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1 章 Chapter 1

大规模机器学习和 Spark 入门

“信息是 21 世纪的石油，而数据分析则是内燃机。”
——Peter Sondergaard，Gartner Research
据估计，到 2018 年全世界的公司在大数据有关的项目上花费将达到 1140 亿美元，相
比 2013 年 大 约 增 长 300%（https://www.capgemini-consulting.com/resource-ﬁle-access/resource/
pdf/big_data_pov_03-02-15.pdf）。支出增长很大的一部分归因于大量数据的创建和通过使用
Hadoop 这样的分布式文件系统带来的存储数据的能力。
然而，收集数据只是战役的一半；另一半涉及数据的提取、转换，以及利用现代计算
机的计算能力使用各种数学方法处理数据，以更深入地理解数据和数据的模式，从中提取
有用的信息以做出相关决策。过去数年里，增长的计算能力，容易得到的可伸缩云服务（如
亚马逊 AWS、微软 Azure 以及 Heroku），以及许多有助于管理、控制和扩展的基础架构，
帮助应用构建的工具和开发库的出现，大大加速了整个数据处理流的发展。计算能力的增
长也使得处理更大规模的数据和使用之前无法应用的算法成为可能。各种计算密集的统计
和机器学习算法开始被用来从数据中提取有用的信息。
第一个被广泛采用的技术之一是 Hadoop。Hadoop 通过把中间结果存储在硬盘上来支持
MapReduce 计算，可是仍然缺乏合适的大数据工具来进行信息提取。不过，Hadoop 只是一
个开始，随着计算机内存越来越大，新的内存计算框架开始出现，这些框架也开始对数据
分析和建模提供基本的支持，比如 SystemML、Spark 的 SparkML，以及 Flink 的 FlinkML。
这些框架也仅仅是大数据这个持续演进的生态系统的冰山一角，因为数据量总是在增长，
所以要求着新的大数据算法和处理方法。比方说，物联网（IoT）代表了一个新的领域：来
自各种数据源（如家庭安全系统、Alexa Echo、生命监视器）的海量流数据不仅带来了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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挖掘的无限潜能，也对新的数据处理和建模方法提出了要求。
在本章中，我们将从头开始探讨如下主题：
● 数据科学家的基本工作任务
● 分布式系统中的大数据计算
● 大数据生态系统
● Spark 及其机器学习支持

1.1

数据科学
对数据科学这个词给出一个一致认可的定义，就像品尝红酒然后在朋友之间分辨其口

感一样，每个人都不一样。每个人都会有他自己的定义，没有谁的更准确。然而就其本质
而言，数据科学是向数据提问的艺术：问聪明的问题，得到聪明的有用的回答。不幸的
是，反过来也是成立的：问笨的问题将得到糟糕的回答！因此，认真构造你的问题是从数
据中提取出有价值洞见的关键。因为这个原因，公司现在都雇佣数据科学家来帮助构建这
些问题。图 1-1 是谷歌趋势（Google Trends）给出的大数据和数据科学的搜索次数及变化
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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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大数据和数据科学持续增长的谷歌趋势

数据科学家：21 世纪最炫酷的职业
要给出一个典型数据科学家的古板肖像是很容易的：T 恤衫、宽松的运动裤、边框厚厚

的眼镜，在 IntelliJ 里调试大段的代码……大致如此。不过，除了外表之外，数据科学家的
特征还有哪些？图 1-2 是我们最喜欢的海报之一，它描述了这个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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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数据科学家
数据科学家——21 世纪最炫酷的职业，需要各学科的复合技能，包括数学、统计学、计算机科
学、沟通力以及商业技能。找到一位数据科学家是不容易的，找到一位伯乐也同样困难。为此这
里提供了一个表格来描述什么是真正的数据科学家。
数学和统计学

编程和数据库

机器学习
统计建模
实验设计
贝叶斯推断
监督学习：决策树、随机森林、逻辑回归
非监督学习：聚类、降维
优化：梯度下降及其变种

领域知识和软技能
对于业务的激情
对于数据的好奇
无权威影响力
骇客精神
问题解决者
有策略、前瞻性和创造力，有创新性和合作精神

图 1-2

计算机科学基础
脚本语言，如 Python
统计计算包，如 R
数据库：SQL 和 NoSQL
关系代数
并行数据库和并行查询处理
MapReduce 概念
Hadoop 和 Hive/Pig
自定义 reducers
xaaS 经验，如 AWS
沟通力和视野
能与资深经理合作
讲故事的能力
将数据视野转换为决策和行动
可视化艺术设计
R 包如 ggplot 或是 lattice
任 何 可 视 化 工 具 的 知 识， 如 Flare、
D3.js、Tableau

