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Python 机器学习软件包

本章介绍了 scikit-learn 相关开发环境的搭建步骤，以及 IPython、Numpy 和 Pandas、
Matplotlib 等软件包的基础知识，最后通过一个 scikit-learn 机器学习实例，介绍了 scikitlearn 的一般性原理和通用规则。本章涵盖的主要内容如下：
 搭建 Python 机器学习编程环境；
 熟悉 IPython 交互式编程环境；
 熟悉 Numpy 包的基础操作；
 熟悉 Pandas 包的基础操作；
 熟悉 Matplotlib 及常用的画图操作；
 熟悉 scikit-learn 软件包，并完成一个手写识别机器学习程序。

2.1

开发环境搭建

若读者没有安装过 Python，一个最简单的方式是直接安装 Python 针对科学计算而发
布的开发环境 Anaconda。访问 www.continuum.io/downloads 网站，根据你所使用的操作系
统下载合适的版本直接安装即可。Anaconda 里包含了本书要求的所有工具包，包括
IPython、Numpy、scipy、Matplotlib 和 scikit-learn 等，针对主流的操作系统 Windows/Linux/
Mac 都提供了相应的安装包。
若读者已经安装了 Python 或者觉得 Anaconda 安装包太大了，只想安装需要的工具包，
则可以逐个安装这些工具包。这里假设已经安装了 Python 和 pip。那么可以通过 pip 命令
来安装所需要的工具包：
pip install jupyter numpy matplotlib scipy scikit-learn seaborn

若读者没有安装 pip，可以参阅 pip 官方网站 pip.pypa.io/en/stable/installing，具体步骤
是下载 get-pip.py 文件，然后用 python 命令执行这个文件即可完成 pip 的安装。
安装完成后，可以在终端输入 ipython 命令启动 IPython，并在 IPython 环境检查我们
所需要的工具包的版本号。这里安装的工具包及其版本号如下：
$ ipython
Python 2.7.10 (default, Jul 30 2016, 19:40:32)
Type "copyright", "credits" or "license" for more 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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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ython 5.3.0 -- An enhanced Interactive Python.
?
-> Introduction and overview of IPython's features.
%quickref -> Quick reference.
help
-> Python's own help system.
object?
-> Details about 'object', use 'object??' for extra details.
In [1]: import numpy
In [2]: import matplotlib
In [3]: import sklearn
In [4]: numpy.__version__
Out[4]: '1.12.0'
In [5]: matplotlib.__version__
Out[5]: '2.0.0'
In [6]: sklearn.__version__
Out[6]: '0.18.1'

Python：2.7.10；
 Ipython：5.3.0；
 Numpy：1.12.0；
 Matplotlib：2.0.0；
 Sklearn：0.18.1。
本书所有的示例程序均在上面的环境中测试通过。如果读者要安装和本书编写时一样
的编程环境，可以下载随书代码，找到代码主目录，并在主目录下执行 pip install -r
requirements.txt 命令即可。


2.2

IPython 简介

IPython 是公认的现代科学计算中最重要的 Python 工具之一。它是一个加强版的
Python 交互式命令行工具，与系统自带的 Python 交互环境相比，IPython 具有以下明显的
几个特点：
 与 Shell 紧密关联，可以在 IPython 环境下直接执行 Shell 指令；
 可以直接绘图操作的 Web GUI 环境，在机器学习领域、探索数据模式、可视化数
据、绘制学习曲线时，这一功能特别有用；
 更强大的交互功能，包括内省、Tab 键自动完成、魔术命令等。

2.2.1

IPython 基础

如果你之前没有接触过 IPython，那么现在是打开计算机体验 IPython 的绝好时机，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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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提高工作效率类的软件，单单看书是完全无法体验它的威力和便利性的。
正确安装 IPython 后，在命令行输入 ipython 即可启动 IPython 交互环境。
$ ipython
Python 2.7.10 (default, Jul 30 2016, 19:40:32)
Type "copyright", "credits" or "license" for more information.
IPython 5.3.0 -- An enhanced Interactive Python.
?
-> Introduction and overview of IPython's features.
%quickref
-> Quick reference.
help
-> Python's own help system.
object?
-> Details about 'object', use 'object??' for extra details.
In [1]:

基本上，可以像使用 Python 交互环境一样使用 IPython 交互环境：
In [1]: a = 5
In [2]: a + 3
Out[2]: 8

跟 Python 交互环境相比，IPython 的输出排版更简洁、优美：
In [3]: import numpy as np
In [4]: data = {i: np.random.randn() for i in range(8)}
In [5]: data
Out[5]:
{0: -0.12696712293771154,
1: -0.9291628055121173,
2: 0.8248356377337012,
3: -0.5381098900612056,
4: 2.0246437691867816,
5: -2.089016766007329,
6: 1.234086243284236,
7: 0.39953080301369065}

对比一下标准的 Python 交互环境下的输出：
>>> import numpy as np
>>> data = {i: np.random.randn() for i in range(8)}
>>> data
{0: -0.7989884322559587, 1: 0.2275777042011071, 2: 0.012864065192735426,
3: -1.3183480226587958, 4: -0.9149466170543599, 5: -0.683377363404726, 6:
-0.8964451905483575, 7: -0.37082447512220285}
>>>

很多时候，并不是我们不懂审美，而是没有机会发现美。此外，IPython 的 Tab 键自
动补全功能是提高效率的秘籍。例如，输入 np.random.rand 命令后，按 Tab 键，会自动
显示 np.random 命名空间下以 rand 开头的所有函数。这一功能的便利性赶上了主流 IDE。
In [6]: np.random.rand<TAB>
np.random.rand
np.random.rand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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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p.random.randint
np.random.randn

np.random.random_integers
np.random.random_sample

记住一些快捷键，可以让你在 IPython 环境下体验健步如飞的感觉。对于熟悉 Shell
命令的读者，这些命令会有似曾相识的感觉。
 Ctrl+A：移动光标到本行的开头；
 Ctrl+E：移动光标到本行的结尾；
 Ctrl+U：删除光标所在位置之前的所有字符；
 Ctrl+K：删除光标所在位置之后的所有字符，包含当前光标所在的字符；
 Ctrl+L：清除当前屏幕上显示的内容；
 Ctrl+P：以当前输入的字符作为命令的起始字符，在历史记录里向后搜索匹配的命令；
 Ctrl+N：以当前输入的字符作为命令的起始字符，在历史记录里向前搜索匹配的
命令；
 Ctrl+C：中断当前脚本的执行。
另外，IPython 提供了强大的内省功能。在 Python 交互环境里，只能使用 help()函数来
查阅内置文档，在 IPython 环境里可以直接在类或变量后面加上一个问号“?”来查阅文档：
In [7]: np.random.randn?
Docstring:
randn(d0, d1, ..., dn)
Return a sample (or samples) from the "standard normal" distribution.
... ...

在类或变量或函数后面加两个问号“??”还可以直接查看源代码。结合星号“*”和
问号“？”，还可以查询命名空间里的所有函数和对象。例如，查询 np.random 下面以 rand
开头的所有函数和对象：
In [12]: np.random.rand*?
np.random.rand
np.random.randint
np.random.randn
np.random.random
np.random.random_integers
np.random.random_sample

从这些特性可以看出来，IPython 鼓励探索性编程。即当你对环境还不熟悉的时候，
允许通过简便快捷的方式来找到你想找的信息。
除此之外，IPython 还提供了强大的魔术命令。例如，我们在当前工作目录下有一个
叫 hello.py 的文件，其内容为：
msg = 'hello ipython'
print(msg)

然后在 IPython 里输入%run hello.py 命令即可直接运行这个 python 文件。这个文件是
在一个空的命名空间里运行的，并且运行之后，该文件里定义的全局变量和函数就会自动
引用到当前 IPython 空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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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13]: %run hello.py
hello ipython
In [14]: msg
Out[14]: 'hello ipython'

还有一个常用的魔术命令是%timeit，可以用来快速评估代码的执行效率。例如，下面
的代码用来评估一个 100 × 100 的矩阵点乘所需要运行的时间。
In [15]: a = np.random.randn(100, 100)
In [16]: %timeit np.dot(a, a)
1 loops, best of 3: 261 us per loop

还可以使用%who 或%whos 命令来查看当前环境下的变量列表。
In [17]: %who
a
msg

np

In [18]: %whos
Variable Type
Data/Info
------------------------------a
ndarray
100x100: 10000 elems, type `float64`, 80000 bytes
msg
str
hello ipython
np
module
<module 'numpy' from 'C:\<...>ages\numpy\__init__.pyc'>

还有一些比较常用的魔术命令如下。
 %quickref：显示 IPython 的快速参考文档；
 %magic：显示所有的魔术命令及其详细文档；
 %reset：删除当前环境下的所有变量和导入的模块；
 %logstart：开始记录 IPython 里的所有输入的命令，默认保存在当前工作目录的
ipython_log.py 中；
 %logstop：停止记录，并关闭 log 文件。
需要说明的是，在魔术命令后面加上问号“?”可以直接显示魔术命令的文档。我们
来查看%reset 魔术命令的文档。
In [28]: %reset?
Docstring:
Resets the namespace by removing all names defined by the user, if
called without arguments, or by removing some types of objects, such
as everything currently in IPython's In[] and Out[] containers (see
the parameters for details).

IPython 与 shell 交互的能力，可以让我们不离开 IPython 环境即可完成很多与操作系
统相关的功能，特别是在 Linux/Mac OSX 系统下工作时。最简单的方式，就是在命令前加
上感叹号“!”即可直接运行 shell 命令（Windows 系统下运行 cmd 命令）。比如下面的命
令可以很方便地在 IPython 交互环境下打印出网络地址：
In [36]: !ifconfig | grep "inet "
inet 127.0.0.1 netmask 0xff000000
inet 192.168.1.103 netmask 0xffffff00 broadcast 192.168.1.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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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感叹号为前缀的 shell 命令是和操作系统相关的，Windows 系统和 Linux/Mac OSX
系统相差很大。当使用%automagic on 启用自动魔术命令功能后，可以省略百分号“%”
的输入即可直接运行魔术命令：
In [68]: %automagic on
Automagic is ON, % prefix IS NOT needed for line magics.
In [69]: pwd
Out[69]: u'/Users/kamidox'
In [70]: ls
Applications/
Desktop/
Documents/
Downloads/

Pictures/
Public/
android/
bin/

lab/
osx/
scikit_learn_data/
tools/

In [71]: cd lab
/Users/kamidox/lab
In [72]: pwd
Out[72]: u'/Users/kamidox/lab'

我们经常会用 import 命令导入自己写的 python 模块，在调试过程中，修改了这个模
块后，如果想让当前的修改马上起作用，必须使用 reload()函数重新载入该模块。假设当
前工作目录下有一个名字为 hello.py 的文件，其内容为：
def say_hello():
print('hello ipython')

导入模块，并运行 say_hello()函数：
In [84]: import hello
In [85]: hello.say_hello()
hello ipython

把 hello.py 文件内容改为下面的内容并保存：
def say_hello():
print('ipython is a great tool')

此时，如果直接调用 say_hello()函数，得到的依然是旧的输出，只有调用 reload()函数
重新载入模块，才能得到最新的输出：
In [86]: hello.say_hello()
hello ipython
In [87]: reload(hello)
Out[87]: <module 'hello' from 'hello.py'>
In [88]: hello.say_hello()
ipython is a great t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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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ython 图形界面

除了控制台环境外，IPython 另外一个强大的功能是图形环境。与控制台环境相比，
它有两个显著的特点：
 方便编写多行代码；
 可以直接把数据可视化，显示在当前页面下。
安装完 Jupyter 后，直接在命令行输入 ipython notebook，启动网页版的图形编程界面。
它会在命令行启动一个轻量级的 Web 服务器，同时用默认浏览器打开当前目录所在的页
面，在这个页面下可以直接打开某个 notebook 或者创建一个新的 notebook。一个 notebook
是以.ipynb 作为后缀名的、基于 json 格式的文本文件。
$ ipython notebook
[I 01:10:56.511 NotebookApp] Serving notebooks from local directory:
/Users/kamidox/books
[I 01:10:56.511 NotebookApp] 0 active kernels
[I 01:10:56.511 NotebookApp] The IPython Notebook is running at:
http://localhost:8888/
[I 01:10:56.511 NotebookApp] Use Control-C to stop this server and shut down
all kernels (twice to skip confirmation).

