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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设计：调数据、模型还是规则?
一个简单的贝叶斯框架及模拟
摘要:政策设计者可以通过调整数据、调整模型或调整政策
规则来实现既定政策目标，但可能忽视未来政策实施时的不确定
性。本文总结了政策设计的主要内容，提出一个定量的贝叶斯分
析框架。以类似 GDP 的模拟数据表明，先验方差小、不调整数据、
稳定政策的方案的贝叶斯预测效果最佳。政策含义上，政策设计
应该基于给定信息集仔细比较调数据、模型、政策规则的不同未
来效果以选取最优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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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数据、模型或政策规则实现既定政策目标是政策设计的
常见方法，这在我国经济政策领域并不少见。譬如季度 GDP 核算
改革（中国信息报，2015）可以视为调整数据以更好地服务宏观
经济决策，财政、货币等经济改革措施可以视为调整政策规则来
促进经济健康发展。各部门在决策时的不同意见可能源自使用了
不同模型对未来进行预测。
这些常见方法也被国外政府、国际组织用来制定政策。美联
储货币政策（Fed 2017）对真实 GDP 的使用、多种预测的均值报
告、资产负债表行动方向的变化反映了对数据、模型、政策规则
的调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于全球金融稳定评估和政策建议
(IMF 2017)对这些方法也有所体现。
本文试图在总结政策设计主要内容基础上提出一个简单的
贝叶斯框架对此进行量化分析，为进一步的学术和应用研究提供
一种新的视角。政策设计已经在学术上被广泛讨论，但多从定性
角度或基于某项具体政策（范英等，2015；Neyer, 2007），从系
统框架内进行分析，尤其是量化一般规律的还不多。实践中的政
策设计者则较少关注其中规律性的内容。
我们选择贝叶斯框架来分析政策设计主要是考虑到贝叶斯
方法的一些特点(Ghosh, Delampady, and Samanta 2006)。贝叶
斯框架可以清晰反映数据调整、模型调整或者政策规则调整的逻
辑，并方便在给定决策者目标基础上从备选的多个政策方案选择
最优的。在复杂决策环境中，贝叶斯框架还能很好地刻画决策者
的信念（先验信息）。当然，非贝叶斯框架也可以捕捉到政策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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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的主要特点。
我们提供了一个近似我国 GDP 增长率的模拟数据，在一些假
想的情景中，先验方差小、不调整数据的稳定政策方案最优。对
实际政策设计的含义而言，设计者应该充分考虑到数据调整、模
型调整、政策规则调整的因素以寻找最优方案。
一、政策设计的基本框架
政策设计有多个理解维度，我们试图从元素、工具和内容等
方面提供一个认识角度。
政策设计中的基础元素是数据。宏观经济政策制定需要面对
GDP、CPI、汇率等数据，行业经济政策依赖于行业的现状数据和
未来预测数据，微观经济政策需要微观经济主体的经营成本、效
益、风险等方面的数据。
有的数据比较确定，有的数据不是那么确定，这和数据编制
的时间、制度等一系列因素有关。GDP、CPI 等宏观数据编制时
间长、制度完善，可靠性高；大多数上市公司财务报表中微观数
据由于遵守严格规定可靠性也比较高。但一项新政策刚实施后的
短期评估数据则由于统计制度不完善、统计遗漏等原因而需要小
心对待，一些调查数据和个体经济披露数据可能由于工作失误、
缺乏足够的监督等因素和实际情况相去甚远。
政策设计的主要工具是模型，即采用一定的方法对现有数据
后进行加工并预测未来走势。给定当季或当年 GDP 增长率，一个
简单的模型是预测未来 GDP 增长率固定在现在水平或加上一个
随机扰动项，还可以考虑更多其他因素发展复杂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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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的政策设计中对未来数据的预测采取“拍脑袋”或“上
级”决定的模式也可以视为一种模型。这至少可以从两方面理解：
一方面，这种模型的非线性程度非常高，而且有很多的因变量；
另一方面，这种预测方法表现出外生预测特征，适合用外生预测
模型刻画。给定政策设计者相关的足够多维度信息，“拍脑袋”
或“上级”决定的方式应该也是有规律可循、可模型化。
政策设计的主要内容是基于数据和模型制定目标及实现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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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的政策规则 。一个可设想的目标是 GDP 增长率和 CPI 平稳运
行在可控区域，可以表示为 GDP 增长率和目标增长率绝对偏差、
CPI 和目标 CPI 绝对偏差的加权平均。实现这个政策目标的规则
可能包括不同的货币政策规则：利率设定的泰勒规则、货币供应
量增长规则等等。
实际的政策规则可能更多地表现出相机抉择的特点。这可从
以下几个方面理解：第一，政策制定者面临的数据和公众面临的
数据不一样；第二，政策制定者使用的模型和公众理解的不一样；
第三，政策制定者的实际政策目标和公众的理解不相同。给出政
策制定者使用的所有数据、模型、目标，相机抉择的政策规则可
能也比较好理解。
政策设计方案的选择通常和其预估效果密切相关。不同的政
策方案实施之后的事后效果不一样，它们在事前的效果预估也通
常不一样。当两个或两个以上方案呈现在面前时，政策制定者一
1

