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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证财务评级模型及其应用
随着结构融资产品的迅猛
迅猛发展，评级机构需要快速对大量基础信贷资产的资质进行分析
机构需要快速对大量基础信贷资产的资质进行分析
并给出评级，将级别映射到自身的
自身的违约概率矩阵，作为结构融资评级的输入数据
作为结构融资评级的输入数据；此外，银
行、保险、基金等机构基于风险管理的要求或计提资本准备也需要对大量的
基金等机构基于风险管理
或计提资本准备也需要对大量的底层资产或固收
产品给出一个全面的初始判断
全面的初始判断。如果依然采用传统的评级方法，将需要大量的人力和时间
将需要大量的人力和时间，
结果虽然精确但却要无法快速实现全覆盖 因此，标普的 CreditModel 及 RapidRatings 的 FHR
结果虽然精确但却要无法快速实现全覆盖，
等产品应运而生，为全球各大金融机构提供了一套基于财务数据
为全球各大金融机构提供了一套基于财务数据、标准一致
标准一致、覆盖面广的评
级产品，评级结果与其传统评级方法下的级别含义一致
评级结果与其传统评级方法下的级别含义一致，可映射到相应的违约概率矩阵
可映射到相应的违约概率矩阵。
中证评级借鉴了国内外评级机构开发的财务评级模型，研究设计了一套适用于自身需要
中证评级借鉴了国内外评级机构开发的财务评级模型
的模型，并不断进行探索及改进
并不断进行探索及改进。
基于财务数据的评级模型仅需要财务等基本面信息，对于非上市、非公开发债的企业依
基于财务数据的评级模型仅需要财务等基本面信息
非公开发债的企业依
然适用，模型覆盖范围更广，
，且在一定时间内模型的指标与系数保持一致，
，因此结果具有可
比性，排除了传统评级中分析师水平层次不齐造成的评级结果的差异。
排除了传统评级中分析师水平层次不齐造成的评级结果的差异 但由于财务评级模型
仅仅依赖于公司上一期或几期前的财务数据 评级结果仅是对公司过去表现的反映
仅仅依赖于公司上一期或几期前的财务数据，
评级结果仅是对公司过去表现的反映，与传统
评级下，需要结合分析师对行业及特定公司的看法，
需要结合分析师对行业及特定公司的看法 对未来的预期等多方面因素的考虑存在
不足。

一、信用风险度量模型概览及财务评级模型汇总
信用风险度量模型概览及财务评级模型汇总
除了可以使用传统的信用评级方法，也可以使用模型进行快速评级并度量信用风险
除了可以使用传统的信用评级方法
也可以使用模型进行快速评级并度量信用风险，信
用风险度量模型大致可以分为三类 主要区别在于模型中是否使用了市场价格信息。
用风险度量模型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主要区别在于模型中是否使用了市场价格信息
图表 1：信用风险度量模型概览
信用风险度量模型概览

