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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面对着自由主义思潮下 “去中心化” 数字货币的兴起， 以及私人支付工具 “去现金化” 口号的泛

滥， 法定数字货币 （Digital Fiat Currency， DFC） 的现实意义不断显现。 各国正积极开展法定数字货币

研发试验。 例如， 加拿大中央银行的 Jasper 项目、 新加坡金融管理局的 Ubin 项目、 欧洲中央银行和日

本中央银行联合开展的 Stella 项目等。 我国也正扎实有序地推进法定数字货币研发。 2014 年， 中国人民

银行正式启动法定数字货币研究。 2017 年， 研发工作进入新的阶段。 经国务院批准， 中国人民银行组织

相关市场机构开展名为 DC/EP （Digital Currency/Electronic Payment） 的法定数字货币分布式研发工作。
法定货币的数字化看似简单， 背后却是复杂的系统工程。 法定数字货币在设计上应具备哪些技

术特性？ 内涵是什么？ 采用什么技术框架， 中心化， 还是去中心化， 抑或是混合模式？ 应以何种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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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摘要： 如何实现整体经济效益和社会福利的最大化， 是法定数字货币研发的核心

命题。 理论分析表明， 在支付方面， 央行数字货币为银行间支付清算创造了一种新的模

式， 可优化零售端传统法定货币的支付功能； 若与其他更广泛的金融基础设施有效融合，
央行数字货币还有助于社会节本增效。 在货币政策方面， 基于合理的机制设计， 央行数字

货币不仅对货币政策和宏观经济的影响 “中性”， 而且可成为一种新的货币政策工具， 增

强货币政策有效性。 在金融稳定方面， 可以通过增加银行存款向央行数字货币转化的摩擦

和成本， 避免 “狭义银行” 影响。 基于 DSGE 模型的实证结果显示， 发行央行数字货币对

我国银行系统和金融结构的冲击可控， 长期看有助于提高经济产出， 与稳态时的经济产出

相比， 可提升经济增速 0.01 个百分点， 总体经济效应正面。 实证结果还证实， 央行数字货

币利率创造了一种新的货币政策工具， 可以在宏观经济调控上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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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发行？ 基于账户， 还是不基于账户？ 一元模式， 还是二元模式？ 这些问题需要中央银行认真研究

论证。 尤其是货币发行机制创新是现代经济体制的重大变革， 将会对社会支付体系、 金融市场体

系、 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产生深远影响。 因此， 如何实现整体经济效益和社会福利的最大化， 是法定

数字货币研发的核心命题。
挑战在于法定数字货币前所未有， 无例可循。 一是与传统法币相比， 法定数字货币的某些属性设

计将会使法定货币具有全新的特点和功能， 超出了现有法定货币理论的指导。 二是迄今为止， 法定数

字货币还是停留在蓝图上， 要分析清楚有何精细的经济影响， 并不容易， 需要充分的理论演绎、 实证

模拟或沙箱试验。 三是畅想它的未来形态， 以及如何最大化发挥它的正面效应， 需要有更丰富的想象

力和更广阔的视野。 当前， 学术界、 货币当局和国际组织已开始加强对法定数字货币的经济分析， 比

如法定数字货币的定义、 属性、 内涵及相关经济影响。 但总体看， 这方面的研究才刚刚开始。
本文首先在理论上探讨了法定数字货币对支付体系、 货币政策、 金融稳定、 资本流动的经济效

应， 进而在实证上建立了一个涵盖家庭、 商业银行、 厂商、 中央银行等四个部门的动态随机一般均

衡模型， 结合我国经济现实， 模拟和分析我国法定数字货币的经济效应。 本文的创新点在于： 一是

首次实证研究了我国法定数字货币的经济效应， 从而为我国法定数字货币研发试验提供政策参考；
二是本文建立的 DSGE 模型纳入了利率走廊机制， 更符合我国经济现实。

一、文献综述

目 前， 各 国 中 央 银 行 更 多 关 注 的 是 如 何 将 分 布 式 账 本 技 术 （Distributed Ledger Technology，
DLT） 应用于资金批发市场的实时全额支付 （Real-Time Gross Settlement， RTGS）， 而对于法定数字

货币的具体形态， 尚未有清晰的概念和蓝图。 早在 2015 年， 国际清算银行下属的支付和市场基础

设施委员会 （Committee on Payments & Market Infrastructures， CPMI） 将法定数字货币定义为加密货

币 （Crypto-Currency）。 随后， 周小川 （2016） 提出， 数字货币可分为基于账户和不基于账户两种。
继 Broadbent （2016） 提出央行数字货币 （Central Bank Digital Currency， CBDC） 的概念后， 范一飞

（2016） 指出， 央行数字货币主要属于现金 （M0） 范畴。 姚前 （2016a， 2017a） 则提出基于账户

（Account-Based） 和基于钱包 （Wallet-Based） 的数字货币概念， 并设计了一个基于银行账户和数字货

币钱包分层并用的架构， 以使法定数字货币可以有机融入 “中央银行—商业银行” 二元体系， 复用

现有的、 成熟的金融基础设施， 避免狭义银行化影响。 与之相似， Koning （2017） 根据是否基于央

行账户， 将法定数字货币区分为央行数字账户 （Central Bank Digital Account， CBDA） 和央行数字

货币 （CBDC）。 Bordo ＆ Levin （2017） 将法定数字货币区分为 CBDC 账户和 CBDC 代币， 而 Bech ＆
Garratt （2017） 则 提 出 央 行 加 密 货 币 （Central Bank Crypto-Currencies， CBCCs） 的 概 念 。 姚 前

