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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基于湖北省的数据，研究网络搜索数据能否优化以往仅使用政府统计指标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预

测。为此，建立6种模型，分别以政府统计数据、网络搜索数据或它们的不同组合做解释变量。实证结果显示，网络搜索

数据的加入显著地改进了仅用政府统计指标做解释变量模型的预测效果，网络搜索数据是政府统计数据的良好补充，需

要注意的是，须将其和政府统计数据加以区分使用。本文的研究结果可助力湖北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统计工作，也

能为政府部门制定拉动内需政策提供一定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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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网络搜索数据的湖北省社会消费品
零售总额的预测研究

叶提芳
（湖北经济学院 信息管理与统计学院，武汉 430205）

一、引言与文献回顾

作为一项反映消费需求状况的重要指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不仅能反映一国或地区拉动内需政策、

制定新政策和新计划的效果，还是各企业制定生产规划、个人投资者做决策的重要参考。因此，不乏有文献

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做出预测研究，但已有文献大部分使用的仅是政府统计指标，而这类指标一般具有

时间滞后、信息不全等缺点，进而给预测带来困难。近些年，随着互联网的普及、电子商务和网络购物的飞

速发展，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统计及预测受到更多挑战。在这种情况下，寻求更加科学、有效的方法优化

预测不仅可以助力其统计工作，同时还能为政府部门预测宏观经济走势、制定拉动内需政策提供参考。

国内外已有很多研究发现网络搜索数据和经济变量之间存在一定的相关性，使用网络搜索数据来预测

经济变量的效果优于只使用传统数据的预测模型。国外学者的研究从内容上来看主要体现在利用互联网

搜索数据对消费、就业、房地产市场等的预测，例如，Askitas和Ziimmermann（2009）[1]利用Google在线搜索数

据对失业做出预测；Choi和Varian（2009）[2]利用失业和福利的网络搜索数据对首次申请失业救济情况进行预

测；Suhoy（2009）[3]利用网络搜索数据对德国、意大利和以色列有关劳动力市场的状况进行预测；Simeon和

Torsten（2011）[4]利用网络搜索数据对美国个人消费增长率进行预测，发现该方法的预测精度高于传统方法；

Vosen和Schmidt（2011）[5]利用网络搜索数据时间序列建立的个人消费月度指标对消费指标进行预测，发现

该方法的预测效果优于基于样本调查的预测效果；Wu和Brynjolfsson（2009）[6]、Choi和Varian（2011）[7]发现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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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与住房有关的网络搜索数据对美国的住房销售进行预测优于传统模式；McLaren和Shanbhogue（2011）[8]对

英国就业和住房市场进行预测，发现包含在线搜索数据的模型提高了预测精度；Schlegel（2014）[9]利用在线大

数据对管理供应链风险进行预测。国内也有众多利用网络搜索数据对经济变量做预测的研究，宋双杰等

（2011）[10]、赵龙凯等（2013）[11]利用百度搜索量数据对股票 IPO市场异象和股票收益率进行研究；张崇等

（2012）[12]利用Google搜索数据对CPI进行预测；孙毅等（2014）[13]利用搜索数据对通货膨胀进行预测；董倩等

（2014）[14]以网络搜索数据为基础，使用多种计量模型对我国 16个城市的二手房价和新房价进行拟合和预

测，结果发现网络搜索数据能够较好地预测房价指数，且有一定的时效性；任乐和崔东佳（2014）[15]基于网络

搜索数据对北京市国内旅客流量进行预测，并得到较好的预测效果；王炼和贾建民（2014）[16]利用网络搜索数

据对突发性灾害事件风险感知进行预测；刘涛雄和徐晓飞（2015）[17]基于网络搜索数据和政府统计数据对我

国宏观经济总量GDP进行预测研究，得到比只使用传统统计数据更准确的预测效果；李方一等（2016）[18]利

用网络搜索数据对区域经济进行预警研究；袁铭（2016）[19]利用网络搜索数据的混合频率模型对理财产品收

益率等一些经济变量进行预测；董倩（2016）[20]基于网络搜索数据，采用3折交叉验证技术，运用支持向量机

和线性回归的方法研究了雾霾经济消费对CPI的影响；董莉等（2017）[21]根据93类商品或服务的百度指数，基

于分布滞后模型构建了CPI的实时预测模型，得到了与真实值吻合较好的CPI预测值；耿林和毛宇飞（2017）[22]

