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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提示 

 

►Doerr等（2021）认为人工智能（AI）和机器学习（ML）可以进一步改善中央银

行货币政策决策的数据基础。本文对最近关于中央银行如何在其货币决策中使用 AI/ML

技术的讨论进行了总结，重点是三个问题。（1）AI/ML如何改善货币政策的决策，AI/ML

应用在什么领域？（2）AI/ML在今天是如何应用的？（3）使用 AI/ML 的潜在问题是什

么？ 

►Hartmann等（2021）综述了 2020年欧洲央行论坛对其货币政策框架的看法。政

策制定者，学者和市场经济学家讨论了关键结构性变化的含义，这些变化与欧元区货币

政策的运作方式息息相关，并结合了货币政策战略回顾中的核心议题进行了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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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大数据和货币政策 

作者：Sebastian Doerr, Leonardo Gambacorta，Jose Maria Serena 唐心怡编译 

导读：传统上，中央银行（尤其是欧洲中央银行）的主要目标是价格稳定，中央银

行有一套常规的货币政策工具来实现这一目标。然而，自 2008-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以

来，货币政策工具箱发生了变化，它也包含了非常规的货币政策工具，如量化宽松。此

外，中央银行还被赋予了新的责任，包括系统性风险的衡量、银行监管和监督、数字货

币监管和气候变化等。这些责任在一定程度上需要收集和获取新数据源，因此中央银行

需要引入“大数据”这一工具。 

 

什么是大数据？工程学和统计学可能已经有了明确的定义，而金融经济学家还没有

对大数据进行一个广泛的定义。Goldstein等（2021）认为大数据有三个属性。（1）

规模大，即样本量大；（2）维度高，即相对于样本量而言，数据有多种变量；（3）结

构复杂，即这些数据是非结构化的，包括如文本、图片或音频等形式。 

这些数据从何而来？中央银行现在可以获得前所未有的数据，以促进货币政策的决

策，他们也可以从包括互联网在内的各种渠道获取数据。然而，最大的一部分数据是基

于企业之间的微观交易（电子商务、信用卡交易）、公共统计数据和金融市场数据。总

体而言，2020年约有 80%的中央银行使用大数据，约 40%的中央银行使用大数据为政策

决策提供信息。人工智能（AI）和机器学习（ML）在这个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特别

是，AI和 ML可以进一步改善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决策的数据基础。例如，通过提供更完

整、即时和细化的信息来补充现有的宏观经济指标；利用新的数据源，如谷歌搜索或社

交媒体等；以及引入新的数据收集技术，如网络爬取、文本挖掘或不同数据源的匹配。 

那么该如何最有效地分析大数据呢？数据可能是高维或非结构化的，金融经济学家

需要从这些数据中提取信息。此外，金融大数据可能表现出噪音、重尾分布、非线性模

式或时间依赖性，使得传统的计量经济学方法很难用以分析它们。AI和 ML作为新的工

具可以以解决大数据带来的挑战。并且 ML不仅提供了新的工具，而且与传统的方法相

比，还解决了一个不同的问题。传统的计量方法着眼于参数估计，而 ML 工具则旨在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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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中发现可概括的模式。 

