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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科技理论与实践发展研究

傅  强 1

摘要：本文基于已有文献，对监管科技的发展缘起、主要特征、应用领域及面临的挑战进

行了较为系统的梳理分析，并探讨了促进我国监管科技发展的政策建议。由于国际金融危机后

的金融监管强化与金融机构合规压力上升、金融创新快速发展与风险监管压力上升，监管科技

应运而生。监管科技具有较强的系统灵活性，有助于推动金融监管方式的持续优化，可显著降

低合规管理的人工风险。监管科技在监管数据管理、情景模拟和预测、金融交易实时监测、落

实“了解你的客户”原则和对监管规则进行机器解读等方面有广阔的应用前景。但是，现阶段

监管科技也面临技术风险较大、研发成本较高，以及存在隐私保护和数据安全问题、监管科技

标准化在短期内难以实现等因素的制约。为了破除这些制约因素，须为监管科技发展提供适宜

的监管环境，推动监管数据标准化和信息共享，采取综合措施防控监管科技的技术风险，降低

其研发和应用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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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随着互联网、信息技术和计算机技术在金融领域的广泛应用，各种新型金融业态蓬勃兴

起，金融产品和服务创新层出不穷，金融与非金融之间的传统界线日益模糊。金融与科技的

融合发展不但使金融市场的广度和深度不断得到拓展，同时也使金融领域的技术风险和操作

风险更加复杂，甚至有诱发系统性风险的可能，迫使金融监管当局必须给予有力回应（杨东，

2018）。监管科技（Regulatory Technology，简称RegTech）是金融监管与科技创新全方位融合

1	傅强，中国人民银行广州分行，联系方式：fuqiang_1970@163.com。本文为作者的学术思考，不代表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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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的产物（孙国峰，2018）。自英国金融行为监管局（FCA）于2015年提出RegTech的概念以

来，监管科技得到了各国金融监管当局、金融机构、新型金融组织、科技企业等有关各方1的

高度重视。

2015年11月，FCA在《支持监管科技发展和应用的征求意见稿》中，将监管科技定义为

“运用新技术促进监管要求的达成”。2016年6月，FCA在上述文件的反馈意见总结报告中，将

监管科技进一步明确为“金融科技的一个子集，重点关注能够比现有技术更加高效地促进监

管要求达成的新技术”。该定义明确了监管科技的应用领域，并着重强调其高效率。国际金融

协会（IIF）认为，监管科技是“运用新技术以更加高效地达成监管和合规要求”（IIF，2015，

2016）。

但也有部分学者并不完全认同FCA和IIF对监管科技的定义。杨东（2018）认为，狭义的

监管科技仅仅指金融机构内部的合规程序通过使用科技辅助手段变得更加高效，广义的监管科

技还包括监管机构对技术创新加以利用以提高监管效率。京东金融研究院（2018）则认为，监

管科技包含两大分支，在监管实施端表现为监督科技（Supvisory Technology），在金融机构合

规端表现为合规科技（Compliance Technology）。孙国峰（2018）认为，监管科技和金融科技

之间并不具有直接关系，两者分别是科技与金融监管、科技与金融相互融合的产物；监管科技

是用于监管整个金融行业的，包括传统金融和金融科技，而金融科技行业的快速发展，也加速

了监管科技的进步。有的学者认为，FCA和IIF对监管科技的概念界定过于狭窄，低估了监管

科技的应用潜力。Arner等（2017）认为，监管科技不仅是一种效率工具，还将引领金融监管

的未来演变，并可能引发金融监管的范式转变（Paradigm Shift）；监管科技不仅有助于降低合

规成本、节约监管资源，还将显著提升持续监测能力并进行实时分析，将推动金融监管模式从

事后监管逐步转变为实时监管和前瞻性监管。从应用领域来看，监管科技除了在金融领域有广

阔的应用前景，还可应用于环保监测、汽车超速监控、飞行器实时定位、医疗服务等方面。因

此，如果仅用金融科技子集来限定监管科技的概念，未免有坐井观天、以偏概全之嫌（杜宁

等，2017）。Colaert（2017）指出，因为技术总是在不断地发展和进步，任何新技术经过一段

时间之后都将变得落伍，所以FCA和IIF基于静态视角对监管科技的概念界定是不准确的。监

管科技虽然是近年来才出现的新名词，但运用科技手段来解决监管方面的问题却早就存在并取

1	随着金融与非金融之间的界线日益模糊，提供金融服务的市场主体除了传统金融机构之外，还包括各

种新型金融组织、科技企业等。这些市场主体在提供金融服务时需要遵循的监管规则与金融机构是相

似的。因此，后文基于金融机构的分析也大致适用于这些市场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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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了成功（Deloitte，2016）。Colaert（2017）认为，任何有助于促进监管要求达成、提升监管

