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市财政收入分析预测 

1 项目背景 

在我国现行的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下，地方财政收人不仅是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组成部

分，而且具有其相对独立的构成内容。如何有效的利用地方财政收入，合理的分配，来促进

地方的发展，提高市民的收入和生活质量是每个地方政府需要考虑的首要问题。因此，对地

方财政收人进行预测，不仅是必要的，而且也是可能的。科学、合理地预测地方财政收人，

对于克服年度地方预算收支规模确定的随意性和盲目性，正确处理地方财政与经济的相互关

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2 实验目标 

对市财政收入进行分析，挖掘其中隐藏的运行模式，并对未来两年的财政收入进行预测，

希望能够帮助政府合理的控制财政收支，优化财源建设，为制定相关决策提供依据。 

3 项目步骤 

3.1  工程前期准备 

3.1.1 导入数据 

1. 介绍影响市财政收入的因素数据 

影响市财政收入的因素数据介绍如图 1 所示。 



 

图 1 影响市财政收入的因素数据 

由于 1994 年我国对财政体制进行了重大改革，开始实行分税制财政体制，影响了财政

收入相关数据的连续性，在 1994 年前后不具有可比性。由于没有合适的方法来调整这种数

据的跃变，因此本实验仅对 1994 年及其以后的数据进行分析（本项目所用数据均来自《统

计年鉴》）。其各属性及说明如表 1 所示。 

表 1 影响市财政收入的因素数据属性及其说明 

属性名称 属性说明 

x1 社会从业人数 

x2 在岗职工工资总额 

x3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x4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x5 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 

x6 年末总人口 

x7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 

x8 地区生产总值 

x9 第一产业产值 

x10 税收 

x11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x12 第三产业与第二产业产值比 

x13 居民消费水平 

y 市财政收入 

2. 上传数据到大数据分析平台 

在新增数据源上，选择本地上传数据，如图 2 所示。 



 

图 2 本地上传数据源 

在本地路径上选择文件，填写在平台新建的目标表名，如图 3 所示。 

 

图 3 本地选择文件上传 

根据文件的数据，可以修改文件的字段名和类型，如图 4 所示。 

 

图 4 字段设置 

上传成功，可以在平台的数据源上查看 financial_data 的数据，单击数据源操作的查看

按钮如图 5 所示，平台上 financial_data 影响市财政收入的因素数据预览，如图 6 所示。 



 

图 5 单击预览数据按钮 

 

图 6 financial_data 影响市财政收入的因素数据预览 

3.1.2 新建空白工程 

右击我的工程，新建一个空白的工程，如图 7 所示。 

 

图 7 新建工程 

填写工程的信息，包括工程名称和工程描述，如图 8 所示。 



 

图 8 填写工程信息 

3.2  特征工程 

读取 financial_data 影响市财政收入的因素数据，步骤如下，如图 9 所示。 

1. 选择市财政收入分析预测工程。 

2. 选择输入源组件。 

3. 拖入输入源组件。 

4. 填写影响市财政收入的因素数据的数据表名。 

5. 单击更新按钮，更新出影响市财政收入的因素数据。 

 

图 9 输入源组件 



3.2.1 相关性分析 

特征之间可能存在着信息的重复，分析财政收入数据特征的相关性，筛选出相关关系相

对较弱的特征。步骤如下，如图 10、图 11 相关性分析_字段属性_特征所示。 

1. 选择统计分析→相关性分析组件。 

2. 拖入相关性分析组件，并将数据源和相关性分析组件连接。 

3. 选择字段属性，单击数据更新按钮，传入数据。 

4. 选择字段属性，单击特征更新按钮，点选所有特征字段。 

 

图 10 相关性分析_字段属性_数据 

 

图 11 相关性分析_字段属性_特征 

5. 对相关性分析组件右键，选择运行该节点。运行完成后，对相关性分析组件右键，选

择查看数据。查看、分析得到各属性的相关性进行特征选择，如图 12 各属性的相关性结果



所示。 

 

图 12 各属性的相关性结果 

3.2.2 Lasso 回归分析 

当原始特征中存在多重共线性时，Lasso 回归不失为一种很好的处理共线性的方法，它

可以有效的对存在多重共线性的特征进行筛选。步骤如下，如图 13、图 14 Lasso 回归_字

段属性_标签和图 15 Lasso 回归_基础参数所示。 

1. 选择回归→Lasso 回归组件。 

2. 拖入 Lasso 回归组件，将输入源和 Lasso 回归组件连接。 

3. 选择字段属性，单击特征更新按钮，勾选特征字段 x1~x13。 

4. 单击标签更新按钮，选择标签字段 y。 

5. 选择基础参数，设置 L1 项系数为 1000，剩余基础参数和所有高级参数设置为默认值。 

 

