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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第1章

深度学习基础知识

掌握好深度学习的基础知识是理解对抗样本的基本前提，本章将简要介绍深度学习
的背景知识，详细介绍与对抗样本相关的一些重要知识点。对抗样本应用最广泛的领域
是机器视觉，包括图像分类、目标识别、人脸比对等，所以本章还将重点介绍基于 CNN
的图像分类。在实际项目中，如何衡量一个对抗样本算法性能的好坏呢？本章还将结合
具体例子介绍常见的几个衡量指标。最后介绍了集成学习的概念。

1.1

深度学习的基本过程及相关概念
深度学习分为训练和预测两个过程，在训练过程，通过使用预先定义好的网络结构，

在打好标记的数据上进行训练，通过一定的算法不断调整网络的参数，最终满足一定的
要求后，即完成了模型的训练。在预测过程中，使用训练过程中训练好的模型，对输入
的数据进行运算并获得预测结果。
本节以一个最简化的二分类问题来详细介绍深度学习的训练过程。假设某网站的访
问中，只存在两种情况，即正常用户的访问和黑客的访问，我们需要从访问日志中区分
正常用户和黑客。我们提前准备好了一份访问日志，并人工对每条访问记录进行了标记，
标记黑客的访问和正常用户的访问。为了便于训练和验证，我们把这份已经标记好的数
据随机划分为训练数据集和测试数据集，通常测试数据集占全部数据集的 20% ～ 40%。

1.1.1

数据预处理

深度学习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要把物理世界中的实物特征化，最终表示为
多维向量，这一过程称为数据预处理。比如图片就可以表示为一个多维数组，形状为长
度、宽度和信道数。比如一个分辨率为 28×28 的灰度图像，就可以表示成形状为 [28，
28，1] 的向量，一个分辨率为 160×160 的 RGB 图像，就可以表示成形状为 [160，1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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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向量。

1.1.2

定义网络结构

一般认为，深度学习训练好的模型包括两部分，一个是对网络结构的描述，或者称
为对网络结构的定义；另外一个是每层网络的具体参数值，这两部分加起来才是一个完
整的深度学习模型。完成数据预处理后，就需要定义网络结构，或者说对我们的问题进
行数学建模。
假设可以通过一条直线，把黑客和正常用户区分开，即我们认为这个二分类问题是
线性问题，如图 1-1 所示。设特征向量为 x，对应的标签为 y，使用一个线性函数定义整
个网络：
y=w*x+b
其 中 w 和 b 就 是 模 型 的 参 数， 训 练 模 型 的 过 程 就 是 迭 代 求 解 w 和 b 的 过 程， 通
常 x 是一个多维向量，所以 w 和 b 通常也是多维向量。当完成了网络的定义后，输入
x 就可以获得确定的 y，这一过程称为前向计算过程，或者称为前向传播。面对更加复
杂的问题，需要使用更加复杂的层来定义网络。定义网络时的常用层包括：Dense 层、
Activation 层、Dropout 层、Flatten 层、Reshape 层和 Permute 层等。
特征 B
黑客

超平面

正常用户

特征 A

图 1-1

区分正常用户和黑客的二分类问题

1. Dense 层
Dense 层是最常见的网络层，用于构建一个全连接。一个典型的全连接结构由输入、
求和、激活、权重矩阵、偏置和输出组成，如图 1-2 所示，训练的过程就是不断获得最优
的权重矩阵和偏置（bias）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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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1 和 w2 对应 kernel 权重矩阵
x1
w1

输入
x2

w2

求和

激活函数

输出

偏置

图 1-2

全连接结构示意图

了解了全连接的结构后，也不难理解创建 Dense 层的几个参数了，例如：
keras.layers.core.Dense(units, activation=None, use_bias=True,
kernel_initializer='glorot_uniform', bias_initializer='zeros',
kernel_regularizer=None, bias_regularizer=None, activity_regularizer=None,
kernel_constraint=None, bias_constraint=None)

其中比较重要的几个参数含义如下。
●●units 表示隐藏层节点数。
●●activation（激活函数）详细介绍请参见 Activation 层的相关内容。
●●use_bias 表示是否使用偏置。
2. Activation 层
Actiration 层对一个层的输出施加激活函数，常见的激活函数包括以下几种。
（1）relu

relu

relu 函数当输入小于 0 时为 0，当输入

5

大于 0 时等于输入。使用代码绘制 relu 的

4

def relu(x):
if x > 0:
return x
else:
return 0
def func4():
x = np.arange(-5.0, 5.0, 0.02)
y=[]
for i in x:
yi=relu(i)
y.append(yi)
plt.xlabel('x')
plt.ylabel('y relu(x)')

y relu(x)

图像，获得图像（见图 1-3）。

3
2
1
0
–4

–2

图 1-3

0
x

relu 函数

2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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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t.title('relu')
plt.plot(x, y)
plt.show()

（2）leakyrelu
leakyrelu 函数是从 relu 函数发展而来的，当输入小于 0 时为输入乘以一个很小的系
数，比如 0.1，当输入大于 0 时等于输入。使用代码绘制 leakyrelu 的图像，获得图像（见
图 1-4）。
def leakyrelu(x):
if x > 0:
return x
else:
return x*0.1
def func5():
x = np.arange(-5.0, 5.0, 0.02)
y=[]
for i in x:
yi=leakyrelu(i)
y.append(yi)
plt.xlabel('x')
plt.ylabel('y leakyrelu(x)')
plt.title('leakyrelu')
plt.plot(x, y)
plt.show()

leakyrelu

5

y leakyrelu(x)

4
3
2
1
0
–4

–2

图 1-4

0
x

2

4

leakyrelu 图像

（3）tanh
tanh 也称为双切正切函数，取值范围为 [–1, 1]。tanh 在特征相差明显时的效果会很
好，在循环过程中会不断扩大特征效果。tanh 的定义如下：
f(x) =

ex – e–x
tanh

ex + e–x

1.00
0.75

使用代码绘制 tanh 的图像，获得图像
x = np.arange(-5.0, 5.0, 0.02)
y=(np.exp(x)-np.exp(-x))/(np.
exp(x)+np.exp(-x))
plt.xlabel('x')
plt.ylabel('y tanh(x)')
plt.title('tanh')
plt.plot(x, y)
plt.show()

0.50
y tanh(x)

（见图 1-5）。

0.25
0.00
–0.25
–0.50
–0.75
–1.00
–4

–2

图 1-5

0
x

tanh 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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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sigmoid
sigmoid 可以将一个实数映射到 (0, 1) 的区间，可以用来做二分类。sigmoid 的定义
如下：
f(x) =

1
1 + e–x

使 用 代 码 绘 制 sigmoid 的 图 像， 获

sigmoid

得图像（见图 1-6）。

Activation 层可以单独使用，也可以
作为其他层的参数，比如创建一个输入

0.8
y sigmoid(x)

x = np.arange(-5.0, 5.0, 0.02)
y=1/(1+np.exp(-x))
plt.xlabel('x')
plt.ylabel('y sigmoid(x)')
plt.title('sigmoid')
plt.plot(x, y)
plt.show()

1.0

0.6
0.4
0.2
0.0

大小为 784，节点数为 32，激活函数为
relu 的全连接层的代码为：

–4

–2

图 1-6

0
x

2

4

sigmoid 图像

model.add(Dense(32, input_shape=(784,)))
model.add(Activation('relu'))

等价于下列代码：
model.add(Dense(32, activation='relu'，input_shape=(784,)))

3. Dropout 层
在深度学习中，动辄几万的参数需要训练，非常容易造成过拟合，通常为了避免过
拟合，会在每次训练的时候随机选择一定的节点，使它们临时失效，形象的比喻是，好
比每次识别图像的时候，随机地挡住一些像素，遮挡适当比例的像素不会影响图像的识
别，但是却可以比较有效地抑制过拟合。Dropout 层的定义如下：
keras.layers.core.Dropout(rate, noise_shape=None, seed=None)

其中，常用的参数就是 rate，表示临时失效的节点的比例，经验值为 0.2 ～ 0.4 比较
合适。
4. Embedding 层
Embedding 层负责将输入的向量按照一定的规则改变维度，有点类似于 Word2Vec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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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学习率，那么迭代更新参数 x 的方法为：
xk + 1 = xk + ∇xk*α

样本数据

与模型的
参数计算

调整模型参数

激活函数处理
正向传递过程

反向传递过程

获得预测值

链式计算梯度

计算损失函数

图 1-7

深度学习训练过程

在求函数的最大值时，我们会向梯度向上的方向移动，使用加号，也称为梯度向上
算法。如果我们想求函数的最小值，则需要向梯度向下的方向移动，使用减号，也称为
梯度下降算法，比如求损失函数最小值时，对应迭代求解的方法为：
xk + 1 = xk – ∇xk*α
我们通过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演示这个过程，假设我们只有一个变量 x，对应的损失
函数定义为：
f(x) = x2 + 2
根据梯度的定义，可以获得对应的梯度为：
∇f(x) =

∂f (x)
∂x

= 2x

我们随机初始化 x，将学习率设置为 0.1，整个过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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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f demo():
import random
a=0.1
x=random.randint(1,10)
y = x * x + 2
index=1
while index < 100 and abs(y-2) > 0.01 :
y=x*x+2
print "batch={} x={} y={}".format(index,x,y)
x=x-2*x*a
index+=1

整个迭代过程最多 100 步，由于我们预先知道函数的最小值为 2，所以如果当计算获
得的函数值非常接近 2，我们也可以提前退出迭代过程，比如绝对值相差不超过 0.01。最
后果然没让我们失望，在迭代 20 次后就找到了接近理论上的最小点：
batch=14
batch=15
batch=16
batch=17
batch=18
batch=19
batch=20

x=0.329853488333 y=2.10880332377
x=0.263882790666 y=2.06963412721
x=0.211106232533 y=2.04456584141
x=0.168884986026 y=2.02852213851
x=0.135107988821 y=2.01825416864
x=0.108086391057 y=2.01168266793
x=0.0864691128455 y=2.00747690748

Keras 里面提供相应的工具返回 loss 函数关于 variables 的梯度，variables 为张量变
量的列表，这里的 loss 函数即损失函数：
from keras import backend as K
k.gradients(loss, variables)

Keras 也提供了 function 用于实例化一个 Keras 函数，inputs 是输入张量的列表，其
元素为占位符或张量变量，outputs 为输出张量的列表：
k.function(inputs, outputs, updates=[])

常用的优化器包括 SGD、RMSprop 和 Adam。
1. SGD
SGD 即随机梯度下降法，是最基础的优化方法。普通的训练方法需要重复不断地把
整套数据放入神经网络中训练，这会消耗大量计算资源。SGD 则会把数据拆分后再分批
不断地放入神经网络中来计算。每次使用批数据，虽然不能反映整体数据的情况，不过
却在很大程度上加速了神经网络的训练过程，而且也不会丢失太多准确率 。1
SGD 支持动量参数，支持学习衰减率，函数的定义如下：
https://ptorch.com/news/5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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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ras.optimizers.SGD(lr=0.01, momentum=0.0, decay=0.0, nesterov=False)

其中比较重要的参数如下：
●●lr：学习率。
●●momentum：动量参数。
●●decay：每次更新后的学习率衰减值。
2. RMSprop
RMSprop 是面对递归神经网络时的一个良好选择，函数的定义如下：
keras.optimizers.RMSprop(lr=0.001, rho=0.9, epsilon=1e-06)

