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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 本報告的目的在於解決資料驅動預測模型(data-driven prediction
models)之不確定性(uncertainty)問題，這些不確定性包括輸入不
確定、模型不確定及參數不確定等。融入這些不確定性因素至預測
程序中，可強化預測模型輸出的可靠度(reliability)與可信度
(credibility)。不確定性估測常使用區間預測(prediction
interval)來提供更多預測輸出點的資訊，然而對於非線性智慧型預
測模型，例如類神經網路、模糊系統等，預測區間的計算受制於限
制資料分佈的條件(例如輸入空間為固定的變異數)與龐大計算量或
計算困難度高 (例如輸出誤差變異數之參數微分運算，實際情況並
不易計算，尤其在多變數預測模型)，或者未完整考慮模型輸出誤差
特性因而產生較不佳的預測區間。此外，資料驅動預測模型常須進
行領前多步預測(multistep-ahead forecasting)，然而隨著領前步
數的增加，其預測的不確定性亦將提高，如何有效地獲得較佳領前
多步的預測區間是一重要課題。因此，報告考慮非線性資料驅動預
測模型之不確定性，提出一種以重心為基礎並利用類神經網路來建
立預測區間範圍的方法，除了可避免受制於資料分佈限制條件、龐
大計算量與不易計算等問題。同時，透過重心法分析模型輸出誤差
特性並整合至類神經網路學習程序中，以便產生較佳預測區間範圍
。
中 文 關 鍵 詞 ： 資料驅動、預測模型、預測區間、不確定性
英 文 摘 要 ： In this report, our objective is to develop a center-ofgravity-based method in solving the problems of the various
sources of uncertainties for data-driven prediction models.
The uncertainty sources include input uncertainty, model
uncertainty, parameters uncertainty, and so forth.
Involving prediction uncertainty in data-driven prediction
models can enhance the reliability and credibility of the
model outputs. In general, uncertainty is estimated by
prediction interval, which can provide more information
about forecasting results. However, for non-linear datadriven prediction models, such as neural networks, fuzzy
systems, and so forth, conventional methods for building
prediction interval suffer from the assumption of data
distribution (such as the assumption of constant variance),
large computational complexity or difficult computation,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model errors that result in
generating inappropriate prediction interval. Besides,
because of increased uncertainty from longer forecasting
steps, constructing effectively the prediction interval of
multistep-ahead forecasting is an important issue.
Therefore, in this report, we develop a center-of-gravitybased neural network method for building the prediction
interval of non-linear data-driven prediction models in
order to avoid the restrictive condition of data
distribution, and the problem of difficult computation.
Moreover, analyzing the center of gravity for all model

output errors and integrating the training process of
neural networks generate more appropriate prediction
interval.
英 文 關 鍵 詞 ： data-driven, prediction models, prediction interval,
uncertain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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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本報告的目的在於解決資料驅動預測模型(data-driven prediction models)之不確定性
(uncertainty)問題，這些不確定性包括輸入不確定、模型不確定及參數不確定等。融入這些
不 確 定 性 因 素 至 預 測 程 序 中 ， 可 強 化 預 測 模 型 輸 出 的 可 靠 度 (reliability) 與 可 信 度
(credibility)。不確定性估測常使用區間預測(prediction interval)來提供更多預測輸出點
的資訊，然而對於非線性智慧型預測模型，例如類神經網路、模糊系統等，預測區間的計算受
制於限制資料分佈的條件(例如輸入空間為固定的變異數)與龐大計算量或計算困難度高 (例
如輸出誤差變異數之參數微分運算，實際情況並不易計算，尤其在多變數預測模型)，或者未
完整考慮模型輸出誤差特性因而產生較不佳的預測區間。此外，資料驅動預測模型常須進行領
前多步預測(multistep-ahead forecasting)，然而隨著領前步數的增加，其預測的不確定性
亦將提高，如何有效地獲得較佳領前多步的預測區間是一重要課題。因此，報告考慮非線性資
料驅動預測模型之不確定性，提出一種以重心為基礎並利用類神經網路來建立預測區間範圍的
方法，除了可避免受制於資料分佈限制條件、龐大計算量與不易計算等問題。同時，透過重心
法分析模型輸出誤差特性並整合至類神經網路學習程序中，以便產生較佳預測區間範圍。

關鍵字：資料驅動、預測模型、預測區間、不確定性。

Abstract
In this report, our objective is to develop a center-of-gravity-based method in solving the
problems of the various sources of uncertainties for data-driven prediction models. The uncertainty
sources include input uncertainty, model uncertainty, parameters uncertainty, and so forth. Involving
prediction uncertainty in data-driven prediction models can enhance the reliability and credibility of
the model outputs. In general, uncertainty is estimated by prediction interval, which can provide more
information about forecasting results. However, for non-linear data-driven prediction models, such as
neural networks, fuzzy systems, and so forth, conventional methods for building prediction interval
suffer from the assumption of data distribution (such as the assumption of constant variances), large
computational complexity or difficult computation,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model errors that
result in generating inappropriate prediction interval. Besides, because of increased uncertainty from
longer forecasting steps, constructing effectively the prediction interval of multistep-ahead
forecasting is an important issue. Therefore, in this report, we develop a center-of-gravity-based
neural network method for building the prediction interval of non-linear data-driven prediction
models in order to avoid the restrictive condition of data distribution, and the problem of difficult
computation. Moreover, analyzing the center of gravity for all model output errors and integrating the
training process of neural networks generate more appropriate prediction interval.

Keywords: Data-driven, prediction models, prediction interval, uncertainty.

