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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意义］随着机器学习算法研究的不断突破，在 GDP预测领域中的应用也日益广泛。系统梳理该

领域的相关议题，有助于学术研究的纵深发展。［方法/过程］运用文献分析法对公开发表的学术成果进行归

纳，梳理机器学习在 GDP预测领域研究的进展与脉络。［结果/结论］现有研究逐渐将原本以灰色预测模型、因

子模型、传统时间序列和动态因子模型为主的短期预测功能扩展为以神经网络为核心，支持向量机、贝叶斯算

法为补充的长期预测功能。同时，各种研究通过对原有参数进行优化、将模型进行对比、利用不同模型进行组

合预测等方式来提高预测精度。机器学习与 GDP 预测的结合，也使建模思想从线性转向非线性，从关注模型

参数优化转向与其他方法相结合。除此之外，算法改进与模型运用的多样性、不同模型之间的多维度比较，仍

然是该领域的重点和难点。未来研究可以尝试在深入对比各模型的基础上实现更加有效的组合，或挖掘仍未

被使用的模型的潜在预测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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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GDP作为衡量经济增长的宏观变量，成为政府

与公众密切关注的重要指标。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

突破和发展引发了该技术与更多相关研究的深度融

合，其中 GDP预测应用研究就是一个关注点，其主要

服务目标就在于更好地指导宏观政策的制定。而机

器学习作为人工智能领域的重要研究子集，因其对

不确定性强、非线性的数据具有较好的预测能力而

成为研究热点[1]。

1.1 国内外GDP预测领域的发展历程

第一阶段，机器学习算法进入 GDP预测领域前，

研究以灰色预测模型（如 Gray Forecast、GM（1，1）
等）、自回归预测模型（如 Auto-regressive，AR等）、基

于移动平均方法的预测模型（如 Moving Average
等）、差分整合移动平均自回归预测模型（如 Au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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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gressive Integrated Moving Average，ARIMA等）等

传统的时间序列模型为主。其中，灰色预测模型因其

建模时所需要的原始数据容易采集、预测准确度高

等特点，在 GDP预测领域应用广泛。ARIMA模型因

其适用于非平稳的时间序列，具备较好的长期预测

性，也成为该领域较为常用的模型。在国外，因子模

型（Factor Model，FM）特 别 是 动 态 因 子 模 型

（Dynamic Factor Model，DFM）、贝叶斯向量自回归

（Bayes Vector Autoregressive，BVAR）、动态随机一般

均衡模型（Dynamic Stochastic General Equili-brium，

DSGE）则是更为常用的方法。其中，动态因子模型在

面对混合频率数据时具备较好的实时预测效果，在

GDP预测研究中被广泛应用。贝叶斯向量自回归模

型具备预测经济衰退的能力，而动态随机一般均衡

模型则是为了克服贝叶斯向量自回归模型的部分固

有缺陷而提出的。

第二阶段，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进步，机器学习

算法对于体量大、不确定性强的数据显示出了比传

统模型更好的预测效果，因而逐渐被应用于 GDP预

测领域。模型涉及极限学习机（Extreme Learning
Machine，ELM）、朴素贝叶斯（Naïve Bayes，NB）、支持

向量机（Support Vector Machine，SVM）、BP神经网络

（Back-propagation Network）、人工神经网络（Artificial
Neural Network，ANN）等。近年来，长短期记忆网络

（Long Short-term Memory Model，LSTM）、梯度提升

（如 EGB、XGBoost等），因其对非线性数据的较高预

测精度逐渐成为研究的重点。

1.2 本文对模型改进研究的重点方向

第一，通过对原有单一模型进行修改，提升预测

精度。灰色预测模型，研究主要从模型原理、背景值、

初始数据等方面对模型进行改进；自回归预测模型，

研究通过引入外部宏观经济指标，或将贝叶斯算法

融入其中，构造贝叶斯向量自回归模型以提升预测

精度，其中，引入混合频率与随机波动率也是重要的

改进方向；支持向量机模型，为了更适应 GDP数据本

身的特点，不同学者从模型扩展、融合相关数据等角

度拓宽模型的适用范围；BP神经网络模型，研究大多

采用完善背景值、改变初始值形式以及与其他学科

进行结合等方式。

第二，通过对模型进行对比，选择更适宜的模型

进行预测。值得注意的是，在模型比较研究方面，范

围逐渐从传统模型过渡到机器学习模型，比较的内

容也逐渐从广度转向深度，即从增加模型的数量到

对单一模型内部多个分类模型进行比较。也有学者

将机器学习与深度学习的不同模型进行对比，得到

了较多有意义的结论。

第三，通过对模型进行组合，取长补短，达到组

合模型预测精度高于任何单一模型的目的。也有学

者尝试探索在保持预测精度不变的情况下，提高预

测时效性的新组合方式。在机器学习广泛应用于

GDP预测领域之前，组合模型以传统 ARIMA模型与

统计模型、灰色预测模型的结合为主。当机器学习算

法在 GDP预测领域取得重大突破之后，则有了支持

向量机、贝叶斯、决策树与传统预测模型结合，以及

神经网络模型与 ARIMA、因子模型与灰色预测模型

的结合。

1.3 GDP预测应用领域的两种主要方法

本文通过对现有文献的梳理，总结了机器学习

如何实现GDP预测应用领域的相关研究，并对其中 2
种主要方法派系的发展变化做出分析，分别是线性

模型到非线性模型的建模方法转变、单纯的参数优

化到复合模型研究的转换。就传统模型而言，无论是

灰色预测模型、因子模型或是时间序列模型，均为线

性模型，本质上只能捕捉线性关系，不能捕捉非线性

关系。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与完善，线性模型已经难

以适应复杂多变的 GDP数据，机器学习算法的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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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提供了非线性的建模方案。无论是支持向量机、BP
神经网络中的人工神经网络、极限学习机、LSTM或

贝叶斯算法，均能较好地处理非线性数据，具有较好

的泛化能力，并且显示出较强的稳健性，在很大程度

上提高了预测精确度，也使得模型研究从传统的线

性建模转向非线性。传统的模型适用于短期预测，长

期预测存在一定的局限性，而机器学习相关算法的

引入弥补了这一缺陷。

传统预测模型的改进主要通过对模型自身的参

数进行调整，如灰色预测模型通过取幂指数、改进背

景值对模型进行修改，时间序列模型通过寻找滞后

阶数 p和 q的最佳估计方法提高预测精度。相比之

下，机器学习算法的参与则促使学者们更多地思考

如何将模型与其他方法结合起来，或添加相关经济

指标以拓宽模型的适用性。例如，陈志高[2]采用遗传

算法与神经网络相结合改进神经网络；喻胜华等[3]建

立了一个基于主成分分析和贝叶斯正则化 BP神经

网络的预测模型；郭秋艳等[4]运用消除趋势波动分析

方法（Detrended Fluctuation Analysis，DFA）建立 BP
神经网络预测模型；赵军豪等[5]针对宏观经济预测中

统计数据滞后和内部关系复杂的问题，提出融合情

感分析和深度学习的预测方法；陈锦皓等[6]融合发电

量数据建立支持向量机模型，均在模型参数优化之

外提供了新的研究方向。

本文在梳理 GDP预测领域模型研究演变的基础

上，通过捕捉机器学习算法进入该领域的关键节点，

对比前后研究的模型类型、适用性及其改进方法等，

同时关注不同模型之间的对比与组合，进而剖析目

前机器学习方法在 GDP预测领域应用的不足之处，

并指出其未来可能的研究方向。

2 单一机器学习算法的模型应用研究

机器学习算法包括决策树（Decision Tree，DT）、

聚类算法（Clustering Algorithm，CA）、朴素贝叶斯、支

持向量机、期望极大值算法（Expectation Maximi-
zition Algorithm，EM）、迭代算法（Adaboost）、BP神经

网络等多个分支。其中，BP神经网络又包括有监督的

神经网络与无监督的神经网络。有监督的为人工神

经 网 络 、深 度 神 经 网 络（Deep Neural Network，
DNN）、循环神经网络（Recurrent Neural Network，
RNN）、卷 积 神 经 网 络（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s，CNN）等。无监督的神经网络包含深度生成