其中比较重要的参数如下：
●●lr：学习率。
●●epsilon：大于或等于 0 的小浮点数，防止除 0 错误。
3. Adam
Adam 是一种可以替代 SGD 的一阶优化算法，它能基于训练数据迭代地更新神经网
络权重，是目前最受欢迎的优化算法之一，定义如下：
keras.optimizers.Adam(lr=0.001, beta_1=0.9, beta_2=0.999, epsilon=1e-08)

其中比较重要的参数如下：
●●lr：学习率。
●●epsilon：大于或等于 0 的小浮点数，防止除 0 错误。
下面我们以迭代生成对抗样本的例子来感性认识一下不同优化器的计算收敛速度，
代码路径为：
https://github.com/duoergun0729/adversarial_examples/code/1-case1-pytorch.
ipynb

首先，定义全局变量，其中 adam_original_loss、sdg_original_loss 和 RMSprop_original_
loss 分别代表迭代过程中不同优化算法对应的损失函数的值：
adam_original_loss = []
sdg_original_loss=[]
RMSprop_original_loss=[]
epoch_range=[]

加载测试图片，并缩放到长和宽均为 224：
# 获取计算设备，默认是 CPU
device = torch.device("cuda" if torch.cuda.is_available() else "cpu")
# 图像加载以及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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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_path="../picture/cropped_panda.jpg"
orig = cv2.imread(image_path)[..., ::-1]
orig = cv2.resize(orig, (224, 224))
img = orig.copy().astype(np.ﬂoat32)

对图像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由于攻击的图像分类模型是基于 ImageNet2012 数据集
进行预训练的，因此需要使用 ImageNet2012 数据集特有的均值 mean 和标准差 std 进行
标准化：
mean = [0.485, 0.456, 0.406]
std = [0.229, 0.224, 0.225]
img /= 255.0
img = (img - mean) / std
img = img.transpose(2, 0, 1)
img=np.expand_dims(img, axis=0)
img = Variable(torch.from_numpy(img).to(device).ﬂoat())

实例化 alexnet 模型并加载预训练的参数。在使用迭代优化的过程中，整个模型的参
数不变化，反向传递仅调整原始图像的内容：
# 使用预测模式主要影响 dropout 和 BN 层的行为
model = models.alexnet(pretrained=True).to(device).eval()
# 获取分类标签
label=np.argmax(model(img).data.cpu().numpy())
print("label={}".format(label))
# 图像数据梯度可以获取
img.requires_grad = True
# 设置为不保存梯度值，自然也无法修改
for param in model.parameters():
param.requires_grad = False

使用定向攻击，攻击目标的标签值为 288，最大迭代次数为 100：
loss_func = torch.nn.CrossEntropyLoss()
epochs=100
target=288
target=Variable(torch.Tensor([ﬂoat(target)]).to(device).long())

迭代优化的计算过程中，根据预测结果与定向攻击目标计算损失值，并通过手工调
用反向传递过程，更新原始图像：
for epoch in range(epochs):
# 梯度清零
optimizer.zero_grad()
# forward + backward
output = model(img)
loss = loss_func(output, target)
label=np.argmax(output.data.cpu().num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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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am_original_loss+=[loss]
epoch_range += [epoch]
# 手工调用反向传递计算，更新原始图像
loss.backward()
optimizer.step()

分别实例化不同的优化器，记录 100 次迭代优化过程中损失值的变化，如图 1-8 所
示，当使用相同的学习速率对同一图片进行迭代优化生成定向攻击样本时，RMSprop 和
Adam 明显快于 SGD：
ﬁg, ax = plt.subplots()
ax.plot(np.array(epoch_range), np.array(adam_original_loss), 'b--',
label='Adam')
ax.plot(np.array(epoch_range), np.array(RMSprop_original_loss), 'b-',
label='RMSprop')
ax.plot(np.array(epoch_range), np.array(sdg_original_loss), 'b:',
label='SGD')
legend = ax.legend(loc='best', shadow=True, fontsize='large')
legend.get_frame().set_facecolor('#FFFFFF')
plt.xlabel('Iteration Step ')
plt.ylabel('Loss')
plt.show()
Adam
RMSprop
SGD

12
10

Loss

8
6
4
2
0
0

图 1-8

1.1.5

20

40
60
Iteration step

80

100

相同条件下不同优化算法的收敛速度

范数

范数是一种强化了的距离概念，通常为了提高模型的抗过拟合能力被加入到损失函
数中，下面介绍常见的几种范数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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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L0 范数
L0 范数并不是一个真正的范数，它主要用于度量向量中非零元素的个数。在对抗样
本中，L0 范数通常指的是对抗样本相对原始图片，所修改像素的个数。
2. L1 范数
L1 范数有很多的名字，例如曼哈顿距离、最小绝对误差等。使用 L1 范数可以度量
两个向量间的差异，表示向量中非零元素的绝对值之和。
3. L2 范数
L2 范数是我们最常用的范数，欧氏距离就是一种 L2 范数，表示向量元素的平方和
再开方。在对抗样本中，L2 范数通常指的是对抗样本相对原始图片，所修改像素的变化
量的平方和再开方。
4. 无穷范数
无穷范数也被记作 Linf，主要用于度量向量元素的最大值。在对抗样本中，Linf 范数
通常指的是对抗样本相对原始图片，所修改像素的变化量绝对值的最大值。

1.2

传统的图像分类算法
对抗样本的一个重要应用场景就是在机器视觉领域，下面我们重点介绍一下其中的

图像分类。图像分类是根据图像的原始信息将不同类别图像区分开来，是计算机视觉中
重要的基本问题，也是图像检测、图像分割、物体跟踪、行为分析等其他高层视觉任务
的基础。图 1-9 所示为图像分类识别不同的花的品种。图像分类在很多领域有广泛应用，
包括安防领域的人脸识别和智能视频分析等，交通领域的交通场景识别，互联网领域基
于内容的图像检索和相册自动归类，医学领域的图像识别等 。2

gazania

buttercup

barbeton daisy californian poppy

carnation

anthurium

alpine sea holly bishop of llandaff

图 1-9

图像分类识别不同的花的品种

http://book.paddlepaddle.org/index.c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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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CNN 出现之前，图像分类算法依赖于复杂的特征工程，常用的特征提取方法包
括 SIFT（Scale-Invariant Feature Transform, 尺 度 不 变 特 征 转 换）、HOG（Histogram of
Oriented Gradient，方向梯度直方图）、LBP（Local Binray Pattern，局部二值模式）等，常
用的分类算法为 SVM。

1.3

基于 CNN 的图像分类

1.3.1

局部连接

人们尝试直接把原始图像作为输入，通过深度学习算法直接进行图像分类，从而绕
过复杂的特征工程。常见的深度学习算法都是全连接形式，所谓全连接，就是第 n – 1 层
的任意一个节点，都和第 n 层所有节点有连接，如图 1-10 所示。
同时，临近输入层的隐藏层的任意节点与输入层的全部节点都有连接，如图 1-11
所示。
第n–1层

图 1-10

第n层

全连接示意图

输入层

图 1-11

隐藏层

输入层与隐藏层全连接示意图

以一个大小为 1000×1000 的灰度图像为例，输入层节点数量为 1000×1000=1000000，
隐 藏 层 节 点 数 量 也 为 1000×1000=1000000， 仅 输 入 层 与 隐 藏 层 的 连 接 就 需 要
1000000×1000000=1012，这几乎是个天文数字，如此巨大的计算量阻碍了深度学习在图
像分类方向的应用。
事情的转机来源于生物学的一个发现。人们在研究猫的视觉神经细胞时发现，一个
视觉神经元只负责处理视觉图像的一小块，这一小块称为感受野（Receptive Field），类比
在图像分类领域，识别一个图像是何种物体时，一个点与距离近的点之间的关联非常紧
密，但是和距离远的点之间关系就不大了，甚至足够远的时候就可以忽略不计 。3
http://blog.csdn.net/stdcoutzyx/article/details/415966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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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连接与局部连接示意图，如图 1-12 所示。
全连接神经网络

局部连接神经网络

示例：1000×1000 大小的图
像，包含 1M 个隐藏单元，
1012 个参数
示例：1000×1000 大
小的图像，包含 1M
个隐藏单元，过滤器
大小为 10×10，100M
个参数
在图像识时，相关的图像元素总是相
邻的，通过这一原理可以进行简化

图 1-12

全连接与局部连接示意图

具体到深度学习算法上，在隐藏层与输入层之间，隐藏层的一个节点只处理一部
分输入层节点的数据，形成局部连接。继续上面的例子，假设每个隐藏层的节点只处
理 10×10 大小的数据，也就是说每个隐藏层的节点只与输入层的 100 个节点连接，这
样 在 隐 藏 层 节 点 数 量 和 输 入 层 节 点 数 量 不 变 的 情 况 下， 输 入 层 与 隐 藏 层 的 连 接 需 要
1000000×100 = 108，是全连接的万分之一，虽然计算量下降不少，但是依然十分巨大。
局部连接不会减少隐藏层的节点数量，减少的是隐藏层和输入层之间的连接数。

1.3.2

参数共享

本质上隐藏层的一个节点与输入层一个节点的连接，对应的就是一个连接参数，大
量的连接也就意味着大量的参数需要计算，仅依靠局部连接技术是无法进一步减少计算
量的，于是人们又提出了参数共享。所谓的参数共享是基于这样一个假设，一部分图像的
统计特性与完整图像的相同。回到上面的例子，每个隐藏层的节点只与输入层的 100 个节
点连接，这样每个隐藏层节点就具有 100 个参数，全部隐藏层就具有 1000000×100 = 108
个参数，使用参数共享后，每个隐藏层的节点都具有完全相同的参数，全部隐藏层就只
有 100 个参数需要计算了，这大大减少了计算量，而且即使处理更大的图像，只要单一
隐藏层节点与输入层连接的个数不变，全部隐藏层的参数个数也不会变。这种共享参数
的机制，可以理解为针对图像的卷积操作。假设如图 1-13 所示，具有一个 4×4 大小的图
像和一个大小为 2×2 的卷积核。
大小为 2×2 的卷积核对原始图像第 1 块大小为 2×2 的图像进行卷积操作，得到卷
积结果为 2，如图 1-1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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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量还是太大了。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首先回忆一下，我们之所以决定使用卷积后的特
征是因为图像具有一种“静态性”的属性，这也就意味着在一个图像区域有用的特征极
有可能在另一个区域同样适用。因此，为了描述大的图像，一个很自然的想法就是对不
同位置的特征进行聚合统计，例如，人们可以计算图像一个区域上的某个特定特征的平
均值（或最大值）。这种聚合的操作就叫作池化，常见的池化大小为 2×2、3×3 等，假设
隐藏层节点个数为 4×4，使用 2×2 大小池化，取最大值，过程如图 1-18 所示。
隐藏层

池化后的结果

图 1-18

池化处理示例

隐藏层节点个数为 1000×1000 的神经网络，经过 2×2 池化后，得到的隐藏层节点
个数为 500×500。

1.3.4

典型的 CNN 结构

典型的 CNN 包含卷积层、全连接层等组件，并采用 softmax 多类别分类器和多类交
叉熵损失函数，一个典型的卷积神经网络如图 1-19 所示。
输入层

卷积层

卷积层

4 特征图

4 特征图

降采样（池化）层

图 1-19

6 特征图

卷积层

6 特征图

降采样（池化）层

全连接层

典型的 CNN 结构

我们先介绍用来构造 CNN 的常见组件：
●●卷积层：执行卷积操作提取底层到高层的特征，挖掘出图片局部关联性质和空间
不变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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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化层：执行降采样操作。通过取卷积输出特征图中局部区块的最大值或者均值
来实现。降采样也是图像处理中常见的一种操作，可以过滤掉一些不重要的高频
信息。
●●全连接层：输入层到隐藏层的神经元是全部连接的。
●●非线性变化：卷积层、全连接层后面一般都会接非线性变化层，例如 Sigmoid、
Tanh、ReLu 等来增强网络的表达能力，在 CNN 里最常使用的为 ReLu 激活函数。
●●Dropout ：在训练阶段随机让一些隐层节点不工作，提高神经网络的泛化能力，一
定程度上防止过拟合，这一点就好比人眼在做图像识别时，适当遮住一部分像素
不会影响识别结果一样。相对于浅层学习的 SVM、KNN 和朴素贝叶斯等，深
度学习由于参数众多，更容易出现过拟合的现象，所以一般都需要使用 Dropout
机制。