介绍了基于网络搜索数据构建就业景气指数的方法，并探讨该指数与宏观经济景气指标的联系，由此对中

国就业形势做出短期预测。可以看出，网络搜索数据以其及时性、高频性的特点已成为国内外研究者进行

预测研究的新的数据来源，预测内容涉及消费、就业、房地产市场、宏观经济、旅游、股票、指数构建等方方面

面，预测方法大多是建立计量模型，预测效果在及时性和精确性方面优于传统的政府统计数据。

现有文献不管从内容还是方法上都为本文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但利用网络搜索数据专门对社会消费品

零售总额做出预测研究的文献还鲜有见到。本文认为，作为一项重要的宏观经济指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

额势必和网络搜索数据存在一定相关性。为此，本文将基于已有文献，专注于对湖北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

额的预测，分析网络搜索数据的加入能否优化以往只使用传统的政府统计数据做解释变量的预测模型。相

比已有文献，本文在两类数据的使用方法上还做出如下改进：本文将综合使用网络搜索和政府统计数据来

预测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但是考虑到网络搜索数据来源于网民们非常复杂和不规范的搜索行为，本质上

是非结构化的，具有噪音较大的特点；而政府统计数据在严格的统计制度和严谨的执行下噪音相对较小。

因此，本文将区别使用两类数据，建立6种不同的模型，分别以政府统计数据和网络搜索数据不同的组合作

为解释变量，并对其实证结果做出分析，寻求网络搜索数据在预测模型中的最佳使用方法进而发挥其最佳

预测效果。本文接下来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介绍本文所涉及的理论模型和最佳预测模型的确定方法以及

数据来源、数据特征和数据类型；第三部分实证分析每种模型中的最佳预测模型的结果，并对比分析6种最

佳模型；第四部分是结论与展望。

二、理论模型构建与数据说明

本部分首先建立理论模型框架；接着介绍预测湖北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以下用RSCG表示）的6个
基本理论模型；然后介绍挑选最佳预测模型所涉及的方法；最后对模型中将要使用到的数据给予说明。

（一）理论框架

本文的研究对象是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它是表现消费需求的最直接数据，是各行业直接售给城乡居

民和社会集团的消费品总额，能反映各行业通过多种商品流通渠道向居民和社会集团供应的生活消费品总

量，是研究零售市场变动情况、反映经济景气程度的重要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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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利用网络搜索数据优化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预测主要基于以下两个方面的考虑：第一，网络搜

索数据是网民们消费前获取信息的数据表现，因而能从侧面反映出宏观经济的微观基础。根据中国互联网

络信息中心发布的第 41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 2017年 12月，我国网民规模达 7.72亿
人，搜索引擎用户规模达6.4亿人，网络购物用户规模达到5.33亿人，可见，互联网用户已经成为现阶段我国

经济的行为主体。由于搜索行为是在其目标需求驱动下进行，而其目标会受到外部经济环境的影响，因此，

网络搜索数据能从侧面反映出宏观经济的微观基础。第二，与政府统计数据相比，网络搜索数据具有及时、

全面、真实可靠的特点。消费者每天在搜索引擎产生的搜索信息数量惊人，这些信息记录了他们真正的关

注和意图，真实、全面反映了他们在现实生活中的行为趋势和规律，且实时可得，因而，网络搜索数据具有政

府统计数据所没有的及时、全面、真实等特点。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是湖北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根据上面的分析，它作为湖北省的一项宏观经济指

