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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引入了一种能较好容忍噪声, 且稳定性较高的组合 分类器算法 ) ) ) 随 机森林 ( RF ), 建立 企业信 用评估
模型; 着重分析了适合 RF 的不平衡分类问题的 处理方法, 并介绍了模型参数的优 化. 通 过与神经网 络和支持
向量机的对比 实验, 证实了该方法的有效性和优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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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 e introduce a new classifier com bin ation algorithm ) ) ) random forests ( RF ), wh ich is
ra th er stable and robust w ith no ise. By analyzing the rea l da ta, a new m odel based on RF is bu ilt and
tested. Em p irica l results show that th e new proposed mode l is e ffect iv e and m o re advantageous th an
th ose of both neural netw o rk m odel and SVM m ode.l
Keywords: cred it assessm en;t random fo rests; unba lanced classification
企业信用评估是商业银行资产业务, 特别是贷款业务经营的核心内容, 主要是对贷款企业的信用风
险进行评价. 从技术角度看, 企业信用评估实质是一个分类问题, 即根据相关评价指标将企业划分为不同
的信用等级. 进入 90年代以来, 人工神经网络 ( ANN ) 和支持向量机 ( SVM ) 等智能评估模型已被引入到信
用评估领域, 并取得了令人鼓舞的成果. 但前人的研究着重于如何提高单分类器模型的性能, 并且评估指
标的确定大多采用专家建议的财务比率指标, 带有一定的主观性; 另外, 由于企业信用评估本身特点, 其
样本数据分布复杂且噪声较多, 这使得单分类模型难以达到令人满足的效果. 近年来, 多分类器组合算法
逐渐成为智能算法研究的一个主要分支. 随机森林是一个组合分类器算法, 该算法能较好地容忍噪声, 且
稳定性较高. 本研究综合考虑随机森林的特点, 探索研究随机森林在企业信用评估领域中的应用.
为提高评估指标的客观性, 确定适合智能评估模型的指标体系, 我们将随机森林技术引进到企业信
[ 1]
用评估领域的应用, 得到了更为客观、且适合随机森林建模的指标体系 . 文 [ 1] 的工作主要集中于随机
森林在特征选择中的应用, 对于如何调整模型参数以优化模型性能涉及较少. 本文在文 [ 1] 的基础上重点
研究了随机森林模型参数的优化, 进一步提高了模型的性能, 提出了适合 RF 模型的不平衡分类问题的处
理方法, 以平衡各等级企业的评价准确率; 并经由仿真实验优化了模型参数. 通过与 ANN 和 SVM 的对比
实验, 证明了 RF模型的优越性.

1 随机森林简介
随机森林
归树 ( CART )

[ 2]

[ 3]

( random forests, RF )是 B reim an于 2001年提出的一种新的组合分类器算法, 采用分类回

作为元分类器, 用 Bagg in g方法制造有差异的训练样本集, 并且在构建单棵树时, 随机地

选择特征对内部节点进行属性分裂. Bagging方法和 CART 算法的结合, 再加上随机选择特征进行属性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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裂, 使得 RF能较好容忍噪声, 并具有较好的分类性能. Breim an 通过理论证明了随机森林算法存在误差
上界.

2 基于 RF的企业信用评估模型
2. 1 样本预处理
实验数据来源于福建省某商业银行 2003年的贷款企业数据库, 共有 1 282家企业的相关数据, 其中
¹

[ 4]

