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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one of the most basic macroeconomic factors of open economy, exchange rate has an irreplaceable influence 
on international economic and finance. The fluctuation of exchange rate is characterized by fluctuation rate, thick tail and 
asymmetry. In this paper, the average middle price of USD/RMB per day from 2007 to 2017 is collected and processed as 
sample data, and the fluctuation rate sequence is established by taking logarithmic difference. Based on the GARCH model,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reasons of its fluctuation are explored and the feasibility of the model is verified by prediction. 

In descriptive statistics for 2431 data,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reasons of the RMB exchange rate in three phase fluctuation 
and its influence, including 08 the subprime crisis, 15 years, the central bank adjusted the quotation of RMB exchange rate 
system adjustment, 17 years of foreign exchange reserves. It is found that the fluctuation is obvious with the deepening of the 
exchange rate marketization degree. The analysis indexes mainly include mean, standard deviation, skewness, kurtosis and j-b 
statistics. After processing the data, the applicability of the GARCH model was tested, including the stationarity test and the 
ARCH effect test, and the logarithmic difference sequence of the exchange rate fluctuations was found to be applicable to the 
GARCH(1,1) model. After the establishment of GARCH(1,1), this paper selects 677 sample data from January 21, 2015 and 
October 31, 2017 to conduct model test, and compares the RMB exchange rate in November 2017 with the real value. The 
error is found within acceptable range and the model is true and reliable. Using data from 2007 to 2017 to establish a GARCH 
(1, 1) model, after the analysis of exchange rate volatility, in this paper, according to the regularity and characteristics of RMB 
exchange rate fluctuations on the present stage of monetary policy put forward to perfect the floating exchange rate system, 
value and standard digital currency and establish and improve the derivatives market views and Suggestions. 

Keywords: Exchange rate regime; GARCH model; Volatility gathering; Exchange rate forecast; Foreign exchange reserves 

基於 GARCH 類模型的人民幣匯率波動性研究 

王晟,趙一偉,趙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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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計學院，山西財經大學，太原，中國 

數據科學研究院，澳門城市大學，澳門，中國 

摘要：匯率作為開放經濟體系最為基本的宏觀經濟要素之一，其變化對國際經濟金融有著不可替代的影響。匯率的波

動存在波動率聚集、尖峰厚尾和非對稱性等特點。本文搜集了2007至2017年的美元兌人民幣的日平均中間價作為樣

本數據並進行處理，取對數差分建立波動率序列。基於GARCH模型探究其波動的特徵和原因，並通過預測驗證了模型

的可行性。 

本文分析了人民幣匯率在三個階段波動的原因及影響，包括08年次貸危機、15年央行調整人民幣匯率報價制度、

17年外匯儲備調整。發現匯率對數差分序列隨著匯率市場化程度的不斷深化，波動也隨之明顯。在處理數據後，進行

了GARCH模型的適用性檢驗，包括平穩性核對總和ARCH效應檢驗，發現匯率波動的對數差分序列適用於GARCH(1,1)

模型。在建立GARCH(1,1)模型後本文擇選了2015年1月21日至2017年10月31日共677個樣本數據進行模型檢驗，對

2017年11月的人民幣匯率進行預測並與真實值比較。發現誤差在可接受範圍內，證明了模型真實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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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基於GARCH類模型的人民幣匯率波動性研究 

利用2007年至2017年的數據建立GARCH(1,1)模型，對匯率波動性進行分析後，本文針對人民幣匯率波動的規律

性和特徵對現階段下的貨幣政策，提出了完善浮動匯率制度、重視和規範數位貨幣及建立健全衍生品市場的看法和建

議。 

關鍵字：匯率制度；GARCH模型；波動性聚集；匯率預測；外匯儲備 

 

