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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differences of each country's deposit insurance system, the paper 
proposes a method based on cluster analysis. Cluster analysis is to identify the root causes of the formation 
and evolution of each country's deposit insurance system, and classify the similar systems of national deposit 
insurance system,  differ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countries. Through the analysis, conclusions will 
be used in plann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deposit insurance system in China, to contribute for the realization of the 
stability of the financial and economic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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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引言 

金融市场的安全与稳定关系到国家的金

融体系的发展，并且金融体系的发展关系到整

个国家的经济的稳定与发展。[1]存款保险制度

是由各类符合条件的存款性金融机构集中起

来建立一个保险机构，各存款机构作为投保人

按一定存款比例向其缴纳保险费，建立存款保

险准备金，当成员机构发生经营危机或面临破

产倒闭时，存款保险机构向其提供财务救助或

直接向存款人支付部分或全部存款，从而保护

存款人利益，维护银行信用，稳定金融秩序的

一种金融保障制度。其诞生于 20 世纪 30 年代

的美国，为了挽救当时经济大萧条下的银行体

系，美国国会在 1933 年通过了《格拉斯——

斯蒂格尔法》，开启了存款保险制度的先河。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美国的存款保险制度不

断地完善，尤其是在金融监管和金融风险控制

和预警方面，作出了极大的贡献。随着经济全

球化和金融一体化的发展，国内国际间的金融

风险不断加剧，大多数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先

后引入了存款保险制度，一些发展中国家和地

区也相继在金融体系中加入存款保险制度。到

2004 年，全球一共有 74 个经济体建立了显性

的存款保险制度。在我国，中国人民银行从

2003 年底成立存款保险处，到 2004 年底完成

《存款保险条例》初稿，种种政策和措施的出

台稳固了居民、企业和政府存款的安全，同时

为经济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作用。[2]-[4] 
各个国家的存款保险制度和机构存在较

大的差异。存款保险制度分为显性和隐性。显

性存款保险制度是指国家通过立法对存款保

险的要素机构设置以及有问题机构的处置等

问题做出明确规定。这种显性的制度通过专业

化的机构集中快速的处理银行存款保险方面

的问题，降低了成本，同时也增强了存款人对

银行安全性的信心。 而隐性的存款保险制度

大多集中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国家和地区对

存款保险制度没有明确的立法规定和制度安

排，但在银行发生倒闭时，政府会行使自己权

利维护存款人的权益，让存款人有较少的损

失。而存款保险机构的建立分为以下三种形

式：在政府支持下由银行同业联合建立、由政

府和银行界共同建立和由政府主导建立的存

款保险机构。上述差异导致了不同国家的存款

保险制度的评价体系难以建立。[5] 
回顾前人的研究成果，大多数方法是以定

性数据来评价一个国家的存款保险制度，没有

从定性和定量的角度来研究。定性和定量的方

法能更好的表征一个国家的存款制度的完善

与否，同时也能为改进其制度提供一个可以参

照的依据。本文针对各个国家的存款保险制度

的差异，提出通过一项基于聚类分析方法和语

言信息处理的分析手段。通过聚类分析与定性

和定量数据指标的结合，找出各个国家的存款

保险制度形成与演变的根源，归集相似制度下

国家的存款保险制度，区别不同国家的差异，

并且通过对所建立指标体系中的指标进行聚

类，完善存款保险制度的评价体系。 

Ⅱ.各国存款保险制度评价体系
指标的建立 

存款保险制度评价指标体系应包括该国

家的基本定量指标、存款保险制度的加入方

式、存款受保率、保额、费率和保险基金的设

立这几个方面的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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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他的评价准则中，选择过量的定性指

标进入评价体系，而忽略定量指标的应用和处

理。因此，在建立不同国家存款保险制度分析

指标体系时，要尽量使定性指标和定量指标的

平衡，尽量涉及存款保险制度运作的各个环

节，准确、完整地反映各国的存款保险制度。

在进行数据处理时，把所有的指标进行标准

化，便于清楚地显示指标之间的关系。经过筛

选，这几个方面的指标可以全面的反映存款保

险制度，从根本上加强银行存款安全性。根据

选择信用评价指标的设置标准，选择一下十个

定量和定性指标，如表 1 所示:  
 