1.3.5

AlexNet 的结构

AlexNet 是 2012 年发表的经典之作，并在当年取得了 ImageNet 最好成绩，其官方提
供的数据模型，准确率达到 57.1%，top 1-5 达到 80.2%。这对于传统的机器学习分类算法
而言，已经相当出色了。
AlexNet 一共由 8 层组成，其中包括 3 个卷积层和 5 个全连接层，其结构如图 1-20
所示。

图 1-20

1.3.6

AlexNet 结构图

VGG 的结构

牛 津 大 学 VGG（Visual Geometry Group） 组 在 2014 年 ILSVRC 提 出 了 VGG 模 型。
该模型相比以往模型进一步加宽和加深了网络结构，它的核心是五组卷积操作，每两组之
间做 Max-Pooling 空间降维。同一组内采用多次连续的 3×3 卷积，卷积核的数目由较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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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人工智能和深度学习研究员 Francois Chollet 在他的《 Python 深度学习》 中给出一种
可视化卷积的方法。卷积层通常由多个卷积核组成，每个卷积核都可以被视为一种特征
提取方式。当使用一个卷积核处理图像数据后，卷积核会提取它关注的特征并形成新的
图像，该图像也被称为特征图。输入的图像包含的特征与卷积核越接近，其特征图的值
也越大。因此完全可以基于梯度，迭代调整输入图像的值，让特征图的值最大化。当特
征图的值达到最大或者迭代求解趋于稳定时，可以认为这时的输入图像就是该卷积核的
可视化图像。下面以 Keras 为例介绍核心代码实现。

图 1-23

Inception 单元结构

4

# 获取输出层的 tensor
layer_output = model.get_layer(layer_name).output
# 获取指定卷积核 ﬁlter_index 的输出，并作为损失函数
loss = K.mean(layer_output[:, :, :, ﬁlter_index])
# 根据损失函数和输入层定义梯度
grads = K.gradients(loss, model.input)[0]
grads /= (K.sqrt(K.mean(K.square(grads))) + 1e-5)
# 实例化计算梯度的函数
iterate = K.function([model.input], [loss, grads])
# 定义一个随机图像，图像底色为灰色，并叠加均值为 0 标准差为 20 的高斯噪声
input_img_data = np.random.random((1, size, size, 3)) * 20 + 128.
# 迭代 40 轮，使用梯度上升算法求解，学习速率（步长）为 step
step = 1.
for i in range(40):
loss_value, grads_value = iterate([input_img_data])
input_img_data += grads_value * step
img = input_img_data[0]
图片源于 http://blog.csdn.net/numeria/article/details/73611456。
https://github.com/fchollet/deep-learning-with-python-notebooks。

input_1:InputLayer

block1_conv1:Conv2D

block1_conv2:Conv2D

block1_pool:MaxPooling2D

block1_conv1:Conv2D

block2_conv2:Conv2D

block2_pool:MaxPooling2D

block3_conv1:Conv2D

block3_conv2:Conv2D

block3_conv3:Conv2D

block3_pool:MaxPooling2D

block4_conv1:Conv2D

block4_conv2:Conv2D

block4_conv3:Conv2D

block4_pool:MaxPooling2D

block5_conv1:Conv2D

block5_conv2:Conv2D

block5_conv3:Conv2D

block5_pool:MaxPooling2D

ﬂatten:Flatten

fc1:Dense

fc2:Dense

predictions:Dense

图 1-24

Keras 下的 VGG16 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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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实例化 Keras 下的 VGG16 模型，加载基于 ImageNet 2012 数据集预训练的参数。
0

100

200

300

400

500

0

100

200

图 1-26

300

400

500

block3_conv1 可视化结果

# 使用 VGG16
from keras.applications.vgg16 import VGG16
import matplotlib.pyplot as plt
%matplotlib inline
model = VGG16(weights='imagenet')

之后加载经典的小猪图片（见图 1-28），并进行预处理。
from keras.preprocessing import image
from keras.applications.vgg16 import preprocess_input, decode_predictions
import numpy as np
# 小猪的路径
img_path = "../picture/pig.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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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KNN 算法进行训练和预测：
knn = KNeighborsClassiﬁer(n_neighbors=5)
knn.ﬁt(train_X, train_Y)
pred_Y = knn.predict(test_X)

1.4.2

混淆矩阵

混淆矩阵（Confusion Matrix）是一个将分类问题按照真实情况与判别情况两个维度
进行归类的矩阵，在二分类问题中，可以用一个 2×2 的矩阵表示。如图 1-32 所示，TP
表示实际为真预测为真，TN 表示实际为假预测为假，FN 表示实际为真预测为假，通俗
讲就是漏报了，FP 表示实际为假预测为真，通俗讲就是误报了 。6
实际情况
实际为真

实际为假

预测为真

True positive (TP)

False positive (FP)

预测为假

False negative (FN)

True negative (NT)

预测情况

图 1-32

二分类问题的混淆矩阵

在 Scikit-Learn 中，使用 metrics.confusion_matrix 输出混淆矩阵。
print "confusion_matrix:"
print metrics.confusion_matrix(test_Y, pred_Y)

输出结果如下，其中漏报 36 个，误报了 25 个。
confusion_matrix:
[[70 25]
[36 69]]

1.4.3

准确率与召回率

机器学习中最基本的指标是召回率（Recall Rate）和准确率（Precision Rate），召回率
也叫查全率，准确率也叫查准率。
召回率 = TP/(TP + FN)
准确率 = TP/(TP + FP)
https://en.wikipedia.org/wiki/Confusion_matri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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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例来解释这两个枯燥的概念。一个池塘有 10 条鱼和 20 只小龙虾，渔夫撒网打鱼，
结果捞上来 8 条鱼和 12 只小龙虾，那么准确率为 8/(8+12)=40%，召回率为 8/10=80%。
在 Scikit-Learn 中，可以使用如下代码获得准确率和召回率：
print
print
print
print

"recall_score:"
metrics.recall_score(test_Y, pred_Y)
"precision_score:"
metrics.precision_score(test_Y, pred_Y)

输出结果如下，其中召回率为 65.71%，准确率为 73.40%：
recall_score:
0.657142857143
precision_score:
0.734042553191

1.4.4

准确度与 F1-Score

准确度（Accuracy）是对检测结果的一个均衡评价，表现的是全体预测正确的样本占
全部样本的比例，它的定义如下：
Accuracy =

TP + TN
P+N

=

TP + TN
TP + TN + FP + FN

F1-Score 也是对准确率和召回率的一个均衡评价，国内外不少数据挖掘比赛都是重
点关注 F1-Score 的值，它的定义如下：
F1_Score =

2TP
2TP + FP + FN

在 Scikit-Learn 中，可以使用如下代码获得准确度和 F1-Score：
print
print
print
print

"accuracy_score:"
metrics.accuracy_score(test_Y, pred_Y)
"f1_score:"
metrics.f1_score(test_Y, pred_Y)

输出结果如下，其中准确度为 69.5% 和 F1-Score 为 69.34%：
accuracy_score:
0.695
f1_score:
0.6934673366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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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C 与 AUC

ROC（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是以真阳性率为纵坐
标、假阳性率为横坐标绘制的曲线。它是反映灵敏性和特效性连续变量的综合指标。一
般认为 ROC 越光滑说明分类算法过拟合的概率越低，越接近左上角说明分类性能越好。
AUC（Area Under the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曲线就是量化衡量 ROC 分类性能
的指标，如图 1-33 所示，物理含义是 ROC 曲线的面积，AUC 越大越好。

图 1-33

ROC 曲线示例

绘制 ROC 曲线的方法如下：
f_pos, t_pos, thresh = metrics.roc_curve(test_Y, pred_Y)
auc_area = metrics.auc(f_pos, t_pos)
plt.plot(f_pos, t_pos, 'darkorange', lw=2, label='AUC = %.2f' % auc_area)
plt.legend(loc='lower right')
plt.plot([0, 1], [0, 1], color='navy', linestyle='--')
plt.title('ROC')
plt.ylabel('True Pos Rate')
plt.xlabel('False Pos Rate')
plt.show()

在 Scikit-Learn 中，可以使用如下代码获得 AUC 值：
print "AUC:"
print metrics.roc_auc_score(test_Y, pred_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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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获得的 AUC 值为 0.70：
AUC:
0.696992481203

1.5

集成学习
集成学习（Ensemble Learning）是使用一系列学习器进行学习，并使用某种规则把各

个学习结果进行整合从而获得比单个学习器更好的学习效果的一种机器学习方法。如图
1-34 所示，集成学习的思路是在对新的实例进行分类的时候，把若干个单个分类器集成
起来，通过对多个分类器的分类结果进行某种组合来决定最终的分类，以取得比单个分
类器更好的性能。如果把单个分类器比作一个决策者的话，集成学习的方法就相当于多
个决策者共同进行一项决策。如果使用的分类器相同，称为同质，反之则称为异质。综
合判断的策略常见的有两种：加权平均和投票。
分类器 1

分类器 2

综合判断

分类结果

分类器 n – 1

分类器 n

图 1-34

集成学习基本原理

集成学习粗略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是个体学习器之间存在强依赖关系，一系列个
体学习器基本都需要串行生成，代表算法是 Boosting 系列算法。第二类是个体学习器
之间不存在强依赖关系，一系列个体学习器可以并行生成，代表算法是 Bagging 算法和
随机森林（Random Forest）系列算法。本章以分类问题来介绍常见的 Boosting 算法和
Bagging 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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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sting 算法

Boosting 系列算法的原理是在训练集用初始权重训练出一个分类器，根据分类器的
表现来更新训练样本的权重，使得这些错误率高的样本在后面的训练中得到更多的重视。
如此重复进行，直到分类器的数量达到事先指定的数目，最终将全部分类器通过集合策
略进行整合，得到新的分类器。
Boosting 系 列 算 法 里 最 著 名 的 算 法 主 要 有 AdaBoost 算 法 和 梯 度 提 升 决 策 树
GBDT(Gradient Boosting Decision Tree) 算法，我们以 AdaBoost 和 GBDT 为例，介绍如
何在 Scikit-Learn 中使用它们。
以 AdaBoost 为例，数据集使用随机生成的数据，使用 AdaBoostClassiﬁer，分类器个
数设置为 100：
x, y = datasets.make_classiﬁcation(n_samples=1000,
n_features=100,n_redundant=0, random_state = 1)
train_X, test_X, train_Y, test_Y = train_test_split(x,
y,
test_size=0.2,
random_state=66)
clf = AdaBoostClassiﬁer(n_estimators=100)
clf.ﬁt(train_X, train_Y)
pred_Y = clf.predict(test_X)