效率的科技解决方案，都属于监管科技的概念范畴。而汇丰银行创新主管Chazot则从更加广义

的角度来理解监管科技，认为监管科技就是“监管过程的技术解决方案”（IIF，2015）。朱太

辉和陈璐（2016）认为监管科技的重点是金融监管部门采用先进的信息科技，完善和改进监管

架构，丰富监管工具和方法，提高监管的自动化程度，并具体指明监管科技的重点发展方面。

监管科技的概念界定过窄或过宽都不适宜。概念界定过窄可能限制监管科技的应用和发

展，不利于充分发挥其潜在价值；界定过宽则容易使监管科技与一般性的监管技术和手段相混

淆，进而使监管科技有沦为空洞口号的风险。基于这两方面考虑，本文将监管科技界定为“金

融机构、科技企业和监管当局运用新技术提升合规管理和金融监管的效能”。这比较接近IIF

（2015，2016）的观点和杨东（2018）的广义概念。

值得指出的是，监管科技与监督科技、监管信息化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监督科技是巴赛尔

银行监管委员会（BCBS）和国际清算银行（BIS）于2018年提出的一个概念，是指“监督部

门运用新技术以支持监督”，强调其运用主体是监督部门，主要目的是实现数据报告和监督过

程的电子化，以提高监督效率（BCBS，2018；BIS，2018）。由此可见，监督科技在某种程度

上是监督部门使用的“简化版”的监管科技，监管科技在使用主体、目的、功能、所用技术、

应用领域等方面均比监督科技更加广泛和丰富。监管信息化是一个比较宽泛的概念，主要强调

监管领域的信息资源和信息技术的开发和利用，其与监管科技既有重合也有差异。比如，监管

当局运用新技术对监管数据自动进行归集、整理、分析，既属于监管科技也属于监管信息化；

监管当局内部的档案管理和公文处理的电子化改造，属于监管信息化但不属于监管科技；金融

机构运用生物特征识别技术验证客户身份，属于监管科技但不属于监管信息化。

本文在辨析监管科技的概念和内涵的基础上，对监管科技的发展缘起、主要特征、潜在

应用领域及发展面临的主要挑战进行文献梳理和总结，并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对策建议，以期为

促进我国监管科技发展，提升合规管理和金融监管效能，维护金融稳定，提供理论依据和政策

参考。

二、监管科技产生的原因和发展动力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给各国经济金融发展带来了严重的冲击，其直接成因是金融创新过度

且疏于金融监管（秦建文和梁珍，2009）。鉴此，各国纷纷加强金融监管力度并扩大监管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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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强调金融创新必须与金融监管协调发展。在这样的背景下，监管科技应运而生。其发展主

要受到两方面的推动：一是在金融强监管的趋势下，金融机构亟需提高合规效率、降低合规成

本；二是在金融创新日新月异的背景下，监管当局亟需增强监管能力、提高监管效率。

（一）危机后的金融监管强化与金融机构合规压力上升

1.金融监管规则日益严格而复杂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各国监管当局和国际金融监管组织在防范系统性风险、维护