模型（Deep Generative Model，DGM）、玻尔兹曼机

（Boltzmann Machine，BM）、深 度 信 念 网 络（Deep
Belief Network，DBN）、生成式对抗网络（Generative
Adversarial Networks，GAN）等。

机器学习算法因其能够对不确定性强的大量数

据进行较为准确的预测，逐渐被应用于 GDP预测领

域，其中以支持向量机、贝叶斯算法、BP神经网络中

的人工神经网络的应用最为广泛。

2.1 支持向量机

支持向量机算法，是一类按监督学习方式对数

据进行二元分类的广义线性分类器，其决策边界是

对学习样本求解的最大边距超平面，因分类泛化能

力强、模型简单，成为早期研究热点[7]。李运蒙等[8]采

用支持向量机模型对广东省江门市 GDP进行预测，

结果显示预测值与实际值误差最大的百分比仅为

1.0451%，最小的仅为-0.0423%，表明支持向量机模

型具有较强的泛化能力。胡艳国等[9]采用支持向量机

对 GDP进行回归预测，并通过实验说明预测能达到

比较高的精度，在相关属性发生变化的时候能通过

选择核函数和调节参数来提高回归精度。Periklis
Gogas等[10]的研究表明支持向量机线性核使用 MSI
M1提供了最准确的 GDP预测，RMSE值为 0.01163，
而 RBF核使用 CFS M1提供了最好的预测，RMSE值

为 0.01150。支持向量机的独特优势在于其能够对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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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危机做出较好的预测。Periklis Gogas使用 SVM分

类器，首次对收益率曲线与经济体实际产出之间的

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创建了一个预测模型，准确地预

测未来的产出缺口。结果表明，在经济衰退的预测

中，该模型可以达到 66.7% 的总体预测准确率和

100%的衰退预测准确率。部分学者为了让支持向量

机更适应 GDP数据本身的特点，从扩展模型、融合相

关数据等角度对其进行了改进。林琦[11]提出一种基于

最小二乘支持向量机的福建省 GDP预测方法，采用

径向基核函数进行仿真模拟，经过参数选优建立了

精度较高的预测模型。预测结果表明，训练样本拟合

的平均相对误差仅为 0.84%，测试样本的相对误差为

1.7%，预测的拟合精度在 98.3%。Elmira等[12]利用遗

传算法和 SRA算法构建土耳其 GDP预测仿真模型。

结果表明，所建立的 GA-SVR模型具有较好的估计

精度，可作为模拟经济增长的主要参数 GDP的工具。

陈锦皓等[6]109通过融合发电量数据对美国电力工业

进行分析，建立支持向量机模型，提出通过相关净发

电量数据预测 GDP的新的研究方法，得到实验结果

相关系数为 99.77%。Kouziokas[13]通过将粒子群优化

神经网络的权向量适当变换以满足Mercer定理的核

条件，然后将其与贝叶斯优化核相结合来构建新的

W-SVM核，并将所提出的支持向量机核函数应用于

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预测。与所有其他传统的人工神

经网络、支持向量机以及优化的 BO-SVM、PSO-ANN
机器学习模型相比，新内核显著提高了预测结果。

总的来说，支持向量机在 GDP预测领域中应用

的优势在于其专门应用于解决小样本学习问题，实

现了结构风险最小化，同时具备预测经济危机的能

力。支持向量机与神经网络相比具备更强的泛化能

力，是因为与传统模型相比，它对数据没有复杂的约

束和假设限制[14]。但支持向量机也存在一定的局限

性，在 GDP数据量较为庞大时，大规模训练样本速度

慢，对缺失数据、参数、核函数较为敏感，因此，通过

选择核函数调节参数来提高精度的难度较大[15]。

2.2 贝叶斯算法

机器学习的其他模型，如贝叶斯算法也被应用

于 GDP预测，并取得了令人满意的结果。贝叶斯时间

序列模型能充分利用样本和参数的先验信息，因而

具有更小的平方误差，估计参数更科学[16]。Martin[17]采
用贝叶斯时序模型对明尼苏达州的 GDP等指标进行

预测，得到较好的结论。刘国旺等[18]基于MCMC方法

的 ARFIMA模型分析得出使用贝叶斯方法在参数估

计中的优越性，并对我国过去几十年的 GDP数据进

行实证分析，得到较好的预测结果。熊健等[19]提出基

于时间序列模型和贝叶斯估计 2种方法集成的人均

GDP修匀模型，将预测结果与传统时间序列预测相

比，发现基于 2种方法的修匀模型得到的预测值更准

确，误差降低了约 2%。张静[20]也提出利用模型的先验

信息给出 2种先验分布下的贝叶斯模型与算法，依次

计算出 2011—2015年的甘肃省人均 GDP的预测值，

结果显示，2种贝叶斯模型的拟合效果都优于传统

模型。

相较于其他机器学习模型，贝叶斯算法主要集

中在模型参数的估计方面，考虑了与参数相关的先

验信息，在该条件下得到的估计更为精确。但若样本

数量较少，用贝叶斯估计模型的参数精度可能会有

所下降[19]623。

2.3 神经网络

神经网络是一种仿照人体神经系统的信息处理

特征，设计不同节点，分布式处理信息的算法模型。

通过反馈修正内部各节点之间的相互关系，使得每

个节点的参数达到最优，从而达到处理信息的目的[21]。

BP神经网络作为神经网络重要的发展阶段，是

一种按照误差逆向传播算法训练的多层神经网络[22]。

其进入 GDP预测领域的时间几乎与支持向量机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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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最早的模型为人工神经网络。随着研究的不断深

入，基于前馈神经网络的极限学习机模型被逐步运

用到与 BP算法的对比中。同时，随着 BP神经网络模

型的不断演化，其内部的长短期记忆网络模型呈现

出更强的深度学习能力、更好的泛化能力及高度可

调节性等优势，逐渐成为近年来的研究热点。

2.3.1 人工神经网络模型

人工神经网络具备其独有的特点，即能够对数

据进行大规模并行处理、分布式存储、高度冗余和非

线性运算，因而具有较高的运算速度、联想能力、适

应性、容错能力和自组织能力。这些特点和能力构成

了人工神经网络模拟智能活动的技术基础，并在广

阔的领域获得了重要的应用[23]。

事实上，人工神经网络也是神经网络中最早进

入 GDP预测领域的模型，并且显示出了强大的预测

效果，在研究领域一直是热点。Greg等[24]用数据证明

了神经网络在长期经济预测中的可行性。Greg[25]使用

1968—1998年加拿大 GDP数据构建人工神经网络，

结果显示，在 1个季度的预测范围内，神经网络没有

产生显著的预测改进。但在 4个季度的水平上，改进

的预测精度较显著。最佳神经网络模型的MSE比相

应的线性模型低 15%—19%。欧邦才[26]选择全社会固

定资产投资、社会研究与开发费用、从业人员、全社

会能源生产总量 4个变量，建立人工神经网络，对我

国 1989—2001年的 GDP进行了预测分析，结果表明

上述 13年的数据拟合的相对误差在 0.00%—0.75%之

间，精确度较高。余国合等[27]通过构建人工神经网络

对 GDP增长率进行预测，检验结果误差率接近于 0，
能够构建一个高精度的非线性的仿真模型。Farzan
等[28]研究表明，对于 GDP数据集，线性回归模型和神