输出对应的性能指标，准确度为 80.5%，f1 为 81.52%，准确率为 81.13%，召回率为
81.90%，AUC 为 0.80：
accuracy_score:
0.805
f1_score:
0.815165876777
recall_score:
0.819047619048
precision_score:
0.811320754717
confusion_matrix:
[[75 20]
[19 86]]
AUC:
0.804260651629

对应的 ROC 曲线如图 1-35 所示，综合指标都优于之前的 K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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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5

AdaBoost 的 ROC 曲线

以 GBDT 为例，数据集依然使用随机生成的数据，使用 GradientBoostingClassiﬁer，
分类器个数设置为 100：
x, y = datasets.make_classiﬁcation(n_samples=1000,
n_features=100,n_redundant=0, random_state = 1)
train_X, test_X, train_Y, test_Y = train_test_split(x,
y,
test_size=0.2,
random_state=66)
clf = GradientBoostingClassiﬁer(n_estimators=100)
clf.ﬁt(train_X, train_Y)
pred_Y = clf.predict(test_X)
report(test_Y, pred_Y)

输出对应的性能指标，准确度为 84%，f1 为 84.76%，准确率为 84.76%，召回率为
84.76%，AUC 为 0.84：
accuracy_score:
0.84
f1_score:
0.847619047619
recall_score:
0.847619047619
precision_score:
0.847619047619
confusion_matri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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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 16]
[16 89]]
AUC:
0.839598997494

对应的 ROC 曲线如图 1-36 所示，综合指标优于之前的 KNN，也略优于 AdaBoost，
不过 Boosting 系列算法都有大量参数可以优化，对性能有一定影响，本章的这个比较只
是一个不太严谨的对比。

图 1-36

1.5.2

GBDT 的 ROC 曲线

Bagging 算法

与 Boosting 算法不同，Bagging 算法的分类器之间没有依赖关系，可以并行生成。
Bagging 使用自助采样法，即对于 m 个样本的原始训练集，我们每次先随机采集一个样本
放入采样集，接着把该样本放回，也就是说下次采样时该样本仍有可能被采集到，这样
采集 m 次，最终可以得到 m 个样本的采样集。由于是随机采样，每次的采样集不同于原
始训练集和其他采样集，这样得到了多个不同的分类器 。7
下面举个例子，数据集使用随机生成的数据，使用 BaggingClassiﬁer，分类器个数设
置为 100：
x, y = datasets.make_classiﬁcation(n_samples=1000,
n_features=100,n_redundant=0, random_state = 1)
train_X, test_X, train_Y, test_Y = train_test_split(x,
https://www.cnblogs.com/pinard/p/613142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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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f = BaggingClassiﬁer(n_estimators=100)
clf.ﬁt(train_X, train_Y)
pred_Y = clf.predict(test_X)
report(test_Y, pred_Y)

y,
test_size=0.2,
random_state=66)

输出对应的性能指标，准确度为 83.5%，f1 为 84.21%，准确率为 84.61%，召回率为
83.81%，AUC 为 0.83：
accuracy_score:
0.835
f1_score:
0.842105263158
recall_score:
0.838095238095
precision_score:
0.846153846154
confusion_matrix:
[[79 16]
[17 88]]
AUC:
0.834837092732

对应的 ROC 曲线如图 1-37 所示，综合指标优于之前的 KNN，也略优于 AdaBoost。

图 1-37

Bagging 的 ROC 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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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小结
本章介绍了深度学习的训练过程，并结合一个实际的例子介绍了数据预处理、定义

网络结构、损失函数、反向传递与优化器的知识，重点介绍了链式法则与梯度的使用。
本章最后还结合具体例子介绍了几个常见的衡量指标，包括混淆矩阵、准确率、召回率、
准确度、F1-Score、ROC 和 AUC。另外本章还介绍了博采众家之长的集成学习，主要介
绍了 Boosting 算法和 Bagging 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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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02

第2章

打造对抗样本工具箱

对抗样本是深度学习领域一个新兴的热点内容，非常强调理论和工程相结合。在开
启新的学习旅途之前，我们先介绍一下对抗样本环境的搭建过程，强烈建议读者在 Linux
或者 Mac 环境下进行搭建，因为深度学习的常用工具几乎都是基于 Python 开发的，但是
Python 相关的库都是在 Linux 或者 Mac 环境下经过多年验证的，Windows 下的功能和稳
定性难以保证。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同时能与工业界的生产环境进行无缝迁移，默
认情况下，本书都是基于 Mac+Python 2.7 环境进行介绍的，Linux 和 Python 3.* 环境几乎
也可以直接使用。
2018 年 3 月，Keras 作 者、 谷 歌 研 究 科 学 家 François Chollet 使 用 Google Search
Index 展示了过去三个月 ArXiv 上提到的深度学习框架排行，如图 2-1 所示。8
1000

750

500

250

0

TensorFlow Keras

图 2-1
https://arxiv.org/

Caffe

PyTorch Theano MXNet Chainer

ArXiv 上提到的深度学习框架排行

CNT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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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nsorFlow 排 名 第 一，Keras 排 名 第 二， 之 后 依 次 是 Caffe、PyTorch、Theano、
MXNet、Chainer， 以 及 CNTK。Chollet 在 推 文 中 补 充，Keras 的 使 用 在 产 业 界 和 整 个
数据科学圈中占据主流地位，产业既包括大公司也包括创业公司。不过，在研究社区，
Keras 的份额要小很多。本章也将介绍主流的深度学习框架的安装方法，读者可以针对自
己的情况，安装其中一到两种即可。

2.1

Anaconda
Python 是深度学习领域的网红，几乎所有的深度学习框架都支持 Python，甚至仅

支持 Python。Python 在给开发者带来各种便利的同时，其复杂的包管理与环境管理也
一 直 困 扰 着 开 发 者。 本 书 推 荐 使 用 Anaconda 进 行 Python 环 境 的 搭 建， 大 量 实 践 证 明
Anaconda 具有工业级的稳定性，同时使用便捷，下面我们详细介绍 Anaconda。
Anaconda 是一个用于科学计算的 Python 开发平台，支持 Linux、Mac 和 Windows 系
统，提供了包管理与环境管理的功能，可以很方便地解决多版本 Python 并存、切换以及
各种第三方包安装问题。Anaconda 利用 conda 命令来进行包和环境的管理，并且已经包
含了 Python 和相关的配套工具。如图 2-2 所示，Anaconda 集成了大量的机器学习库以及
数据处理必不可少的第三方库，比如 NumPy、SciPy、Scikit-Learn 以及 TensorFlow 等。

图 2-2

Anaconda 框架

9

图片源于 Anaconda 官网（https://www.anaconda.com/what-is-anacon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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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conda 的安装非常方便，如图 2-3 所示，从其官网的下载页面选择对应的安装包，
以我的 Mac 本为例，选择 macOS 对应的图形化安装版本。

图 2-3

Anaconda 下载页面

10

点击安装包，选择安装的硬盘，通常 Mac 本也只有一块硬盘，使用默认安装即可，
如图 2-4 所示。

图 2-4

Anaconda 安装界面

使用默认配置进行安装，安装完成后出现如图 2-5 所示的界面。
使用如下命令查看当前用户的 proﬁle 文件的内容：
cat ~/.bash_proﬁle

图片来自 Anaconda 官方下载页面（https://www.anaconda.com/download/#mac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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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conda 安装结束界面

我们可以发现，在当前用户的 proﬁle 文件的最后增加了如下内容：
# added by Anaconda2 5.0.0 installer
export PATH="/anaconda2/bin:$PATH"

表明已经将 Anaconda 的 bin 目录下的命令添加到了 PATH 变量中，可以像使用系统
命令一样直接使用 Anaconda 的命令行工具了。
Anaconda 强大的包管理以及多种 Python 环境并存使用主要依赖于 conda 命令，常用
的 conda 命令如下：
# 创建一个名为 python27 的环境，指定 Python 版本是 2.7
conda create --name python27 python=2.7
# 查看当前环境下已安装的包
conda list
# 查看某个指定环境的已安装包
conda list -n python27
# 查找 package 信息
conda search numpy
# 安装 package
conda install -n python27 numpy
# 更新 package
conda update -n python27 numpy
# 删除 package
conda remove -n python27 numpy

假设我们已经创建一个名为 python27 的环境，指定 Python 版本是 2.7，激活该环境
的方法如下：
source activate python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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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要退出该环境，命令如下所示：
source deactivate

在 python27 的环境下查看 Python 版本，果然是 2.7 版本：
maidou:3book liu.yan$ source activate python27
(python27) maidou:5book liu.yan$
(python27) maidou:5book liu.yan$ python
Python 2.7.14 |Anaconda, Inc.| (default, Oct 5 2017, 02:28:52)
[GCC 4.2.1 Compatible Clang 4.0.1 (tags/RELEASE_401/ﬁnal)] on darwin
Type "help", "copyright", "credits" or "license" for more information.
>>>

查看 python27 环境下默认安装了哪些包，为了避免显示内容过多，过滤前 6 行查看：
conda list | head -6
# packages in environment at /anaconda2/envs/python27:
#
ca-certiﬁcates
2017.08.26
ha1e5d58_0
certiﬁ
2017.7.27.1
py27h482ffc0_0
libcxx
4.0.1
h579ed51_0
libcxxabi
4.0.1
hebd6815_0

统计包的个数，除去 2 行的无关内容，当前环境下有 16 个包：
conda list | wc -l
18

查看目前一共有几个环境，发现除了系统默认的 root 环境，又多出了我们创建的
python27 环境：
conda info --envs
# conda environments:
#
python27
root
*

/anaconda2/envs/python27
/anaconda2

在 python27 环境下安装 Anaconda 默认的全部安装包，整个安装过程会比较漫长，
速度取决于你的网速：
conda install anaconda
Fetching package metadata ...........
Solving package speciﬁcations: .
Package plan for installation in environment /anaconda2/envs/python27:

继续统计包的个数，除去两行的无关内容，当前环境下已经有 238 个包了：
conda list | wc -l
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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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conda 默认安装的第三方包里没有包含 TensorFlow 和 Keras，需要使用命令手工
安装。以 TensorFlow 为例，可以使用 conda 命令直接安装：
conda install tensorﬂow

同时，也可以使用 pip 命令直接安装：
pip install tensorﬂow

本书一共创建了两个环境，分别是 python27 和 python36，顾名思义，对应的 Python
版本分别为 2.7 和 3.6，用于满足不同案例对 Python 版本的不同要求。

2.2

APT 更新源
如果读者使用的是 Ubuntu 系统，会经常需要使用 APT 工具进行软件管理。APT 工

具默认的镜像源速度极其缓慢，强烈建议使用国内的镜像源。推荐的配置方式为，编辑 /
etc/apt/sources-list，添加如下内容即可：
deb https://mirrors.tuna.tsinghua.edu.cn/ubuntu/ xenial main restricted deb
https://mirrors.tuna.tsinghua.edu.cn/ubuntu/ xenial-updates main restricted deb
https://mirrors.tuna.tsinghua.edu.cn/ubuntu/ xenial universe deb
https://mirrors.tuna.tsinghua.edu.cn/ubuntu/ xenial-updates universe deb
https://mirrors.tuna.tsinghua.edu.cn/ubuntu/ xenial multiverse deb
https://mirrors.tuna.tsinghua.edu.cn/ubuntu/ xenial-updates multiverse deb
https://mirrors.tuna.tsinghua.edu.cn/ubuntu/ xenial-backports main restricted
universe multiverse deb https://mirrors.tuna.tsinghua.edu.cn/ubuntu/
xenial-security main restricted deb
https://mirrors.tuna.tsinghua.edu.cn/ubuntu/ xenial-security universe deb
https://mirrors.tuna.tsinghua.edu.cn/ubuntu/ xenial-security multiverse

