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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
本研究源於 102 學年度第一學期由國立臺灣大學資訊工程系林軒田教授所
開授的機器學習課程，該課程教導學生如何善用機器來幫助處理資料辨識分類等
問題；期末時，教授希望學生能夠將學習到的機器學習知識應用於辨識手寫的中
文，因此請助教讓修課的學生們協助撰寫十二生肖的中文字，用以建立大量的訓
練樣本，提供給所有修課學生作使用。

二、研究動機與目的
機器要能夠辨別人們手寫的中文一直以來都是相當的困難，多數的文字辨識
還是需要人為介入，例如維基百科的驗證碼系統會要求使用者輸入一些奇怪的文
字，其實那些文字就是一些典籍上難以透過機器辨識的文字，因此維基百科是以
眾包（將一項大任務分成眾多小任務，並分派給眾人來完成）的方式進行文字辨
識，這樣才能夠正確的辨識出文字來；本研究希望能以機器學習的方式，讓機器
可以快速且正確的辨別中文字，使得文字辨識的工作可以自動化而不再需要人的
介入，進而可提升文字辨識的效率，未來文字辨識將有自動化的可能性。

三、研究方法與成果
本研究採用機器學習的方式來訓練機器辨識手寫的中文字，機器的學習行為
與人類的學習行為其實相似，人類從小到大透過觀察生活周遭的事物，逐漸學習
到許多知識，而機器一樣是透過觀察進行學習，只是其觀察方式是需要由人們提
供眾多資料給機器觀察，機器會從這些資料中找出該資料的特徵，進而可預估未
來新的一筆資料應屬於何種類別。
為了後續研究時能夠容易的辨別不同機器學習方法訓練出來的 model，本研
究首先定義 model 的命名標準如下為 model_[ML algorithm]_[Validation data
type]_[Training data type].mat；然而不論是機器或是人類在學習的過程中，都會
需要注意資料的正確性、資料的複雜度以及學習的方法等，因為這些都會影響到
學習的成果、學習的難易度、學習的時間等；因此，本研究首先針對資料進行預
先的處理，將資料的品質提升，再接著嘗試數種不同的機器學習演算法來進行機
器學習，找出表現較好的機器學習方法。
3.1 資料的預先處理
本研究的案例原始資料是提供每一筆數據 12810 維度的行向量，對應大小為
105 x 122 的灰階圖形；由於原始的維度太大，會導致使用任何的演算法運算都
會非常耗時，因此本研究決定對資料進行預先處理，本研究的預先處理均是以原
始資料為「圖片」的假設下進行，處理方式包含 Downsampling、Cropping、以
及 Rotate 等三種。

3.1.1 Downsampling
對於圖片而言 downsampling 只會影響圖片的細緻程度，而不會影響圖片的
主要輪廓，這樣的話便可以大幅減少資料的維度；因此本研究會先使用
downsampling 處理過的資料來作 validation 快速的測試各種可能的參數，最後再
將最好的參數以 raw data 作 training。
本研究的 Downsampling 方法是只取圖片四個像素中最左上方的那一個，也
就是由 105x122 轉成 52x61，圖片大小減少成原先的四分之一，而每一次的
validation 時間也就大約會是使用 raw data 的四分之一。本研究將 Downsampling
validation 顯示的 validation data type 定義為”down”。

圖1、Downsampling示意圖

(a) 原始圖片
(b) Downsampling
圖2、Downsampling範例
3.1.2 Cropping
本研究使用 Cropping 來處理一般人在格子內書寫其留白的部份，由於每個
人書寫的文字寫與位置都會有所不同，因此 Cropping 的方式會是先將白邊去除，
接著將剩餘部分轉換到特定大小；本研究最後是將原本 105x122 的原始圖片轉換
成 60x60 的大小，由於圖片的大小已經和 downsampling 後的大小差不多，故本
研究於最後決定使用 cropped image 來執行 validation 以及 training。本研究會將
此類型的 model 名稱後面加上“crop”作為區隔。