1 導論 

1.1 選題背景及意義 

隨著全球化的不斷深入，世界各個國家經濟金融不斷

交融、相互影響，“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金融一體化

格局逐漸完善。匯率作為基本的宏觀經濟要素，也是開放

經濟運行中居於核心地位的變數之一。由各種途徑引發的

宏觀要素及微觀變數變動都會引起匯率的變動,而它的變

動又對上述市場因素帶來或深或淺的影響。除此之外,匯率

會對國際間的投資與進出口貿易產生不可忽視的作用。此

外，資本流動是經濟增長的重要因素，劇烈的波動和市場

恐慌甚至會引發金融危機。其變化對國際經濟金融有著不

可替代的影響。 

自2005年7月開始，我國結束了過去人民幣兌美元長

期低幅度波動的制度，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

幣進行調節，幣值持續走高。人民幣國際匯率持續變化，

尤其針對美元來說，其匯率累計升值已超過30%。2015

年12月，人民幣加入“SDR”籃子，正式成為其第五種貨

幣。自此，我國人民幣在浮動匯率制度下波動不斷明顯，

國內經濟金融市場、國內外企業及進出口公司的風險管理

問題變得尤為重要。長期以來，我國大量勞動力和完整的

工業體系使我國成為世界的“加工廠”，大量的產品為我

國帶來巨額的貿易順差，拉動了我國經濟的騰飛。因此在

現階段下研究以GARCH模型為基礎的人民幣匯率波動規

律及預測具有現實意義，對我國政府貨幣政策的調整及企

業規避風險都具有極大的借鑒意義。特別地，十九大以來

我國更加深化供給側改革，把著力點放在實體經濟的品質

和效益。加快建設創新型國家和“一帶一路”也給了更多

新興產業和實體經濟進軍國際市場的機會和支援。與此同

時，國際社會民粹主義的興起對全球一體化帶來了更多的

挑戰。在衝突與機會並存的時代拐點上，匯率的波動牽動

著國內外的心。更多的國際投資機構和個人投資者開始關

注人民幣，研究人民幣匯率的波動性。匯率的劇烈波動將

帶給市場大量的不確定因素，會增加在貿易順差背景下進

出口企業的商業風險，同時其導致的巨額資本流動將促進

加速國際金融危機的蔓延，惡化國內外投資環境。 

GARCH模型經常被用於描述市場中資產收益率的波

動率過程。在國內，學者們對GARCH模型的應用仍集中

在證券市場對股票、期貨價格的實證研究上。而用其探究

均衡匯率的決定及匯率變動對經濟的影響還較少。同時，

2015年後人民幣採取更加開放的匯率制度，與國際社會

更加貼近交融。在這種高度市場化的國際經濟體系中，國

內對於人民幣匯率波動的研究還不夠豐富。匯率的波動與

政策的調整息息相關，採取不同的政策對於匯率的波動率

的影響是不同的。因此，在研究過去政策和人民幣匯率波

動之間的關係後，去探求當下政策對國際匯率市場的影響

更具有深遠意義。 

1.2 國內外文獻綜述 

目前國內外對匯率研究主要通過兩種方式:一種方式

是基礎因素分析法，即探討影響和決定匯率的各種因素，

如國家宏觀經濟政策、國際收支、通貨膨脹等，尋求這些

因素與匯率之間的聯繫，來解釋匯率的波動和決定。另一

種方法則是時間序列分析法，它從匯率運動本身出發研

究，通過計量經濟學模型判斷其變化和性質並進行預測。

但在現實生活中，基礎因素分析法很難預測匯率走向，短

期匯率變化解釋能力也比較低下，正如李揚、餘維彬[3]

所表述的:“匯率問題從來就不是，或許主要就不是一個純

經濟問題。”在基礎因素分析法失效和不足的情況下，研

究人員不斷尋求合適有效的方法研究匯率的變化。 

1.3 論文結構  

第一章為導論。主要說明了本文研究問題的背景及意

義，然後總結了近年來在該問題上國內外目前的研究成果

及未解決的問題，最後說明了本文的研究結構和數據模

型。 

第二章引入幾個波動率模型，主要為條件異方差模

型。其中對ARCH、GARCH模型做了詳細的介紹。為突出

模型的優劣勢，本文分別對ARCH(1)、GARCH(1,1)進行了

研究。 

第三章對美元兌人民幣匯率在2007-2017年的日中

間價的平均值做了數據處理，包括基本統計特徵分析、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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穩性檢驗、自相關核對總和ARCH效應檢驗，即適用性檢

