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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one：总体概况
（神经网络，深度学习，tensorflow）

Part			two：一个利用tensorflow进行图像识别的
实例



人工神经网络：是一种应用类似于大脑神经突触联接的结构进行信息处理的数学模型。在
工程与学术界也常直接简称为“神经网络”或类神经网络。神经网络的

学习是一个过程，在其所处环境的激励下，相继给网络输入一些样本模式
,并按照一定的规则（学习算法）调整网络各层的权值矩阵，待网络各层
权值都收敛到一定值，学习过程结束。然后我们就可以用生成的神经网

络来对真实数据做分类。



深度学习：深度学习源于人工神经网络的研究，是机器学习研究中的一个新的领域，其动
机在于建立、模拟人脑进行分析学习的神经网络，它模仿人脑的机制来解释

数据，例如图像，声音和文本。



TensorFlow：谷歌基于DistBelief进行研发的第二代人工智能学习系统， TensorFlow是将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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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命名来源

于本身的运行原理。Tensor（张量）意味着N维数组，Flow（流）意味着基于数
据流图的计算，TensorFlow为张量从图的一端流动到另一端计算过程。可被用
于语音识别或图像识别等多项机器深度学习领域。

Now~~~	 let's	look	at	an	example!!



8在这里是一个手写数字，它是 28x28	像素的灰度图像。所以将它们进行分类的最简
单的方法就是使用 28x28=784	个像素作为单层神经网络的输入。

神经网络中的每个「神经
元」对其所有的输入进行

加权求和，并添加一个被
称为「偏置（bias）」的常
数，然后通过一些非线性
激活函数来反馈结果。
为了将数字分为 10	类（0	
到 9），我们设计了一个
具有 10	个输出神经元的单
层神经网络。



对于分类问题，softmax	 是一个不错的激活
函数。通过取每个元素的指数，然后归一
化向量（使用任意的范数（norm），比如
向量的普通欧几里得距离）从而将 softmax	
应用于向量。



现在将使用矩阵乘法将这个单层的神经元的行为总结进一个简
单的公式当中。这里100	个图像的「mini-batch」作为输入，产生
100	个预测（10	元素向量，即每一竖行）作为输出。
使用加权矩阵 W	的第一列权重，我们计算第一个图像所有像

素的加权和。该和对应于第一神经元。使用第二列权重，我们对
第二个神经元进行同样的操作，直到第 10	个神经元。然后，我们
可以对剩余的 99	个图像重复操作。如果我们把一个包含 100	个图
像的矩阵称为 X，那么我们的 10	个神经元在这 100	张图像上的加
权和就是简单的 X.W（矩阵乘法）。
每一个神经元都必须添加其偏置（一个常数）。因为我们有

10	个神经元，我们同样拥有 10	个偏置常数。我们将这个 10	个值
的向量称为 b。它必须被添加到先前计算的矩阵中的每一行当中。
使用“broadcasting”。「Broadcasting」是 Python	和 numpy
（Python	的科学计算库）的一个标准技巧。它扩展了对不兼容维
度的矩阵进行正常操作的方式。「Broadcasting	 add」意味着「如
果你因为两个矩阵维度不同的原因而不能将其相加，那么你可以

根据需要尝试复制一个小的矩阵使其工作。」



最终应用 softmax	激活函数并且得到一个描述单层神经网络的公式，并将其应用于 100	张图像：



「one-hot」编码意味着我们使用一
个 10	个值的向量，其中除了第 6	个
值为 1	以外的所有值都是 0。这样
的格式和我们神经网络预测输出的
格式非常相似，同时它也作为一个

10	值的向量。
「训练」一个神经网络实际上意味

着使用训练图像和标签来调整权重
和偏置，以便最小化交叉熵损失函
数。它是这样工作的。

如果我们相对于所有的权重和所

有的偏置计算交叉熵的偏导数，我

们就得到一个对于给定图像、标签
和当前权重和偏置的「梯度」。我
们有 7850	个权重和偏置，所以计算
梯度需要大量的工作。这里
TensorFlow	可以来帮我们做这项工
作。