我们新建一个 notebook 并且画一个正弦曲线。
# 设置 inline 方式，直接把图片画在网页上
%matplotlib inline
# 导入必要的库
import numpy as np
import matplotlib.pyplot as plt
# 在 [0, 2*PI] 之间取 100 个点
x = np.linspace(0, 2 * np.pi, num=100)
# 计算这 100 个点的正弦值，并保存到变量 y 中
y = np.sin(x)
# 画出 x, y, 即正弦曲线
plt.plot(x, y)

代码的注释已经把意图说明得很清楚了，读者可以自己动手尝试一下，也可以参考随
书代码 ch02.01.ipynb。运行效果如图 2-1 所示。
几乎所有的 IPython 控制台的技巧都可以在 IPython notebok 里使用。一个比较大的区
别是，IPython notebook 使用 cell 作为一个代码单元。在控制台里，写完代码直接按 Enter
键即可运行，而在 IPython notebook 里需要单击“运行”按钮或用快捷键 Ctrl + Enter 才
能运行当前 cell 中的代码。另外一个区别是 IPython notebook 有两个模式，一个是编辑
模式，可以直接在这个 cell 上编写代码。另外一个是命令模式，即输入的按键作为命令，
而不是作为文本处理。这一机制和 vim 很类似。这一描述很抽象，读者可以直接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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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ython notebook 后，按 Ctrl+M 快捷键在命令模式和编辑模式之间切换，直观地体验两者
的不同。

图 2-1

正弦曲线

由于这个原因，掌握一些 IPython notebook 特有的快捷键对效率提高不无裨益。通过
选择“菜单”｜Help｜Keyboard Shortcuts 命令，可以查看系统快捷键列表。不同操作系统
的快捷键前导键略有不同，比如下面是几个 Windows 系统下常用的快捷键，分为命令模
式和编辑模式。
命令模式如下。
 J：焦点上移一个 cell；
 K：焦点下移一个 cell，熟悉 vim 的读者对这一模式应该很习惯；
 A：在当前 cell 的上面插入一个新的 cell；
 B：在当前 cell 的下面插入一个新的 cell；
 DD：连续按两次 D 键，删除当前 cell。这是另一个 vimer“喜欢”的功能。
编辑模式如下。
 Ctrl + Enter：执行当前的 cell 代码。相信大部分人对这个快捷键都不陌生，很多即
时聊天工具就是用这个快捷键来发送消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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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ift + Enter：执行当前的 cell 代码，并把焦点移到下一个 cell 处。如果没有下一个
cell 则会自动创建一个新的 cell。
掌握这些基本够用了，这些工具类的软件描述起来总是略显苍白，只有实际使用起来
才能深切体验其便利性。值得一提的是，通过选择“菜单”｜Help｜User Interface Tour
命令，可以快速地熟悉 IPython notebook 一些基本的界面元素及其操作要领。


2.3

Numpy 简介

Numpy 是 Python 科学计算的基础库，主要提供了高性能的 N 维数组实现以及计算能
力，还提供了和其他语言如 C/C++集成的能力，此外还实现了一些基础的数学算法，如线
性代数相关、傅里叶变换及随机数生成等。

2.3.1

Numpy 数组

可以直接用 Python 列表来创建数组。
In [1]: import numpy as np
In [2]: a = np.array([1,2,3,4])
In [3]: a
Out[3]: array([1, 2, 3, 4])
In [4]: b = np.array([[1, 2], [3, 4], [5, 6]])
In [5]: b
Out[5]:
array([[1, 2],
[3, 4],
[5, 6]])

可以查看 array 的属性，包括数据的维度和类型。
In [6]: b.ndim
Out[6]: 2
In [7]: b.shape
Out[7]: (3, 2)
In [8]: b.dtype
Out[8]: dtype('int32')

# 查看数组里元素的数据类型

也可以使用 Numpy 提供的函数来创建数组。
In [6]: c = np.arange(10)

# 创建连续数组

In [9]: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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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t[9]: array([0, 1, 2, 3, 4, 5, 6, 7, 8, 9])
In [10]: d = np.linspace(0, 2, 11)
In [11]: d
Out[11]: array([ 0. , 0.2, 0.4, 0.6, 0.8,
In [12]:
Out[12]:
array([[
[
[

In [13]:
Out[13]:
array([[
[
[

In [14]:
Out[14]:
array([[
[
[
[

# [0, 2] 分成 11 等分后的数组
1. , 1.2, 1.4, 1.6, 1.8, 2. ])
# 注意参数两边的括号，参数是个元组

np.ones((3, 3))
1., 1., 1.],
1., 1., 1.],
1., 1., 1.]])

np.zeros((3, 6))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np.eye(4)
1., 0., 0., 0.],
0., 1., 0., 0.],
0., 0., 1., 0.],
0., 0., 0., 1.]])

In [17]: np.random.randn(6, 4)
Out[17]:
array([[-0.49815866, -0.34571599,
[ 1.48639293, -0.56259401,
[ 1.35458161, -1.21808153,
[-1.36688808, 0.75892299,
[-2.24057506, -0.25099611,
[ 0.52316692, -1.55100505,

# 创建 6×4 的随机数组
-0.44144955,
-0.32584788,
-0.17011994,
-1.25336314,
1.6995657 ,
0.65085791,

0.28833876],
0.39799156],
0.95870198],
-1.12267624],
-0.14504619],
-1.45710045]])

Numpy 提供了灵活的索引机制来访问数组内的元素。
In [23]: a = np.arange(10)
In [24]: a
Out[24]: array([0, 1, 2, 3, 4, 5, 6, 7, 8, 9])
In [25]: a[0], a[3], a[-1]
Out[25]: (0, 3, 9)
In [26]: a[:4]
Out[26]: array([0, 1, 2, 3])
In [27]: a[3:7]
Out[27]: array([3, 4, 5, 6])
In [28]: a[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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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t[28]: array([6, 7, 8, 9])
In [29]: a[2:8:2]
Out[29]: array([2, 4, 6])

# 3 个参数表示起始、结束和步长，不包含结束位置

In [30]: a[2::2]
Out[30]: array([2, 4, 6, 8])

# 结束位置可以省略

In [31]: a[::3]
Out[31]: array([0, 3, 6, 9])

# 开始和结束都省略

二维数据的索引分成行和列两个维度，会更灵活一些。
# 创建一个 6 行 6 列的二维数据，使用了广播机制，后文介绍
In [32]: a = np.arange(0, 51, 10).reshape(6, 1) + np.arange(6)
In [33]: a
Out[33]:
array([[ 0, 1, 2,
[10, 11, 12,
[20, 21, 22,
[30, 31, 32,
[40, 41, 42,
[50, 51, 52,

3,
13,
23,
33,
43,
53,

4,
14,
24,
34,
44,
54,

5],
15],
25],
35],
45],
55]])

In [34]: a[0, 0], a[2, -1]
Out[34]: (0, 25)
In [35]: a[0, 2:5]
Out[35]: array([2, 3, 4])
In [36]: a[:3, 3:]
Out[36]:
array([[ 3, 4, 5],
[13, 14, 15],
[23, 24, 25]])
In [37]: a[2, :]
Out[37]: array([20, 21, 22, 23, 24, 25])
In [38]: a[:, 3]
#结果应该是列向量，但 Numpy 自动转换行向量形式
Out[38]: array([ 3, 13, 23, 33, 43, 53])
In [39]: a[:, ::2]
Out[39]:
array([[ 0, 2, 4],
[10, 12, 14],
[20, 22, 24],
[30, 32, 34],
[40, 42, 44],
[50, 52, 54]])
In [40]: a[::2, ::3]
Out[40]:
array([[ 0, 3],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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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23],
[40, 43]])

另外一个索引的方法是通过布尔数组。
In [45]: a = np.random.randint(10, 20, 6)

# 在 [10, 20] 之间产生 6 个随机数

In [46]: a
Out[46]: array([12, 11, 14, 11, 18, 19])
In [47]: a % 2 == 0
Out[47]: array([ True, False,

True, False,

True, False], dtype=bool)

In [48]: a[a % 2 == 0]
Out[48]: array([12, 14, 18])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Numpy 总是试图自动地把结果转换为行向量，这一机制对熟悉
MATLAB 的读者来讲会觉得很别扭。比如下面的例子，对二维数组进行布尔索引时，结
果变成了一个行向量：
In [49]: a = np.arange(0, 51, 10).reshape(6, 1) + np.arange(6)
In [50]: a
Out[50]:
array([[ 0, 1, 2,
[10, 11, 12,
[20, 21, 22,
[30, 31, 32,
[40, 41, 42,
[50, 51, 52,

3,
13,
23,
33,
43,
53,

4,
14,
24,
34,
44,
54,

5],
15],
25],
35],
45],
55]])

In [51]: a[a % 2 == 0]
Out[51]:
array([ 0, 2, 4, 10, 12, 14, 20, 22, 24, 30, 32, 34, 40, 42, 44, 50, 52,
54])

另外需要注意的是，在大部分情况下，Numpy 数组是共享内存的，如果要独立保存，
需要显式地备份。可以使用 np.may_share_memory()函数来判断两个数组是否共享内存。
In [52]: a = np.arange(6)
In [53]: a
Out[53]: array([0, 1, 2, 3, 4, 5])
In [54]: b = a[2:5]
In [55]: b
Out[55]: array([2, 3, 4])
In [56]: b[1] = 100
In [57]: b
Out[57]: arr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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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组 a 的值也改变了
5])

In [59]: np.may_share_memory(a, b)
Out[59]: True
# 显式地备份

In [60]: b = a[2:6].copy()
In [61]: b
Out[61]: array([

2, 100,

4,

5])

In [62]: b[1] = 3
In [63]: b
Out[63]: array([2, 3, 4, 5])
In [64]: a
Out[64]: array([