驗，使其符合條件異方差模型的要求。 

第四章建立GARCH模型，分析美元兌人民幣的波動

特徵。通過檢驗發現ARCH效應已被GARCH(1,1)模型消除

且模型在預測美元兌人民幣匯率上具有可靠的實用性且

準確度較高。 

第五章是針對前面的研究結果，對現階段我國政府及

央行採取的措施進行了建議。 

11.4 論文的研究方法 

為考察近年來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變革對匯率的影

響，本文以國家外匯管理局公佈的2007年12月1日至

2017年12月1日美元兌人民幣匯率值的日平均中間價為

研究物件，利用時間序列模型對其進行分析研究。利用

ARCH和GARCH模型從樣本均值和波動方面實證研究美

元兌人民幣的波動特徵，對構建的模型進行樣本內預測，

檢驗模型的可行性，之後對未來人民幣匯率的波動作出預

測。本文通過廣義條件異方差自回歸模型(GARCH)研究美

元兌人民幣匯率的波動特徵，進行匯率的預測，並對政府

和有關金融機構提出自己的意見。 

2 條件異方差模型的建立 

為提供給波動率模型一個合理的條件，得出在t 1時

刻已知的資訊集 。[ ]的條件均值 和條

件方差 )。而不同的條件異方差模型就是

用來描述, 隨時間的改變的。為此，我們先引入ARCH（p）

模型。 

2.1 ARCH（p）模型 

2.1.1 ARCH(p)過程 

 

 

從ARCH(p)結構來看，過去多個較大的“擾動”

的平方和會導致新擾動 的條件方差 產生較大波動。

即[ ]序列中一個較大的波動會有產生另一個較大波動的

傾向。這與“波動率聚集”所吻合。為理解ARCH(p)的含

義，我們仔細研究ARCH(1)模型。 

2.1.2 ARCH(1)過程 

 

 

其中，[ ]波動率序列要求不獨立，同時也不相關。

故我們引入均值為0，方差為1的獨立同分佈的隨機變數序

列[ ]。因為[ ]具有有限均值和有限方差，即白色雜訊過

程 ， 服 從 廣 義 誤 差 分 佈 。 故 滿 足 ，

。 且為保證 ,需要

條件 。服從條件高斯的ARCH(1)的波動 產生

異常值的可能性比高斯白色雜訊序列更高。 

2.1.2 ARCH模型的缺點

第一，在實際生活中憑經驗可知，市場對負面資訊的

反應程度會比正面資訊更強烈。而ARCH模型卻假定正面

資訊引起的波動率“擾動”和負面資訊引起的波動率

“擾動”具有相同的程度。 

第二，ARCH只提供一個固定的方式去描述條件方差

的變化，而不會探尋產生這種變化的原因。 

第三．ARCH模型在一些應用中會需要具有更高階的

，此時，對於 的限制將會非常強。例如為研究ARCH(1)

中 的性質，序列有有限的四階距，則約束其參數 的

值域為 。 

第四，當某序列存在一些孤立且程度強烈的波動時，

ARCH模型由於反應緩慢而對其接下來的波動率預測值會

偏高。 

在實證過程中，往往因為複雜的波動率序列需要高階

距的ARCH模型，對於係數的強限制使我們不得不考慮其

他模型，Bollerslev(1986)提出了一個有效降低複雜波動

率模型參數的條件異方差模型。從而我們引入

GARCH(p,q)。 

2.2 GARCH(p,q)模型 

2.2.1 GARCH(p,q)過程 

在高階距ARCH(p)模型中，若參數p很大，則 的方

差取決於很多時刻之前的變化量。對於波動率,即對數差分

序列[ ],我們稱 是t時刻的擾動。 

若 滿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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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被稱為模型的ARCH項，共有p項； 被稱

為GARCH項，共q項。與ARCH模型相同，為描述 ，引

入獨立同分佈的隨機變數序列[ ]。其均值為0，方差為1

的白色雜訊序列。 

2.2.2 GARCH(1,1)過程及預測 

為理解GARCH(p,q)模型，我們對GARCH(1,1)進行研

究。 

 

該模型過程尾部的分佈比正態分佈厚，基本符合“尖

峰厚尾”的特性且描述出一個波動的演變。當利用

GARCH(1,1)進行預測時，假定d為預測原點，以向前一步

為例，我們有 

 

