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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新闻大数据与机器学习的中国银行业

系统性风险度量与预警机制研究 

范小云  王业东  王道平   

摘要：本文基于新闻共现和隐马尔可夫模型（HMM）创新性地提出了一套银行业系统

性风险度量及预警机制。数据来源于 33 家知名报纸在 2000 年 1 月~2019 年 3 月期间发布的

总共323.6万条新闻，采用文本挖掘中的共现分析方法从新闻中测度系统性风险，结果发现：

全球金融危机前后，银行间关联由“大而少”向“小而多”转变；在金融危机和“钱荒”期间，网

络密度和信息中心度明显上升；基于力导向布局构建的可视化网络在 2007 年和 2008 年节

点变大、连接紧凑，反映了在该阶段银行系统重要性普遍提高、关联明显增强。将信息中心

度作为系统性风险指标，本文还基于 HMM 进行了风险识别和预测。HMM 将风险归结为快

速上升、快速下降、缓慢上升、缓慢下降和转折点 5 个状态；从有监督和无监督两方面定量

预测风险大小，发现 HMM 能够准确地预测未来 1 个月的风险值，较为准确地预测未来 1 年

内的风险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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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measurement and early warning 

mechanism of systemic risk in China's banking industry 

based on news big data and machine learning 

Fan Xiaoyun   Wang Yedong   Wang Daoping 

Abstract：Based on news co-occurrence and Hidden Markov Model (HMM), this paper 

innovatively proposes a set of systemic risk measurement and warning mechanism for banking 

industry. The data in this paper come from all the 3.236 million news published by 33 well-known 

newspapers from January 2000 to March 2019. The co-occurrence analysis method in text mining 

is used to measure the systemic risk. The results show that: before and after the financial crisis, the 

inter-bank correlation has changed from "big but few" to "small and many"; during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and "money shortage", network density and information centrality have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the linkages of the banking network based on force-directed layout become larger and 

more compact in 2007 and 2008, reflecting the increase in the importance of the banking system 

and the banking interconnection. Taking the information centrality as a systematic risk indicator, 

this paper identifies the risk status and predicts the risk level based on HMM. The risk has 5 states: 

rapid rise, rapid decline, slow rise, slow decline and turning point. The future risk of the banking 

industry is predicted from the two aspects of supervision and without supervision. The test shows 

that the HMM can accurately predict the risk level for the next month and less accurately for the 

next y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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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新闻大数据与机器学习的中国银行业

系统性风险度量与预警机制研究 

范小云  王业东  王道平   

摘要：本文基于新闻共现和隐马尔可夫模型（HMM）创新性地提出了一套银行业系统

性风险度量及预警机制。数据来源于 33 家知名报纸在 2000 年 1 月~2019 年 3 月期间发布的

总共323.6万条新闻，采用文本挖掘中的共现分析方法从新闻中测度系统性风险，结果发现：

全球金融危机前后，银行间关联由“大而少”向“小而多”转变；在金融危机和“钱荒”期间，网

络密度和信息中心度明显上升；基于力导向布局构建的可视化网络在 2007 年和 2008 年节

点变大、连接紧凑，反映了在该阶段银行系统重要性普遍提高、关联明显增强。将信息中心

度作为系统性风险指标，本文还基于 HMM 进行了风险识别和预测。HMM 将风险归结为快

速上升、快速下降、缓慢上升、缓慢下降和转折点 5 个状态；从有监督和无监督两方面定量

预测风险大小，发现 HMM 能够准确地预测未来 1 个月的风险值，较为准确地预测未来 1 年

内的风险值。 

关键词：新闻共现  系统性风险  隐马尔可夫模型  大数据分析  机器学习 

一、引言 

2007 年-2009 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发展产生了严重的影响和破坏，时至今

日，金融风险余波仍未平息。如果说房地产行业的风险暴露是这次危机的导火索，那么金融

机构间的过度关联则起着催化剂的作用。金融机构间的过度关联会加剧风险传染，导致系统

性金融风险的发生（方意，2016；陶玲、朱迎，2016；宫晓琳等，2019）。为了防范和化解

金融风险，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应当加强宏观审监管，不仅要实时地监测系

统性风险，更重要的是未雨绸缪，把握风险演进趋势，建立风险预警体系。 

银行间关联度过高时，某个不确定性事件的发生很容易通过传染效应迅速演变成系统性

危机。因此，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风险的关键在于监测可能的风险传染渠道。从银行关联的角

度来看，关于银行系统性风险研究主要有以下两类： 

（1）基于资产负债敞口、支付流等数据。Cont 和 Moussa（2010）基于银行间负债关系

建立了巴西网络结构图，当银行间存在借贷关系时，银行之间用边连接，表示金融机构之间

的风险敞口。尽管在理想状况下，应该通过直接、真实的联系来评估银行关联，但银行间借

贷数据大多不会公开披露。一种替代数据来自于银行间支付系统，如 Soramäki 等（2007）

研究了商业银行间通过联邦资金服务进行的银行间支付业务的网络拓扑结构，但这类数据同

样只对少数监管机构开放。尽管有文献提出可以采用最大熵等方法估计银行间借贷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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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strulli，2011；范小云等，2012），但同时也说明了这类方法的明显缺点，即银行间实际

拆借、支付数据可得性较低。除此之外，来自单个市场的数据侧重于银行的某种商业模式（存

款、投资等），其反映的银行间关联也并不全面。 

（2）基于市场数据（如股票价格、信用违约掉期息差和债券息差）的联动效应（co-

movements）。Patro 等（2013）计算了 1988 年至 2008 年 22 家金融机构日股票收益率的两两

相关系数作为系统性风险指标，发现相关性的峰值与系统性事件发生的时间节点吻合，证明

日股票收益相关性是一个简单、稳健、前瞻性和及时的系统性风险指标。Markose 等（2012）

借助美国信用违约互换市场数据构建了银行网络，发现少数网络中心性和连通性方面占主导

地位的金融机构导致了“太关联而不能倒”现象。杨子晖等（2018）选取了日度收益率、市值

数据以及季度资产负债表数据对我国 A 股 56 家上市金融机构和房地产公司的系统性金融风

险进行了研究。陈湘鹏等（2019）基于市场数据对常用的系统性金融风险指标进行了对比与

中国金融系统适用性分析。市场数据可得性较好，而且还能捕捉到除了实际关联外的间接传

染渠道，但需假定资产价格正确地反映了有关银行风险敞口和相互关联的信息。然而，事实

一再表明，证券市场在反映企业信息方面并不总是有效的（Malkiel，2003）。 

近年来，随着金融科技的发展，另类数据成为金融问题研究的一个重要手段。不同于资

产负债、银行用户借贷、股票交易等传统意义上的金融数据，另类数据是典型的“大”数据—

—体量大、流动速度大、数据种类多。另类数据主要为新闻数据、社交媒体数据等开放的非

结构化数据，可以从不同的视角洞察市场状态，提高评估和预测的准确性，已成为金融监管

的一个重要视角。如何从另类数据中有效地提取有意义的信息成为研究的热点。许多学者采

用新闻语料研究金融问题，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Fisher 等（2017）基于《华尔街日报》和