标必然和湖北省或全国范围内的某些关键词搜索量具有一定程度的相关性。根据我国居民的搜索习惯，百度

搜索引擎是我国居民使用频率最高的搜索引擎，可以作为研究我国经济的重要统计分析平台。为此，我们考

虑在预测模型的解释变量中纳入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联系紧密的关键词的百度指数，以期提高其预测精

度。接下来，我们会构建6种基本理论模型，将百度指数、政府统计数据或其不同组合纳入对社会消费品零

售总额预测的解释变量中，并在第三部分中对这6种理论模型进行实证检验，对比分析得出最优预测模型。

（二）基本模型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 RSCG ，为方便起见，我们使用 y 表示，t = 1,2,⋯,T 代表时期，yT - i 代表滞后 i期的

RSCG ，ŷ 表示 RSCG 的预测值。解释变量分为政府统计数据和网络搜索数据两类。我们使用 X 来表示政

府统计数据，Xt = ( )x1t,x2t,⋯,xmt

′
是 m × 1的向量，每一个分量代表一个政府统计指标，共有 m 个指标。同理，

令 Z 表示网络搜索数据，Zt = ( )z1t,z2t,⋯,znt ′
是 n × 1的向量，每一个分量代表一个网络搜索数据的指标，共有

n个指标。我们构建以下6种基本模型：

ŷT =α0 +α1yT - 1 +α2yT - 2 +⋯+αiyT - i （1）
模型（1）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自回归模型，即利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T 期之前的信息预测 T 期

的值，期望在求解该模型过程中找到最佳的滞后项组合。

ŷT = β0 + β1ZT + β2ZT - 1 +⋯+ βqZT - q + 1 （2）
模型（2）单独考察网络搜索数据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预测能力，βi( )i = 0,1，⋯q 是 1 × n 的系数行

向量。因为网络搜索数据具有及时性，那么在 T 期时当期网络搜索数据是可得的，因此，我们可以使用网络

搜索数据 T 期及其之前数据对 T 期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进行预测。然而，由于样本量有限，我们经过挑

选最终进入预测模型的解释变量不能太多，不然会因为维数过高而产生过拟合的问题。所以，在该模型的

求解过程中，我们期望能在 n个原始网络搜索数据中找到 r 个指标组合 j1, j2,⋯, jr ，同时找到这 r 个指标对应

的最佳滞后期数 t1, t2,⋯, tr ，它们的组合 { }( )j1, t1 ,( )j2, t2 ,⋯,( )jr, tr ⊆ { }1,2,⋯,n ×{T - q + 1,T - q + 2, }⋯,T 使得解

释变量为 zj1t1,zj2t2,⋯,zjrtr 的模型对 y 的预测效果达到最优。

ŷT =α0 +α1yT - 1 +⋯+αiyT - i + γ1XT - 1 +⋯+ γpXT - p （3）
模型（3）把 y 自身的信息和政府统计指标共同放入模型，希望能在 m 个政府统计指标中找到 s个指标

组合 j1,⋯, js ，同时找到这 s 个指标对应的最佳滞后期数 t1,⋯, ts ，使它们的组合 { }( )j1, t1 ,⋯,( )js, ts ⊆
{ }1,⋯,m ×{T - p, }⋯,T - 1 对应的 xj1t1,⋯,xjsts

和 y 的最佳滞后项组合作为解释变量组成的模型对 y 的预测效

果达到最优。

叶提芳：基于网络搜索数据的湖北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预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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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T =α0 +α1yT - 1 +⋯+αiyT - i + β1ZT +⋯+ βqZT - q + 1 （4）
模型（4）把 y 自身信息和网络搜索数据共同放入模型，希望能在 n 个网络搜索数据中找到 p个指标组