0,

1,

2, 100,

4,

# a 数组的值没有改变
5])

In [65]: np.may_share_memory(a, b)
Out[65]: False

作为一个有趣的例子，我们使用埃拉托斯特尼筛法（Sieve of Eratosthenes）来打印出
[0, 100]之间的所有质数。维基百科页面 en.wikipedia.org/wiki/Sieve_of_Eratosthenes 上有个
动画图片清楚地展示了算法原理。其主要思路是，从第一个质数 2 开始，数据里所有能
被 2 整除的数字都不是质数，即从 2 开始、以 2 为步长，每跳经过的数字都能被 2 整除，
把其标识为非质数。接着，从下一个质数 3 开始，重复上述过程。最终即可算出[1, 100]
之间的所有质数。
import numpy as np
a = np.arange(1, 101)
n_max = int(np.sqrt(len(a)))
is_prime = np.ones(len(a), dtype=bool)
is_prime[0] = False

# 创建 100 个元素的数组，用来标记是否为质数

for i in range(2,n_max):
if i in a[is_prime]:
# 跳过非质数
is_prime[(i**2 - 1)::i] = False # 减 1 是为了修复从 0 开始索引的问题
print a[is_prime]

最终输出的结果是：
[ 2

2.3.2

3

5

7 11 13 17 19 23 29 31 37 41 43 47 53 59 61 67 71 73 79 83 89 97]

Numpy 运算

最简单的数值计算是数组和标量进行计算，计算过程是直接把数组里的元素和标量逐
个进行计算：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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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2]: a = np.arange(6)
In [3]: a
Out[3]: array([0, 1, 2, 3, 4, 5])
In [4]: a + 5
Out[4]: array([ 5,

# 数组和标量加法
6,

7,

8,

9, 10])

In [7]: b = np.random.randint(1, 5, 20).reshape(4, 5)
In [8]: b
Out[8]:
array([[3, 3, 2, 3, 4],
[3, 2, 2, 4, 3],
[2, 4, 2, 1, 2],
[2, 4, 4, 4, 2]])
In [9]: b * 3
Out[9]:
array([[ 9, 9, 6, 9,
[ 9, 6, 6, 12,
[ 6, 12, 6, 3,
[ 6, 12, 12, 12,

# 数组和标量乘法
12],
9],
6],
6]])

使用 Numpy 的优点是运行速度会比较快，我们可以对比一下使用 Python 的循环与使
用 Numpy 运算在效率上的差别，从 Log 里看到运行效率相差近 100 倍。
In [10]: c = np.arange(10000)
In [11]: %timeit c + 1
10000 loops, best of 3: 23.7 us per loop
In [12]: %timeit [i + 1 for i in c]
100 loops, best of 3: 2.61 ms per loop

另外一种是数组和数组的运算，如果数组的维度相同，那么在组里对应位置进行逐个
元素的数学运算。
In [16]: a = np.random.random_integers(1, 5, (5, 4))
In [17]: a
Out[17]:
array([[3, 1, 3, 2],
[1, 1, 4, 2],
[1, 3, 5, 4],
[3, 3, 3, 4],
[5, 1, 5, 1]])
In [23]: b = np.ones((5, 4), dtype=int)
In [24]: b
Out[24]:
array([[1, 1, 1, 1],
[1, 1, 1, 1],
[1, 1, 1, 1],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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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1, 1],
[1, 1, 1, 1]])
In [25]: a + b
Out[25]:
array([[4, 2, 4, 3],
[2, 2, 5, 3],
[2, 4, 6, 5],
[4, 4, 4, 5],
[6, 2, 6, 2]])

# 数组加法

In [26]: c = np.random.random_integers(1, 5, (3, 4))
In [27]: c
Out[27]:
array([[5, 5, 4, 5],
[2, 2, 1, 3],
[5, 1, 1, 5]])
In [28]: d = np.random.random_integers(1, 5, (3, 4))
In [29]: d
Out[29]:
array([[3, 4, 5, 4],
[4, 3, 4, 2],
[1, 4, 5, 4]])
In [30]: c * d
Out[30]:
array([[15, 20, 20, 20],
[ 8, 6, 4, 6],
[ 5, 4, 5, 20]])

# 数组相乘，逐元素相乘，不是矩阵内积运算

需要注意的是，乘法是对应元素相乘，不是矩阵内积，矩阵内积使用的是 np.dot()函数。
In [2]: a = np.random.random_integers(1, 5, (3, 2))
In [4]: b = np.random.random_integers(1, 5, (2, 3))
In [5]: a
Out[5]:
array([[3, 1],
[2, 3],
[5, 1]])
In [6]: b
Out[6]:
array([[5, 1, 2],
[3, 1, 4]])
In [7]: np.dot(a, b)
Out[7]:
array([[18, 4, 10],
[19, 5, 16],
[28, 6, 14]])

# 矩阵内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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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数组的维度不同，则 Numpy 会试图使用广播机制来匹配，如果能匹配得上，就
进行运算；如果不满足广播条件，则报错。
In [30]: a = np.random.random_integers(1, 5, (5, 4))
In [31]: a
Out[31]:
array([[3, 1, 3, 2],
[1, 1, 4, 2],
[1, 3, 5, 4],
[3, 3, 3, 4],
[5, 1, 5, 1]])
In [32]: b = np.arange(4)
In [33]: b
Out[33]: array([0, 1, 2, 3])
In [34]: a + b
Out[34]:
array([[3, 2, 5, 5],
[1, 2, 6, 5],
[1, 4, 7, 7],
[3, 4, 5, 7],
[5, 2, 7, 4]])

# 5 × 4 数组与 1 × 4 数组的加法，满足广播条件

In [35]: c = np.arange(5)
In [36]: c
Out[36]: array([0, 1, 2, 3, 4])
In [37]: a + c
# 5 × 4 数组与 1 × 5 数组加法，不满足广播条件，报错
----------------------------------------------------------------------ValueError
Traceback (most recent call last)
<ipython-input-37-ca57d551b7f3> in <module>()
----> 1 a + c
ValueError: operands could not be broadcast together with shapes (5,4) (5,)
In [38]: c = np.arange(5).reshape(5, 1)

# 转换为 5 × 1 列向量

In [39]: c
Out[39]:
array([[0],
[1],
[2],
[3],
[4]])
In [40]: a + c
Out[40]:
array([[3, 1, 3, 2],
[2, 2, 5, 3],
[3, 5, 7, 6],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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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6, 6, 7],
[9, 5, 9, 5]])

从上面的例子可以看到，符合广播的条件是两个数组必须有一个维度可以扩展，然后
在这个维度上进行复制，最终复制出两个相同维度的数组，再进行运算。具体可参阅上面
代码中的注释。作为广播的一个特例，当一个二维数组和一个标量进行运算时，实际上执
行的也是广播机制，它有两个维度可扩展，先在行上进行复制，再在列上进行复制，最终
复制出和待运算的二维数组维度相同的数组后，再进行运算。
数组还可以直接进行比较，返回一个同维度的布尔数组。针对布尔数组，可以使用
all()/any()函数来返回布尔数组的标量值。
In [42]: a = np.array([1, 2, 3, 4])
In [43]: b = np.array([4, 2, 2, 4])
In [44]: a == b
Out[44]: array([False,

True, False,

In [45]: a > b
Out[45]: array([False, False,

True], dtype=bool)

True, False], dtype=bool)

In [46]: (a == b).all()
Out[46]: False
In [47]: (a == b).any()
Out[47]: True

Numpy 还提供了一些数组运算的内置函数：
In [48]: a = np.arange(6)
In [49]: a
Out[49]: array([0, 1, 2, 3, 4, 5])
In [50]: np.cos(a)
Out[50]:
array([ 1.
, 0.54030231, -0.41614684, -0.9899925 , -0.65364362,
0.28366219])
In [52]: np.exp(a)
Out[52]:
array([
1.
,
54.59815003,

2.71828183,
148.4131591 ])

In [53]: np.sqrt(a)
Out[53]:
array([ 0.
, 1.
2.23606798])

,

7.3890561 ,

1.41421356,

20.08553692,

1.73205081,

2.

,

Numpy 提供了一些基本的统计功能，包括求和、求平均值、求方差等：
In [68]: a = np.random.random_integers(1, 5, 6)
In [69]: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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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t[69]: array([2, 1, 4, 5, 4, 1])
In [70]: a.sum()
Out[70]: 17
In [71]: a.mean()
Out[71]: 2.8333333333333335
In [72]: a.std()
Out[72]: 1.5723301886761005
In [73]: a.min()
Out[73]: 1
In [74]: a.max()
Out[74]: 5
In [75]: a.argmin()
Out[75]: 1

# 最小值元素所在的索引

In [76]: a.argmax()
Out[76]: 3

# 最大值元素所在的索引

针对二维数组或者更高维度的数组，可以根据行或列来计算。
In [77]: b = np.random.random_integers(1, 5, (6, 4))
In [78]: b
Out[78]:
array([[3, 2, 4, 2],
[4, 5, 1, 1],
[4, 4, 1, 4],
[3, 3, 4, 4],
[3, 2, 4, 5],
[3, 5, 2, 5]])
In [85]: b.sum()
Out[85]: 78
In [86]: b.sum(axis=0)
Out[86]: array([20, 21, 16, 21])
In [87]: b.sum(axis=1)
Out[87]: array([11, 11, 13, 14, 14, 15])
In [88]: b.sum(axis=1).sum()
Out[88]: 78
In [94]: b.min(axis=1)
Out[94]: array([2, 1, 1, 3, 2, 2])
In [95]: b.argmin(axis=1)
Out[95]: array([1, 2, 2, 0, 1, 2])
In [96]: b.std(axis=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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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535711,

1.29903811,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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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803399,

其中，axis 参数表示坐标轴，0 表示按行计算，1 表示按列计算。需要特别注意的是，
按列计算后，计算结果 Numpy 会默认转换为行向量。这个行为和 MATLAB/Octave 等数
值计算软件有较大的差异。
下面通过例子来看一下 Numpy 数值计算的应用，考察的是简单的一维随机漫步算法。
比如，两个人用一个均匀的硬币来赌博，硬币抛出正面和反面的概率各占一半。硬币抛出
正面时甲方输给乙方一块钱，反面时乙方输给甲方一块钱。我们来考察在这种赌博规则下，
随着抛硬币次数的增加，输赢的总金额呈现怎样的分布。
若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可以让足够多的人两两组成一组参与这个赌博游戏，然后抛
足够多的硬币次数，就可以用统计的方法算出输赢的平均金额。当使用 Numpy 来实现时，
生成多个由-1 和 1 构成的足够长的随机数组，用来代表每次硬币抛出正面和反面的事件。
这个二维数组中，每行表示一组参与赌博的人抛出正面和反面的事件序列，然后按行计算
这个数组的累加和就是这每组输赢的金额，如图 2-2 所示。

图 2-2

硬币赌博示意图

在实际计算时，先求出每组输赢金额的平方，再求平均值。最后把平方根的值用绿色
的点画在二维坐标上，同时画出 y = t 的红色曲线，来对比两组曲线的重合情况。
%matplotlib inline
import matplotlib.pyplot as plt
import numpy as np
n_person = 2000
n_times = 500