《纽约时报》中不同种类宏观经济词汇出现的次数来测量媒体注意。Manela和Moreira（2017）

利用1890-2009年间华尔街日报的新闻构造的新闻隐含波动率指数（News Implied Volatility），

为理解波动率提供了新渠道。Baker 等（2016）等选取和经济、政策、不确定三个类别相关

的一些词语，通过统计同时包含这些词语的新闻的比例，构建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

（Economic Policy Uncertainty，EPU）指数，并使用《南华早报》计算中国的经济政策不确

定性。但是，《南华早报》更多反映了香港的经济状况，且仅采用一份报纸使得最终指数的

波动性较大。Yun 和 Paul（2018）使用了 10 份大陆报纸，重新建构了中国经济政策不确定

指数。 

本文基于文本挖掘中“共现分析(Co-occurrence Analysis)”方法，将共现次数作为衡量银

行间关联强度的指标，首次提出基于新闻文本共现性研究中国银行业系统性风险。共现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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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核心思想是以不同关键词在同一语料中共同出现的频次表征这些关键词之间的联系强度，

已经在众多研究领域的知识发现中发挥了重要作用（Özgür et al., 2008; Wren et al., 2004）。在

金融问题研究中，共现分析常用于从新闻文章中识别公司关系。Ma 等（2011）利用新闻中

公司名称的共现引用建立了一个公司间网络，并从网络属性推断出竞争关系。Bao 等（2008）

根据搜索引擎共现返回的结果对竞争对手进行了识别和排名。Tang 等（2019） 研究了新闻

共现与股票收益率的关系，发现不同企业在同一篇新闻报道中的同时出现在很大程度上可以

用经济联系来解释。同一行业经营、有类似客户-供应关系或总部在同一地点的公司股票更

有可能在同一篇新闻文章中出现。Yaros 和 Imieliński（2014）认为，同一篇新闻文章中提到

的一组公司更有可能是具有相关性。将新闻共现作为确定公司关系的一种手段，发现经常一

起提及的公司在股票收益上具有更高的相关性。朱恩伟等（2019）提出基于新闻文本共现性

衡量银企关系强度，以百度新闻作为语料来源，相比多数传统方法，该指标能够更为全面地

反映银行和企业间的业务和非业务联系，并在数据可获得性上也具备优势。Samuel 和 Peter

（2015）使用路透社在线新闻中银行共现次数构建了欧洲银行共现网络。对于银行业系统性

风险而言，如果在某个横截面时刻两家银行在新闻中具有较高的共现频率，那么可以认为这

两家银行具有较高的关联性，风险更有可能在这两家银行间传染。对于中国银行业来说，由

于大部分银行上市时间较晚，市场数据时间跨度较短，而新闻数据时间跨度较长，有利于从

更长历史数据范围内发现规律。与已有的基于新闻的研究相比，本文的新闻语料来源更加丰

富，共有 33 家国内知名财经类和综合类报纸，基本包含了知网上收录的所有较大的经济类

和金融类报纸。 

金融危机事件在事后回溯时会发现，危机发生之前市场会有征兆，或者说某些指标会明

显发生异常。然而，身处其中的投资者或者监管机构很难察觉，直至危险发生时已挽救不及。

因此，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需要识别风险水平，预测风险演化趋势，以防患于未然。

遗憾的是，传统方法侧重于对风险水平的测度，尽管一些学者提出了一些前瞻性预警指标，

但如何定量地预测风险水平仍是一个挑战。李政等（2019）等构建的上行∆CoES 具有 1 个月

~4 个月的预测能力；唐文进和苏帆（2017）提出的跳跃未定权益分析模型能更好地刻画极

端金融事件的风险激增特征, 并可比传统研究提前大约 3~6 个月预警银行业系统性风险；何

青等（2017）基于实体经济视角构建的系统性风险指数对实体经济变动也具有一定的预测能

力。这些研究往往是通过观察风险指标在极端金融事件发生前的表现，如果有明显的上扬或

者下跌则认为是发出了预警信号。这种预警无疑是比较“粗糙”的。它不能确定当前风险与

历史上的危机相比处于什么阶段，不能确定未来风险数值的具体大小，也无法得知按照当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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趋势风险何时会演变成危机。如果以此作为系统性风险预警信号，将会把许多正常的风险波

动视为危机事件，致使监管机构决策失误。 

中国人民银行在 2019 年 8 月份印发的《金融科技（FinTech）发展规划（2019-2021 年）》

指出，“运用金融科技提升跨市场、跨业态、跨区域金融风险的识别、预警和处置能力，加

强网络安全风险管控和金融信息保护，做好新技术应用风险防范，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

融风险的底线。”机器学习算法为风险识别与预测提供了新的解决思路。为了提高系统性风

险水平的预测能力，本文创新性地提出采用隐马尔可夫模型预测系统性风险。隐马尔可夫模

型（Hidden Markov Model，HMM）是马尔科夫链的一种，主要用于时间序列的预测问题。

HMM 模型包括状态序列和观测序列，状态序列不能直接观察到，但可以通过观测序列进行

推测。在金融学领域，HMM 常常被用来预测股票价格（Liu 等，2012；Badge，2012；Nguyet 

Nguyen，2018；Liu and Wang，2017）。通过观测股票市场我们只能得到当日价格、成交量等

信息，无法知道当前股市处于什么状态（牛市、熊市、震荡、反弹等）。在这种情况下，股

市有两个序列——可观察到的序列（价格、成交量状态等）和隐藏状态序列（股市状况）。

HMM 可以根据股市价格、成交量等观测序列，基于马尔科夫假设来预测股市状况。由于股

票市场的非线性特性，HMM 在预测和交易股票方面优于传统方法。为了防范和化解系统性

金融风险，我们需要知道当前银行风险处于什么水平，状态是上升还是下降，未来一段时间

内风险会达到什么水平。风险状态是隐藏序列，但是通过新闻共现分析得到的关联度指标是

可观测序列。基于以上两个序列，借助 HMM 模型，本文可实现对系统性风险的定量识别和

预测。HMM 模型预测风险的原理在于经济活动通过金融体系的传导会呈现出周期性变化。

金融危机史表明，每一轮影响深远的金融危机都伴随着金融周期走向谷底（朱太辉和黄海晶，

2019；马勇等，2017）。系统性风险积累也是一个循环往复的经济现象。投资者或者监管者

对风险的判断会受到主观、经验、心理等各种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而 HMM 模型可以从历

史数据中寻找与当前风险状况最接近的时期，从而对当前风险状况及未来风险走势做出客观

判断。 

本文主要创新与贡献如下：（1）充分借助大数据、文本分析和机器学习方法，构建了测

度银行关联强度的指标，该指标能够较好地反映银行业危机事件，基于该指标提出了银行业

系统性风险预警机制。（2）数据来源全面丰富。考虑了知网上收录的国内 33 家知名综合类

和财经类报纸，基本涵盖了国内所有报道银行业事件较多的报纸，采用爬虫技术抓取了这些

报纸 2000 年 1 月~2019 年 3 月的所有新闻，从而能够充分全面地反映银行关联，使得构建

的指标具有较高的稳定性和可信性。（3）风险度量与监测方法新颖。方法新颖体现在两个“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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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一是基于银行在新闻报道中的共现次数来测度银行关联，并首次应用于系统性风险研

究；二是首次采用机器学习方法中的隐马尔可夫模型来识别银行业风险状态，定量预测未来

风险水平，且通过样本外检验证明了本文方法的有效性。（4）采用力导向布局方法构建了银

行间关联网络，能够清晰地描述银行间关联细节，并基于网络拓扑分析指标对银行网络特征

进行了定量分析。本研究填补了国内系统性风险研究在应用另类数据方面的空白，丰富了测

度和预测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手段和途径。本文研究成果有助于提前发现危机事件征兆，对关