数据来源：中证评级整理
中证评级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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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证评级整理了目前使用较为广泛的基于财务数据的评级模型
整理了目前使用较为广泛的基于财务数据的评级模型
整理了目前使用较为广泛的基于财务数据的评级模型，可以发现，
国内外知名评级机构及咨询
咨询机构均开发出了相应的产品。
图表 2：国内外评级机构基于财务数据的评级模型
评级机构基于财务数据的评级模型汇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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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大致可以分为两类
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单纯使用财务信息对企业的
第一类是单纯使用财务信息对企业的信用资质进行
评级，如标普开发的 CreditModel
Credit
以及 RapidRatings 开发的 FHR 产品。其中，
CreditModel 是标普应用于上市及非上市公司的信用风险分析模型
是标普应用于上市及非上市公司的信用风险分析模型，它以超过 50
个行业和国家的特殊模型为基础 反映不同行业财务报表特点和特定行业风险。
个行业和国家的特殊模型为基础，反映不同行业财务报表特点和特定行业风险
CreditModel 的建立基于标普几十年积累的数据库，
的建立基于标普几十年积累的数据库 采用指数密度函数模型建模
采用指数密度函数模型建模。
模型输入值为财务报表基本面数据 模型输出值为以小写字母评级符号表示的评
模型输入值为财务报表基本面数据，
估打分，评级符号定义等同于标普外部评级
评级符号定义等同于标普外部评级。FHR 是应用于全球公司的财务健
康评级模型，它有 24 个分行业模型。FHR
个分行业模型
采用多变量计量的伪面板数据模型建
模，模型输入值为反映经营盈利能力
模型输入值为反映经营盈利能力、净盈利能力、成本结构效益
成本结构效益、资本结构效
益、其他共 5 类 62 个指标，模型的输出值为
个指标
1-100 的分数，这一分数可对应
这一分数可对应
到相应的级别与违约概率
级别与违约概率。
另一类以财务数据为主
财务数据为主，综合分析财务报表和资本市场信息，
，给出各个主体
的信用打分，并将分数映射到
映射到其级别体系，提供前瞻性的违约概率
违约概率，此类产品以
穆迪的开发的 RiskCalc 以及 Credit Sights 开发的 BondScore Ratings 为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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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上述评级产品
产品已经被各大金融机构如银行、资产管理、
、保险公司、对
冲基金等广泛使用，各大
各大机构依据其业务需要进行资本计量、风险定价
风险定价、基准分
析、限额管理以及监管合规等
限额管理以及监管合规等。

二、中证财务评级模型
中证评级在对国内外评级机构所使用的
在对国内外评级机构所使用的模型进行研究后，结合自身实际
实际与需要研究开发
了中证财务评级模型。中证评级
评级使用多元 Logit 模型与机器学习中的 SVM 模型对
模型对全市场的债
券进行评级并对两种方法的
的结果进行互相验证，此外在数据处理及指标选取
选取等方面进行了一
定的拓展。

基本框架
模型目标：


同一类型发行人基于一致的模型标准，减少由于评级人员水平参差不齐
同一类型发行人基于一致的模型标准
减少由于评级人员水平参差不齐、主观判
断差异造成的评级结果不可比现象
断差异造成的评级结果不可比现象；



基于财务数据和定量化的定性指标批量化快速生成级别 提升工作效率；
基于财务数据和定量化的定性指标批量化快速生成级别，提升工作效率



以中证交易所市场全覆盖再评级数据库为基础 满足更高的区分度和一致性要求。
以中证交易所市场全覆盖再评级数据库为基础，满足更高的区分度和一致性要求

模型含义：


模拟中证评级的统计模型
模拟中证评级的统计模型；



用于评估企业主体的信用等级
用于评估企业主体的信用等级；



评级符号以小写字母表示 符号定义等同于中证中长期主体级别定义。
评级符号以小写字母表示，符号定义等同于中证中长期主体级别定义

建模方法：




国际视野：基于两类先进的计量经济学方法
基于两类先进的计量经济学方法


有序响应变量模型：二元离散选择模型的拓展，在标普和穆迪均有较为成熟
有序响应变量模型
在标普和穆迪均有较为成熟
的运用；
；



支持向量机算法（SVM）：机器学习方法，对于小样本及高维度数据同样表现
支持向量机算法
对于小样本及高维度数据同样表现
出较好的分类效果
出较好的分类效果，在评级领域的运用尚属首创。

立足本土：在中证交易所市场全覆盖再评级数据基础上训练和验证而成
在中证交易所市场全覆盖再评级数据基础上训练和验证而成


分行业建模，在中证行业分类基础上将具有类似信用特征的行业合并为
分行业建模
在中证行业分类基础上将具有类似信用特征的行业合并为 13 个
行业大类分别建模 运用支持向量算法进一步提升细分行业小样本模型准确
行业大类分别建模，运用支持向量算法进一步提升细分行业小样本模型准确
性；