一、緣由與目的
網路使得獲得大量資料變得容易，人工智慧的發展讓資料驅動模型(data-driven model)
變得愈來愈重要，利用大量的資料完成資料驅動預測模型(data-driven prediction models)，
並透過即時取得新資料完成推估未來狀態或結果，根據這些狀態或結果以進行後續決策或判
斷。目前資料驅動預測模型廣泛應用於智慧家庭(電能及家電之家庭需求預測技術等)、移動機
器人(障礙物與路況預測技術、電池預測技術等)、電腦網路(網路流量預測技術等)、能源(再
生能源發電預測技術，電力負載預測技術等)、氣象資料(溫度、雨量及霾害之短中長期預測技
術等)等領域。然而，資料驅動預測模型建置的過程會因不確定性(uncertainty)問題導致預測
結果的偏差，這些不確定性包括輸入不確定性(例如未考慮影響輸出結果的輸入、感測器誤差
等)、模型不確定性(例如模型選擇不適當、不當的模型建置等) 、參數不確定性(例如模型參
數未最佳化等)及自然與人為不確定性(例如不可預見的自然因素、人為操作錯誤等)[1][3]。
為了解決資料驅動預測模型之不確定性問題，融入這些不確定性因素至預測程序中，可強化預
測模型輸出的可靠度(reliability)與可信度(credibility)[1][2]。資料驅動預測模型建置考
慮這些不確性，以改善預測模型輸出的可靠度(reliability)與可信度(credibility)，例如電
力負載預測[9]、水力研究[1]、交通運輸[18]等。
一般而言，信賴區間（confidence interval）和預測區間（prediction interval）常
用來量化和評估預測不確定性的指標，信賴區間是用來描述未知但固定值的不確定性，而預測
區間用來描述未來且隨機的值，由此可知預測區間的定義比信賴區間來得廣[2][11][5]。在文獻
中[1][2][7][8]，模型輸出的不確定性常用方法包括機率預測方法、系集(ensemble) 預測方法、
模型誤差的統計方法及智慧型學習模型(例如類神經網路、模糊類神經網路、模糊理論等)等，
機率與系集預測這兩種方法需要先了解輸入與輸出資料間不確定資料分佈狀況，而模型誤差的
統計方法常需要對資料進行某些假設，導致預測準確性常受制於這些假設的有效性。由於智慧
型學習模型方法之非線性塑模與強大的學習能力特性，已受到高度重視
[2][12][13][15][16][17]，例如 delta 方法、Bayesian 方法、Bootstrap 方法、預測區間為成本
函數(PI-based cost function)法等。其中 delta 方法利用對資料驅動模型的參數線性化來建

構預測區間，Bayesian 方法透過計算成本價函數的 Hessian 矩陣來建構預測區間，Bootstrap
方法一種在統計學或機器學習領域上常見且有用的估計方法，也易於實現建構預測區間。上述
delta 方法、Bayesian 方法與 Bootstrap 方法在建構預測區間主要是對資料驅動模型的參數進
行預測誤差最小化的訓練，例如平方誤差或權重衰減的成本函數，以獲得預測區間，而預測區
間成本函數法(prediction-interval-based cost method)[4][2][5][6]是利用將預測誤差最小化
的訓練改變為兩個測量指標的最小化的訓練，以考慮預測點輸出在預測區間之量化與目的評
估，這兩個測量指標為覆蓋範圍的機率(coverage probability)與預測區間界限(prediction
interval bound)，覆蓋範圍的機率考慮預測點輸出的結果在預測區間的比例，預測區間界限
考慮預測點輸出的範圍。這兩個測量指標是互相衝突，若要覆蓋範圍的機率高，則預測區間界
限要大，而預測區間界限大則預測結果不利於使用者決策的判斷。另一方面，若要求預測區間
界限小，則覆蓋範圍的機率變低，易導致使用者判斷錯誤。因此，資料驅動模型的預測區間估
算變成一個權衡的問題(trade-off problems)，預測區間成本函數法主要目的在於求得覆蓋範
圍的機率與預測區間界限這兩個測量指標最佳化，以改善 delta 方法、Bayesian 方法與
Bootstrap 方法無法保證覆蓋範圍的機率與預測區間界限最佳化問題。文獻上解決工程的權衡
問題常透過啟發式演算法，例如遺傳演算法(genetic algorithm)、粒子群演算法(particle
swarm optimization)、類電磁演算法(electromagnetism-like mechanism)、DNA 演算法、細
菌覓食演算法(bacterial foraging algorithm)、蝙蝠演算法(bat algorithm)等，以優化權
衡的指標。
綜合上述，智慧型學習模型若使用 delta 方法、Bayesian 方法與 Bootstrap 方法在於強
調預測區間具有預測誤差最優化的預測模型，而預測區間成本函數法在於強調預測區間具有覆
蓋範圍的機率與預測區間界限兩者最優化的預測模型。預測區間成本函數法雖然具有優化之覆
蓋範圍的機率與預測區間界限，然而較少探討覆蓋範圍與預測區間界限內觀測特性與輸出分佈
情況對資料驅動模型預測點輸出影響，也就是說，觀測特性與輸出分佈不同將導致預測準確率
不同。如何有效地融入預測誤差最優化至預測區間成本函數法並建構出預測區間也是一值得探
討課題。另外，資料驅動預測模型常須進行領前多步預測(multistep-ahead forecasting)，
然而隨著領前步數的增加其預測的不確定性亦將提高，如何有效地獲得較佳領前多步的預測區

間是一重要課題。因此，本計畫成果報告提出一種建立預測區間範圍的新方法，以針對非線性
資料驅動預測模型之不確定性，考慮領前多步預測，以及避免受制於資料分佈限制條件、龐大
計算量與不易計算等問題。同時，透過分析模型輸出誤差特性並整合至資料驅動預測模型學習
程序中，以便產生較佳預測區間範圍。
因此，本報告的目的在於探討資料驅動預測模型(data-driven prediction models)之不
確定性(uncertainty)問題，提出一新估測預測區間機制以精確地推估更多預測輸出點的資
訊，並以風力發電預測為例說明該預測機制的效能。該預測機制為整合智慧型相關技術，包括
類神經網路、啟發式優化程序、機械學習等。更確切來說，本報告針對資料驅動預測模型之預
測區間問題，發展智慧型預測區間技術與系統，並對該系統進行相關分析與評估。另外，為了
說明本報告所提方法地的效能與可行性，預測區間模型分別選用倒傳遞類神經網路與模糊類神
經網路來建模，而啟發式優化程序分別選用類電磁演算法與細菌覓食演算法來學習。

二、結果與討論
如前面所述，本報告的目的在於解決非線性資料驅動預測模型(nonlinear data-driven
prediction models)之不確定性(uncertainty)問題，藉由估測預測區間(prediction interval)
來提供 更多 預測 輸出 點的資 訊 ， 以 強 化預 測模型 輸出 的可 靠度 (reliability) 與 可信 度
(credibility)。文獻上預測區間估測常受制於限制資料分佈的條件(例如輸入空間為固定的變
異數)與龐大計算量或計算困難度高 (例如輸出誤差變異數微分，實際情況並不易計算，尤其
在多變數預測模型)，或者未完整考慮模型輸出誤差特性因而產生較不佳的預測區間。因此，
本報告考慮非線性資料驅動預測模型之不確定性，提出一種以重心為基礎並利用類神經網路來
建立預測區間範圍的方法，除了可避免受制於資料分佈限制條件、龐大計算量與不易計算等問
題。同時，透過重心法分析模型輸出誤差特性並整合至類神經網路學習程序中，以便產生較佳
預測區間範圍。另外，本報告藉由類電磁演算法之極佳求解特性，提出一適用於以重心為基礎
之預測區間估測類神經網路的類電磁演算法，並改善其學習效能。最後，將以再生能源中風力
發電預測問題為例，說明本報告所提方法效能與應用的重要性。
估測預測區間主要在提供一未來值的上下界限，以點的預測為例如圖 1 所示[1][5]，模型輸