2.3

Python 更新源
与 APT 类似，Python 的包安装与更新主要使用 PIP 工具，推荐的 PIP 更新源配置方

式为，在用户目录下创建 .pip 文件夹，并创建 pip.conf 文件：
[global]
trusted-host = pypi.mirrors.ustc.edu.cn
index-url = https://pypi.mirrors.ustc.edu.cn/simple

2.4

Jupyter notebook
Jupyter notebook 源 自 Fernando Perez 发 起 的 IPython 项 目。IPython 是 一 种 交 互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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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ell，与普通的 Python shell 相似，但具有一些很好的功能，例如语法高亮显示和代码补
全。Jupyter notebook 可以在任何地方运行 notebook 服务器，并且可通过互联网访问服务
器。通常，你会在存储所有数据和 notebook 文件的自有计算机上运行 Jupyter notebook 服
务。Jupyter notebook 部署方便，使用简单，广受深度学习开发和研究者的喜爱，本书的
示例代码默认都使用 Jupyter notebook 编写。直接使用 PIP 安装 Jupyter notebook 即可。
pip install Jupyter

启动 Jupyter notebook 服务的方式为：
jupyter notebook

Jupyter notebook 的整个操作过程都可以通过 Web 界面进行（见图 2-6），启动 Jupyter
notebook 后，会调起系统默认的浏览器进行访问，默认访问地址为：
https://localhost:8888/tree

图 2-6

Jupyter notebook 界面

若要创建一个新的 notebook，只需鼠标单击 New，在下拉选项中选择一个你想启动
的 notebook 类型即可，如图 2-7 所示。
在 Jupyter notebook 中编写 Python，如图 2-8 所示，需要选中指定的行，使用 code
模式，编写完成后，按下 Shift + Enter 组合键即可运行。
Jupyter notebook 支持通过 Markdown 语法编写注释等内容，如图 2-9 所示，只要选
中指定的行使用 Markdown 语法，编写完成后，按下 Shift + Enter 组合键即可运行。
Jupyter notebook 的 代 码 补 齐 功 能 非 常 强 大， 不 过 需 要 单 独 安 装 插 件， 首 先 安 装
nbextensions ：
pip install jupyter_contrib_nbextensions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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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pypi.mirrors.ustc.edu.cn/simple
jupyter contrib nbextension install --user

图 2-7

Jupyter notebook 创建新文件的界面

图 2-9

图 2-8

在 Jupyter notebook 中编写 Python

在 Jupyter notebook 中编写 Markdown

然后安装 nbextensions_conﬁgurator：
pip install --user jupyter_nbextensions_conﬁgurator
jupyter nbextensions_conﬁgurator enable –user

最后启动 Jupyter notebook，如图 2-10 所示，进入 Jupyter notebook 主页，然后在如
图 2-11 所示的 Nbextensions 配置页勾选 Hinterland，使能代码自动补齐功能。
在 Jupyter notebook 中使用 Anaconda 中的环境需要单独配置，默认情况下使用的是
系统默认的 Python 环境，以使用 AdvBox 环境为例。
首先在默认系统环境下执行以下命令，安装 ipykernel：
conda install ipykernel
conda install -n advbox ipykern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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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0

Jupyter notebook 主页

图 2-11

Nbextensions 配置页面

在 advbox 环境下激活，这样启动后就可以在界面上看到 advbox 了（参见图 2-12）：
python -m ipykernel install --user --name advbox --display-name advbo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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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vbox 环境激活成功

TensorFlow
TensorFlow 是 谷 歌 的 第 二 代 人 工 智 能 学 习 系 统， 其 命 名 来 源 于 本 身 的 运 行 原 理。

Tensor 意味着 N 维数组，Flow 意味着基于数据流图的计算，TensorFlow 为 Tensor 从流图
的一端流动到另一端的计算过程。所以也可以把 TensorFlow 当作将复杂的数据结构传输
至人工智能神经网中进行分析和处理过程的系统。
TensorFlow 可被用于语音识别或图像识别等多项机器深度学习领域，基于 2011 年开
发的深度学习基础架构 DistBelief 进行了全面改进，它可在小到一部智能手机、大到数千
台数据中心服务器的各种设备上运行。
TensorFlow 支持多种安装方式 。11
1. Ubuntu/Linux
#
$
#
$

仅使用 CPU 的版本
pip install tensorﬂow
开启 GPU 支持的版本 ( 安装该版本的前提是已经安装了 CUDA sdk)
pip install tensorﬂow-gpu

2. Mac OS X
在 Mac OS X 系统上 , 我们推荐先安装 homebrew, 然后执行 brew install python, 以便
能够使用 homebrew 中的 Python 安装 TensorFlow。
pip install tensorﬂow

3. 基于 Docker 的安装
如下命令将启动一个已经安装好 TensorFlow 及相关依赖的容器。
$ docker run -it b.gcr.io/tensorﬂow/tensorﬂow
http://www.tensorﬂy.cn/tfdoc/get_started/os_setup.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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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基于 VirtualEnv 的安装
官方文档推荐使用 VirtualEnv 创建一个隔离的容器来安装 TensorFlow，这是可选的，
但是这样做能使排查安装问题变得更容易。VirtualEnv 通过创建独立 Python 开发环境的
工具，来解决依赖、版本以及间接权限问题，比如一个项目依赖 Django1.3 而当前全局开
发环境为 Django1.7，版本跨度过大，导致不兼容使项目无法正在运行，使用 VirtualEnv
就可以解决这些问题 。12
首先，安装所有必备工具：
# 在 Linux 上：
$
#
#
$
$

sudo apt-get install python-pip python-dev python-virtualenv
在 Mac 上 :
如果还没有安装 pip
sudo easy_install pip
sudo pip install --upgrade virtualenv

接下来，建立一个全新的 VirtualEnv 环境，为了将环境建在 ~/tensorﬂow 目录下，执
行如下代码：
$ virtualenv --system-site-packages ~/tensorﬂow
$ cd ~/tensorﬂow

然后，激活 VirtualEnv：
$
#
#
#

source bin/activate
如果使用 bash $ source bin/activate.csh
如果使用 csh (tensorﬂow)$
终端提示符应该发生变化

在 VirtualEnv 内，安装 TensorFlow：
(tensorﬂow)$ pip install --upgrade <$url_to_binary.whl>

接下来，使用类似命令运行 TensorFlow 程序：
(tensorﬂow)$ cd tensorﬂow/models/image/mnist
(tensorﬂow)$ python convolutional.py
# 当使用完 TensorFlow
(tensorﬂow)$ deactivate

2.6

Keras
Keras 是一个高级别的 Python 神经网络框架，能在 TensorFlow 或者 Theano 上运行。
http://www.jianshu.com/p/08c657bd34f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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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ras 的作者、谷歌 AI 研究员 Francois Chollet 宣布了一条激动人心的消息，Keras 将会
成为第一个被添加到 TensorFlow 核心中的高级别框架，这将会让 Keras 变成 TensorFlow
的默认 API。
Keras 的主要特点是：
●●可以快速简单地设计出原型。
●●同时支持卷积网络和循环网络，以及两者的组合。
●●支持任意的连接方案。
Keras 的在线文档内容非常丰富，地址为：
https://keras.io/

Keras 的安装非常简便，使用 pip 工具即可：
pip install keras

如果需要使用源码安装，可以直接从 GitHub 上下载对应源码：
https://github.com/fchollet/keras

然后进入 Keras 目录安装即可：
python setup.py install

2.7

PyTorch
PyTorch 是由 Facebook 的 AI 研究团队发布的一个基于 Python 的科学计算包，旨在

服务两类场合：
●●替代 Numpy 发挥 GPU 潜能。
●●一个提供了高度灵活性和效率的深度学习实验性平台。
PyTorch 的安装方式很有特色，登录 PyTorch 的主页 https://pytorch.org/。
如图 2-13 所示，根据你的软硬件环境进行选择，主页上将显示对应的安装命令。

图 2-13

PyTorch 的主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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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PaddlePaddle
PaddlePaddle 是百度提供的开源深度学习框架，它能够让开发者和企业安全、快速地

实现自己的 AI 想法。PaddlePaddle 最简化的安装可以直接使用 PIP 工具：
pip install paddlepaddle

如果有特殊需求希望指定版本进行安装，可以使用参数：
pip install paddlepaddle==0.12.0

如果希望使用 GPU 加速训练过程，可以安装 GPU 版本：
pip install paddlepaddle-gpu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paddlepaddle-gpu 针对不同的 cuDNN 和 CUDA 具有不同的编译
版本。以百度云上的 GPU 服务器为例，CUDA 为 8.0.61，cuDNN 为 5.0.21，对应的编译
版本为 paddlepaddle-gpu==0.14.0.post85。
pip install paddlepaddle-gpu==0.14.0.post85

2.9

AdvBox
AdvBox 是一款由百度安全实验室研发，在百度大范围使用的 AI 模型安全工具箱，

目前原生支持 PaddlePaddle、PyTorch、Caffe2、MxNet、Keras 以及 TensorFlow 平台，便
于广大开发者和安全工程师使用自己熟悉的框架。AdvBox 同时支持 GraphPipe，屏蔽了
底层使用的深度学习平台，用户可以零编码，仅通过几个命令就可以对 PaddlePaddle、
PyTorch、Caffe2、MxNet、CNTK、ScikitLearn 以及 TensorFlow 平台生成的模型文件进
行黑盒攻击。笔者也是 AdvBox 的主要贡献者。
AdvBox 的安装方式非常简单，直接从 GitHub 上同步即可：
git clone https://github.com/baidu/AdvBox.git

类似的框架还有以下几个：
https://github.com/bethgelab/foolbox
https://github.com/IBM/adversarial-robustness-toolbox
https://github.com/topics/cleverhans

2.10

GPU 服务器

本书中会大量使用 CNN、LSTM 和 MLP，这些计算量都非常巨大，尤其是 CNN 几
乎就是 CPU 杀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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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在深度学习领域，主流的商用 GPU 型号是 NVIDIA Tesla 系列 K40、M40 以及
M60，我们将对比这三款产品的关键性能参数，官方的参数对比如下：
●●M60 拥有两个 GM204 核芯，每个 GM204 核芯拥有 2048 个计算单元，拥有 8G 显
存，单精度浮点性能可达 4.85Tﬂops。
●●M40 拥有一个 GM200 核芯，该核芯拥有 3072 个计算单元，拥有 12G 显存，单精
度浮点性能可达 7Tﬂops。
●●K40 拥有一个 GK110 核芯，该核芯拥有 2880 个计算单元，拥有 12G 显存，单精
度浮点性能可达 4.29Tﬂops。
一 个 M40 的 计 算 能 力 约 为 一 个 M60 云 主 机 的 1.44 倍， 但 是 价 格 却 超 过 M60 的 2
倍；而 K40 云主机的计算能力不如 M60，却比 M60 贵，所以从计算能力来讲，M60 性价
比最高 。13
这里我介绍如何使用某公有云上的 M60 GPU 服务器，强烈建议在验证阶段使用按需
付费的 GPU 服务器，最好是按小时计费，这种比较划算。
1. 选择主机
根据需要选择服务器 CPU、内存和硬盘等配置，最关键还要选择 GPU，通常 Tesla
M60 足够我们使用了，如图 2-14 所示。

图 2-14

选择主机

2. 其他设置
设置服务器名称以及登录密码，如图 2-15 所示。
https://zhuanlan.zhihu.com/p/27792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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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5