表 1 存款保险制度评价指标体系 

序  号 评 价 指 标 

1 C1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2 C2 存款保险的可获得性 

3 C3 存款保险账户的受保率 

4 C4 保额 

5 C5 保险基金的使用 

6 C6 年费率 

7 C7 存款价值的受保率 

8 C8 存款保险制度的显隐性 

9 C9 存款保险机构的独立性 

10 C10居民储蓄率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是对国家的基本信息

的评价，同时也称作“人均 GDP”，常作为发展

经济学中衡量经济发展状况的指标，是重要的

宏观经济指标之一，它是人们了解和把握一个

国家或地区的宏观经济运行状况的有效工具。

人均“GDP”指标在评价整个存款保险制度的

体系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存款保险制度的设

立于该国的经济状况有十分密切的关系，人均

“GDP”相对较高的国家，不仅仅是经济方面

较为发达，作为协调经济发展的政治制度也相

对完善。存款保险的可获得性主要是表征了加

入存款一方加入该保险制度的方式。加入方式

分为多种形式。在进行评价时，需要将定性指

标转化为定量指标，并且进行标准化。存款保

险账户的受保率衡量了银行中的存款方参加

存款保险占总存款方的比例，说明了该国制定

的存款保险制度的最终效果的好坏。一般说

来，存款保险制度的完善程度会与受保率呈现

正相关的关系。保额指的是保险人承担赔偿或

者给付保险金责任的最高限额，也是保险公司

支付合理费用赔偿的最高限额，同时也是计算

保险费的主要依据。在存款保险制度方面，保

额是指存款方加入存款保险后所受保金额的

最高上限，超过上限不纳入保险当中。保险基

金的使用指标说明了特定的保险机构使用保

费的情况，建立保险基金和其相应的监督制度

有助于完善整个存款保险制度的运作，增强而

不是破坏整个银行、保险体系。保险基金一旦

使用不当，将部分或者全部资金用于投机行

为，其原本保值增值的功能将会丧失，还有可

能有巨大的亏损。年费率，是在一年内应缴纳

保险费与保险金额的比率。年费率是每年保险

人按单位保险金额向投保人收取保险费的标

准。各个国家的年费率差异较大，费率的高低

影响到存款保险的需求量，从而反映存款保险

制度的实施效果。存款价值受保率与存款保险

账户的受保率有本质上的不同。存款价值受保

率是从存款的数额上来衡量存款保险制度的

实施效果的。其受存款保险账户的受保率与保

额的影响，但相比于存款保险账户的受保率和

保额，存款价值受保率更加全面的反映制度效

果，不仅仅衡量了账户受保率，同时也反映了

保额的高低。存款保险制度的显隐性刻画了制

度与国家政府之间的关系。该指标与上一指标

都是定性指标。在处理时，两个指标评价分成

不同的等级，根据专家的评价将不同的制度对

应于一定的分数区间，进行语言信息转化处

理，纳入到评价体系表中。居民储蓄率是指居

民的存款占总收入的比重。其他条件不变时，

当一个国家存款保险制度越完善，就会刺激储

蓄的增加，扩大投资的额度，带动经济的发展。

同时，居民储蓄率也反映其他的定性变量，如：

居民的储蓄习惯等，更加完善了指标体系，是

模型完整准确的反映存款保险制度。 

Ⅲ.基于聚类分析的国家存款保
险制度差异模型的建立 

A.问题提出 

设各国存款保险制度的评估指标集

{ } 2,,...,, 21 ≥= ncccC n ， ic 代表第 i 个指标，取存款

保险制度的样本如下：评估专家对q 个国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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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款保险制度 qvvv ,...,, 21 进行定性指标的评

估 ， jv 代 表 第 j 个 国 家 ， 时 序 集 为

{ } 2,,...,, 21 ≥= tcccT t ， kt 代表第 k 个时

刻。评估信息取自以下语言评价集 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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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专家从语言评价集 S 中选择一个元素做

为针对被评价对象 jv 对应于指标 iC 的评价

值，记为：    

tkqjniSp kj
i ,...,2,1;,...,2,1;,...,2,1, ===∈）（     

(2) 

假定各国存款保险制度评估的潜在变量

为 321 ,, FFF ，针对不同的存款保险制度的可

获得性、保险基金的使用情况、存款保险制度

的显隐性和存款保险机构的独立性等评价指

标，将评价级别设置为“低，中，高,很高”

四类，并用数字“0”，“1”，“2”，“3”表示。  

B.具有语言评价面板数据信息的各国存款保

险制度评价 

根据二元语义分析方法，以一个二元组

),( iis α 来表示语言评价信息，其中 Ssi ∈ ，

评价者的语言信息短语取自语言评价集 S ，根

据二元语义转换函数θ 可以将单个语言短语

is 转化为二元语义形式，对语言信息的集结众

多学者已经有丰硕的研究成果。[6] 
本文应用语义时序加权平均（T-TOWA）

算子 L 对时序特征的语言评价信息进行集结： 

∑
=

=
n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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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11 )),(,,...,),(,( αα   

(3)  设 }{ nN ,...,2,1= ， 定 义

)(),(, Nisu iii ∈α 为一 T-TOWA 算子对， 

iu 为时间诱导分量， ),( iis α 为语义信息分量，

T
nwwwW ),...,,( 21= 是与 L 相关联的加权

向 量 ， ]1,0[∈jw , 且 ∑
=

=
n

j
jw

1
1 ， jb 是

)( Niui ∈ 中对应的 T-TOWA 算子对中的语

义信息分量，则称 L 是 n 维 T-TOWA 算子。

时间权向量W 将表明决策者对不同时间状态

的重视程度，本文采用文献[7]中的方法确定

该 样 本 信 息 集 结 的 最 佳 时 间 权 向 量

T
nwwwW ),...,,( 21= 。对 k 个时刻的面板数

据进行加权集结，得到 i 个被评价对象关于指

标 j 的评价结果：[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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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基于聚类分析的国家存款保险制度

