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司陷入财务危机，不仅危及自身的生存和发展，也给

投资者、债权人带来巨大的损失。因此，构建彼此不相关且信

息量大的财务预测指标体系对于公司的发展和证券市场的

稳定具有重要的作用。财务报表分析中财务比率分析是较容

易操作的方法之一，过去在应用财务比率分析方法时，往往

以简单、重要的少数几个财务比率或指标来进行分析，但各

种不同的财务比率或指标可能具有不同的衡量意义。以企业

经营管理目标分析为主，财务比率一般可以分为短期偿债能

力、长期偿债能力、获利能力、生产能力和成长能力等。根据

以往的许多研究来看，不同行业间财务比率特性并不相间，

同时影响公司财务比率的因素还包括公司的组织架构、公司

产品的生命周期、公司成长状况及规模大小等。在应用财务

比率进行财务预测的模型中，多数学者都偏向于采用多变量

分析和回归分析两种模式。这两种分析模式中，前者是找出

关键性的财务比率，再对这几个财务比率进行分析与预测，

结果以趋势的二元式模式输出为主，而回归分析的限制是所

有自变量不能线性重合，因此使用更多种的财务比率及指标

来进行分析，将可以增加结果的准确性。

以往的财务预测大多以统计分析为主，近年来随着信息

技术的发展，使得分析预测有了更多的方式，如使用类神经

网络建立财务预测模型，利用遗传算法进行经济预测或销售

预测等。类神经网络的预测方式可能因变数的增加，使得网

络较为复杂，不容易收敛，而过去在遗传算法的应用上，往往

偏重于科学或工程方面的应用，同时该算法在编码上多采用

二进制式编码。目前的研究总体上还缺乏系统的理论指导，

尤其是在提高模型预测正确率的前提下，如何减少训练样本

的数量、缩短模型运行时间、优化模型等方面的研究还处于

起步和探索阶段。因此，本文利用修正的遗传算法建立财务

盈余预测模型，以期使该模型具有预测实际值的能力，不再

是过去单变量或多变量预测的二元式输出结果，也不需要太

多对各个财务比率的假设、限制及较多的先验知识等。

一、财务预测分析架构

研究中，为建立一个数量化的预测模型，部分不易数量

化的影响因素均不予考虑，仅以可数量化的财务比率作为预

测的输入变数。而传统的遗传算法中，在进行问题的编码时，

多采用二进制式的编码方式，如果要预测每股盈余的实际

值，用实数的编码方式代替二进制的编码方式效果会更佳，

它可以使原来的财务比率值直接反映到对每股盈余的影响

即盈余预测模型中。该模型的基本假设为：公司 i在 t年的每

股盈余 与过去几年的财务状况有关，公司的财务状况可用

一组财务比率｛ ｝作为指标来表示，其中 表示公司 i的第 j

项财务比率。若使用h个年份来表示每股盈余，则盈余预测

模型可用函数关系表示为：

式中： 表示公司 i在第 t年的每股盈余； 表示公司

i在第 t-h年的第 j项财务比率。

由于（1）式中各种财务比率值的衡量单位不一致，因此

对其进行归一化处理，以便利用财务比率建立与每股盈余之

间关系的数量模型，归一化后的数值模型可避免某项财务比

率因本身的特性而具有过大或过小的值，造成衡量时无法客

【摘要】过去的财务盈余预测往往以统计方法进行，同时预测结果只能以增长或衰退的二元式模式输出，而类神经网

络的预测方式也可能因变数的增加，使得网络较为复杂，不容易收敛。为提高上市公司财务预测的准确率，减少传统模型

的训练样本数，在传统遗传算法的基础上，本文提出了一种以实际值编码方式代替二进制编码方式的修正遗传算法，构建

了基于该修正算法的财务盈余预测模型。以中国电子行业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对建立的财务盈余预测模型进行实验验

证，结果表明：修正的遗传算法在每股盈余预测上是一个可行的预测工具，且具有预测实际值的能力，在对小样本的趋势

预测上可达到95%的预测准确度，而在实际值的预测上误差比率不到10%。

【关键词】财务预测；每股盈余；修正遗传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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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地评估该比率对预测值的影响。经过归一化后的财务比率