信用等级 为 AAA 的企业有 650家, 等级为 AA 的企业有 518家, 等级为 ABC 的企业有 114家.
2. 1. 1 样本的野点删除
随机森林将野点定义为: 与数据集中其它所有样本点的相似度都很小的样本点, 样本相似度为原始
训练集中两两样本之间的相近程度. 另一个更为实用的定义是: 与类别 j中其它所有样本点的相似度都很
小的样本点为类别 j中的野点.
[ 5]
利用随机森林的野点检测方法 , 计算出各样本点的野点度量值, 然后确定一个阈值, 删除野点度量
值大于阈值的样本点. 删除野点后, 新的样本数据共 1 250条, 其中: 信用等级为 AAA 的企业 649家, AA
的企业 499家, ABC 的企业 102家; 用该数据集作为本文的实验数据.
2. 1. 2 特征选择
1) 候选指标全集. 根据常用的准则以及专家的建议, 考虑随机森林可以处理离散指标的特点, 最终采
用文 [ 1] 中的 24个财务比率指标及 / 企业和领导者素质 0, 共 25个指标作为评估模型的候选指标全集.
前 24个指标标号与文 [ 1]一致, 新增指标 / 企业和领导者素质 0为 25号指标.
2) 特征选择. 随机选取总体数据的 75% 作为训练数据, 剩余的 25% 留作测试数据. 使用训练数据的
五重交叉数据选取特征子集

[ 1]

, 最终得到的特征子集为 { 3, 5, 6, 8, 9, 10, 13, 14, 19, 21, 24, 25}, 共

12个指标.
2. 2 模型的构造
实验主要分为 3部分: ¹ 确定适合 RF 的不平衡分类问题的处理方法; º 优化 RF 模型的参数; » 建
立三等级评估模型.
2. 2. 1 RF对不平衡分类问题的处理方法
企业信用评估问题, AAA 和 AA 类的数据相对较多, ABC 类数据较少, 这样会导致算法偏向正类样
本 ( 本文指 AAA和 AA 类样本 ) , 而使负类样本 ( ABC 类 )的预测准确率很低. 这意味着把信用度低的企业
错判为信用高的企业比率增大, 这样将给银行带来巨大的风险, 甚至让银行面临本金无法收回的巨大损
失. 于是应该采取相应的处理方法, 尽量平衡各类的分类准确率. 陈超在文 [ 6]中指出, RF 处理不平衡分
类问题有 2大方法: ¹ 基于采样技术的方法; º 基于代价敏感学习的方法.
建模过程中分别使用这 2种方法处理不平衡分类问题, 对比实验结果见表 1.
从表 1中可以看出, 用权重法处理不平衡分类问题时, 在保持较高分类准确率的基础上, 同时均衡了
各类的准确率. 因此, 本文在建模过程中采用权重法处理不平衡分类问题.
表 1 处理不平衡分类问题的方法比较
Tab. 1 Com parison of m ethods on dealing w ith unbalan ced classification
处理方法

整体预测
误差率 /%

AAA /%

AA /%

A BC /%

不做任何处理

12. 87

10. 17

12. 61

32. 00

等量抽样法

23. 32

20. 90

27. 93

20. 00

权重法 C lassw t= [ 1 1. 3 3. 5]

14. 38

13. 56

16. 32

16. 00

º

¹ 由于得到的评估数据中 A、B、C 3个等级的数据太少, 因此本文将这 3个等级进行合并, 记为 A BC.
º 权重法中的 C lassw t为实验采用的权重向量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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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2 RF 模型参数的选择
RF模型有 2个比较重要的可调参数: ¹ ntree森林中树的数目; º m try每个节点处候选特征的个数.
ntree的设置相对较简单, 只要让 ntree的值足够大, 以保证 RF 收敛即可.
通过实验考察 ntree和 m try对模型性能的影响, 并确定参数的取值.
1) m try取缺省值 sqrt(M ) , 令 m try= 3; ntree分别取值为 ( 50、2 000), 建立 RF 模型. 实验结果如图 1
所示, 横轴为随机森林中树的个数的取值, 纵轴为误差率 ( % ) .
从图 1( a) 可以看到 RF 模型没有达到最佳性能, 随着 RF中树的数目的增长, 模型的整体误差率及各
类误差率都没有趋于稳定, 这表明 RF 模型的 ntree的取值不够大, 应加大 ntree的取值. 而从图 1( b)可以
看到, 整体误差率和各类误差率基本趋于稳定, 于是选定模型的 ntree= 2 000.