差异模型的建立 

聚类分析是一种探索性的分析，在分类的

过程中，人们不鄙视先给出一个分类的标准，

聚类分析能够从样本数据出发，自动进行分类

分析，所得到的聚类数未必一致。因此，这里

所说的聚类分析是一种探索性的分析方法。基

于聚类分析的国家存款保险制度差异模型的

建立是应用聚类分析中的层次聚类。层次聚类

分析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层次聚类分析

Q 型聚类；另一种是层次聚类分析 R 型聚类。

层次聚类分析中的 Q 型聚类可是具有共同特

点的样本齐聚在一起，以便对不同类的样本进

行分析。层次聚类分析中，测量样本之间的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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疏程度主要通过样本之间的距离、样本之间的

相关系数来度量。[8] 
样本若有 k 个变量，则可以将样本看成一

个 k 维的空间的一个点，要测量样本之间的距

离就是 k 维空间点和点之间的距离，这反映了

样本之间的亲属程度。聚类时，距离相近的样

本属于一个类，距离远的样本属于不同类。[9] 

1） 欧氏距离 
两个样本的欧氏距离是样本各变量值之

差的平方和的平方根，其计算公式为： 

∑
=

−=
k

i
ii yxEUCLID

1

2)(         

（5） 

在上式中， k 表示每个样本有 k 个变量；

ix 表示第一个样本在第 i 个变量上的取值； iy

表示第二个样本在第 i 个变量上的取值。 

2）欧式距离平方 

两个样本之间的欧氏距离平方是各个样

本之间差的平方和，其公式为： 

∑
−

−=
k

i
ii yxSEUCLID

1

2)(             

（6） 
在上式中， k 表示每个样本有 k 个变量；

ix 表示第一个样本在第 i 个变量上的取值； iy

表示第二个样本在第 i 个变量上的取值。 

3）Chebychev 距离 

两个样本之间的Chebychev距离是各样本

所有变量值之差绝对之中的最大值，计算公式

为： 

ii yxyxCHEBYCHEV −= max),(     

（7） 

在上式中， ix 表示第一个样本在第 i 个变

量上的取值； iy 表示第二个样本在第 i 个变量

上的取值。 

4）Customized 距离 

两个样本之间的 Customized 距离是各样

本所有变量值之差绝对值的 p 次方的总和，再

求q 次方根。其计算公式为： 

q
k

i

p
ii yxyxMINKOWSKI ∑

=

−=
1

),(    

（8） 
在上式中， k 表示每个样本有 k 个变量；

p 、q 是任意可指定的次方； ix 表示第一个样

本在第 i 个变量上的取值； iy 表示第二个样本

在第 i 个变量上的取值。 
层次聚类R型聚类是对研究对象的观察变

量进行分类，它使具有共同特征的变量聚在一

起，以便可以从不同类中分别选出具有代表性

的变量作为分析，从而减少分析变量的个数。

其计算公式与 Q 型聚类计算公式相似，不同的

是 R 型聚类是对变量进行距离的计算，Q 型聚

类是对样本间进行距离的计算。10] 
通过语言信息的处理和聚类分析，归集具

有相似存款保险制度的国家和相似度较高的

评价指标，分析其相似性，并结合国家的演变

历程，挖掘出形成制度的原因。通过研究，可

以找出适合于我国经济和各方面协调发展的

存款保险制度。 

IV.结束语 

针对各国存款保险制度的评价问题，在聚

类分析的原理基础上，运用了一种基于语言信

息处理技术的各国存款保险制度评价的方法，

把定量和定性指标结合，提出了基于聚类分析

的各国存款保险制度差异的模型。以上方法通

过针对各国存款保险制度的实证研究，一方面

为各国存款保险制度的设立提供了科学的系

统工程方法，这种方法可以更好地使用于我国

存款保险制度的建立，为决策者提供了不同存

款保险制度的评价方法，起到了标准化、规范

化的作用；另一方面，这种方法不仅仅局限于

存款保险制度，可以推广到全社会的各个领

域，并且为更好地推进全社会各个领域的政策

制度的制定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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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聚类分析的国家存款保险制度差异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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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针对各个国家的存款保险制度的差异，提出通过一项基于聚类分析方法的分析手段。通过
聚类分析，找出各个国家的存款保险制度形成与演变的根源，归集相似制度下国家的存款保险制
度，区别不同国家的差异。通过分析，将所得结论应用于中国的存款保险制度的发展的规划，为
实现金融、经济环境的稳定做出贡献。 
关键词：存款保险，制度，差异，聚类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