對於向前多步預測，我們利用 對方程進行

改寫，得出當步長趨於無窮時，GARCH(1,1)模型收斂於

。 

2.3 GARCH模型的優缺點 

GARCH模型的優點主要在於“降階”，它不僅直觀

表現出波動率的變化，驗證了 具有尖峰厚尾的特性，

描述了波動率的突變。但GARCH模型也有明顯的缺點，

對參數限制性強，尾部太薄，不足以描述實證過程中某些

高頻數據的尾部。GARCH模型與ARCH模型對正負擾動的

反應相同，它們都沒有反映出實際生活中市場對負向資訊

具有比正向資訊的敏感和變化程度。 

3 數據收集及處理 

3.1 數據收集 

我國的匯率採用間接標價法，及外匯管理局採用美元

兌人民幣的匯率來兌其它匯率進行換算。故為研究簡便，

本文選取了2007年12月1日至2017年12月1日共2431

個美元兌人民幣日平均中間價為作為研究物件，並用

Eviews 8進行處理，繪製了美元兌人民幣匯率時間序列圖,

如圖3-1： 

 

圖3-1 人民幣匯率時間序列 

3.2 數據處理 

3.2.1 波動率序列 

由圖3-1可知，在2005年匯改後，人民幣匯率波動幅

度大並具有很強的隨機遊走特性，總的來看呈明顯升值趨

勢。為體現匯率的波動性，本文對原始數據取對數差分得

, 為時刻美元對人民幣匯率， 為匯

率收益率的波動率。將2431個日期標號為1至2431。對

序列做圖可得圖3-2, 發現 的波動隨時間變化以連

續方式變化，並且存在波動率聚集，即在一些時間段上

高，在一段時間上低。從圖中可以看出，人民幣匯率波動

大致分為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2008年6月至2009年

12月，即1至511號數據。08年次貸危機以雷曼兄弟破產

為標誌開始席捲全球，人民幣也受到了嚴重衝擊，產生了

嚴重震盪。導致人民幣在實際上開始回到匯改前盯住單一

美元的匯率制度。之後第二個階段為2010年4月到2015

年8月，即512至1883號數據。人民幣重新採取一籃子貨

幣政策，美元兌人民幣匯率開始小幅震盪。由於在世界經

濟疲軟的背景下，中國經濟的蓬勃發展難免使人民幣幣值

進入虛高的困境。央行於2015年8月11日發表聲明，完

善中間價報價，以提高人民幣匯率基準性，使市場化更加

深入。這一聲明導致了人民幣兌美元市場的劇烈震盪，當

日人民幣瞬間跳水，導致了圖3-2中 波動率所表現的孤

立、大的波動。第三階段是2015年10月至2017年12月，

即1883至2431號數據。我國匯率市場化程度越來越高，

所表現出來的波動也越來越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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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圖3-2 匯率序列波動圖 

