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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银行业系统性风险预警研究

———基于 ＳＶＭ 模型的建模分析

赵丹丹， 丁建臣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金融学院， 北京　 １０００２９）

摘要： 采用支持向量机和核主成分分析法构建中国银行业系统性风险预警模

型， 将预警结果与 ＢＰ 神经网络模型和 Ｌｏｇｉｔ 回归模型的预警结果进行对比， 并基

于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２０１７ 年 ９ 月的数据， 采用 ＳＶＭ 预警模型预测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中国银行业系统性风险水平。 研究结果显示： 与 ＢＰ 神经网络和 Ｌｏｇｉｔ 回归

模型相比， ＳＶＭ 模型具有较高的预警正确率； 在不同的阶段中国银行业系统性风

险水平呈现出不同的变动趋势。 建议中国政府部门和银行业警惕资本市场泡沫增长

等隐性风险， 不断完善银行业内部系统的风险防控机制， 持续强化银行业宏观审慎

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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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２００８ 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的主要原因之一是系统性风险在整个金融体系内部

以及实体经济之间相互传染。 在中国的金融体系中， 银行业占据主导地位。 由于系

统性风险具有全局性、 传染性和负外部性等特征， 一旦银行业系统性风险发生， 中

国整个金融体系乃至实体经济都将遭受灾难性的破坏。 因此， 构建一个理论和实践

上均可行的银行业系统性风险预警模型， 以避免系统性风险的发生、 保证经济金融

良好有序的运行就显得十分必要， 它既是学术界研究的焦点问题， 也是政府加强金

融监管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
金融市场是一个非线性、 高维度和嘈杂的动态系统 （Ｃａｖａｌｃａｎｔｅ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６），

而传统的统计方法并不适合分析复杂、 高维度、 有噪声的金融市场数据序列 （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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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等， ２０１７）。 近年来， 人工神经网络模型被不断地应用到金融风险和金融危机预

警研究中。 虽然人工神经网络模型， 如按照误差逆向传播算法训练的多层前馈神经

网络 （Ｂａｃｋ Ｐｒｏｐａｇａｔｉｏｎ Ｎｅｕｒ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 以下简称 ＢＰ 神经网络模型） 对数据分布、
样本大小等没有严格的限制， 并且适合于不确定性、 多维输入变量等问题的处理，
但其尚不具备对复杂环境、 多维数据进行准确建模的能力， 因此人工神经网络模型

往往存在训练效率低及收敛性差等问题。 支持向量机 （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Ｖｅｃｔｏｒ Ｍａｃｈｉｎｅｓ，
ＳＶＭ） 是 Ｃｏｒｔｅｓ 和 Ｖａｐｎｉｋ （１９９５） 基于统计学习理论提出的一种机器学习算法，
它的基本思想是通过最小化结构性风险和最大化分类间隔来确定最优的分类超平

面， 采用非线性映射函数将样本从原始空间映射到高维特征空间中， 然后再进行线

性回归。 ＳＶＭ 适合解决小样本、 非线性和高维度的数据分类问题， 在有限的学习

模式中获得良好的泛化性能。 ＳＶＭ 可以再现专家评价的经验、 知识和直觉思维，
较好地保证评价结果的客观性。 因此， ＳＶＭ 模型应用于金融风险预警是可行的。

笔者基于中国银行业系统性风险指标体系， 利用 ＳＶＭ 模型进行建模， 研究了

中国银行业系统性风险预警问题。 研究内容主要包括： （１） 风险指标选择和模型

输入向量的确定。 分别从银行业内部脆弱性和外部冲击两大层面选取风险指标。 由

于各个指标之间存在复杂的非线性关系， 采用核主成分分析法 （Ｋｅｒｎｅｌ 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ＫＰＣＡ） 对指标数据进行特征提取， 并将提取的核主成分作为

预警模型的输入向量。 （２） 系统性风险等级和模型输出向量的确定。 选取 “中证

银行” 股票价格指数， 根据指数波动率设定中国银行业系统性风险等级， 将得到

的阈值序列作为预警模型的期望输出向量。 （３） 参数寻优和建模分析。 首先， 采

用遗传算法 （Ｇｅｎｅｔｉｃ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ｓ， ＧＡ） 对惩罚参数 Ｃ 和核函数参数 γ 进行优化。
其次， 基于 ＳＶＭ 模型构建银行业系统性风险预警模型， 并将预警结果分别与 ＢＰ
神经网络和 Ｌｏｇｉｔ 回归的结果进行对比。 最后， 基于构建好的预警模型对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２０１８ 年 ９ 月期间中国银行业系统性风险状况进行预测分析。 虽然已有学者， 如