联度高的银行和系统重要银行重点监管，从而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               

本文结构安排如下：第二节介绍利用新闻共现进行银行关联网络分析的流程与方法；第

三节提出基于 HMM 模型的风险状态识别与风险水平预测方法；第四节为新闻共现结果与

分析；第五节提出了银行业系统性风险预警机制；第六节对全文进行总结。 

二、新闻共现分析 

银行间关联关系可以表现为银行之间合作频率的高低，或者双方非业务联系的多寡，这

两种联系都是传递软信息的渠道，都可能以事件的形式反映在新闻报道中（朱恩伟等，2019）。

例如，讨论一家银行业绩的新闻更有可能提到它的业务伙伴或竞争对手，而不是其他没有经

济关联的机构。因此，本文提出采用共现分析方法测度银行间关联强弱。共现分析的核心思

想是，以不同关键词在同一语料中共同出现的频次来表征这些关键词之间的联系强度。具体

到银行间关系，两家银行在一定时期内新闻报道中的共现频次反映了两者在新闻中的联系强

度。共现频次越高，说明两者更多地共同参与事件，更可能具有相关性。因此，新闻共现可

以有效地衡量银行间关联强度。与传统的银行间关联度量方法相比，该方法具有三个优势：

数据来源于报刊新闻，表述相对客观，可信度高；新闻共现情况同时包含了银行间的业务和

非业务联系，因此能够更为全面地测度银行间关系；完全依赖于公开的媒体信息，不需要银

行内部资料等保密性较高的信息，频率高，更新及时，显著提高了数据的可获得性，有助于

动态监测银行间关系。 

（一）数据说明 

机器学习方法需要规模足够大的训练集，以保证模型训练效果。对于 HMM 模型，则需

要足够长的时间序列。由于各家报纸收录进知网的起始时间有差别，为包含尽量大的报纸数

量和尽量长的时间跨度，本文选取样本时间跨度为 2000 年 1 月~2019 年 3 月。新闻语料来

源的选取采用以下方案：在中国知网中选择文献来源为报纸，“分类目录”选择“经济与管理

科学”下的可能与银行风险相关的类别，包括“宏观经济管理与可持续发展”、“经济体制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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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统计”、“贸易经济”、“财政与税收”、“金融”、“证券”、“保险”和“投资”。在检索到的报

纸中，考虑报纸的历史跨度与规模，最终挑选得到 33 家国内知名财经类和综合类报纸。对

于每家报纸，利用 Python 网络爬虫技术将每条新闻标题、内容、日期等关键信息抓取下来，

构建新闻语料库，得到新闻总条数为 323.6 万。图 1 是报纸名称以及各报纸新闻条数占总条

数的比例。 

本文选取4家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和11家上市时间较早的股份制商业银行作为分析对象，

包括：工商银行、建设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招商银行、兴业银行、浦发

银行、中信银行、民生银行、光大银行、平安银行、华夏银行、北京银行和南京银行。这些

银行体量较大，近年来常作为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稳定报告》压力测试部分包含的银行，对

中国金融系统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在新闻报道中，同一银行可以用多个符号表示，如“工

商银行”、“工行”指的都是工商银行，在统计共现频次时，也应考虑这些名称表述。 

 

图 1  报纸名称及新闻条数比例 

（二）共现分析策略 

为了提取共现关系，需要浏览全部新闻，寻找出现的银行名称。人工浏览会耗费大量的

时间，且准确率较低。本文利用 Python 语言采用正则表达式法从文本中匹配银行名称。正

则表达式描述了一种字符串匹配的模式，可以用来检查一段文本中是否含有某个子字符串，

并从某个文本中提取出符合某个条件的子字符串。每个银行被指定为一组正则表达式，可以

表征该银行名称及常见的命名变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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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现关系由在同一上下文中出现的两个不同银行名称组成。根据 Rönnqvist 和 Sarlin

（2015）的研究，我们将上下文的范围定义为文本中一个 200 个汉字的滑动窗口。窗口的范

围太大会增加噪声，提取出的共现关系不太可能表示有意义的联系；范围太小则会遗漏一些

有意义的联系。按照如下过程检查一段上下文中是否存在共现关系。扫描上下文，查找和正

则表达式相匹配的子字符串，并将该匹配模式与其对应的银行一起作为一次“银行出现”，用

r 表示。包含两个或多个银行的上下文生成一个或多个成对的共现关系。对于一段上下文 c，

定义共现关系𝑅𝑐如下： 

𝑅𝑐 = {𝑟|𝑟 ∈ 𝑀𝑐 × 𝑀𝑐  ⋀ 𝑟1 < 𝑟2}      （1） 

𝑀𝑐代表匹配到的银行名称的集合，𝑟1 < 𝑟2是指两个银行名称按顺序出现，避免重复计

数。 

将一段时间内的共现关系进行汇总 (本文计算月度共现关系)，作为银行网络中两两银

行之间连接的权重。这些连接构成一系列横截面网络，使得提取的关系可以用分析复杂网络

的方法来研究。在网络中，银行形成节点，聚合的共现关系形成边。 

（三）网络分析 

1.网络密度（Network Density） 

网络密度可用于刻画网络中节点间相互连接的密集程度，一般定义为网络中实际存在的

边数与可容纳的边数上限的比值。由于银行网络是加权网络，仅仅考虑边数不能反映网络的

全部密度信息。因此本文定义加权网络密度如下： 

𝑑 =
2 ∑ 𝑤𝑖

𝑚
𝑖=1

𝑛(𝑛−1)
        （2） 

n 为节点数量，m 是边的数量，𝜔𝑖为边权重。密度越大，说明边权重越大，即银行共现

频次越高。 

2.中心性（Centrality） 

中心性是网络分析中常用的一个概念，用以描述网络某个节点在网络中处于核心地位的

程度。中心性测度是网络分析的一个重要工具。在社会网络中，了解节点的相对结构重要性

对于识别网络中的关键元素非常重要。 

在网络分析中，一种简单的中心度测量方法是度中心度（Degree Centrality），顾名思义

就是一个点与其他点直接连接的总和。除此之外，最常用的度量方法是邻近中心度（Closeness 

Centrality）。它基于这样一种假设，即信息是沿着最短路径传输的。邻近中心度计算的是一

个点到其他所有点的距离的总和，这个总和越小就说明这个点到其他所有点的路径越短，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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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说明这个点距离其他所有点越近，邻近中心度就越大。节点 u 的邻近中心度定义为： 