一个政策规则可以对应多个政策行动，即按照某个政策规则实施多项具体的政
策方案。因此，更详细的分析是同时制定政策规则和政策行动。假设一个政策规
则对应一个政策行动可以简化分析、让政策设计的机制更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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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基于其信息集从中选择至少在当时看起来预估效果最优的。
二、政策设计的基本方法
给定政策目标，不同的方法可以设计出不同的政策方案。总
体上，可以通过调整数据、模型、政策规则设计出不同预估效果
的政策方案。
如果是真实的，数据不应该被调整。真实数据是对客观情况
的记录，调整真实数据可能使政策的基石偏离事实，从而产生较
大的误差而不能实现既定的政策目标，还可能造成较大负面效
果。
但数据由于可能存在测量误差（measurement error）等原
因而需要调整。宏观数据的原始 GDP 中季节性因素可能掩盖了
GDP 的长期趋势，行业基础数据中微观经济个体的采样误差甚至
由于四舍五入也可能导致最终数据产生一定偏差。
数据调整方法不同使设计者面临的基础元素不同从而可能
设计各种各样的政策方案。对原始季节 GDP 分别采用 X12-ARIMA
和 TRAMO/SEATS 方法调整的结果相差不大，但还存在一些差异
(Franses et al. 2005)；对微观经济主体数据采样误差做出不
同假设可能导致最终调整的数据有所区别。
调整模型对政策设计是必要的，也是常用的调整政策方案的
方法。模型通常在对数据估计或校准基础上对未来数据进行预
测。由于估计或校准的设定、效果评价标准不一样，通常很难找
到在各个指标、不同样本区间都最好的模型。
调整模型的主要方法有改变模型设定、调整参数等。模型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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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方式多，可以从中选择相对比较符合要求的一种。对于设定为
线性的模型，如果模拟或预测效果不佳，可以尝试将其改变为非
线性形式；对于随机扰动相互独立的设定，随机扰动相关的模型
可能会提高估计或预测精度。调整参数对估计或预测也很重要。
如果把某个参数限制在特定区间可能导致估计不可行，尝试扩展
该参数的约束区间也许是一种解决办法；如果计算中需要对一个
负参数开根号，在有的计算机代码中可能需要转变形式才能计算
出想要的结果。
调整政策规则以实现政策目标是政策设计的主要内容，直接
关系到政策方案的效果，通常包括微调和大调两种方法。微调是
对某项既定政策规则进行小幅度的调整，譬如将货币政策泰勒规
则中通货膨胀率的反应系数调高或降低 1%。大调是对某项既定
政策规则的相关参数调整比较大，或者从多项既定政策规则中选
择不同于目前政策规则的一项，譬如将货币政策规则由泰勒规则
改为货币供应量增长规则。
调整政策规则主要是为了实现给定的政策目标。如果政策目
标比较宏大并且政策规则的效果不是很明显，那么需要对政策规
则进行大调；如果政策目标比较小并且政策规则的效果比较明
显，对政策规则进行微调可能就满足政策制定者的要求。
三、政策设计的一个简单贝叶斯框架
上述的政策设计框架和主要方法可以在一个简单的贝叶斯
框架内讨论。为了简化说明，我们假设决策变量为单变量。
假设真实数据为 ，但观测到或汇报的数据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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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为随机误差或测量误差并与 相互独立。假设使用的模型有
，每个模型的参数集为
分布的密度函数

