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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空用載具外形設計階段一般採用 CFD 軟體或風洞試驗，然而，前者須較多電腦計

算成本，而後者須昂貴硬體設備，且二者於高攻角下無法精確預測升力係數，故專家學

者提出人工智慧解決上述問題。Chao 等學者結合類神經網路與混合最佳化演算法，可

避免局部最佳解問題，然而，其學習終止條件導致較大目標誤差值，且輸入與輸出參數

可能不屬於[0, 1]數值範圍，導致網路訓練效果不佳，故本研究提出一個正規化方法，以

提昇訓練資料有效性，並根據實驗結果定義一個合適的學習終止條件。實驗結果顯示所

提方法預測的升力係數精確度比 Chao 等學者方法高。 

 

關鍵詞：升力係數、類神經網路、正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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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倒傳遞類神經網路於升力係數預測 

壹、 緒論 

氣動力分析為空用載具外形設計關鍵技術，目前可藉由風洞試驗(Wind Tunnel 

Experiments)與計算流體力學(Computational Fluid Dynamic，CFD)軟體預測升力

(Lift)、阻力係數(Drag Coefficient)等，然而，前者硬體設備昂貴，並需要較長時間

試驗分析，此外，高攻角狀態下無法精確預測氣動力係數；後者無需昂貴硬體設備，

仍需要較長時間執行空用載具外形建模與氣動力係數運算，亦無法精確預測高攻角

升力係數。 

圖1顯示 CFD 分析流程圖，首先，採用 NASA 公開軟體「VSP」或達梭(Dassault)

系統 Catia 商用軟體設計飛行器外形，並採用 POINTWISE 商業軟體以產生大量網

格(Mesh)，以代入 CFD 軟體分析計算，例如：史丹福大學(Stanford University)的

SU2 公開軟體、DATCOM 公開軟體、ANSYS 公司的 Fluent、CFX 模擬軟體等，

這些軟體大部分採用複雜的插值方法(Interpolation Method)預測升力係數。上述步

驟顯示 CFD 分析計算不僅需要較多運算時間，亦需要較複雜運算程式。 

 

 

圖1：CFD 分析流程圖 

 

Li 等學者(2001)年指出基於複雜插值方法之氣動力係數預測模型需要較多電

腦儲存設備，並耗費大量運算時間，故提出一個模糊神經網路(Fuzzy Neural 

Network)，並採用馬赫數(Mach Number)與攻角(Angle of Attack)作為該網路的輸入

值(Input Value)，而升力係數作為目標輸出值(Expected Output Value)。該網路可迅

速逼近任何非線性函數(Non-linear Function)，其主要原因是具備非線性處理與容錯

能力，然而，該方法可能因資料特性僅得到局部最佳解(Local Optimization)。 

為 了 解 決 上 述 問 題 ， Chao 等 學 者 (2014) 結 合 倒 傳 遞 類 神 經 網 路

(Back-propagation Neural Network，BPN)與混合最佳化演算法(Hybrid Optimization 

Algorithm)，其中混合最佳化演算法由基因演算法(Genetic Algorithm，GA)與支持

向量機(Support Vector Machine，SVM)構成，前者選擇(Selection)較好的類神經網

路權重集合進行交配 (Crossover)，以產生更好的網路權重集合，並使用突變

(Mutation)避免權重陷入局部最佳解；後者將類神經網路權重集合分類成二群，以

驗證網路權重正確性，若正確性低於門檻值，將屬於正確的網路權重集合重新代入

基因演算法計算，以求得一組最佳權重集合(Global Optimization)。 

Chao 等學者方法可避免類神經網路權重陷入局部最佳解，然而，Chao 等學者

方法未正規化參數，導致較大數值的參數影響較小數值的參數，使得學習訓練不

易，換言之，大部份攻角數值大於馬赫數數值，使得馬赫數成為不重要輸入值，而

戰機外形設計 網格產生 CFD 分析 CFD 運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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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角決定升力係數，為了避免該問題，故本研究提出一個正規化方法，且藉由實驗

定義一個適合學習終止條件，進一步提昇預測精確性。 

 