出 值 (model output) 的 上 預 測 區 間 (upper prediction interval) 與 下 預 測 區 間 (lower
prediction interval)可為不相等區間值，上下預測區間值的總和為預測區間(prediction
interval)。對線性資料驅動模型(linear data driven model)而言[1]，假設輸出誤差為高斯
分佈具有均值為零和標準差  ，在建立 100(1   )% 預測界限，模型輸出值的上預測區間 yU 與
下預測區間 y L 如下所示：

yU  y  Z / 2

(1)

y L  y  Z / 2

(2)

其中 Z 為標準常態分配(standard normal distribution)，由式(1)-(2)可知上下預測區間是
相等，因此標準差  等於均方誤差（mean squared error），通常稱為預測均值平方誤差
(prediction mean squared error）[27]。實際上標準差  是未知且須由資料估測，因此標準
差  修正為下式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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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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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p 為模型參數的個數。當輸出空間中  est
不是常數時，式(3)變得更複雜[28]，因此實際上

欲計算  e2s t 值並不容易尤其是針對多變量或非線性模型。對於非線性資料驅動預測模型
(nonlinear data driven model)而言[4][5][29]，其數學函數可表示如下：

yi  f ( X i , * )  i , i  1,2,

,n

(4)

其中 X i 是具有 m 維度之輸入向量， * 是具有 p 維度之最佳參數向量，假設 i 為具有 N (0,  2 ) 之
獨立同分佈(independent and identically distributed)。假設 yi 與  * 的估測值分別是 yˆ i 與

 ，其忽略高次項之泰勒級數展開(Taylor series expansion)如下所示：
yˆi  c0  c1  (   * ), i  1,2,

,n

(5)

其中

c0  f ( X i , * )

(6)

c1  [

f ( X i ,  * )
1

f ( X i ,  * )
2

f ( X i ,  * )
]
 p

(7)

針對線性化後式(4)，建立 100(1   )% 預測界限，模型輸出值的上預測區間 yU 與下預測區間 y L
如下所示：

yiU  yˆi  tn1p s 1  c1 (CC ')1 c1T

(8)

yiL  yˆi  tn1p s 1  c1 (CC ')1 c1T

(9)

其 中 s 和 tn1p 分 別 是 標 準 偏 差 估 計 值 (standard deviation estimate) 和 學 生 的 t 分 配
(student's t distribution)，而 C 為參數的 Jacobian matrix。由上可知欲計算多變量或非
線性模型的預測區間，除了受制於資料分佈限制條件，計算量龐大且不易計算也是一個問題。

Outp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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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預測區間上下界限

文獻上[2][12][13][15]-[17]，智慧型學習模型如類神經網路，因其非線性塑模與強大的學習
能力特性而受到高度重視。智慧型學習模型若使用 delta 方法、Bayesian 方法與 Bootstrap
方法建立預測模型，雖可獲得具有預測誤差最優化的預測模型，然而未考慮預測區間覆蓋範圍
的機率(prediction interval coverage probability：PICP)與預測區間界限(prediction
interval bound：PIB)之最優化，其中預測區間覆蓋範圍 PICP 的機率[1][5][2]的表示如下：

(10)
其中

1 if ykL  yk  ykU
mk  
otherwise
0
n 為資料個數，而平均預測區間界限(mean prediction interval bound：MPIB)的表示如下
[1][5]：
(11)
或者以正規化的方式表示如下：

(12)
其中 ymax 和 ymin 分別表示資料輸出最大值與最小值。這兩個測量指標為 MPIB 和 PICP 覆蓋範圍
的機率(coverage probability)與預測區間界限(prediction interval bound)，覆蓋範圍的
機率考慮預測點輸出的結果在預測區間的比例，預測區間界限考慮預測點輸出的範圍。由式(10)
與式(11)可知，這兩個測量指標是互相衝突，若要覆蓋範圍的機率高，則預測區間界限要大，
而預測區間界限大則預測結果不利於使用者決策的判斷。另一方面，若要求預測區間界限小，
則覆蓋範圍的機率變低，易導致使用者判斷錯誤。因此，資料驅動模型的預測區間估算變成一
個權衡的問題(trade-off problems)，預測區間成本函數法主要目的在於求得覆蓋範圍的機率
與預測區間界限這兩個測量指標最佳化。預測區間成本函數法(prediction-interval-based
cost method)[2][30]是藉由下列目標函數(objective functions)與限制條件(constraint
conditions)來優化智慧型學習模型

(13)

以建立資料驅動預測模型之預測區間。預測區間成本函數法雖然具有優化之覆蓋範圍的機率與

預測區間界限，然而較少探討覆蓋範圍與預測區間界限內觀測特性與輸出分佈情況對資料驅動
模型預測點輸出影響。因此，本報告將針對非線性資料驅動預測模型之類神經網路，利用學習
資料重心分佈的情況來探討覆蓋範圍與預測區間界限內觀測特性與輸出分佈情況對資料驅動
模型預測點輸出影響，並發展一以新成本函數，也就是以重心為基礎成本函數
(center-of-gravity-based cost function)，並整合預測區間覆蓋範圍的機率 PICP 與預測區
間界限 MPIB 來優化該非線性資料驅動預測模型。利用重心法主要原因在於若能在預測模型學
習過程中，透過計算觀測點資料在預測區間界限的重心值，並將該值引入成本函數以調整預測
區間界限，應可獲得較佳預測區間界限。更確切地說，儘量讓學習資料對之輸出位於預測區間
界限中心位置，如此可增加預測區間覆蓋範圍的機率 PICP 與預測區間界限 MPIB 可靠度，亦可
提昇預測準確度。如圖 2 所示之學習資料在上預測界限(upper prediction limit)與下預測
(lower prediction limit)的分佈圖，可利用學習資料的觀測輸出點在上下預測界限中心
(center)位置的重心點(center of gravity)來優化預測界限。例如在圖 2 中，案例 1(case 1)
與案例 2(case 2)具有相同的覆蓋範圍機率與預測區間界限長度，然而重心點不同，案例 2 的
重心點距離預測界限中心值 CG 小於案例 1。因此，可透過重心點距離預測界限中心值 CG 的計
算，進一步優化非線性資料驅動預測模型，例如可選擇具有較小重心點距離預測界限中心值的
預測區間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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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學習資料在上預測界限與下預測的分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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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重心為基礎成本函數之設計流程如圖 3 所示。首先，利用式(10)與(11)分別計算出 PICP 和
MPIB 值。接著，在非線性資料驅動預測模型學習過程中，利用學習資料的觀測輸出點與預測區
間界限的中心點，計算出重心點距離預測界限中心值 CG。最後，將該重心點距離預測界限中心
值 CG 引入成本函數，並整合預測區間覆蓋範圍的機率 PICP 與預測區間界限 MPIB 形成以重心
為基礎成本函數，以評估非線性資料驅動預測模型學習成效。由上可知，以重心為基礎成本函
數可表示如下