其他设置

3. 服务器概况
服务器安装完成后，界面显示使用了一块 GPU Tesla M60，如图 2-16 和图 2-17 所示。

图 2-16

服务器概况（一）

图 2-17

服务器概况（二）

4. 运行测试程序
我们在 GPU 服务器上运行经典的使用 CNN 识别 MNIST 的例子，这个例子在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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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c 本上训练 12 轮需要花费将近 2 个小时。我们发现程序运行时加载了 CUDA，它是在
GPU 上运行深度学习算法的基础：
[root@keras001 ~]# python keras-demo.py
Using TensorFlow backend.
I tensorflow/stream_executor/dso_loader.cc:135]
library libcublas.so.8.0 locally
I tensorflow/stream_executor/dso_loader.cc:135]
library libcudnn.so.5 locally
I tensorflow/stream_executor/dso_loader.cc:135]
library libcufft.so.8.0 locally
I tensorflow/stream_executor/dso_loader.cc:135]
library libcuda.so.1 locally
I tensorflow/stream_executor/dso_loader.cc:135]
library libcurand.so.8.0 locally

successfully opened CUDA
successfully opened CUDA
successfully opened CUDA
successfully opened CUDA
successfully opened CUDA

然后我们继续观察，发现程序提示信息显示，加载了 GPU Tesla M60，内存约 8G：
I tensorﬂow/core/common_runtime/gpu/gpu_device.cc:885] Found device 0 with
properties:
name: Tesla M60
major: 5 minor: 2 memoryClockRate (GHz) 1.1775
pciBusID 0000:00:15.0
Total memory: 7.93GiB
Free memory: 7.86GiB
I tensorﬂow/core/common_runtime/gpu/gpu_device.cc:906] DMA: 0
I tensorﬂow/core/common_runtime/gpu/gpu_device.cc:916] 0:
Y

运行完整的程序大约需要 3 分钟，此速度完胜了我的 Mac 本。
5. 手工安装深度学习库
有时候需要根据软硬件环境自己选择安装对应的深度学习库，其中最重要的是看
cuDNN 和 CUDA 的版本，查看服务器的 cuDNN 和 CUDA 版本的方法为：
#CUDA 版本
cat /usr/local/cuda/version.txt
#cuDNN 版本
cat /usr/local/cuda/include/cudnn.h | grep CUDNN_MAJOR -A 2
# 或者 cat /usr/include/cudnn.h | grep CUDNN_MAJOR -A 2

2.11

本章小结

本章介绍了搭建对抗样本工具箱的过程，包括如何安装 Anaconda，设置 APT 更新
源、Python 更新源，以及如何安装 Jupyter notebook 和常见的深度学习框架。最后还介绍
了主流的对抗样本框架以及如何在云环境使用 GPU 服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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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CHAPTER

第3章

常见深度学习平台简介

在第 2 章中，我们介绍了如何搭建对抗样本的工具箱环境，概要介绍了主流的深度
学习平台。本章将结合实际案例，具体介绍 TensorFlow、Keras、PyTorch 和 MXNet 平台
的使用方法。

3.1

张量与计算图
在 Python 编程中，我们经常使用 NumPy 表示向量（或者称为多维数组），在深度学

习框架中使用了张量 (tensor) 这个概念，表示了在计算图中流动的数据。计算图又被称为
数据流图，是深度学习框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开发者通过计算图定义整个模型的
网络结构以及对应的优化器和损失函数。数据流图用节点（node）和边（edge）的有向图
来描述数学计算。节点一般用来表示施加的数学操作，但也可以表示数据输入的起点以
及输出的终点。边表示节点之间的输入 / 输出关系 。举个例子，假设存在以下计算关系：
d=(a+b)*c
可见整个计算图的输入是节点 a、b 和 c，输出是 d，如图 3-1 所示。14
输入

输入

输出
输入

图 3-1
http://www.tensorﬂy.cn/

计算图示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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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好了计算图后，并不会真正发生计算，只有当往输入节点灌入数据（feed in）
时，张量才会在计算图中按照定义的方向发生流动，计算才会发生。如图 3-2 所示，分别
向输入节点 a、b 和 c 输入 1、2 和 3，经过计算图运算后，得到结果 9。
输入

输入

输出
输入

图 3-2

计算图示例（2）

以 TensorFlow 为例，介绍如何实现上面介绍的计算图，对应的代码路径为：
https://github.com/duoergun0729/adversarial_examples/blob/master/code/2-1.
ipynb

首先定义对应的输入节点 a、b 和 c，限制为整数类型 tf.int64，其中 tf.placeholder 表
明其为输入节点。
import tensorﬂow as tf
a = tf.placeholder(tf.int64)
b = tf.placeholder(tf.int64)
c = tf.placeholder(tf.int64)

然后定义对应的计算过程，即最终输出 d 是如何计算获得的。
d = (a+b)*c

最后输入对应的值，运行计算图并获取对应的结果。
with tf.Session() as sess:
print sess.run(d,feed_dict = {a:1,b:2,c:3})
9

如果在 jupyter 中运行程序显示对应的库没有安装，很大可能是对应的 jupyter 核心没
有设置，无法使用对应的 anaconda 环境。一个推荐的做法是配置你经常使用的 anaconda
环境到 IPython 核心。以本书为例，使用的环境名称为 book5，进入 jupyter 核心对应的配
置路径，比如：
/Users/maidou/anaconda2/share/jupyter/kern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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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你的环境名建立目录，便于区分。
/Users/maidou/anaconda2/share/jupyter/kernels/book5

在该目录下建立配置文件 kernel.json，内容如下所示，其中只需替换你的环境中
python 可执行文件路径即可。
{

}

"display_name": "book5",
"language": "python",
"argv": [
"/Users/maidou/anaconda2/envs/book5/bin/python",
"-m",
"ipykernel_launcher",
"-f",
"{connection_ﬁle}"
]

最后执行命令使得对应配置生效，以后执行 jupyter 时选择核心为 book5 即可。
conda install -n book5

3.2

ipykernel

TensorFlow
TensorFlow 是被工业界和学术界使用最广泛的深度学习框架之一。我们以解决经典

的手写数字识别的问题为例，介绍 TensorFlow 的基本使用方法，代码路径为：
https://github.com/duoergun0729/adversarial_examples/blob/master/code/2tensorﬂow.ipynb

1. 加载相关库
加载处理经典的手写数字识别的问题相关的 Python 库。
import tensorﬂow as tf
from tensorﬂow.examples.tutorials.mnist import input_data
from tensorﬂow.python.framework import graph_util
import os

2. 加载数据集
MNIST 是一个入门级的计算机视觉数据集，它包含各种手写数字图片如图 3-3 所示。
它也包含每一张图片对应的标签，告诉我们这个是数字几。比如这四张图片的标签
分别是 5、0、4、1。数据集包括 60000 个的训练数据集和 10000 个的测试数据集，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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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位有效。比如标签 0 到 5 就可以分别编码为：
000001,000010,000100,001000,010000,100000

3. 定义网络结构
本例中输入层大小为 784，隐藏层节点数为 300，激活函数为 relu，中间为了避免过
拟合，使用 Dropout 层，输出层大小为 10，激活函数为 softmax。为了导出导入 pb 文件
时方便，将输入命名为 input，将输出命名为 output。网络结构使用工具 TensorBoard 查
看，如图 3-5 所示。

图 3-5

TensorFlow 处理 MNIST 的网络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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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_units = 784 # 输入节点数
h1_units = 300 # 隐藏层节点数
# 初始化隐藏层权重 W1，服从默认均值为 0，标准差为 0.1 的截断正态分布
W1 = tf.Variable(tf.truncated_normal([in_units, h1_units], stddev=0.1))
b1 = tf.Variable(tf.zeros([h1_units])) # 隐藏层偏置 b1 全部初始化为 0
W2 = tf.Variable(tf.zeros([h1_units, 10]))
b2 = tf.Variable(tf.zeros([10]))
x = tf.placeholder(tf.ﬂoat32, [None, in_units],name="input")
keep_prob = tf.placeholder(tf.ﬂoat32,name="keep_prob")
# 定义模型结构
hidden1 = tf.nn.relu(tf.matmul(x, W1) + b1)
hidden1_drop = tf.nn.dropout(hidden1, keep_prob)
y = tf.nn.softmax(tf.matmul(hidden1_drop, W2) + b2,name="output")

4. 定义损失函数和优化器
完成了前向传播的定义，就需要定义损失函数和优化器，便于训练阶段进行反向传
递。本例为多分类问题，故使用交叉熵定义损失函数，使用 Adagrad 优化器。
y_ = tf.placeholder(tf.ﬂoat32, [None, 10])
cross_entropy = tf.reduce_mean(-tf.reduce_sum(y_ * tf.log(y),
reduction_indices=[1]))
train_step = tf.train.AdagradOptimizer(0.3).minimize(cross_entropy)

5. 训练与验证
初始化参数，迭代训练 5000 轮，每轮训练的批处理大小为 100，为了抵御过拟合，
每次训练时仅通过 75% 的数据。每训练 200 批次，打印中间结果。
sess.run(tf.global_variables_initializer())
correct_prediction = tf.equal(tf.arg_max(y, 1), tf.arg_max(y_, 1))
accuracy = tf.reduce_mean(tf.cast(correct_prediction, tf.ﬂoat32))
for i in range(5000):
batch_xs, batch_ys = mnist.train.next_batch(100)
_,loss=sess.run([train_step,cross_entropy],{x: batch_xs, y_: batch_ys,
keep_prob: 0.75})
if i % 200 == 0:
acc=accuracy.eval(feed_dict={x:mnist.test.images,
y_:mnist.test.labels,keep_prob:1})
print("loss={},acc={}".format(loss,acc))

经过 5000 轮训练，准确度达到 98%。
loss=0.021222606301307678,acc=0.9814000129699707
loss=0.04722728207707405,acc=0.9786999821662903
loss=0.024759886786341667,acc=0.9797000288963318
loss=0.009720790199935436,acc=0.9803000092506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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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Keras
Keras 本质上还算不上一个深度学习框架，它的底层还是要依赖 TensorFlow 这些深

度学习框架，但是相对 TensorFlow 复杂的语法，Keras 通过封装，提供了一套非常简洁
的接口，让熟悉 Python 开发的人可以快速上手。我们以解决经典的手写数字识别的问题
为例，介绍 Keras 的基本使用方法，代码路径为：
https://github.com/duoergun0729/adversarial_examples/blob/master/code/2keras.ipynb

1. 加载相关库
加载处理经典的手写数字识别问题相关的 Python 库：
import keras
from keras.datasets import mnist
from keras.models import Sequential
from keras.layers import Dense, Dropout
from keras.optimizers import RMSprop

2. 加载数据集
Keras 中针对常见的数据集进行了封装，免去了用户手工下载的过程并简化了预处理
的过程。在 Keras 中直接调用 to_categorical 函数即可完成独热编码的转换：
(x_train, y_train), (x_test, y_test) = mnist.load_data()
x_train = x_train.reshape(60000, 784)
x_test = x_test.reshape(10000, 784)
x_train = x_train.astype('ﬂoat32')
x_test = x_test.astype('ﬂoat32')
x_train /= 255
x_test /= 255
y_train = keras.utils.to_categorical(y_train, num_classes)
y_test = keras.utils.to_categorical(y_test, num_classes)