（2017b） 从价值内涵、 技术方式、 实现手段、 应用场景等四个维度， 建立了一个理解法定数字货币

的系统性框架， 认为法定数字货币在价值维度上是信用货币， 从技术上看应该是加密货币， 从实现

方式来看则是算法货币， 从应用场景来看是智能货币。 CPMI （2018） 提出一个所谓的 “货币之花”，
对央行数字货币进行了四个关键属性的定义： 发行人 （中央银行或非中央银行）； 货币形态 （数字

或实物）； 可获取性 （广泛或受限制）； 实现技术 （基于账户或基于代币）。
关于法定数字货币的经济效应研究， 尚处于起步阶段。 Broadbent （2016） 担忧央行数字货币可

能会引发大规模存款从银行转移到央行， 导致 “狭义银行” 影响。 姚前和李连三 （2016） 从大数据

分析的视角探讨法定数字货币的货币政策涵义， 认为一旦数字货币走进央行的货币供应量序列， 运

用大数据从中观和宏观的视角分析货币政策实施、 金融稳定等问题， 将变得更加简便和精准。 Bordo
＆ Levin （2017） 的研究认为， 附息法定数字货币的利率可以作为货币政策的主要工具， 从而减少量

化货币工具或依靠财政干预措施来推动经济复苏的需要。 Stiglitz （2017） 研究了电子货币系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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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经济管理。 他认为， 货币的电子化和数字化有助于提高中央银行监测货币流动和组织市场的能

力， 在此基础上， 可以引入信贷拍卖机制， 由中央银行通过信贷拍卖对商业银行的放贷行为直接施

加影响 （如施加放贷规模、 资金流向等约束）， 从而降低基础货币向银行信贷传导的不确定性。 姚

前 （2018a） 设计了法定数字货币发行的 “前瞻条件触发” 机制， 以解决货币政策传导不畅、 逆周

期调控困难、 货币 “脱实向虚”、 政策预期管理不足等现代货币政策困境。
总体看， 现有研究的不足在于理论分析较多， 实证研究较少， 仅有 Barrdear & Kumhof （2016） 利

用动态随机一般均衡 （DSGE） 模型， 实证模拟了法定数字货币对美国经济产生的可能影响。 尤其是有

关我国法定数字货币的经济效应的实证研究几乎没有。 鉴于此， 本文对法定数字货币的经济效应展开

全面理论分析， 在此基础上， 建立了一个涵盖家庭、 商业银行、 厂商、 中央银行等四个部门的动态随

机 一 般 均 衡 模 型， 通 过 实 证 模 拟， 研 究 了 我 国 法 定 数 字 货 币 的 经 济 效 应。 与Barrdear & Kumhof
（2016） 不同， 本文建立的 DSGE 模型纳入了利率走廊机制， 更符合我国经济现实。

二、法定数字货币的经济效应：理论分析

（一） 法定数字货币对支付体系的影响

1.基于价值的央行数字货币为银行间支付清算创造了一种新的模式

根据新加坡 Ubin 项目的试验结论， 基于分布式账本技术 （DLT） 的银行间央行数字货币支付方

案 （以下简称 DLT 方案）， 可以实现队列处理、 交易隐私、 清算最终性和流动性节约机制 （Liquidity
Saving Mechanism， LSM） 等传统实时全额支付系统 （RTGS） 的主要功能。 欧洲中央银行和日本中

央银行联合开展的试验也认为， DLT 方案可以满足传统 RTGS 的常规性能需求， 且流动性节约机制

在 DLT 环境下可行。
DLT 方案与现有 RTGS 并不冲突， 两者可相辅相成。 新加坡 Ubin 项目在第二阶段探索了 DLT

方案与 RTGS 之间的交互与配合。
2.法定数字货币与其他更广泛的金融基础设施的融合， 有助于社会节本增效

DLT 方案可应用于更广泛的金融资产 （甚者是数字资产） 的支付结算安排。 非标准化股权、 债

权、 衍生品、 银团贷款以及贸易融资等交易的中心化程度不高， 且结算时间长， 效率低。 若将这

些资产交易通过统一的 DLT 方案进行整合， 直接使用央行数字货币支付结算， 可实现规模经济，
促进社会节本增效。 Benos et al. （2017） 评估 DLT 技术在证券结算中的应用， 认为其富有潜力。 欧