本文重点讨论了三个问题。（1）AI/ML技术如何改善货币政策的决策，AI/ML技术

应用在什么领域？（2）AI/ML技术在今天是如何应用的？（3）使用 AI/ML 技术的潜在

问题是什么？ 

1.AI/ML如何改善货币政策的决策？ 

如上所述，中央银行现在具有多重任务，包括价格稳定、系统性风险的衡量、银行

监管和监督、数字货币的监管，以及应对气候变化等，而 AI/ML技术可以在以下领域作

出相应的贡献。 

银行监管：欧洲央行正在实施几项监管科技（SupTech）项目，包括在高级数据分

析和文本分析等。监管科技（SupTech）是指用于支持金融监管的任何形式的创新技术，

例如云计算或机器学习技术。Hannes等（2018）研究了应用于欧元区银行的早期预警

系统。Goldsmith Pinkham 等（2016）将计算语言学方法运用于市场监管。 

经济预测：使用大数据和 AI以及 ML方法来预测经济周期（包括 GDP、通货膨胀和

货币总量等）。例如，ML方法在金融资产收益的预测和风险溢价测量方面特别有吸引

力。 

衡量政策的不确定性：例如使用商业新闻的文本分析和机器阅读来构建一个指数，

以衡量经济政策和经济状况的不确定性。 

金融稳定评估：网络分析可以用来研究金融机构直接的联系，从而改善对潜在的系

统性风险来源的预测。例如，使用社交媒体的散户投资者在 2021年 1月的 GameStop活

动中与机构投资者的对抗导致了极端的市场波动和金融稳定问题。 

中央银行的信息传递：文本分析可以用来构建中央银行信息传递的衡量标准，并调

查哪些信息是通过什么渠道传达的，以及市场如何反应，对什么信号作出反应。央行通

过各种渠道进行信息传递，如新闻发布会、会议、社交媒体，以及前瞻性指导。例如，

Schmeling和 Wagner（2019）表明，中央银行传递信息的语气会影响资产价格。Ehrma

nn和 Talmi（2020）研究了中央银行信息传递中的语义相似性对市场波动的影响。 

洗钱/金融犯罪：人工智能技术可以提高金融犯罪调查的效率以及金融和非金融机

构的风险管理效率（Proudman，2018）。例如，ML技术可以通过收集客户数据与互联

网公开信息来检测可疑的经济活动和资金流动。 

信用风险分析：通过对社交媒体信息的自然语言处理，可以为银行提供关于客户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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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质量的有用信息。银行可以使用基于人工智能的模型来完成更好的决策，并向更广泛

的客户群提供产品和服务，包括未得到服务和银行服务不足的人群，这可能为消除贫困

作出贡献（Blumenstock，2016）。 

处理投诉：例如，意大利银行应用 AI技术来处理客户投诉；法国银行正在研究一

种算法对银行的定期监督报告等材料的合规性进行自动评估，并使用自然语言处理方法

对信息质量进行评级（Hakkarainen，2020）。 

此外，AI和 ML技术也能增强中央银行的数据处理能力。第一，加强数据收集能力。

监管机构可以直接从公司的系统中实时提取任何级别的数据（Proudman，2020），或者

通过第三方获取消费者行为（支出和储蓄）的数据。第二，加强和数据分析能力。人工

智能技术能够检测非线性的数据中的固定模式，以及处理含有许多预测因素的数据集。

根据 Genberg和 Karagedikli（2021），ML的优势在于其预测能力，即发现数据中没有

预先定义的模式。第三，缩短申请处理时间。银行在决策过程中获得更大的透明度，因

为他们现在能够利用 AI 技术跟踪申请的处理过程。 

2.AI/ML是如何应用的？ 

在这一节中，本文探讨了市场参与者（如欧洲央行）在实践中如何使用 AI/ML方法

的例子。 

欧洲央行使用基于 ML的“Truffle分析”，分析监督审查和评估程序（SREP）的

程序和决定（Hakkarainen，2020）。这有助于央行发现不同银行的相似性；欧洲央行

每天从 MTS Markets收集数据，以生成欧元区每日收益率曲线，并将谷歌数据用于实时

预测；欧洲央行正在使用 Prisma提供的商品价格数据来研究某些类别商品与商品篮子

的波动性和弹性分析；欧洲央行正在与 Factiva 合作开展一个文本挖掘项目。文本挖掘

技术使银行分析定性数据成为可能。中央银行经常分析的一些文本数据包括新闻文章、

金融合同、社交媒体、监管和市场情报等（Bholat，2015）。 

此外，墨西哥银行（BoM）和英国金融行为监管局（FCA）结合网络搜索和文本挖掘，

对金融机构的宣传材料和金融建议文件进行审计。加拿大银行正在使用 ML技术对货币

政策报告进行情绪分析，以改善预测和检测异常情况。银行普遍使用 AI 技术来检测和

打击欺诈。例如，汇丰银行正在使用 AI技术根据公开的数据筛选客户数据，以发现可

疑的行为。希腊银行对企业和中小企业贷款的数据采用了数据挖掘算法，以提高预测企

业贷款状况变化的准确性（Petropoulos，2018）。AI技术还被用于投资和交易活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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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ING的 Katana工具使用预测分析，基于历史和实时数据帮助交易者设定买入和