𝐶(𝑢) =
𝑛−1

∑ 𝑑(𝑣,𝑢)𝑛−1
𝑣=1

        （3） 

𝑑(𝑣, 𝑢)是 v 和 u 之间的最短路径，n 是与 u 相连的节点的数量。 

基于最短路径的度量方法的一个明显缺点是它们没有考虑沿着非最短路径传播。因此，

研究者提出了基于网络流的接近中心度测量方法——信息中心度（Information Centrality）。

信息中心性被定义为从图中移除某个定点及连接它的边之后，引起该图效率的相对衰退。该

指标并不只考虑一对节点之间最短路径，而是考虑了无向网络的所有路径，并根据它们包含

的信息对它们进行加权。路径中的信息是路径长度的倒数。节点 u 的信息中心度定义为： 

𝐼(𝑢) =
𝑛

∑ 𝑃𝑢𝑣(𝑢)−𝑃𝑢𝑣(𝑣)𝑣≠𝑢
       （4） 

n 为节点数量，𝑝𝑢𝑣(𝑢) − 𝑝𝑢𝑣(𝑣)可理解为 u 和 v 之间的距离（Ulrik 和 Daniel，2005）。 

3.可视化分析（Visual Analysis） 

网络的定量分析有助于理解网络整体特性，能够以精确和可比较的方式呈现网络的特点，

但是通常都缺乏对细节的描述。而网络可视化分析支持对网络结构和组成部分的详细分析，

可以对全局和局部连接提供有效的概览和探索。可视化分析最大的特点在于交互能力，将用

户和数据模型之间紧密集成，实现用户对数据的分析和推理。 

力导向布局（Force-directed Layouting）算法常用于网络节点的空间化布局，该布局中节

点间的距离与节点间的连接强度成反比，基于此可以探索节点关系，发现紧密连接区域。在

银行共现网络中，力导向布局为数据集的横截面提供了良好的可视化效果，对共现关系进行

更严格的过滤将生成更稀疏、更整洁的网络。我们使用 D3-force 算法（Bostock et al., 2011）

进行实现力导向布局。 

通过一系列可视化的横截面网络，可以探究银行网络的动态演变。用户交互起着至关重

要的作用，不仅能够在时间维度上进行探索，还可以与定位算法交互，让用户更直接地理解

数据中的结构和细节。交互可以让用户拖动节点来重新定位，而力定向布局能从大量解决方

案中找到局部最优定位。 

三、基于 HMM 模型的风险状态识别与风险水平预测 

（一） HMM 模型基本原理 

HMM 模型是一种用来描述含有隐含未知参数的马尔科夫过程的统计模型。马尔科夫过

程中的每个状态的转移只依赖于之前的 n 个状态。与马尔科夫过程相比，隐马尔可夫过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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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不能被直接观察到，但是能通过观测向量序列观察到，每个观测向量是由一个具有相应

概率密度分布的状态序列产生。HMM 模型已成为分析非平稳系统的有力工具，其擅长解决

的问题具有以下特征： 

（1）问题是基于时间序列的； 

（2）问题中有两类数据：一类是可观测到的，即观测序列；另一类数据是不能观测到

的，即隐藏状态序列。 

HMM 的基本思想是观察结果的可能性取决于系统的状态，而这些状态对于观察者来说

是“隐藏”的。从一种状态到另一种状态的转变是一个马尔可夫过程，即下一个状态只依赖于

当前状态。HMM 的状态是离散的，而观测值可以是离散的，也可以是连续的。银行系统性

风险演进可以看作是一个隐马尔可夫过程，监管者只能看到风险指标的大小，而驱动风险变

化的背后状态（风险上升、风险下降等）是未知的。状态转移可以用状态转移概率矩阵表示。 

银行风险是一个非平稳系统，其观测本质上是连续的。𝑂𝑡为观测向量，𝑆𝑡为状态，图 2

表示一个隐马尔可夫过程。 

St-1 St St+1

Ot-1 Ot Ot+1

 

图 2  隐马尔可夫过程 

假设观测值服从多元高斯分布，定义如下概念： 

（1）观测值数量：T； 

（2）加权期数：K，表示寻找最匹配历史数据时要回溯的期数； 

（3）状态数量：𝑁(𝑆𝑡 =  𝑆1, 𝑆2, ⋯ , 𝑆𝑁)； 

（4）观测序列：O； 

（5）隐藏状态：I； 

（6）初始状态概率：𝜋； 

（7）状态转移矩阵：𝐴 = [𝑎𝑖𝑗], 𝑎𝑖𝑗是由状态𝑠𝑖到状态𝑠𝑗的状态转移概率； 

（8）观测值概率分布 B：𝜇𝑖为状态𝑠𝑖的观测值在多元高斯分布下的均值，Σ𝑖为状态𝑠𝑖的

观测值在多元高斯分布下的协方差矩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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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 HMM 可表示为：λ = (A, μ, Σ, 𝜋)。 

（二）基于 HMM模型的银行业风险状态识别 

风险状态识别实际上是已知模型和观测序列，寻找与观测序列对应的概率最大的状态序

列。HMM 模型采用基于动态规划的维特比算法求解概率最大的状态序列（即最优序列）。

基本思路是先迭代求解出最后时刻 t 的最优状态，然后利用 t-1 时刻所记录的内容找到当时

刻 t 为最优状态时所对应的 t-1 时刻的最优状态，继续向前回溯即可得到最优的状态序列。 

定义在 t 时刻观测序列O =  𝑜1𝑜2 ⋯ 𝑜𝑡，求解最优的状态序列Q =  𝑞1𝑞2 ⋯ 𝑞𝑡。假定 t 时刻

状态为𝑆𝑖，则所有可能的前 t-1 期状态序列中，概率最大的序列的概率值为 

𝛿𝑡
𝑖 = max

𝑞1,𝑞2,⋯,𝑞𝑡−1

𝑃(𝑞1, 𝑞2, ⋯ , 𝑞𝑡−1, 𝑞𝑡 = 𝑆𝑖 , 𝑜1, 𝑜2, ⋯ , 𝑜𝑡|𝜆)   （5） 

而 t+1 时刻的状态，不仅取决于观测值概率分布，还应考虑各自的𝛿𝑡
𝑖值乘以相应的状态

转移概率： 

𝛿𝑡+1
𝑗

= (max
𝑖

[𝛿𝑡
𝑖𝑎𝑖𝑗]) 𝑏𝑗

𝑜𝑡+1       （6） 

定义在 t 时刻状态为𝑆𝑖的所有可能前 t-1 期状态序列，概率最大的序列中第 t-1 个状态

为： 

𝜑𝑡
𝑖 = 𝑎𝑟𝑔 max

1≤𝑗≤𝑁
[𝛿𝑡−1

𝑗
𝑎𝑗𝑖], 𝑖 = 1,2, ⋯ , 𝑁     （7） 

则用维特比算法得到最优状态序列的过程如下：  

（1） 初始化： 

𝛿𝑡
𝑖＝𝜋𝑖𝑏i

o1 , 𝑖 = 1, 2, ⋯ , N       （8） 

𝜑1
𝑖 = 0, 𝑖 = 1,2, ⋯ , N       （9） 

（2） 递归： 

       𝛿𝑡
𝑗

= max
1≤𝑖≤𝑁

[𝛿𝑡−1
𝑖 𝑎𝑖𝑗]𝑏𝑗

𝑜𝑡 , 𝑡 = 2,3, ⋯ , 𝑇; 𝑗 = 1,2, ⋯ , 𝑁   （10） 

𝜑𝑡
𝑗

= 𝑎𝑟𝑔 max
1≤𝑖≤𝑁

[𝛿𝑡−1
𝑖 𝑎𝑖𝑗], 𝑡 = 2,3, ⋯ , 𝑇; 𝑗 = 1,2, ⋯ , 𝑁  （11） 

（3） 终止： 

         𝑃∗ = max
1≤𝑖≤𝑁

(𝛿𝑡
𝑖)       （12） 

𝑞𝑇
∗ = 𝑎𝑟𝑔 max

1≤𝑖≤𝑁
(𝛿𝑡

𝑖)      （13） 

（4） 最优状态序列回溯： 

𝑞𝑡
∗ = 𝜑𝑡+1(𝑞𝑡+1

∗ )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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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终得到最优状态序列为𝑄∗ = (𝑞1
∗, 𝑞2