什么是数据科学家

数学、统计学和计算机科学的一般知识都列出了，但是常常在职业数据科学家中见到
的一个困难是对业务问题的理解。这又回到向数据提问的问题上来，这一点怎么强调也不
为过：一个数据科学家只有理解了业务问题，理解了数据的局限性，才能够向数据问出更
多聪明的问题；没有这些根本的理解，即使是最聪明的算法也无法在一个脆弱的基础上得
出可靠的结论。

1.2.1

数据科学家的一天

对你们中间的一些人来说，这个事实可能会让你惊讶——数据科学家不只是喝着浓缩
咖啡忙于阅读学术论文、研究新工具和建模直到凌晨；事实上，这些只占数据科学家相当少
的一部分时间。数据科学家将一天中的绝大部分时间都花在各种会议里，以更好地理解业
务问题，分析数据的局限性（打起精神，这本书会给你无数特征工程（feature engineering）
和特征提取（feature extraction）的任务），以及如何能够把结果最好地呈现给非数据科学家
们。这是个繁杂的过程，最好的数据科学家也需要能够乐在其中，因为这样才能更好地理
解需求和衡量成功。事实上，要从头到尾描述这个过程，我们完全能够写一本新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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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向数据提问到底涉及哪些方面呢？有时，只是把数据存到关系型数据库里，运
行一些 SQL 查询语句：“购买这个产品的几百万消费者同时购买哪些其他产品？找出最多
的前三种。”有时问题会更复杂，如：“分析一个电影评论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这本书主
要关注后一种复杂问题。对这些复杂问题的回答是大数据项目对业务真正产生影响的地方，
同时我们也看到新技术的快速涌现，让这些问题的回答更加简单，功能加更丰富。
一些试图帮助回答数据问题的最流行的开源框架包括 R、Python、Julia 和 Octave，所
有这些框架在处理小规模（小于 100 GB）数据集时表现良好。在这里我们对数据规模（大
数据与小数据）给出一个清晰的界定。在工作中一个总的原则是这样的：
Introduction
to
Large-Scale
Machine
Learning
and
Spark
Introduction
Introduction to
to Large-Scale
Large-Scale Machine
Machine Learning
Learning and
and Spark
Spark

如果你能够用 Excel 来打开你的数据集，那么你处理的是小规模数据。

Working with big
big data
data

Working
with
1.2.2
大数据处理

What happens
happens when
when the
the dataset
dataset in
in question
question is
is so
so vast
vast that
that it
it cannot
cannot fit
fit into
into the
the memory
memory of
of aa
What
single
computer
and
must
be
distributed
across
a
number
of
nodes
in
a
large
computing
如果要处理的数据集太大放不进单个计算机的内存，那么必须分布到一个集群的多个
single computer and must be distributed across a number of nodes in a large computing
cluster? Can't
Can't we
we just
just rewrite
rewrite some
some R
R code,
code, for
for example,
example, and
and extend
extend it
it to
to account
account for
for more
more
cluster?
节点上，该怎么处理？比方说，难道不能仅仅通过修改扩展一下原来的
R 代码，来适应多
than aa single-node
single-node computation?
computation? If
If only
only things
things were
were that
that simple!
simple! There
There are
are many
many reasons
reasons
than
个计算节点的情况？要是事情能这么简单就好了。把单机算法扩展到多台机器的困难原因
why the
the scaling
scaling of
of algorithms
algorithms to
to more
more machines
machines is
is difficult.
difficult. Imagine
Imagine aa simple
simple example
example of
of aa
why
file containing
containing aa list
list of
of names:
names:
file
有很多。设想如下一个简单的例子，一个文件包含了一系列名字：



