洲中央银行和日本中央银行联合开展的 Stella 项目正在研究探索基于 DLT 方案的券款对付 （DvP）
模式。

徐忠和姚前 （2017） 研究了基于区块链技术的数字票据交易平台方案， 并结合央行数字货币的

清算结算功能， 提出一个由智能合约管理的流动性节约机制， 结果表明央行数字货币的引入大幅简

化了票据交易流程。 姚前 （2017c） 还研究了央行数字货币在保理业务的作用， 发现引入央行数字

货币不仅可以简化操作、 降低成本， 还可解决保留业务中的资金流安全管控问题， 降低回款风险。
3.央行数字货币可优化传统央行货币的支付功能

当前， 法定货币的支付功能存在不足。 实物现金支付虽方便快捷， 即时结算， 但束缚于物理形

态， 无法进行快速的远程支付结算， 也不适合大额支付。 准备金账户支付仅适用于金融机构间的支

付结算。 “废除现金” 论者认为， 现金会被用于偷税漏税行为和非法经济活动， 造成治理困扰， 且

现金存储、 发行和处理成本高， 建议废除现金。 近年来， “无现金社会” “无现金城市” 等词语频频

出现。 但实质上， 不少国家的现金需求增速仍超过 GDP （Yves， 2017）。 既然现金仍有需求， 但它

又有缺陷， 那么中央银行就应 “奋起直追”， 优化现金的支付功能。
通过相关技术设计， 央行数字货币可继承现钞支付的优点， 点对点支付， 即时支付结算， 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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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捷， 同时又可解决现金的缺陷。 一是允许数字记录和跟踪， 它可以改进针对反洗钱和打击恐怖主

义融资 （AML/CFT） 规则的应用， 并且可能有助于减少非正规经济活动； 二是采用数字化的 “铸

造”、 流通和存储， 它的发行成本和交易成本低； 三是基于现有成熟的移动支付技术， 它可在多种

介质和渠道上完成支付， 和其他移动支付工具一样， 具有支付的普适性和泛在性。
4.实际应用中应注意保障央行数字货币的安全性、 便利性以及用户的隐私保护， 并培育生态系

统， 提高网络正外部性

央行数字货币能否发挥其成效， 技术路线、 风险防控手段及安全保障措施是基础。 在技术选

择上， 应注重顶层设计与精益实践相结合， 既以顺应长期趋势和满足未来愿景为设计导向， 做好

央行数字货币的实施规划， 确保技术系统的前瞻性和可拓展性， 同时又尊重现实， 加强央行数字

货币与现有金融体系、 技术环境的融合， 及时评估， 适时修正， 迭代优化。 在安全性上， 央行数

字货币应达到消费者所习惯的高安全性， 应做好技术创新与风险之间的平衡， 持有审慎和包容的

立场， 对各项可选技术进行周密评估， 寻找系统在安全性与效率性、 稳定性与灵活性之间的最优

点。
应用是关键， 只有被公众和市场接受的、 好用的央行数字货币才有生命力。 在推动央行数字货

币研发和应用的过程中， 应广泛关注各方利益， 以用户为中心， 以市场需求为导向， 以使用便利、
成本低廉、 安全可靠为原则， 保障法定数字货币的服务简便、 易得， 做好法定数字货币的各种场景

应用， 夯实市场基础。
同时， 应重视个人隐私保护。 与传统纸币类似， 若非持有者本人意愿， 即便银行和商家相互勾

结也无法追踪央行数字货币的交易历史和用途。 在央行端系统， 必须有相关 “防火墙” 制度， 设定

严格的程序， 使用户信息和交易不得随意关联， 以保障合法持币用户的隐私 （姚前， 2016b）。
零售支付具有正网络外部性， 应注意培育央行数字货币的生态系统。 理想情况下， 中央银行使

用金融科技和监管科技来管理央行数字货币， 社会经济运行和公众日常生活都能够使用到央行数字

货币， 金融服务机构在生态系统中各安其位、 开拓创新。 这需要各方共同努力来完成。 可采取市场

驱动的竞争选优策略， 整合资源， 有效调动商业机构的资源， 探索最佳实施方案。
（二） 法定数字货币对货币政策的影响

1.基于合理的机制设计， 央行数字货币对货币政策和宏观经济的影响 “中性”
不同的属性设计决定了央行数字货币不同的经济影响。 若仅是一种支付工具， 不是一种计息资

产， 那么辅以相关机制设计， 央行数字货币相当于各类传统支付工具的变体， 不会对货币政策和宏

观经济产生过多影响。 例如， 在批发端 （Wholesale）， 央行数字货币以 100%准备金抵押发行， 并限

定于银行间支付的封闭场景， 那么它对货币供应量的影响 “中性”， 不影响宏观经济。 在这样的央

行数字货币环境下， 现有的货币政策框架依然适用。
2.央行数字货币利率可成为一种新的货币政策工具

若央行数字货币不仅是一种支付工具， 还是一种计息资产， 那么它将创造一种新的价格型货币

政策工具。 一是在批发端。 当央行数字货币利率高于准备金利率时， 它将取代准备金利率成为货币

市场利率走廊的下限； 二是在零售端 （Retail）。 央行数字货币利率将成为银行存款利率的下限。 这

具有两层正面政策意义。
一是有助于提升央行政策利率对中长期信贷利率的传导。 如果央行数字货币利率成为银行存款

利率的下限， 中央银行则可以通过调整央行数字货币利率， 来调控银行存款利率， 进而传导至银行

贷款利率。
二是有助于打破零利率下限。 传统上， 零售端的央行货币是现金， 而现金的利率为零。 因此，

当零售金融资产利率下降至零时， 资金则会向现金转换， 从而使负利率失效， 名义利率的有效下限

为零。 若发行零售端的央行数字货币， 并同时废止大额现金的使用， 则可对央行数字货币计负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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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 或者可酌情对央行数字货币收取钱包保管费， 实质上等同于实施负利率政策， 由此打破零利率