∗ , ⋯ , 𝑞𝑇
∗ )。 

（三）基于 HMM模型的银行业风险水平预测 

利用 HMM 预测下一期（t+1 期）风险水平的主要思想是计算从当前期（t 期）往前回溯

K 个观测值组成的序列的对数似然，然后与滚动窗口 K 得到的历史子观测值序列的对数似

然比较，寻找与第 t 期前 K 个观测值对数似然最接近的日期的风险，作为第 t 期的风险。 

𝑗 = argmin𝑖(|𝑃(𝑂𝑡, 𝑂𝑡−1, 𝑂𝑡−2, ⋯ , 𝑂𝑡−𝐾|𝜆) − 𝑃(𝑂𝑡−𝑖 , 𝑂𝑡−𝑖−1, 𝑂𝑡−𝑖−2, ⋯ , 𝑂𝑡−𝑖−𝐾|𝜆)|)（15） 

式（15）中，𝑖 = 1,2, ⋯ ,
𝑡

K
，则第 t-j 期就是我们寻找的日期。然后计算从找到的日期到

下一期的风险变化，并与当前期风险求和，就得到下一期风险的预测值。 

𝑂𝑡+1 = 𝑂𝑡 + (𝑂𝑡−𝑗+1 − 𝑂𝑡−𝑗)     （16） 

本文将预测分为有监督预测和无监督预测。有监督预测是指用真实的观察结果对预测值

校准，当得到 t+1 期的预测值后，将 t+1 期的真实值加入训练集，以重新调整模型参数。无

监督预测是指在进行多期预测时，不用真实的观察结果对预测值校准，当得到 t+1 期的预测

值后，将 t+1 期的预测值加入训练集。显然，无监督预测的准确率不如有监督预测，但有利

于从当前判断以未来多期的风险趋势。 

为了确定模型的最优隐藏状态数，通过改变状态空间中的状态数来训练模型。考虑状态

数在区间[2,10]之间。然后用训练集计算不同状态数模型的负对数似然，并从中选择负对数

似然值最小的模型对应的状态数作为最优状态。然而，这种方法所选择的状态数可能趋向于

一个较高的值，导致过度拟合。为了避免这个问题，在负对数似然中添加了一个惩罚项以对

模型施加限制。利用贝叶斯信息准则（Bayesian Information Criterion，BIC）指标来度量模

型性能。 

最后，采用平均绝对百分比误差（Mean Absolute Percentage Error，MAPE）来衡量预

测结果的好坏。MAPE 定义如下： 

𝑀𝐴𝑃𝐸 = ∑
|𝑃𝑟𝑒𝑑𝑖𝑐𝑡𝑒𝑑(𝑖)−𝑇𝑟𝑢𝑒(𝑖)|

𝑇𝑟𝑢𝑒(𝑖)
𝑚
𝑖=1 ×

100

𝑁
    （17） 

MAPE 取值越小表明预测值与真实值越接近。一般来说，当 MAPE 值大于 0%、小于

10%时，预测结果非常准确；当 MAPE 值大于 10%小于 20%时，预测结果比较准确；当 MAPE

值大于 20%时，则预测结果不太合理。当然，MAPE 是误差均值，在实际应用中还应结合数

值分布来看。 

四、新闻共现结果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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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描述性统计 

图 3 和图 4 分别是是共现新闻数量（左轴）与共现新闻数占总新闻数比例（右轴）的月

度和年度变化情况。无论是绝对数量还是在总新闻中的比例，共现关系都在 2007 年和 2013

年分别达到峰值。不同之处在于，就数量来看，2013 年的峰值要远低于 2007 年，而就比例

来看，两个峰值基本相同。第一个峰值期间发生了国际金融危机，第二个峰值期间发生了银

行业“钱荒”。共现新闻数在 2006 年~2008 年期间最高达到了每月 4100 条，在 2013 年再次

上扬，最高达到每月 3142 条，此后维持在每月 1000 条到 2000 条之间。值得一提的是，2015

年“股灾”事件发生前后，无论是共现新闻数量还是比例都没有明显的波动。从图中可以看出，

共现新闻的数量与比例具有很高的相关性。因此，在接下来的分析中，本文与以往新闻共现

分析研究（朱恩伟等，2019；Rönnqvist and Sarlin，2015）类似，直接将共现数量作为测算

指标，以更直观地展示数量上的变化。 

 

图 3  共现新闻数量及比例月度变化 

 

图 4  共现新闻数量及比例月度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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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银行对分析 

本节以“银行对”为单位分析新闻共现特征。任意两个银行称为一个银行对。2000 年和

2001 年共现新闻数量很少，任何两家银行的年共现新闻数都没有超过 100，与其他时间的新

闻数相差较大，无法绘制网络，因而在本节的共现关系讨论中，实际的样本区间是 2002 年

~2018 年。这段时间相对较长，涵盖了几个重大银行业事件，因此，这段时间足以让我们研

究银行关联是如何随着时间发生变化的。在此期间，对银行业影响较大的事件包括全球金融

危机、2013 年“钱荒”和 2015 年“股灾”。为了观察银行关联在危机事件期间的表现以及与其

它时期对比，本文基于危机事件进一步将样本划分为 7 个阶段：2002 年-2006 年、2007 年-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2009 年-2012 年、2013 年（“钱荒”）、2014 年、2015 年（“股灾”）、

2016 年-2018 年。在每个阶段，我们采用热力图呈现银行两两之间的年度平均共现次数。热

力图通过颜色分布能够非常直观地呈现一些原本不易理解或表达的数据，比如密度、频度、

温度等。本文的热力图采用彩虹色系，由红色到紫色，代表共现频次逐步降低。颜色鲜明（暖

色调）的区域代表共现频次高的银行。需要注意的是，由于每个阶段共现频次数值范围不同，

因此不同阶段热力图中红色代表的最大数值也不相同。从图 5 可以得出银行对共现新闻数

在不同阶段呈现出不同的特征： 

（1）一个明显的特征是，在金融危机期间以及危机之前，热力图中除了大部分区域都

为紫色或者蓝色，而危机之后颜色鲜明的区域逐渐增多。在危机期间以及危机以前，银行共

现次数差异很大，高共现次数主要集中在少数几个大型商业银行之间；而危机过后，银行共

现次数差异缩小，这与股份制银行近年来规模快速扩张和业务极大发展是分不开的。 

（2）就高共现次数而言（观察各热力图红色代表的共现次数峰值），金融危机期间共现

次数峰值在各个阶段是最高的，达到了平均每年 3755 次；危机过后，除了在“钱荒”期间稍

有上扬以外，各阶段共现次数峰值逐渐减小，近年来更是达到了最低值，在 2016 年-2018 年

期间平均每年 857 次。 

（3）银行共现次数在各阶段具有一定的稳定性。有些区域在各阶段都是暖色调，而有

些区域在各阶段都是冷色调。比如中国银行和工商银行在各阶段都有很高的共现次数，而华

夏银行和建设银行在各阶段共现次数都很低。尤其是 2013 年以来，各阶段冷暖色调分布大

体一致，说明银行间共现次数虽整体在降低，但两两之间排名变化不大。 

（4）本文的共现次数分析结果与已有的系统性风险研究结论有些不同。共现次数在全

球金融危机和“钱荒”期间有明显上涨，而在“股灾”期间则并未表现明显不同。以往研究者提

出的系统性风险指标，往往会显示在“股灾”期间风险上涨是最明显的。这可以从数据的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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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解释。以往研究采用市场数据，“股灾”期间股市的集体下跌必然会导致以市场数据为基