卖出价格。 

3.有哪些潜在的问题？ 

AI/ML将以积极的方式改变社会的所有领域，但创新也会带来风险。在本节中，将

风险分为四类（数据、方法、可解释性和道德问题）。 

3.1数据问题 

第一，数据的可用性和质量问题。AI技术用一个明确定义来评估已知因素，并使

用历史数据来推断结论，这可能会导致缺乏及时和可用的数据，存在“Knightian不确

定性”。 

第二，数据中的嵌入式偏见问题。数据中的偏见和相关性的增加可能导致潜在的顺

周期行为。 

第三，数据隐私和安全问题。非常精细的数据可能包含私人信息，可能被第三方滥

用（Tissot，2018）。这就需要制定程序以确保数据隐私。中央银行建立在信任的基础

上，因此，负责任地使用数据制定标准和治理结构很重要（Santor，2021）。 

第四，数据的可靠性问题。例如，来自社交媒体的数据样本可能不具有代表性和可

靠性。经济学家应该进行验证检查和质量控制，以确保信息的准确性和可靠性。 

3.2使用方法问题 

第一，数据整合问题。例如，很难将 AI收集的数据整合成一个全面的信息模型。 

第二，内生风险问题。AI擅长测量外生风险（Danielsson，2020）。内生风险来

自于市场中代理人之间的互动，例如监管者和金融机构。压力时期可能会限制代理人的

行为，造成行为同步，最终出现重大压力事件或金融危机。 

第三，算法偏见问题。算法复制了可能蕴含在数据中的偏见，即数据的收集方式会

影响结论。此外，ML预测会导致对因果效应的有偏估计（Athey，2017）。 

3.3可解释性问题 

第一，不透明和黑箱效应。基于 AI的模型缺乏透明度，它不明确如何以及为什么

会得出某种结论，因为用户看不到节点是如何分析数据的。此外，AI的早期开发者者

发现，复杂的计算有时很难理解。 

第二，虚假的安全感。监管人员对 AI技术的依赖会破坏应急计划和预防性监管措

施，最终会产生虚假的安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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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道德问题 

当 ML分析涉及到当利益相关的代理人时，可能损害其它特定代理人的利益（Prin

ce和 Schwarcz，2020），由此产生代理歧视问题。 

如上所述，大数据和 AI/ML技术在支持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决策过程中发挥着重要

作用，特别是在加强统计信息和完善分析能力、宏观经济分析和预测、监测金融市场指

标以及评估金融风险方面，但同时，在技术的应用过程中也会存在一些潜在的问题。 

 2021-2023年间，“人工智能和货币政策决策 ”项目作为安全金融大数据集群（s

afeFBDC）的一部分，将在不同的、定义明确的案例研究中调查 AI 和 ML 技术在上述一

些领域的应用。该项目目标是在一下两个方面改善欧元区的货币政策决策：（1）改善

货币政策决策的数据基础；（2）使用 AI/ML 方法生成对中央银行和货币政策有价值的

新信息，以调查与宏观分析和预测、金融指标监督和金融稳定风险评估相关的问题。更

广泛地说，这些案例研究还将帮助市场参与者和其他“观察者”更好地理解货币政策制

定的原因和影响。 

 

 

原文链接：https://www.bis.org/publ/work930.htm 

作者单位：国际清算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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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世界格局变化下的中央银行 

作者：Philipp Hartmann，Glenn Schepens  刘睿琦编译 

导读：2020年欧洲中央银行论坛讨论了货币政策战略中的一些关键问题，两名组织

者强调了其中的一些要点，包括全球化是否正在逆转，气候变化的影响，欧洲央行通货

膨胀目标的制定方案，非正式货币政策沟通面临的挑战，如何以具有针对性的货币政策

来应对通货紧缩或通货膨胀陷阱，以及财政政策对于疫情后恢复经济的作用。 

 