下限约束， 释放货币政策空间。
3.央行数字货币有助于提升央行货币地位， 增强货币政策有效性

根据 Prasad （2018） 的研究， 近年来， 许多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的央行货币在总体货币

总 量 中 的 比 重 有 所 下 降。 自 2003 年 以 来， 我 国 央 行 货 币 与 M2 的 比 率 下 降 了 5%， 印 度 下 降 了

7%， 欧元区则下降了 3%。 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央行货币在社会经济中的重要性正在下降。 其中

的部分原因可能是传统央行货币的支付功能不能完全适应现代经济的需求。 从一些支付机构提出

的 “无现金社会” 口号以及近几年来私人数字货币的发展均可以感受到， 央行货币的地位正受到

挑战。 而央行货币的数字化有助于优化央行货币支付功能， 提高央行货币地位和货币政策有效性。
4.发挥央行数字货币的数字化特性， 或有助于解决传统货币政策困境

姚前 （2018a） 的研究表明， 货币政策传导不畅、 逆周期调控困难、 货币 “脱实向虚”、 政策预

期管理不足等现代货币政策困境的根源， 在于传统央行货币的难以追踪性、 同质单一性和操作当下

性， 而央行数字货币的数字化特性则有助于解决这些问题。 对此， 姚前 （2018a） 尝试性地提出央

行数字货币发行的 “前瞻条件触发” 机制， 通过利用央行数字货币的数字化特性， 在货币发行时预

先设定符合政策导向的条件， 来实现货币的精准投放、 实时传导、 前瞻指引以及逆周期调控， 初步

探索了央行数字货币在数字经济环境下， 解决现代货币政策困境的可能性。
（三） 法定数字货币对金融稳定的影响

1.可通过增加银行存款向央行数字货币转化的摩擦和成本， 避免央行数字货币的 “狭义银行”
影响

在零售端， 不论央行数字货币基于账户或不基于账户， 央行资产负债表均向公众开放； 若不计

息， 在正常情况下， 央行数字货币不会引发大规模存款从银行转移到央行， 导致 “狭义银行”。 但

有一个担忧是， 由于数字化特性， 在银行危机时刻， 银行存款可能会快速、 大规模地向央行数字货

币转移。 英格兰银行副行长 Broadbent （2016） 最早表达了这样的担忧。
对此， 本文认为， 实质上中央银行对 CBDC 具有完全的控制权， CBDC 对银行存款也不是完美

的替代品。 例如， 银行存款可以透支， 而 CBDC 不行。 商业银行也不是完全被动的， 他们会对CB-
DC 的竞争做出反应。 为了防止在计息情况下 CBDC 对银行存款的替代， 至少可以采取以下措施，
来增加银行存款向 CBDC 转化的摩擦和成本。 一是央行可以参照实物现金管理条例对央行数字货币

实施 “均一化” 管理， 以此管控央行数字货币的大额持有， 或者这实质上是管控大额取现。 二是中

央银行对银行存款向 CBDC 每日转账施加限额， 不支付高于规定限额的余额的利息， 降低大额 CB-
DC 的吸引力。 三是商业银行引入大型 CBDC 提款通知期限， 对可能接近现金存储成本的异常大额

余额征收费用。 四是商业银行提高银行存款吸引力。 例如， 提高利息或改进服务。
2.无须对央行数字货币持有 “狭义银行” 恐惧症

针对 Broadbent （2016） 担忧的狭义银行影响， Kumhof & Noone （2018） 发布工作报告提出 CBDC
的 “四项核心设计原则”， 包括 “CBDC 利率自由浮动、 不与准备金互换、 不与银行存款按需兑换、
仅对合格债券发行”， 以避免 CBDC 对商业银行的冲击。 并依据 CBDC 系统内参与者的不同， 构建

三种不同的系统模型， 建立 CBDC 交易所。
本文认为， 他们提的核心原则实质上是将 CBDC 设计成了纪念钞 （与准备金、 银行存款不能自

由兑换， 只能与现金兑换； 价格浮动， 在交易所里交易， 有资产收益）， 以避免 CBDC 对银行存款

的冲击， 这似乎本末倒置了。 为了避免狭义银行化， 而将 CBDC 设计成纪念钞性质的资产， 将会使

CBDC 的经济意义大打折扣。 同时， CBDC 利率自由浮动， 会导致与现金的兑换率浮动， 这势必会

影响法币的计价功能和支付功能。 同一商品有两种价格， 一种以现金计价， 一种以 CBDC 计价。 那

么， 货币属性的减弱将会使 CBDC 变为类似于央行票据或纪念钞的投资资产。 若比照于央行票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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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上已经有国债， 再造一个政府信用资产， 不仅意义不大， 而且可能会造成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

之间的冲突。 若比照于纪念钞， 则意义更是甚微。 CBDC 相当于是数字纪念钞， 而不是数字现金。
此时， CBDC 真成了收藏品。

现在各方对 CBDC 似乎有种 “狭义银行” 恐惧症， 孰不知， CBDC 是否导致银行存款搬家， 只

是个中间目标， 而非最终目标。 对于中央银行， 最重要的考量应是， CBDC 的发行和流通是否有利

于服务实体， 促进经济增长。 如果答案是 “是的”， 那么， 适当的银行存款搬家也无不可。 比如，
根据姚前 （2018b） 的研究， 余额宝等互联网货币基金的推出， 虽然在前期导致银行存款搬家到货