Objective functions :
min J (PICP,MPIB,CG)
Constrant conditions :

(14)

0  PICP  1

 0  MPIB
其中
J (PICP,MPIB,CG)=WPICP  e-PICP +WMPIB  MPIB+WCG  CG

WPICP , WMPIB 與 WCG 為權重設定值。

Calculate the PIC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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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lculate the MPIB
of the clusters

Measure the dat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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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diction interval
bound

Build center-ofgravity-based cost
function

Involve the center of
gravity in cost
function

Find the center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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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以重心為基礎成本函數之設計流程

另外，文獻上解決工程的權衡問題常透過啟發式演算法(heuristic algorithm)，例如遺傳演
算法(genetic algorithm)、粒子群演算法(particle swarm optimization)、類電磁演算法

(15)

(electromagnetism-like mechanism)、DNA 演算法、細菌覓食演算法(bacterial foraging
algorithm)、蝙蝠演算法(bat algorithm)等，可以優化權衡的指標。本報告預計使用類電磁
演算法與細菌覓食演算法來優化以重心為基礎之預測區間估測類神經網路。以下將簡短說明類
電磁演算法與細菌覓食演算法主要原理。
類電磁演算法[31]主要是由初始化(initialization)、局部搜尋(local search)、合力計
算(total force calculation)與移動(movement)四個部分所組成，以下就這四部分進行說明。
1. 初始化為隨機產生具有維度 n 的粒子 m 組，然後計算每組粒子的目標函數 f(x)，然後
找出最佳的粒子組定義為 xbest 。
2. 局部搜尋是對當前最佳粒子組進行鄰近區域搜尋，企圖找出更佳的目標函數值，以變
成新 x 。若搜尋空間範圍為 D  [d , d ] ， d  0 ，則新粒子組 y i 為
best

 xi    (d  xi ),
y  i

i
 x   ( x  d ),
i

if   0.5
if   0.5

(16)

其中  為設計參數，  是常數，而  和  為隨機值[0,1]，若新粒子組的目標函數值

f ( y i ) 優於 f ( xi ) ，則接受新粒子組的取代原粒子組，若經過數次疊代仍無法找出較佳
新粒子組，則搜尋終止。  可設計為粒子收斂情況的函數，以增加收斂效能。
3. 合力計算是依據電磁理論概念來計算粒子組的電荷量如下



i
best

f (x )  f (x ) 

q i  exp  n m
k
best


   f (x )  f (x ) 
k 1



(17)

由上式可知較佳的目標函數具有較高的電荷量。粒子組間電荷量互相作用，而得到粒
子組合力如下所示。

(18)

由上式可知目標函數較佳的粒子組會吸引目標函數較差的粒子組，而目標函數最佳的

粒子組 xbest 總是吸引著其他所有粒子組。
4. 移動是依據合力的方向來移動，移動的大小是一隨機值   0 且限制在允許的搜尋空間
範圍。移動方式如下所示。

xi  xi  

Fi
Fi

(19)

細菌覓食算法的程序通過游泳(swimming)和滾動(tumbling)來模擬大腸桿菌(E.coli
bacterium)的運動。基本上，細菌搜索算法由四個主要結構組成，包括趨化性(chemotaxis)、
群集(swarming)、繁殖(reproduction)、以及消除和散佈(elimination-dispersal)。這些過程的簡單
描述如下[32-35]。
1. 趨化性(chemotaxis)：大腸桿菌生物移動方式有兩種。第一種方式是它可以在一段時間
內沿同一個方向游泳。第二種方式是它可以隨機滾動(tumble)。另外，大腸桿菌的移動
可以以這兩種不同的方式交替進行。
2. 群集(swarming)：大腸桿菌等可在半固體 nutrient medium 中形成穩定的群體。大腸桿
菌 當 放 置 在 含 有 單 一 nutrient chemo-effecter 的 半 固 體 基 質 中 時 ， 透 過 引 誘 劑
(attractant)，細菌可以聚集成群，並且以高細菌密度的群體移動。
3. 繁殖(reproduction)：每一個健康的大腸桿菌繁殖，可在同一地點分裂為兩個，而不健
康的細菌則會死亡。
4. 消除和擴散(elimination-dispersal)：環境如溫度等突然或漸進的變化會影響大腸桿菌的
生活。因此，一群大腸桿菌可能被殺死或分散到另一個新的位置。

綜合上述，本報告整體設計架構如圖 4 所示，每次學習過程預測區間估測類神經網路產生
預測區間，該預測區間可計算出重心值 CG、預測區間覆蓋範圍的機率 PICP 與預測區間界限
MPIB，進而產生以重心為基礎成本函數，啟發式演算法根據成本函數值調整類神經網路的參
數，產生新預測區間，經過多次上述的學習過程，可產生優化之預測區間估測類神經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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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p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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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本報告整體設計架構

為了說明本報告所提出方法的效能與可行性，我們將利用金門風速變化較明顯的月份(每
年 10 月至隔年 1 月)中每隔 15 分鐘風力發電資料來進行模擬、比較與驗證，其中預測區間模
型分別選用模糊類神經網路與倒傳遞類神經網路來建模，而啟發式優化程序分別選用類電磁演
算法與細菌覓食演算法來學習，故總共有四種整合方法，包括類電磁模糊類神經網路法、細菌
覓食模糊類神經網路法、類電磁倒傳遞類神經網路法、以及細菌覓食倒傳遞類神經網路法。以
下將分別說明這四種整合方法的模擬結果。