貳、 相關文獻 

Chao 等學者(2014)結合倒傳遞類神經網路與混合最佳化演算法，以建立一個精

確的氣動力係數預測模型，該模型建置步驟如下所述。 

步驟 1：分割資料為訓練資料(Training Data)和測試資料(Testing Data)，其中前者作

為倒傳遞類神經網路之學習訓練資料，而後者用於測試該網路精確性

(Accuracy)。 

步驟 2：依據輸入值和輸出值決定輸入層(Input Layer)和輸出層(Output Layer)的節

點數量(Number of Node)，並決定隱藏層層數與其神經元數量。此外，藉

由基因演算法產生每一層神經元的連結權重。 

步驟 3：編碼神經元權重值為基因演算法中染色體，即 X1 = {
Mxxx 1

2

1

1

1 ...,,, }。 

步驟 4：解碼每個個體，並代入倒傳遞類神經網路計算，以得到輸出值。 

步驟 5：計算倒傳遞網路輸出值和訓練目標值差異，並將其倒數(Reciprocal Value)

作為基因演算法的適應函數，故較大適應函數值有較好的染色體。 

步驟 6：計算每個個體的適應函數和整體適函數值，即 

 



M

i

ifF
1

, (1) 

其中 fi 表示第 i 個個體的適應函數值。 

步驟 7：比較個體適應函數值與門檻值，若該值小於門檻值，則繼續執行複製、選

擇及突變，並執行下一個步驟，否則，Chao 等人方法已找到較佳權重值，

故停止運算。 

步驟 8：重複執行步驟 3 至步驟 6，以產生疊代序列{X1, X2, …, Xm}、個體序列

{ M

m

M xxxxx ...,,,...,,, 1

21

2

1

1

1 }及適應函數值序列{
Mfff 1

2

1

1

1 ...,,, }。 

步驟 9：設定一個門檻值 f*，並建立二個集合 A 與 B，其中 A 集合中適應函數值大

於 f*，且索引值(Index)為 1，相反地，B 集合中適應函數值小於於 f*，並

令索引值為-1。 

步驟 10：分割集合 A 為二個子集合，即 A1與 A2，並分割集合 B 為二個子集合，

即 B1 為 B2，其中子集合 A1 與 B1 作為 SVM 的訓練資料，而集合 A2 與

B2 作為 SVM 的測試資料。 

步驟 11：運用 SVM，以分類在訓練資料 S1樣本，即 

 g(x) = sgn(



l

i

iii bxxkay
1

),( )， (2) 

其中 yi 是集合 S1 中第 i 個輸入樣本之輸出值、k(xi, x)為核心函數(Kernel 

Function)、ai 和 b 為變數，該值需要最佳化，以得到最佳化的分類結果。 

步驟 12：使用集合 S2 測試 SVM 分類效能，如果分類精確性滿足事先設定的錯誤

容忍比例，則搜尋到一個超平面 g(x) = 0，可精確地分類輸入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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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13：使用 g(x) > 0 中原始適應函數值作為新的適應函數，並重複步驟 3-6，直

到誤差值滿足容忍度。該步驟中基因演算法的個體被須滿足條件 g(x) > 

0，否則，將該值設定為 0。 

步驟 14：使用測試集合來評估上述所建立權重的類神經網路，若精確性小於事先

設定的門檻值，則從測試集合取出資料，並重複步驟 1 至步驟 13。 

參、 所提方法 

倒傳遞類神經網路主要可分解為三層，即輸入層、隱藏層及輸出層，如圖 2

所示，其中輸入層由馬赫數與攻角所組成，然而，其值可能不屬於[0, 1]數值範圍，

導致類神經網路訓練不易，故本研究提出一個有效正規化公式，即 

 
)min()max(

)min(

XX

Xx
x

r

r



 ， (3) 

其中 X 為馬赫數或攻角，而變數
rx 是 X 的第 r 筆數據。換言之，輸入層由 2 個神

經元所組成，其範圍值限制於[0, 1]範圍。隱藏層由 5 個神經元組成，用於處理輸

入層與輸出層之間非線性問題，最後，輸出層為升力係數，即為本研究的目標值。 

 

 

圖 2：類神經網路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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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架構可進行正向與反向傳遞，在正向傳遞過程中，正規化後的參數與權重

進行乘積加總，並代入 S 型函數(Sigmoid Function)，其公式如下所示： 

 )(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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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其中 wji 為輸入層第 i 個神經元與隱藏層第 j 個神經元之權重，zj表示第 j 個隱藏層

神經元輸出值。該值 zj與輸出層第 k 個神經元進行權重乘積加總，並計算 S 型函數，

即得到輸出值 yk，其公式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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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正向傳遞後，計算輸出值 yk 與真實升力係數 dk 之均方誤差值(Mean Square 