经网络模型得到的决定系数分别为 0.206和 0.286，
新模型预测准确率提高了 39%。蒋雪等[29]同样采用人

工神经网络对 2006年以后的数据进行了预测，得出

我国 2008年 GDP较 2007年增长近 50 000亿元，经

济发展势头良好的结论。Jahn[30]则以 1996—2016年
15个工业化经济体的 GDP增长率预测问题为例，指

出与最佳线性模型相比，人工神经网络的平均误差

降低了 0.25个百分点，并给出了训练神经网络回归

模型的精确算法。

随着研究的开展，有学者在以往的神经网络研

究的基础上，进一步讨论了神经网络模型比一般线

性模型误差更低的原因。Jahn[31]研究发现，一个可能

的原因是线性时间趋势具有很强的限制性，错误地

表明增长率通常会随着时间下降。神经网络模型更

能过滤出实际的时间趋势。自新冠疫情暴发以来，越

来越多的学者在构造人工神经网络时将全球不确定

性事件作为关键性因素纳入。Pradyot等[32]收集日本、

中国、德国、西班牙、法国、意大利、美国和墨西哥的

2020年 GDP数据，建立了一种多层人工神经网络模

型，经验证该模型的预测误差小于 2%。李颖等[33]构建

GDP增速预测指标体系，再运用 13种机器学习回归

模型对 1997—2019年历史数据进行建模测算，根据

模型评估指标优选出泛化能力最佳的梯度提升回归

树模型进行预测，结果表明，疫情暴发导致这 3个季

度 GDP增长率分别损失 13.51%、3.23%、1.56%。事实

上，若能准确预测不确定性事件的暴发所带来的经

济影响，政府便可以及时制定应对政策，最大程度减

少损失。

在模型改进方面，研究中大多采用完善背景值、

改变初始值形式、扩大涵盖的数据范围与时间跨度，

以及与其他方法结合等方式对原有模型进行优化。

王宇等[34]选用中国 1993—2005年M2/GDP数据为背

景值，应用带有动量项和自适应学习率的 BP网络，

预测了我国 2006年的 GDP，并提出了相应建议。梁

娜等[35]提出，找出只具有非线性特征的 GDP年增量

百分比序列，以此建立基于 BP的预测模型，仿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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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表明，改进后的模型相较于单一模型误差减少了

1.64%。刘攀等[36]以 1980—2016年四川省 GDP值作

为原始序列，其累加序列、均值序列和前一历史序列

作为输入向量，原始序列作为输出向量，进行 BP网

络训练，建立 EGM-BP网络模型，预测效果比原始模

型更好。Haltiwanger等[37]提出，在模型中加入其他因

素，如公司、行业市场结构、人口、工人特征及其价格

行为。其他微观经济和宏观经济变量的广泛使用也

可以改善本研究的结果。Greg进一步考虑了包括美

国和加拿大的利率收益差额，90天公司利率，M2总
量的增长率和多伦多证券交易所 300指数等金融数

据。结果显示，与 1989—1999年的线性模型预测误差

相比，年同比产出增长的神经网络预测误差每季度

降低约 0.25个百分点。Chuku等[38]指出在相关商品价

格、贸易、通货膨胀、利率被用作输入变量时，人工神

经网络模型的预测精度将显著好于 ARIMA模型。此

外，陈志高[2]172采用遗传算法与神经网络相结合改进

神经网络，提高了学习及预测精度，并对其在经济领

域的预测作了应用研究，得到了较好的效果。喻胜华

等[3]42选择对 GDP有显著影响的 6个因子，用 1985—
2008年中国的宏观经济数据建立了一个基于主成分

分析和贝叶斯正则化 BP神经网络的预测模型，并应

用于我国 GDP的预测。结果表明相较于其他方式，该

方法具有收敛速度快，预测精度高的优点。杨娟丽

等[39]根据 BP神经网络符合时间序列预测问题的特

点，提出了运用 y=x作为传递函数的 BP神经网络时

间序列预测方法，解决了当将数据处理到较大区间

内时，BP神经网络预测外推能力差的问题，取得了良

好的预测效果。郭秋艳等[4]82运用消除趋势波动分析

方法，计算了全国 GDP年度数据的标度指数，证明

GDP时间序列具有持久性的长程相关，在此基础上

利用人工神经网络将经济变量数据归一化处理，建

立 BP神经网络预测模型，相对预测误差基本在 3%
以下。具体改进方法及结论，见表 1。

表 1 人工神经网络模型改进方法表

所属改进类别

完善背景值

改变初始值形式

扩大涵盖的数据
范围与时间跨度

与其他方法结合

具体改进方法

1.王宇、李旭东以我国 1993—2005年的M2/GDP为背景
值，应用带有动量项和自适应学习率的 BP神经网络

1.梁娜、张吉刚提出找出只具有非线性特征的 GDP年
增量序列，建立 BP神经网络
2.刘攀、冯长焕以累加序列、均值序列和前一历史序列
作为输入向量进行 BP网络训练

1.Haltiwanger和 Jarmin在基础模型中加入其他因素，如
公司、行业市场结构、人口、工人特征及其价格行为等
2.Greg Tkacz进一步考虑了包括美国和加拿大的利率收
益差额，M2货币增长率以及多伦多证交所 300指数等
在内的金融数据，建立模型
3.Chuku Chuku等将相关商品价格、贸易、通货膨胀、利
率用作输入变量，构建模型

1.陈志高用遗传算法与神经网络相结合改进神经网络
2.喻胜华、邓娟建立了一个基于主成分分析和贝叶斯正
则化 BP神经网络的预测模型，并应用于我国 GDP的
预测
3.杨娟丽、徐梅等提出了运用 y=x作为传递函数的 BP
神经网络时间序列预测方法
4.郭秋艳、何跃运用消除趋势波动分析方法，计算了全
国 GDP年度数据的标度指数，在此基础上建立 BP神经
网络预测模型

结论

1.预测我国 2006年的M2/GDP为 1.6386左右，并提出了
一些相应的政策建议

1.仿真实验表明，改进后的模型相较于单一模型误差减
少了 1.64%
2.所建立的 EGM-BP网络模型，预测效果比原始模型
更好

1.结果表明微观经济和宏观经济变量的广泛使用可以
改善本研究的结果
2.结果显示，与 1989—1999年的线性模型预测误差相
比，年同比产出增长的神经网络预测误差每季度降低
约 0.25个百分点
3.人工神经网络模型的预测精度将显著好于 ARIMA
模型

1.结果表明这项改进提高了模型学习及预测精度，并对
其在经济领域的预测起到了改善作用
2.结果表明相较于其他方式，该方法具有收敛速度快，
预测精度高的优点
3.该模型解决了当将数据处理到较大区间内时 BP神经
网络预测外推能力差的问题，取得了良好的预测效果
4.仿真实验表明，该模型相对预测误差基本在 3%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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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于传统的计量经济模型，BP神经网络有较