We 我们想算出文件中每个名字出现的次数。如果这个文件能够装进单机，你可以通过
would like
like to
to compute
compute the
the number
number of
of occurrences
occurrences of
of individual
individual words
words in
in the
the file.
file. If
If the
the
We
would
file fits
fits into
into aa single
single machine,
machine, you
you can
can easily
easily compute
compute the
the number
number of
of occurrences
occurrences by
by using
using aa
file
Unix
命令组合
和 uniq
来解决：
combination
ofsort
the Unix
Unix
tools,
 and
and 
::
combination
of
the
tools,

bash>
sort
file
|
uniq
-c
bash>
bash> sort
sort file
file |
| uniq
uniq -c
-c

The输出如下：
output is
is as
as shown
shown ahead:
ahead:
The
output
2
2
2
1
1
1
1
1
1
1
1
1

A
A
A
B
B
B
D
D
D
X
X
X

However,
if the
the file
file is
is huge
huge and
and distributed
distributed over
over multiple
multiple machines,
machines, it
it is
is necessary
necessary to
to adopt
adopt
然而，如果文件很大需要分布到多台机器上，就有必要采用一种稍微不同的策略，比
However,
if
a slightly
slightly different
different computation
computation strategy.
strategy. For
For example,
example, compute
compute the
the number
number of
of occurrences
occurrences
a
如拆分文件，使每个分片都能够装入内存，再对每个分片分别进行计算，最后将结果汇总。
of individual
individual words
words for
for every
every part
part of
of the
the file
file that
that fits
fits into
into the
the memory
memory and
and merge
merge the
the results
results
of
因此，即使是简单的任务，像这个统计名字出现次数的例子，在分布式环境中也会变得
together.
Hence,
even
simple
tasks,
such
as
counting
the
occurrences
of
names,
in
a
together. Hence, even simple tasks, such as counting the occurrences of names, in a
distributed environment
environment can
can become
become more
more complicated.
complicated.
distributed
复杂。

1.2.3

分布式环境下的机器学习算法

机器学习算法把简单任务组合为复杂模式，在分布式环境下变得更为复杂。以一个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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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的决策树算法为例。这个算法创建一个二叉树来拟合训练数据和最小化预测错误。要构
造这个二叉树，必须决定树有哪些分支，这样每个数据点都能够分派到一个分支上（别担
心，本书后面会讨论这个算法的机制及其一些很有用的参数）。我们用一个简单的示例来阐
述这个算法，如图 1-3 所示 ：
一

Y
3
这是什么颜色？

2
1

X

0

1

图 1-3

2

3

二维空间上的红色和蓝色数据点示例

考虑图 1-3 所描述的情况：一个二维平面上分布着一些数据点，着色为红色和蓝色。决
策树的目标是学习和概括数据的特征，帮助判断新数据点的颜色。在这个例子里，我们可
以很容易地看出来这些数据点大致遵循一种国际象棋棋盘的模式。但是算法必须靠自己计
算出结构来。它从找到一个最佳的能把红点和蓝点划分开的水平线或者竖直线开始，将这
条线存储在决策树的根节点里，然后递归地在分块中执行这个步骤，直到分块中只有一个
数据点时算法结束，如图 1-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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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

一

Y<2.0

最终的决策树及其预测的与原空间数据点的映射

读者可根据前言中的彩图下载方式查看本书中的彩图。——编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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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