合 j1,⋯, jp ，同时找到这 p 个指标对应的最佳滞后期数 t1,⋯, ts ，使它们的组合 { }( )j1, t1 ,⋯,( )jp, tp ⊆
{ }1,⋯,n ×{T - q + 1, }⋯,T 对应的 zj1t1,⋯,zjptp 和 y 的最佳滞后项组合作为解释变量组成的模型对 y 的预测效

果达到最优。

ŷT = c +α*y* + γ*X* + β1ZT⋯+ βqZT - q + 1 （5）
假设模型（3）中，我们已经找到预测效果最佳的 y 滞后信息和政府统计指标组合，在此基础之上，模型

（5）加入网络搜索数据。 y* 和 X* 分别是模型（3）挑选出的 y 最佳滞后项组合和政府统计指标组合，α* 和 γ*

是对应的系数向量。

ŷT =α0 +α1yT - 1 +⋯+αiyT - i + β1ZT +⋯+ βqZT - q + 1 + γ1XT - 1 +⋯+ γpXT - p （6）
模型（6）把 y 自身信息、网络搜索数据和政府统计指标同时、平等地放入模型，使用合适的方法来挑选

解释变量，找出解释变量及其滞后阶数的最佳组合，使其预测效果达到最优。

（三）最佳预测模型的挑选

以上我们构建6种包含政府统计数据、网络搜索数据以及它们的不同组合作解释变量的预测模型，期望

从每一种模型中挑选出最佳预测模型，再对6种最佳模型做出比较分析。在这一过程中，我们需要解决的核

心问题是对每一种模型中最佳模型的挑选问题。由于解释变量包含政府统计指标、网络搜索数据，解释变

量太多容易导致“维数灾难”，一般当解释变量数大于样本数时，便无法使用最小二乘法得到估计，因此，我

们的问题是从众多解释变量中挑选少数重要变量，即“降维”。目前常用的降维方法是Lasso、AIC准则和BIC
准则，本文在挑选最佳模型时采用BIC准则，然后通过一些检验（t检验检验模型系数的显著性、方差膨胀因

子方法检验模型的多重共线性），通过树形路径逐步剔除变量。另外，本文对初步选入的政府统计指标，首

先使用K-L信息量法确定RSCG的先行指标①，最终放入模型的只有RSCG的先行指标且与RSCG相关性较

强的变量。

（四）数据说明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湖北省RSCG，解释变量分为两类，一类是政府统计数据，另一类是网络搜索数据，

下面我们介绍两类变量指标选取的方法。

1. 政府统计数据

选取的政府统计数据主要是和RSCG紧密相关的经济指标，来自于国家统计局和湖北省统计局公布的

经济指标，包括投资、生产、消费、金融、进出口额等宏观经济各个方面共12个经济指标，其中制造业采购经

理指数和非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月度数据，其余来自湖北省统计局月度数据。这12
个指标是初步选入的备选指标，在实证之前，会使用K-L信息量法挑选出RSCG的先行指标进入模型。为消

除异方差的影响，RSCG、进出口总额、房地产业固定资产投资额和外商直接投资取自然对数。

2. 网络搜索数据

根据和RSCG的联系，选取湖北省范围内百度指数关键词共48个，涉及消费、投资、进出口、就业四类；

鉴于湖北有一些全国著名景点，而近些年旅游业的迅猛发展带来住宿、餐饮和购物的增长无疑会拉动社会

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增长，因此，我们还加入了全国范围内关键词为东湖和黄鹤楼的百度指数。关键词的挑

选综合参考居民消费习惯（参考《居民消费支出分类2013》）、搜索习惯以及百度指数对这四类关键词的热搜

推荐，最终确定手机排行榜、首饰、促销、装修等15个作为消费类代表；理财产品、房地产、美元、华夏基金、股

市等15个作为投资类代表；进出口总额、来料加工等8个作为进出口类代表；小时工、招聘、找工作等10个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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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就业类代表。

