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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sk - Predict PM2.5



Data of each station



Data of each station

本次作業使用豐原站的觀測記錄，分成train set跟test set，train set是豐原站每個月的

前20天所有資料。test set則是從豐原站剩下的資料中取樣出來。

train.csv：每個月前20天的完整資料。

test_X.csv：從剩下的10天資料中取樣出連續的10小時為一筆，前九小時的所有觀測

數據當作feature，第十小時的PM2.5當作answer。一共取出240筆不重複的test data，請

根據feauure預測這240筆的PM2.5。



test_X.csv

1 2 3 4 5 6 7 8 9



Submission format

預測test set中的240筆PM2.5，上傳至Kaggle。

• 上傳格式為csv

• 第一行必須是 id,value

• 第二行開始，每行分別為id及預測的數值，以逗點分隔。

範例格式:



Kaggle

1. https://inclass.kaggle.com/c/ml2016-pm2-5-prediction

2. 請至kaggle創帳號登入

3. 個人進行，不需組隊

4. 隊名: 學號_任意隊名（有修課的同學），旁聽同學請避免學號開頭。

5. 每日上傳上限5次

6. test set的240筆將被分為兩份，120筆public，120筆private

7. Leaderboard上顯示的是public set的分數，比賽之後可選擇兩筆答案作為計算

private set的依據。

8. 最後的計分排名將以private set上為準。

9. kaggle deadline：2016/10/14 9:00:00 am (GMT+8)

10.github code & report deadline: 2016/10/14 21:00:00 pm (GMT+8)

https://inclass.kaggle.com/c/ml2016-pm2-5-prediction


作業規定

1. 請實作linear regression，方法限定使用Gradient Descent。

2. 請比較不同learning rate之結果。

3. 請比較有無加上regularization之結果。

4. 若想另外嘗試不同方法也可以，但仍須實作linear regression。

5. 不能使用現成function，只能使用numpy, scipy以及處理data會用到的東西

ex:pandas。



繳交格式

• Only Python & C/C++

1. Code in github ML2016/hw1/

2. Report.pdf in github ML2016/hw1/

3. Deadline: 2016/10/14 21:00:00 pm (GMT+8)

Github: ML2016/hw1/ 請包含Report.pdf，linear_regression.sh，kaggle_best.sh，以及所有

需要的東西(train.csv, test_X.csv)

Usage:

./linear_regression.sh 輸出:linear_regression.csv

./kaggle_best.sh 輸出:kaggle_best.csv

Github表單: https://goo.gl/EZGBf8

#請每位修課同學務必填表單，hw0填過也請再填一次。

https://goo.gl/EZGBf8


配分

Kaggle Rank (5%): top10% 5; top20% 4; top50% 3.5; 
beyond baseline 3

Report.pdf (5%):  PDF, less than 2 pages, not include code.

1. (1%) Linear regression function by Gradient Descent.

2. (1%) Describe your method. 因為我們沒限制你該怎麼做，所以請詳述方法 ex:怎麼

取training feature (X,y).

3. (1%) Discussion on regularization.

4. (1%) Discussion on learning rate.

5. (1%) TA depend on your other discussion and detail.

Other policy:

任一script錯誤(0分)，若是格式錯誤，請來找助教修好(kaggle part*0.5)

遲交每24小時(*0.7); 遲交超過48小時不收，有特殊原因請洽助教。

遲交表單: https://goo.gl/DTH8Kp (kaggle無法遲交)

https://goo.gl/DTH8Kp


FAQ



如果只有做一個方法是否需要交兩份script?

A: 是。如果你只有做linear regression，kaggle上的分數也是linear regression的話，也麻

煩交兩份script。



表單填錯怎麼辦?

A: 請直接重填即可，如果有重複的表單我們會以最新的表單為準。

提醒，表單只是要蒐集github repo url，你不需要每次git push都填一次表單，填一次

即可。

再次提醒，請每位有選上課的同學都要填表單。



表單: Get Your Git Repo URL?



library限制之疑問?

A: 如果有使用到不知道能不能使用的library，請寫信跟助教確認並簡述用途，基本

上如果是用來處理data的library都是可以的。



作業截止時間?

A: 再次提醒，

1. kaggle deadline：2016/10/14 9:00:00 am (GMT+8)

2. github code & report deadline: 2016/10/14 21:00:00 pm (GMT+8)



Github
(詳見hw0說明影片連結)

https://youtu.be/9QCg5T6iIpM?t=9m32s


開設 github 帳號

1. github: https://github.com/ 使用學校信箱開帳號

a. 學校信箱可免費使用private功能

b. 可綁定多個信箱

2. 申請學生版的附加功能

a. 網址: https://education.github.com/

b. 點選 Request a discount

c. 輸入資料，靜候佳音

https://github.com/
https://education.github.com/


step 1. 進入網址



step 2. 填入資料



step 3. 靜候佳音



作業繳交

1. New repository 

a. 請將名稱取為ML2016

b. 往後所有的作業程式都會在這個路徑下被批改

c. 權限請設為private

2. 將助教帳號加入存取權

a. 名稱: ML2016TA







Get Your Git Repo URL 



Github

1. Open your terminal.

2. git clone git repo url

3. cd ML2016

4. mkdir hw0

5. …

6. …

git clone repository

你的Github帳號

將整個repository clone

到本機之後即可編輯。
mkdir, vim, etc



Github

1. git add xxx.py

2. git commit

3. git push 

4. github網頁確認master是否已更新
git add file.py

git commit

git push 

你的Github帳號

編輯完之後，更新
github上的版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