梯度下降算法遵循着一个最陡的坡度
下降到局部最小值的路径。训练图像

在每一次迭代中同样会被改变，这使
得我们向着一个适用于所有图像的局
部最小值收敛。



代码code：初始化 成功与否的衡量 训练 运行

TensorFlow—初始化
import	 tensorflow	 as	tf
X	=	tf.placeholder(tf.float32,	 [None,	 28,	 28,	 1])
W	=	tf.Variable(tf.zeros([784,	 10]))
b	=	tf.Variable(tf.zeros([10]))
init	=	tf.initialize_all_variables()	 	#所有变量都需要在训练开始时进行初始化， 否

则它们可能会带有之前执行过程中的残余值。

我们首先定义 TensorFlow	 的变量和占位符。变量是希望训练算法为我们确定的
所有的参数。在这里参数是权重w和偏差b。
占位符是在训练期间填充实际数据的参数，通常是训练图像。持有训练图像的
张量的形式是 [None,	 28,	28,	 1]，其中的参数代表：
28,	 28,	1:	图像是 28x28	每像素 x	1（灰度）。最后一个数字对于彩色图像是 3	但
在这里并非是必须的。
None:	这是代表图像在小批量（mini-batch）中的数量。在训练时可以得到。



TensorFlow—成功与否的衡量
#	model
Y	=	tf.nn.softmax(tf.matmul(tf.reshape(X,	 [-1,	 784]),	 W)	+	b) #	tf.matmul	 	multiplies	 2	matrices
#	placeholder	 for	correct	labels
Y_	=	tf.placeholder(tf.float32,	 [None,	 10])	 			 #one-hot	 encoded
#loss	 function
cross_entropy	 =	-tf.reduce_sum(Y_	 *	tf.log(Y))	 		

#	%	of	 correct	answers	 found	 in	 batch
is_correct	 =	tf.equal(tf.argmax(Y,1),	 tf.argmax(Y_,1))	 	 #one-hot	 decoding
accuracy	 =	tf.reduce_mean(tf.cast(is_correct,	 tf.float32))

第一行是我们单层神经网络的模型。公式是我们在前面的理论部分建立的。tf.reshape	 命令将我
们的 28×28	的图像转化成 784	个像素的单向量。
然后，我们需要另外一个占位符用于训练标签，就是这里的y，这些标签与训练图像一起被提供。
现在我们有模型预测和正确的标签，所以我们计算交叉熵。tf.reduce_sum	 是对向量的所有元素
求和，应该最小

最后两行计算了正确识别数字的百分比。



TensorFlow—训练
optimizer	 =	tf.train.GradientDescentOptimizer(0.003)	 		 #(learning	 rate)
train_step	 =	optimizer.minimize(cross_entropy)	 												 #（loss	 function）

才是 TensorFlow	 发挥它力量的地方。你选择一个适应器（optimizer，有许多可供选择）并
且用它最小化交叉熵损失。在这一步中，TensorFlow	计算相对于所有权重和所有偏置（梯度）
的损失函数的偏导数。

梯度被用来更新权重和偏置。学习率为 0.003。
最后，运行训练循环。



备注：
1:		学习率（learning	 rate）：是指梯度下降调整 W	和 b	递增或递减的速度。
学习率较小时，处理过程会更慢，但肯定能得到更小成本；而当学习率更大
时，我们可以更快地得到最小成本，但有「冲过头」的风险，导致我们没法
找到最小成本。在整个梯度的长度上，你不能在每一次迭代的时候都对权重