A.類電磁模糊類神經網路法
首先，模糊類神經網路具有三個輸入與兩個輸出，其中三個輸入特徵為三筆風速歷史資
料，時間點分別為 t-1、t-2 與 t-3，而兩個輸出分別為上預測界限與下預測界限用於預測時間點
t 風速的上下界界。每一個輸入具有三個歸屬函數(membership function)如圖 5 所示，使用重心
法來解模糊化(center of gravity defuzzifier)。類電磁演算法的參數為維度 n=54 的粒子 m=20 組，
搜尋空間範圍 D=[-1,1]，局部搜尋(local search)疊代次數為 5，風速資料經過正規化處理。
為了比較本報告所提以重心為基礎成本函數如式(15)所示，設定傳統方法的成本函數 Jtradition (未
含 WCG  CG 項)與本報告方法成本函數 J，權重設定為 WPICP =10 , WMPIB =1 , WCG =0.005 。另外，
CG 可表示如下

CG 

1 n ck  yk

n k 1 ( ykU  ykL )

(20)

其中 ck 為上預測界限與下預測界限中心點。為了評估風速觀測資料集中於上預測界限與下預測
界限中心點附近比例，我們定義密集度 CD(concentrated degree)為

CD 

1 n
 dk
n k 1

(21)

其中
(22)
α為設定參數，選擇參數α來評估資料集中於上預測界限與下預測界限中心點比例，這裡α設
定為 0.2。模擬結果如圖 6 至 10 與表 1 所示。圖 6 為類電磁模糊類神經網路學習曲線，總疊代
數為 100，其中藍色符號+與紅色實線分別表示本報告所提方法與傳統方法。利用傳統方法模擬
結果如圖 7 至 8 所示，圖 7 至 8 分別為類電磁模糊類神經網路訓練資料學習結果與測試資料預
測結果，紅色與綠色曲線分別表示上預測界限與下預測界限，藍色符號+表示風速觀測資料。
同樣地，利用本報告所提方法的模擬結果如圖 9 至 10 所示，圖 9 至 10 分別為類電磁模糊類神

經網路訓練資料學習結果與測試資料預測結果，紅色與綠色曲線分別表示上預測界限與下預測
界限，藍色符號+表示風速觀測資料。由圖 7 至 10 可知，無論本報告所提方法與傳統方法，類
電磁模糊類神經網路皆可有效找出上預測界限與下預測界限。另外，由表 1 可知，本報告所提
方法與傳統方法在權重設定為 WPICP =10 , WMPIB =1 , WCG =0.005 情況下，在本報告所提方法得到
訓練資料 MPIB =4.77m/s，PICP=96.07%，CD=65.99%，測試資料 MPIB =4.58m/s，PICP=92.00%，
CD=59.13%，相較於傳統方法得到訓練資料 MPIB =4.87m/s，PICP=95.20%，CD=65.07%，測
試資料 MPIB =4.62m/s，PICP=90.88%，CD=57.63%，可得到較小預測區間與較大覆蓋範圍的
機率。若將以重心為基礎成本函數如式(15)中權重 WMPIB =1 與 WCG =0.005 固定，改變權重改為

WPICP =6 與 WPICP =2 情況下，如圖 11 至 14，及表 2 所示。由圖 11 至 14 與表 2 可知，增加權
重 WPICP 可增加覆蓋範圍的機率，但預測區間會變大。同樣地，若將以重心為基礎成本函數如
式(15)中權重 WMPIB =1 與 WPICP =1 固定，改變權重為 WCG =1 與 WCG =10 情況下，如圖 15 至 18，
及表 3 所示。由圖 15 至 18 與表 3 可知，增加權重 WCG 可使密集度變高，但預測區間會變大。
另外，若將以重心為基礎成本函數如式(15)中權重 WPICP =2與 WCG =0.1 固定，改變權重為
WMPIB =3 與 WMPIB =4 情況下，如圖 19 至 22，及表 4 所示。由圖 19 至 22 與表 4 所示可知，增

加權重 WMPIB 可使預測區間變小，但覆蓋範圍的機率變低。

圖 5：輸入的歸屬函數

圖 6：類電磁模糊類神經網路學習曲線

圖 7：類電磁模糊類神經網路訓練資料學習結果(傳統方法)

圖 8：類電磁模糊類神經網路測試資料學習結果(傳統方法)

圖 9：類電磁模糊類神經網路訓練資料學習結果(本報告所提方法)

圖 10：類電磁模糊類神經網路測試資料學習結果(本報告所提方法)

表 1. 類電磁模糊類神經網路本報告所提方法與傳統方法的比較
MPIB_train PICP_train
Traditional 4.87m/s
Method
Proposed
Method

4.77 m/s

CD_train

MPIB_test

PICP_test

CD_test

95.20%

65.07%

4.62m/s

90.88%

57.63%

96.07%

65.99%

4.58 m/s

92.00%

59.13%

圖 11：類電磁模糊類神經網路訓練資料學習結果( WPICP =2 , WMPIB =1 , WCG =0.005 )

圖 12：類電磁模糊類神經網路測試資料學習結果( WPICP =2 , WMPIB =1 , WCG =0.005 )

圖 13：類電磁模糊類神經網路訓練資料學習結果( WPICP =6 , WMPIB =1 , WCG =0.005 )

圖 14：類電磁模糊類神經網路測試資料學習結果( WPICP =6 , WMPIB =1 , WCG =0.005 )

表 2. 類電磁模糊類神經網路不同 WPICP 權重的比較
MPIB_train

PICP_train

WPICP =2 ,
WMPIB =1 ,
WCG =0.005

3.00 m/s

84.77%

WPICP =6 ,
WMPIB =1 ,
WCG =0.005

4.17 m/s

92.47%

CD_train

MPIB_test

PICP_test

CD_test

47.71%

2.86m/s

80.63%

44.75%

57.70%

3.93 m/s

89.25%

54.13%

圖 15：類電磁模糊類神經網路訓練資料學習結果( WPICP =1 , WMPIB =1 , WCG =1 )

圖 16：類電磁模糊類神經網路測試資料學習結果( WPICP =1 , WMPIB =1 , WCG =1 )

圖 17：類電磁模糊類神經網路訓練資料學習結果( WPICP =1 , WMPIB =1 , WCG =10 )

圖 18：類電磁模糊類神經網路測試資料學習結果( WPICP =1 , WMPIB =1 , WCG =10 )

表 3. 類電磁模糊類神經網路不同 WCG 權重的比較
MPIB_train

PICP_train

WPICP =1 ,
WMPIB =1 ,
WCG =1

3.50 m/s

89.57%

WPICP =1 ,
WMPIB =1 ,
WCG =10

7.36 m/s

95.91%

CD_train

MPIB_test

PICP_test

CD_test

55.90%

3.61m/s

87..63%

55.00%

79.97%

6.83 m/s

92.75%

75.75%

圖 19：類電磁模糊類神經網路訓練資料學習結果( WPICP =2 , WMPIB =4 , WCG =0.1 )