Ｌｉ 等 （２０１３） 采用 ＳＶＭ 和 ＢＰ 神经网络等方法对中国银行业系统性风险预警进行

了研究， 但是他们大多采用主成分分析法 （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ＰＣＡ） 处

理数据。 与此不同， 笔者考虑了数据之间高于二阶的相互关系， 采用 ＫＰＣＡ 进行数

据降维处理。 该方法主要用非线性去噪法抽取主成分， 减少冗余特征， 极大限度地

提取指标的主要信息， 为更好地建立系统性风险预警模型提供了帮助。

一、 文献综述

（一） 早期金融风险预警模型研究

传统的金融风险预警方法主要是早期预警模型。 Ｆｒａｎｋｅｌ 和 Ｒｏｓｅ （１９９６） 提出

的 ＦＲ 概率模型， 成为预测未来发生危机概率的一种早期预警模型。 基于该模型，
Ｆｒａｎｋｅｌ 和 Ｒｏｓｅ 利用 １９７１～ １９９２ 年 １０５ 个发展中国家的面板数据进行货币危机预

警， 结果显示该模型虽然能够准确预测样本内的数据， 但对样本外金融危机的预测

却不稳定。 Ｓａｃｈｓ 等 （１９９６） 提出了横截面回归模型， 即 ＳＴＶ 模型， 利用 ２０ 个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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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市场国家的横截面数据进行线性回归， 并解释了 １９９４ 年墨西哥金融危机传染是

如何引起相关国家金融危机的。 Ｋａｍｉｎｓｋｙ 等 （１９９８） 提出 ＫＬＲ 信号预警模型， 该

模型对一些表现异常并可能引发危机的指标进行监测， 并根据指标数据的分布设置

阈值， 如果指标超过阈值， 则表示在接下来的 ２４ 个月内将发生货币危机。 虽然

ＫＬＲ 信号预警模型易于实践， 但是其结果过度依赖指标阈值， 不能充分利用原有

的动态信息。

（二） 基于人工神经网络模型的风险预警研究

近年来， 国内外不乏采用人工神经网络模型进行风险预警的研究。 Ｋｉｍ 等

（２００４） 基于 １９９７ 年经济危机期间韩国综合股票价格指数， 运用 ＢＰ 神经网络模型

对韩国经济危机进行预警研究， 实验结果表明 ＢＰ 神经网络模型能够较准确地进行

金融危机预警。 Ｆｉｏｒａｍａｎｔｉ （２００８） 利用 １９８０ ～ ２００４ 年与主权债务相关的数据， 对

比了人工神经网络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Ｎｅｕｒ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ＡＮＮ） 模型与传统的参数和非参数

模型， 结果显示 ＡＮＮ 能够及时预测危机事件。 陈秋玲等 （２００９） 以 ＢＰ 人工神经

网络构建金融风险预警模型， 利用 １９９３～２００７ 年中国金融风险指标数据进行训练，
预测出 ２００８ 年中国金融的运行状况。 Ｙｕ 等 （２０１０） 提出了基于经验模态分解法的

多量程神经网络模型， 分别以韩元和泰铢对美元的汇率作为韩国和泰国经济波动水

平的指标， 其实证结果显示， 相比于传统的神经网络模型， 该模型具有较高的预测

精度。 许传华等 （２０１２） 分别基于 Ｌｏｇｉｔ 模型和 ＢＰ 神经网络模型对中国金融风险

进行全面预警判断和实时预警分析， 结果发现 ＢＰ 神经网络模型能够更准确地识别

金融危机。 Ｉｔｕｒｒｉａｇａ 和 Ｓａｎｚ （２０１５） 结合多层感知器和自组织映射构建了一种神经

网络模型用以研究美国的银行破产问题， 该模型可以提前三年预测银行破产的可能

性， 并且相比于传统的模型具有更高的预测正确率。

（三） 基于支持向量机技术的风险预警研究

Ｓｈｉｎ 等 （２００５） 研究了 ＳＶＭ 应用于企业破产预警问题的有效性， 发现随着训

练集数量的减少， ＳＶＭ 的预警正确率和泛化性能均优于 ＢＰ 人工神经网络模型。
Ａｈｎ 等 （２０１１） 基于 ＳＶＭ 构建了一种以投资者羊群行为假设为前提的金融危机早

期预警系统 （Ｅａｒｌｙ Ｗａｒｎ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 ＥＷＳ） 以监测金融市场。 研究结果显示 ＳＶＭ
是一个有效的预警模型。 胡海青等 （２０１２） 基于供应链金融的视角， 分别采用

ＳＶＭ 和 ＢＰ 神经网络建立中小企业信用风险评估模型， 通过对比发现在小样本条件

下 ＳＶＭ 的信用风险评估模型更具有效性和优越性。 Ｌｉ 等 （２０１３） 基于中国银行业

的指标数据， 利用 ＳＶＭ 进行银行业系统性风险预警分析， 并与 ＢＰ 神经网络模型、
多元判别分析法和 Ｌｏｇｉｔ 模型进行对比， 实验结果表明 ＳＶＭ 模型具有较高的预测准