金融稳定、保护金融消费者权益等方面，陆续出台了大量新的监管规则，并对现有规则进行了

频繁修订，形成了对金融机构的一波巨大的监管“浪潮”。此次监管“浪潮”有以下三个特点：

一是严格的金融监管环境预计将长期存在，在可预见的未来看不到有放松监管的可能（Hugé

等，2017），因此金融机构的合规成本很可能会长期居高不下；二是金融监管规则的制定和修

订主要源于各国监管当局而非国际金融监管组织，这给跨国金融机构的合规管理带来了很大挑

战；三是金融监管对金融机构的战略规划和日常经营造成了巨大影响（BCG，2017）。在这样

的监管背景下，金融机构在研发新产品、使用新技术时可能面临监管方面的不确定性。为了降

低合规风险，金融机构在开展金融创新时可能更加保守（Walport，2016；Hugé等，2017）。

2.各国对金融违法违规行为的处罚非常严厉

随着各国金融监管执法力度的显著加强，不少金融机构因违反监管规则或不谨慎的经营行

为而被处以巨额罚款或向消费者支付巨额赔偿金。据不完全统计，2009—2016年，仅欧美50家

主要商业银行因违法违规行为而支付的罚款、罚金、庭外和解费用等，就超过了3210亿美元，

相当于2015年全球300家主要商业银行利润总额的2.01倍（BCG，2017）。由于各国金融监管当

局均把主动防范化解系统性风险放在首要位置，并对金融违法违规行为保持“零容忍”的态

度，因此预计未来金融监管将更加严格、标准更高、处罚力度也会更大。

3.金融机构的合规人员数量不断增加

为了遵循严格的监管要求、避免受到行政处罚和司法制裁，金融机构不断扩充合规部门

的人员队伍，构建和完善全面合规管理体系，以满足全面、持续的合规要求，导致人工成本不

断上升。对于某些金融机构而言，仅仅满足合规人员的最低数量要求就是一项不小的挑战。以

我国证券行业为例，根据中国证券业协会2017年9月发布的《证券公司合规管理实施指引》（中

证协发〔2017〕208号），工作人员在15人及以上的证券营业部，应当配备专职合规人员，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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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人员必须满足一定的条件和职级。但营业部的层次相对较低，而合规人员大多具有证券、金

融、法律、信息技术等高薪行业从业背景，他们往往选择去公司总部而不愿意去营业部，因而

此前大多数证券营业部并没有配备合规人员。截至2017年6月末，我国证券营业部数量超过1万

家1，要在短期内满足合规人员的数量要求，各证券公司都面临不小的压力。

4.金融机构的合规成本不断上升

在金融监管日益严格的背景下，金融机构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以建立覆盖各业务条线

以及境内外分支机构的全面合规风险管理体系。2014年，仅美国前6大商业银行就在满足新的

监管规则方面花费了700多亿美元（Akmeemana，2017）。据统计，全球主要的商业银行、资产

管理公司、证券公司的合规成本占其经营成本的比重，分别由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前的2.8%、

2.1%、3.3%上升至2015年的4.5%、3.4%、4.7%（Amit，2016）。

在金融强监管的背景下，防控合规风险、降低合规成本已成为所有金融机构亟待解决的一

大难题，尤其是中小金融机构，还有被监管“挤出”市场的风险（Colaert，2017）。大型金融

机构虽然拥有复杂的信息化系统和庞大的合规部门，但监管规则如此之多且如此复杂，仅仅依

靠人工监督和传统手段已无法保证全面合规（FCA，2016；Colaert，2017）。面对资源约束趋紧、

监管不确定性上升的严峻形势，越来越多的金融机构不再是简单地加大合规管理方面的投入，

而是寻求具有创造性的技术解决方案来强化合规管理（Thomson Reuters，2018）。

（二）金融创新快速发展与风险监管压力上升

1.金融科技显著增强了金融风险的隐蔽性和复杂性

一是金融科技在促进金融发展、优化金融供给的同时，并不能降低金融的固有风险，反

而可能将风险放大或以新的形式展现出来（陆岷峰和葛和平，2017；香港交易所，2018）。金

融、技术和网络风险很容易产生叠加与聚合效应，使风险传递得更快、波及面更广（杨东，

2018）。二是金融科技的创新性容易产生合规风险和操作风险。金融科技企业依靠试错性创新，

会使一些不够成熟的产品被推向市场，并很容易借助网络效应放大风险，造成大规模的资金损

失（香港交易所，2018）。三是互联网环境具有无边界特点，业务环节比较模糊，金融消费者

得到的金融服务可能只是一个单一结果，但其背后却包含着多个金融机构的分工协作和复杂整

合（IMF，2017）。如何准确划分和认定金融产品和服务背后多个合作主体的法律责任和风险

1	 数据来源：《券商营业部数量迈入万家时代》，证券时报，2017-07-19（A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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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并使其受到相应的监管约束，仅仅依靠传统监管手段难以解决。四是随着大数据技术在