币基金， 但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利率价格发现， 使市场利率向均衡水平回归。 实践亦表明， 作为一

种私人部门信用资产， 银行存款是否会大规模搬家或大规模取现， 最重要的还是商业银行本身的经

营能力和服务水平， 而不在于其他资产相对于银行存款的吸引力。 若真要防止银行存款搬家， 维持

金融稳定， 从根本上而言， 一方面有赖于商业银行自身能力的提升； 另一方面有赖于审慎监管、 存

款保险制度等金融安全网的保障。
（四） 法定数字货币对资本流动的影响

关于央行数字货币跨境使用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 这是非常重要的议题， 同时又比较复杂。
涉及货币主权、 外汇管理、 跨境资本流动审慎管理、 资本账户开放、 货币国际化等诸多方面。 有一

个担忧是， 当人们对货币体系或政治局势的稳定失去基本信心时， 可能不再持有主权货币， 而转向

外币等其他形式资产或私人数字货币， 由于央行数字货币被认为是易受政府控制的， 因此相较于现

金， 央行数字货币更容易引起资本外流。 本文认为， 这与央行数字货币本身的技术特征无关， 最重

要的原因是极端情形下公众对本币失去了信心， 是所有央行货币的信用危机， 而不仅仅是央行数字

货币。

三、动态随机一般均衡 （DSGE） 模型

前述理论分析表明， 在支付方面， 法定数字货币作为一种支付工具， 有助于优化传统法币支付

功能。 在货币政策方面， 法定数字货币作为一种计息资产， 是中央银行的新型价格货币政策工具。
在金融稳定方面， 法定数字货币可能会对银行存款产生替代。 以此为假定， 并结合我国经济现实，
本文建立了一个涵盖家庭、 商业银行、 厂商、 中央银行等四个部门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 通过

实证模拟， 研究我国法定数字货币的经济效应。
（一） 家庭部门

代表性家庭的名义预算约束为：
Ptct+Dt+Bt=Wtnt+Dt-1RD

t-1+Bt-1Rt-1+Gt （1）
其中， Pt 代表名义商品价格指数， ct 代表家庭的实际 （Real） 消费， Dt 代表家庭持有的名义银行

存款规模， Bt 代表家庭持有的名义 （Nominal） 央行数字货币规模， Wt 代表名义价格， nt 代表实

际劳动供给， RD
t-1 代表银行存款利率， Rt-1 代表央行数字货币利率， Gt 代表名义的厂商利润分红。

式 （1） 的经济意义是， 我们假定法定货币均数字化， 即计息的央行数字货币替代了所有实物

现金， 家庭有两种资产配置： 银行存款和央行数字货币， 除了来自于上一期投资于银行存款和央行

数字货币的收益， 家庭的当期收入还包括工资收入和来源于厂商利润分红。 家庭将一部分当期收入

用于消费， 其余部分进行储蓄， 投资于银行存款和央行数字货币。
对式 （1） 两边除以商品价格指数， 可以得到家庭的实际预算约束：

ct+dt+bt=wtnt+dt-1RD
t-1+bt-1Rt-1+gt （2）

其中， dt 代表家庭持有的实际银行存款规模， bt 代表家庭持有的实际央行数字货币规模， wt 代表实

际工资， gt 代表实际厂商利润分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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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定家庭的当期效用函数 ut 为：