用 表示，其意义为公司 t-h年第 j项正规化财务比率，

来代替财务比率 。研究中以前一年度（t-1）的财务比率

来预测第 t年的每股盈余，故 h=1。因此，修正后的逻辑转换

公式可表示为：

将 代入（1）式可得

采用线性回归分析，可进一步假设（3）式中正规比率指

标和每股盈余间呈线性关系，则（3）式可表示为：

Pi
t =∑

j - 1

n
Ci

jR
i
t - 1,j （4）

式中： 表示对于公司 i而言，正规指标和每股盈余两

者间的关系系数；n为预测模型中所使用的财务比率个数。

令

，则可以将（4）式用矩阵表示为：

Pi
t =∑

j = 1

35
Ci

jR
i
t - 1,j = C̄i ×Ri

t - 1
T

（5）

从（5）式中可以得出，只要能找出一个最适当的系数矩

阵 C̄i* ，将其代入（5）式，即可由该式来预测每股盈余。在财务

比率选取方面，虽然财务比率项目较多，在本研究中，去掉经

济指标等因素，同时以该财务比率能在公开的财务报表中取

得为原则，经筛选后，总共有35项财务比率符合要求，具体如

表1所示，从而式即（5）中n的取值范围为1 ~ 35的整数。

二、遗传算法修正与模型构建

以优生学的观点来修正传统的遗传算法，目的是确保每

个遗传子代中最佳的染色体表现一定不小于母代的任一染

色体的表现。该修正的遗传算法是修正复制基因到子代的过

程，以人为方式，保留一定比例的母代最优良基因到下一子

代中，子代剩下的染色体部分，则以传统遗传算法的过程产

生，然后定义遗传算法的各项操作方式和各个参数。根据财

务预测分析的架构可以把问题定义为：找到一个系数矩阵

C̄i* ，把 C̄i* 代入式（5），使得对于过去的公司财务比率和每股

盈余资料代入上式时，等号两边的值最接近。即：找出一组最

佳 C̄i* ，使得下式具有最小值：

下面根据下图所示传统遗传算法的建立过程，逐步定义

修正后的各项参数和操作方式。

1. 染色体的表示方式。研究中所使用的财务比率共有35

个，因此相对应的系数矩阵 C̄i 的长度为35，即每个染色体的

长度为 35。每个染色体基因的编码方式采用实数型的数值，

其所代表的意义为其相对应的财务比率对每股盈余贡献的

权重，其产生方式为随机分配，范围为-1000 ~ 1000。

2. 母体的组成大小。母体为每个遗传子代的所有染色体

集合，根据Srinivas所提出的观点，一般常用的母体大小为30

~ 100，在考虑染色体长度因素下，设定母体大小值为 50。

3. 遗传的代数。遗传代数采用设定固定值的方式确定，

为求较高准确率，设定遗传代数为5000代。

4. 基因复制方式。基因复制采用狭义的定义方式，从母

代中挑选出来的染色体不经交配或突变，遗传到下一子代。

-(r i
t - i, j)

1 3Ri
t - h,j =2000/［1+e ］-1000 （2）

Ri
t- h,j

Pi
t =F（｛Ri

t- h,j｝），j∈Z （3）

Ci
j

C̄i =［Ci
1 ，Ci

2 ，Ci
3 ，…，Ci

35］，Ri
t- 1,j =［Ri

t- 1,1 ，Ri
t- 1,2 ，

Ri
t- 1,3 ，…，Ri

t- 1,35］

r i
t - h,j

Ri
t - h,j

表 1 选取的财务比率参数

短期偿债能力

流动比率

速动比率

流动资产占
总资产比率

速动资产占
总资产比率

流动资产占
营业收入比率

速动资产占
营业收入比率

应收票据与
存货比率

存货占营业收
入比率

存货占流动资
产比率

存货周转率

现金比率

长期偿债能力

固定资产占
总资产比率

固定资产占
股东权益比率

负债占总资产
比率

总资产占股东
权益比率

保留盈余比率

权益负债比

利息收入倍数

获利能力

获利率

资产报酬率

总资产
周转率

净利率

净利占股东
权益比率

净利占总
负债比率

销货毛利率

净资产收益
率

营业支出百
分比

固定资产周
转率

额外收益率

成长能力

营业收入成
长率

税后净利成
长率

固定资产成
长率

股东权益成
长率

资本保值增
值率

总资产增长
率

Di
t = Pi

t(real) - C̄i*× R̄i
t - 1

T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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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研究中所采用的复制包括两种方式：一是传统随机的复