# 总共创建 2000 组参加赌博
# 抛硬币 500 次

t = np.arange(n_times)
# 创建只包含 -1 和 1 两种类型元素的数组来表示输赢序列
steps = 2 * np.random.random_integers(0, 1, (n_person, n_times)) - 1
amount = np.cumsum(steps, axis=1)
sd_amount = amount ** 2
mean_sd_amount = sd_amount.mean(axis=0)

# 计算每组的输赢总额
# 计算平方
# 所有参加赌博的组求平均值

# 画出数据（绿色），同时画出平方根的曲线（红色）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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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t.xlabel(r"$t$")
plt.ylabel(r"$\sqrt{\langle (\delta x)^2 \rangle}$")
plt.plot(t, np.sqrt(mean_sd_amount), 'g.', t, np.sqrt(t), 'r-');

上面代码可以直接在 IPython notebook 环境下运行，可以看到两根线基本重叠。即一
维随机漫步算法的赌博法则，输赢的金额和赌博的次数之间基本呈现平方根曲线的分布，
如图 2-3 所示。

图 2-3

一维随机漫步算法

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参阅 Wikipedia 上二维随机漫步的情况 en.wikipedia.org/wiki/
Random_walk，也可以思考一下如何使用 Numpy 来实现。
在之前的代码里，我们经常使用 np.reshape()进行数组维度变换，而 np.ravel()则正好
相反，它把多维数组“摊平”，变成一维向量。
In [11]: a = np.arange(12)
In [12]: a
Out[12]: array([ 0,

1,

2,

In [14]: b = a.reshape(4, 3)
In [15]: b
Out[15]:
array([[ 0, 1, 2],
[ 3, 4, 5],
[ 6, 7, 8],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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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10, 11]])
In [16]: b.ravel()
Out[16]: array([ 0,

1,

2,

3,

4,

5,

# 变为一维向量
6, 7, 8, 9, 10, 11])

另外一个常用的方法是使用 np.newaxis 给数组添加一个维度。
In [20]: a = np.arange(4)
In [21]: a
Out[21]: array([0, 1, 2, 3])
In [22]: a.shape
Out[22]: (4,)
In [23]: b = a[:, np.newaxis]

# 在列上添加一个维度，变成 4×1 数组

In [24]: b
Out[24]:
array([[0],
[1],
[2],
[3]])
In [25]: b.shape
Out[25]: (4, 1)
In [26]: c = a[np.newaxis, :]

# 在行上添加一个维度，变成 1×4 数组

In [27]: c
Out[27]: array([[0, 1, 2, 3]])
In [28]: c.shape
Out[28]: (1, 4)

Numpy 提供了数组排序的功能，可以按行单独排序，也可以按列单独排序。排序时，
可以返回一个备份，也可以直接把排序后的结果保存在当前数组里。
In [36]: a = np.random.random_integers(1, 10, (6, 4))
In [37]: a
Out[37]:
array([[ 1, 4, 8,
[10, 9, 6,
[ 1, 4, 10,
[ 5, 7, 1,
[ 5, 2, 2,
[ 6, 10, 10,

10],
2],
5],
1],
8],
7]])

In [40]: b = np.sort(a, axis=1)

# 按行独立排序，返回一个备份

In [41]: b
Out[41]:
array([[ 1, 4, 8, 10],
[ 2, 6, 9, 10],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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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1,
1,
2,
6,

4, 5,
1, 5,
2, 5,
7, 10,

10],
7],
8],
10]])
# 按列排序，直接把结果保存到当前数组

In [42]: a.sort(axis=0)
In [43]: a
Out[43]:
array([[ 1, 2, 1,
[ 1, 4, 2,
[ 5, 4, 6,
[ 5, 7, 8,
[ 6, 9, 10,
[10, 10, 10,

1],
2],
5],
7],
8],
10]])

还可以直接计算出排序后的索引，利用排序后的索引可以直接获取到排序后的数组。
In [52]: a = np.random.random_integers(1, 10, 6)
In [53]: a
Out[53]: array([10,

5,

3,

8,

4,

8])

In [55]: idx = a.argsort()
In [56]: idx
Out[56]: array([2, 4, 1, 3, 5, 0])
In [57]: a[idx]
Out[57]: array([ 3,

4,

5,

8,

8, 10])

Numpy 的高级功能包括多项式求解以及多项式拟合的功能。下面的代码构建了一个
二阶多项式 x2 -4x+3。
In [80]: p = np.poly1d([1, -4, 3])

# 二阶多项式的系数

In [81]: p(0)
Out[81]: 3

# 自变量为 0 时的多项式的值
# 多项式的根

In [82]: p.roots
Out[82]: array([ 3.,

1.])

In [83]: p(p.roots)
Out[83]: array([ 0.,

0.])

# 多项式根处的值肯定是 0
# 多项式的阶数

In [84]: p.order
Out[84]: 2
In [85]: p.coeffs
Out[85]: array([ 1, -4,

# 多项式的系数
3])

Numpy 提供的 np.polyfit()函数可以用多项式对数据进行拟合。在下面的例子里，我们
生成 20 个在平方根曲线周围引入随机噪声的点，用一个 3 阶多项式来拟合这些点。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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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plotlib inline
import matplotlib.pyplot as plt
import numpy as np
n_dots = 20
n_order = 3
x = np.linspace(0, 1, n_dots)
y = np.sqrt(x) + 0.2*np.random.rand(n_dots)
p = np.poly1d(np.polyfit(x, y, n_order))
print p.coeffs

# [0, 1] 之间创建 20 个点
# 用 3 阶多项式拟合

# 画出拟合出来的多项式所表达的曲线以及原始的点
t = np.linspace(0, 1, 200)
plt.plot(x, y, 'ro', t, p(t), '-');

运行效果如图 2-4 所示。

图 2-4

多项式拟合

另外一个有意思的例子是，使用 Numpy 求圆周率 π 的值。使用的算法是蒙特卡罗方
法（Monte Carlo method）。其主要思想是，在一个正方形内，用正方形的边长画出一个
1/4 圆的扇形，假设圆的半径为 r，则正方形的面积为 r2，圆的面积为 1/4πr2，它们的面积
之比是 π/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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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正方形内随机产生足够多的点，计算落在扇形区域内的点的个数与总的点个数
的比值。当产生的随机点足够多时，这个比值和面积比值应该是一致的。这样我们就可以
算出 π 的值。判断一个点是否落在扇形区域的方法是计算这个点到圆心的距离，当距离小
于半径时，说明这个点落在了扇形内，如图 2-5 所示。

图 2-5

蒙特卡罗方法计算圆周率

import numpy as np
# 假设圆的半径为 1，圆心在原点
n_dots = 1000000
x = np.random.random(n_dots)
y = np.random.random(n_dots)
distance = np.sqrt(x ** 2 + y ** 2)
in_circle = distance[distance < 1]
pi = 4 * float(len(in_circle)) / n_dots
print pi

# 随机产生一百万个点
# 计算每个点到圆心的距离
# 所有落在扇形内的点
# 计算出 PI 的值

如果我们取一百万个点，计算出来的圆周率大概是 3.142376，读者可以修改 n_dots
的值来看不同的点的个数对计算结果的精度影响。蒙特卡罗方法算法还有非常广泛的应
用，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在网络上搜索一下这个算法，详细了解其应用场景。
最后介绍一下 Numpy 文件相关的操作。Numpy 数组作为文本文件，可以直接保存到
文件系统里，也可以从文件系统里读取出数据：
In [92]: a = np.arange(15).reshape(3,5)
In [93]: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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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t[93]:
array([[ 0, 1, 2, 3, 4],
[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In [94]: np.savetxt('a.txt', a)
In [95]: ls
a.txt
In [96]: cat a.txt
# 写入时把整型转换为浮点型了
0.000000000000000000e+00 1.000000000000000000e+00 2.000000000000000000e+00
3.000000000000000000e+00 4.000000000000000000e+00
5.000000000000000000e+00 6.000000000000000000e+00 7.000000000000000000e+00
8.000000000000000000e+00 9.000000000000000000e+00
1.000000000000000000e+01 1.100000000000000000e+01 1.200000000000000000e+01
1.300000000000000000e+01 1.400000000000000000e+01
In [97]: b = np.loadtxt('a.txt')
In [98]: b
Out[98]:
array([[ 0.,
1.,
2.,
3.,
4.],
[ 5.,
6.,
7.,
8.,
9.],
[ 10., 11., 12., 13., 14.]])

# 读出时也是浮点型

保存为文本格式的可读性好，但性能较低。也可以直接保存为 Numpy 特有的二进制
格式：
In [116]: a
Out[116]:
array([[ 0, 1, 2, 3, 4],
[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In [117]: np.save('a.npy', a)
In [118]: ls -l
# 新生成的 a.npy 与 a.txt 的大小不同
total 8
-rw-r--r-- 1 kamidox 200 Mar 27 21:27 a.npy
-rw-r--r-- 1 kamidox 375 Mar 27 21:00 a.txt
In [119]: c = np.load('a.npy')
In [120]: c
Out[120]:
array([[ 0, 1, 2, 3, 4],
[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 读入的是整型，不是浮点型

本节只是 Numpy 的快速入门介绍，详细的信息可以参阅 Numpy 的官方网站 www.numpy.
org。本节介绍的几个例子可参阅随书代码 ch02.02.ipyn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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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Pandas 简介

Pandas 是一个强大的时间序列数据处理工具包，最初开发的目的是为了分析财经数
据，现在已经广泛应用在 Python 数据分析领域中。本节通过简单的介绍，让读者熟悉简
单的 Pandas 概念及操作。

2.4.1

基本数据结构

Pandas 最基础的数据结构是 Series，用它来表达一行数据，可以理解为一维的数组。
比如下面的代码，创建了一个包含 6 个数据的一维数组。
# Series 对象可以理解为一维数组
s = pd.Series([4, 2, 5, 0, 6, 3])
s

其输出为：
0
4
1
2
2
5
3
0
4
6
5
3
dtype: int64

另外一个关键的数据结构为 DataFrame，它表示的是二维数组。下面的代码为创建一
个 DataFrame 对象。
# DataFrame 是二维数组对象
df = pd.DataFrame(np.random.randn(6,4), columns=list('ABCD'))
df

输出为：
0
1
2
3
4
5

A
B
C
D
0.968762 1.501239 -0.284952
1.413471 -0.309746 0.407559
-0.399065 -0.040439 1.339359
-0.152205 -0.121888 0.841658
0.248414 -0.676985 1.326487
0.906221 -2.158694 -0.201354

-0.456468
1.536548
-0.318217
-1.493958
-0.455541
-0.024769

DataFrame 里的数据实际是用 Numpy 的 array 对象来保存的，读者可以输入 df.values
来查看原始数据。DataFrame 对象的每一行和列都是一个 Series 对象。我们可以使用行索
引来访问一行数据，可以用列名称来索引一列数据。
[IN]: df.iloc[0]
[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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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0.968762
B
1.501239
C
-0.284952
D
-0.456468
Name: 0, dtype: float64
[IN]: df.A
[OUT]:
0
0.968762
1
1.413471
2
-0.399065
3
-0.152205
4
0.248414
5
0.906221
Name: A, dtype: float64
[IN]:
print("Row data type: {}".format(type(df.iloc[0])))
print("Column data type: {}".format(type(df.A)))
[OUT]:
Row data type: <class 'pandas.core.series.Series'>
Column data type: <class 'pandas.core.series.Series'>

