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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特性對類神經網路預測效果影響之研究

陳春龍
國立政治大學資訊管理系

一、摘要
迴歸分析與類神經網路是預測的兩種

主要技術。過去幾年來已有超過 50 篇以上
的論文比較兩者在不同領域之應用及其預
測效果。大部分的研究皆認為類神經網路
的效果較佳，但是完整的比較則尚缺乏。
本論文嘗試在線性迴歸模式及非線性迴歸
模式的條件下，隨機產生不同特性的資料
以完整探討資料特性對迴歸分析與類神經
網路之預測效果的影響。這些特性包括常
態分配、偏態分配、非均等變異、
Michaelis-Menten 關係模式及指數迴歸模
式。

再者，我們使用區域搜尋法（local 
search）中的演化策略法 (evolution 
strategies，ES) 來當作類神經網路的學
習（learning）方法以提高其預測功能。
我們稱這種類型的類神經網路為 ESNN。

研究結果顯示資料特性確實會影響迴
歸分析與類神經網路的預測效果。本研究
歸納出一些規則以幫助使用者在面對資料
時可以選擇適當的預測方法。此外，結果
顯示 ES 確實可提高類神經網路的預測效
果。

關鍵詞：迴歸分析，類神經網路，區域搜
尋法，演化策略法類神經網路

Regression analysis and artificial neural 
networks are two main techniques for 
prediction. During the past few years, more 
than fifty technical papers have been 
published for comparing the predictive 
performance of their applications in different 
areas. Most of these research concluded that 

artificial neural networks outperformed 
regression analysis; however, a more 
thorough comparison was lacking. In this 
research, we tried to randomly generate 
different types of data, so as to completely 
explore the effect of data characteristics on 
the predictive performance of regression 
analysis and artificial neural networks. The 
data characteristics include normal 
distribution, skew distribution, unequal 
variances, Michaelis-Menten relationship 
model and exponential regression model.

In addition, we used the evolution 
strategies, one of the local search methods, 
to train artificial neural networks to further 
improve its performance. We named this 
type of artificial neural networks ESNN.

Computational results indicate that data 
characteristics indeed affect the predictive 
performance of regression analysis and 
artificial neural networks. Several rules have 
been summarized to help user select suitable 
predictive methods for different types of 
data. The results also show that ES is able to 
enhance the predictive performance of 
artificial neural networks.

Keywords: Regression Analysis, Artificial 
Neural Networks, Local Search 
Methods, Evolution strategies
neural net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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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計畫緣由與目的
迴歸分析多年來在研究的領域與實務

的應用上一直扮演重要的角色。在 SSCI
資料庫的搜尋中發現，自 1996 年到 2001
年 5 月為止，主題與迴歸分析有關的文
獻，至少可以找到一萬多篇。它的應用領
域則從網際網路、商學、工程、管理、社
會、政治、教育、心理學到醫學等方面，
幾乎無所不包。迴歸分析的主要功能之一
為預測，但是不同於迴歸分析的其他預測
工具，在這些年間也相繼被提出。其中，
類神經網路是最受重視的一支。九零年代
初期已有研究是在探討類神經網路與迴歸
分析之關係（Masters [8]）。

在 SSCI 的期刊中，自 1996 年至今可
以找到超過 50 篇論文比較兩者在不同領
域之應用及其預測效果。例如：英國的臭
氧濃度[10]、鋼鐵輸送管彎曲成本之比較
[9]、股票報酬率及債券指數之效能[2]、
旅遊人數[5]、機器排程之安排[3]、市場
發展[11]、開發軟體所需時間[6]。大體而
言，這些論文有以下共同的特點：
（1）類神經網路的預測效果比迴歸分析

準確。
（2）類神經網路都是使用前授型網路架

構（feed forward structure）和監
督型學習（supervised learning）。
結構的建構大多採取試誤法，而學習
（learning）方式則是使用倒傳遞
（back propagation）之方法。

（3）沒有探討資料本身的特性，例如檢驗
資料是否滿足迴歸分析的模式假定。

這些研究的結果提供兩個值得深入的
研究課題。第一、類神經網路的預測效果
是否一定比迴歸分析的預測效果準確？不
同的資料特性會不會影響兩者的預測效
果？第二、有沒有一個系統性的方法可決

定類神經網路的結構與學習的方法，以改
善類神經網路的預測效果?