3.2.2 波動率描述性統計 

[ ]統計量特徵及其分佈顯示如表3-1： 

表3-1 描述性統計表 

 均值 偏度 峰度 JB統計量 

收益率序列 4474000   

結果分析： 

(1)平均值： , 均值大於0，表明美

元兌人民幣匯率波動隨著時間的變動越來越劇烈。這是因

為我國金融市場越來越開放，難免會受國外資本的衝擊，

是正常現象。 

(2)偏度： 的偏度為 。說明 為非對

稱分佈，不服從正態分佈。且偏度小於0說明 序列分佈

屬於左偏分佈，日對數收益率小於均值收益率的天數較

多。從偏度絕對值來看， 序列絕對值偏大，說明我國

人民幣匯率波動比預想波動更不穩定，收到衝擊的表現更

明顯。 

(3)峰度：峰度值為，顯著大於3， 有尖峰特徵。 

(4)JB統計量: 該值為90192.49000。在5%的置信水

準下，其概率p為零表明 不服從正態分佈，且非正態性

較強。 

通過對 序列進行描述性統計發現，該序列屬於尖

峰厚尾的時間序列。 

3.3 GARCH模型適用性檢驗 

3.3.1 單位根檢驗 

進一步對 序列進行平穩性分析如表3-2可知，從表

可以看出，美元兌人民幣匯率序列ADF統計量為

-44.7208，在99%的置信水準下遠小於-3.4328。因此我

們有理由拒絕對數差分[]序列存在單位根的原假設。同

時， 在各置信水準下均表現為平穩序列，不存在單位

根。 

表3-2 平穩性分析結果 

 t-Statistic Prob 

ADF值 -44.7208 0.0001 

1% level -3.4328  

5% level -2.8625  

10% level -2.5673  

3.3.2 自相關性檢驗 

表3-3 檢驗結果 

滯後階數 自相關係數 偏自相關係數 Q統計量 伴隨概率 

  1 0.0970 0.0970 22.7270 0.0000 

  2 0.0410 0.0320 26.8190 0.0000 

  3 0.0150 0.0080 27.3640 0.0000 

  4 0.0360 0.0330 30.5930 0.0000 

  5 -0.0130 -0.0200 30.9990 0.0000 

  6 0.0030 0.0030 31.0170 0.0000 

  7 0.0190 0.0190 31.8980 0.0000 

  8 0.0550 0.0510 39.2430 0.0000 

  9 -0.0020 -0.0120 39.2430 0.0000 

  10 0.0260 0.0230 40.8640 0.0000 

  11 0.0060 -0.0010 40.9520 0.0000 

  12 -0.0040 -0.0090 40.9520 0.0000 

  13 -0.0140 -0.0110 41.4690 0.0000 

  14 -0.0130 -0.0120 41.8660 0.0000 

  15 0.0260 0.0280 43.4830 0.0000 

  16 -0.0260 -0.0330 45.1460 0.0000 

  17 0.0650 0.0710 55.6370 0.0000 

  18 -0.0030 -0.0170 55.6580 0.0000 

  19 0.0640 0.0620 65.8480 0.00000 

  20 0.0440 0.0360 70.6100 0.0000 

  21 0.0380 0.0230 74.1940 0.0000 

  22 0.0230 0.0180 75.5190 0.0000 

  23 -0.0290 -0.0430 77.6460 0.0000 

  24 0.0140 0.0220 78.0970 0.0000 

  25 0.0320 0.0210 80.6910 0.0000 

一般來說波動率序列具有滯後性的特徵，我們通常用

自相關性來描述這種性質。所以本文對對數差分序列進行

自相關性檢驗。滯後階數設為25，檢驗結果如上表3-3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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滯後25階的自相關係數和偏自相關係數雖然不為

0，但很小，說明美元兌人民幣匯率序列的自相關性並不

明顯。但同時Q統計量也表明序列 存在自相關性，因為

其值較大，而伴隨概率均為0.0000。 

從上述分析可以得出， 序列是平穩的時間序列，

具有尖峰厚尾特性，存在自相關和異方差，能夠使用

GARCH(1,1)模型進行研究。 

4 模型擬合 

4.1 ARMA(1,1) 

通過觀察ACF檢驗表中自相關係數和偏自相關係數

的拖尾和截尾的情況， 

對模型進行各個滯後階數進行擬合和檢測，建立一個

對數差分收益率序列的ARMA(1,1)模型，輸出結果見表

4-1所示： 

表4-1 ARMA（1,1） 

   Variable Coefficient    Std. Error t-Statistic   Prob. 

     C  1.4800  0.1390 

    AR(1)   0.4881     0.1574 3.0998  0.0020 

    MA(1)  -0.3976     0.1655 -2.4024  0.0164 

R-squared 0.0106 Mean dependent var  4.7500  

Adjusted 

R-squared 
0.0098 S.D. dependent var  0.0013  

S.E. of regression 0.0013 Akaike info criterion -10.4009  

Sum squared 

resid 
0.0043 Schwarz criterion -10.3937  

Log likelihood 
12640.0

700 
Hannan-Quinn criter -10.3983  

F-statistic 13.0746 Durbin-Watson stat 1.995016  

Prob(F-statistic) 
0.00000

2 
   

我們可以得到ARMA(1,1)模型為 

 