将数据拆分到多台机器

现在假设数据点非常多，单机内存容纳不下，因此必须把数据分片，每台机器都只包
含一部分数据点。这样解决了内存问题，但这也意味着现在需要把计算分布到一个集群的
机器上。这是和单机计算的第一个不同点。如果数据能够装进一个单机的内存，对数据做
决策会比较容易，因为算法能够同时访问所有数据，但是在分布式算法的情况下，这一点
就不再成立了，算法就访问数据而言必须足够“聪明”。既然我们的目标是构造一个决策树
来预测平面上新数据点的颜色，因此需要设法构造出一个和单机上一样的树。
最原始的解决方案是构造一个简单树，把数据点按照机器边界分片。不过很显然不好，
因为数据点分布完全没有考虑到数据点的颜色。
另一种解法是在 X 轴和 Y 轴方向上尝试所有的分片可能，找到把颜色区分开的最佳划
分，也就是说，能够把数据点分为两组，每组中一种颜色尽可能多而另一种颜色尽可能少。
设想算法正在测试按照 X=1.6 这条线来分割数据。这意味着算法需要询问集群中的每一台
机器，得到每台机器按照这条线分片的结果，然后汇总决定这条线是不是合适。当它找到
了一个最佳的分片方法，它也需要把这个决定通知集群里所有的机器，这样每台机器才能
够知道自己本地每个数据点现在的分片情况。
和单机情况相比，这个分布式决策树构造算法更复杂，而且需要一种分布式计算方式。
如今，随着集群的普及和对大数据集分析需求的增长，这已经是一个基本需求了。
即便是这样两个简单的例子也可以说明，对于大数据集，合适的分布式计算框架是必
需的，具体包括：
● 分布式存储，即如果单个节点容纳不下所有的数据，需要一种方式来把数据分布到
多台机器上处理；
● 一个计算范式（paradigm），用于处理和转换分布式数据，使用数学（和统计学）算法
和工作流；
● 支持持久化和重用定义好的工作流和模型；
● 支持在生产环境中部署统计模型。
简言之，我们需要一个框架来支持常见的数据科学任务。有人会觉得这不是必需的，
因为数据科学家更喜欢用一些已有的工具，比如 R、Weka，或者 Python scikit。但是，这
些工具并不是为大规模分布式数据处理和并行计算设计的。即便 R 和 Python 有一些库提供
了分布式和并行计算的有限支持，但这些库都受到一个根本性的限制，那就是它们的基础
平台，也即 R 和 Python 根本不是为这种大规模数据处理和计算而设计的。

1.2.5

从 Hadoop MapReduce 到 Spark

随着数据量的增长，单机工具已不再能够满足工业界的需求，这就给新的数据处理方
法和工具提供了机会，尤其是 Hadoop MapReduce。Hadoop MapReduce 是基于 Google 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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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论文《 MapReduce: Simplified Data Processing on Large Clusters 》（https://research.google.
com/archive/mapreduce.html）提出的想法。另一方面，MapReduce 是一个通用框架，没有
为创建机器学习工作流提供库或者任何显式支持。经典 MapReduce 实现的另一个局限是在
计算过程中有很多磁盘 I/O 操作，没有充分利用大内存带来的益处。
你已经看到了，虽然已经有了几个机器学习工具和分布式平台，但没有哪个能充分满
足在分布式环境下进行大数据机器学习的需求。这为 Apache Spark 打开了大门。
进屋来吧，Apache Spark!

Spark 在 2010 年创建于 UC Berkeley AMP（Algorithms（算法），Machines（机器），People
（人））实验室，在创建时就考虑了速度、易用性和高级分析功能。Spark 和其他分布式框架
如 Hadoop 的一个关键区别在于数据集可以缓存在内存里，这让它很适合用作机器学习，因
为机器学习天然需要迭代计算（对此后面有更多介绍），而且数据科学家总是需要对同一块
数据进行多次访问。
Spark 能够以多种方式运行，包括：
● 本地模式：在一个单独的主机上运行单个 Java 虚拟机（JVM）；
● 独立 Spark 集群：在多台主机上运行多个 JVM；
● 通过资源管理器（如 Yarn/Mesos）：应用部署由资源管理器管理。资源管理器负责控
制节点的分配、应用、分发和部署。

1.2.6

什么是 Databricks

如果你了解 Spark 项目，你很可能也听说过一个叫作 Databricks 的公司，不过也许不
知 道 Databricks 和 Spark 具 体 是 什 么 关 系。 概 要 说 来，Apache Spark 项 目 的 创 建 者 创 建
了 Databricks 公司，贡献了超过 75% 的 Spark 代码。除了是推动 Spark 开发的巨大力量之
外，Databricks 也为开发人员、管理人员、培训人员和数据分析师等提供 Spark 认证。不过
Spark 代码库并不仅仅是由 Databricks 贡献的，IBM、Cloudera 和微软也积极参与了 Apache
Spark 的开发。
顺便说来，Databricks 也在欧洲和美国组织 Spark 峰会，这是一个顶级的 Spark 会议，
也是一个了解 Spark 最新开发进展和他人是如何在各自的生态里使用 Spark 的好地方。
在本书中，我们会推荐一些链接。这些我们每天在读的内容大多提供了很好的见解，
同时我们也会介绍新版本 Spark 的重要变化。最好的资源之一是 Databricks 的 blog（https://
databricks.com/blog），它总会有重要的内容更新，记得常去看看。
你也可能会发现过去的 Spark 峰会演讲（http://slideshare.net/databricks）对你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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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