础的风险指标的明显波动，但市场低迷很大程度是由于投资者共同的悲观和负面情绪导致。

因此，如果从投资者情绪的角度来看，银行间关联必然会上升；而从本文采集的新闻数据来

看，“股灾”期间银行间关联并没有增强。 

总体来说，以共现次数作为衡量银行关联的指标，在金融危机期间及之前，银行关联主

要集中于少数银行；而在危机过后，强关联银行的关联程度下降，其他银行间关联则增多或

者上升。即银行间关联由“大而少”向“小而多”转变。 

      

2002 年-2006 年                                      2007 年-2008 年 

   

2009 年-2012 年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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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2018 年 

图 5  银行对共现新闻出现次数 

 

（三） 网络性质分析 

 
图 6  年度网络密度 

 
图 7  月度网络密度 

网络密度反映了银行网络的关联紧密度，年度和月度银行关联网络密度如图 6 和图 7 所

示。可以看出，基于共现次数计算的网络密度在 2007 年和 2013 年出现了两次峰值，且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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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峰值高于第二个峰值，进一步证明了共现新闻数的变化趋势与重大银行业事件具有较高的

匹配度。这两起银行业事件之所以影响较大，主要原因在于危机在银行间的快速传染。而传

染性可归因于银行间的过度关联。从图中可以看到，在两次事件之前，银行关联度都有一个

快速增长。而这种快速增长的趋势，可作为风险积聚的信号。如果不加以妥善处理，就有可

能发生重大风险事件。除此之外，第一个峰值明显高于第二个峰值，说明国际金融危机对银

行业的冲击远高于“钱荒”事件，也与事实相符。 

 

图 8  年度网络中心度 

 银行网络的度中心度（deg_cen）、邻近中心度（clo_cen）和信息中心度（info_cen）的

年度变化如图 8 所示。为了统一量级，我们对指标做了归一化处理。度中心度和邻近中心度

的趋势基本一致，而信息中心度在 2013 年-2015 年也有明显的下降。度中心度测量方式缺

点明显，即只考虑了边的数量。邻近中心度虽然考虑了距离，但是仅仅是统计最短距离，而

信息并不一定是沿着最短路径传播的。信息中心度能够更加全面地反映网络包含的信息。且

与图 4 和图 6 对照来看，信息中心度趋势与共现次数、网络密度趋势基本一致。因此，借鉴

Rönnqvist 和 Sarlin（2015）的观点，我们采用信息中心度作为测量银行系统重要性的指标，

月度网络信息中心度演进如图 9 所示。以往对系统重要性的讨论主要分为“太大而不能倒”和

“太连接而不能倒”，信息中心度反映了去除某节点后对整个网络的影响，也就是说，主要是

从“太连接而不能倒”的角度测量系统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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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月度网络中心度 

 

（四）系统重要性银行 

由于信息中心度描述了节点在网络中的重要程度，因此是一个天然的测量银行系统重要

性的指标。基于信息中心度分别测度了 7 个阶段银行的系统重要性，结果如表 1 所示。排序

之后可得表 2。我们的研究对象为 15 家银行，而在新闻共现结果中，北京银行和南京银行

新闻共现数均为零，即没有银行与这两家银行同时出现过。这也证明了这两家城市商业银行

与其他银行关联度低。因此表中没有北京银行与南京银行。整体来看，基于信息中心度衡量

的银行系统重要性具有以下特征： 

（1）银行系统重要性的走势与新闻共现次数一致。在金融危机和“钱荒”期间，各银行

系统重要性有明显上升，近年来逐渐降低。 

（2）系统重要性与银行规模有一定的相关性，但并不完全吻合。工、农、中、建四大

国有银行具有较高的系统重要性，但股份制银行中的招商银行、兴业银行系统重要性也不可

忽视。华夏银行、平安银行、光大银行的系统重要性是最低的。 

表 1  银行系统重要性 

 2002-2006 2007-2008 2009-2012 2013 2014 2015 2016-2018 资产（万亿） 

工商银行 31.76 217.87 118.28 193.12 175.67 134.69 104.89 27.7 

建设银行 29.86 200.14 117.23 188.13 168.16 136.94 105.82 23.22 

农业银行 21.86 111.20 103.20 181.26 167.18 127.37 96.88 22.61 

中国银行 30.13 203.54 114.53 186.60 173.57 140.50 104.14 21.27 

交通银行 20.48 190.58 106.37 176.74 162.16 126.41 90.13 9.53 

招商银行 20.47 205.62 111.88 190.98 161.57 133.80 106.57 6.75 

兴业银行 8.76 156.45 96.52 190.02 172.31 129.07 95.51 6.71 

浦发银行 17.07 153.99 89.37 177.87 157.85 121.77 77.81 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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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银行 10.55 153.48 90.85 163.80 154.28 119.93 93.85 6.07 

民生银行 18.72 128.35 90.05 172.57 144.48 95.73 62.87 5.99 

光大银行 8.48 83.02 74.47 152.32 142.90 110.86 84.00 4.36 

平安银行 1.92 127.68 55.69 176.77 162.45 120.86 95.15 3.42 

华夏银行 14.10 119.56 76.07 101.52 94.08 79.66 59.78 2.68 

 