、

。对于模型 ，先验

和先验似然函数

给定。

基于模型 和观测数据 ，按照贝叶斯法则，关于参数

的后验

2

分布密度函数为

对密度函数

做出合适假设后，模型 中给定 条件下

关于 的预测概率密度为
给定模型 和参数集

。
，有 个政策规则，政策效果为函数

。所有模型的政策目标相同，为

。政策设计

3

的评价指标为政策效果和政策目标的偏离程度 ，由给定数据 条
件下的偏离值函数的事后预期表示。通常，我们考虑如下的事后
预期：

在政策设计中，最优政策方案一般为上述的事后预期的偏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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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最小的那个方案 。
四、模拟分析
一个简单的模拟案例有助于理解上述的政策设计框架和方
法。和前面的设定一样，假设有 个观测数据
2

。每个观测数

如果参数有多个，关于 的积分是多元积分。
也可以考虑别的评价指标。
4
此外，如果
（一个模型只对应一个参数集、一个政策规则），则另一种
政策方案的选择标准可以采用最大事后概率，即选择第 个方案使得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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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可能存在测量误差，假设

，其中 为相互独立的真实

数据、 为相互独立且与真实数据相互独立。给定参数 ， 服从
均值为 、方差 0.25%的正态分布。 的先验分布是均值为 0.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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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差为 0.25%的正态分布 。
假设考虑如下 4 个模型

进行贝叶斯分析：模型

关于 先验的方差较小，为 0.01%；模型
大，为 0.09%。此外，模型

关于 先验的方差较

不考虑测量误差，

；模型

考虑测量误差，假设 为标准正态分布的随机变量。因此，在贝
叶斯分析中，模型

不调整数据，模型

调整数据。各模型

之间的比较是模型的调整。
假设变量未来的真实值

相互独立同分布（与先验分布

相同）且与已有观测值 相互独立，那么 维列向量
布 为 多 元 正 态 分 布

的分

， 其 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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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参数由脚注 给出。
政策规则（或政策行动）为在未来第 期实施
考虑两种政策：

（稳定政策）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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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政策 。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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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激政策） 。假设

实际分析中， 先验分布中的参数可采用经验贝叶斯（Empirical Bayes）或分
层贝叶斯（Hierarchical Bayes）方法估计(Berger (1985) 第 4.5、4.6 节)。
6
令 表示 维元素为 1 的列向量， 表示
的单位矩阵， 为
组成的 维
列向量, 为
组成的 维列向量，为
组成的 维列向量。由 Gelman et al.
(2014) 第 2.5 节，如果先验信息是
、
、
且
为已知常数，那么 的事后分布分布为
, 的
5

事后预测密度为
，其中
、
。
7
(
)可以理解为刺激（抑制） ，
可以理解为稳定 。如果把 当
作经济增长率会更容易理解。
8
就本文的模拟环境而言，稳定政策显然优于刺激政策。这只是从模拟的角度展
示一个应用，不具有普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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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效果函数为

，目标函数为

，

为

常数，设定为 0.065。给定 对未来 期政策效果偏离平方的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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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