Spark 包含的内容

好了，现在假设你已经下载了最新版本的 Spark（具体哪个版本取决于你打算以哪种方
式运行 Spark），而且已经运行了经典的“ Hello，World! ”程序了……接下来呢？
Spark 带有 5 个库（见图 1-5），这些库既能够单独使用，也能一起工作，这取决于具体
需要解决的问题。在本书中，我们打算在同一个应用程序中使用各种不同的库，这样能够
使读者尽可能广泛地接触 Spark 平台，对每一个库的功能（和局限）有更好的理解。这 5 个
库是：
● 内核：Spark 的核心基础设施，提供了表示和存储数据的原始数据类型，称为 RDD
（Resilient Distributed Dataset，弹性分布式数据集），操作数据的任务和作业。
● SQL ：在 RDD 基础上提供的用户友好的 API，引入了 DataFrame 和 SQL 来操作存
储的数据。
● MLlib（Machine Learning Library，机器学习库）：这是 Spark 自身内置的机器学习
算法库，可以在 Spark 应用程序中直接使用。
● GraphX：供图和图相关计算使用。在后续章节中我们将深入探讨。
● 流（Streaming）：支持来自多种数据源的实时数据流，如 Kafka、Twitter、Flume、
TCP 套接字，等等。本书中创建的许多程序将会使用 MLlib 和 Streaming 库。

图 1-5

Spark 平台

Spark 平台也支持第三方库扩展。现在已经有很多的第三方库，如支持读取 CSV 或
Avro 格式的文件，与 Redshift 集成的，以及封装了 H2O 机器学习库的 Sparkling Water。

1.3

H2O.ai 简介
H2O 是一个开源机器学习平台，在 Spark 上运行得非常好。事实上它是第一批被 Spark

认证的第三方扩展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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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rkling Water（H2O + Spark）把 H2O 平台整合进 Spark，因此同时具有 H2O 的机器
学习能力和 Spark 的全部功能，也就是说，用户可以在 Spark RDD/DataFrame 上运行 H2O
算法，既可以出于实验目的，也可以用于部署。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 H2O 和 Spark 共
享 JVM，因此在两个平台之间，数据可以无缝传输。H2O 以 H2O frame 的格式存储数据，
是 Spark RDD/DataFrame 经过列压缩后的数据集表示形式。本书的很多地方都会引用 Spark
MLlib 和 H2O 平台的算法来展示怎样通过同时使用两者来就一个给定的任务得到最好的
结果。
Sparkling Water 的功能简要包括：
● 在 Spark 工作流中使用 H2O 算法；
● 在 Spark 和 H2O 数据结构之间做数据转换；
● 使用 Spark RDD/DataFrame 作为 H2O 算法输入；
● 使用 H2O frame 作为 MLlib 算法输入（在我们以后做特征工程时会很方便）；
● 在 Spark 上透明执行 Sparkling Water 程序（比如，我们可以在 Spark Streaming 内运
行 Sparkling Water 程序）；
● 使用 H2O 用户界面来浏览 Spark 数据。

Sparkling Water 的设计
Sparkling Water 设 计 为 一 个 普 通 的 Spark 程 序 运 行。 因 此， 它 作 为 一 个 程 序 提 交 给
Spark，在 Spark 执行器中启动。随后 H2O 启动它的各种服务，包括一个键值（K/V）存储
器（key-value store）和一个内存管理器，并把它们组织成一个云，其拓扑和底层的 Spark
集群拓扑一致。
如 前 所 述，Sparkling Water 支 持 在 不 同 类 型 的 RDD/DataFrame 和 H2O frame 之 间 来
回 转 换。 在 把 hex frame 转 换 为 RDD 时， 数 据 并 没 有 做 复 制， 而 是 在 hex frame 外 做 了
一层包装，提供一个类似 RDD 的 API，且支持此 API 的是里面的 hex frame。而把 RDD/
DataFrame 转 换 为 H2O frame 则 需 要 做 数 据 复 制， 因 为 需 要 把 数 据 从 Spark 转 换 进 H2O
自身的存储。不过，存储在 H2O frame 中的数据高度压缩，不再需要保持在 RDD 中，如
图 1-6 所示。