Pandas 提供了简洁的数据访问功能。DataFrame.shape 可以查看数据的维度信息：
[IN]: df.shape
[OUT]: (6, 4)

通过 DataFrame.head()和 DataFrame.tail()方法可以访问前 n 行和后 n 行的数据：
[IN]: df.head(3)
[OUT]:
A
B
C
D
0 0.968762 1.501239 -0.284952 -0.456468
1 1.413471 -0.309746 0.407559 1.536548
2 -0.399065 -0.040439 1.339359 -0.318217
[IN]: df.tail(2)
[OUT]:
A
B
C
D
4 0.248414 -0.676985 1.326487 -0.455541
5 0.906221 -2.158694 -0.201354 -0.024769

通过 DataFrame.index 和 DataFrame.columns 属性，可以访问数据的行索引和列索引
信息。
[IN]: df.index
[OUT]: RangeIndex(start=0, stop=6, step=1)
[IN]: df.columns
[OUT]: Index([u'A', u'B', u'C', u'D'], dtype='object')

通过 DataFrame.describe()方法，可以算出简单的数据统计信息。
[IN]: df.describe()
[OUT]:
A
B

C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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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nt
mean
std
min
25%
50%
75%
max

6.000000
0.497600
0.709385
-0.399065
-0.052050
0.577317
0.953127
1.413471

6.000000 6.000000 6.000000
-0.301086 0.571459 -0.202068
1.178177 0.719762 0.986474
-2.158694 -0.284952 -1.493958
-0.585176 -0.049126 -0.456236
-0.215817 0.624608 -0.386879
-0.060802 1.205280 -0.098131
1.501239 1.339359 1.536548

从输出可以看出，describe()计算出每列的元素个数、平均值、标准差、最小值、最大
值及几种中位数的值。

2.4.2

数据排序

通过 DataFrame.sort_index()函数可以方便地对索引进行排序。比如，我们根据列名称
进行逆序排列：
[IN]: df.sort_index(axis=1, ascending=False)
[OUT]:
D
C
B
A
0 -0.456468 -0.284952 1.501239 0.968762
1 1.536548 0.407559 -0.309746 1.413471
2 -0.318217 1.339359 -0.040439 -0.399065
3 -1.493958 0.841658 -0.121888 -0.152205
4 -0.455541 1.326487 -0.676985 0.248414
5 -0.024769 -0.201354 -2.158694 0.906221

也可以通过 DataFrame.sort_values()对数值进行排序。比如，我们根据 B 这一列的数
据从小到大进行排序：
[IN]: df.sort_values(by='B')
[OUT]:
A
B
C
D
5 0.906221 -2.158694 -0.201354
4 0.248414 -0.676985 1.326487
1 1.413471 -0.309746 0.407559
3 -0.152205 -0.121888 0.841658
2 -0.399065 -0.040439 1.339359
0 0.968762 1.501239 -0.284952

2.4.3

-0.024769
-0.455541
1.536548
-1.493958
-0.318217
-0.456468

数据访问

Pandas 可以方便地对数据进行选择和访问。我们可以通过行索引范围来访问特定几行
的数据，这个和 Numpy 类似。
[IN]: df[3:5]
[OUT]:
A
B
C
D
3 -0.152205 -0.121888 0.841658 -1.493958
4 0.248414 -0.676985 1.326487 -0.455541

还可以选择列，如选择 A、B、D 这 3 列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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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df[['A', 'B', 'D']]
[OUT]:
A
B
D
0 0.968762 1.501239 -0.456468
1 1.413471 -0.309746 1.536548
2 -0.399065 -0.040439 -0.318217
3 -0.152205 -0.121888 -1.493958
4 0.248414 -0.676985 -0.455541
5 0.906221 -2.158694 -0.024769

还可以使用 DataFrame.loc()函数通过标签来选择某个元素，或使用 DataFrame.iloc()
函数通过数组索引来访问某个元素。
[IN]: df.loc[3, 'A']
[OUT]: -0.15220488957687467
[IN]: df.iloc[3, 0]
[OUT]: -0.15220488957687467
[IN]: df.iloc[2:5, 0:2]
[OUT]:
A
B
2 -0.399065 -0.040439
3 -0.152205 -0.121888
4 0.248414 -0.676985

还可以通过布尔值来选择，如可以选择 C 列里所有大于 0 的数据所在的行。
[IN]: df[df.C > 0]
[OUT]:
A
B
C
1 1.413471 -0.309746
2 -0.399065 -0.040439
3 -0.152205 -0.121888
4 0.248414 -0.676985

D
0.407559 1.536548
1.339359 -0.318217
0.841658 -1.493958
1.326487 -0.455541

可以很方便地对数据进行修改，如可以添加一列，列名为 TAG。
[IN]: df["TAG"] = ["cat", "dog", "cat", "cat", "cat", "dog"]
[OUT]:
A
B
C
D
TAG
0 0.968762 1.501239 -0.284952 -0.456468 cat
1 1.413471 -0.309746 0.407559 1.536548 dog
2 -0.399065 -0.040439 1.339359 -0.318217 cat
3 -0.152205 -0.121888 0.841658 -1.493958 cat
4 0.248414 -0.676985 1.326487 -0.455541 cat
5 0.906221 -2.158694 -0.201354 -0.024769 dog

接着可以根据 TAG 列做分组统计。
[IN]: df.groupby('TAG').sum()
[OUT]:
A
B
C
D
TAG
cat 0.665906 0.661926 3.222551 -2.724184
dog 2.319691 -2.468440 0.206205 1.5117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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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4

时间序列

Pandas 提供了强大的时间序列处理功能，我们可以创建以时间序列为索引的数据集。
比如，以 2000 年 1 月 1 日作为起始日期，创建 366 条记录数据：
[IN]:
n_items = 366
ts = pd.Series(np.random.randn(n_items), index=pd.date_range(
'20000101', periods=n_items))
print(ts.shape)
ts.head(5)
[OUT]:
(366,)
Out[35]:
2000-01-01
-0.217326
2000-01-02
1.848070
2000-01-03
0.056948
2000-01-04
-0.075779
2000-01-05
-0.135918
Freq: D, dtype: float64

我们可以对这些数据按照月份聚合：
[IN]: ts.resample("1m").sum()
[OUT]:
2000-01-31
-4.777812
2000-02-29
-0.042346
2000-03-31
-6.610695
2000-04-30
11.046234
2000-05-31
-0.826357
2000-06-30
-10.103365
2000-07-31
-6.783077
2000-08-31
8.397547
2000-09-30
-0.462282
2000-10-31
-9.748931
2000-11-30
-2.069168
2000-12-31
3.206750
Freq: M, dtype: float64

2.4.5

数据可视化

我们还可以对数据进行可视化。下面的代码，先计算 ts 序列的累加值，然后把数据按
照时间序列画出来，运行效果如图 2-6 所示。
plt.figure(figsize=(10, 6), dpi=144)
cs = ts.cumsum()
cs.pl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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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列图

还可以按月累加，并把每个月的累加值当成柱状图画出来，运行效果如图 2-7 所示。
plt.figure(figsize=(10, 6), dpi=144)
ts.resample("1m").sum().plot.bar()

图 2-7

序列图

Pandas 画图使用的工具包，就是 2.5 节要介绍的 Matplotlib。Pandas 只是做了相应的
封装，方便调用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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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6

文件读写

我们还可以使用 DataFrame.to_csv()函数把数据保存到文件中。最常用的、本书用得最
多的，还是从文件中导入数据：
[IN]:
df = pd.read_csv('data.csv', index_col=0)
print(df.shape)
df.head(5)
[OUT]:
(100, 4)
Out[61]:
A
B
C
0 1.164909 -1.063255
1 -2.312503 -0.057273
2 -0.638638 0.931150
3 -0.084752 -0.962613
4 -1.324169 -0.916418

D
-0.663549 -0.666168
-2.034563 -0.441740
0.131151 0.132221
0.941416 1.543406
0.297872 -1.029558

2.5

Matplotlib 简介

Matplotlib 是 Python 数据可视化工具包。IPython 为 Matplotlib 专门提供了特殊的交互
模式。如果要在 IPython 控制台使用 Matplotlib，可以使用 ipython --matplotlib 命令来启动
IPython 控制台程序；如果要在 IPython notebook 里使用 Matplotlib，则在 notebook 的开始
位置插入%matplotlib inline 魔术命令即可。IPython 的 Matplotlib 模式有两个优点，一是提
供了非阻塞的画图操作，二是不需要显式地调用 show()方法来显示画出来的图片。
Matplotlib 下的 pyplot 子包提供了面向对象的画图程序接口。几乎所有的画图函数都
与 MATLAB 类似，连参数都类似。在实际开发工作中，有时候甚至可以访问 MATLAB
的官方文档 cn.mathworks.com/help/matlab 来查询画图的接口和参数，这些参数可以直接在
pyplot 下的画图函数里使用。使用 pyplot 的习惯性写法是：
from matplotlitb import pyplot as plt

在机器学习领域中，我们经常需要把数据可视化，以便观察数据的模式。此外，在对
算法性能进行评估时，也需要把模型相关的数据可视化，才能观察出模型里需要改进的地
方。例如，我们把算法的准确度和训练数据集大小的变化曲线画出来，可以清晰地看出训
练数据集大小与算法准确度的关系。这就是我们需要学习 Matplotlib 的原因。

2.5.1

图形样式

通常使用 IPython notebook 的 Matplotlib 模式来画图，这样画出来的图片会直接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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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网页上。要记得在 notebook 的最上面写上魔术命令%matplotlib inline。
使用 Matplotlib 的默认样式在一个坐标轴上画出正弦和余弦曲线：
%matplotlib inline
from matplotlib import pyplot as plt
import numpy as np
x = np.linspace(-np.pi, np.pi, 200)
C, S = np.cos(x), np.sin(x)
plt.plot(x, C)
plt.plot(x, S)
plt.show()

# 画出余弦曲线
# 画出正弦曲线

接着，通过修改 Matplotlib 的默认样式，画出我们需要的样式图片。如图 2-8 左侧为
默认样式画出来的正余弦曲线，右侧为调整后的正余弦曲线。

图 2-8

正弦余弦曲线

接下来，我们演示逐步从左侧图片过渡到右侧图片的过程。
（1）把正余弦曲线的线条画粗，并且定制合适的颜色：
# 画出余弦曲线，并设置线条颜色，宽度，样式
plt.plot(X, C, color="blue", linewidth=2.0, linestyle="-")
# 画出正弦曲线，并设置线条颜色，宽度，样式
plt.plot(X, S, color="red", linewidth=2.0, linestyle="-")

（2）设置坐标轴的长度：
plt.xlim(X.min() * 1.1, X.max() * 1.1)
plt.ylim(C.min() * 1.1, C.max() * 1.1)