强的非线性函数逼近能力，从而使 BP神经网络整体

具有近似函数的功能。但需要注意的是，BP神经网络

结构只能凭借研究者的经验进行确定。若网络结构

过大则可能出现过拟合，导致预测结果及精度下降，

造成网络性能低，反之模型可能难以收敛。因此，它

直接影响模型的优劣与推广难易程度 [40]。

目前来看，研究大多在数据输入、初始值层面对

模型进行完善，较少涉及模型的网络结构。因此，在

BP神经网络应用于 GDP预测时，选择合适的网络结

构十分重要，也是目前尚未解决的难点问题。

2.3.2 极限学习机

基于前馈神经网络（Feedforward Neural Net-
work，FNN）构建的机器学习系统——极限学习机也

具备较为广泛的应用。相关研究通常聚焦于人工神

经网络，运用反向传播算法（BP）与极限学习机构建

模型对 GDP进行预测，并且对 2种方法进行比较，实

证结果均表明极限学习机优于反向传播算法。Dušan
等[41]以欧盟 28个国家的 10个科技参数作为输入因

素，建立极限学习机模型对 GDP进行预测，并将极限

学习机模型、遗传规划（Genetic Programming，GP）、

人工神经网络、模糊逻辑算法（Fuzzy）的预测结果进

行了比较，仿真结果表明，极限学习机模型的拟合优

度为 0.58，高于人工神经网络（0.275）、遗传规划

（0.2005）、模糊逻辑算法（0.4014），对 GDP增长率具

有较好的预测能力。Bojana等[42]使用了同样的方法，

但着重分析对经济发展影响最大的科技因素。

Svetlana等[43]、Bojana 等[44]、Dušan等[45]、Ljubiša等[46]、

Mirjana等[47]分别以贸易数据、政府支出数据、能源数

据、产业数据、电力数据为参数建立人工神经网络模

型，对 BP与极限学习机算法进行分析，结果表明，机

器学习算法能够提高预测精度，并且极限学习机算

法的决定系数非常高，而 BP学习算法的神经网络模

型的预测精度耗散更大，因此，极限学习机模型的预

测精度优于 BP模型。

2.3.3 长短期记忆网络模型

虽然人工神经网络模型中应用的网络学习过程

是收敛的，但研究数据内部的时序关系仍然难以表

现，而这种关系在实际的经济研究中对于预测分析

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23]64。相比之下，长短期记忆网络

模型之所以能在金融与经济领域被大范围地使用，

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其对于时序数据的表现能力优

于人工神经网络模型。LSTM模型是对循环神经网络

模型的一种完善，当输入的序列或文本过长的情况

下，能够进行有效的较长记忆。改进之后的 LSTM模

型克服了循环神经网络的长期依赖缺陷，缓解了循

环神经网络在训练时反向传播带来的“梯度消失”问

题，近几年 GDP预测领域的前沿方向[48]。多数研究都

表明，相比其他模型，LSTM模型显示出更强的学习

能力与更好的预测效果。

肖争艳等[49]构建了契合中国经济特征的指标体

系，该体系具备一定的理论支撑，并构造了一个用于

GDP预测分析的 LSTM模型，将之与贝叶斯向量自回

归模型进行对比研究发现，LSTM模型能够分析出所

研究的指标对国民生产总值的非线性影响，提升其

预测能力。该指标体系还表明，正是由于 LSTM模型

具备较好的泛化能力、自主学习、自我改造的能力、

调节性，因此，其具备实际应用的无限潜力。朱青

等[48]5为了提高 GDP预测精度，首先利用随机森林算

法对影响 GDP增长的变量进行重要性排序，选取重

要变量后运用 LSTM模型对 GDP进行预测分析，并

将预测结果与传统时序型 ARIMA及 GARCH模型进

行比较。实验结果表明，基于递归神经网络的 LSTM
模型能较准确地反映我国GDP增长的变化规律。

在模型改进上，有学者通过引入量化的情绪数

据，不仅拓宽了模型的适用范围，为相关决策提供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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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可靠的参考。赵军豪等[5]3057针对宏观经济预测中

统计数据滞后和内部关系复杂的问题，提出融合情

感分析和深度学习的预测方法（SA-LSTM）。首先确

定微博爬取和情感分析的方法，得到微博情感分析

的分值，结合政府统计的结构化经济指标和 LSTM模

型进行预测。经过实际数据计算验证，与不加入微博

情感分析的 LSTM相比，2016年 4个季度 SA-LSTM
分别降低预测相对误差 4.95、0.92、1.21、0.66个百

分点。

值得注意的是，有国外研究[50]提出，对 1992—
2017年第三季度G7国家的GDP数据建模分析显示，

与 LSTM模型相比，自回归预测模型更适合于 GDP
与消费价格的预测。只有当数据具有某种很强的趋

势时，LSTM模型才显示出较强的优势。这种现象可

能是各国宏观经济数据与发展情况的异质性导致

的。如何建立一个为大多数国家经济发展适用的

LSTM模型，在可行范围内尽量提高预测精度，可以

作为国际经济研究学者未来研究的方向。

3 GDP预测领域的模型比较与组合研究

3.1 模型比较研究

在模型比较层面，研究的范围逐渐从传统模型

过渡到机器学习模型，比较的内容也逐渐从广度转

向深度，即从增加模型的数量到对单一模型内部多

个分类模型进行比较。同时，也有学者将机器学习与

深度学习的不同模型进行了对比，得到了许多有意

义的结论。具体数据选取与模型对比结果，见表 2。
3.2 模型组合研究

虽然机器学习算法能够对非线性的数据进行较

好的预测，很大程度上提高预测精度，但是传统的模

型并非毫无用处，针对不同类型的具体数据，需要具

体分析。徐映梅等[62]分别用传统的 ARIMA模型和

LSTM神经网络建模，预测中国 2019年 GDP季度数

据。结果表明，传统的 ARIMA模型和 LSTM模型各有

其适用范围。传统计量方法在数据结构相对简单时

表现更好，LSTM神经网络则更适用于复杂的非线

性、非结构化数据。

基于此，如果将不同模型组合在一起实现优势

互补，就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拓宽模型的适用范围，提

高预测精度。针对组合预测模型的研究可以分为 3个
阶段。

3.2.1 传统 ARIMA模型与统计模型、灰色预测模型

的结合

GDP预测领域在机器学习算法尚未涉足之前，

模型的组合形式主要是 ARIMA模型与统计模型、

ARIMA模型与灰色预测模型的组合等。腾格尔等[63]

构建了整合移动平均自回归模型和自回归条件异方

差模型，并提出新的组合预测模型，对中国季度 GDP
进行分析。结果显示，ARIMA 模型的平均误差为

5.53%，ARCH模型的平均误差为 2.20%，组合预测模

型的平均误差仅为 0.96%，其效果非常显著。许金

炜[64]根据我国 1992—2015年的 GDP季度数据，建立

了虚拟变量回归模型、SARIMA模型及其组合模型，

并进行了比较与分析，结果发现组合模型的拟合效

果与预测性能均为最佳。王莎莎等[65]利用混合时间序

列、灰色预测模型、ARIMA模型建立一种组合预测模

型，将它应用于 GDP的预测。所得结果误差优于 3种
模型的分别预测，表明组合预测模型在时间序列数

据的预测中更有优势。余后强等[66]为克服传统的

ARMA模型对于长期预测误差过大，GM（1，1）建模数

据过少很难体现出经济发展趋势的缺陷，尝试将 2种
模型相结合成 ARMA-GM组合模型，并将其运用到

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预测中，通过与传统模型

对比，可以看到改进后的模型在长期预测时仍能保

持较高的精度。陈黎明等[67]基于 1985—2010年相关

数据，分别拟合 GM（1，1）模型、ARMA模型和双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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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Islam R[51]

Safi[52]

罗森、张孟璇 [53]

Richardson等 [54]

Martin L C[17]45

Kohei M等 [55]

何强、董志勇 [56]

李佳、黄之豪等 [57]

数据

美国 1978—2005年的宏
观经济数据

巴基斯坦 2000—2014年
季度GDP

中国 1992—2018年GDP
季度数据

新西兰 2009—2018年商
业调查数据

南 非 1992Q2—2016Q4
GDP数据

日本 1973年 1月—2018
年 6月宏观经济数据

中国 2011—2018年季度
GDP增速、互联网搜索
大数据

中国 1952—1991年的累
计名义GDP年度数据

对比模型

ARIMA、支持向量回归
（SVR）、前馈神经网络

人工神经网络、ARIMA、
简单回归模型

ARIMA、VAR

OLS、自回归预测模型、
贝 叶 斯 向 量 自 回 归 、
KNN、支 持 向 量 机 、
LSBoost

VR、VAR 弹性网络、随
机森林、支持向量机、循
环神经网络

因子模型、bagging、梯度
增强模型（boosting）、随
机森林、神经网络

BP神经网络、支持向量
机、广义弹性网模型、适
应性 LASSO模型

IndRNN、卷 积 神 经 网
络、循环神经网络、长短
期记忆网络、BP神经网
络、支持向量机、ARMA

结论

1.在训练集较小的情况下，线性核支持向量回归可以很好地推广
到其测试集，其预测性能明显优于ARIMA（1，1，1），但单隐层前馈
神经网络存在偏置问题，其预测性能不及 SVR和ARIMA
2.与 ARIMA相比，SVR在测试过程中显示出更少的错误方差，适
用于其他数据稀缺或抽样率低的领域进行回归分析
3.单隐层前馈神经网络在具有更大训练集的模拟中可以产生更丰
硕的结果