确性， 能够有效地预测银行业系统性风险。

二、 ＳＶＭ 的分类原理

假设分类决策函数为：
ｆ （ｘ） ＝ ｗＴφ （ｘ） ＋ｂ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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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 （１） 中， φ （·）： Ｒｎ→Ｒｎｈ是非线性映射函数； ｗ∈Ｒｎ， 是权重系数； ｂ∈Ｒ，
是偏置值。 接下来需要解决如下二次优化问题：

ｍｉｎ １
２
ｗＴｗ＋Ｃ∑

Ｎ

ｉ ＝ １
ξｉ （２）

约束条件为： ｙｉ ［ｗＴφ （ｘｉ） ＋ｂ］ ≥１－ξｉ， ξｉ≥０， ｉ＝ １， ２， …， Ｎ
式 （２） 中， Ｃ 表示惩罚参数， 用来控制对样本错误分类的惩罚程度； ξｉ 表示

允许错分的松弛变量； Ｎ 表示训练样本的个数。
对上述问题， 引入拉格朗日函数， 即：

ｍｉｎＬ＝ １
２
ｗＴｗ＋Ｃ∑

Ｎ

ｉ ＝ １
ξｉ－∑

Ｎ

ｉ ＝ １
λ ｉ ［ｙｉ （ｗＴφ （ｘｉ） ＋ｂ） －１］ （３）

式 （３） 中， λ ｉ∈Ｒ， 表示拉格朗日乘子。 对上述拉格朗日函数求一阶偏导数

可得：
Ｌ
ｗ

＝ ０→ｗ＝∑
Ｎ

ｉ ＝ １
λ ｉｙｉφ （ｘｉ） （４）

Ｌ
ｂ

＝ ０→∑
Ｎ

ｉ ＝ １
λ ｉｙｉ ＝ ０ （５）

将式 （４） 和式 （５） 带入式 （３） 中， 得到二次优化函数的对偶形式：

ｍａｘ∑
Ｎ

ｉ ＝ １
αｉ－

１
２∑

Ｎ

ｉ ＝ １
∑
Ｎ

ｊ ＝ １
αｉα ｊｙｉｙ ｊｋ （ｘｉ， ｘ ｊ） （６）

约束条件为：∑
Ｎ

ｉ ＝ １
λ ｉｙｉ ＝ ０， ０≤λ ｉ≤Ｃ， ｉ＝ １， ２， …， Ｎ

式 （６） 中， ｋ （ｘｉ， ｘ ｊ） ＝ φ （ｘｉ） Ｔ·φ （ｘ ｊ）， ｉ， ｊ ＝ １， ２， …， Ｎ。 由此可得线

性不可分情况下的两分类决策函数：

ｆ （ｘ） ＝ ｓｉｇｎ ∑
Ｎ

ｉ ＝ １
∑
Ｎ

ｊ ＝ １
λ ｉｙｉｋ （ｘｉ， ｘ ｊ） ＋ｂ( ) （７）

选取径向基核函数 （Ｒａｄｉａｌ Ｂａｓｉｓ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ＲＢＦ） 作为 ＳＶＭ 模型的核函数，
ＲＢＦ 核函数一般表示为：

ｋ （ｘｉ， ｘ ｊ） ＝ ｅｘｐ －
‖ｘｉ－ｘ ｊ‖２

２γ２

æ

è
ç

ö

ø
÷ （８）

式 （８） 中， γ＞０， 为 ＲＢＦ 的宽度参数。

三、 研究设计

（一） 银行业系统性风险预警指标体系

银行业系统性风险预警指标的选取应该遵循科学性、 规范性、 综合性、 适应性

和灵敏性等原则， 既要与国际惯例接轨， 又要综合反映中国银行体系的实际情况。
通过梳理大量关于银行业系统性风险与危机预警指标的文献， 笔者分别从银行业内

部脆弱性和外部冲击两大方面设计了衡量中国银行业系统性风险的指标体系。 其

《国际商务———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报》 ２０１９ 年第 ４ 期 金融科学



－１０４　　 －

中， 银行业外部冲击包括宏观经济环境冲击、 宏观金融环境冲击和国际经济环境冲

击三个层面。 该指标体系包括 ２２ 个指标的月频数据， 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人民银

行、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以下简称银保监会）、 国家统计局、 上海证券

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国家外汇管理局以及东方财富网站等。 为了反映 ２００８
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的情况， 样本时间区间为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２０１７ 年 ９ 月。 指标的