Let threshold = 0.2
up/down = the pixel with smallest/biggest y value whose pixel value bigger than threshold
left/right = the pixel with smallest/biggest x value whose pixel value bigger than threshold

圖3、Cropping Algorithm

map the image between up/left and down/right to 60 pixel x 60 pixel image

(a) 原始圖片

(c) 原始圖片
(b) Cropped
圖4、Cropping範例

(d) Cropped

3.1.3 Rotate
本研究觀察過部分的原始資料後，發現有一些原始資料的文字是傾斜的，這
其實也是在文字辨識上很常出現的情形。由於資料量太大，因此本研究嘗試以簡
單的方式來處理傾斜，處理的方式基本上是假設圖片中的文字都是方塊字和對稱
字，演算法如下：
Let threshold = 0.2
up/down

= the pixel with smallest/biggest y value whose pixel value bigger than threshold

left/right

= the pixel with smallest/biggest x value whose pixel value bigger than threshold

calculate unit vector V1 from up to down
calculate unit vector V2 form left to right

由於本研究初步實作的結果發現這個方式非常的不理想，因此於後續的研
究中並沒有使用這種資料處理方式進行 training。實際上除了這種處理方式外，
Let the angle bisector V of V1 and V2 as the axis of word
Rotate the word so that V overlaps y axis

另外值得嘗試的方式還有Harris corner detection，該方法是將 Harris corner 的位
置以及兩兩Harris corner間的距離關係也當作參數去作處理，因為Harris corner
detection是rotation invariance的關係，因此可以解決旋轉上的問題，然而Harris
corner detection卻無法處理scale的部份，但這部份是可以用crop的方法來解決。

3.2 機器學習演算法
機器學習演算法依資料區別方式可以分為線性與非線性；依準確率的衡量標
準可以分為是非式與回歸式等等…其實機器學習的方法有很多種：如Perceptron
Learning Algorithm、Pocket Learning Algorithm、Ridge Linear Regression、Logicstic
Regression、Ridge Polynomial Regression、Soft-margin SVM、Kernel Logistic
Regression、Kernel Ridge Regression、AdaBoost、Decision Tree、Blending、Bagging、
Random Forest、Gradient Boosted Decision Tree、Neural Networks、Deep Learning、
RBF Networks、Naive Bayes等；本研究是使用其中的Soft-margin SVM、AdaBoost、
Random Forest、Neural Networks、Deep Learning、RBF、Blending等方式，來進
行機器學習的手寫中文辨識，以下分別介紹各種本研究使用的機器學習方法：
3.2.1 Soft-margin SVM
本研究於 SVM 的相關 model 是使用 LIBSVM Library，以下分別介紹幾個不
同的 kernel：
LinearSVM
Parameter String = -s 0 -t 0 -c C -q
C 代表對分錯邊資料的懲罰程度，當 C 愈大代表對錯誤懲罰愈嚴重，也就是
希望分錯的資料能減少，反之則是希望 margin 的寬度變大。
本研究嘗試 C = [1 0.1 0.01 0.001 0.0001]，最後得到表現最好的參數為 0.01。
LinearSVM 對 cropped image 最後測試的準確度為 68.3%。
GaussianSVM
Parameter String = -s 0 -t 2 -g 1/(2σ^2)) -c C -q
σ 代表邊界的彎曲程度，σ 愈小代表彎曲的程度愈高，也愈有可能產生 overfit
的現象；C 的意義同 LinearSVM。
本研究嘗試 σ = [10 100 1000] 和 C = [0.1 1 10]，最後得到表現最好的參數
為 σ = 10、C = 10。GaussianSVM 對 cropped image 最後測試的準確度為 75.6%。
本研究另外嘗試使用 bootstrap 的方式 training，每次隨機選擇 3000 筆資料，
單次準確度約為 68%，最後 blending 結果是 72.3%；實際上 SVM 因為對資料沒
有那麼敏感，因此用 bootsrap 的效用並不太大。
PolynomialSVM
Parameter String = -s 0 -t 2 -d D -g γ -r C –q
Kernel 多項式可以寫成 (γ + CX^T*X’)^d。
本研究嘗試 γ = [0.01 0.05]、C = [0.01 100]、degree = [2 3]，最後得到表現最
好的參數為 γ = 0.01、C = 0.01、degree = 2。PolynomialSVM 對 cropped image 最
後測試的準確度為 65.6%。
本研究另外嘗試使用 bootstrap 的方式 training，每次隨機選擇 3000 筆資料，
最後 blending 結果是 59.2%