图 13 Lasso 回归_字段属性_特征 

 



 

图 14 Lasso 回归_字段属性_标签 

 

图 15 Lasso 回归_基础参数 

6. 对 Lasso 回归组件右键，选择运行该节点。运行完成后，对 Lasso 回归组件右键，选

择查看数据→预测值，查看标签预测结果；对 Lasso 回归组件右键，选择查看报告。如图 16 

Lasso 回归预测结果预览图 17 Lasso 回归报告预览所示。 

 

图 16 Lasso 回归预测结果预览 



 

图 17 Lasso 回归报告预览 

3.2.3 数据筛选与标准化 

根据相关性分析和 Lasso 回归分析结果，将影响市财政收入的因素数据进行特征选择和

标准化处理，步骤如下，如图 18 所示。 

1. 选择预处理→数据标准化组件。 

2. 拖入数据标准化组件，并将 Lasso 回归的预测值端口和数据标准化组件连接。 

3. 选择字段属性，单击更新数据，选择勾选特征 x1、x3、x4、x5、x6、x7、x8 和 x13 字

段，标签 y 字段输出。基础参数设置为默认值。 

 

图 18 数据标准化组件 

4. 对数据标准化组件右键，选择运行该节点。运行完成后，对数据标准化组件右键，选

择查看数据，查看数据标准化的输出表结果，如图 19 所示。 



 

图 19 数据标准化的输出表结果 

3.3  模型构建 

3.3.1 灰色预测算法 

构造、使用灰色预测算法模型组件，步骤如下，如图 20 灰色预测_字段属性、图 21

所示。 

1. 选择预处理→python 脚本组件。 

2. 拖入 python 脚本组件，将数据标准化和 python 脚本组件连接。 

3. 选择字段属性，在脚本处填入灰度预测代码，代码如表 2 所示。 

表 2 python 脚本-灰色预测 

data_in = db_utils.query(conn, 'select * from ' + inputs['input1']) 

     

''' 

载入模块 

''' 

import numpy as np 

import pandas as pd 

 

''' 

自编的灰色预测函数 

''' 

def GM11(x0): #自定义灰色预测函数 

  import numpy as np 

  x1 = x0.cumsum() #1-AGO 序列 

  z1 = (x1[:len(x1)-1] + x1[1:])/2.0 #紧邻均值（MEAN）生成序列 



  z1 = z1.reshape((len(z1),1)) 

  B = np.append(-z1, np.ones_like(z1), axis = 1) 

  Yn = x0[1:].reshape((len(x0)-1, 1)) 

  [[a],[b]] = np.dot(np.dot(np.linalg.inv(np.dot(B.T, B)), B.T), Yn) #计算参数 

  f = lambda k: (x0[0]-b/a)*np.exp(-a*(k-1))-(x0[0]-b/a)*np.exp(-a*(k-2)) #还原值 

  delta = np.abs(x0 - np.array([f(i) for i in range(1,len(x0)+1)])) 

  C = delta.std()/x0.std() 

  P = 1.0*(np.abs(delta - delta.mean()) < 0.6745*x0.std()).sum()/len(x0) 

  return f, a, b, x0[0], C, P #返回灰色预测函数、a、b、首项、方差比、小残差概率 

 

new_reg_data = data_in.drop('y', 1)  # 特征列 

new_reg_data.index = range(1994, 2014) 

new_reg_data.loc[2014] = None 

new_reg_data.loc[2015] = None 

 

# 灰色预测 

l = ['x1', 'x3', 'x4', 'x5', 'x6', 'x7', 'x8', 'x13'] 

for i in l: 

  f = GM11(new_reg_data.loc[range(1994, 2014),i].as_matrix())[0] 

  new_reg_data.loc[2014,i] = f(len(new_reg_data)-1)#2014 年预测结果 

  new_reg_data.loc[2015,i] = f(len(new_reg_data)) ##2015 年预测结果 

  new_reg_data[i] = new_reg_data[i].round(2) ## 保留两位小数 

 

y = list(data_in['y'].values)  # 提取财政收入列，合并至新数据框中 

y.extend([np.nan,np.nan]) 

new_reg_data['y'] = y 

 

data_out = pd.DataFrame(new_reg_data) 

return(data_out) 

 



 

图 20 灰色预测_字段属性 

4. 对 python 脚本组件右键，选择重命名，修改名称为灰色预测。 

 