具体信息如表 １ 所示。

表 １　 银行业风险预警指标的经济意义

指标体系 指标名称 经济意义

银行业
内部

脆弱性

资本充足率 （ｘ１）
反映银行对风险损失的补偿能力， 过低则表明银行的偿付能力较差， 抵
御外部风险的能力较弱

不良贷款率 （ｘ２）
反映银行的脆弱性， 大规模的不良贷款会造成对整个经济、 金融体系的
威胁

存贷比 （ｘ３） 过高说明银行存款准备金不足， 容易引发挤兑风险

流动性比 （ｘ４）
流动性过剩反映了银行存款增速大大快于贷款增速， 容易引发流动性
风险

成本收入比 （ｘ５） 成本收入比越高， 反映银行的风险管理水平也越高

银
行
业
外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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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ＤＰ 增长率 （ｘ６）
反映一国综合经济实力， 指标过高说明经济过热， 容易出现通货膨胀；
过低意味着经济有可能陷入衰退

通货膨胀率 （ｘ７） 过高导致社会公众丧失信心， 引发挤兑狂潮， 银行面临支付危机

固定资产投资
增长率 （ｘ８）

反映了经济活动中的投资状况， 投资额的减少往往是金融危机的先兆

财政赤字 ／ ＧＤＰ （ｘ９） 财政赤字越大， 政府财政支出增长越快， 抵御风险能力越弱

企业景气指数
增长率 （ｘ１０）

反映宏观经济运行和企业经营状况

房地产投资
增长率 （ｘ１１）

过快会产生房地产泡沫

Ｍ１ 增长率 （ｘ１２）
反映了企业和居民资金的松紧变化， 对于经济增长和物价波动都有一定
的先导意义

Ｍ２ 增长率 （ｘ１３）
过高会导致社会流动性过剩， 从而产生货币的投机性冲击， 引发金融
危机

信贷增长率 ／ ＧＤＰ
增长率 （ｘ１４）

反映了国内信贷规模和信贷扩张的程度， 过高容易引发借贷泡沫

股票市值 ／ ＧＤＰ （ｘ１５） 反映一国证券市场发展程度， 过高说明股市存在泡沫， 容易崩盘
市盈率倍数 （ｘ１６） 反映股票市场泡沫情况， 资本市场泡沫是危机先兆
经常账户差额 ／
ＧＤＰ （ｘ１７）

过高说明一国进口过度增长， 出口受阻， 国内经济发展过度依赖外资流
入， 容易导致银行业的货币危机或债务危机

外汇储备增长率 （ｘ１８） 外汇储备可用于稳定本币汇率， 外汇储备率越高， 抵御风险能力越强

汇率波动率 （ｘ１９） 汇率波动会影响物价水平， 受到国际投机资本的冲击， 导致贸易不稳定

进口额增长率 （ｘ２０） 进口额越高， 对外贸易越活跃
出口额增长率 （ｘ２１） 反映本国商品竞争能力， 出口额越高， 对外贸易越活跃

ＦＤＩ ／ ＧＤＰ （ｘ２２） 对外直接投资越高， 表示经济大环境越好

注： 由于中国未公布 ＧＤＰ、 银行不良贷款率以及经常账户差额的月度数据， 为了保证数据口径的一致性， 笔

者采取三次样条差值法将 ＧＤＰ 等季度指标数据转换为月度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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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ＫＰＣＡ 和输入向量

由于银行业系统性风险指标间存在着复杂的非线性关系， 因而捕捉指标数据的

主要信息对建立有效的系统性风险预警模型至关重要。 笔者采用 ＫＰＣＡ， 通过非线

性函数将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２０１７ 年 ９ 月的 ２２ 个指标的原始数据映射到高维特征空间

中， 对高维特征空间中非线性的原始数据加以线性表示， 再对高维特征空间中线性

表示的数据进行 ＰＣＡ 处理。 根据 ＫＰＣＡ 处理结果可知， 前 ８ 个核主成分的累积方

差贡献率为 ８２ ６７％。 因此， 这 ８ 个核主成分可以代表银行业内部脆弱性以及外部

冲击原始数据的信息， 将 ８ 个核主成分作为 ＳＶＭ 模型的输入向量。

（三） 银行业系统性风险等级和输出向量

中国银行业系统性风险水平的确定目前尚无统一的标准， 笔者选取时间区间为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２０１７ 年 ９ 月的 “中证银行” 股票指数 （代码： ３９９９８６） 的月度收盘

价数据来反映中国银行体系的资产价格水平。 根据收盘价数据计算出波动率， 用以

划分中国银行业系统性风险等级。 借鉴杨霞和吴林 （２０１５）、 肖斌卿等 （２０１５） 的

方法， 笔者对风险等级进行了划分。 划分思路如下：
首先， 对指数波动率进行正态性检验。 使用 Ｍａｔｌａｂ 工具对 “中证银行” 指数

波动率数据进行Ｋ－Ｓ检验， 结果显示 ｈ＝ ０， 无法拒绝指数波动率服从正态分布的原

假设， 因此所选指数波动率符合正态分布条件 （见图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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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中证银行” 指数波动率分布直方图