SigmoidSVM
Parameter String = -s 0 -t 3 –g γ -r C -q
Kernel 可寫成 tanh(γX^T*X’ + C)
Sigmoid 可以轉換成 logistic function，也就是 logistic f(x) =

x
2

1+tanh
2

本研究參考 A Study on Sigmoid Kernels for SVM and the Training of non-PSD
Kernels by SMO-type Methods1 後我們嘗試使用(γ, C) = [10 1 0.1 0.01] x [-100 -10
-1 -0.1 0.01 0.1] 最後結果以 (γ, C) = ( +, - ) = (0.001, -0.001)最佳，test 的準確度
為 68.0%。
3.2.2 AdaBoost
Adaboost 是利用結合大量的 weaklearner 來達到好的分類，在作業六有證明
經過足夠多次的運算，確實可以讓 Ein = 0，因此本研究選擇的 weaklearner 是
decision stump，實作上本研究同時利用作業六寫的 adaboost 以及網路上找的
gentleboost 函式庫 2 來作 OVO 的分類，最後再利用簡單的投票機制來達到
multiclass 的分類。因為 adaboost 相當花時間，一次的 OVO 會花 5 到 20 分鐘不
等的時間，而且 gentleboost 函式庫對於資料量大且維度大的情況容易 crash，因
此我們採取手動跑 OVO 的方式，將結果存在同一個 MATLAB cell 內後再做
blending；然而因為容易 crash 導致時間實在是太長，所以並沒有真的跑完。
這個 gentleboost library 的主要參數有兩個，一個是選擇 weaklearner 為
decision stump 或者是 pocket algorithm，另一個則是 iteration 的次數。
3.2.3 Random Forest
本研究使用網路上提供的函式庫3來實作，主要參數有以下幾個：

depth
： Decision tree 的深度，本研究使用 10

numTree ： RF 中 decision tree 的數目，本研究使用 100

numSplit ： 每個分支的數目，本研究使用 2

classifier ： 分類的方式，本研究使用 decision stump
Test 的準確度約為 53.0%，因為 RF 對於資料較為敏感，因此本研究嘗試使
用 bootsrap 的方式，隨機重複取 3000 筆資料，訓練後的模型單一準確率約 50.8%，
blending 15 次的結果為 70.2%。

1

http://home.caltech.edu/~htlin/publication/doc/tanh.pdf

2

http://www.google.com.tw/url?sa=t&rct=j&q=&esrc=s&source=web&cd=2&cad=rja&ved=0CDk
QFjAB&url=http%3A%2F%2Fwww.mathworks.com%2Fmatlabcentral%2Ffileexchange%2F229
97-multiclass-gentleadaboosting&ei=1CXXUrntOcL0lAW3yYC4BQ&usg=AFQjCNGa9_EyAY9B6ZT
-szEl9ueuzquJDQ&sig2=LdjhWOPvdEWhqBGZX1-olA
3 https://code.google.com/p/randomforest-matlab/downloads/list

3.2.4 Neural Networks
本研究使用 Matlab 內建的 Neural Networks 訓練，參數設定如下：
net = newp(pr, s, 'logsig', 'learnwh'); % logsig is the activation function,
learnwh is the LSM learning rule
net.inputweights{1, 1}.initFcn = 'rands';
net.biases{1}.initFcn = 'rands';
net = init(net); %initialize the weights and the bias
% the parameter set up for training
net.trainParam.show = 500;
net.trainParam.epochs = 10; % number of iteration
net.trainParam.goal = 1e-4; % threshold value of converged
% network training
net = train(net, SVM_X_Train_Zero_One(1:Train_Number, :)', d);
% obatining the weights and bias after training
wt = net.IW{1, 1};
bias = net.b{1};