考虑到百度搜索指数只能获取2011年1月之后的，同时考虑到政府统计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的时间

跨度为2011年1月至2018年5月，共89个样本，我们把2011年1月至2016年9月共69期作为训练集，2016
年10月至2018年5月作为测试集，按照模型（1）至模型（6）的设置，做回归和预测。百度指数网站呈现的是

以日为频率的时间序列，我们将其换算为月度数据，同样，我们对百度指数取自然对数。

三、实证结果与分析

本文使用R软件完成实证。本部分首先介绍K-L信息量法原理及使用该方法挑选RSCG先行指标的结

果，以备下一步进入实证模型；接着介绍挑选出的6种最佳模型的实证结果；最后对比分析这6种最佳模型

的计量结果。

（一）RSCG先行指标的选取

我们使用K-L信息量法确定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先行指标放入预测模型。K-L信息量法如下：设所

考察变量为离散变量，基准指标为 y = ( )y1,y2,⋯,yn ，记：pt = yt /∑
i = 1

n

yi, t = 1,2,⋯,n 。设备择指标为

x = ( )x1,x2,⋯,xn ，记：qt = xt /∑
i = 1

n

xi, t = 1,2,⋯,n 。K-L信息量为：I ( )p,q =∑
i = 1

n

pi ln( )pi qi 。备择指标与基准指标

越接近，K-L信息量越接近于0；当备择指标序列与基准指标序列完全一致时，该值为0。由计算公式可见，

K-L信息量衡量的是两个概率分布的相似程度，该值越接近于0，代表两者越相似。我们分别计算被解释变

量 RSCG 与备选的政府指标从－5阶至+5阶的K-L信息量及其最佳滞后阶数，同时求其与RSCG的相关系

数，剔除掉相关系数绝对值小于0.5的指标，最后筛选出预备放入模型（3）的指标共4个，如表1（表中最佳滞

后阶数为负代表超前）。

表1 RSCG的先行指标

变量

RPI
PPI
EXIM
RE

含义

商品零售价格指数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进出口总额

房地产业固定资产投资额

最佳滞后阶数

－2
－2
－1
－1

K-L信息量值

0.00157
0.00140
0.00059
0.00369

相关系数

－0.76112
－0.72006

0.73404
0.61336

（二）模型实证结果

根据第二部分介绍的6种模型建模思路及选择最佳解释变量和滞后阶数方法，在对模型进行筛选时，根

据BIC准则，选择BIC值最小的模型，实证得到6种模型中的最佳模型，将其结果列在如下表2中。

表2 模型（1）~（6）中最佳模型的挑选结果

模型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模型（5）
模型（6）

解释变量

RSCG1，RSCG3
I22，E30，E33，I42，C40
RSCG1，RSCG3，EXIM1，RE1
RSCG1，RSCG3，E30，E33，T13，C40，C43
RSCG1，RSCG3，EXIM1，RE1，E30，C40
RSCG1，RSCG3，EXIM1，E30，C40

训练集平均误差率（%）

6.1472
6.1900
6.2119
6.1454
6.2209
6.2291

测试集平均误差率（%）

1.1236
1.5087
1.1193
0.9196
0.9953
1.0072

模型BIC值

－124.6544
－149.3079
－148.5009
－164.6117
－155.5836
－150.4149

注：变量尾数1、2、……分别表示滞后1期、2期、……；变量尾数0表示预测当前；I2、E3、I4、C4、T1分别表示百度搜索关键词为房地产（湖北）、

找工作（湖北）、美元（湖北）、促销（湖北）、东湖（全国）的百度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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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中的第一列对应的是本文第二部分介绍的6种模型，第二列中列出的是根据第二部分介绍的方法