（3）重新设置坐标轴的刻度。X 轴的刻度使用自定义的标签，标签的文本使用了 LaTeX
来显示圆周率符号 π。
# 设置坐标轴的刻度和标签
plt.xticks((-np.pi, -np.pi/2, np.pi/2, np.pi),
(r'$-\pi$', r'$-\pi/2$', r'$+\pi/2$', r'$+\pi$'))
plt.yticks([-1, -0.5, 0, 0.5, 1])

（4）把左侧图片中的 4 个方向的坐标轴改为两个方向的交叉坐标轴。方法是通过设置
颜色为透明色，把上方和右侧的坐标边线隐藏起来。然后移动左侧和下方的坐标边线到原
点（0, 0）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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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标轴总共有 4 个连线，我们通过设置透明色隐藏上方和右方的边线
# 通过 set_position() 移动左侧和下侧的边线
# 通过 set_ticks_position() 设置坐标轴的刻度线的显示位置
ax = plt.gca()
# gca 代表当前坐标轴，即 'get current axis'
ax.spines['right'].set_color('none')
# 隐藏坐标轴
ax.spines['top'].set_color('none')
ax.xaxis.set_ticks_position('bottom')
# 设置刻度显示位置
ax.spines['bottom'].set_position(('data',0))
# 设置下方坐标轴位置
ax.yaxis.set_ticks_position('left')
ax.spines['left'].set_position(('data',0))
# 设置左侧坐标轴位置

（5）在图片的左上角添加一个铭牌，用来标识图片中正弦曲线和余弦曲线。
plt.legend(loc='upper left')

（6）在图片中标识出 cos(

2π
1
) = − 。不但把这个公式画到图片上，还在余弦曲线上标
3
2

识出这个点，同时用虚线画出这个点所对应的 X 轴的坐标。
t = 2 * np.pi / 3
# 画出 cos(t) 所在的点在 X 轴上的位置，即使用虚线画出 (t, 0) -> (t, cos(t)) 线段
plt.plot([t, t], [0, np.cos(t)], color='blue', linewidth=1.5, linestyle="--")
# 画出标示的坐标点，即在 (t, cos(t))处画一个大小为 50 的蓝色点
plt.scatter([t, ], [np.cos(t), ], 50, color='blue')
# 画出标示点的值，即 cos(t) 的值
plt.annotate(r'$cos(\frac{2\pi}{3})=-\frac{1}{2}$',
xy=(t, np.cos(t)), xycoords='data',
xytext=(-90, -50), textcoords='offset points', fontsize=16,
arrowprops=dict(arrowstyle="->", connectionstyle="arc3,rad=.2"))

其中，plt.annotate()函数的功能是在图片上画出标示文本，其文本内容也是使用 LaTex
公式书写。这个函数参数众多，具体可参阅官方的 API 说明文档。使用相同的方法，可以
在正弦曲线上也标示出一个点。
（7）定制坐标轴上的刻度标签的字体，同时为了避免正余弦曲线覆盖掉刻度标识，在
刻度标签上添加一个半透明的方框作为背景。
# 设置坐标刻度的字体大小，添加半透明背景
for label in ax.get_xticklabels() + ax.get_yticklabels():
label.set_fontsize(16)
label.set_bbox(dict(facecolor='white', edgecolor='None',
alpha=0.65))

这样就完成了一个 Matplotlib 样式配置的过程，把默认的样式修改成我们需要的样式。
读者可参阅随书代码 ch02.04.ipynb。

2.5.2

图形对象

在 Matplotlib 里，一个图形（figure）是指图片的全部可视区域，可以使用 plt.figure()
来创建。在一个图形里，可以包含多个子图（subplot），可以使用 plt.subplot()来创建子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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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图按照网格形状排列显示在图形里，可以在每个子图上单独作画。坐标轴（Axes）和子
图类似，唯一不同的是，坐标轴可以在图形上任意摆放，而不需要按照网格排列，这样显
示起来更灵活，可以使用 plt.axes()来创建坐标轴。
当我们使用默认配置进行作画时，Matplotlib 调用 plt.gca() 函数来获取当前的坐标轴，
并在当前坐标轴上作画。plt.gca()函数调用 plt.gcf()函数来获取当前图形对象，如果当前不
存在图形对象，则会调用 plt.figure()函数创建一个图形对象。
plt.figure()函数有以下几个常用的参数。
 num：图形对象的标识符，可以是数字或字符串。当 num 所指定的图形存在时，直
接返回这个图形的引用，如果不存在，则创建一个以这个 num 为标识符的新图形。
最后把当前作画的图形切换到这个图形上。
 figsize：以英寸为单位的图形大小（width, height），是一个元组。
 dpi：指定图形的质量，每英寸多少个点。
下面的代码创建了两个图形，一个是'sin'，并且把正弦曲线画在这个图形上。然后创
建了另外一个名称是'cos'的图形，并把余弦曲线画在这个图形上。接着切换到之前创建的
'sin'图形上，把余弦图片也画在这个图形上。
%matplotlib inline
from matplotlib import pyplot as plt
import numpy as np
X = np.linspace(-np.pi, np.pi, 200, endpoint=True)
C, S = np.cos(X), np.sin(X)
plt.figure(num='sin', figsize=(16, 4))
# 创建 'sin' 图形
plt.plot(X, S)
# 把正弦画在这个图形上
plt.figure(num='cos', figsize=(16, 4))
# 创建 'cos' 图形
plt.plot(X, C)
# 把余弦画在这个图形上
plt.figure(num='sin')
# 切换到 'sin' 图形上
plt.plot(X, C)
# 在原来的基础上，把余弦曲线也画在这个图形上
print plt.figure(num='sin').number
print plt.figure(num='cos').number

执行结果如图 2-9 和图 2-10 所示。

图 2-9

正弦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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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0

余弦曲线

不同的图形可以单独保存为一个图片文件，但子图是指一个图形里分成几个区域，在
不同的区域里单独作画，所有的子图最终都保存在一个文件里。plt.subplot()函数的关键参
数是一个包含 3 个元素的元组，分别代表子图的行、列以及当前激活的子图序号。比如
plt.subplot(2, 2, 1)表示把图表对象分成两行两列，激活第一个子图来作画。我们看一个网
格状的子图的例子：
%matplotlib inline
from matplotlib import pyplot as plt
plt.figure(figsize=(18, 4))
plt.subplot(2, 2, 1)
plt.xticks(())
plt.yticks(())
plt.text(0.5, 0.5, 'subplot(2,2,1)', ha='center', va='center',
size=20, alpha=.5)
plt.subplot(2, 2, 2)
plt.xticks(())
plt.yticks(())
plt.text(0.5, 0.5, 'subplot(2,2,2)', ha='center', va='center',
size=20, alpha=.5)
plt.subplot(2, 2, 3)
plt.xticks(())
plt.yticks(())
plt.text(0.5, 0.5, 'subplot(2,2,3)', ha='center', va='center',
size=20, alpha=.5)
plt.subplot(2, 2, 4)
plt.xticks(())
plt.yticks(())
plt.text(0.5, 0.5, 'subplot(2,2,4)', ha='center', va='center',
size=20, alpha=.5)
plt.tight_layout()
plt.show()

输出的图形如图 2-1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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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bplot 输出的子图

更复杂的子图布局，可以使用 gridspec 来实现，其优点是可以指定某个子图横跨多个
列或多个行。
%matplotlib inline
from matplotlib import pyplot as plt
import matplotlib.gridspec as gridspec
plt.figure(figsize=(18, 4))
G = gridspec.GridSpec(3, 3)
axes_1 = plt.subplot(G[0, :])
# 占用第一行，所有的列
plt.xticks(())
plt.yticks(())
plt.text(0.5, 0.5, 'Axes 1', ha='center', va='center', size=24, alpha=.5)
axes_2 = plt.subplot(G[1:, 0])
# 占用第二行开始之后的所有行，第一列
plt.xticks(())
plt.yticks(())
plt.text(0.5, 0.5, 'Axes 2', ha='center', va='center', size=24, alpha=.5)
axes_3 = plt.subplot(G[1:, -1])
# 占用第二行开始之后的所有行，最后一列
plt.xticks(())
plt.yticks(())
plt.text(0.5, 0.5, 'Axes 3', ha='center', va='center', size=24, alpha=.5)
axes_4 = plt.subplot(G[1, -2])
# 占用第二行，倒数第二列
plt.xticks(())
plt.yticks(())
plt.text(0.5, 0.5, 'Axes 4', ha='center', va='center', size=24, alpha=.5)
axes_5 = plt.subplot(G[-1, -2])
# 占用倒数第一行，倒数第二列
plt.xticks(())
plt.yticks(())
plt.text(0.5, 0.5, 'Axes 5', ha='center', va='center', size=24, alpha=.5)
plt.tight_layout()
plt.show()

画出来的子图布局如图 2-1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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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2

GridSpec

坐标轴使用 plt.axes()来创建，它用一个矩形来给坐标轴定位，矩形使用[left, bottom,
width, height]来表达。其数据为图形对象对应坐标轴长度的百分比。
%matplotlib inline
from matplotlib import pyplot as plt
plt.figure(figsize=(18, 4))
plt.axes([.1, .1, .8, .8])
plt.xticks(())
plt.yticks(())
plt.text(.2, .5, 'axes([0.1, 0.1, .8, .8])', ha='center', va='center',
size=20, alpha=.5)
plt.axes([.5, .5, .3, .3])
plt.xticks(())
plt.yticks(())
plt.text(.5, .5, 'axes([.5, .5, .3, .3])', ha='center', va='center',
size=16, alpha=.5)
plt.show()

画出来的图形如图 2-13 所示。

图 2-13

坐标轴

一个优美而恰当的坐标刻度对理解数据异常重要，Matplotlib 内置提供了以下几个坐标刻度。
 NullLocater：不显示坐标刻度标签，只显示坐标刻度。
 MultipleLocator：以固定的步长显示多个坐标标签。
 FixedLocator：以列表形式显示固定的坐标标签。

·44·

第2章

Python 机器学习软件包

IndexLocator：以 offset 为启始位置，每隔 base 步长就画一个坐标标签。
 LinearLocator：把坐标轴的长度均分为 numticks 个数，显示坐标标签。
 LogLocator：以对数为步长显示刻度标签。
 MaxNLocator：从提供的刻度标签列表里，显示出最大不超过 nbins 个数的标签。
 AutoLocator：自动显示刻度标签。
除了内置标签外，我们也可以继承 matplotlib.ticker.Locator 类来实现自定义样式的刻
度标签。
通过下面的代码把内置坐标刻度全部画出来，可以直观地观察到内置坐标刻度的样
式。具体可参阅随书代码 ch02.04.ipynb。