本研究首先將訓練資料各像素的顏色轉換成 0 或 1，訓練完的 model 是多少
筆訓練資料就有多少筆輸出結果，意即訓練完的模型在進行測試時，其輸出會是
測試資料與訓練各項資料的相似度，本研究是統計相似度超過 90%項目，再取眾
數作為最終的分類結果，但本方法的準確率不高僅 8%左右，且在僅取 2000 筆訓
練資料下，還要數小時的演算時間。
3.2.5 Deep Learning
本研究花很多時間在 Deep Learning 資料的尋找上面，特別是在知道第一名
使用的是 deep learning 的方法之後。本研究也花了許多時間 找關於 Deep
Learning 的資料並且看過幾篇 paper，直到找到了 RasmusBerg Palm 寫的 Deep
Learning toolbox，於是本研究決定從 code 裡面去了解 deep learning 的方法。圖
5 所指出的是在該 toolbox 裡面使用 testdbn 內大致上的結構先利用 Deep Belief
Network 去訓練，而其利用 Restricted Boltzmann Machines 作為基礎來訓練，在這
個方法裡面 Restricted Boltzmann Machines 的訓練是一個很重要的因素，在一開
始 的 時 候 使 用 dbnsetup 去 設 定 參 數 直 接 分 層 初 始 化 每 一 層 的 (Restricted
Boltzmann Machines) 同樣，W,b,c 是参数，vW,vb,vc 是更新時用到的與 momentum
的變量。圖 6 是從”Learning Deep Architectures for AI”取下的 pseudo code，圖 7
是這個 toolbox 裡面 RBM，比較後發現此 pseudo code 的邏輯與這個 toolbox 的邏
輯是相同的。

圖 5、Deep Belief Network 架構

圖 6、RBM Pseudo Code from Learning Deep Architectures for AI

圖 7、RBM Pseudo Code from Deep Learning toolbox
本研究有實作一個 momentum，為的是提高學習的速度，使用讓其能夠沿著
梯度一直走的方法，momentum 方法模擬了球滾下山谷的樣子，其建立了沿山往
下滑的速度，但不能跨越最底部，因為兩側對立的梯度會隨著時間的推移相互抵
消公式如下：

在 fine tuning 的部分是利用 toolbox 裡面的 nntrain，在 neural network 的
training 步驟如圖 8。圖 8 中，比較特別的部分就是 dropout 的使用， Dropout 是
Hintion 最近 2 年提出的，本研究是參考”Improving neural networks by preventing
co-adaptation of feature detectors”這篇論文，簡單介紹下 Dropout 的概念：
Dropout 是指在模型訓練時隨機讓網絡某些隱含層節點的權重不工作，不工

作的那些節點可以暫時認為不是網絡結構的一部分，但是它的權重得保留下來
（只是暫時不更新而已），因為下次樣本輸入時它可能又得工作了（有點抽象，
具體實現看後面的實驗部分）
。在樣本的訓練階段，在沒有採用 pre-training 的網
絡時（Dropout 當然可以結合 pre-training 一起使用），hintion 並不是像通常那樣
對權值採用 L2 範數懲罰，而是對每個隱含節點的權值 L2 範數設置一個上限
bound，當訓練過程中如果該節點不滿足 bound 約束，則用該 bound 值對權值進
行一個規範化操作（即同時除以該 L2 範數值）
，說是這樣可以讓權值更新初始的
時候有個大的學習率供衰減，並且可以搜索更多的權值空間。