ut=lnct-覬nt-
覬d
2 （

Dt-Dt-1

Pt
）
2

（3）

第一项代表来自于实际消费 ct 的效用， 以对数形式表示。 第二项代表因劳动 nt 而带来的负效

用， 参数 覬 度量了休闲 （Leisure） 的相对重要性， 覬 数值越大代表劳动给家庭带来的负效用越高，
即休闲 （Leisure） 对于家庭来说越重要。

第三项代表因实际银行存款变化而给家庭带来的负效用。 实际银行存款的波动性越高， 家庭的

效用越低。 这反映了一个典型事实： 银行存款使用户高度依赖于银行账户， 被施予了一些服务约

束。 比如， 需到银行物理网点和 ATM 机办理业务， 一层层繁琐的业务程序等， 在一定程度上降低

了用户的支付主动性和能动性， 提高了支付交易成本； 而相对而言， 法定数字货币不仅吸收了银行

存款等电子支付工具的优点， 通过现代信息技术， 可在多种交易介质和支付渠道上完成交易， 具有

良好的普适性和泛在性， 银行存款货币、 电子货币能达到的支付网络边界， 法定数字货币亦可达

到， 不仅如此， 法定数字货币还吸收实物货币 “点对点” 支付和匿名性的特性， “账” 与 “币” 的

绑定将被破除， 将支付权力真正地赋予用户自身。 货币/账户的所属权归谁？ 其中信息可向哪些人透

明？ 透明到什么程度？ 可否被追踪？ 这些理应都由用户自主掌控。
将第三项引入家庭的效用函数， 凸显了央行数字货币对银行存款的优势。 在此基础上， 为了进

一步反映央行数字货币在支付功能上对银行存款的替代， 我们引入第二个消费约束：
αtct≤dt （4）

其中， αt=1-vt， vt=ρvvt-1+（1-ρv）α+qt。 qt 代表央行数字货币技术的冲击， vt 代表家庭在消费过程中用

央行数字货币进行支付的比例， αt 则代表家庭在消费过程中用银行存款进行支付的比例。 可以看

出， 如果发生一个正向的 qt 冲击， 即央行数字货币技术提高， 那么 vt 上升， αt 下降， 即央行数字货

币在支付功能上对银行存款形成了替代。
于是基于 （2） 式和 （4） 式的消费约束， 家庭的目标是最大化各期消费贴现总和的期望值 Et∑

∞

j=0

βjut+j， 其中， 0<β<1， β 为效用的跨期贴现因子。 那么， 通过拉格朗日求解， 可以得到最大化的一阶

条件：
1
ct

-λt-ξtαt=0 （5）

λt＝
覬
wt

（6）

-λt+βRtEt
λt+1

πt+1
=0 （7）

βEt
λt+1（Rt-R

d

t ）
πt+1

+覬d（dt-
dt-1

πt
）=β覬dEt

1
πt+1

（dt-
dt-1

πt
）-ξt （8）

其中， πt 代表通胀率 Pt

Pt-1
， λt 和 ξt 分别代表 （2） 式和 （4） 式两个消费约束对应的拉格朗日乘子。

因此， 随机贴现因子可以被定义为 Ψt,t-1=βEt
λt+1

λt
。

当经济处于稳态 （Steady State） 时， πt＝1， dt=dt-1， λt+1=λt=λ， ξt+1=ξt=ξ。 根据 （5） 式和 （8） 式，
可以得到：

1
c -λt=ξα （9）

βλ（R-Rd）＝ξ （10）

由于 αc=d， 那么可以得到 lnd=-ln [ λα -βλ（Rd-R）]， 这反映了央行数字货币对银行存款的两个

替代效应： 一是作为支付工具， 央行数字货币技术的提高， 导致银行存款在支付体系中的应用比例

α 下降； 二是作为投资工具， 央行数字货币利率的提高， 导致银行存款的投资吸引力 Rd-R 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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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厂商部门

延续通常做法， 我们假定存在两级厂商： 最终厂商和中间厂商。 最终厂商之间处于完全竞争，
他们向中间厂商 z （z 为厂商的连续标号， z∈[0，1]） 购买中间产品 yt（z）， 进而生产出最终产品 yt。 生

产函数为：

yt=（
1

0乙yt（z）
μ-1
μ dz）

μ
μ-1 （11）

其中， μ 代表各种中间产品的需求弹性系数。 求解最终厂商利润最大化的一阶条件， 不难得到各种中

间产品的需求函数为 yt（z）为 yt（z）＝（
Pt（z）
Pt

）
-μ
yt， 总的商品价格指数可以定义为 Pt=（

1

0乙Pt（z）1-μdz）
1
μ-1 。

中间厂商之间处于垄断竞争， 假定每家中间厂商的生产函数均为 Cobb-Douglas 生产函数： yt（z）

＝Atk
γ

t （z）n
1-γ

t （z）， 其中， At 代表全要素生产率， 由整体经济的科技水平决定：

At=exp（χt+θt） （12）
θt=ρθθt+εθt （13）

其中， χ＞0 代表时间不断发展的科技， θt 代表技术冲击。 kt 代表资本， 相应的折旧率为 δ， 中间厂

商 z 在每期通过投资 it（z）积累资本：
kt+1（z）=it（z）+（1-δ）kt（z） （14）

本文假定中间厂商完全依靠外部融资 （即银行贷款） 来雇佣工人和资本投资， 因此存在以下等式：
Lt（z）=Wtnt（z）+Ptit（z） （15）

于是， 相应厂商付出的成本为 RL
tLt （z）， RL

t 为银行贷款利率。 此外， 我们假定厂商还需付出因

价格调整和资本调整而带来的实际管理成本：

CP（Pt（z））=
覬P
2 [ Pt（z）

Pt-1（z）
-1]2yt（z） （16）

Ck（kt（z））=
覬k
2 [kt（z）-kt-1（z）]2 （17）

因此， 中间厂商的实际利润为：

gt（z）=
Pt（z）
Pt

yt（z）-
RL

t-1Lt-1（z）
Pt-1

-CP（Pt（z））-Ck（kt（z）） （18）

那么， 中间厂商的目标是最大化各期利润贴现总和的期望值： Et∑
∞

j=0Ψt+j,t+j-1gt+j。 对 nt（z）和 kt（z）
进行拉格朗日求解， 可以得到最大化的一阶条件：

Wt=βEt
Ψt,t+1ynt（z）Pt（z）πt+1

PtRL
t

（19）

RL
t-1

πt
+覬kΔkt（z）＝

Pt（z）
Pt

y
k

t （z）+覬kEtΨt,t+1Δkt+1（z）+Et
Ψt,t+1RL

t （1-δ）
πt+1

（20）

其中， y
n

t （z）和 y
k

t （z）分别代表边际劳动产出和边际资本产出。

（三） 商业银行与利率走廊机制

假定存在利率走廊机制， 因此商业银行有两种融资渠道： 一是通过银行存款 Dt 向公众融资；

二是通过常备借贷便利 （Standing Lending Facility， SLF） 向中央银行贷款B軒 t。 筹集资金后， 商业银

行将资金放贷给企业 Lt， 或者以存款储备金的形式存在中央银行 Mt。 于是， Lt+Mt=Dt+B軒t， 以实际变

量表示为：

lt+mt=dt+b軌t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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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应地， 商业银行的实际利润为：