圖 20：類電磁模糊類神經網路測試資料學習結果( WPICP =2 , WMPIB =4 , WCG =0.1 )

圖 21：類電磁模糊類神經網路訓練資料學習結果( WPICP =2 , WMPIB =3 , WCG =0.1 )

圖 22：類電磁模糊類神經網路測試資料學習結果( WPICP =2 , WMPIB =3 , WCG =0.1 )

表 4. 類電磁模糊類神經網路不同 WMPIB 權重的比較

WPICP =2 ,
WMPIB =4 ,

MPIB_train

PICP_train

1.54 m/s

59.44%

1.76 m/s

65.56%

CD_train

MPIB_test

PICP_test

CD_test

27..67%

1.53m/s

57.13%

25.50%

32.26%

1.76m/s

62.88%

28.50%

WCG =0.1
WPICP =2 ,
WMPIB =3 ,
WCG =0.1
前述模糊類神經網路主要針對風速資料，接下來我們針對風機發電資料來進行上預測界限
與下預測界限的估算。模糊類神經網路同樣地具有三個輸入與兩個輸出，其中三個輸入特徵為
三筆風機發電歷史資料，時間點分別為 t-1、t-2 與 t-3，而兩個輸出分別為上預測界限與下預
測界限。每一個輸入具有三個歸屬函數(membership function)如圖 5 所示，使用重心法來解
模糊化(center of gravity defuzzifier)。同樣地，類電磁演算法的參數為維度 n=54 的粒子

m=20 組，搜尋空間範圍 D=[-1,1]，局部搜尋(local search)疊代次數為 5，風速資料經過正規
化處理。
利用傳統方法模擬結果如圖 23 至 24 所示，圖 23 至 24 分別為類電磁模糊類神經網路訓練
資料學習結果與測試資料預測結果，紅色與綠色曲線分別表示上預測界限與下預測界限，藍色
符號+表示風機發電觀測資料。同樣地，利用本報告所提方法的模擬結果如圖 25 至 26 所示，
圖 25 至 26 分別為類電磁模糊類神經網路訓練資料學習結果與測試資料預測結果，紅色與綠色
曲線分別表示上預測界限與下預測界限，藍色符號+表示風機發電觀測資料。由圖 25 至 26 可
知，無論本報告所提方法與傳統方法，類電磁模糊類神經網路皆可有效找出上預測界限與下預
測界限。另外，由表 5 可知，本報告所提方法與傳統方法在權重設定為
WPICP =10 , WMPIB =1 , WCG =0.01 情況下，在本報告所提方法得到訓練資料 MPIB =1.87kW，

PICP=97.00%，CD=39.9%，測試資料 MPIB =1.96kW，PICP=97.00%，CD=49.00%，相較於傳統
方法得到訓練資料 MPIB =2.18kW，PICP=96.02%，CD=39.47%，測試資料 MPIB =2.00kW，
PICP=95.75%，CD=48.50%，可得到較小預測區間與較大覆蓋範圍的機率。

圖 23：類電磁模糊類神經網路發電量訓練資料學習結果(傳統方法)

圖 24：類電磁模糊類神經網路發電量測試資料學習結果(傳統方法)

圖 25：類電磁模糊類神經網路發電量訓練資料學習結果(本報告所提方法)

圖 26：類電磁模糊類神經網路發電量測試資料學習結果(本報告所提方法)

表 5. 類電磁模糊類神經網路本報告所提方法與傳統方法的發電量預測比較
MPIB_train PICP_train
Traditional 2.18kW
Method
Proposed
Method

1.87kW

CD_train

MPIB_test

PICP_test

CD_test

96.02%

39.47%

2.00kW

95.75%

48.50%

97.00%

39.9%

1.96kW

97.00%

49.00%

B.細菌覓食模糊類神經網路法
模糊類神經網路如前所述，具有三個輸入與兩個輸出，其中三個輸入特徵為三筆風速歷史
資料，時間點分別為 t-1、t-2 與 t-3，而兩個輸出分別為上預測界限與下預測界限。每一個輸
入具有三個歸屬函數(membership function)如圖 5 所示，使用重心法來解模糊化(center of
gravity defuzzifier)。細菌覓食演算法的參數為維度 n=54，其細菌個數 m=20 個，趨化性次
數為 5，消除和擴散次數為 5，繁殖次數為 5。
利用傳統方法模擬結果如圖 27 至 28 所示，圖 27 至 28 分別為細菌覓食模糊類神經網路訓
練資料學習結果與測試資料預測結果，紅色與綠色曲線分別表示上預測界限與下預測界限，藍
色符號+表示風速觀測資料。同樣地，利用本報告所提方法的模擬結果如圖 29 至 30 所示，圖
29 至 30 分別為細菌覓食模糊類神經網路訓練資料學習結果與測試資料預測結果，紅色與綠色

曲線分別表示上預測界限與下預測界限，藍色符號+表示風速觀測資料。由圖 27 至 30 可知，
無論本報告所提方法與傳統方法，細菌覓食模糊類神經網路皆可有效找出上預測界限與下預測
界限。另外，由表 6 可知，本報告所提方法與傳統方法在權重設定為
WPICP =10 , WMPIB =1 , WCG =0.005 情況下，在本報告所提方法得到訓練資料 MPIB =3.75 m/s，

PICP=97.76%，CD=71.62%，測試資料 MPIB =3.84 m/s，PICP=98.00%，CD=68.87%，比較傳統方
法得到訓練資料 MPIB =4.16m/s，PICP=98.58%，CD=73.80 %，測試資料 MPIB =4.34m/s，
PICP=98.38%，CD=70.50 %，兩者可得到近似覆蓋範圍的機率，然而預測區間方面，本報告所
提方法較傳統方法在測試資料結果縮小 11.52% ，其計算方式為(3.84-4.34)/4.34=-11.52%。

圖 27：細菌覓食模糊類神經網路訓練資料學習結果(傳統方法)

圖 28：細菌覓食模糊類神經網路測試資料學習結果(傳統方法)

圖 29：細菌覓食模糊類神經網路訓練資料學習結果(本報告所提方法)

圖 30：細菌覓食模糊類神經網路測試資料學習結果(本報告所提方法)

表 6. 細菌覓食模糊類神經網路本報告所提方法與傳統方法的比較
MPIB_train PICP_train
Traditional 4.16m/s
Method
Proposed
Method