進一步對美元兌人民幣匯率對數差分序列摘取殘差

序列並作圖4-1： 

 

圖4-1 殘差序列波動圖 

從圖中可以看出殘差序列與一樣具有明顯的波動率

聚集現象，說明殘差序列具有條件異方差性。為建立

GARCH模型作準備，本文將的殘差序列進行ARCH效應檢

驗。 

4.2 ARCH效應檢驗 

通常來說，為檢驗波動率序列是否具有ARCH效應常

用的方法有兩種：殘差平方相關圖核對總和LM檢驗(即拉

格朗日乘數)。本文使用第一種方法檢驗美元兌人民幣匯

率對數差分序列的ARMA模型殘差序列的ARCH效應。為

精確檢驗，本文設定滯後階數為13，結果如表4-2所示： 

表4-2 殘差平方表 

 AC PAC Q-Stat Prob 

1 0.4621 0.4622 519.1235 0.0000 

2 0.1652 -0.0613 585.6513 0.0000 

3 0.0371 -0.024 589.0563 0.0000 

4 0.0263 0.0325 590.747 0.0000 

5 0.0374 0.0216 593.9631 0.0000 

6 0.0265 -0.0041 595.5726 0.0000 

7 0.0538 0.0524 602.5234 0.0000 

8 0.0404 -0.0057 606.4751 0.0000 

9 0.0233 0.0000 607.8163 0.0000 

10 0.0284 0.0246 609.7444 0.0000 

11 0.0355 0.0165 612.7533 0.0000 

12 0.0341 0.0074 615.4515 0.0000 

13 0.0446 0.0372 620.2247 0.0000 

從表4-2可以看出，Q-Stat的值明顯比較高，其伴隨

概率 。大部分自相關係數和偏自相關係數都處

於區間估計之外，且都顯著大於0。 

說明美元兌人民幣匯率對數差分序列的ARMA模

型，其均值方程殘差序列存在ARCH效應。也就是說，該

對數差分序列指均符合GARCH族模型的適用條件。故接

下來本文繼續使用GARCH模型來進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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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3 GARCH模型 

4.3.1 建立模型 

建立GARCH(1,1)模型可得表4-3： 

表4-3 GARCH(1,1) 

均值方程 

Variable Coefficient Std. Error z-Statistic Prob. 

C   0.3973 0.6911

AR(1) 0.9899 0.0051 194.2472 0.0000 

MA(1) -0.9808 0.0084 -116.4678 0.0000 

方差方程 

C   10.5926 0.0000 

0.0532 0.0054 9.7934 0.0000 

GARCH(-1) 0.9157 0.0076 119.7729 0.0000 

可以得到GARCH模型運算式為： 

均值方程：               

方差方程：              

該GARCH模型參數如下表4-4： 

表4-4 GARCH(1,1)參數 

R-squared 0.0123 

Mean dependent 

var  
Adjusted 

R-squared 0.0115 

S.D. dependent 

var 0.0013 

S.E. of 

regression 0.0013 

Akaike info 

criterion -10.7816 

Sum squared 

resid 0.0043 

Schwarz 

criterion -10.7673 

Log likelihood 13105.6800 

Hannan-Quinn 

criter. -10.7764 

Durbin-Watso

n stat 1.8457   

4.3.2 結果分析 

（1）為了驗證GARCH模型是否能夠擬合樣本數據，

我們選取對數似然值（Log likelihood）、AIC值和SC值進

行判斷。發現對數似然值很大，而AIC、SC很小。說明模

型擬合成功。 

（2）從方差方程的參數估計結果可以看出，對數差

分序列的波動持續性係數具有可預測，滿足模型對於參數

的約束前提。且係數接近於1，表明該波動率序列的新息

對於條件方差 有著持續不斷的影響。即外界正向或

負向擾動對美元兌人民幣匯率市場波動的影響將長期保

持。 

同時，從對模型進行的拉格朗日乘數檢驗結果表4-4

可以看出，相伴概率Prob約為0.2533 ,明顯大於0.05，因

此我們認為方程殘差序列原有的ARCH效應已經被

GARCH模型消除。 

表4-4 LM檢驗 

F-statistic 1.3057 Prob. F(1,2427) 0.2533 

Obs*R-squared 1.3061 Prob. Chi-Square(1) 0.2531 

 