圖 8、neural network 的 training 步驟

按照 Hinton 的文章，他使用 Dropout 時訓練階段和測試階段如下操作：
1. 訓練階段 :
在沒有採用 pre-training 的網絡時（Dropout 當然可以結合 pre-training
一起使用）
，hintion 並不是像通常那樣對權值採用 L2 範數懲罰，而是
對每個隱含節點的權值 L2 範數設置一個上限 bound，當訓練過程中如
果該節點不滿足 bound 約束，則用該 bound 值對權值進行一個規範化
操作（即同時除以該 L2 範數值）
，說是這樣可以讓權值更新初始的時
候有個大的學習率供衰減，並且可以搜索更多的權值空間。
2. 模型的測試階段 :
使用”mean network（均值網絡）”來得到隱含層的輸出，其實就是在
網絡前向傳播到輸出層前時隱含層節點的輸出值都要減半。
然而其實在這整個 toolbox 裡面還有 SAE、CNN 這兩個類神經網路的使用，
但是由於時間的關係，本研究沒有完整地運用到實在是有點可惜。在使用此

toolbox 的時候裡面可以調設的參數有下面兩個 function（dbnsetup、nnsetup），
本研究在 source code 中加上註釋會比較好解釋，最終的訓練與測試結果如下：

DBNsetup

圖 9、DBNsetup Source Code
NNsetup

圖 10、NNsetup Source Code

在使用上面，本研究幾乎試過所有的參數，但是最後的結果都不甚理想，錯
誤率高達 90％，推測是資料格式輸入的不同，但是經過多次測試，結果仍然一
樣，這個 toolbox 本來是根據 MINST 設計，我們也嘗試的將資料轉換成與其格
式差不多，但是最後結果還是如此，感到十分沮喪。

圖 11、Deep Learning toolbox 的 model 預測錯誤率

3.2.6 RBF
徑向基函數 Radial Basis Functions 簡稱 RBF，其與 Nearest-neighbor 法的概
念相似，都是將資料本身作為中心，以支撐附近其他資料的一種方法，只是兩者
的 Function 型式稍有不同，Radial Basis Functions 較為平順且在實務上的表現會
比 Nearest-neighbor 還要好，因此本研究以 RBF 為基礎繼續研究。
然而到底該由哪些資料擔任中心點來支撐附近其他資料，這些中心點可以是
直接用全部的資料都擔任中心點來支撐，不過一般在機器學習是會在資料中找出
數筆具代表性的資料擔任中心點，再給予這中心點不同的權重，最後預測資料的
種類；由上述可知此演算法會需要找尋具代表性的中心點，因此本研究使用三種
方式找尋中心點來搭配 RBF，三種組合的方式分別為：RBF 隨機中心法、
RBFK-means 法、RBF 最小直交法等，以下個別介紹：
RBF 隨機中心法
1. 取得資料的總數量
2. 隨機選取其中 N 筆作為中心點
3. 計算各中心點彼此的距離
4. 從這些距離中找出最大值來計算標準差

5.

計算各中心點的徑向基函數 RBF

6.
7.

用虛反矩陣運算得到各 RBF 的權重
訓練完成進行測試

RBF K-means 中心法
1. 取得資料的總數量
2. 使用 Matlab 內建的 K-means 方法找 N 筆中心：
K-means 是隨機選取 N 筆資料擔任中心，先將資料進行分群再來不斷重
新計算新的中心，其演算法最終目標是要讓分群後的中心點與自身群集
內標準差愈小愈好，而各中心與中心之間的距離愈大愈好。
3. 計算各中心點彼此的距離
4.
5.
6.

從這些距離中找出最大值來計算標準差
計算各中心點的徑向基函數 RBF
用虛反矩陣運算得到各 RBF 的權重

7.

訓練完成進行測試

RBF 最小直交法
1. 取得資料的總數量
2. 使用最小直交法找中心：
最小直交法的概念是先將所有的點都先當作中心點，然後計算哪個中心
點在支撐時產生的錯誤最多，就把該點拿掉直到該錯誤小於可以接受的
3.
4.
5.
6.
7.

