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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建模序言

随着互联网经济的蓬勃发展，商业决策对基于大数据依赖
越来越强烈。正确而连贯的数据流对商业用户做出快速、
灵活的决策起到决定性的作用，数据建模迫切需求正顺应
时代潮流而生，紧随AI时代步伐而起。

秉承建模应用“智能、高效、易用”的全新设计理念，易明建
模打通了“从数据到模型，从预测到场景化应用”的全新操作
流程。凭借大数据处理能力与独特算法引擎, 构建智能、易用的
人工智能分析与应用平台，有助于提升公司建模效率、降低建模
成本。

千里之行始如足下，为开拓在大数据领域的新天地，让我们从SPL自
动建模开始。



2、环境设置

SPL建模由易明智能建模软件、集算器SPL外部库Yimming两部分组成，通过配置文件
userconfig.xml关联起来。

A、建模软件安装：
下载地址： http://c.raqsoft.com.cn/article/1568711461196
安装易明智能建模软件，记下安装目录，如C:\Program Files\raqsoft\yimming。

http://c.raqsoft.com.cn/article/1568711461196


2、环境设置

B、外部库安装： 缺
省安装在集算器SPL软
件的
esProc\extlib\Yimmi
ng路径下，在集算器
的外部库设置中勾选
Yimming项让其生效。



2、环境设置

C、配置文件：SPL建模软件要有效地运作起来，需要在外部库目录esProc\extlib\Yimming下
的userconfig.xml文件中设置参数，主要参数如下：

选项 名称 说明

sAppHome C:\Program Files\raqsoft\yimming 应用程序目录

sLicenseFile D:\backup\OneDrive\priv\yimming_lic.xml 智能建模授权

sEsprocLicenseFile D:\backup\OneDrive\priv\esproc_lic.xml 集算器授权

sPythonHome c:\Program Files\raqsoft\yimming\Python37\
python.exe(for windows)

Python文件

/raqsoft/yimming/Python37/bin/python3.7(for linux)
bAutoDecideImpute true 智能补缺

bLogConsole true 日志在终端显示

iResampleMultiple 150 重采样次数

其中sAppHome为建模软件安装目录。



3、建模部分

3.1、建模流程图

基本操作过程：加载数据->设置参数->执行建模->查看结果
模型对象：建模后生成模型对象，保存为后缀为pcf的文件，是建模与预测
关联的纽带，是预测流程的基础。
预测部分：对数据进行预测产生预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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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建模SPL样例

A 注释

1 =file("train.csv").cursor@tq(;,",") 建模数据

2 ="passenger.pcf" 要生成的模型文件

3 =ym_env() 初始化环境

4 =ym_model(A3, A1) 加载数据

5 =ym_target(A4, "Survived") 设置目标变量

6 =ym_setparam(A4, "intelligence":true, "Balance":2) 设置建模参数

7 =ym_statistics(A4,"Age") 获取变量统计信息

8 =ym_build_model(A4,A2) 执行建模(过程)

9

10 =ym_importance(A8) 获取变量重要度信息

11 =ym_present(A8) 获取模型描述

12 =ym_performance(A8) 获取模型表现

13 =ym_result(A8, "train_t.csv") 生成预测结果

14 >ym_close(A3) 关闭

建模主要过程为黄色标记部分，A13预测也可在建模后执行，其它的主要是查看建模相关信息。



3.3、建模数据

建模所用的数据可来自关系型数据库、文本文件、序表、游标、csv、mcf文件等，要求是结构
化的数据。如CSV文件数据：

文件首行是字段信息数据，其它行是数据记录。
mcf数据文件为建模预处理数据后的数据文件，是二进制格式，加载数据时比较快。
数据接入支持多类型数据源接入，实现各类数据统一接入与管理，为建模应用奠定坚实的数
据基础。
建模数据预处理时，可进行缺失值处理、高基数变量处理、数据平滑处理、数值变量筛选、
添加衍生变量、DOC变量等内部数据清洗。



3.4、变量统计信息
获取指定变量的具体
信息，主要返回最大
值，最小值，重要度
，缺失率，偏度等信
息，有助于进行数据
探索与分析。如查看
Age变量，返回信息
如左所示：

Name Value

VarName Age

Miss 0.2102728731942215

Imp 0.0

Card 0

GraphData

GroupDescStatisticsTable

GroupFrequencyTable

Upquar 38.0

Median 28.0

Lwquar 21.0

Sd 14.378831499148678

Max 71.0

Min 0.75

Avg 29.78048780487805

Sk 0.3387264693285246

OuterValues [64.0,64.0,65.0,65.0,65.0,66.0,70.5,71.0,71.0]

Pearson NaN

Spearman NaN

Target0 0

Target1 1

bGraphStatistics true

bStatistics true

bTargetStatistics true



3.5、建模参数设置

设置建模变量参数，相关参数说明：（更详细规则可参考易明智能建模手册）

Key Value Type 说明

balance int 配平参数
Target String 目标参数
id String ID变量名
intelligence boolean 是否智能填补

misformat String 缺失值格式
optimal boolean 是否使用最优参数配置
parallel int 预处理并行数
resample boolean 是否简单模型
resamplemul int 抽样倍数

resamplenum int 重抽样次数

testpercent int 测试数据百分比0-99

vartypes ArrayList< Byte> 变量类型

ModelFields ArrayList<String> 建模的字段名顺序



3.6、模型信息

A。模型描述
智能建模功能中包含多种算法，将返回当前模型使用了哪些算法及其相关模型参数等。



3.6、模型信息

B、模建表现
此功能展示该模型相关信息，可查看GINI、AUC、KS指数等



3.6、模型信息

C、变量重要度
查看各个变量的重要度信息。



3.6、模型信息

D、建模结果
建模后产生模型对象，以pcf建模文件形式保存，是建模与预测关联的纽带，为预测处理提供
模型文件，预测流程也可以直接从建模文件开始。

建模 模型对象

预测

模型表现

模型描述

变量重要度



4、预测部分

4.1、预测流程图

基本操作过程：加载模型文件->预测数据->查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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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预测部分

4.2、预测SPL样例

A 注释

1 =ym_env() 初始化环境

2 =ym_list() 列出模型文件

3 =ym_predict(A2(1)) 根据模型文件生成模型对象

5 =ym_result@s(A3, "D:/dev/train.csv", 
"D:/dev/train_res.txt")

生成预测结果, train.csv为预测的数据，
train_res.txt为生成的结果文件

6 >ym_close(A1) 关闭



4.3、模型对象

列出模型文件

通过ym_list()列出当前有哪些pcf模型文件，或列出指定目录下的模型文件。此项主要是为了
方便用户预测时，知道有哪些可用的模型文件，是可选项。

ym_predict () 根据模型文件生成模型对象.
有了模型对象后，除了可预测外，用户也可以通过它获取相关的建模信息，如模型表现等。



4.4、预测结果

根据模型对有效数据进行预测后，生成预测结果。
要预测的数据与建模所用的数据类似，可来自数据库、序表、csv等。
A、预测结果
返回预测结果信息，同时也可保存为文本文件或csv文件。



4.4、预测结果

B、预测模型表现
当预测数据中包含目标变量时，可以根据预测结果查看模型表现。该功能是通过预测结果反推
出模型表现，可以对比此处的模型表现与模型文件中的模型表现，评估模型的质量。
返回指数GINI、AUC、KS等信息



5、最后总结

我们通过SPL自动建模操作流程，可见建模在已有的专业理论知识与算法技术基础上，结合公
司自身的业务需求，通过简单的操作也能方便使用。建模预测整体操作流程归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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