1.通过对巴基斯坦 2000—2014年国内生产总值的综合模拟和真
实数据的分析，表明在除线性模型外的所有模型中，神经网络都
优于 ARIMA和回归模型。用人工神经网络、ARIMA和回归模型进
行预测的标准误差分别为 68.763、70.995和 118.417
1.结果显示，2个模型预测结果不确定性随着预测期数增加而
增加
2.VAR作为短期预测模型结果较为合理，在短期内可以选择 VAR
模型预测结果作为最终估计

1.大多数机器学习算法优于另外两个常用的统计基准，即 OLS和
贝叶斯向量自回归模型
2.大多数机器学习模型产生的点临近预测优于简单的自回归预测
模型基准。与自回归预测模型基准相比，表现较好的模型依次为
支持向量机、LSBoost和 KNN，能够将平均实时预测误差降低约
16%—18%
3.利用各种加权方案将机器学习模型结合起来，可进一步提高
性能

1.根据均方根误差最小化和数据实际趋势相关性最大化的选择标
准，机器学习方法优于传统方法。弹性网络模型产生了最好的
性能
2.与传统方法相比，随机森林模型和支持向量机模型预测精度更
高，两者之间相差不大
3.循环神经网络模型是唯一一个性能指标没有优于传统方法的机
器学习方法

1.在很多情况下，因子模型和机器学习比传统的 VR模型表现
更好
2.机器学习方法作出的预测在中长期预测方面表现特别好，其成
功主要来自变量的非线性和相互作用
3.因子模型与机器学习的复合预测比因子模型或单独机器学习的预测
效果更好

1.整体而言，BP神经网络、支持向量机等经典的机器学习模型对
季度GDP同比和环比增速的预测效果要低于广义弹性网、适应性
LASSO等模型
2.基于海量互联网媒体关键词构建的经济政策环境指数变量对季
度GDP增速环比预测的效果优于对同比增速的预测，表明理论模
型中引入经济政策环境指数不仅非常必要而且灵敏有效
3.基于百度等网站的互联网大数据指标数据序列波动性相对较
大，需要针对这类数据研究制定质量评估框架，最大程度地为下
一步模型预测研究降低数据误差

1.神经网络效果最佳，IndRNN在MAPE、MAE等指标上显著优于
其他模型
2.时间序列长度缩短，IndRNN的预测效果有所下降，并且在加入
百度指数及经济指标后回升
3.基础货币余额、新增人民币贷款加入模型反而会降低模型性能

表 2 GDP预测领域的模型比较研究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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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Yoon J[58]

Soybilgen B等 [59]

David A[60]

Chu B等 [61

数据

日本 2001—2018年的实
际GDP增长

美 国 2000—2018 年 收
入、劳动力、住房、利率
的各项指标

70个国家 1980—2018年
的经济数据

美国 1959—2020年大型
季度宏观经济数据库预
测GDP

对比模型

随机森林、boosting

bagging、boosting、随 机
森林

支持向量机、量子神经
网络、深度递归卷积神
经网、深度信念网络、深
度神经决策树、支持向
量机

机器学习（Lasso、岭回
归、Boost、梯度提升机、
随机森林）、深度学习
（深层神经网络、长短期
记忆模型）

结论

1.在 2001—2018年期间，梯度增强模型和随机森林模型的预测精
度高于基准预测
2.在 boosting和随机森林模型之间，梯度推进模型的精度更高

1.基于树的集成模型在大多数情况下优于线性模型。在金融危机
后，随机森林和袋装决策树比线性模型表现得更显著
2.滚动窗口估计的基于树的集合模型比递归估计的模型有更好的
临近预报性能

1.由于采用了基于小批量学习的大规模处理，深度神经网络提供
了出色的预测结果，并可以连接到任何更大的神经网络模型
2.在新兴国家和发达国家，每种模型的最高精度值出现在 DNDT
方法中，其次是 DRCNN方法，范围为 98.29%—96.02%，M2G与
GDP增长呈正相关，M2G的增加应该会降低经济中的利率，导致
更多的消费和借贷

1.当预测对象数量较多且具备混合预测特性时，基于密度的机器
学习方法（bagging、boosting）在长期预测方面优于基于稀疏的机器
学习方法（Lasso），但在短期预测方面未必如此
2.基于密度的机器学习方法在使用大量预测因子时，比使用少量
强预测因子时表现更好
3.使用高频率预测器的简约模型优于使用大量低频预测器的复杂
机器学习和深度学习模型，突出了预测器在经济预测中的重要
作用
4.集成机器学习方法可以优于流行的深度学习方法
5.岭回归在使用一些预测器时表现得更好，使用太多的预测因子
和一些非常弱的预测因子可能会潜在地增加过拟合的可能性
6.Lasso对每一组预测器都能很好地执行，因为它可以自动选择最
佳预测响应变量的预测器
7.Boost和GBM在使用许多预测器时表现得更好，在使用少量好的
预测因子时，LSTM的性能会更好

续表

平滑模型，通过精度对比表明，组合预测模型优于单

项预测模型。

3.2.2 支持向量机、贝叶斯、决策树等与传统预测模

型的结合

随着人工智能领域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组合模

型尝试将机器学习相关算法纳入其中，以弥补传统

模型对于非线性数据预测精度较低的缺陷。部分学

者将贝叶斯算法、支持向量机与传统时间序列结合，

取得了较为准确的预测效果。由向平等[68]通过赋予合

理权重，将拟合模型、指数平滑模型、支持向量、

ARIMA模型加权组合，计算各模型的均方根误差

（RESE）和希尔不等系数（Theil IC）等指标的比较，证

明单一模型经过组合能够提高预测精度。张劲帆等[69]

利用中国宏观经济指标构建了基于贝叶斯估计的混

合频率向量自回归模型（MF-BVAR），并对该模型预

测中国宏观经济运行情况的效果进行了检验，模型

在允许多变量、不同频数据共存的条件下提高了模

型估计的自由度，从而实现高精度预测。张鹏[70]将

ARIMA、灰色模型与 SVR（与支持向量机类似）进行

非 线 性 组 合 模 型 ，进 而 提 出 粒 子 群 优 化 算 法

（Partical Swarm Optimization，PSO）优 化 ARIMA -
GM-SVR的集成模型，通过对已知 GDP的训练和测

试，表明经粒子群优化的非线性组合预测模型更优。

国外有学者将因子模型与决策树进行了组合，

这样的组合在国内还未涉及，可以作为对国内研究

的补充。Wochner等[71]将理论主导的因子模型（DFM）
嵌入强大的基于树的机器学习集成中，构建动态因

子树（DFT）与动态因子森林（DFF），显著改进了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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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因子模型，尽管动态因子树和动态因子森林的

总体表现通常优于因子模型，但它们在经济衰退后

的表现往往略差于因子模型。

3.2.3 神经网络与 ARIMA、因子模型和灰色预测模

型的结合

3.2.3.1 BP神经网络与ARIMA模型

神经网络中的 BP神经网络由于其自身特性，在

组合模型研究层面应用非常广泛，与许多模型结合

都产生了较好的预测效果。普遍的组合方式是将

ARIMA模型与 BP神经网络相结合。魏仕强等[72]首先

通过分析四川省 GDP发展趋势，建立四川省 GDP的

ARMA预测模型，然后建立基于企业景气调查数据

的ARCH预测模型，最后利用前面 2种模型的预测结

果构建基于 BP神经网络的 ARMA-ARCH组合预测

模型。结果显示，组合模型的误差小于 1%。熊志斌[73]