值為止。
計算各中心點彼此的距離
從這些距離中找出最大值來計算標準差
計算各中心點的徑向基函數 RBF
用虛反矩陣運算得到各 RBF 的權重
訓練完成進行測試

從上述這幾種方式的表現由最好到最差分別是：RBF 最小直交法（準確率
約 8%）RBF K-means 法（準確率約 7%）
、RBF 隨機中心法（準確率約 7%）
。其
實結果並不出乎預料，因為 RBF 最小直交法在選擇中心時已經比較過所有的點；
K-means 中心法是隨機選幾個然後慢慢更新變好；隨機法就真的是隨機亂選幾個。
然而演算法時間來比較，由快到慢則分別是：RBF 隨機中心法、RBF K-means
法、RBF 最小直交法，但實際上都很快差不了太多。

四、結論
機器學習應用於辨識手寫中文字的研究中，共包含兩個部分：資料處理、機
器學習。資料處理方式本研究嘗試共包含：Downsampling、Cropping、Rotate 三
種，本研究最後以 Cropping 作為主要的處理方式；機器學習的方式本研究嘗試
共包含 Soft-margin SVM、AdaBoost、Random Forest、Neural Networks、Deep
Learning、RBF、Blending 等七種，這七種中的 Neural Networks、Deep Learning、
RBF 等三種在訓練後的準確度上表現非常不佳，而 AdaBoost 由於時間因素所以
並沒有真的跑完，所以最後是以 Soft-margin SVM、Random Forest 兩種方法各自
找訓練，並嘗試搭配上 Bootstrap Blending 來使用，為了實施 Bootstrap Blending，
本研究將各子 Model 的訓練樣本減少來減少時間，因此單一子 Model 的準確度
會比 Non-Blending 本身還要低，以 GaussianSVM 為例約 68%，透過 Bootstrap
Blending 後提升為 72.3%，提升效果不顯著是因為 SVM 本身對資料不敏感；然
而因為 Random Forest 對資料較為敏感，所以本研究對於 Random Forest 使用一
樣的處理方式，單一的 Random Forest Bootstrap 子 Model 準確率為 50.8%，
Blending15 個後卻能將準確率提升至 70.2%。
Method

Non-Blending

Bootstrap Blending

LinearSVM

68.3%

GaussianSVM

75.6%

72.3%

PolynomialSVM

65.6%

59.2%

SigmoidSVM

68.0%

Random Forest

53.0%

70.2%

本研究建議正式開始操作機器學習之前，都必須先充分理解資料本身，可以
先進行資料的 Puring 與 Cleaning 等作業，找出 Critical Features 以降低機器學習
的困難度與時間，本研究一共使用 Soft-margin SVM、AdaBoost、Random Forest、
Neural Networks、Deep Learning、RBF、Blending 等機器學習的方式，於一開始
的機器學習過程中，各種方式的表現都不是非常好，其訓練的時間長且準確率亦
不高；因此，本研究以簡單方式對資料進行預先處理，將較不影響中文字結果的
四周切除，用以降低訓練所需時間，快速找出各 Model 的較佳參數，提高預測
準確率，然而由於各種準確率仍不高，因此本研究最後是使用 Blending 的方式，
將各種準確率 50%以上的 Model Blend 在一起，採用與 AdaBoost 類似的方式來
提升最終的準確率。
在面對未知的資料時，先以簡單的機器學習嘗試幾次，了解資料的架構後，
對資料進行 Puring 與 Cleaning，再次以較簡單的機器學習多方嘗試找出適合的參
數，最後透過 Blending 的技巧將各較弱的 Model 結合在一起，提升預測的準確
率，且可以避免 Over Fitting 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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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分配表
工作項目

人力分配

資料預先處理

簡晉佑

Soft-margin SVM

簡晉佑、吳宗翰

AdaBoost

簡晉佑

Random Forest

簡晉佑

Neural Networks

林泉亨、吳宗翰

Deep Learning

林泉亨

RBF

吳宗翰

Blending
報告彙整

簡晉佑、林泉亨、吳宗翰
吳宗翰、林泉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