预测结果

权重学习

预测结果

机器学习与深度学习流程对比

前面我们分别介绍了机器学习、人工智能及深度学习，那么它们的关系如何？
人工智能、机器学习和深度学习是紧密相关的几个领

人工智能

域。图 1-3 说明了它们之间的大致关系。人工智能是一类

机器学习

非常广泛的问题，机器学习是解决这类问题的一个重要手
段，深度学习则是机器学习的一个分支。在很多人工智能

深度学习

问题上，深度学习的方法突破了传统机器学习方法的瓶颈，
推动了人工智能领域的快速发展。

图 1-3

人工智能、机器学习与深
度学习间的关系

1.4

机器学习的基本任务
机器学习基于数据，并以此获取新知识、新技能。它的任务有很多，分类是其基本任

务之一。所谓分类，就是将新数据划分到合适的类别中，一般用于类别型的目标特征。如
果目标特征为连续型，则往往采用回归方法。回归是对新目标特征进行预测，是机器学习
中使用非常广泛的方法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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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和回归，都是先根据标签值或目标值建立模型或规则，然后利用这些带有目标值
的数据形成的模型或规则，对新数

机器学习

据进行识别或预测。这两种方法都
属于监督学习。与监督学习相对的
是无监督学习，无监督学习不指定

监督学习

无监督学习

目标值或预先无法知道目标值，它

基于输入数据及目
标值训练预测模型

根据输入数据对
数据进行分组

可以把相似或相近的数据划分到相
同的组里，聚类就是解决这一类问

分类

回归

聚类

决策树

线性回归

K- 均值

两种最常见的任务外，还有半监督

支持向量机

逻辑回归

分层聚类

学习、强化学习等，这里我们就不

朴素贝叶斯

集成方法

高斯混合

K- 近邻

神经网络

……

集成方法

……

题的方法之一。
除了监督学习、无监督学习这

展开了，图 1-4 展示了这些基本任
务间的关系。

1.5

……

图 1-4

如何选择合适算法

机器学习基本任务的关系

当我们接到一个数据分析或挖掘的任务或需求时，如果希望用机器学习来处理，首先
要做的是根据任务或需求选择合适算法，选择算法的一般步骤如图 1-5 所示。
分析业务需求
或场景

初探数据

需要

是否需要预测目标值

监督学习

离散型

目标变量

分类算法

无监督学习

连续型

回归算法

图 1-5

不需要

选择算法的一般步骤

k- 均值、分层
聚类等方法

第1章

了解机器学习

5

充分了解数据及其特性，有助于我们更有效地选择机器学习算法。采用以上步骤在一
定程度上可以缩小算法的选择范围，使我们少走些弯路，但在具体选择哪种算法方面，一
般并不存在最好的算法或者可以给出最好结果的算法。在实际做项目的过程中，这个过程
往往需要多次尝试，有时还要尝试不同算法。不过先用一种简单熟悉的方法，然后，在这
个基础上不断优化，时常能收获意想不到的效果。

1.6

Spark 在机器学习方面的优势
在大数据基础上进行机器学习，需要处理全量数据并进行大量的迭代计算，这要求机

器学习平台具备强大的处理能力。Spark 与 Hadoop 兼容，它立足于内存计算，天然适用于
迭代式计算。Spark 是一个大数据计算平台，其具体有以下优势：
❏ 完整的大数据生态系统：大家熟悉的 SQL 式操作组件 Spark SQL，功能强大、性能
优良的机器学习库 Spark MLlib，用于图像处理的 SparkGraphx 及用于流式处理的
SparkStreaming 等。
❏ 高性能的大数据计算平台：因为数据被加载到集群主机的分布式内存中，所以数据
可以被快速转换迭代，并缓存后续的频繁访问需求。基于内存运算，Spark 可以比
Hadoop 快 100 倍，在磁盘中运算也比 Hadoop 快 10 倍左右。
❏ 与 Hadoop、Hive、HBase 等无缝连接：Spark 可以直接访问 Hadoop、Hive、HBase
等的数据，同时也可使用 Hadoop 的资源管理器。
❏ 易用、通用、好用：Spark 编程非常高效、简洁，支持多种语言的 API，如 Scala、
Java、Python、R、SQL 等，同时提供类似于 Shell 的交互式开发环境 REPL。

1.7

小结
本章简单介绍了机器学习与大数据、人工智能的关系，同时也介绍了机器学习的一些

基本任务和如何选择合适算法等问题。在选择机器学习平台时，我们着重介绍了 Spark 这
样一个大数据平台的集大成者，它有很多优势，而且得到了很多企业的青睐。Spark 是本书
的主要介绍对象，下一章我们将介绍如何构建一个 Spark 机器学习系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