我们在计算机中生成 10 年（即

）的季度模拟数据近似

我国过去经济的运行。基于 Chang et al. (2015) 和 Higgi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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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Zha (2015) 编制的 2006 年至 2015 年的季度实际 GDP 几何
增长率的均值和方差，我们在 R(R Core Team 2017) 语言中用
set.seed(1)设定随机种子，用 rnorm 函数产生 40 个伪随机数。
我们把这些伪随机数视为观测数据

。表 1 列出了不同情境

下的政策方案的比较。
表1
模型

各政策方案的模拟效果比较

u

政策规则

期限(1 年)

期限(5 年)

期限(10 年)

1

0

稳定政策

26.08*

0.76*

0.71*

1

0

刺激政策

33.17

2.53

2.47

1

稳定政策

34.85

8.92

8.87

1

刺激政策

38.33

6.96

6.9

9

0

稳定政策

33.56

8.04

7.99

9

0

刺激政策

45.07

14.19

14.13

9

稳定政策

41.44

7.84

7.77

9

刺激政策

46.58

5.92

5.85

注：表 1 中各数字都扩大了 10000 倍。'*'表示该政策方案的效果偏离值在
所有方案中最小。

表 1 显示，先验方差小、不调整数据、稳定政策的方案在所
9

在通常的贝叶斯分析中，对未来的预期通常没有显示解，需要采用数值方法计
算。
10
可在美国亚特兰大联储网站
https://www.frbatlanta.org/cqer/research/china-macroeconomy.aspx 下载。Chang et
al. (2015) 和 Higgins and Zha (2015) 编制的数据基础是我国国家统计局等部门
公布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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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的各方案中表现最佳。在表中，'期限(1 年)'、'期限(5 年)'、
'期限(10 年)'各列分别表示未来 1 年、5 年、10 年的政策效果
对政策目标偏离值平方的预期（以下称“偏离值”
）。在短期（1
年），先验方差小、不调整数据、稳定政策的方案的偏离值为
26.08，比所有其他方案的偏离值都小，比其他所有方案的平均
偏离值（39）低 33.13 个百分点。在中期（5 年）和长期（10 年），
先验方差小、
不调整数据、稳定政策的方案的偏离值分别为 0.76、
0.71，远低于其他方案。
五、结论及政策含义
本文总结了政策设计的主要内容和方法，提出一个定量的贝
叶斯分析框架，并给出近似 GDP 增长率的模拟数据案例。在模拟
分析中，先验方差小、不调整数据、稳定政策的预期效果最好，
这在中期、长期更加明显。
本文的探讨对政策设计的理论和实务有一定参考作用：
一是本文的模拟案例为将贝叶斯分析框架应用于具体的政
策设计提供了一个参考。在此基础上的适当修改可以用于实际的
政策设计或者政策制定者和公众的交流。
二是本文的模拟案例表明政策设计者应该在调整数据、调整
模型、调整政策规则之间小心选择。给定其他的参数设置，调整
数据、稳定政策的效果最佳，也可能是调整数据、刺激政策的效
果最佳。政策设计者应该尽可能地将模拟情景逼近现实，同时可
能还需要做好说服其他相关各方相信模拟情景合适性的准备。
三是尽管本文的模拟案例比较特殊，但我们提出的贝叶斯分
9

析框架具有广泛适用性，可以捕捉复杂数据分布程度、决策者信
念等现实特征。实际的应用还需要依靠一些复杂的计算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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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icy Design: Adjustment on Data, Model or Rules?
A Simple Bayesian Framework and Simulation

Abstract: Policy designer adjust data, model or policy rule to achieve
some policy object, but may consider too little about uncertainties in
implementation in future. We summarize the major contents of policy
design and provide a Bayesian framkework for analysing it. We show it is
optimal for a policy not adjusting data with small prior variance and
stabilizing rule in a simulation case resemblying GDP growth. The
implication is that it should be careful to design optimal policy among
options of adjustment of data, model, and policy rules.
Key words: Policy Design; Bayesian Analysis; Simulation Analysis

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