对 BP神经网络、ARIMA模型各自的预测特性及其优

缺点进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由上述 2种模型

集成的时间序列预测模型，仿真实脸表明，集成模型

的预测准确率显著高于单一模型，平均误差降低了

1.156%。莫东序[74]首先以 1978—2008年广西 GDP为

样本建立 ARIMA模型，得到拟合误差序列及 2009—
2015年广西 GDP的初始预测值，再对误差序列构建

BP神经网络，并得到 2009—2015年的误差预测值，

最后用误差预测值对初始预测值进行修正，得到

2009—2015年广西GDP的预测值。结果表明，组合模

型在预测效果上显著优于单一因素模型。王鑫等[75]将

在 ARIMA 模型中加进各种干预变量影响的模型

（干预模型）与 BP神经网络模型相结合，利用我国

1978—2004年的 GDP数据建立多干预变量集成预测

模型，并对我国 2005—2009年的 GDP进行预测。通过

将预测值与其他文献所建模型的预测值进行比较，

表明预测误差明显减少，由此证实了所建模型处理

外部事件（如宏观经济因素、政治因素等）的有效性。

罗志丹等[76]通过将分解后的序列进行重构，分别建立

粒子群优化算法优化的 BP神经网络和 ARIMA模

型，并将各序列预测结果整合为最终预测结果，也得

到了组合模型效果优于单一模型的结论。

3.2.3.2 人工神经网络与模糊逻辑/时间序列模型

人工神经网络的组合应用虽然不如 BP神经网

络广泛，但国内外仍有学者在人工神经网络组合应

用上进行探索，无论是将其与传统时间序列模型相

结合，还是通过引入数学方法对其进行改进，均取得

了较好的效果。刘全等[77]基于 ARIMA模型具备准确

提取时间序列过去与现在的值和它们之间的误差三

者的关系，以及人工神经网络具备对各种变量的感

知能力强，非线性逼近、自适应、自学习性等特性，构

建了一种多元时间序列预测模型，并进行了理论探

讨和实证。该模型能较准确模拟和预测时间序列的

变化规律，可较好满足对复杂时间序列的分析预测

需求。Mirbagheri[78]将人工神经网络与模糊逻辑相结

合以预测伊朗 GDP。由于模糊神经网络系统不需要

精确的数据，且不需要大量的样本和数据，该方法具

有收敛速度快、精度高、函数逼近能力强等特点，且

模糊神经网络优于所有的模糊逻辑方法，RMSE仅为

4.5158e-005。
3.2.3.3 神经网络与因子模型

近期有研究将神经网络与因子模型相结合，发

现两者的结合对于结构性危机的预测十分有效。

Kohei等[55]101利用日本 1973—2018年的宏观经济数

据建立模型，结果显示因子模型与机器学习的复合

预测比因子模型或单独机器学习的预测效果更好。

Luigi等[79]通过使用 2005年第二季度至 2020年第一

季度的美国季度 GDP增长率数据，重点考察了 2个
危机时期，即 2008—2009 年的大衰退和最近的

COVID-19危机。该模型在经济反弹期间，尤其是结

构性危机时产生了良好的预测。效果优于向量自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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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随机漫步、动态因子模型、随机森林和XGBoost。
3.2.3.4 BP神经网络与灰色预测模型

有部分学者将 BP神经网络与 GM（1，1）进行组

合，以克服 GM（1，1）模型对于短期数据预测精确度

较高，但中长期预测往往存在较大偏差的缺陷。宣平

等[80]将 GM（1，1）模型与 BP算法相结合建立灰色人

工神经网络组合模型应用于 GDP总量的预测。以安

徽省 1992—2007年的数据为例，对 2005—2007年的

GDP总量进行检验性预测，结果表明，灰色人工神经

网络组合模型大大提高了预测精度。何刚等[81]基于

Simpson公式改进 GM（1，1）的背景值，再将其与 BP
神经网络组合模型对国内生产总值进行预测研究。

对比分析 GM（1，1）、Simpson公式改进的 GM（1，1）、

Simpson公式改进的 GM-BP模型的计算结果，得出

新模型预测精度最高。

3.2.3.5 多模型集成

多模型集成以 ARIMA、GM（1，1）、BP神经网络

为主。值得注意的是，与国内主要以提高预测精度为

主要目标不同，国外部分研究专注在预测精度不变

的情况下更快地获得预测结果，提高数据的时效性。

龙会典等[82]建立了由 ARIMA、GM（1，1）和 BP神经网

络集成的时间序列预测模型。GDP时间序列实证结

果表明：集成模型的预测效果显著高于单一模型，平

均误差降低了 1.94%，从而证实了集成模型用于GDP
预测的有效性。谢成兴等[83]利用 ARIMA模型、DGM
（1，1）模型以及 BP神经网络构建 ARIMR-DGM-BP
组合预测模型。利用喀什地区 2000—2018年 GDP的

相关数据资料进行验证，结果显示三因素组合预测

模型好于两因素的组合预测。Fornaro等[84]通过将大

量机器学习技术获得的短时预测与大维度统计模型

进行简单组合，能够对每月的实际经济活动产生准

确的估计，模型涉及动态因子模型、boosting、随机森

林、支持向量机、神经网络、ARIMA等，可以在保持错

误率的情况下将数据发布时间缩短 30天。

随着研究的深入开展，BP神经网络乃至人工神

经网络越来越成为组合模型的基础范式，未来或许

能在此基础上探索跨领域模型的组合方案，并且可

将研究目的在单纯提高预测精度上进一步拓展，努

力挖掘既能提高预测效果，又能提高预测时效性的

新组合方案。模型组合研究具体内容，见表 3。

4 存在的问题

4.1 模型运用较为单一，算法改进不够多样

机器学习算法多种多样，但在 GDP预测领域应

用中大多局限于 BP神经网络、支持向量机、贝叶斯

算法和极限学习机等。在 BP神经网络中，应用较为

广泛的也仅为人工神经网络，并且只有少部分学者

尝试 LSTM模型。事实上，许多其他的机器学习算法

也具有较好的预测精度。例如李佳等[57]24创新性地使

用最新深度学习方法独立循环神经网络（IndRNN）以

提升预测效果。结果发现，独立循环神经网络能够对

GDP进行精准预测，并且预测能力显著优于其他机

器学习和时间序列方法，将相关宏观经济变量和互

联网搜索行为代理变量依次加入模型，能进一步提

升预测效果，增加独立循环神经网络层数也能提升

该神经网络预测性能，而模型中训练窗口选择影响

不大。由此证明，独立循环神经网络是当前更为有效

的经济预测工具，在经济预测中具有较大的应用价

值。吴睿辉等[85]采用深度置信网络（DBN）对地方经济

进行短期预测研究。首先提取地方经济预测分析强

相关指标，利用深度置信网络算法对其进行短期预

测，再通过对参数权重进行调节，获得了预测效果最

好的参数组合。预测结果显示，该模型预测准确度高

且MSE小。若能在原有研究的基础上积极探索新模

型，可能会有意想不到的预测效果，打开GDP预测领

域新研究的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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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组合类型

ARIMA、统计模型

ARIMA、灰色预测
模型

支持向量机、传统
时间序列

决策树、因子模型

人工神经网络、模
糊逻辑/时间序列
模型

BP 神 经 网 络 、
ARMA
BP 神 经 网 络 、
ARIMA

BP神经网络、灰色
预测模型

BP神经网络、因子
模型

ARIMA、GM（1，1）、
BP神经网络

大量传统统计模
型、机器学习模型

涉及的研究方法

1.腾格尔、何跃将 ARIMA和 ARCH两类模型进行结合，并且代
入季度数据进行预测
2.许金炜根据 1992—2015年 GDP季度数据，建立虚拟变量回
归（DVR）、SARIMA及其组合模型

1.王莎莎、陈安等分别建立 ARIMA、混合时间序列、GM（1，1）
及其组合模型预测中国经济数据
2.余后强、李玲建立 ARMA-GM组合模型，以克服 ARMA长时
预测精度低，GM（1，1）少量数据难以体现趋势的缺陷
3.陈黎明、傅珊基于 1985—2010 年的数据构建 GM（1，1）、
ARMA模型和双指数平滑模型

1.由向平、孙德山将指数平滑模型、拟合模型、ARIMA模型和
支持向量回归模型加权组合
2.张鹏将 ARIMA、灰色模型与 SVR进行非线性组合，提出粒子
群优化算法优化ARIMA-GM-SVR的集成模型