ht=
mt-1 Řt-1

πt
+
lt-1 R

L

t-1

πt
-
dt-1R

d

t-1

πt
- b軌t-1R赞 t-1

πt
-σlt-

ωtdt

mt
（22）

其中， Řt-1 代表存款准备金利率， R赞 t-1 代表常备借贷便利利率， 它们分别构成了利率走廊的下限和上

限。 σlt 代表商业银行在开展贷款业务过程中所付出的成本。 dt

mt
为存款准备金率的倒数， 度量了商

业银行的信用创造能力， 也代表了商业银行的资产负债表风险， 比如流动性风险、 期限错配风险、
信用风险等， 该数值越高， 商业银行所应付出的成本越高。 ωt 则反映商业银行的风险管理能力， 该

数值越高， 商业银行的风险管理能力越低。 我们假定 ωt 服从 ωt=（1-ρω）ω+ρωωt-1+jt 的过程。

商业银行的目标是最大化各期利润贴现总和的期望值 Et∑
∞

j=0Ψt+j,t+j-1ht+j。 对 lt、 mt、 dt、 b軌t 进行拉

格朗日求解， 可以得到最优一阶条件：

Et
Ψt,t+1（R

L

t -R
赞
t-1 ）

πt+1
＝σ （23）

Et
Ψt,t+1（R赞 t-1 -R

d

t-1 ）
πt+1

＝ ωt

mt
（24）

mt=Et [
ωtdtπt+1

λt+1（R赞 t-R姚 t）
]2 （25）

由于存款准备金和央行数字货币同属中央银行的负债， 因此两者的利率应该相等： R赞 t=Rt。 银行

存款和常备借贷便利贷款均是商业银行的负债， 利率定价规则应是无风险利率加上商业银行的信用

风险溢价， 由于银行存款有存款保险、 央行救助等制度保障。 因此， 相对而言， 银行存款利率低于

常备借贷便利利率。 他们的利率定价方程分别为：

R
d

t =Et+x1t （26）

R赞 t=Rt+x1t+x2t （27）
风险溢价分别服从 x1t=（1-ρx1）x10+ρx1x1t-1+εx1t， x2t=（1-ρx2）x20+ρx2x2t-1+εx2t 的过程。
（四） 中央银行

对于中央银行而言， 维持以下资产负债表平衡：

Bt+Mt=B軒t （28）
负债方是基础货币， 由央行数字货币 Bt 和商业银行存款准备金 Mt 构成。 资产方是对商业银行

贷款B軒t。 写成实际形式为 bt+mt=b軌t。
央行数字货币 Bt 为中央银行创造了一种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 Rt， 假定货币政策以通胀为目标，

Rt 的设定服从以下规则：

Rt=（1-ρ）
1
β +φπ （πt -1軒 軒） ρRt-1 +ε

R

t （29）

其中， ε
R

t 代表货币政策冲击。

（五） 均衡条件

一般均衡条件为总产出等于总需求：

yt=ct+it+Cp（Pt（z））+Ck（kt（z））+σlt+
ωtdt

mt
（30）

其中， ct 为家庭部门消费的商品， it 为厂商进行的资本投资， Cp（Pt（z））+Ck（kt（z））为厂商在生产过程中

消耗的商品， σlt+
ωtdt

mt
为商业银行在风险管理过程中消耗的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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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实证结果

（一） 参数校准

何东等 （2013） 估计利率市场化后中国的实际均衡利率水平在 4%—4.5%之间， 但他认为， 这

一水平是经济 “自然” 状态下不同期限利率的平均， 因此， 短期利率应在这基础上向下微调， 大概

处于 2%—3%之间。 鉴此， 本文将效用跨期贴现因子 β 校准为 0.9925， 以使得稳态时的实际无风险

利率为 3%。 参照马骏和王红林 （2014） 的研究，
设定闲暇在家庭效用函数中的参数 覬 为 1， 中间

厂商的生产函数中资本份额 γ 为 0.5， 资本折旧率

δ 为 0.03， 中间产品的需求弹性系数 μ 为 6。 根据

当前一年期银行存款基准利率、 银行贷款基准利率

与存款准备金利率之差， 将 x10、 x20 分别校准为

0.75%和 2%。 其他参数则通过校准， 以匹配当前

的宏观数据 （见表 1）。
表 2 给出了经参数校准后模拟得到的稳定值

以及实际值。 稳态时的存款准备金率为25%， 而

目前实际值为 17%， 考虑到本文模型没有纳入外

币存款准备金的变量， 因此， 稳态时的存款准备

金率高于目前实际值可以接受。 稳态时的居民消

费占 GDP 比重为 69%， 而 2017 年最终消费支出

对 国 内 生 产 总 值 增 长 的 贡 献 率 为 58.8%。 同 样，
由于本文模型没有纳入进出口因素， 因此， 稳态时的居民消费占 GDP 比重高于目前实际值可以