制；二是优良染色体的复制。从母代染色体中对其适合度进

行排序，选出一定比例最佳的染色体，复制到子代，这也是本

研究中所修正的传统遗传算法的一部分。研究中两者的比例

皆设定为0.05。

5. 交配和突变的几率。根据文献研究，一般交配的几率

越高越好，本研究中采用 Srinivas的其中一组建议值，设定交

配发生的几率为0.9，突变的几率为0.01。在研究中，交配的方

式采用两点式交配法，突变的方式则是伴随于交配动作而产

生的，即在交配时选取母代基因到子代基因的同时，若发生

突变，则以产生第一代染色体基因的矩形分配函数，重新产

生一个新的随机数。

6. 适应度函数设计及染色体选取方式。以（6）式作为适

应度函数，根据（6）式可以计算出每一组染色体的适应度 ，

即公司 i在第 t年第k组染色体的适应度值，而得到一组 。

根据适应度判断准则， 值越小，其预测效果越好，且在下

一代的出现几率越高，因此以（7）式作为染色体的选取准则：

πi
l,k =（1/ Di

t,k）/（1/∑
k= 1

50
Di

t,k） （7）

其中： 表示在对公司 i的模拟过程中，第 l代的第k个

基因组被选中遗传到下一代的几率。

修正遗传算法模型的预测参数如表2所示。

三、实验研究与分析

1. 实验样本与过程。实验样本来自教育部电子计算机中

心的经济统计资料库系统中的股票上市公司财务报表资料，

选择电子行业为样本，以其 2004 ~ 2014年数据作为分析对

象。分析时，如果某公司某一年度财务比率的相关会计科目

有异常值出现，且财务比率的异常值超过三种，则该年度将

被视为无效年份。对于分母会出现0的财务比率，以罚函数因

子（1015）代替该值，最后得到28家样本公司，有效样本年数

为171。研究中，分别进行四组实验来检验盈余预测模型的预

测效果。

【实验一】该实验以单一公司为对象，利用单一公司的历

年财务比率资料进行训练学习，分别找出每家公司最佳的系

数矩阵染色体，再利用该染色体做每股盈余预测。预测方式

为迭代模式，即以公司第 t-1年的财务比率作为训练学习资

料，而以第 t年的每股盈余进行验证，接着以第 t年的财务比

率作为学习资料，以第 t+1年的每股盈余进行验证，如此循环

下去。本实验的目的是检验预测模型在少量的学习样本年数

下，得到的预测效果。

【实验二】该实验先以整个电子业为对象，利用整个产业

的历年财务比率资料进行学习，找出一个适合本产业的最佳

系数矩阵染色体，再利用该染色体对每家公司做每股盈余预

测，预测方式仍为迭代模式。由于以整个产业的学习资料为

主，因此将（6）式修正为：

Dt= （Pi
t(real) - C̄i* × ） （8）

实验的目的是检验以整个产业构建出来的系数矩阵染

色体的预测效果。

【实验三】该实验以单一公司为学习及预测对象，但方式

改为利用多年的学习资料来构建最佳系数矩阵，而以最后一

年的资料作为预测验证。因此将资料分成两部分：第一部分

以2014年以前的资料作为建立预测模型的学习资料；第二部

分为验证资料，保留最后一年即2014年度的资料对模型预测

结果进行验证。因此将（6）式修正为：

Di= （Pi
t(real) - C̄i* × ） （9）

其中，k表示公司有效的资料年度，但因各公司有效年度

不同，其值也不同。本实验的目是检验以长时间的学习资料

作为构建预测模型的学习资料时其预测的效果。

【实验四】该实验以整个产业的多年财务比率作为学习

资料，而以最后一年的每股盈余作为预测验证资料。因此以

2014年以前的所有公司的资料作为建立预测模型的学习资

料，而保留2014 年度的资料作为模型预测结果的验证资料，

验证时利用整个产业构建出来的系数矩阵对每一家公司做

预测。因此将式（6）修正为：

D=（ Pi
t(real) - C̄i* × ） （10）

本实验的目的是检验以整个产业、长时间的资料为预测

模型的学习资料时，其对每一家公司预测的效果。

2. 实验结果与分析。四组实验的模型趋势预测正确率和

实际值预测误差率的结果如表 3所示，趋势预测正确率表示

能够正确预测每股盈余增长或衰退趋势的比率，实际值预测

误差率为每股盈余预测值和实际值两者误差和实际值的比

率。从采用迭代方式预测的实验一和实验二及采用所有年限

预测的实验三和实验四的结果比较中可以发现，虽然以迭代

方式预测的效果比采用所有年限预测的效果差，但不论是在