1.Wochner，Daniel将因子模型嵌入强大的基于树的机器学习集
成中，构建动态因子树与动态因子森林

1.Mirbagheri将人工神经网络与模糊逻辑相结合以预测伊朗
GDP，该方法具有收敛速度快、精度高、函数逼近能力强等特点
2.刘全、刘汀利用ARIMA模型准确提取时间序列回归关系，结
合人工神经网络非线性逼近等特性，构建了一种多元时间序
列预测模型

1.魏仕强、何跃对四川省 GDP及企业景气调查数据，构建了基
于 BP神经网络的ARMA-ARCH组合预测模型

1.熊志斌深入分析了 ARIMA模型与 BP神经网络模型的预测
特性和优劣，并构建组合模型
2.莫东序以 1978—2008年的广西 GDP为样本，建立 ARIMA模
型，预估 2009—2015年广西 GDP，再进一步构建 BP神经网络
对误差进行修正
3.王鑫、肖枝洪将在 ARIMA模型中加进各种干预变量影响的
模型与 BP神经网络模型相结合
4.罗志丹、刘英将分解后的序列进行重构，分别建立粒子群优
化算法优化 BP神经网络和ARIMA模型

1.宣平、刘建宁将 GM（1，1）模型与 BP算法相结合应用于安徽
GDP总量的预测
2.何刚等基于 Simpson公式改进 GM（1，1）的背景值，再将其与
BP神经网络组合

1.Luigi使用 2005—2020年美国季度 GDP增长率数据，重点考
察了 2008年的大衰退和最近的 COVID-19危机 2个时期

1.龙会典、严广乐建立了由ARIMA、GM（1，1）和 BP神经网络集
成的时间序列预测模型
2.谢成兴、王丰效利用ARIMA模型、DGM（1，1）模型以及 BP神
经网络构建ARIMR-DGM-BP组合预测模型

1.Fornaro等通过将大量机器学习技术获得的短时预测与大维
度统计模型进行组合，模型涉及动态因子模型、boosting、随机
森林、支持向量机、神经网络、ARIMA等

相应结论

1.组合预测模型预测的平均误差仅为 0.96%，分别低于
ARIMA、ARCH平均误差 5.53%、2.20%
2.DVR-SARIMA组合模型的拟合效果与预测性能均为
最佳

1.所得结果误差优于 3个模型的分别预测，相较于单一
因素预测，组合模型表现出更强的时间序列特征
2.ARMA-GM组合模型在长期预测时仍能保持较高的
精度
3.构建基于误差绝对值和最小的组合预测模型，精度
对比表明组合预测模型优于单项预测模型

1.比较组合模型的MAPE、RESE等指标，证明单一模型
经过组合能够提高预测精度
2.通过对已知 GDP的训练和测试，表明经粒子群优化
算法优化的ARIMA-GM-SVR的集成模型更优

1.结果显示，组合模型预测精度得到了提升。尽管动态
因子树和动态因子森林的总体表现通常优于因子模
型，但它们在经济衰退后的表现往往略差于因子模型

1.模糊神经网络优于所有的模糊逻辑方法，仿真实验
表明模型RMSE仅为 4.5158e-005
2.该模型能较准确模拟和预测时间序列的变化规律，
可较好满足对复杂时间序列的分析预测需求

1.组合模型相对误差有所降低，控制在 1%以内

1.仿真实验表明集成模型的预测准确率显著高于单一
模型，平均误差降低了 1.156%
2.结果表明，ARIMA与 BP神经网络混合模型的预测结
果显著优于单一模型的预测
3.通过将预测值与其他文献所建模型的预测值进行比
较，表明预测误差显著减少，由此证实了所建立模型处
理外部事件（如宏观经济因素、政治因素等）的有效性
4.仿真实验结果表明，混合模型优于单一模型以及其
他基准模型

1.结果表明灰色人工神经网络组合模型大大提高了预
测精度
2.对比分析 GM（1，1）、Simpson公式改进的 GM（1，1）、
Simpson公式改进的 GM-BP模型的计算结果，得出新
模型预测精度最高

1.该组合模型在经济反弹期间尤其是结构性危机时产
生了良好的预测。效果优于向量自回归、随机漫步、动
态因子模型、随机森林和XGBoost
1.GDP时间序列实证结果表明：集成模型的预测效果
显著高于单一模型，平均误差降低了 1.94%
2.利用喀什地区 2000—2018年 GDP的数据验证，表明
ARIMR-DGM-BP组合模型的预测效果优于 ARIMR-
GM-BP组合模型

1.能够对每月的实际经济活动产生准确的估计，可以
在保持错误率的情况下将数据发布时间缩短 30天

表 3 GDP预测领域模型组合研究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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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算法改进层面，现行研究主要为改进模型本