尽可能使模型级别与中证评级保持一致
尽可能使模型级别与中证评级保持一致；

每年利用新增数据和历史数据库对模型进行校准
每年利用新增数据和历史数据库对模型进行校准、验证和优化。

【国际经验——
——有序响应变量模型】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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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序响应变量模型（Ordered
OrderedLogistic/probitRegression）基于指数密度函数模型
密度函数模型，是一个
行业标准方法（LogisticRegression
ogisticRegression）的扩展。

p( y | x,  ) 

exp( f ( x, y))
p0 ( y) y*  rounded ( ypn ( y | x |  ))
c( , x)
y

图表 3：有序相应变量的优势
有序相应变量的优势

数据来源：中证评级整理
中证评级整理
●为什么使用有序响应变量模型
有序响应变量模型？

1、理论完善
有序响应变量模型是由
由 Aitchisen 和 Silvey(1957)提出，模型中被解释变量
变量 yi 的观测值表
示是有顺序的，与有序的等级分类相对应
与有序的等级分类相对应。
理论提出较早，在国内外知名
国内外知名学术期刊中都有使用和论证，实践充分。
。因此，有序响应
变量模型的理论是完善的，
，不会产生理论上的争议。

2、模型扩展
有序响应变量模型是二元
二元离散选择模型的扩展。二元离散选择模型只适用于两分类
模型只适用于两分类的问
题，而有序响应变量模型则适合多分类问题
而有序响应变量模型则适合多分类问题；传统的回归或判别分析等模型
等模型，需要人为判断
阈值，而且因变量范围是连续的
是连续的，不适合信用评级中因变量的离散分布特征
分布特征。有序响应变量
模型有效克服了上述问题。
。

3、假设宽泛
有序响应变量模型不需要
不需要指标一定服从正态分布，克服了传统回归模型的缺陷
回归模型的缺陷。

4、标普经验
标普的 CreditModel 在财务评级
财务评级方面有非常成熟的运用。标普 CreditModel 将有序响应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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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模型作为基本模型，与中证财务评级模型的不同
与中证财务评级模型的不同之处在于指标的选取与
与数据库的差异。
标普的 CreditModel 主要使用财务数据，对全球几乎所有行业的公司进行评级
主要
公司进行评级；利用标
普几十年积累的数据库，在极短的时间运行出所需要的公司的评级结果，
在极短
此过程完全通过模
型得出，极大的提高了工作效率
的提高了工作效率。
目前，标普的 CreditModel 与其 CapticalIQ 平台无缝结合，并作为一项产品出售给各大
并作为一项产品出售给各大
金融机构和 IT 公司。仅在亚太地区
仅在亚太地区，就有几千名用户在使用 CreditModel 进行信用风险的分
析。在国内，标普的 CreditModel 为包括两家四大国有银行和几家大规模的城商行
大规模的城商行在内的金
融机构提供信用评级服务。
。

5、应用广泛&科学有效
科学有效
有序响应变量模型不仅
响应变量模型不仅适用于信用评级也适用于其他行业或研究对象
对象的分类等问题。
对模型进行测试后，拟合程度较高
拟合程度较高，与标普 CreditModel 的拟合程度不相上下
不相上下。

【创新运用——
——支持向量机算法（SVM）】
支持向量机算法是一种
算法是一种用于分类的机器学习算法，不同于完全基于严谨
严谨数学运算的统计
模型。
经过十几年的发展，理论较为完善
理论较为完善。在大数据领域，例如人脸识别、互联网
互联网金融、智能
医疗等方面有较为充分的应用
有较为充分的应用；在学术界，关于 SVM 在主体信用评级的应用
应用刊登在一些较
为权威的期刊上，但此方法也仅仅停留在
此方法也仅仅停留在学术界，并未走出象牙塔。
考虑到 SVM 可以克服统计模型的缺陷，例如样本量的要求、模型假设的要求
可以克服统计模型
模型假设的要求等，我们
探索性地使用 SVM 算法，基于
基于财务评级指标进行主体评级。
图表 4：SVM 分类的过程