趋势预测上还是在实际值预测上差异均小于10%，说明本预

测模型即使在公司的历史资料不够多时，仍有相当的预测价

值，也表明长期的资料可能包含了季节循环性的影响因素，

参数名称

染色体长度

母体大小

遗传代数

优生染色体选取比例

一般复制比例

交配几率

突变几率

数值

35

50

5000

0.05

0.05

0.9

0.01

Di
t,k

{Di
t,k}

Di
t,k

πi
l,k

表 2 修正遗传算法模型的预测参数

∑
j = 1

28

∑
t = 1

k

∑
t = 1

k ∑
i = 1

28

Ri
t - 1

T

Ri
t - 1

T

Ri
t - 1

T

2016.26 财会月刊·61·□

财务·会计□



而这些影响因素也将影响整个预测的准确性。以多年度数据

样本分析虽然可以减少因季节性变动因素而产生的误差，但

从实验结果来看，两者的预测结果相差不大，说明主要的决

定因素还是在各项短期的财务比率上。

另外，将实验一和实验二以及实验三和实验四作比较可

以发现，以单一公司的资料作为学习资料时比以整体产业的

历史资料作为学习资料时，不论是趋势预测还是实际值预

测，其准确率均高出许多，得出以本预测模型进行预测时，以

单一公司为对象的学习资料比以整体产业的历史资料作为

学习资料时学习效果佳的结论。因此，以单一特定公司的资

料作为学习样本可使影响的变数减少，从而改善预测效果。

本文中每个实验均进行了三十次模拟，因此每个实验中

均可得到三十组系数矩阵，对实验所得到的系数矩阵加以分

析，发现较短年度的学习结果不如较长年度的学习结果稳

定，这主要是由系数矩阵的变异数较大引起的。此外，每个公

司中这些财务比率系数大小的分布情况也不一致，这表示每

家公司盈余状况的影响因素不尽相同。不同产业间在预测每

股盈余时，因产业特性不同，选用的财务比率也不相同。而从

上面的实验结果也可以发现，即使是同一产业，因为公司的

财务结构不同，用来预测每股盈余的财务比率也会有差异。

整体而言，大部分财务比率的系数变异数值均偏大，这是由

于同组内财务比率具有较高相关性（包括正相关性及负相关

性），因此相互间存在影响，使得系数变异性增加。采用遗传

算法虽然未先对自变量即各项财务比率进行分析，了解彼此

相关程度，但从其系数输出的结果来看，仍然可以发现这些

财务比率存在关联关系，因此得出遗传算法并不需要类似各

个财务比率间关系的先验知识，一样可以在学习过程中自我

找寻其关系。

四、结论

本文基于修正的遗传算法，以财务比率为基础，构建了

每股盈余预测模型，并以中国电子行业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

进行了多组实验验证分析，通过本文的研究可得出以下几点

结论：

以往在每股盈余的预测上，多以产业为分析对象，本文

除以产业中电子行业为分析对象外，还对电子行业中个别公

司进行了实验分析。实验结果表明，该预测模型即使是在小

样本的情况下也具有较高的准确度。

该预测模型可以同时考虑多个种类的财务比率，不必担

心财务比率间的相关性问题，亦即不需要预先知道变数间的

关系。

采用以实际值编码方式代替二进制编码方式的修正遗

传算法构建的财务盈余预测模型，能够较为准确地预测出

趋势值，还可以得到影响程度较大的财务比率，提高预测准

确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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迭代
方式
预测

所有
年限
预测

个别公司

实验一

趋势预测
正确率

95.35%

实验三

趋势预测
正确率

95.94%

实际值预测
误差率

7.71%

实际值预测
误差率

1.44%

整个电子业

实验二

趋势预测
正确率

69.74%

实验四

趋势预测
正确率

76.68%

实际值预测
误差率

34.54%

实际值预测
误差率

31.16%

表 3 四组实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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