身、调节参数优化、改变背景值或初始值等，较少有

学者通过加入非结构化信息（例如互联网搜索数据）

融合其他经济指标（例如发电量）、与现行热点（例如

新冠肺炎疫情）进行结合等方式对模型进行改良。赵

军豪等[5]305针对宏观经济预测中统计数据滞后和内

部关系复杂的问题，提出融合情感分析和深度学习

的预测方法（SA-LSTM）。与不加入微博情感分析的

LSTM网络相比，SA-LSTM能够每季度平均降低预测

相对误差 4.95、0.92、1.21、0.66个百分点。何强等[56]91

基于机器学习模型，结合百度等网站的海量数据，对

我国 2011—2018年季度 GDP增速深入进行预测分

析。研究结果显示，降低预测误差的一种方式在于对

随机因素做出一定的假设，大量数据集的学习并不

是最有效提升预测精度的方法。李颖等[33]39为了定量

估测新冠肺炎疫情对我国宏观经济基础性指标 GDP
的影响，首先构建GDP增速预测指标体系，再运用 13
种机器学习回归模型对 1997—2019年历史数据进行

建模测算，根据模型评估指标优选出泛化能力最佳

的梯度提升回归树（GBRT）模型，预测非疫情影响下

2020年前 3个季度 GDP增速。结果表明，疫情暴发导

致这 3个季度 GDP增长率分别损失 13.51%、3.23%、

1.56%。事实上，在大数据时代，对非结构化信息的考

虑是必要的，不仅能提高模型的实用性和时效性，也

使得模型具有更广泛的适用范围。

4.2 不同模型之间进行多维度比较的研究较少

在 GDP预测领域，虽然也有部分学者对不同模

型进行了比较研究，但维度较为单一，且较少涉及对

最新机器学习算法的深入比较。何黎等通过比较建

立的 6种线性和非线性的模型组合，同时结合神经网

络方法和其他组合预测方法的预测结果。最终结果

表明，非线性组合预测效果总体好于线性组合，涉及

神经网络的组合能够提高模型的预测精度与性质，

但研究模型以线性与传统时间序列为主，机器学习

领域只涵盖 BP神经网络。罗森等[53]50以我国 1992—
2018年 GDP季度数据为基础，分别构建 ARIMA 和

VAR模型，对我国 2019年 4个季度的 GDP进行预

测，并比较 2种模型的预测结果。结果显示，模型的预

测结果均会受到预测期数的影响，而 VAR作为短期

预测模型结果较为合理。但其研究也未涉及机器学

习领域相关模型。直到最近，徐映梅等[62]46分别用传

统的 ARIMA模型和 LSTM神经网络建模，预测中国

2019年 GDP季度数据。结果表明，传统的 ARIMA模

型和 LSTM模型各有其适用范围。传统计量方法适用

于结构简单的时间序列数据，LSTM等适用于复杂、

非线性非结构化的数据，为未来模型比较类研究的

深入发展提供了基础。

5 GDP预测领域研究方向展望

5.1 多模型、多角度，探索机器学习算法新路径

未来的研究可以尝试运用与前人不同的机器学

习模型，例如 BP神经网络中的循环神经网络、深度

置信网络、DGN等，或许能够在原有模型的基础上大

幅提高预测精度。

在算法改进层面，部分模型无法应用于 GDP预

测领域可能是由于数据自身特性导致的[86]。未来研究

可以通过对不适用于 GDP预测领域的机器学习模型

进行分析，具体研究其不适用的原因，亦可以提出相

应的改进方法。或与其他领域的方法结合改变模型，

使其更适应于 GDP数据的特点，或通过转换数据的

输入形式、背景值等使数据更契合于算法本身，以拓

宽模型的适用性。

与此同时，可以通过结合其他类型的数据，例如

互联网舆论数据、工业经济指标，以及新冠肺炎疫情

等，既能提高模型研究的新颖度，也使得模型具有更

广泛的适用范围。

86



2022年7月

鉴于组合模型大多局限于传统时间序列模型，

在未来的研究中，可以尝试将传统时间序列模型与

研究中涉及较少、较新的机器学习算法组合在一起，

或者通过机器学习内部各类模型的组合降低预测误

差，更好地对GDP进行预测。GDP预测领域常用研究

数据集，见表 4。

国内研究所用数据

中 国 1990 年 至 今 的
GDP数据（全国、省）

中国宏观经济变量

中国GDP和 PMI

中国 CPI数据

数据来源

中国国家统计局网站、
《中国统计年鉴》

CEIC数据库、中经网统计
数据库、中国经济景气监
测中心

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
采购联合会

国家统计局

文献出处

[87]

[69]38

[88]

[89]

国外研究所用数据

德国GDP和 CPI数据

欧元区GDP数据

日本GDP数据

美国季度GDP数据

数据来源

德国央行每月简报增刊，
他人整理数据集

欧盟委员会官方数据库
AMECO数据库

经济产业局、厚生劳动
局、内阁府、日本银行

美国经济分析局官方网
站、美国司法统计局

文献出处

[90]

[91]

[92]

[93]

表 4 GDP预测领域常用研究数据集

5.2 不同模型之间的多维度比较研究有待加强

随着 GDP预测领域模型的多样化，不同模型之

间优缺点、适用范围、预测精度有待系统性梳理，在

何种情况下机器学习模型优于传统模型，传统模型

内部有无优劣之分，机器学习算法内部模型适用性

有何差别，不同的组合类型将会产生怎样的预测效

果等，这些都是未来该领域可以探索的研究方向。部

分国外研究将机器学习模型与深度学习模型进行了

全方位对比，得到了许多有意义的结论。这也可以作

为未来值得深入研究的领域。

通过不同模型之间的对比，对 GDP预测领域将

会有更深层次的理解，最终也将推动新模型新方法

的产生。

5.3 LSTM和XGBoost机器学习算法的研究

LSTM是循环神经网络的一个延伸模型，继承了

其大部分的特性，同时解决了梯度消失问题，能够对

短期与长期时间序列进行较好预测，适应了 GDP数

据本身的特点，近年来被广泛应用[94]。肖争艳等[49]3通

过构建 LSTM模型对 GDP进行预测，结果表明相比

于贝叶斯向量自回归模型，LSTM模型在分析非线性

影响、寻找扩展指标层面表现更好，从而提升短期

GDP预测能力。王英伟等[95]提出基于ARIMA和 LSTM
混合模型进行时间序列预测。实验结果表明，与其他

混合模型相比，该模型在 5种不同时间序列预测中能

够有效提高预测精度。

XGBoost算法是基于回归树的提升算法，其基础

树结构为分类回归树，考虑到训练数据为稀疏值的

情况，可以为缺失值或者指定值指定分支的默认方

向，大大提升算法的效率，因此逐渐被部分学者发现

并应用于 GDP预测领域。高金敏等[96]选用基于自回

归XGBoost的时序模型对我国 1978—2018年GDP进
行拟合预测，RSTUDIO软件运行结果显示，XGBoost
时序模型比经典的时间序列预测模型 ARIMA模型、

BP神经网络、贝叶斯时序模型具有更高的预测精度。

在此基础上，运用 XGBoost时序模型对 2019—2023
年我国的 GDP进行短期预测，研究结果显示，未来 5
年我国GPD依然保持持续稳定的增长趋势。

也有学者将两者进行组合，朱青等[48]5为了进一

步提高国民经济 GDP增速的预测精度，提出 LSTM-
XGBoost二维组合预测模型。针对 GDP增速数据，建

立 Ridge回归预测模型、XGBoost预测模型和 LSTM
预测模型，然后使用误差倒数法将 Ridge 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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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GBoost与 LSTM模型两两组合建立二维模型进行

GDP增速预测，并与传统时间序列预测模型对比。采

用国家统计局 1980—2018年宏观经济数据进行算例

分析，结果表明所构建的 LSTM-XGBoost二维组合预

测模型的RMSE为 2.133，明显低于 3种单一模型与 2
种组合模型。将 LSTM-XGBoost组合模型与自回归预

测模型、MA、ARIMA模型进行比较，预测精度提高

约 1.3。
5.4 借鉴国外研究模型补充完善现有成果

虽然国外对于机器学习算法在 GDP预测中的应

用研究相较于国内仍处于起步阶段，但在模型组合

研究层面仍有值得借鉴之处。例如，动态因子模型在

传统 GDP预测领域面对混合频率数据、转折点、经济

衰退等预测方面显现出的优势（Schumacher[90]386，
Bańbura[97]，Urasawa[92]116），若是能更好地与机器学习

各种模型进行融合，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预测的准

确性。另外，综合前述学者的研究成果，基于前馈神

经网络的极限学习机在国内研究较少，鉴于其相较

于 BP算法预测精度耗散更小，预测精度更高，未来

也可成为新的研究方向。

在模型研究深度层面，国外机器学习有关的模

型研究已经从广度向深度扩展，即从增加模型数量

逐渐转变为对单一模型的算法层面的研究，或另辟

蹊径，以更加宏大的视角，将机器学习算法与深度学

习算法进行对比。国内研究也可以在这方面进行拓

展，从而对现有的成果进行补充。

6 结语

总体而言，机器学习推动了 GDP预测领域的变

革，凭借模型自身对于不确定性强的数据稳定预测

能力、更好的泛化能力及高度可调节性，使得更贴近

于现实的非线性研究成为可能。同时，其内部各个模

型的可结合性使得各类模型之间能够相互结合，进

一步提高预测的精度。但随着研究的深入开展，如何

处理好对内对外的关系成为破局的关键。对内，即在

深入对比各模型的基础上实现更加有效的组合；对

外，即挖掘仍未被使用的模型的潜在预测能力。目前

来看，以上两方面的研究仍有待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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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eview on the Application of Machine Learning in GDP Forecasting
MA Jingwen1，LI Shuqing2，XIA Mengyao1

1.School of accounting，Nanji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 Economics，Nanjing 210023
2.College of Information Engineering，Nanji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 Economics，Nanjing 210023

Abstract：[Purpose / significance]With the continuous breakthrough in the research of machine learning algo-
rithm，its application in the field of GDP prediction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extensive. Systematically
combing the relevant topics in this field will contribute to the in-depth development of academic research.
[Method / process]Using the method of literature analysis，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published academic
achievements，and combs the research progress and context of machine learning in the field of GDP
prediction.[Result/conclusion]The short-term prediction function based on grey prediction model,factor model,
traditional time series and dynamic factor model is gradually extended to the long-term prediction function
with neural network as the core while support vector machine and Bayesian algorithm as the supplement.At
the same time，various researches improve the prediction accuracy by comparing the models and using
different models to make combined prediction.This also promotes the modeling idea to change from linear to
nonlinear, and from focusing on model parameter optimization to combining with other methods. In addition，
the diversity of algorithm improvement and model application，and the multi-dimensional comparison between
different models are still the focus and difficulty of this field. Future research can try to achieve more
effective combination on the basis of in-depth comparison of various models，and design the potential
prediction ability of unused models.
Keywords：machine learning; GDP forecast; neural network; review; comparative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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