选择出的该类模型中的最佳解释变量，回归和预测的效果体现在训练集平均误差率（误差率绝对值的平均

值）和测试集平均误差率两列上。模型（1）是RSCG的自回归；模型（2）是仅使用百度指数作为解释变量的回

归；模型（3）是使用RSCG自身滞后信息和政府统计指标的回归；模型（4）是使用RSCG自身滞后信息和百度

指数的回归；模型（5）是在模型（3）选定最佳RSCG滞后阶数和政府统计指标基础之上增加百度指数。模型

（4）是为了检验百度指数的加入是否能改善只有RSCG自身信息作为解释变量的模型的预测效果而构建；模

型（5）是为了检验百度指数的加入是否能改善包含RSCG自身信息和政府统计指标的模型（3）的预测效果而

构建；模型（5）和模型（6）的不同之处在于，模型（5）是在模型（3）已经挑选出了噪音较小的政府统计指标最

佳变量组合基础之上再加入百度指数，模型（6）并没有分两步，而是将政府统计数据和百度指数同时放入模

型，通过对模型（5）和（6）的对比，检验结构化和非结构化数据加以区分利用与否是否会对RSCG产生不同的

预测效果。

（三）模型计量结果分析

1. 对于模型（1），在对RSCG自回归的分析中，最佳滞后阶数组合是RSCG滞后1期和3期，预测集误差

率绝对值的平均值为1.1236%，说明仅使用RSCG滞后1期和3期信息能够实现对RSCG的较好预测。

2. 对于模型（2），单独使用百度指数对RSCG进行预测，最佳模型中包含的解释变量组合：湖北范围内

关键词为“房地产”（滞后2期）、“找工作”（当期和滞后3期）、“美元”（滞后2期）、“促销”（当期）的百度搜索指

数。模型预测集误差率绝对值的平均值高于模型（1），这说明网络搜索数据在预测时虽然具有实时的优势，但

仅使用网络搜索数据的预测能力并不好，究其主要原因在于网络搜索数据是由大量杂乱无章的搜索行为整理

而得，这些搜索行为受繁杂、多样的原因驱使，使得搜索数据包含的噪音大，而政府统计数据在严格的统计制

度和严谨的执行下噪音相对较小，因此模型（2）并不如模型（1）的预测效果好。

3. 对于模型（3），在RSCG自身历史信息基础上加入政府统计指标进行预测，加入的政府统计指标是由

我们在模型之前利用K-L信息量法确定的RSCG的先行指标，根据BIC准则选择模型的方法和保证不存在

多重共线性条件下，最佳解释变量组合为RSCG滞后1期和3期、进出口总额滞后1期和房地产业固定资产

投资额滞后1期，该模型的BIC值和模型（2）的BIC值非常接近，比模型（1）小，该模型预测集误差率绝对值的

平均值比模型（1）和模型（2）都小，这些都说明该模型是模型（1）和模型（2）的改进，证明在RSCG自身历史信

息基础上加入政府统计指标信息能够改进预测效果。

4. 对于模型（4），其是在模型（1）基础上，根据BIC准则选择模型的方法，同时保证不存在多重共线性挑

选百度指数。最佳解释变量组合中除了RSCG滞后1期和3期外，还有湖北范围内关键词为“找工作”（当期

和滞后3期）、“促销”（当期和滞后3期）、全国范围内关键词为“东湖”（滞后3期）的百度指数。相比模型（1），
该模型的预测效果改进了18%，同时该模型的BIC值以及训练集和预测集误差率绝对值的平均值均低于模

型（1）、（2）、（3），说明该模型的预测效果优于模型（1）、（2）、（3）。
5. 对于模型（5），在模型（3）的基础之上加入百度指数，所得模型最佳解释变量除了包含模型（3）中的变