其次， 划分银行业系统性风险等级。 本研究样本中， “中证银行” 指数波动率

的均值为 μ＝ －０ ０００１， 标准差为 σ ＝ ０ ０４０６。 定义当指数波动率在［μ－１ ２８σ， μ＋
１ ２８σ］ 时， 中国银行业不存在系统性风险， 即风险等级为 Ｉ； 当指数波动率在

［μ＋１ ２８σ， μ＋１ ６５σ］ 或 ［μ－１ ６５σ， μ－１ ２８σ］ 时， 中国银行业存在轻度的系

统性风险， 即风险等级为 ＩＩ； 当指数波动率在 ［ μ ＋ １ ６５σ， μ ＋ ２ ３３σ］ 或 ［ μ －
２ ３３σ， μ－１ ６５σ］ 时， 中国银行业存在严重的系统性风险， 即风险等级为 ＩＩＩ； 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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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数波动率在 ［－μ＋２ ３３σ， ＋∞ ］ 或 ［－∞ ， μ－２ ３３σ］ 时， 中国银行业爆发系统

性危机的可能性极高， 即风险等级为 ＩＶ。
最后， 确定阈值和期望输出向量。 当风险等级为 Ｉ 时， 认为中国银行业处于

“安全” 状态， 此时的阈值标记为 “０００１”； 当风险等级为 ＩＩ 时， 认为中国银行业

处于 “轻度风险” 状态， 此时的阈值标记为 “００１０”； 当风险等级为 ＩＩＩ 时， 认为

中国银行业处于 “重度风险” 状态， 此时的阈值标记为 “０１００”； 当风险等级为

ＩＶ 时， 认为中国银行业处于 “危机” 状态， 此时的阈值标记为 “１０００”， 并将得

到的阈值序列作为 ＳＶＭ 模型的期望输出向量。

四、 银行业系统性风险预警建模与实证分析

（一） 基于 ＳＶＭ 模型的建模步骤

将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共 １０８ 个样本的 ８ 个核主成分所构成的特征子集

作为 ＳＶＭ 的输入向量， 将银行业系统性风险水平的阈值序列作为 ＳＶＭ 的期望输出

向量， 进行银行业系统性风险预警建模。 建模步骤如下：

图 ２　 ＳＶＭ建模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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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步： 样本分类。 随机将 ７０％的样本 （７６ 个样本） 作为训练集， ３０％的样

本 （３２ 个样本） 作为测试集， 通过训练集训练构造出最优的 ＳＶＭ 模型， 然后基于

测试集数据， 对 ＳＶＭ 模型的泛化性能进行验证。
第二步： 参数寻优。 选择合适的参数寻优算法， 例如遗传算法 （Ｇｅｎｅｔｉｃ Ａｌｇｏ⁃

ｒｉｔｈｍ， ＧＡ）， 利用 ５－折交叉验证法将训练集等分成 ５ 份， 其中 ４ 份为寻优算法的

训练数据， １ 份为寻优算法的验证数据。 给定初始的参数组合， 基于训练数据对预

警模型进行训练， 基于验证数据对预警模型进行检验， 循环重复 ５ 次后， 采用新的

参数组合重复上述过程， 达到停止条件时的参数组合即为最优的参数组合。
第三步： 建模和性能评价。 基于 ＳＶＭ， 利用第二步得到的最优参数组合建模

后， 再用测试集进行测试检验。

（二） 实验结果与分析

１ 参数寻优

ＳＶＭ 模型的参数主要包括惩罚参数 Ｃ 和核函数参数 γ， 参数的选取会影响模型

的分类精度和泛化性能， 因此参数的寻优问题是 ＳＶＭ 模型的核心。 为了避免主观

经验选择的盲目性， 采用 ＧＡ 进行参数寻优。 遗传算法模仿自然生物进化的机制，
从种群中选择优秀的个体进行交叉、 变异来适应其生存的环境， 在设定遗传代数的

条件下进行循环， 不断提高种群个体的适应度， 直至最优个体的适应度稳定时停止

迭代。 笔者利用 ５－折交叉验证法将 ７６ 个训练集分为训练数据和验证数据， 并设置

初始参数组合为 （Ｃ， γ）， 搜寻范围是２－８ ～２８， 种群个体数为 ５０。 当迭代次数为

５０ 代时， 适应度最高为 ８１ ５８％， 此时最优的参数值为 Ｃ ＝ ０ ０２９ ３， γ ＝ １１８ ２１３６，
如图 ３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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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遗传算法的优化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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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预警模型的构建和对比