数据来源：中证评级整理
中证评级整理

对于上图中的一个二分类的问题
上图中的一个二分类的问题。在二维平面中，基于统计模型，无法使用
无法使用线性的分类
器进行分类。使用 SVM 算法，将其投影到三维平面上，即可以找到一个最优的
算法
即可以找到一个最优的线性平面将
其有效的分类，而且这种分类平面更加稳定
而且这种分类平面更加稳定、有效。最后将三维平面的输出结果投影到二维
的输出结果投影到二维
平面，即是一条曲线。例如，
，假设公司都仅使用三个财务指标进行评级，上图中
上图中，三维空间
中的点即为一家公司，其对应的三个坐标轴的刻度
其对应的三个坐标轴的刻度，即为其三个财务指标，
，它们三个财务指
标的相对大小决定了公司所在平面的位置
相对大小决定了公司所在平面的位置，即应该划为哪一个级别，对于财务指标更多的公
司，需要向更高维空间拓展
空间拓展。
SVM 算法与其他机器学习
其他机器学习方法一样，中间不会产生参数的估计值，而是直接生成评级的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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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基于中证评级经验的
基于中证评级经验的指标选取与数据处理】
分行业建模，行业分类同时满足样本量和类似信用特征的要求。
行业分类同时满足样本量和类似信用特征的要求 不同行业由于
不同行业由于信用特征
和财务表现的差异，建模所选取的指标亦存在差异。
建模所选取的指标亦存在差异 细分行业样本量的有限性亦限制了直接
使用现有行业分类标准进行建模的准确性
使用现有行业分类标准进行建模的准确性。因此，我们在中证行业分类的基础上
我们在中证行业分类的基础上，将具有类
似信用特征的行业合并为 13 个行业大类分别建模，并在此基础上运用支持向量算法克服样
并在此基础上运用支持向量算法克服样
本量的限制，逐步提升细分行业小样本模型的准确性
逐步提升细分行业小样本模型的准确性。
指标选取同时基于统计方法和评级分析师经验判断。中证财务评级模型
指标选取同时基于统计方法和评级分析师经验判断
财务评级模型使用可直接从外
部数据源（如 Wind）提取的财务指标和可定量化的定性指标
提取的财务指标和可定量化的定性指标，运用统计方法并基于评级分
运用统计方法并基于评级分
析师的经验对指标进行多次筛选
析师的经验对指标进行多次筛选，得到对评级结果影响显著的指标用于建模
指标用于建模。
基于 Wind 数据库的财务指标
库的财务指标共 118 个，筛选主要过程如下：
（1） 根据各个指标的缺失程度
各个指标的缺失程度、变异程度（标准差）和相关性（相关系数
相关系数）进行初
步筛选；
（2）

结合各行业评级
各行业评级分析师的经验进行指标挑选；

（3）

使用逐步回归的
逐步回归的方法，得到对评级结果影响显著的指标。

立足本国国情，加入公司属性
加入公司属性指标。尽管债券发行人违约案例已突破所有制的限制
尽管债券发行人违约案例已突破所有制的限制，传
统评级重视的所有制性质所隐含的信用支持因素对评级的区分作用下降 但目前我们依然无
统评级重视的所有制性质所隐含的信用支持因素对评级的区分作用下降，
法完全否定“不同所有制性质的发行人在日常经营和财务困境等特殊状态下所能获得支持具
不同所有制性质的发行人在日常经营和财务困境等特殊状态下所能获得支持具
有差异”这一观点，公司属性对评级结果的影响依然表现为显著
公司属性对评级结果的影响依然表现为显著。
图表 5 形象的表现了不同
不同属性公司评级的差异。主要观察各个箱线图的
的中位值，央企的
评级最高，而民营企业的中位值却偏低
而民营企业的中位值却偏低，并且级别覆盖的范围较广，不稳定
不稳定。
图表 5：不同公司属性对级别的影响
不同公司属性对级别的影响