3. 定义网络结构
定义网络结构是指根据建模定义前向传播过程。本例中输入层大小为（784），第一
层隐藏层节点数为 512，激活函数为 relu，第二层也是 512，激活函数也为 relu。中间为
了避免过拟合，使用 Dropout 层，随机丢失 20% 数据，输出层大小为 10，激活函数为
softmax：
model = Sequential()
model.add(Dense(512, activation='relu', input_shape=(784,)))
model.add(Dropout(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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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l.add(Dense(512, activation='relu'))
model.add(Dropout(0.2))
model.add(Dense(num_classes, activation='softmax'))
model.summary()

最后可视化网络结构，细节如图 3-6 所示。

图 3-6

Keras 处理 MNIST 的网络结构图

4. 定义损失函数和优化器
完成了前向传播的定义，就需要定义损失函数和优化器，便于训练阶段进行反向传
递。本例为多分类问题，故使用 categorical_crossentropy 定义损失函数，使用 RMSprop
优化器：
model.compile(loss='categorical_crossentropy',
optimizer=RMSprop(),
metrics=['accuracy'])

5. 训练与验证
为了尽可能提高准确度，让网络中的众多参数得到充分训练，通常深度学习都会在
同一数据集上结合 Dropout 进行多轮训练，由于 Dropout 会随机丢失一些特征，相当于增
加了新的训练数据。本例中批处理大小为 128，训练的轮数为 20 轮，如果我们观察训练
第 20 轮时损失函数还有下降的趋势，可以适当增加训练轮数。
batch_size = 128
num_classes = 10
epochs = 20

在训练集上进行训练，并使用测试集进行效果验证，Keras 将这两个过程使用一个
API 完成，这也正是 Keras 强大的地方，最终我们考核的是 accuracy 即准确度（预测正确
的占总量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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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tory = model.ﬁt(x_train, y_train,
batch_size=batch_size,
epochs=epochs,
verbose=1,
validation_data=(x_test, y_test))
score = model.evaluate(x_test, y_test, verbose=0)
print('Test loss:', score[0])
print('Test accuracy:', score[1])

经过 20 轮训练，在测试集上准确度达到了 98.44%：
Epoch 20/20 60000/60000 [==============================]
- 10s 165us/step
- loss: 0.0186
- acc: 0.9950
- val_loss: 0.1122
- val_acc: 0.9844
('Test loss:', 0.11221564155901237)
('Test accuracy:', 0.9844)

回顾整个过程，Keras 完全实现了自动化反向传递，屏蔽了大量底层细节，读者完全
感觉不到梯度和反向传递的存在。
保存 Keras 的模型十分方便，直接调用 save 方法即可，保存的格式为 HDF5：
model.save('models/keras-model.h5')

HDF（Hierarchical Data Format）是一种为存储和处理大容量科学数据设计的文件格
式及相应库文件。HDF 最早由美国国家超级计算应用中心 NCSA 开发，目前在非盈利组
织 HDF 小组维护下继续发展。当前流行的版本是 HDF5。HDF5 拥有一系列的优异特性，
使其特别适合进行大量科学数据的存储和操作，它支持非常多的数据类型，具有灵活、
通用、跨平台、可扩展、高效的 I/O 性能、支持几乎无限量的单文件存储等特点 ，详见
其官方介绍，网址为 https://support.hdfgroup.org/HDF5/。15
Keras 通过 HDF5 文件把网络结构和对应参数进行了持久化。

3.4

PyTorch
PyTorch 是 torch 的 Python 版 本， 是 由 Facebook 开 源 的 神 经 网 络 框 架。PyTorch 虽

然是深度学习框架中的后起之秀，但是发展极其迅猛。PyTorch 提供了 NumPy 风格的
Tensor 操作，熟悉 NumPy 操作的用户非常容易上手。我们以解决经典的手写数字识别的
问题为例，介绍 PyTorch 的基本使用方法，代码路径为：
https://www.jianshu.com/p/de9f33cdfba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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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github.com/duoergun0729/adversarial_examples/blob/master/code/2pytorch.ipynb

1. 加载相关库
加载处理经典的手写数字识别问题相关的 Python 库：
import os
import torch
import torchvision
from torch.autograd import Variable
import torch.utils.data.dataloader as Data

2. 加载数据集
PyTorch 中针对常见的数据集进行了封装，免去了用户手工下载的过程并简化了预处
理的过程。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PyTorch 中每个 Tensor 包括输入节点，并且都可以有
自己的梯度值，因此训练数据集要设置为 train=True，测试数据集要设置为 train=False：
train_data = torchvision.datasets.MNIST(
'dataset/mnist-pytorch', train=True,
transform=torchvision.transforms.ToTensor(), download=True
)
test_data = torchvision.datasets.MNIST(
'dataset/mnist-pytorch', train=False,
transform=torchvision.transforms.ToTensor()
)

如果需要对数据进行归一化，可以进一步使用 transforms.Normalize 方法：
transform=transforms.Compose([torchvision.transforms.ToTensor(),
torchvision.transforms.Normalize([0.5], [0.5])])

第一次运行该程序时，PyTorch 会从互联网直接下载数据集并处理：
Downloading http://yann.lecun.com/exdb/mnist/train-images-idx3-ubyte.gz
Downloading http://yann.lecun.com/exdb/mnist/train-labels-idx1-ubyte.gz
Downloading http://yann.lecun.com/exdb/mnist/t10k-images-idx3-ubyte.gz
Downloading http://yann.lecun.com/exdb/mnist/t10k-labels-idx1-ubyte.gz
Processing... Done!

3. 定义网络结构
使用与 Keras 类似的网络结构，即两层隐藏层结构，不过使用 BatchNorm 层替换了
Dropout 层，在抵御过拟合的同时加快了训练的收敛速度。在 PyTorch 中定义网络结构，
通常需要继承 torch.nn.Module 类，重点是在 forward 中完成前向传播的定义，在 init 中完
成主要网络层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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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ss Net(torch.nn.Module):
def __init__(self):
super(Net, self).__init__()
self.dense = torch.nn.Sequential(
# 全连接层
torch.nn.Linear(784, 512),
#BatchNorm 层
torch.nn.BatchNorm1d(512),
torch.nn.ReLU(),
torch.nn.Linear(512, 10),
torch.nn.ReLU()
)
def forward(self, x):
# 把输出转换成大小为 784 的一维向量
x = x.view(-1, 784)
x=self.dense(x)
return torch.nn.functional.log_softmax(x, dim=1)

最后可视化网络结构，细节如图 3-7 所示。

图 3-7

PyTorch 处理 MNIST 的网络结构图

4. 定义损失函数和优化器
损失函数使用交叉熵 CrossEntropyLoss，优化器使用 Adam，优化的对象是全部网络
参数：
optimizer = torch.optim.Adam(model.parameters())
loss_func = torch.nn.CrossEntropyLoss()

5. 训练与验证
PyTorch 的训练和验证过程是分开的，在训练阶段需要把训练数据进行前向传播后，
使用损失函数计算训练数据的真实标签与预测标签之间损失值，然后显示调用反向传递
backward()，使用优化器来调整参数，这一操作需要调用 optimizer.step()：
for i, data in enumerate(train_loader):
inputs, labels = data
inputs, labels = inputs.to(device), labels.to(device)
# 梯度清零
optimizer.zero_grad()

第3章

常见深度学习平台简介

67

# 前向传播
outputs = model(inputs)
loss = loss_func(outputs, labels)
# 反向传递
loss.backward()
optimizer.step()

每轮训练需要花费较长的时间，为了让训练过程可视化，可以打印训练的中间结果，
比如每 100 个批次打印下平均损失值：
# 每训练 100 个批次打印一次平均损失值
sum_loss += loss.item()
if (i+1) % 100 == 0:
print('epoch=%d, batch=%d loss: %.04f'% (epoch + 1, i+1, sum_loss / 100))
sum_loss = 0.0

验证阶段要手工关闭反向传递，需要通过 torch.no_grad() 实现：
# 每跑完一次 epoch，测试一下准确率进入测试模式，禁止梯度传递
with torch.no_grad():
correct = 0
total = 0
for data in test_loader:
images, labels = data
images, labels = images.to(device), labels.to(device)
outputs = model(images)
# 取得分最高的那个类
_, predicted = torch.max(outputs.data, 1)
total += labels.size(0)
correct += (predicted == labels).sum()
print('epoch=%d accuracy=%.02f%%' % (epoch + 1, (100 * correct /
total)))

经过 20 轮训练，在测试集上准确度达到了 97.00%：
epoch=20, batch=100 loss:
epoch=20, batch=200 loss:
epoch=20, batch=300 loss:
epoch=20, batch=400 loss:
epoch=20 accuracy=97.00%

0.0035
0.0049
0.0040
0.0042

PyTorch 保存的模型文件后缀为 pth：
torch.save(model.state_dict(), 'models/pytorch-mnist.pth')

3.5

MXNet
MXNet 是亚马逊开发的深度学习库，它拥有类似于 Theano 和 TensorFlow 的数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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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并且可以在常见的硬件平台上运行。MXNet 还提供了 R、C++、Scala 等语言的接口。
我们以解决经典的手写数字识别的问题为例，介绍 MXNet 的基本使用方法，代码路径为：
https://github.com/duoergun0729/adversarial_examples/blob/master/code/2mxnet.ipynb

1. 加载相关库
加载处理经典的手写数字识别问题相关的 Python 库：
import mxnet as mx
import logging

2. 加载数据集
MXNet 中也针对常见的数据集进行了封装，免去了用户手工下载的过程并简化了预
处理的过程：
mnist = mx.test_utils.get_mnist()
batch_size = 128
train_iter = mx.io.NDArrayIter(mnist['train_data'], mnist['train_label'],
batch_size, shufﬂe=True)
val_iter = mx.io.NDArrayIter(mnist['test_data'], mnist['test_label'],
batch_size)

3. 定义网络结构
使用与 Keras 几乎完全相同的网络结构，只不过省略了 Dropout 层。
data = mx.sym.var('data')
data = mx.sym.ﬂatten(data=data)
# 全连接
fc1 = mx.sym.FullyConnected(data=data, num_hidden = 512)
act1 = mx.sym.Activation(data=fc1, act_type="relu")
fc2 = mx.sym.FullyConnected(data=act1, num_hidden = 512)
act2 = mx.sym.Activation(data=fc2, act_type="relu")
fc3 = mx.sym.FullyConnected(data=act2, num_hidden=10)
# softmax 输出
mlp = mx.sym.SoftmaxOutput(data=fc3, name='softmax')
mlp_model = mx.mod.Module(symbol=mlp, context=ctx)

可视化网络结构，如图 3-8 所示，值得一提的是 MXNet 自带的可视化工具非常便于
使用。
import matplotlib.pyplot as plt
mx.viz.plot_network(mlp).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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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XNet 处理 MNIST 的网络结构图

4. 定义损失函数和优化器
损失函数使用交叉熵 CrossEntropyLoss，优化器使用 sgd。
5. 训练与验证
MXNet 的训练和验证过程是分开的，训练阶段加载优化器的配置，可以指定每训练
100 个批次，打印中间结果。
mlp_model.ﬁt(train_iter,
eval_data=val_iter,
optimizer='sgd',
optimizer_params={'learning_rate':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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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al_metric='acc',
batch_end_callback = mx.callback.Speedometer(batch_size, 100),
num_epoch=20)

经过 20 轮的训练后，在测试集上验证准确度。
test_iter = mx.io.NDArrayIter(mnist['test_data'], mnist['test_label'],
batch_size)
acc = mx.metric.Accuracy()
mlp_model.score(test_iter, acc)
print(acc)

最终在测试集上准确度达到了 97.62%。
INFO:root:Epoch[19] Train-accuracy=0.996438
INFO:root:Epoch[19] Time cost=4.017 INFO:root:Epoch[19] Validationaccuracy=0.976167
EvalMetric: {'accuracy': 0.9761669303797469}