运用ＭａｔｌａｂＲ２０１４ａ， 在对 ＳＶＭ 模型进行仿真实验的同时， 选择 ＢＰ 神经网络模

型和 Ｌｏｇｉｔ 回归模型进行对比分析。
在训练阶段， 首先， 采用 ＬＩＢＳＶＭ 软件包进行实验， 采用 ＲＢＦ 作为 ＳＶＭ 模型

的核函数， 根据遗传算法寻找到的最优参数组合， 通过对训练集数据训练学习，
构建最优的 ＳＶＭ 模型， 然后应用测试集数据检验训练模型的泛化性能， 得出模

型的性能指标。 其次， 笔者建立的 ＢＰ 神经网络模型有 ８ 个输入层节点、 １０ 个隐

含层节点和 ４ 个输出层节点， 学习率为 η ＝ ０ １， 最大迭代次数为 ５００， 采用

ｔｒａｉｎｌｍ 函数进行训练， 隐含层和输出层的激活函数分别为 ｔａｎｓｉｇ 和 ｐｕｒｅｌｉｎ 函数。
最后， 对于 Ｌｏｇｉｔ 回归模型， 采用 “一对一法” （Ｑｉａｎ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０）， 将多分类

问题转化为二分类问题。 通过多次训练学习， 分别构造出 ＳＶＭ、 ＢＰ 神经网络和

Ｌｏｇｉｔ 回归模型。
在测试阶段， 将测试集数据代入训练好的模型进行泛化性能检验。 表 ２ 列出了

各模型多次运行结果的平均值， 不难发现， 基于 ＳＶＭ 模型的预警效果最优。 ＳＶＭ
模型的预警正确率为 ８３ ７５％， 分别比 ＢＰ 神经网络和 Ｌｏｇｉｔ 回归模型的预警分类正

确率高出 １３ ７５％和 ６ ２５％。 因此， 相比于 ＢＰ 神经网络和 Ｌｏｇｉｔ 回归模型， 基于

ＳＶＭ 模型的预警模型具有更高的分类精度、 较强的泛化性能和自适应能力。

表 ２　 不同模型的预警正确率

％

预警模型 训练集 测试集

ＳＶＭ ８８ １６ ８３ ７５

ＢＰ ７５ ７９ ７０ ００

Ｌｏｇｉｔ ８６ ５８ ７７ ５０

３ 预警结果与实证分析

由于金融风险一般都有一年左右的潜伏期， 笔者将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２０１７ 年 ９ 月

的数据代入构建好的 ＳＶＭ 预警模型来预测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中国银行业

系统性风险水平， 得到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的预警输出值以及相应的风险

等级和风险状态 （见表 ３）。
中国银行业系统性风险的变动趋势可分为以下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中国银行业系统性风险水平较高。 虽

然中国银行业由于国际化水平不高， 受 ２００８ 年美国次贷危机的直接冲击较小， 但

是在国际发达经济体相继受到次贷危机冲击后全球经济增速下滑、 财政赤字暴增的

影响下， 中国宏观经济仍受到波及， 进出口额显著下降， 债券市场、 房地产市场、
股票市场等的风险指标都在攀升， 并通过实体经济渠道对中国银行业产生全面影响。

第二阶段，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中国银行业系统性风险较小。 受国际

金融危机和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双重打击， 中国虽然面临总需求不足和资产泡沫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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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的风险， 但是金融系统尚未达到触发金融危机的严重风险状态。 自 ２００８ 年 １０ 月

实施 “四万亿” 刺激计划后， 中国货币市场流动性充足， 利率进入下行通道， 外

汇储备增速上升， 宏观经济情况暂时好转， 金融体系逐渐走出高风险区域， 尤其是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这段时期， 中国银行业整体处于安全状态。 但是到 ２０１３
年， 由于受到银行间 “黑天鹅事件” 冲击的影响， 中国银行间流动性风险迅速积

累， 引发系统性风险增加， 但是随着银行间市场流动性紧张程度的缓解， 银行业压

力指数下降。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至 ８ 月， 股市出现大幅波动， 且汇市和股市出现联动，
之后政府出台各种政策措施稳定了股票市场和外汇市场。

第三阶段，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中国金融风险起伏不断， 银行业系

统性风险处于中等偏低状态。 根据银保监会统计数据显示， 截至 ２０１５ 年年末， 全

国银行业不良贷款达 １ ２７ 万亿元， 拨备覆盖率持续下降， 银行业信用风险呈现持

续上升态势。 ２０１６ 年， 外汇储备不断流出， 产能过剩问题严重， 国内生产总值增

速放缓， 与此同时， 中国推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政策并进入 “经济新常态” 发展

模式， 在此期间银行业系统性风险处于轻微波动状态。
第四阶段，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 ～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 中国银行业整体处于 “安全” 状态。

２０１７ 年以来， 全国金融工作会议、 党的十九大报告及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均强调要