表 2  银行系统重要性排序 

排序 2002-2006 2007-2008 2009-2012 2013 2014 2015 2016-2018 

1 工商银行 工商银行 工商银行 工商银行 工商银行 中国银行 招商银行 

2 中国银行 招商银行 建设银行 招商银行 中国银行 建设银行 建设银行 

3 建设银行 中国银行 中国银行 兴业银行 兴业银行 工商银行 工商银行 

4 农业银行 建设银行 招商银行 建设银行 建设银行 招商银行 中国银行 

5 交通银行 交通银行 交通银行 中国银行 农业银行 兴业银行 农业银行 

6 招商银行 兴业银行 农业银行 农业银行 平安银行 农业银行 兴业银行 

7 民生银行 浦发银行 兴业银行 浦发银行 交通银行 交通银行 平安银行 

8 浦发银行 中信银行 中信银行 平安银行 招商银行 浦发银行 中信银行 

9 华夏银行 民生银行 民生银行 交通银行 浦发银行 平安银行 交通银行 

10 中信银行 平安银行 浦发银行 民生银行 中信银行 中信银行 光大银行 

11 兴业银行 华夏银行 华夏银行 中信银行 民生银行 光大银行 浦发银行 

12 光大银行 农业银行 光大银行 光大银行 光大银行 民生银行 民生银行 

13 平安银行 光大银行 平安银行 华夏银行 华夏银行 华夏银行 华夏银行 

（五）银行网络构建 

与定量分析指标相比，构建可视化网络可以有利于更全面地查看银行间的关联细节。每

个节点表示银行，节点间连线代表银行间关联。网络节点大小与银行系统重要性成正比，节

点间连线长度与银行间关联强度成反比。也就是说，两家银行关联越强，距离越近。我们按

照信息中心度大小将银行分成“低”、“中”、“高”三个级别，紫色表示“低”，粉色表示“中”，

红色表示“高”。这里的信息中心度使用原始值，而不是归一化后的值，目的是比较信息中心

度的年度差异。全球金融危机期间银行网络具有最高的密度和信息中心度。我们以危机前后

为例，利用可视化地方法观察在这个阶段银行网络是如何变化的。基于力导向布局的银行关

联网络图谱如图 10 所示： 

（1）从节点来看，金融危机之前，即 2005 年，银行的信息中心度非常小，2006 年开始

有上升趋势。绝大多数银行的信息中心度在 2007 年和 2008 年有了明显上升，达到了“高”等

级；而危机过后信息中心度也随之下降。2009 年有 6 家银行为“中”，7 家为“低”，到 2010 年

就只有工行、建行和中行为“中”，其余均为“低”。 

（2）从连线分布来看，银行网络的密度在 2007 年和 2008 年也达到了峰值，表现在网

络图中为节点连线多且短，整个网络拓扑的面积较小。2005 年很多银行之间甚至没有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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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年关联关系增多；金融危机过后，尽管连线仍比较多，但长度增加，银行网络拓扑开始

变得稀疏，反映了银行间关联减弱。 

（3）除此之外，还可以查看局部信息，比如两家银行间的关联是如何随时间变化的。

例如，交通银行和工商银行，在 2005 年-2008 年距离越来越近，关联越来越强，而在之后，

距离则是越来越远，关联越来越弱。 

在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最为严重的 2007 年和 2008 年，银行关联网络呈现出节点变大、

连接紧凑的特点，反映了在该阶段银行系统重要性普遍提高、银行间关联明显增强。 

   

2005                                                   2006 

   

2007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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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2010 

图 10  银行关联网络图谱 

五、银行业系统性风险预警机制 

（一）银行业系统性风险状态识别 

银行间网络关联越强，发生危机后传染越迅速，越容易引发系统性风险。全球金融危机

和 2013 年银行“钱荒”与当时银行间的过度关联密不可分。对于监管者来说，识别当前银行

网络关联状态及变化趋势，有利于采取针对性措施，及早发现，及早处理，避免系统性事件

的发生。 

在进行预测时，假设所有特征向量服从高斯分布，本文采用 Python 语言 hmmlearn 包中

的 GaussianHMM 函数进行预测，迭代次数为 10000 次。为了确定模型的最优隐藏状态数，

通过改变状态空间中的状态数来训练模型。我们预测风险状态，本质上就是要预测出风险是

上升还是下降。在机器学习领域，数据平滑处理是数据预处理阶段的核心步骤，以解决零概

率问题。在推测信息中心度背后的隐藏状态时，本文首先使用高斯加权移动平均滤波器对月

度信息中心度序列进行平滑处理。由于在 2000 年初银行间共现次数很小，银行网络被分割

成几个子网络，无法求解信息中心度。因此，信息中心度时间区间为 2000 年 7 月~2019 年

3 月。平滑前后月度信息中心度序列如图 11 所示，蓝色为平滑前数据，红色为平滑后数据。

平滑之后的序列去除了噪声的影响，能更好地反映信息中心度演进趋势，且将提高接下来模

型拟合的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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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平滑前后月度信息中心度 

 

为了避免遗漏状态，本文考虑状态数在区间[2,10]之间。每种状态数下的 BIC 值为 

表 3  不同状态数下模型的 BIC 值 

状态数 BIC 

2 2329.99 

3 1851.03 

4 1728.14 

5 1593.26 

6 1612.29 

7 1649.21 

8 1726.74 

9 1798.75 

10 1871.85 

 

可以看到，最优状态数为 5，此时信息中心度状态序列为 

 
图 12  信息中心度状态序列 

在图 9 中，我们看到了 5 个状态的 HMM 模型输出的风险状态序列。其中，深蓝色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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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 0，绿色代表状态 1，红色代表状态 2，浅蓝色代表状态 3，紫色代表状态 4。由于 HMM

模型只能分离出不同的状态，而每个状态所代表的现实含义，还需要进一步辨别和观察。 

为了更直观地表现每种隐藏状态分别代表了什么，我们查看隐藏状态结果下个月的风险

走势，结果如图 13 所示。 

 
图 13  信息中心度状态分析 

从上图可以看出，状态 1（绿色）和状态 4（紫色）都是代表风险下降，但结合从图 12

来看，下降速度有区别。相同的时间跨度，状态 4 风险下降的幅度要大于状态 1。类似的，

状态 2（红色）和状态 3（浅蓝色）都代表风险上升，但状态 2 的上升幅度要大于状态 3。

这在 2008 年金融危机期间尤为明显。2006 年，风险开始缓慢累积，状态显示为浅蓝色；2007

年，风险迅速上升并在 2007 年第三季度达到顶点，状态显示为红色；危机过后，一开始风

险下降较慢，显示为绿色；随后下降速度变快，显示为紫色。而蓝色则一般出现在风险由上

升到下降的转折点，在图 13 中基本为一条水平线。当深蓝色出现时，预示着风险即将得到

缓释。因此，5 个状态代表的风险含义如表 4 所示。 

表 4  隐藏状态颜色及风险含义 

状态序号 颜色 风险状态 

0 深蓝色 风险由高到底转折点 

1 绿色 缓慢下降 

2 红色 快速上升 

3 浅蓝色 缓慢上升 

4 紫色 快速下降 

通过图 12，我们可以实时地衡量银行系统性风险的当前状态，这对于监管机构具有重

要的参考价值。如果当前银行风险水平处于历史高位并仍在快速上升，监管机构就应当及时

的采取措施，降低银行间关联，避免由于“黑天鹅”、“灰犀牛”等事件的发生通过“多米诺骨

牌”效应使得整个银行系统发生系统性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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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银行业系统性风险水平预测 

HMM 模型不但可以识别风险当前状态，还可以预测未来风险的大小。为了评价模型的

对风险的预测性能，本文将 216 条月度信息中心度数据分为训练集和测试集。其中，2016 年

4 月-2019 年 3 月共 36 条数据作为测试集，2016 年 4 月之前的数据作为训练集。也就是说，

用训练集训练的模型，来预测未来 36 个月的风险大小，并基于测试集验证预测效果。有监

督预测和无监督预测结果分别如图 14 和 15 所示。 

 

图 14  信息中心度有监督预测结果 

 

图 15  信息中心度无监督预测结果 

图中红色实线代表预测值，蓝色代表实际值。有监督预测中，预测值与实际值高度拟合，

MAPE 值仅为 2.27%。这说明 HMM 模型对信息中心度取得了较好的预测效果。一个有趣的

现象是，HMM 模型对极端值的预测偏差通常较大，体现为过高估计极大值，或者过低估计

极小值，而在曲线上升或者下降阶段预测值则与实际值非常吻合。这种现象是由于模型借助

历史数据预测未来，对转折点的估计会受到以往状态的影响，从而体现为一种预测上的“惯

性”。而在下一阶段获得真实数据之后，模型又可以迅速“纠偏”，重新“驶入”正确轨道。与有

监督预测相比，无监督预测结果总体趋势与实际值一致，但具体结果偏差较大，MAPE 值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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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9%。在 11 个月内的预测结果偏差较小（图中 0 代表第 1 个月），此后更多期的预测结果

