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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摘要 

利用 CNN Keras 對收集到的 Dataset 進行花的種類辨別，種類有: 1.向日葵 2.
鬱金香 3.雛菊 4.玫瑰 5.蒲公英。 

貳、簡介&文獻綜述 

作為一個新手 Deep Learning 玩家，正因為能力有限所以上網尋找了許多文

章，發現圖像辨識最為簡單，因此去了 Kaggle 網站，此網站為提供一大堆資料

集而讓網站上的人可以利用這些資料集去做一些機器學習或深度學習的競賽。而

我剛好看上了一個收集好的 Flowers Recognition Dataset，裡面分別分類了 : 
1. 雛菊 : 769 張照片。 
2. 蒲公英 : 1055 張照片。 
3. 玫瑰 : 784 張照片。 
4. 向日葵 : 734 張照片。 
5. 鬱金香 : 984 張照片。 

參、研究方法 

利用 Deep Learning Neural Networks 對蒐集到 Dataset 進行花朵種類辨別，透

過 Tensorflow Keras API 建立並訓練模型。 

肆、案例研究 

一、使用工具和套件 

1. 首先先安裝 OpenCV，OpenCV 是一個基於 BSD 許可（開源）發行的跨平

台計算機視覺庫，可以運行在 Linux、Windows、Android 和 Mac OS 作業系統上。

同時提供了 Python、Ruby、MATLAB 等語言的接口，實現了圖像處理和計算機

視覺方面的很多通用算法。

 

2. Tensorflow : 一個開源軟體庫，用於各種感知和語言理解任務的機器學

習。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C%80%E6%94%BE%E6%BA%90%E4%BB%A3%E7%A0%8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C%80%E6%94%BE%E6%BA%90%E4%BB%A3%E7%A0%8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C%BA%E5%99%A8%E5%AD%A6%E4%B9%A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C%BA%E5%99%A8%E5%AD%A6%E4%B9%A0


3. Keras : 一個開放原始碼，高階深度學習程式庫，使用 Python 編寫，能夠

運行在 TensorFlow 或 Theano 之上。 

4. Python os : 提供了一個統一的操作系統接口函數, 這些接口函數通常是平

台指定的，os 模塊能在不同操作系統平台（如 nt 或 posix）中的特定函數間自動

切換,從而能實現跨平台操作。 

5.Python numpy : 提供維度陣列與矩陣的運算。 

6. Pythonmatplotlib:是Python程式語言及其數值數學擴展包numPy的可視化操

作界面。 

7. Python pandas : 提供數據操作和分析的 data frame 結構。 

8.Python random : 返回隨機生成的一個實數，它在[0,1)範圍内。 

 

9. 授權讓他使用我的 Google drive。 

 
10. 設定路徑和定位圖片位置和設置輸入文件夾的路徑，設定完畢後觀看裡

面的資料夾，顯示 dandelion、tulip、daisy、sunflower、rose 可以確定資料夾的

路徑設定沒有問題。 

https://zh.wikipedia.org/wiki/Python
https://zh.wikipedia.org/wiki/NumPy


 

二、資料前處理 

1. 將全部圖片調整為 64*64 尺寸後在逐一給上自己的標籤。 

 



2. 將圖片轉換成矩陣，可以看到總共 4323 張圖片，尺寸為 64*64，因為圖

片皆為彩色圖片所以維度為 3，確認沒問題後將圖片全部除以 255 以標準化。 

 

3. 提取標籤並給定編號，可以看到 dandelio 為 1、tulip 為 4、daisy 為 0、
sunflower 為 3、rose 為 2。 

 
4. 隨機打亂圖像與編號以獲得更好的效果，在將改組後的列表轉換為

numpy 的數組類型。

 

三、模型建立 

1. 發展模型，我使用的模型為 Sequential；第一層 Layer 的 filters 為 32，
activation 為 relu；第二層 Layer 的 filters 增加至 64；第三層 Layer 的 filters 最後

設定為 128，而 activation 皆設為 relu，原先我使用的 activation 為 sigmoid，但是



發現 relu 的效果比較好，這也通過不斷改變參數得到的結果。

 

2. 設定模型參數，我使用的 optimizer 為 adam，目標準確率為判讀圖片跟

標籤有沒有吻合。

 

3. 訓練模型並計算準確率，epochs 為 5



此準確率為訓練第一次的結果，但是隨著訓練次數上升準確率會逐漸提升，下圖

為訓練第二次的結果。

 

四、加入新圖片 

為了確認我的模型如何，我上網搜尋了 10 張新的圖片並用已經建立好的模

型訓練，看看他的預測結果如何。 
1. 確認成功載入 10 張圖片。 



 
2. 加入模型訓練，epochs = 5，訓練過後計算準確率為 50%，第一次訓練就

有 50%的準確率，所以我的模型應該算是訓練得不錯吧。 

 
3. 載入工具 math，並用 plot 把預測結果和類別顯現出來，為了方便觀看，

我特地標示了(O)&(X) ，而從結果來看可以知道蒲公英、雛菊、向日葵是最容易

搞混的，所以若要改善準確率應該可以再多蒐集一些圖片，加強模型的精準度。。



 

伍、結論 

通過這次的 Project 讓我學到很多，不管是 Python 也好又或者是處理方法，

經過這次歷練相信我自己的實力又有更進一步的提升，當然還有很多不足的地方

可以讓我去學習的，這次的花朵種類分辨只有 5 個類別，在第一次訓練就有將近

68%的準確率可以說是相當不錯的，倘若我能自己搜尋更多圖片加到資料集裡面

相信準確率可以有更高的提升模型也能夠更準確穩定。 
未來可以改進的地方的話，我在網路上有看到有人可以結合手機，透過照相



然後及時上傳圖片，在讓你的模型辨別這是什麼種類的花朵；又或者是多增加一

些花朵的種類，但是鑒於時間跟實力問題，這次我就沒有辦法做到像網路上這幾

位大神一樣這麼厲害，不過我以前也沒有接觸過這些東西，對於我自己能做到這

樣我已經非常滿足。 

陸、參考資料 

1. Kaggle 的資料集 

https://www.kaggle.com/alxmamaev/flowers-recognition 

2.授權使用 Google drive 的方法 

https://datascience.stackexchange.com/questions/29480/uploading-images-folder-from-my-

system-into-google-colab 

3. Python 處理圖像錯誤的方法 

https://blog.csdn.net/TwT520Ly/article/details/75040048 

4.別人使用此資料集的方法 

https://www.kaggle.com/rajmehra03/flower-recognition-cnn-keras/notebook 

5.顯示圖片結果 

https://tomkuo139.blogspot.com/2018/05/aicnn-cifar10.html 

https://www.kaggle.com/alxmamaev/flowers-recognition
https://datascience.stackexchange.com/questions/29480/uploading-images-folder-from-my-system-into-google-colab
https://datascience.stackexchange.com/questions/29480/uploading-images-folder-from-my-system-into-google-colab
https://blog.csdn.net/TwT520Ly/article/details/75040048
https://www.kaggle.com/rajmehra03/flower-recognition-cnn-keras/notebook
https://tomkuo139.blogspot.com/2018/05/aicnn-cifar1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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