Error，MSE)，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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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均方誤差值小於學習終止條件 T，則表示類神經網路輸出值與真實升力係數的差

異越小，換言之，網路學習效果佳，故可停止學習訓練，否則，本研究使用最陡坡

降法(Gradient Steepest Descent Method)調整權重值(簡幀富與許嘉裕，2014；林大

貴，2017)，令真實升力係數與輸出值之誤差最小。 

該調整方法是計算輸出層的差異向量 k 與隱藏層差異向量 j ，其公式分別如

下所示： 

 )1()( kkkkk yyyd  ， (7) 

  
k

jjkjkj zzw )1()( ， (8) 

並將上述向量乘上事先定義的學習率(Pre-Determined Learning Rate，η)，以得到連

結權重修正向量，其公式分別如下所示： 

 kjkj ww  ， (9) 

 jiji ww  ， (10) 

接著，更新連結權重，即輸出層與隱藏層連結權重、隱藏層與輸出層連結權重，其

公式如下所示： 

 kjkjkj www  ， (11) 

 jijiji www  ， (12) 

藉由上述步驟，可完成類神經網路權重值調整，並代入下一筆訓練資料進行學習訓

練，直到均方誤差值小於 T，以完成類神經網路權重設定。 

肆、 實驗結果與討論 

本研究採用風洞試驗參數作為訓練與測試樣本，其為相同空用載具構型，不同

馬赫數與攻角下，風洞試驗所得到的升力係數。第一個實驗比較正規化後參數之預

測精確度是否比未正規化參數高，其中馬赫數為固定值，而攻角為變數，以利於曲

線圖清楚比較。圖 3 顯示未正規化參數所預測升力係數與真實升力係數具顯著差

異，然而，當參數正規化後，其值可有效地預測升力係數，故本研究正規化方法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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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性。 

第二個實驗主要目的為制定一個適合學習終止條件，圖 4 顯示資料訓練過程之

均方誤差，當訓練疊代次數達到 253 次，其驗證資料的均方誤差值為

0.00000028747，且隨著疊代回合次數遞增，均方誤差值無明顯變化，故一個適合的

學習終止條件是目標值均方誤差小於 0.00000028747。 

圖 5 比較所提方法與 Chao 等學者方法之升力係數預測精確性，若根據 Chao

等學者方法學習終止條件(T = 0.002)，其預測的升力係數與真實升力係數具差異

性，然而，若採用本研究學習終止條件(T = 0.00000028747)，Chao 等學者方法或所

提方法的升力係數預測值與真實升力係數差異相當小，具體而言，所提方法的測試

數據均方誤差值為 0.000859，且所有誤差值皆小於 0.002，換言之，所提方法之學

習終止條件優於 Chao 等學者方法，並有效提昇預測精確性。 

 

 

圖 3：未正規化與正規化飛行參數之升力係數比較 

 

圖 4：學習訓練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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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所提方法與 Chao 等學者方法比較 

伍、 結論 

空用載具外形設計採用 CFD 軟體與風洞試驗，然而，前者於高攻角狀態下無

法精確預測升力係數，而後者需要昂貴硬體設備成本和試驗成本，且上述二種方式

需要較長分析期程，故本研究採用倒傳遞類神經網路預測升力係數，不同於 Chao

等學者方法，本研究提出一個有效的參數正規化公式，令馬赫數與攻角數值皆介於

[0, 1]範圍，以避免較大數值的攻角影響較小數值的馬赫數，從而提昇預測精確性，

此外，本研究的學習終止條件為目標值均方誤差 0.00000028747，其優於 Chao 等

學者所制定之學習終止條件，進而說明了所提方法可有效應用於氣動力係數預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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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general, computational fluid dynamic (CFD) software or wind tunnel experiments are 

used in the aircraft configuration design phase. However, the former needs more computation 

costs and the latter needs expensive equipments. In addition, they cannot effectively predict 

the lift coefficient in the condition of the greater angle of attack. Consequently, scholars 

propose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o predict aerodynamics. Chao et al. combined the 

back-propagation neural network and the hybrid optimization algorithm to avoid the local 

optimization solution. However, in the method, the learning termination “0.002” causes the 

larger prediction errors. In addition, the values of input and output may not be [0, 1], 

diminish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data training. Consequently, the proposed method proposed a 

normalization method to enhance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trained data, and then presented an 

appropriate learning termination from experimental results. Afterwards, these significant 

parameters are normalized and trained to establish the prediction model. Experimental results 

showed that our prediction accuracy is higher than that of Chao et 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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