和偏置进行更新。这就会像是你试图到达一个山谷的底部，但是你的步子迈
的很大。你会直接从山谷的一边到达另一边。为了到达底部，你需要一些更

小的步伐。我们称这个部分为「学习率（Learning	 rate）」。

2:		为什么使用 100	个图像和标签的 mini-batch？
当然也可以只在一个示例图像中计算你的梯度并且立即更新权重和偏置（这被
称为「随机梯度下降（stochastic	 gradient	 	descent）。在 100	个样本上都
这样做可以得到一个更好地表示由不同样本图像施加约束的梯度并且可能更快
地朝着解决方案收敛。mini-batch	 的大小是可调整的参数。还有一个更加技术
化的原因：使用批处理也意味着使用较大的矩阵，而这些通常更容易在 GPU	
上优化。



TensorFlow—运行
sess	 =	tf.Session()
sess.run(init)
# TensorFlow 是在一个会话中进行；创建一个会话 (sess)	然后使用 sess.run()	去执行。
for	i	in	range(1000):
#	load	batch	of	images	 and	 correct	answers
batch_X,	 batch_Y	 =	mnist.train.next_batch(100)
train_data={X:	 batch_X,	 Y_:	batch_Y}
#	train
sess.run(train_step,	 feed_dict=train_data)	 			#running	 a	tensorflow computation	 feeding	 placeholders
这里执行的 train_step	是当我们要求 TensorFlow	 最小化交叉熵时获得的。这是计算梯度和更新权
重和偏置的步骤。最终，我们还需要一些值来显示，比如上边的0.003，以便我们可以追踪我们模
型的性能。在训练回路中使用该代码来计算准确度和交叉熵（例如每 100次迭代）
#	success	 ?a,c	 =	sess.run([accuracy,	 cross_entropy],	 feed_dict=train_data)
#	success	 on	 test	data	?
test_data={X:	mnist.test.images,	 Y_:	mnist.test.labels}
a,c	=	sess.run([accuracy,	 cross_entropy],	 feed=test_data)	 			 #tips:do this	 every	100	 iterations
这个简单的模型已经能识别 92%	的数字。





这里训练数字每次有 100	个被送
入训练回路；也可以看到当前训

练状态下的神经网络是已将数字
正确识别（白色背景）还是误分

类（红色背景，左侧印有正确的
标示，每个数字右侧印有计算错
误的标示）。

此数据集中有 50,000	个训练数
字。我们在每次迭代（iteration）
中将 100	个数字送入训练循环中，
因此系统将在 500	次迭代之后看
到所有训练数字一次。



为了测试在现实条件下的识别质量，
我们必须使用系统在训练期间从未

看过的数字。否则，它可能记住了
所有的训练数字，却仍无法识别刚
才视屏中显示出的写的「8」。
MNIST	数据集包含了 10,000	个测试
数字。此处你能看到每个数字对应
的大约 1000	种书写形式，其中所有
错误识别的数字列在顶部（有红色

背景）。左边的刻度会给我们一个
粗略的分辨率精确度（正确识别的
百分比）。



为了驱动训练的进行，这里还定义了
损失函数（loss	 function，此处为「交叉
熵」），即一个展示出系统数字识别能
力有多糟的值，并且系统会尽力将其最
小化。

我们看到，随着训练的进行，训练和

测试数据的损失会减少，而这个现象是
好的，意味着神经网络正在学习。X	 轴
表示了学习过程中的迭代。



这是关于准确度百分数的一张图，我们看到这
里accuracy的值是不断上升的，因为这个准确
度是正确识别的数字的百分比，是在训练和测

试集上计算出的。所以如果训练顺利，它便会
上升。



这两幅图表说明了内部变量所取的所有值的扩展（就是随训练进行而变化的权重和
偏置）。比如偏置从 0	开始，且最终得到的值大致均匀地分布在-1.5	 和 1.5	之间。如果系
统不能很好地收敛，那么这些图可能有用。倘若你发现权重和偏差扩展到上百或上千，
那么就可能有问题了。

图中的条带为百分数。





http://weixin.niurenqushi.com/article/2016-08-21/4400879.html

Thank	you			
O(∩_∩)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