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成为中国政府工作

的 “三大攻坚战” 之首。 这段时期， 中国经济增速虽有所减缓， 但仍处于合理平稳

增长状态。 中央银行维持货币政策中性偏紧， 在强化金融部门内部去杠杆的同时， 银

行业和银行间市场流动性比例均较为宽松， 因此对银行业系统性风险影响较弱。

表 ３　 各月度的预警输出与相应的风险状态

输入样本时期 预警时期 预警输出 风险等级 风险状态

２００８－０１ ２００９－０１ ０００１ Ｉ 安全

２００８－０２ ２００９－０２ ００１０ ＩＩ 轻度风险

２００８－０３ ２００９－０３ ０００１ Ｉ 安全

２００８－０４ ２００９－０４ ００１０ ＩＩ 轻度风险

２００８－０５ ２００９－０５ １０００ ＩＶ 危机

２００８－０６～２００８－０７ ２００９－０６～２００９－０７ ０００１ Ｉ 安全

２００８－０８～２００８－０９ ２００９－０８～２００９－０９ １０００ ＩＶ 危机

２００８－１０～２００８－１１ ２００９－１０～２００９－１１ ０００１ Ｉ 安全

２００８－１２ ２００９－１２ ００１０ ＩＩ 轻度风险

２００９－０１ ２０１０－０１ ０００１ Ｉ 安全

２００９－０２ ２０１０－０２ ００１０ ＩＩ 轻度风险

２００９－０３～２００９－０４ ２０１０－０３～２０１０－０４ ０００１ Ｉ 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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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３

输入样本时期 预警时期 预警输出 风险等级 风险状态

２００９－０５ ２０１０－０５ １０００ ＩＶ 危机

２００９－０６ ２０１０－０６ ００１０ ＩＩ 轻度风险

２００９－０７ ２０１０－０７ １０００ ＩＶ 危机

２００９－０８～２００９－１１ ２０１０－０８～２０１０－１１ ０００１ Ｉ 安全

２００９－１２ ２０１０－１２ ００１０ ＩＩ 轻度风险

２０１０－０１～２０１０－０２ ２０１１－０１～２０１１－０２ ０００１ Ｉ 安全

２０１０－０３ ２０１１－０３ ００１０ ＩＩ 轻度风险

２０１０－０４～２０１２－１０ ２０１１－０４～２０１３－１０ ０００１ Ｉ 安全

２０１２－１１ ２０１３－１１ ０１００ ＩＩＩ 重度风险

２０１２－１２ ２０１３－１２ ００１０ ＩＩ 轻度风险

２０１３－０１～２０１３－０４ ２０１４－０１～２０１４－０４ ０００１ Ｉ 安全

２０１３－０５ ２０１４－０５ ０１００ ＩＩＩ 重度风险

２０１３－０６～２０１４－０９ ２０１４－０６～２０１５－０９ ０００１ Ｉ 安全

２０１４－１０ ２０１５－１０ ００１０ ＩＩ 轻度风险

２０１４－１１ ２０１５－１１ １０００ ＩＶ 危机

２０１４－１２～２０１５－０２ ２０１５－１２～２０１６－０２ ０００１ Ｉ 安全

２０１５－０３ ２０１６－０３ ００１０ ＩＩ 轻度风险

２０１５－０４～２０１５－０５ ２０１６－０４～２０１６－０５ ０００１ Ｉ 安全

２０１５－０６ ２０１６－０６ ００１０ ＩＩ 轻度风险

２０１５－０７～２０１５－１１ ２０１６－０７～２０１６－１１ ０００１ Ｉ 安全

２０１５－１２ ２０１６－１２ ００１０ ＩＩ 轻度风险

２０１６－０１－２０１７－０９ ２０１７－０１－２０１８－０９ ０００１ Ｉ 安全

五、 结论与建议

（一） 结论

笔者基于 ＳＶＭ 构建银行业系统性风险预警模型， 并将预警结果与 ＢＰ 神经网

络模型和 Ｌｏｇｉｔ 回归模型的回归结果进行对比。 此外， 基于 ＳＶＭ 预警模型预测分

析了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中国银行业系统性风险状况， 得出以下研究结果。
（１） 与 ＢＰ 神经网络模型和 Ｌｏｇｉｔ 回归模型相比， ＳＶＭ 模型对银行业系统性风

险预警具有较高的预警正确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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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预警结果显示：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中国银行业系统性风险水平

较高；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中国银行业系统性风险较小；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中国金融风险起伏不断， 银行业系统性风险处于中等偏低状态；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２０１８ 年 ９ 月， 中国银行业整体处于 “安全” 状态。
综上研究， 笔者基于 ＳＶＭ 的预警模型能够准确有效地对中国银行业系统性

风险进行预警研究， 能够为政策制定者、 金融机构和投资者及时捕获金融风险信

号提供参考， 从而有效地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 有利于宏观审慎政策目标的

实现。

（二） 建议

虽然中国目前稳定的经济发展形势为银行业发展创造了较为良好的经济环境，
遏制了银行系统性风险， 但是政府部门和银行业金融机构还应警惕资本市场泡沫增

长等隐性风险。 建议：
（１） 不断完善银行业内部系统的风险防控机制。 银行业内部脆弱性仍是防范

系统性风险的着力点。 银行系统只有自身的风险防控机制合理， 才能有效降低系统

性风险。 信贷业务的信息不对称使得银行进行借贷时存在道德风险。 因此， 中国金

融机构等相关部门应采取一系列措施来提高资产质量， 特别是政府应不断剥离国有

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 降低银行的不良贷款率。 商业银行具有 “硬负债、 软资产”
的脆弱性特征， 资本充足状况应该受到重点关注。 银行一旦流动性不足， 无法偿付