数据来源：中证评级整理
中证评级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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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结果（以消费行业大类为例
以消费行业大类为例）】
：
图表 6：消费类行业财务评级结果验证
消费类行业财务评级结果验证
有序响应变量模型

支持向量机算法

累计占比

累计占比

相等

32%

49%

相差一个子级
别

81%

84%

相差两个子级
别

98%

99%

相差三个子级
别

100%

100%

合计

100%

100%

与中证评级的
比较

数据来源：中证评级整理
中证评级整理
可以发现，基于 SVM 机器学习方法的结果相较于统计模型的结果更优
机器学习方法的结果相较于统计模型的结果更优，模型给出的级
别接近一半与中证评级相同
别接近一半与中证评级相同。

三、财务评级模型的应用
1、用于 ABS 基础资产的快速评级
对于 CLO 或车贷 ABS 产品，其资产包中包含成百上千笔基础资产，
产品
若分析师逐一评级
将耗费大量的人力和时间，而且若某些定性指标的获取受限，
而且若某些定性指标的获取受限 也将影响评级的效率进而影响
到整个 ABS 产品的评级；若直接
若直接设定一个级别中枢并进行适当调节，将会降低评级的准确
将会降低评级的准确
度。基于此，国际评级机构标普以及国内部分评级机构采用了财务评级
国际评级机构标普以及国内部分评级机构采用了财务评级（打分
打分）模型对基础
资产进行快速评级，极大得提高了
极大得提高了 ABS 评级效率。
此外，各大金融投资机构也可以先使用财务评级模型对全市场的产品有一个初步的判断
各大金融投资机构也可以先使用财务评级模型对全市场的产品有一个初步的判断，
进而决定投资的方向与种类
进而决定投资的方向与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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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对评级标准进行比较
比较与改进
图表 7：SVM 方法下不同行业财务评级结果验证

数据来源：中证评级整理
中证评级整理

上图是 SVM 拟合效果的水平条形图。纵轴表示中证
拟合效果的水平条形图
13 个行业大类，横轴
横轴表示拟合的准
确程度。红色部分代表 SVM 得到的评级结果与中证评级结果一致的比例；
；黄色部分代表相
差一个子级别的比例；绿色部分代表相差两个子级别的
色部分代表相差两个子级别的比例。
以消费类行业为例，模型得到的评级结果中近
模型得到的评级
50%的比例与中证级别相
与中证级别相一致，相差一个
级别之内的比例达 80%。
但其他行业的拟合程度则相对较弱，尤其以医疗保健为主，表明医疗保健行业的评级标
但其他行业的拟合程度则相对较弱
准下，财务指标的重要性相较于消费类行业较弱，
财务指标的重要性相较于消费类行业较弱 其他定性类的因素或评级师的专业判断更
加重要。
同时，不同行业采用不同的财务指标
不同行业采用不同的财务指标，财务指标的权重也不尽相同，使用不同评级机构
使用不同评级机构
的财务评级模型及其结果，可以探索发现它们对于不同行业在财务指标的选取与权重的
可以探索
不同行业在财务指标的选取与权重的赋予
上的差异，更好的改进自身行业评级标准
更好的改进自身行业评级标准。

3、用于中证估值的分组
用于中证估值的分组
中证指数公司的估值部门需要在对债券进行分组的基础上进而估值，每个交易日都有大
中证指数公司的估值部门需要在对债券进行分组的基础上进而估值
量的新债上市，因此，使用财务评级模型给出批量的评级结果将提供一个更有效的分组参考
使用财务评级模型给出批量的评级结果将提供一个更有效的分组参考，
提升分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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