量外，还有湖北范围内关键词为“找工作”（当期）、“促销”（当期）的百度指数。该模型的BIC值以及训练集和

预测集误差率绝对值的平均值低于模型（3），且该模型的预测效果相比模型（3）改进了11%，这说明在线搜

索数据是政府统计信息的良好补充。

6. 对于模型（6），该模型是不加区分地同时将政府统计数据和百度指数放入模型进行筛选的结果，其

BIC值及训练集和预测集误差率绝对值的平均值均高于模型（5），说明政府统计数据和百度指数同时放入模

型用BIC准则选择得到的最佳模型的预测效果不如分两步选择得到的最佳模型好。

76



四、结论与展望

大数据时代，网络搜索数据每天都在以惊人的速度产生，其噪音大、数据来源形式多样，属于非结构化

信息，在为我们提供丰富信息的同时，也为我们如何科学利用它提出了挑战。本文综合使用属于结构化信

息的政府统计数据和属于非结构化信息的百度指数预测湖北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其目的有两个：一是

寻求更好的利用结构化信息和非结构化信息的方法；二是希望通过加入百度指数，得到湖北省社会消费品

零售总额更加精确的预测模型，进而为政府部门制定拉动内需政策提供一定参考。综合以上研究，得出如

下主要结论：

第一，仅使用百度指数对RSCG的预测效果并不十分理想。我们可以看到仅使用百度指数的模型（2）的
预测集误差率绝对值的平均值是6种模型中最高的。这也说明了网络搜索数据并不能代替传统的政府统计

数据。

第二，网络搜索数据是政府统计数据的良好补充，它的加入能优化RSCG的预测效果。这一点可以从模

型（4）相比模型（1）、模型（5）相比模型（3）预测效果大大提高，且这两个模型也是6种模型中BIC值及测试集

误差率平均值最低的这两方面看出来。

第三，结构化数据和非结构化数据需要加以区分地利用。传统的政府统计数据是结构化信息的代表，

网络搜索数据是非结构化信息的代表，它们的噪音程度是不一样的，在对RSCG的预测中，如果将这两类数

据同时放入模型降维进行筛选模型，噪音大的数据势必会对噪音小的数据产生影响，从而误删噪音小的数

据而保留噪音大的数据，因此，在实证分析中应该首先对噪音较小的政府统计数据进行降维，筛选出最佳解

释变量和滞后阶数组合，在此基础之上再利用百度数据。

第四，由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宏观经济运行状况和需求状况，因此本文还能为

政府部门制定拉动内需政策提供一定参考。从包含政府统计指标的模型（3）和模型（5）的预测结果来看，湖

北省RSCG与政府统计指标湖北省房地产业固定资产投资额、进出口总额呈现显著的正向关系；从较优的包

含百度指数的模型（4）和模型（5）的预测结果来看：湖北百度指数“找工作”与湖北省RSCG呈现显著的相关

关系，这说明一个地区的就业情况会通过影响宏观经济运行状况和人们的收入、消费进一步影响RSCG；湖

北百度指数“促销”与湖北省RSCG呈现显著的相关关系，这说明人们对消费的关注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一

个地区的RSCG；全国百度指数“东湖”（滞后3期）与湖北省RSCG呈现显著的正向关系，这说明RSCG与旅游

业的发展存在一定的正向关系。这些结论说明，政府部门为拉动内需可以多关注就业、消费、投资、旅游方面。

本文的研究还有进一步需要完善的地方，例如，百度指数仅是在线搜索信息的一部分，从百度指数来进

行经济指标预测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搜狗、Google、360等搜索引擎以及社交网络、微博、新闻评论等媒体都有

公众对经济预期和判断的相关信息，如何将这些非结构化信息和百度指数、政府统计指标整合是下一步需

要解决的问题。

注 释：

① 很多经济指标一般会呈现波峰、波谷的周期性波动，一些与之相关的经济指标会在其出现波峰或波谷之前、之后抑或同时

出现波峰或波谷的特征，根据出现波峰或波谷的时间将这些指标分为先行指标、滞后指标和同步指标，先行指标指的是在

基准指标出现波动之前出现波动的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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