偏差较大。这是因为无监督预测每次预测都会用真实值更新训练集，实际上是预测了未来 1

期风险；而无监督预测则是用初始训练集预测未来 36 期风险。长期预测采用无监督预测，

短期预测采用有监督预测。 

（三）风险预测稳健性分析 

1.其他网络指标预测结果 

除了网络信息中心度，我们还评估了 HMM 模型对网络密度（density）和新闻共现占总

新闻数比例（volume）的预测能力。有监督预测结果如图 16 所示，两个指标预测结果的 MAPE

值分别为 2.21%和 1.79%；无监督预测结果如图 17 所示，两个指标预测结果的 MAPE 值分

别为 11.70%和 8.91%。HMM 模型对这两个指标也具有很高的预测能力。 

 

图 16  有监督预测结果 

 

图 17  无监督预测结果 

2.加权月数 K稳健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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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MM 模型预测第 t+1 期指标值时，将 t+1 期往前回溯 K 期作为一个序列与历史数据进

行比较。比如，当 K=1 时，在对已有的观测序列训练后，得到 t 期当天的对数似然值𝐿𝑜𝑔𝐿𝑡；

然后从所有历史日期对应的对数似然值里中寻找与𝐿𝑜𝑔𝐿𝑡最接近的值，计算该值对应的日期

到下一期的风险变化，作为从第 t 期到第 t+1 期的风险变化。当 K 不为 1 时，称为多期加

权。图 14、15、16 中 K 取值为 50。为了评估 K 的取值对预测结果的影响，本文对不同 K

值下的 HMM 模型预测结果与测试集进行了对比分析。有监督预测和无监督预测结果如图

18 和图 19 所示，预测结果的 MAPE 值如表 5 所示。由式（15）可知，由于测试集初始大小

为 180，所以 K 不能超过 90。对于有监督预测，在改变 K 值之后，HMM 模型仍能得到比较

一致、稳定、准确的预测结果。而且对于本文数据集，K 值越大，模型预测结果与真实值越

符合，而如果仅以前 1 期加权训练模型的预测结果是相当差的。对于无监督预测，K 值的选

择对于预测结果的准确度影响较大，但未来 1 年左右的预测值与实际值都比较吻合。 

 

图 18  不同 K 值下的有监督预测结果 

 

图 19  不同 K 值下的无监督预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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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不同 K 值下的 MAPE 

K 有监督预测 MAPE 无监督预测 MAPE 

1 5.91 7.36 

5 2.73 6.20 

10 4.66 8.72 

15 3.80 15.37 

20 2.76 11.58 

25 3.35 11.26 

30 2.59 4.54 

35 2.47 9.98 

40 2.68 11.92 

45 2.49 9.18 

50 2.27 9.29 

55 2.09 4.16 

60 2.20 5.41 

70 1.98 10.02 

80 2.01 10.02 

89 2.01 10.02 

 3.预测时期跨度稳健性分析 

 以上预测的测试集均为 36 期。本节将预测时期跨度（Num_Test）扩展到未来 10 年，检

验模型对未来不同时期的预测结果。有监督预测和无监督预测结果如图 20 和图 21 所示，预

测结果的 MAPE 值如表 6 所示。由于有监督预测实际上是逐期对下一期进行预测，因此预

测时期跨度长短对预测结果影响不大。而无监督预测的预测结果则受预测时期跨度影响较

大，对未来 1 年风险的预测值最准确；而从第 9 年开始，预测效果急剧变差。 

 

图 20  不同 Num_Test 值下的有监督预测结果 

 



29 

 

 

图 21  不同 Num_Test 值下的无监督预测结果 

 

表 6  不同 Num_Test 值下的 MAPE 

Num_Test 有监督预测 MAPE 无监督预测 MAPE 

3 1.33 5.09 

6 2.20 6.66 

9 1.76 3.41 

12 1.80 2.47 

15 2.38 5.50 

18 2.17 8.90 

24 2.42 10.36 

30 2.58 8.97 

36 2.27 9.29 

48 2.25 11.36 

60 1.98 12.60 

72 1.86 8.54 

84 1.78 9.63 

96 1.86 10.80 

108 2.09 15.62 

120 2.33 16.27 

 

综上，本文基于新闻共现和 HMM 模型构建了银行系统性风险预警和处理机制，支持从

多个角度对风险进行监测： 

（1）当前风险状态与历史状态相比处于什么水平？是否过高？ 

（2）当前风险正在上升还是下降？如果上升，上升多久了？ 

（3）上升速度如何？是缓慢上升还是急速上升？ 

（4）未来一段时期内风险水平如何？是否会继续上升以致超出正常水平？ 

以上可以为监管机构实时地监测风险提供参考。若认为当前风险积聚应发出预警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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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从银行关联的角度来看，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入手进行处置：（1）关联度较高的银行对；

（2）系统重要性银行。通过实施针对性监管和重点监管，保证风险处于可控状态。 

六、结论 

 近年来发生的极端金融事件凸显了银行关联性在系统性风险传染中的重要作用。本文将

大数据、文本挖掘和机器学习方法应用到系统性风险研究之中，基于新闻文本大数据利用共

现分析方法度量了银行网络关联度，并创新性地提出采用隐马尔可夫模型监测系统性风险。

结果表明，本文提出的方法具有对银行系统性风险进行识别、预测和处置的能力。本研究填

补了国内系统性风险研究在应用另类数据方面的空白，采用机器学习算法丰富了测度和预测

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手段和途径，对于我国银行系统性风险的宏观审慎监管具有重要的参考价

值。具体而言，本文做了以下工作： 

 （1）基于新闻共现分析方法测度了银行间共现次数。本文新闻数据来源丰富，已有的

基于新闻文本的研究往往仅采用典型报纸或者网络新闻。本文运用 Python 爬虫技术，收集

了 33 家知名财经类和综合类报纸发布的共 323.6 万新闻。然后从海量新闻文本中挖掘出银

行两两之间的共现次数。新闻共现次数可以很好地反映两两银行对的关联强度。与传统的基

于实际借贷数据或者市场数据相比，新闻数据具有良好的可得性，并实现了对银行关联强度

的时间变化和分布情况等细节的描述与分析。 

 （2）构建了银行关联网络，并进行定量分析。本文基于力导向布局构建了银行间关联

网络，有助于查看银行关联细节特征及变化趋势，2007 年和 2008 年银行关联网络节点变

大、连接紧凑，反映了在该阶段银行系统重要性普遍提高、银行间关联明显增强。采用网络

密度和信息中心度分析了银行关联特征，两个指标能够合理地刻画银行关联强度的演变，尤

其是在危机事件中的表现。信息中心度还可以作为银行系统重要性的度量指标。 

 （3）创新性地提出采用隐马尔可夫模型识别和预测系统性风险。信息中心度作为系统

性风险指标，是可观测序列。基于 HMM 模型可推测出每个风险值背后的隐藏状态。本文将

风险归结为快速上升、快速下降、缓慢上升、缓慢下降和转折点 5 个状态。识别风险状态有

利于从全局甄别当前风险状况。以往对于风险预警的研究仅仅是发现可能的风险积聚信号，

既不能确定未来风险数值高低，也无法知道按照当前趋势风险何时会演变成危机。本文从有

监督和无监督两方面定量预测银行业未来风险大小，经测试集验证表明 HMM 模型可以准

确地预测未来 1 个月的风险大小，较为准确地预测未来 1 年内的风险大小，且具有较好的稳

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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