4.4 模型檢驗及評價 

4.4.1 模型檢驗 

為使此模型有效，故進行檢驗。本文利用2015年1

月21日至2017年10月31日共677個樣本數據建立模型

進行預測，以此來檢驗結果與2017年11月份真實匯率進

行對比，檢驗誤差。結果如表4-5所示： 

表4-5 預測結果 

日期 預測 X 實際 X 誤差 

2017/11/1 663.0781 663.0000 0.0781 

2017/11/2 662.8463 661.9600 0.8863 

2017/11/6 662.5726 662.4700 0.1026 

2017/11/10 664.0753 662.8200 1.2553 

2017/11/14 666.0817 663.9900 2.0917 

2017/11/16 664.7282 662.8600 1.8682 

2017/11/20 664.4447 662.7100 1.7347 

4.4.2 結果評價 

由表4-5可以看出:預測值與實際值之間的誤差較小，

除11月14日的誤差達到2，其餘大部分數據的誤差都在可

接受範圍內，說明該模型在預測美元兌人民幣匯率上具有

可靠的實用性且準確度較高。 

4.4.3 預測評價指標 

預測誤差評價指標絕對平均百分誤差(MAPE)和希爾

不 等 係 數  (TIC) 不 顯 著 ， 其 值 分 別 為 0.0273 和

，說明該模型預測的結果比較理想。在誤差

成分分析表中，反映系統性誤差的偏差率(BP)、方差率(VP)

和反映非系統性誤差的協變率(CP)，分別為0.4102，

0.2723和0.0123，說明預測並不是很理想，存在一定的

系統誤差。  

5 結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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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對數據的描述性統計，本文分析了人民幣匯率在

三個階段波動的原因及影響，包括08年次貸危機、15年

央行調整人民幣匯率報價制度、17年外匯儲備調整。發現

匯率對數差分序列隨著匯率市場化程度的不斷深化，波動

也隨之明顯。處理數據後，進行了GARCH模型的適用性

檢驗，包括平穩性核對總和ARCH效應檢驗，發現匯率波

動的對數差分序列適用於GARCH(1,1)模型。在建立

GARCH(1,1)後進行模型檢驗，對2017年11月的人民幣匯

率進行預測並與真實值比較。發現誤差在可接受範圍內，

模型真實可靠。對此，向有關部門和監察機關提出如下意

見和建議。 

第一，完善浮動匯率制度，牢牢把握金融和產業資

本。由於人民幣匯率具有波動聚集性特徵，在大的波動過

後會對匯率的穩定產生持續性影響。在美聯儲加息的壓力

下，國內大量的金融資本和實體產業會在減稅政策的吸引

下回流美國，打擊我國貿易順差的形成，對我國外匯儲備

的控制造成巨大壓力。加強國有企業投資審核和民營企業

經營支援刻不容緩，同時，加快對外資企業和海外資本市

場准入制度和監管制度改革。除保持當前的浮動匯率制度

外，在強調市場主導人民幣兌美元中間價的確定的同時，

也應當適當放寬匯率的波動，吸引國際資本流入。 

第二，重視數位貨幣在當前時代的發展。十九大提出

為順應新時代的變化，將貨幣數位化提上日程。但需要注

意的是，近年來基於區塊鏈技術的加密貨幣風行於全世

界，吸引大量的投機者進入，其中也蘊含著危機。在數位

化貨幣發展的初期，由於監管制度的不完善可能導致我國

資本外流，導致外匯儲備的流失。我國政府及央行應儘快

出臺相應的法律法規，在保證數位化貨幣便捷性、安全性

的同時，要確保貨幣政策可以在數位化貨幣中運行和傳

導。保留數字貨幣的控制力，在尊重個人隱私的同時保留

對洗錢等違法犯罪的必要遏制力。 

第三，建立健全的匯率衍生品市場。金融衍生品為實

體經濟帶來更多的活力，完善和建立我國多層次的投資市

場，減少因匯率負面波動而可能造成的市場恐慌。儘快降

低杠杆和地方債務，減少國際資本操縱市場對國內市場的

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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