3.75 m/s

CD_train

MPIB_test

PICP_test

CD_test

98.58%

73.80 %

4.34m/s

98.38%

70.50 %

97.76%

71.62%

3.84 m/s

98.00%

68.87%

C.類電磁倒傳遞類神經網路法
倒傳遞類神經網路為三層神經網路包括輸入層、隱藏層與輸出層。輸入層具有三個輸入，
隱藏層具有 21 個神經元，以及輸出層具有兩個輸出，其中三個輸入特徵為三筆風速歷史資料，
時間點分別為 t-1、t-2 與 t-3，而兩個輸出分別為時間 t 的上預測界限與下預測界限。類電磁演
算法的參數為維度 n=126 的粒子 m=50 組，搜尋空間範圍 D=[-1,1]，局部搜尋(local search)
疊代次數為 5，及整體疊代次數為 200，風速資料經過正規化處理。

利用傳統方法模擬結果如圖 31 至 32 所示，圖 31 至 32 分別為倒傳遞類神經網路訓練資料
學習結果與測試資料預測結果，紅色與綠色曲線分別表示上預測界限與下預測界限，藍色符號
+表示風速觀測資料。同樣地，利用本報告所提方法的模擬結果如圖 33 至 34 所示，圖 33 至
34 分別為倒傳遞類神經網路訓練資料學習結果與測試資料預測結果，紅色與綠色曲線分別表示
上預測界限與下預測界限，藍色符號+表示風速觀測資料。由圖 31 至 34 可知，無論本報告所
提方法與傳統方法，倒傳遞類神經網路皆可有效找出上預測界限與下預測界限。另外，由表 7
可知，本報告所提方法與傳統方法在權重設定為 WPICP =20 , WMPIB =1 , WCG =0.01 情況下，在本
報告所提方法得到訓練資料 MPIB =3.73 m/s，PICP=99.24%，CD=78.77%，測試資料 MPIB =3.80
m/s，PICP=98.88%，CD=77.12%，比較於傳統方法得到訓練資料 MPIB =4.19m/s，PICP=99.45%，
CD=79.91 %，測試資料 MPIB =4.25m/s，PICP=98.75%，CD=77.00 %，兩者可得到近似覆蓋範
圍的機率，然而預測區間本報告所提方法較傳統方法在測試資料結果縮小 10.59% ，其計算方
式為(3.80-4.25)/4.25=-10.59%。

圖 31：類電磁倒傳遞類神經網路訓練資料學習結果(傳統方法)

圖 32：類電磁倒傳遞類神經網路測試資料學習結果(傳統方法)

圖 33：類電磁倒傳遞類神經網路訓練資料學習結果(本報告所提方法)

圖 34：類電磁倒傳遞類神經網路測試資料學習結果(本報告所提方法)

表 7. 類電磁倒傳遞類神經網路本報告所提方法與傳統方法的比較
MPIB_train PICP_train
Traditional 4.19m/s
Method
Proposed
Method

3.73 m/s

CD_train

MPIB_test

PICP_test

CD_test

99.45%

79.91 %

4.25m/s

98.75%

77.00 %

99.24%

78.77%

3.80 m/s

98.88%

77.12%

D.細菌覓食倒傳遞類神經網路法
倒傳遞類神經網路為三層神經網路包括輸入層、隱藏層與輸出層。輸入層具有三個輸入，
隱藏層具有 21 個神經元，以及輸出層具有兩個輸出，其中三個輸入特徵為三筆風速歷史資料，
時間點分別為 t-1、t-2 與 t-3，而兩個輸出分別為時間點 t 的上預測界限與下預測界限。細菌覓
食演算法的參數為維度 n=54，其細菌個數 m=20 個，趨化性次數為 5，消除和擴散次數為 5，繁
殖次數為 5。

利用傳統方法模擬結果如圖 35 至 36 所示，圖 35 至 36 分別為細菌覓食倒傳遞類神經網路
訓練資料學習結果與測試資料預測結果，紅色與綠色曲線分別表示上預測界限與下預測界限，
藍色符號+表示風速觀測資料。同樣地，利用本報告所提方法的模擬結果如圖 37 至 38 所示，
圖 37 至 38 分別為細菌覓食倒傳遞類神經網路訓練資料學習結果與測試資料預測結果，紅色與
綠色曲線分別表示上預測界限與下預測界限，藍色符號+表示風速觀測資料。由圖 35 至 38 可
知，無論本報告所提方法與傳統方法，細菌覓食倒傳遞類神經網路皆可有效找出上預測界限與
下預測界限。另外，由表 8 可知，本報告所提方法與傳統方法在權重設定為
WPICP =20 , WMPIB =1 , WCG =0.01 情況下，在本報告所提方法得到訓練資料 MPIB =3.93 m/s，

PICP=99.24%，CD=82.81%，測試資料 MPIB =4.10 m/s，PICP=99.00%，CD=77.25%，比較傳統方
法 得 到 訓 練 資 料 MPIB =4.23m/s ， PICP=99.56% ， CD=79.91% ， 測 試 資 料 MPIB=4.28m/s ，
PICP=98.50%，CD=76.38%，兩者可得到近似覆蓋範圍的機率，然而預測區間本報告所提方法較
傳統方法在測試資料結果縮小 4.21% ，其計算方式為(4.10-4.28)/4.28=4.21%。

圖 35：細菌覓食倒傳遞類神經網路訓練資料學習結果(傳統方法)

圖 36：細菌覓食倒傳遞類神經網路測試資料學習結果(傳統方法)

圖 37：細菌覓食倒傳遞類神經網路訓練資料學習結果(本報告所提方法)

圖 38：細菌覓食倒傳遞類神經網路測試資料學習結果(本報告所提方法)

表 8. 細菌覓食倒傳遞類神經網路本報告所提方法與傳統方法的比較
MPIB_train PICP_train
Traditional 4.23m/s
Method
Proposed
Method

3.93 m/s

CD_train

MPIB_test

PICP_test

CD_test

99.56%

79.91 %

4.28m/s

98.50%

76.38 %

99.24%

82.81%

4.10 m/s

99.00%

77.25%

F. 領前多步預測
接下來利用倒傳遞類神經網路來考慮領前多步預測問題，倒傳遞類神經網路的參數設定如
上所述，權重設定值 WPICP =20 , WMPIB =1 , WCG =0.01 ，利用本報告所提方法進行風速 WS 在時
間點為 t、t+1、t+2、t+3、t+4 與 t+5 領前預測。預測結果如圖 39 至 49 與表 9 所示，圖 39 至
48 為時間點為 t+1、t+2、t+3、t+4 與 t+5 訓練與測試資料預測結果；表 9 呈現時間點為 t、t+1、
t+2、t+3、t+4 與 t+5 的覆蓋範圍的機率與預測區間結果，由表 9 可知不同領前時間點，覆蓋範
圍的機率相似，而預測區間隨著領前時間點愈大則其值也變大；圖 49 呈現不同領前時間點，