%matplotlib inline
from matplotlib import pyplot as plt
import numpy as np
def tickline():
plt.xlim(0, 10), plt.ylim(-1, 1), plt.yticks([])
ax = plt.gca()
ax.spines['right'].set_color('none')
ax.spines['left'].set_color('none')
ax.spines['top'].set_color('none')
ax.xaxis.set_ticks_position('bottom')
ax.spines['bottom'].set_position(('data',0))
ax.yaxis.set_ticks_position('none')
ax.xaxis.set_minor_locator(plt.MultipleLocator(0.1))
# 设置刻度标签的文本字体大小
for label in ax.get_xticklabels() + ax.get_yticklabels():
label.set_fontsize(16)
ax.plot(np.arange(11), np.zeros(11))
return ax
locators = [
'plt.NullLocator()',
'plt.MultipleLocator(base=1.0)',
'plt.FixedLocator(locs=[0, 2, 8, 9, 10])',
'plt.IndexLocator(base=3, offset=1)',
'plt.LinearLocator(numticks=5)',
'plt.LogLocator(base=2, subs=[1.0])',
'plt.MaxNLocator(nbins=3, steps=[1, 3, 5, 7, 9, 10])',
'plt.AutoLocator()',
]
n_locators = len(locators)
# 计算图形对象的大小
size = 1024, 60 * n_locators
dpi = 72.0
figsize = size[0] / float(dpi), size[1] / float(dpi)
fig = plt.figure(figsize=figsize, dpi=dpi)
fig.patch.set_alpha(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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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i, locator in enumerate(locators):
plt.subplot(n_locators, 1, i + 1)
ax = tickline()
ax.xaxis.set_major_locator(eval(locator))
# 使用 eval 表达式：eval is evil
plt.text(5, 0.3, locator[3:], ha='center', size=16)
plt.subplots_adjust(bottom=.01, top=.99, left=.01, right=.99)
plt.show()

运用效果如图 2-14 所示。

图 2-14

2.5.3

内置坐标刻度

画图操作

本节通过一系列的例子，来演示 Matplotlib 的画图操作。首先给出最终的图形，接着
解释思路及用到的关键函数，读者可以先试着思考如何实现，对于用到的关键接口，可以
通读一下 Matplotlib 相关接口的文档。所有的示例代码均包含在随书代码 ch02.05.ipynb 中，
读者可以试着改变一些参数，以便学习这些参数的用法。
在图 2-15 中左图是使用 plt.scatter()函数画出来的，需要特别关注命名参数 c 的使用。
方法是生成一定数量的随机点，计算随机点的反正切 np.arctan2(Y, X)，把这个值作为随机
点的颜色。
n
X
Y
T

=
=
=
=

1024
np.random.normal(0, 1, n)
np.random.normal(0, 1, n)
np.arctan2(Y, X)

plt.subplot(1,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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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t.scatter(X, Y, s=75, c=T, alpha=.5)
plt.xlim(-1.5, 1.5)
plt.xticks(())
plt.ylim(-1.5, 1.5)
plt.yticks(())

图 2-15

画点与填充

对于图 2-15 中的右图，是使用 plt.fill_between()函数来填充的，需要特别关注命名参数
where 的使用。先画出两条正弦曲线，在 x = 0 这条直线和正弦曲线之间填充指定的颜色。
n = 256
X = np.linspace(-np.pi, np.pi, n, endpoint=True)
Y = np.sin(2 * X)
plt.subplot(1, 2, 2)
plt.plot(X, Y + 1, color='blue', alpha=1.00)
plt.fill_between(X, 1, Y + 1, color='blue', alpha=.25)
plt.plot(X, Y - 1, color='blue', alpha=1.00)
plt.fill_between(X, -1, Y - 1, (Y - 1) > -1, color='blue', alpha=.25)
plt.fill_between(X, -1, Y - 1, (Y - 1) < -1, color='red', alpha=.25)
plt.xlim(-np.pi, np.pi)
plt.xticks(())
plt.ylim(-2.5, 2.5)
plt.yticks(())

如图 2-16 左图，使用 plt.bar()函数来画出柱状图，留意命名参数 facecolor 和 edgecolor
的使用。生成 24 个随机值，调用两次 plt.bar()函数分别画在上下两侧。再调用 plt.text()函
数把数值画在对应的柱状图上。
n = 12
X = np.arange(n)
Y1 = (1 - X / float(n)) * np.random.uniform(0.5, 1.0, n)
Y2 = (1 - X / float(n)) * np.random.uniform(0.5, 1.0, n)
plt.subplot(1, 2, 1)
plt.bar(X, +Y1, facecolor='#9999ff', edgecolor='wh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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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t.bar(X, -Y2, facecolor='#ff9999', edgecolor='white')
for x, y in zip(X, Y1):
plt.text(x + 0.4, y + 0.05, '%.2f' % y, ha='center', va= 'bottom')
for x, y in zip(X, Y2):
plt.text(x + 0.4, -y - 0.05, '%.2f' % y, ha='center', va= 'top')
plt.xlim(-.5, n)
plt.xticks(())
plt.ylim(-1.25, 1.25)
plt.yticks(())

图 2-16

柱状图的等高线

如图 2-16 右图所示，使用 plt.contourf()函数填充等高线，其中命名参数 cmap 表示颜
色映射风格。数接着用 plt.contour()函数画出等高线。需要留意 np.meshgrid()函数的用法。
最后使用 plt.clable()函数画出等高线上的数字。
def f(x,y):
return (1 - x / 2 + x**5 + y**3) * np.exp(-x**2 -y**2)
n =
x =
y =
X,Y

256
np.linspace(-3, 3, n)
np.linspace(-3, 3, n)
= np.meshgrid(x, y)

plt.subplot(1, 2, 2)
plt.contourf(X, Y, f(X, Y), 8, alpha=.75, cmap=plt.cm.hot)
C = plt.contour(X, Y, f(X, Y), 8, colors='black', linewidth=.5)
plt.clabel(C, inline=1, fontsize=10)
plt.xticks(())
plt.yticks(())

如图 2-17 左图所示，使用 plt.imshow()函数把数组当成图片画出来，命名参数 cmap
用来决定数组到颜色的映射网格。最后使用 plt.colorbar()函数画出颜色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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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成像图及饼图

def f(x, y):
return (1 - x / 2 + x ** 5 + y ** 3) * np.exp(-x ** 2 - y ** 2)
plt.subplot(1, 2, 1)
n = 10
x = np.linspace(-3, 3, 4 * n)
y = np.linspace(-3, 3, 3 * n)
X, Y = np.meshgrid(x, y)
plt.imshow(f(X, Y), cmap='hot', origin='low')
plt.colorbar(shrink=.83)
plt.xticks(())
plt.yticks(())

如图 2-17 右图所示，使用 plt.pie()函数画出饼图，总共有 20 个饼图，其中 19 个是等
角度的扇形，最后一个突出的扇形是其他扇形角度的两倍，使用命名参数 explode 来实现
这个效果。各个扇形的填充颜色逐渐变深，使用命名参数 colors 来实现这个效果。
plt.subplot(1, 2, 2)
n = 20
Z = np.ones(n)
Z[-1] *= 2
plt.pie(Z, explode=Z*.05, colors = ['%f' % (i/float(n)) for i in range(n)])
plt.axis('equal')
plt.xticks(())
plt.yticks()

如图 2-18 左图所示，使用坐标轴的 set_major_locator()和 set_minor_locator()方法把坐
标刻度设置成 MultipleLocator 样式。然后再使用坐标轴的 grid()函数在坐标轴的刻度之间
画上线段，这样就生成了我们需要的网格。
ax = plt.subplot(1, 2, 1)
ax.set_xlim(0,4)
ax.set_ylim(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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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x.xaxis.set_major_locator(plt.MultipleLocator(1.0))
ax.xaxis.set_minor_locator(plt.MultipleLocator(0.1))
ax.yaxis.set_major_locator(plt.MultipleLocator(1.0))
ax.yaxis.set_minor_locator(plt.MultipleLocator(0.1))
ax.grid(which='major', axis='x', linewidth=0.75, linestyle='-',
'0.75')
ax.grid(which='minor', axis='x', linewidth=0.25, linestyle='-',
'0.75')
ax.grid(which='major', axis='y', linewidth=0.75, linestyle='-',
'0.75')
ax.grid(which='minor', axis='y', linewidth=0.25, linestyle='-',
'0.75')
ax.set_xticklabels([])
ax.set_yticklabels([])

图 2-18

color=
color=
color=
color=

网格及极坐标图

如图 2-18 右图所示，使用 plt.bar()和 bar.set_facecolor()来填充不同的颜色。其中一个
关键点是在创建子图或坐标轴时，需要指定 polar=True 才能显示出极坐标图。
ax = plt.subplot(1, 2, 2, polar=True)
N = 20
theta = np.arange(0.0, 2 * np.pi, 2 * np.pi / N)
radii = 10 * np.random.rand(N)
width = np.pi / 4 * np.random.rand(N)
bars = plt.bar(theta, radii, width=width, bottom=0.0)
for r,bar in zip(radii, bars):
bar.set_facecolor(plt.cm.jet(r/10.))
bar.set_alpha(0.5)
ax.set_xticklabels([])
ax.set_yticklabels([])

Matplotlib 有大量的细节，完整的教程都可以写一本书。本书用到的知识不会特别复
杂，掌握这些基本的知识就足够用了。如果想深入学习 Matplotlib，可以访问官方网站
matplotlib.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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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ikit-learn 简介

scikit-learn 是一个开源的 Python 语言机器学习工具包，它涵盖了几乎所有主流机器学
习算法的实现，并且提供了一致的调用接口。它基于 Numpy 和 scipy 等 Python 数值计算
库，提供了高效的算法实现。总结起来，scikit-learn 工具包有以下几个优点。
 文档齐全：官方文档齐全，更新及时。
 接口易用：针对所有的算法提供了一致的接口调用规则，不管是 KNN、K-Mean 还
是 PCA。
 算法全面：涵盖主流机器学习任务的算法，包括回归算法、分类算法、聚类分析、
数据降维处理等。
当然，scikit-learn 不支持分布式计算，不适合用来处理超大型数据。但这并不影响
scikit-learn 作为一个优秀的机器学习工具库这个事实。许多知名的公司，包括 Evernote 和
Spotify 都使用 scikit-learn 来开发他们的机器学习应用。

2.6.1

scikit-learn 示例

回顾前面章节介绍的机器学习应用开发的典型步骤，我们使用 scikit-learn 来完成一个
手写数字识别的例子。这是一个有监督的学习，数据是标记过的手写数字的图片。即通过
采集足够多的手写数字样本数据，选择合适的模型，并使用采集到的数据进行模型训练，
最后验证手写识别程序的正确性。
1．数据采集和标记
如果我们从头实现一个数字手写识别的程序，需要先采集数据，即让尽量多不同书写
习惯的用户，写出从 0～9 的所有数字，然后把用户写出来的数据进行标记，即用户每写
出一个数字，就标记他写出的是哪个数字。
为什么要采集尽量多不同书写习惯的用户写的数字呢？因为只有这样，采集到的数据
才有代表性，才能保证最终训练出来的模型的准确性。极端的例子，我们采集的都是习惯
写出瘦高形数字的人，那么针对习惯写出矮胖形数字的人写出来的数字，模型的识别成功
率就会很低。
所幸我们不需要从头开始这项工作，scikit-learn 自带了一些数据集，其中一个是手写
数字识别图片的数据，使用以下代码来加载数据。
from sklearn import datasets
digits = datasets.load_digits()