針對第一個問題，Markham 和 Rakes 
[7] 曾在符合簡單線性迴歸的模式假定之
下，亦即誤差項滿足常態性（normality）、
均等變異性（equal variance）及隨機性，
以模擬的方式探討樣本數的大小與變異數
的大小對類神經網路與簡單線性迴歸之預
測效果的影響。他們的結論與我們直覺上
地推論相當一致，當在樣本數夠多與變異
數夠小的情況下，簡單線性迴歸的預測效
果比類神經網路為佳；反之，則類神經網
路的預測效果較佳。當然，這類研究仍有
可以擴充的空間。因為實際的問題中常有
多個自變數，而且實際的資料不見得會完
全滿足線性迴歸的假定。

針對第二個問題，由文獻探討知，常
用來與迴歸分析做比較的 BPNN（back 
propagation neural networks），其結構
與學習的方法是不盡理想的。相關的論文
（Chen 等[1]）已証實區域搜尋法（local 
search methods）確實可以取代 BP 學習法
來提高類神經網路的預測效果。常被用以
幫助類神經網路學習的區域搜尋法包括基
因演算法（genetic algorithms），模擬退
火法（simulated annealing）等。不過，
當初開發這些區域搜尋法的目的都是在解
決間斷性變數的問題，而類神經網路的權
數卻是連續變數，因此在使用這些這方法
時都必須對權數值作修正而影響其精確
度。為改善這個問題，本研究選擇以求解
連續變數最佳化問題為主的區域搜尋法，
演化策略法（evolution strategies，ES）
來訓練類神經網路。在本研究中，我們稱
此種類神經網路為 ESNN。

因此，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有二：
一、探討不同資料特性對迴歸分析與類神

經網路之預測效果的影響。這些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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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性主要包括一般迴歸分析的假設
條件如變異數之大小、誤差項之分
配、誤差項之變異數的均等性等。我
們希望能針對資料特性找出一些規
則以幫助使用者選擇適當的分析方
法，迴歸分析或類神經網路。

二、使用來訓練類神經網路以提高其預測
功能。

三、結果與討論
本研究所隨機產生的問題包括以下幾

類：
1、 滿足線性、常態、均等變異的假設下，

將自變數設為兩個，模擬產生樣本數
分別為 50，100，200，與誤差項標準
差分別為 20，80，共計六種不同組合
的資料形態。對每一組資料，將其中
一半用於建模，另一半用於驗証模式
以比較線性迴歸、ESNN 與 BPNN 的
預測效果。預測效果的衡量則是以其
RMS 值及 MAPE 值為依據。上述的
每一實驗會被重複 20 次。

2、 滿足線性、常態、非均等變異假設下，
模擬 100 筆資料，將其中一半用於建
模，另一半用於驗証模式以比較線性
迴歸、加權最小平方法 (WLS) 、
ESNN 與 BPNN 的預測效果。每一實
驗也重複 20 次。

3、 滿足線性、偏態、均等變異的假設下，
產生具韋伯分配的資料 100 筆，並重
覆執行 20 次，分別計算這 20 組資料
的偏度及檢定統計量，再依線性迴
歸、韋伯迴歸、ESNN 及 BPNN 四種
方法估計的預測值計算 RMS 值與
MAPE 值。

4、 滿足非線性、常態、均等變異的假設
下，根據 Michaelis-Menten 關係模式
與指數迴歸模式產生 100 筆資料，再

依線性迴歸、非線性迴歸、ESNN 及
BPNN 四種方法估計的預測值計算
RMS 值與 MAPE 值。每一實驗也重
複 20 次。
針對每一類型問題的實驗結果，我們

使用變異數分析與 Duncan 多重全距檢定
來檢定不同預測方法的差異。對第一種類
型的問題，若取顯著水準為 0.05，則三
種預測方法並無顯著差異。若取顯著水
準為 0.1，則有數組有顯著差異。以 RMS
值而言，在 (樣本數 50，標準差 80)這組，
以 ESNN 表現最佳，而 ESNN 與 BPNN 有
顯著差距。在(樣本數 100，標準差 80)、(樣
本數 200，標準差 20)這兩組，以線性迴歸
與 ESNN 預測結果較佳，且無顯著差異。
BPNN 則與這兩個方法則有顯著差異。在
(樣本數 200，標準差 80)這組，則是線性
迴歸表現最佳，且與 BPNN 有顯著差距。
以 MAPE 值而言，則在 (樣本數 200，標
準差 20)這組，以 ESNN 表現最佳，而
ESNN 與 BPNN 有顯著差距。