預測區間變化情況，由圖 49 可知，領前時間點愈大，預測不確定性愈高。

圖 39：類電磁倒傳遞類神經網路風速 WS(t+1)訓練資料學習結果

圖 40：類電磁倒傳遞類神經網路風速 WS(t+1)測試資料學習結果

圖 41：類電磁倒傳遞類神經網路風速 WS(t+2)訓練資料學習結果

圖 42：類電磁倒傳遞類神經網路風速 WS(t+2)測試資料學習結果

圖 43：類電磁倒傳遞類神經網路風速 WS(t+3)訓練資料學習結果

圖 44：類電磁倒傳遞類神經網路風速 WS(t+3)測試資料學習結果

圖 45：類電磁倒傳遞類神經網路風速 WS(t+4)訓練資料學習結果

圖 46：類電磁倒傳遞類神經網路風速 WS(t+4)測試資料學習結果

圖 47：類電磁倒傳遞類神經網路風速 WS(t+5)訓練資料學習結果

圖 48：類電磁倒傳遞類神經網路風速 WS(t+5)測試資料學習結果

圖 49：類電磁倒傳遞類神經網路 MPIB 領前多步的變化

表 9. 類電磁倒傳遞類神經網路領前多步結果
MPIB_train PICP_train

CD_train

MPIB_test

PICP_test

CD_test

WS(t)

3.73 m/s

99.24%

78.77%

3.80 m/s

98.88%

77.12%

WS (t+1)

5.42 m/s

99.56%

74.07%

5.56m/s

98.50%

68.75%

WS (t+2)

6.21m/s

99.67%

79.86 %

6.52m/s

99.75%

77.75 %

WS (t+3)

6.50 m/s

99.24%

75.82%

6.73 m/s

98.75%

73.38%

WS (t+4)

6.52 m/s

98.80%

72.22%

6.88 m/s

98.88%

72.88%

WS (t+5)

6.80 m/s

98.85%

71.62%

7.15 m/s

99.13%

74.62%

三、計畫成果自評
本計畫成果符合預期，總共已發表國際研討會論文2篇，國內研討會1篇，本計畫成果報
告亦正準備投稿至國際期刊。另外，本計畫執行所開發的預測學習技術成果，亦已透過產學合
作方式協助台電開發太陽能預測模型，並建置預測系統，同時受邀在台灣電力公司訓練所"大
數據在電廠營運的應用"課程擔任講座，講授有關預測模型的理論與技術。因此，本計畫所發
展的技術成果除了學術論文發表外，亦協助產業技術發展，符合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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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Energy, Environment and Natural Resources (ICEENR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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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門口拍的照片。

圖 1.本人在會場門口拍的照片
ICEENR 2019 的會議行程主要集中在 2019/5/28，當天行程如圖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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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ICEENR 2019 的主要會議行程

5 月 28 會議上午安排四場大會演講，演講者分別是美國 Dr.
Chuanbing Sun 教授、 韓國 Dr. Dai-Yeun Jeong, Professor 教授、
美國 Dr. Lisa Y. Wang 教授與加拿大 Dr. Charles Arvid Backman
教授，其中對於加拿大 Dr. Charles Arvid Backman 教授所講系統故
障問題比較有興趣。

圖 3. 加拿大 Dr. Charles Arvid Backman 教授演講
該講者介紹了一種透過事件特徵角度對於系統故障條件的持續
性與系統連續性，並且在事件特徵發生的情況下檢察系統故障的威
脅，這樣進行的話可以降地故障發生的情況下威脅系統的穩定性。
5 月 28 會議下午的行程為口頭報告，本人被安排在 16:40-17:0
進行口頭報告。本人報告的題目是 Regional Solar Power Estimation
Using Photovoltaics and Pyranometers。另外，本人主要研究主題
為能源相關智慧技術開發，因此參與一些相關論文發表，以了解這些
主題最新研究內容，同時透過與相關專家學者名片交換，以及與論文
發表者的問題討論等方式增進彼此的認識。

圖 4. 本人進行口頭報告
二、與會心得
由於本人念碩士班並沒有機會出國參與國際研討會，因
此，這是本人第一次單獨參加國外的國際研討會，對於相關的
準備工作並不清楚，幸好有指導教授與具相關經驗的同學幫
忙，才可完成所有的準備工作，包括英文講稿潤飾、會場狀況
說明、Q&A模擬、英文口說練習、機票購買、行程規劃、房間預
定等。由於準備工作完整，讓參與國際研討會過程非常順利，
且在這過程讓本人獲得了許多的經驗，同時克服單獨出國參與
國際研討會恐懼感。在這次參加研討會給本人的感覺是能源應
用研討會所涵蓋的領域真的是相當的龐大，像是本人在做的領
域比較偏向AI機器學習方法進行台灣太陽能區域日射量的估
測，透過業者抄表歷史資料、基準站實際歷史日射資料、理論
位置發電資料，透過K-mean對每個縣市裡面的業者做分群，分

群完畢後可以找出每個區域的群聚點，這個群聚點代表了這個
區域的特徵直，透過基準站歷史的天氣情形與區域特徵值比對
可以得到相關參數，最後透過即時日射量的代入則可以求出該
區域的理論即時發電量，會需要求出理論發電量的原因是業者
發電資料除了智慧電錶之外還有手動抄表，這些資料都有一個
特性就是會有資料取得的延遲，像智慧電錶要延遲10分，抄表
資料要一個月一次，這種情況下我們需要及時的發電量估算才
可以對電力調度有實質的貢獻，透過這次的研討會讓我得到許
多經驗，也謝謝指導教授讓我有這個機會參加這次研討會。最
後，感謝科技部對此次出國參與國際會議的經費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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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人工智慧與物聯網的發展，各領域以資料驅動模型之
預測區間技術變得非常重要，例如智慧家庭電能需求,再
生能源發電短中長期等預測技術。本計畫執行所開發的預
測學習技術成果，已透過產學合作方式協助台電開發太陽
能預測模型，並建置預測系統，同時受邀在台灣電力公司

訓練所"大數據在電廠營運的應用"課程擔任講座，講授有
關預測模型的理論與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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