1.世界经济的根本性结构变化：“缓慢平衡”与气候变化 

过去几十年来，世界经济的主要结构变化之一是全球化。但是自全球金融危机以来，

随着民粹主义的兴起，关于这一进程是否正在转向“去全球化”的问题就出现了。Pol 

Antras认为，国际贸易和供应链的全球化已经放缓但并未逆转（“缓慢平衡”）。图 1

中显示了在 1980年代中期至 2008年之间经历了非常迅速的“高度全球化”之后，全球

贸易额在全球 GDP中所占的份额大致保持不变。 

 

图 1 

展望未来，Antras 认为，在导致“过度全球化”的三个主要因素中，有两个因素

不可能逆转。首先，新技术将继续促进国际贸易。其次，建立全球供应链的沉没成本高

昂。唯一有可能逆转的因素是多边贸易自由化。在一定程度上，COVID-19大流行所带

来的经济后果是暂时的，因此不太可能成为持久的去全球化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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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san Lund补充说，过去十年中，中国从出口导向转向国内消费并建立国内供应

链，这可以解释全球贸易放缓的大部分原因。 

气候变化可能会推动世界经济结构发生重大变化。图 2表明，气候变化委员会采取

的限制全球变暖的措施（虚线）可以更快地提高碳价。经济学家则偏爱以估算的社会成

本对碳进行定价的方法（实线）。 

 

图 2 

Van der Ploeg（2021）呼吁将制定气候政策的任务委派给一个政治上独立的机构

（“碳中央银行”），以使碳价开始相对较高，然后适度而稳定地增长，并将碳价上涨

带来的收入用于补偿低收入家庭，以及为碳密集型公司提供支持，并且通过气候压力测

试来控制金融稳定的风险。Francois Villeroy de Galhau 建议中央银行研究其政策框

架中是否充分反映了气候风险。Krogstrup认为，财政政策应首先符合成本效益高的碳

转移计划。 

2.中央银行的通货膨胀目标接近名义利率的有效下限 

当今时代，货币政策面临的主要挑战之一是自然利率的持续下降趋势。自然利率的

下行意味着，中央银行的常规利率政策在存在负面冲击的情况下可能无法提供足够的刺

激，因为政策利率无法降低到低于自然利率的程度。 

Klaus Adam 认为，提高通胀目标可能是一个解决方案。他的研究表明，自然利率

的下降也会影响资产价格的波动。Adam 等人开发的新凯恩斯主义模型（2020）表明，

在金融市场具有合理预期的情况下，为了应对政策利率调整空间受限而实行的通胀增长

量是很小的（图 3中的红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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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Argia Sbordone认为，在该模型中，下界约束（ELB）发生率的增加并不意味着最

优货币政策会提高长期通胀目标（Sbordone，2021）。实际上，这类似于美联储 2020

年宣布的平均通胀目标（AIT）。Sbordone认为，这样的政策是可取的，因为当 ELB发

生率降低到永久性通胀时，它面临的风险较低。 

JaldiGalí 基于校准后的新凯恩斯模型，认为自然利率与中央银行的最佳通胀目标

之间表现出负相关关系。虽然对于较高的实际利率而言，将通胀目标设定在 1.5％至 2

％之间是最佳选择，但对于目前较低的利率水平，该目标很容易提高到 3％左右。但是，

对于日益激进的货币政策而言，可以将最佳通胀目标降低至接近 2％。积极的反周期财

政政策规则将在模型中产生类似的影响。JaldiGalí 总结认为，决策者可能不止想选择

这三个选项之一，而是希望同时追求这三个选项。 

Volker Wieland认为，在通货膨胀率极低的时候可以提高欧洲央行的通货膨胀目

标，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两者之间的距离非常大，并且可能难以实现进一步的宽松政策。

因此，预期的政策效果可能不会实现，中央银行的信誉可能会受到削弱。  

此外，由于 Wieland 认为欧元区低通胀的很大一部分是由进口价格变化引起的，而

且 HICP的主要通胀指数不包括上升较快的自住房价格，因此他建议欧洲央行应采用覆

盖更大范围的通胀措施。基于 Wieland的模型，量化宽松政策的不确定性和某些副作用

不能证明快速地实现通货膨胀目标是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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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非正式货币政策的不良沟通 