存款， 就容易引发流动性风险。 因此， 银行业应该合理配置流动性资产与流动性负

债， 提高中国银行业内部的发展活力。
（２） 继续维持稳定的宏观经济发展形势。 中国宏观经济金融环境仍然存在诸

多风险隐患。 过热或迅速降温的经济均会增加系统性风险， 稳定的宏观经济形势有

利于降低系统性风险。
（３） 应持续加强银行业宏观审慎监管措施。 银行监管仍是防范系统性风险的

主要抓手， 监管者应制定合理的监管措施， 适度提高银行业监管资本要求， 合理控

制银行资产的分散度和衍生品交易比例， 在强调监管执行力和监管资本要求的同时

避免不当监管规则的影响力。 另外， 鉴于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金融体系具有较强的

传染性， 政府 “救市” 及其监管政策等对银行业系统性风险具有显著的影响， 不

应局限于对个别金融机构或单纯的银行业监管， 而应实施宏观审慎政策， 注重金融

机构之间和国内外宏观经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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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ＹＵ Ｌ， ＷＡＮＧ Ｓ， ＬＡＩ Ｋ Ｋ ｅｔ ａｌ． Ａ ｍｕｌｔｉｓｃａｌｅ ｎｅｕｒ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ｐａｒａｄｉｇｍ ｆｏｒ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ｃｒｉｓｉｓ ｆｏｒｅｃａｓｔｉｎｇ［Ｊ］ ．

Ｎｅｕｒｏｃｏｍｐｕｔｉｎｇ， ２０１０（４）：７１６－７２５

（责任编辑　 谭晓燕）

Ａ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Ｂａｎｋ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ｉｃ Ｒｉｓｋ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Ａ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Ｖｅｃｔｏｒ Ｍａｃｈｉｎｅｓ

ＺＨＡＯ Ｄａｎｄａｎ， ＤＩＮＧ Ｊｉａｎｃｈｅｎ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Ｂａｎｋｉｎｇ ａｎｄ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Ｂｅｉｊｉｎｇ １０００２９）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ｈｅ ｐａｐｅｒ ａｐｐｌｉｅｓ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ｖｅｃｔｏｒ ｍａｃｈｉｎｅｓ （ＳＶＭ） ａｎｄ ｋｅｒｎｅｌ 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ｔｏ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 ａ ｂａｎｋ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ｉｃ ｒｉｓｋ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ａｒｅｓ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 ｗｉｔｈ ｔｈａｔ ｏｆ ＢＰ ｎｅｕｒ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ａｎｄ Ｌｏｇｉｔ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Ｔｈｅｎ， ｔｈｅ ｐａｐｅｒ
ｐｒｅｄｉｃｔｓ Ｃｈｉｎａｓ ｂａｎｋ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ｉｃ ｒｉｓｋ ｄｕｒｉｎｇ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００９ ｔｏ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８ ｂｙ ｕｓｉ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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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 ＳＶＭ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ｄａｔａ ｆｒｏｍ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００８ ｔｏ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７．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ｅｓ ｔｈａｔ： ｂｙ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ｔｈｅ ＳＶＭ ｍｏｄｅｌ ｈａｓ ｈｉｇｈｅｒ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 ａｃｃｕｒａｃｙ
ｔｈａｎ ＢＰ ｎｅｕｒ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ａｎｄ Ｌｏｇｉｔ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ａｓ ｂａｎｋ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ｉｃ ｒｉｓｋ ｓｈｏｗｓ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ｒｅｎｄｓ ａ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ｔａｇｅｓ． Ｉｔ ｉｓ ｓｕｇｇｅｓｔｅｄ ｔｈａｔ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ｂａｎｋｉｎｇ ｉｎ⁃
ｄｕｓｔｒｙ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ａｌｅｒｔ ｔｏ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ｈｉｄｄｅｎ ｒｉｓｋ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ｂｕｂｂｌｅ ｇｒｏｗｔｈ ｏｆ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ｍａｒｋｅｔ，
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ｌｙ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ｒｉｓｋ ａｎｄ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ｌｙ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 ｔｈｅ ｍａｃｒｏ－ｐｒｕｄｅｎｔｉａｌ 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ｉｏｎ ｉｎ ｂａｎｋｉｎｇ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Ｂａｎｋｉｎｇ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Ｂａｎｋ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ｉｃ Ｒｉｓｋ；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Ｖｅｃｔｏｒ Ｍａｃｈｉｎｅｓ；
Ｋｅｒｎｅｌ 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Ｒｉｓｋ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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