接受。
总体看， 本文认为参数校准模型能够较好地匹配当前我国经济金融特征。 基于该模型， 将在下

文通过脉冲响应函数模拟分析央行数字货币的经济效应。
（二） 脉冲响应函数分析

1.央行数字货币技术冲击的经济效应

假定央行数字货币技术

冲击 qt 的标准差为 0.0006，
它将通过式 （4） 影响银行

存款在家庭消费支出的支付

比重， 进而对整体的宏观经

济产生影响。 图 1 给出了央

行数字货币技术冲击的经济

效应。 图 1 显示， 发生一个

正向的央行数字货币技术冲

击 qt 在当期会提高公众对央

行数字货币的持有额 （见图

1 的 b）， 随后在第二期则会

快速下降， 但总体看还是增

加了央行数字货币在经济中

表 1 参数校准值

参数 校准值 参数 校准值

β 0.9925 δ 0.03
覬 1 μ 6
γ 0.5 覬P 5
α 0.5 覬K 4
χ 0.0001 x10 0.75%
σ 0.006 x20 2%
ω 0.2 ρx1 0.81
ρω 0.75 ρx2 0.8
ρυ 0.8 ρ 0.8

表 2 经济稳态值与实际值

经济变量 稳态值 实际值

存款准备金率 m/d 25% 17%
居民消费占 GDP 比重 c/y 69% 58.8%

图 1 央行数字货币技术冲击的经济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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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央行数字货币利率冲击的经济效应

的流通额。 图 1 还显示， 央行数字货币技术的正向冲击导致了银行存款的下降 （见图 1 的 d）， 但下降

的幅度比较平滑， 而非断崖式的下降。 有趣的是， 产出 y 对央行数字货币技术冲击 qt 的反应显示， 央

行数字货币技术的提高短期内对产出的影响不明显， 但长期看有助于提高经济产出。 与稳态时的经济

产出相比， 可提升经济增速 0.01 个百分点。
这意味着我国推出央行数字货币的总体经济效应是正面的： 一是不会导致银行存款规模发生断

崖式的下降， 央行数字货币只会平滑地对银行存款产生一定的替代； 二是在长期有助于提高经济

增速。
2.央行数字货币利率冲击的经济效应

央行数字货币利率为中央银行创造了一种新的货币政策工具， 假定 （29） 式中的货币政策冲击εR
t

的 标 准 差 为 0.0025， 以 此

模 拟 一 个 正 向 的 央 行 数 字

货币利率冲击的经济效应。
图 2 显示， 银行存款利率、
银 行 贷 款 利 率 与 央 行 数 字

货 币 利 率 的 变 化 走 势 高 度

一 致 ， 这 意 味 着 央 行 数 字

货 币 利 率 可 以 较 好 地 传 导

至 银 行 存 款 利 率 和 贷 款 利

率。 同时， 实际投资 i 和实

际产出 y 在当期即对央行数

字 货 币 利 率 冲 击 做 出 了 反

应 ， 说 明 央 行 数 字 货 币 利

率 可 以 在 宏 观 经 济 调 控 上

发挥作用。

五、总 结

理论分析表明， 在支付方面， 央行数字货币为银行间支付清算创造了一种新的模式， 并可优化

零售端传统央行货币的支付功能； 同时， 央行数字货币若与其他更广泛的金融基础设施有效融合，
有助于社会节本增效。 在货币政策方面， 基于合理的机制设计， 央行数字货币不仅对货币政策和宏

观经济的影响“中性”， 而且可成为一种新的货币政策工具， 增强货币政策有效性。 在金融稳定方

面， 可以采取一些措施， 增加银行存款向央行数字货币转化的摩擦和成本， 避免央行数字货币的

“狭义银行” 影响。
基于 DSGE 模型的实证结果显示， 发行央行数字货币对我国银行系统和金融结构的冲击可控，

而且长期看有助于提高经济产出。 与稳态时的经济产出相比， 可提升经济增速 0.01 个百分点。 这意

味着， 在我国推出央行数字货币， 总体经济效应为正面的。 实证结果还印证了理论分析的结论， 表

明央行数字货币利率创造了一种新的货币政策工具， 可以在宏观经济调控上发挥作用。
当然， 央行数字货币对经济金融体系的真正影响只有在其已经作为货币发行流通后才能测度出

来， 需要根据实际情况对其进行合理安排和处理， 以保证法定数字货币对经济的正面影响最大化、
负面冲击最小化。

（责任编辑 田 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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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 core mission of CBDC research & development is to maximize the overall economic performance and social
welfare. Theoretical analysis shows that, in terms of payment, CBDC provides a new model for interbank payment and settlement
and optimizes payment functionalities of traditional fiat money at retail end. Meanwhile, CBDC, if integrated effectively with other
financial infrastructure, will be conducive to improving cost-effectiveness of the entire society. In terms of monetary policy, CB-
DC, with sound institutional design, will not only keep neutral to monetary policy and macro economy, but also become a new
monetary policy instrument to enhance effectiveness of monetary policy. In terms of financial stability, it is possible to avoid the
impact of CBDC on narrow banking by increasing frictions and costs for banking deposits to be transformed to CBDC. Empirical
research based on DSGE suggests that the shock of CBDC issuance to China's banking system and financial structure is control-
lable. Moreover, in the long run, CBDC issuance will contribute to higher economic output and raise economic growth by 0.01
percentage point compared with economic output at steady state. In addition, empirical studies also show that CBDC interest rate
may become a new monetary policy instrument that can play a role in macro-economic control.

Keywords： Digital Fiat Currency; CBDC; DSGE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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