Vissing Jorgensen 开启了货币政策交流的主题研究。她的主要观点之一是，未

经沟通的独立决策容易陷入囚徒困境，她用博弈论模型说明了这一点。虽然资产价格可

能不会扭曲，但决策机构的政策空间仍将受到限制，因为央行必须考虑市场期望与最终

政策决策之间的重大偏差。 

4.货币政策、风险分配和中央银行独立性 

Lucrezia Reichlin 阐述了包含非常规货币政策，风险与金融稳定性之间关系的货

币政策概念框架。她强调非常规货币政策“一揽子计划”的多面性，它可以控制整个收

益率曲线，并在宏观经济和金融风险之间产生复杂的相互作用。这些政策只有在资产风

险不断攀升的情况下才能有效地支持宏观经济。如果这些资产为生产活动提供资金，则

额外的风险是“良好”的。但是，审慎的政策将需要防止“不良”风险的产生。 

Shin通过强调金融系统中“弹性节点”的重要性来补充这一点，金融系统需要适

应压力情况下急剧增长的货币需求。第一道防线应该是资本雄厚，弹性强的商业银行。

实际上，论坛的几位发言人都证实，银行总体上经受了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对改革进行的

首次重大考验。  

Markus Brunnermeier 提出一项提案，该提案提出了如何使货币政策战略更稳健，

以防止央行陷入高通胀或通缩风险的问题（Brunnermeier，2021）。在 COVID后的经济

复苏中，经济可能会出现低通胀向高通胀的逆转。换句话说，有必要让中央银行“刹车”，

以便能够在低通货膨胀的情况下刺激经济。  

但是，如果在经济低迷时期政府债务过高，中央银行在经济不景气时将无法在不改

变预算的情况下提高利率。同样，如果银行部门不保持其弹性，并且政府不愿或无法对

银行进行资本重组，则中央银行可能会被迫通过货币政策重新分配风险。Brunnermeie

r建议，在重新定位欧洲央行货币政策战略的第二支柱时，应考虑相关的尾部风险。 

5.财政政策在 COVID 后经济恢复中的作用 

Evi Pappa强烈要求实行自由裁量性财政政策。在常规货币政策接近 ELB的情况下，

依赖较高的财政乘数，因为中央银行不会因财政刺激措施导致的通货膨胀预期而收紧货

币政策。与此相应，Christine Lagarde 在论坛上指出，货币政策应尽量减少财政扩张

可能引起的市场利率上升对私人投资的挤出效应。 

根据过去 30年中欧盟的经验，Pappa支持由下一代欧盟复苏计划资助的公共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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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出计划。她的研究表明（表 1），欧洲区域发展基金提供的资金具有相当大的短期影

响，而欧洲社会基金会的资金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产生影响。 

表 1 

 

Vítor Gaspar认为，尽管国家财政支持计划在 2020年将欧元区公共债务增加了约

17个百分点，但当前的主要风险是过早撤回财政支持导致的。此外，他还强调了国际

货币基金组织的研究，即在不确定性较高的时期，财政乘数会提高（图 4）。Gaspar认

为，发生这种情况是因为公众对绿色投资和数字技术投资的支持将促进私营企业的投资

并使其充满信心。 

 

图 4 

Lagarde（2021）指出，在新冠疫情大流行紧急情况下，当利率已经非常低，私人

需求受到约束，经济不确定性水平很高时，由于以下两个原因，财政政策会特别有效。

首先，它可以以比货币政策更有针对性的方式为受影响最大的部门提供支持（Woodfor

d，2020）。其次，由于财政政策决定了欧元区总支出的一半，因此可以帮助协调另一

半支出，打破了私营部门“节俭悖论”的动态平衡，从而也促进了货币政策的传导。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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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言之，正确的政策组合要求财政政策始终处于经济稳定工作的中心。 

 

 

原文链接：https://voxeu.org/article/central-banks-shifting-world-takeaways-ecb-s-s

intra-forum 

作者单位：欧洲经济政策研究中心（CEPR）、欧洲中央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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