图 1-6

Sparkling Water 和 Spark 之间的数据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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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rk 机器学习：核心技术与实践

1.4

H2O 和 Spark MLlib 的区别
如前所述，MLlib 是一个用 Spark 构建的库，包含流行的机器学习算法。一点也不奇怪，

H2O 和 MLlib 有很多共同的算法，但是在实现和功能上有所区别。H2O 提供了一个非常方
便的功能，即允许用户可视化数据和执行特征工程任务，这一点我们在后续章节中会深入
讨论。其数据可视化是基于一个 Web 友好的图形界面（GUI），可以在 code shell 和一个类
似记事本的环境之间无缝切换。图 1-7 是一个被称为 Flow H2O 记事本示例，你很快就会
熟悉：

图 1-7

H2O 记事本示例

H2O 提供的另一个非常好的功能是允许数据科学家使用网格搜索很多算法自带的超参
数。网格搜索是一种为了简化模型配置，优化算法所有超参数的方式。想知道哪个超参数
需要修改和如何修改通常是困难的，而网格搜索允许我们同时试验很多超参数，测量其输
出，然后根据质量需求选择最好的模型。H2O 网格搜索可以和模型交叉验证及多种停止条
件进行组合，产生一些高级策略，如：从一个超空间许多的参数中选择 1000 个随机参数，
找到一个最佳模型，可以在 2 分钟内完成训练并使 AUC 大于 0.7。

1.5

数据整理
问题域的原始数据常常来自不同的源，有着不同且往往不兼容的格式。Spark 编程模型

的美在于它拥有自定义数据操作来处理输入数据，转换为一个可供将来特征工程和模型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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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使用的普通格式的能力。这个过程通常称为数据整理，也是很多数据科学项目成功的关
键所在。在此我们只做一个简短介绍，因为展示数据整理强大之处的最好的（也是必要的）
方式是通过示例，所以振作精神，在本书中我们有很多的实战来强化这些重要的处理过程。

1.6

数据科学：一个迭代过程
大数据项目的处理流程通常是迭代的，即反复测试新的想法、新的功能，调整各种超

参数等，保持一种快速失败（fast fail）的想法。这些项目的最终结果通常是一个模型，能
够回答提出的问题。注意我们并没有说要精确回答。如今很多大数据科学家碰到一个陷阱，
他们的模型不能泛化来适应新的数据，也就是说他们过度拟合了已有数据，导致模型在处
理新数据时表现糟糕。精确性是极度任务相关的，通常取决于业务的需要，加上对模型输
出的成本收益敏感度分析。然而，常用的精确性衡量手段还是有的，我们将会在本书中论
及，你可以比较不同的模型来看到模型的修改是如何影响结果的。
注：H2O 经常组织见面交流，在美国和欧洲邀请大家见面。每次会面或会议的幻灯片都发
布 在 了 SlideShare（http://www.slideshare.com/0xdata） 和 YouTube 上， 不 仅 为 机 器 学
习和统计学，而且为分布式系统和计算提供了很好的信息来源。比如，一个很有趣的
演讲描述了“数据科学家这份工作的十大陷阱”（http://www.slideshare.net/0xdata/h2oworld-top-10-data-science-pitfallsmark-landry）。

1.7

小结
本章中，我们简单地介绍了数据科学家的生活及其包含的内容和经常面对的一些挑战。

从数据整合和特征提取 / 创建，到模型构建和部署，我们认为 Apache Spark 是响应这些挑
战的理想工具。我们特意把本章写得很短很浅显，因为我们认为通过范例和不同的用户案
例更能最大化用户的收获，而不是就一个数据科学主题给出抽象冗长的描述。在本书的剩
余部分，我们主要通过前种途径，并加以一些最佳实践的提示。对想要更深入学习的读者，
我们提供了推荐阅读材料。记住，在你着手开始你的下一个大数据项目之前，务必预先准
确定义问题域，这样你才能问出聪明的问题，而且（希望）能得到好的回答。
KDnuggets（http://www.kdnuggets.com）是一个关于数据科学方方面面的极好的站点，
其 中 一 篇 文 章（http://www.kdnuggets.com/2015/09/one-language-datascientist-must-master.
html）讲述了所有的数据科学家要成功就必须掌握的语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