在第二種類型的問題中，在顯著水準
0.05 的假設檢定下，四種預測方法並無顯
著的差異。在第三種類型的問題中，RMS
值的檢定結果顯示 ESNN與韋伯迴歸預測
的結果最佳，且沒有顯著差異。但 ESNN
則與 BPNN 和線性迴歸有顯著差異。而
MAPE 值的檢定也顯示相同結果。對第四
種類型的問題，就 Michaelis-Menten 關係
模式而言，不論是 RMS 值或是 MAPE 值
的檢定結果皆為：非線性迴歸法與 ESNN
預測的結果沒有顯著差異，但與 BPNN 和
線性迴歸有顯著差異。就指數迴歸模式：
RMS 值的檢定結果為四種預測方法皆有
顯著差異，以非線性迴歸法為最佳。而以
MAPE 值的檢定結果則為非線性迴歸法與
ESNN 預測的結果沒有顯著差異，但與
BPNN 和線性迴歸則有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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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本以上分析的結果，可知 ESNN
確實可以取代 BPNN，成為類神經網路的
新選擇。再者，針對不同特性的資料，探
討究竟該選擇 ESNN或者是迴歸方法做預
測，我們歸納出幾點結論與建議：
一、 面對一堆資料，開始著手分析時，

可依據先驗知識，考慮適當的迴歸模
式。不論決定採用何種模式做應用，
皆需以圖形表示法或統計檢定方法
做檢定，檢查模式之傾向。

二、如果原始的資料適合以常態線性迴歸
模式配適，則使用者可考慮使用線性
迴歸做預測。雖然對於此種資料形
態，ESNN 的預測結果與迴歸方法無
顯著差異，但是因為類神經網路在結
構的確定與資料的訓練上，十分耗
時；且由迴歸方法的理論背景，可得
到更多的訊息。

三、如果原始的資料適合用常態線性迴歸
模式配適，但是經由圖形分析或由檢
定方法得知誤差項不符合假設時，
如：資料違反誤差項為均等變異之假
設時，類神經網路 (ESNN、BPNN) 與
迴歸方法的預測結果亦無顯著差
異。但如果資料呈現韋伯偏態分佈
時，則可考慮使用 ESNN 與韋伯迴歸
方法。因為本研究在模擬偏態資料
時，考慮韋伯分配，得到的結論是
ESNN 與韋伯迴歸方法的預測結果較
好。但是，在實際領域中應用時，往
往無法確切掌握資料的分配，雖然可
以運用適當的轉換技巧做資料轉
換，再利用迴歸方法做預測，然而，
轉換的技巧亦是一大學問。

四、 當資料適合以非線性迴歸模式做配
適時，可考慮非線性迴歸法或 ESNN
做預測。
但需注意的是，非線性迴歸中常用於

求解參數的高斯牛頓 (Gauss-Newton)
法，其起始值的抉擇非常重要，因為
較差的抉擇會因為收斂速度減緩而
造成局部最佳解，甚至會造成發散的
狀況，而得不到較佳的迴歸函數估計
值。本研究在模擬非線性迴歸模式該
章節中，使用非線性迴歸所求之解
(預測結果之 RMS 值、MAPE 值)，可
以作為一個用來與其他三種預測 (線
性迴歸、ESNN、BPNN) 方法比較的
基準 (benchmark)，因為我們在求解
的初始值設定上，已經有十足的把
握；然而，實務上，並不一定可以找
到一個好的初始值。
由本研究中，發現 ESNN 對於所舉的
兩個非線性模式之預測可以達到與非
線性迴歸無顯著之差異，所以我們建
議使用者，如果原始的資料適合用非
線性迴歸模式配適，則可考慮使用
ESNN，因為如果使用非線性迴歸
法，尚需考慮初始值的問題。

四、計畫結果自評
1. 與原計畫相符程度、達成預期目標情

況：本研究原計畫比較七種方法：一般
線性迴歸、加權迴歸、韋伯迴歸、
BPNN、GANN、SANN、ESNN，在三
種不同類型資料上的預測效果。但是在
一些測試問題中發現可能因為前述 ES
的特性，ESNN 所產生的結果都比
GANN 和 SANN 好。所以就將方法集
中於 ESNN，但是將題目的類型擴大到
非線性迴歸的問題。因此，本研究的結
果應該是與原計畫相符、且達成預期目
標。

2. 研究成果的學術或應用價值：本研究完
整的探討資料特性對迴歸分析與類神
經網路預測效果之影響，且提供幾點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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擇適當預測方法的原則。個人認為這些
原則對大部分從事預測研究或實務的
人應該很有價值。此外本研究也開發一
個新的分析工具，ESNN。個人認為對
資料分析與類神經網路的研究人員它
應該也是一個值得深入的課題。

3. 是否適合在學術期刊發表：本研究有一
些新的想法與好的結果。部分結果已發
表在今年的統計年會。完整的結果將儘
快整理投到國際期刊，如 Computers 
&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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