2) 参数 m try为在各节点处候选的特征个数, m try 是 RF 唯一的一个较敏感参数, 调整 m try的取值,
模型的准确率变化较为明显. m try的缺省设置为 sqrt( M ) .
在仿真实验中, 固定的取值, 调节的取值, 观察误差的变化. 利用上文实验结果, 令 n tree= 2 000, 取
值为 ( 1, 2, ,, M ) , 模型的误差随 m try的变化如图 2所示.
从图 2可以看到, 当 m try= 1时, 模型的误差率取得最小值, 因此选定模型的 m try的值为 1.

图 2 模型 误差随 m try 的变化
F ig. 2 E rror rate on different va lue of m try

2. 2. 3 评估模型的建立
综合以上实验结果, 利用 RF 建立三等级评估模型, 并利用 SVM 和 NN 的各种方法建立三等级信用评
估模型进行对比实验, 实验结果见表 2.

3 结果分析
从表 2的对比结果可以看出, 在 SVM 和 NN 的各模型中, DAG SVM 模型取得的最高整体预测准确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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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83. 15% , 其中 AAA类的准确率为 86. 81% , AA类为 80. 70% , ABC类为 71. 43% , 类别的最高准确率
与最低准确率相差 15. 38% . 虽然 SVM 可以通过调整各类别的惩罚系数以达到平衡各类准确率的目的,
但平衡类间准确率会导致整体准确率的下降. 而 RF 模型的预测准确率达到了 87. 86% , 其中 AAA 类的准
确率为 88. 70% , AA 类为 86. 49% , ABC 类为 88. 00% , 类别最好预测准确率 与最差准确率仅相差 2.
21% ; 即 RF 模型在平衡了各类准确率的基础上, 仍能达到较高的整体准确率. RF 模型的整体准确率比
DAG SVM 模型的准确率高出 4. 71% . 表 2的结果表明, RF 用来建 立评估模型时, 比 以往方法 ( SVM,
NN )表现出更优的性能.
表 2 三等级评估结果的比较
Tab. 2 Com parison of perform ance of m odel on d ifferen tm ethods
建模方法

训练 准确率 /%

测试准确率 /%

整体

AAA

AA

ABC

整体

AAA

AA

ABC

1- vs- 1 SVM

92. 83

92. 59

93. 27

92. 06

82. 80

87. 50

79. 82

66. 67

DAG SVM

92. 95

92. 59

93. 56

92. 06

83. 15

86. 81

80. 70

71. 43

1- v s- n SVM

90. 92

92. 59

90. 64

80. 95

78. 85

86. 81

75. 44

42. 86

ECOC SVM

89. 73

95. 37

86. 55

68. 25

78. 85

94. 44

70. 18

19. 04

NN 平均

92. 13

95. 56

87. 57

93. 33

78. 03

92. 22

61. 67

69. 52

NN 最优

92. 11

95. 60

88. 30

88. 89

81. 36

93. 75

67. 54

71. 43

RF

83. 99

84. 75

82. 47

87. 01

87. 86

88. 70

86. 49

88. 00

注: RF模型的训练准确率为原始训练数据集的 O OB 准确率

4 结语
首先利用文 [ 1]中特征选择的方法得到企业信用评估的指标体系, 然后着重介绍了如何建立 RF 评估
模型, 分析得到了适合 RF的不平衡分类问题的处理方法, 介绍了如何设置模型参数. 通过仿真实验比较
了 RF 模型与 SVM 和 NN 模型的性能, 结果表明, 随机森林用于企业信用评估模型的特征选择, 并建立企
业信用评估模型时, 能达到更好的性能.
通过在真实数据集上的仿真实验, 证实了 RF 较优的性能和较高的鲁棒性, 具有较好的发展前景, 值
得深入研究. 未来的工作可以从以下方面深入:
1) 采用 RF进行特征选择, 得到的指标更加客观且符合模型特点, 可以考虑扩大候选指标集, 尽可能
提取数据中的有用信息.
2) 使用 RF 删除野点时, 野点阈值的确定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
3) 对 RF 模型参数的选取有了比较清晰的思路, 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
4) RF算法是利用所有树参与最终决策, 如何选择那些更有效的树进行最终决策值得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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