图 21 python 脚本组件重命名 

5. 对灰色预测组件右键，选择运行该节点。运行完成后，对灰色预测组件右键，选择查

看数据，如图 22 所示。 



 

图 22 灰色预测算法的输出模型结果 

3.3.2 支持向量机回归算法 

选择支持向量机回归算法模型，步骤如图 23 支持向量机回归_字段属性_特征、图 24 

支持向量机回归_字段属性_标签所示。 

1. 选择回归→支持向量机回归组件。 

2. 拖入支持向量机回归组件，将数据筛选和支持向量机回归组件连接。 

3. 选择字段属性，单击更新特征数据，勾选 x1、x3、x4、x5、x6、x7、x8 和 x13 字段。 

4. 单击更新标签数据，选择标签字段 y。基础参数和高级参数设置为默认值。 

 

图 23 支持向量机回归_字段属性_特征 



 

图 24 支持向量机回归_字段属性_标签 

5. 对支持向量机回归组件右键，选择运行该节点。运行完成后，对支持向量机回归组

件右键，选择查看数据，查看预测结果；对支持向量机回归组件右键，选择查看报告。如图 

25 支持向量机回归预测结果预览、如图 26 支持向量机回归报告预览所示。 

 

图 25 支持向量机回归预测结果预览 



 

图 26 支持向量机回归报告预览 

3.4  模型预测 

3.4.1 支持向量机回归预测 

使用支持向量机回归输出的模型，对灰色预测输出的预测特征进行预测市财政收入，步

骤如下，如图 27 所示。 

1. 选择预处理→模型预测组件。 

2. 拖入模型预测组件，并将灰色预测组件、支持向量机回归组件分别和模型预测组件连

接。 

3. 单击更新按钮，勾选 x1、x3、x4、x5、x6、x7、x8 和 x13 特征字段。 

 



图 27 支持向量机回归预测组件 

4. 对模型预测组件右键，选择运行该节点。运行完成后，对模型预测组件右键，选择查

看数据，查看支持向量机回归预测的输出结果，如图 28 所示。 

 

图 28 支持向量机回归预测的输出结果 

3.4.2 标准化数据还原 

对预测数据进行标准化数据还原，步骤如图 29 标准化数据还原_字段属性_特征、图 30

标准化数据还原_字段属性_原数据特征所示。 

1. 选择预处理→标准化数据还原组件。 

2. 拖入标准化数据还原组件，并将 Lasso 回归组件、模型预测组件分别和标准化数据还原

组件连接。 

3. 选择字段属性，单击特征更新按钮，勾选所有特征字段。 

4. 单击原数据特征更新按钮，勾选与特征对应的 x1、x3、x4、x5、x6、x7、x8、x13 和标

签 y 字段。基础参数设置为默认值。 

 



 

图 29 标准化数据还原_字段属性_特征 

 

图 30 标准化数据还原_字段属性_原数据特征 

5. 对标准化数据还原组件右键，选择运行该节点。运行完成后，对标准化数据还原组

件右键，选择查看数据，查看标准化数据还原的输出结果，如图 31 所示。 

 



 

图 31 标准化数据还原的输出结果 

3.4.3 整合预测数据 

对预测的输出数据和原数据字段进行拼接，如图 32 所示。 

1. 选择预处理→python 脚本组件。 

2. 拖入 python 脚本组件，并将标准化数据还原组件、Lasso 回归组件组件和 python 脚

本组件连接。 

3. 选择字段属性，在脚本处填入整合预测数据代码，代码如表 3 所示。 

表 3 整合预测数据代码 

    data_1 = db_utils.query(conn, 'select * from ' + inputs['input1']) 

    data_2 = db_utils.query(conn, 'select x1,x3,x4,x5,x6,x7,x8,x13,y from ' + inputs['input2']) 

     

    # 整合 1994~2013 与 2014、2015 年财政收入 

    y = data_2['y'].append(data_1['predict_label'].tail(2)) 

     

    import pandas as pd 

    data_out = pd.DataFrame({'label':range(1994, 2016),'y':y}) 

     

        return(data_out) 

 



 

图 32 整合预测数据组件 

4. 对 python 脚本组件右键，选择重命名，修改名称为整合预测数据，如图 33 python

脚本组件重命名所示。 

 

图 33 python 脚本组件重命名 

5. 对整合预测数据组件右键，选择运行该节点。运行完成后，对整合预测数据组件右

键，选择查看数据，如图 34 整合预测数据的输出结果所示。 



 

图 34 整合预测数据的输出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