MXNet 保存的模型文件后缀为 parms。
mlp_model.save_checkpoint('models/mxnet.parms',20)

3.6

使用预训练模型
在对深度学习模型生成对抗样本时，我们会经常使用预训练好的模型。主流的深度

学习框架为了方便用户使用，都积极开放了经典模型以供下载。其中最多的还是机器视
觉相关的图像分类与目标识别模型，比如：
●●ResNet50
●●VGG16
●●InceptionV3
下面我们将举例介绍如何使用预训练模型对指定的图片进行分类预测，预测的主角
是一头小猪（见图 3-9）。
from IPython.display import Image,display
path = "../picture/pig.jpg"
display(Image(ﬁlename=path))

1. 使用 Keras 进行图片分类
Keras 的应用模块 Application 提供了带有预训练权重的 Keras 模型，这些模型可以用
来进行预测、特征提取。模型的预训练权重将下载到 ~/.keras/models/ 并在载入模型时自
动载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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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猪示例图片

加 载 需 要 的 Python 库， 并 对 图 像 进 行 预 处 理。 使 用 基 于 Imagenet 数 据 集 训 练 的
ResNet50 模型，图片大小转换成（224, 224），由于是彩色图片，事实上输入模型的图片
形状为（224, 224, 3）。
from keras.applications.resnet50 import ResNet50
from keras.preprocessing import image
from keras.applications.resnet50 import preprocess_input, decode_predictions
import numpy as np
model = ResNet50(weights='imagenet')
img_path = path
img = image.load_img(img_path, target_size=(224, 224))
x = image.img_to_array(img)
x = np.expand_dims(x, axis=0)
x = preprocess_input(x)

对图片进行预测，打印 top3 的预测结果，预测概率最大的是 hog，即猪。
preds = model.predict(x)
print('Predicted:', decode_predictions(preds, top=3)[0])
Predicted:
[('n02395406', 'hog', 0.98398596),
('n02396427', 'wild_boar', 0.0074134255),
('n03935335', 'piggy_bank', 0.006954492)]

2. 使用 PyTorch 进行图片分类
PyTorch 通过 torchvision 库封装了对预训练模型的下载和使用，这些模型可以用来
进行预测、特征提取。模型的预训练权重将下载到 ~/.torch/models/ 并在载入模型时自动
载入。
加 载 需 要 的 Python 库， 并 对 图 像 进 行 预 处 理。 使 用 基 于 Imagenet 数 据 集 训 练 的
ResNet50 模型，图片大小转换成（224, 224），由于是彩色图片，并且 PyTorch 在处理图
片格式时信道放在第一个维度，所以事实上输入模型的图片形状为（3, 224, 224）。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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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指出的是，PyTorch 加载预训练模型后默认是训练模式，所以在进行图片预测时需要
手工调用 eval 方法进入预测模式，关闭反向传递。
import os
import numpy as np
import torch
import torch.nn
import torchvision.models as models
from torch.autograd import Variable
import torch.cuda
import torchvision.transforms as transforms
from PIL import Image
# 手工调用 eval 方法进入预测模式
resnet50=models.resnet50(pretrained=True).eval()
img=Image.open(path)
img=img.resize((224,224))
img = np.array(img).copy().astype(np.ﬂoat32)

在 Keras 处理图片时，我们没有进行任何标准化的处理，这是因为这一步被 Keras 的
keras.applications.resnet50.preprocess_input 封装了，而在 PyTorch 中需要我们手工进行标
准化。
mean = [0.485, 0.456, 0.406]
std = [0.229, 0.224, 0.225]
img /= 255.0
img = (img - mean) / std
img = img.transpose(2, 0, 1)
img=np.expand_dims(img, axis=0)
img = Variable(torch.from_numpy(img).ﬂoat())

对图片进行预测，预测标签索引是 341，对应的是 hog，即猪。
label=np.argmax(resnet50(img).data.cpu().numpy())
print("label={}".format(label))
label=341

预测的标签与分类物体名称的对应关系可以参考下列内容。
https://s3.amazonaws.com/deep-learning-models/image-models/imagenet_class_
index.json

也可以使用 PyTorch 的 API 完成从分类标签值到物品名称之间的转换。
print('Predicted:', decode_predictions(resnet50(img).data.cpu().numpy(),
top=3)[0])
Predicted:
[('n02395406', 'hog', 15.661886),
('n02396427', 'wild_boar', 10.353137),
('n03935335', 'piggy_bank', 10.0983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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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使用 MXNet 进行图片分类
MXNet 通过 gluon 库封装了对预训练模型的下载和使用，这些模型可以用来进行预
测、特征提取。模型的预训练权重将下载到 ~/.mxnet/models/ 并在载入模型时自动载入，
更多模型可以参考以下链接。
http://mxnet.incubator.apache.org/versions/master/api/python/gluon/model_
zoo.html

加 载 需 要 的 Python 库， 并 对 图 像 进 行 预 处 理。 使 用 基 于 Imagenet 数 据 集 训 练 的
ResNet50 模型，图片大小转换成（224, 224），由于是彩色图片，并且 MXNet 在处理图
片格式时信道放在第一个维度，所以事实上输入模型的图片形状为（3, 224, 224）。
from mxnet import gluon
import mxnet as mx
from mxnet.gluon import nn
from mxnet import ndarray as nd
from mxnet import autograd
import numpy as np
resnet=mx.gluon.model_zoo.vision.resnet50_v2(pretrained=True)
img=Image.open(path)
img=img.resize((224,224))
img = np.array(img).copy().astype(np.ﬂoat32)

MXNet 对图像的预处理与 Pytorch 一样需要手工进行。
mean = [0.485, 0.456, 0.406]
std = [0.229, 0.224, 0.225]
img /= 255.0
img = (img - mean) / std
img = img.transpose(2, 0, 1)

对图片进行预测，预测标签索引是 341，对应的是 hog，即猪。
img=np.expand_dims(img, axis=0)
array = mx.nd.array(img)
outputs=resnet(array).asnumpy()
label = np.argmax(outputs)
print(label)

4. 使用 TensorFlow 进行图片分类
TensorFlow 的模型多以 pb 文件形式保存。以 Inception 为例，模型文件为 pb 格式，
其中的 classify_image_graph_def.pb 文件就是训练好的 Inception 模型，imagenet_synset_
to_human_label_map.txt 是类别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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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get
http://download.tensorﬂow.org/models/image/imagenet/inception-2015-12-05.tgz
tar -zxvf inception-2015-12-05.tgz
x classify_image_graph_def.pb
x cropped_panda.jpg
x imagenet_2012_challenge_label_map_proto.pbtxt
x imagenet_synset_to_human_label_map.txt
x LICENSE

图片数据的预处理在 Inception 的计算图中完成。
path = "../picture/pig.jpg"
image_data = tf.gﬁle.FastGFile(path, "rb").read()

加载 pb 文件，在会话中还原完整的计算图以及网络中的各层参数。
session=tf.Session()
def create_graph(dirname):
with tf.gﬁle.FastGFile(dirname, 'rb') as f:
graph_def = session.graph_def
graph_def.ParseFromString(f.read())
_ = tf.import_graph_def(graph_def, name='')
create_graph("models/classify_image_graph_def.pb")
session.run(tf.global_variables_initializer())

获取输入节点和输出节点，运行计算图获得结果，预测标签是 hog，即猪。
logits=session.graph.get_tensor_by_name('softmax/logits:0')
x = session.graph.get_tensor_by_name('DecodeJpeg/contents:0')
predictions=session.run(logits,feed_dict={x:image_data})
predictions = np.squeeze(predictions)
top_k = predictions.argsort()[-3:][::-1]
for node_id in top_k:
human_string = node_lookup.id_to_string(node_id)
score = predictions[node_id]
print('%s (score = %.5f)' % (human_string, score))

以下代码展示了一个技巧，可以把 pb 文件的结构打印出来，有利于识别整个计算图
的输入 / 输出。
tensorlist=[n.name for n in session.graph_def.node]
print(tensorlist)

TensorFlow 还 提 供 了 大 量 ckpt 格 式 的 预 训 练 模 型， 也 需 要 手 工 下 载 后 加 载 使 用。
ckpt 文件相当于只保存了网络的参数，如果要完整使用，需要自行定义网络的结构。
wget http://download.tensorﬂow.org/models/resnet_v2_50_2017_04_14.tar.gz
tar -zxvf resnet_v2_50_2017_04_14.tar.g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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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nsorFlow 提供了大量工具函数便于使用预训练模型，需要单独安装并设置到系统
路径。
git clone https://github.com/tensorﬂow/models/

通常设置系统路径最简单的方式是在代码里指定，比如：
sys.path.append("models/models/research/slim/")

TensorFlow 通 过 slim 定 义 了 大 量 常 见 的 网 络 结 构， 以 resnet 为 例， 就 在 slim/nets/
resnet_v2 完成了其网络定义。
from nets import resnet_v2

slim 对数据预处理以及归一化做了封装，可以直接调用相应的 API 完成。TensorFlow
的预训练模型在预测时需要显式指定 is_training=False 来关闭反向传递。
path = "../picture/pig.jpg"
image = tf.image.decode_jpeg(tf.gﬁle.FastGFile(path,'rb').read(), channels=3)
image_size = resnet_v2_50.default_image_size
processed_image = inception_preprocessing.preprocess_image(image, image_size,
image_size, is_training=False)
processed_images = tf.expand_dims(processed_image, 0)

使用 tf.train.Saver 从 ckpt 文件中加载网络参数值，需要指出的是 resnet_v1 版本是从
Caffe 转换得来的，resnet_v2 版本是 Google 自己训练的，物体类别不是 1000 而是 1001。
with slim.arg_scope(resnet_v2.resnet_arg_scope()):
logits, _ = resnet_v2.resnet_v2_50(processed_images, num_classes=1001,
is_training=False)
probabilities = tf.nn.softmax(logits)
saver=tf.train.Saver()
with tf.Session() as sess:
saver.restore(sess,'models/resnet_v2_50/resnet_v2_50.ckpt')

然后输入图像数据，运行计算图进行预测。
np_image, probabilities = sess.run([image, probabilities])
probabilities = probabilities[0, 0:]
sorted_inds = [i[0] for i in sorted(enumerate(-probabilities), key=lambda x:x[1])]

输出对应的预测结果，预测为猪的概率为 99.08%。
Probability
Probability
Probability
Probability
Probability

99.08% => [hog, pig, grunter, squealer, Sus scrofa]
0.84% => [piggy bank, penny bank]
0.03% => [wild boar, boar, Sus scrofa]
0.01% => [French bulldog]
0.01% => [hippopotamus, hippo, river horse, Hippopotamus amphibius]

76

AI 安全之对抗样本入门

值得一提的是，slim 封装了将标签数据转换成物体名称的操作，省去了手工解析的
过程。
names = imagenet.create_readable_names_for_imagenet_labels()
for i in range(5):
index = sorted_inds[i]
print('Probability %0.2f%% => [%s]'
% (probabilities[index] * 100, names[index]))

3.7

本章小结
读者通过本章可以掌握深度学习框架中的张量和计算图的概念，目前主流的深度学

习框架在底层设计上几乎都是基于张量和计算图的。本章具体介绍如何基于 TensorFlow、
Keras、PyTorch 和 MXNet 来解决经典的手写数字识别的问题，详细介绍了如何构建前向
计算过程和使用反向传递过程。本章最后介绍了如何使用预训练模型进行图片的预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