可以在 ipython notebook 环境下把数据所表示的图片用 Mathplotlib 显示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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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数据所代表的图片显示出来
images_and_labels = list(zip(digits.images, digits.target))
plt.figure(figsize=(8, 6), dpi=200)
for index, (image, label) in enumerate(images_and_labels[:8]):
plt.subplot(2, 4, index + 1)
plt.axis('off')
plt.imshow(image, cmap=plt.cm.gray_r, interpolation='nearest')
plt.title('Digit: %i' % label, fontsize=20)

其结果如图 2-19 所示。

图 2-19

数字图片

从图 2-19 中可以看出，图片是一个个手写的数字。
2．特征选择
针对一个手写的图片数据，应该怎么样来选择特征呢？一个直观的方法是，直接使用
图片的每个像素点作为一个特征。比如一个图片是 200 × 200 的分辨率，那么我们就有
40000 个特征，即特征向量的长度是 40000。
实际上，scikit-learn 使用 Numpy 的 array 对象来表示数据，所有的图片数据保存在
digits.images 里，每个元素都是一个 8×8 尺寸的灰阶图片。我们在进行机器学习时，需要
把数据保存为样本个数×特征个数格式的 array 对象，针对手写数字识别这个案例，
scikit-learn 已经为我们转换好了，它就保存在 digits.data 数据里，可以通过 digits.data.shape
来查看它的数据格式为：
print("shape of raw image data: {0}".format(digits.images.shape))
print("shape of data: {0}".format(digits.data.shape))

输出为：
shape of raw image data: (1797, 8, 8)
shape of data: (1797, 64)

可以看到，总共有 1797 个训练样本，其中原始的数据是 8×8 的图片，而用来训
练的数据是把图片的 64 个象素点都转换为特征。下面将直接使用 digits.data 作为训
练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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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数据清洗
人们不可能在 8×8 这么小的分辨率的图片上写出数字，在采集数据的时候，是让用户
在一个大图片上写出这些数字，如果图片是 200 × 200 分辨率，那么一个训练样例就有
40000 个特征，计算量将是巨大的。为了减少计算量，也为了模型的稳定性，我们需要把
200 × 200 的图片缩小为 8×8 的图片。这个过程就是数据清洗，即把采集到的、不适合用
来做机器学习训练的数据进行预处理，从而转换为适合机器学习的数据。
4．模型选择
不同的机器学习算法模型针对特定的机器学习应用有不同的效率，模型的选择和验证
留到后面章节详细介绍。此处，我们使用支持向量机来作为手写识别算法的模型。关于支
持向量机，后面章节也会详细介绍。
5．模型训练
在开始训练我们的模型之前，需要先把数据集分成训练数据集和测试数据集。为什么
要这样做呢？第 1 章的模型训练和测试里有详细的介绍。我们可以使用下面代码把数据集
分出 20%作为测试数据集。
# 把数据分成训练数据集和测试数据集
from sklearn.cross_validation import train_test_split
Xtrain, Xtest, Ytrain, Ytest = train_test_split(digits.data,
digits.target, test_size=0.20, random_state=2);

接着，使用训练数据集 Xtrain 和 Ytrain 来训练模型。
# 使用支持向量机来训练模型
from sklearn import svm
clf = svm.SVC(gamma=0.001, C=100.)
clf.fit(Xtrain, Ytrain);

训练完成后，clf 对象就会包含我们训练出来的模型参数，可以使用这个模型对象来
进行预测。
6．模型测试
我们来测试一下训练出来的模型的准确度。一个直观的方法是，我们用训练出来的模
型 clf 预测测试数据集，然后把预测结果 Ypred 和真正的结果 Ytest 比较，看有多少个是正
确的，这样就能评估出模型的准确度了。所幸，scikit-learn 提供了现成的方法来完成这项
工作：
clf.score(Xtest, Ytest)

笔者计算机上的输出结果为：
0.977777777777777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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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出模型有 97.8%的准确率。读者如果运行这段代码的话，在准确率上可能会稍有
差异。
除此之外，还可以直接把测试数据集里的部分图片显示出来，并且在图片的左下角显
示预测值，右下角显示真实值。运行效果如图 2-20 所示。
# 查看预测的情况
fig, axes = plt.subplots(4, 4, figsize=(8, 8))
fig.subplots_adjust(hspace=0.1, wspace=0.1)
for i, ax in enumerate(axes.flat):
ax.imshow(Xtest[i].reshape(8, 8), cmap=plt.cm.gray_r,
interpolation='nearest')
ax.text(0.05, 0.05, str(Ypred[i]), fontsize=32,
transform=ax.transAxes,
color='green' if Ypred[i] == Ytest[i] else 'red')
ax.text(0.8, 0.05, str(Ytest[i]), fontsize=32,
transform=ax.transAxes,
color='black')
ax.set_xticks([])
ax.set_yticks([])

图 2-20

预测值与真实值

从图 2-20 中可以看出来，第二行第一个图片预测出错了，真实的数字是 4，但预测成了 8。
7．模型保存与加载
当我们对模型的准确度感到满意后，就可以把模型保存下来。这样下次需要预测时，
可以直接加载模型来进行预测，而不是重新训练一遍模型。可以使用下面的代码来保存
模型：
# 保存模型参数
from sklearn.externals import joblib
joblib.dump(clf, 'digits_svm.pkl');

当我们需要这个模型来进行预测时，直接加载模型即可进行预测。
# 导入模型参数，直接进行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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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f = joblib.load('digits_svm.pkl')
Ypred = clf.predict(Xtest);
clf.score(Ytest, Ypred)

笔者计算机上的输出结果是：
0.97777777777777775

这个例子包含在随书代码 ch02.06.ipynb 上，读者可以下载下来运行并参考。

2.6.2

scikit-learn 一般性原理和通用规则

scikit-learn 包含大部分流行的有监督学习算法（分类和回归）和无监督学习算法（聚
类和数据降维）的实现。
1．评估模型对象
scikit-learn 里的所有算法都以一个评估模型对象来对外提供接口。上面例子里的
svm.SVC()函数返回的就是一个支持向量机评估模型对象。创建评估模型对象时，可以指
定不同的参数，这个称为评估对象参数，评估对象参数直接影响评估模型训练时的效率以
及准确性。
读者可以试着修改上面例子里的 clf = svm.SVC(gamma=0.001, C=100.)语句的参数值，
看对模型准确度有没有影响。我们暂时忽略这些评估对象参数的意思，留在讲解每个机器
学习算法时再详细介绍。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我们学习机器学习算法的原理，其中一项非常重要的任务就是了
解不同的机器学习算法有哪些可调参数，这些参数代表什么意思，对机器学习算法的性能
以及准确性有没有什么影响。因为在工程应用上，要从头实现一个机器学习算法的可能性
很低，除非是数值计算科学家。更多的情况下，是分析采集到的数据，根据数据特征选择
合适的算法，并且调整算法的参数，从而实现算法效率和准确度之间的平衡。
2．模型接口
scikit-learn 所有的评估模型对象都有 fit()这个接口，这是用来训练模型的接口。针对
有监督的机器学习（如上面的例子），使用 fit(X, y)来进行训练，其中 y 是标记数据。针
对无监督的机器学习算法，使用 fit(X)来进行训练，因为无监督机器学习算法的数据集是
没有标记的，不需要传入 y。
针对所有的有监督机器学习算法，scikit-learn 的模型对象提供了 predict()接口，经过
训练的模型，可以用这个接口来进行预测。针对分类问题，有些模型还提供了 predict_
proba()的接口，用来输出一个待预测的数据，属于各种类型的可能性，而 predict()接口直
接返回了可能性最高的那个类别。
几乎所有的模型都提供了 scroe()接口来评价一个模型的好坏，得分越高越好。需要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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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的是，不是所有的问题都只有准确度这个评价标准，比如针对异常检测系统，一些产品
不良率可以控制到 10%以下，这个时候一个最简单的模型是无条件地全部预测为合格，即
无条件返回 1，其准确率将达 99.999%以上，但实际上这是一个不好的模型。评价这种模
型，就需要使用查准率和召回率来衡量。相关概念我们后面会详细介绍。
针对无监督的机器学习算法，scikit-learn 的模型对象也提供了 predict()接口，它是用
来对数据进行聚类分析，即把新数据归入某个聚类里。除此之外，无监督学习算法还有
transform()接口，这个接口用来进行转换，比如使用 PCA 算法对数据进行降维处理时，把
三维数据降为二维数据，此时调用 transform()算法即可把一个三维数据转换为对应的二维
数据。
模型接口也是 scikit-learn 工具包的最大优势之一，即把不同的算法抽象出来，对外提
供一致的接口调用。
3．模型检验
机器学习应用开发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就是模型检验，即需要检测我们训练出来的
模型，针对“没见过的”陌生数据其预测准确性如何。除了模型提供的 score()接口外，在
sklearn.metrics 包的下面有一系列用来检测模型性能的方法。
4．模型选择
模型选择是个非常重要的课题，根据要处理的问题性质，数据是否经过标记？数据规
模多大？等等这些问题，可以对模型有个初步的选择。scikit-learn 的官方网站上提供了一
个模型速查表，只要回答几个简单的问题就可以选择一个相对合适的模型。感兴趣的读者
可以搜索 scikit-learn algorithm cheat sheet 来查看这个图片，大概有个印象，等阅读完本书
再回头看这张图片，感受一下自己对其理解的变化和收获。

2.7

复习题

1．根据本书材料，安装编程环境。
2．打开 IPython 环境，体验 IPython 与普通的 Python 解析器的区别。
3．下载随书代码，打开 ch02.01.ipynb 并运行这个示例代码，验证编程环境安装成功。
4．下载随书代码，打开 ch02.02.ipynb 并运行这个示例代码，熟悉 Numpy 基本操作。
5．下载随书代码，打开 ch02.03.ipynb 并运行这个示例代码，熟悉 Pandas 基本操作。
6．下载随书代码，打开 ch02.04.ipynb 并运行这个示例代码，熟悉 matplotlib 基本的
画图操作。
7．下载随书代码，打开 ch02.05.ipynb 并运行这个示例代码，熟悉 matplotlib 高级画图
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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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下载随书代码，打开 ch02.06.ipynb 并运行这个示例代码，理解 scikit-learn 机器学
习库的一般性原理和通用规则。
9．机器学习任务的一般步骤有哪些？

2.8

拓展学习资源

1．http://scipy-lectures.org，这是一个按照 CC 4.0 协议发布的网站，是一个优秀的 Python
科学计算工具包的教程合集。
2．https://docs.scipy.org/doc/，numpy 和 scipy 的官方文档。
3．https://en.wikipedia.org/wiki/Random_walk，随机漫步算法。
4．https://en.wikipedia.org/wiki/Sieve_of_Eratosthenes，埃拉托斯特尼筛法。
5．https://en.wikipedia.org/wiki/Monte_Carlo_method，蒙特卡罗方法。
6．http://pandas.pydata.org，Pandas 官网。
7．http://matplotlib.org，matplotlib 的官方网站，包含大量的绘图实例。
8．http://scikit-learn.org/stable/documentation.html，scikit-learn 官方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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