金融领域的广泛应用，数据使用不当和隐私保护不足问题日益突出。即使数据在收集过程中进

行了“去身份化”处理，当数据量达到一定程度时，仍可以通过技术手段对身份标志进行复原

（Tene和Polonetsky，2013）。如果不加强监管，金融消费者很可能在其知情权和隐私权受到侵

害时尚不自知，而主要基于形式合规原则的传统监管模式和信息保护手段在这方面则存在明显

的短板，迫切需要使用新的技术手段来提高监管的有效性和效率。

2.监管对象多元化和综合化经营加大了金融监管难度

随着金融服务边界的日益模糊，各种新型金融组织、类金融组织和科技企业大量进入金

融服务市场。这些市场主体涉众面广、数量大、类型多，经营规范程度和风险防控能力良莠不

齐，存在较大的风险隐患。金融科技的快速发展和广泛应用，使金融企业与科技企业、市场基

础设施运营企业高度融合，风险可能在这三类企业之间相互传染，使风险变得更复杂、隐蔽性

更强、传播速度更快，进而提高金融体系的脆弱性（李文红和蒋则沈，2017）。金融业综合化

经营特征逐步凸显，一些大型金融集团同时经营银行、证券、保险、金融衍生品及其他新兴金

融业务。许多金融创新发生在不同金融业务交叉之处，不同金融业务之间的依存性和风险隐蔽

性越来越强（王鹤立，2008）。例如，商业银行理财资金对接各类资产管理计划，其资金流向

具有很高的复杂性和不透明性，对其实施“穿透式”监管的难度较大。

3.传统监管方式无法满足持续监管的要求

传统的金融监管主要依赖市场准入监管和现场检查。近年来，非现场监管逐步推广使用，

但监管手段尚有待丰富和完善。实现对金融机构和金融业务的持续监管，关键在于提高非现场

监管的效率和效能。随着金融创新层出不穷和电子业务的迅速发展，对金融风险的计量技术性

要求不断提高，传统监管手段显得力不从心，提高监管的技术含量成为实现持续监管的基础和

保障（李怀珍，2005）。现有的金融监管信息系统，虽然已实现部分监管数据的集中采集、校

验、汇总、加工等，但系统功能比较单一、自动化和集成性不高，尚未实现对金融机构、金融

业务的实时监测和全流程监测，不能对监管数据进行自动分析并生成监管报告。

4.传统手段难以满足海量监管数据的处理要求

近年来，金融监管的数据驱动和技术驱动特征日益突出，监管当局收到的监管数据的粗放

性和集约性程度都在不断提高，从而增加了数据处理和分析的难度（Walport，2015）。而在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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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数据快速增加的同时，监管当局却仍然主要依靠传统手段来完成监管数据的归集、处理和分

析，效率偏低。金融机构报送的有些数据质量不高，许多信息是非标准化、非结构化甚至是不

完整的，不同系统的交易元数据格式不完全一致，处理和分析这些信息需要人工操作，难以实

现系统自动操作（IIF，2017）。随着宏观审慎监管框架的逐步完善，中央银行对数据的需求量

越来越大（IMF和FSB，2016），其数据处理能力也需要同步提升。面对越来越多的监管数据，

运用现代科技手段以提高数据处理效率，已成为监管当局迫切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

监管科技的发展初衷，是通过技术和系统帮助金融机构满足监管合规要求；但随着监管

科技更高水平的发展，监管科技也有可能成为金融机构规避监管、进行监管套利的工具（孙国

峰，2017a）。受技术迭代频繁、金融应用快速创新以及监管者激励约束等因素的影响，金融市

场变化始终领先于监管举措（杜宁等，2017），这也使监管手段更新滞后于金融科技发展的失

衡现象在近年来表现得尤为突出。如果金融机构大规模运用金融科技而监管当局却弃之不用的

话，可能发生“创新性破坏”，加剧监管当局与监管对象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导致监管套利和

系统性风险（孙国峰，2017b；蔚赵春和徐剑刚，2017）。因此，积极探索监管科技的应用，利

用科技手段来解决金融科技发展所带来的监管难题，是提高监管有效性、建立公平竞争的市场

环境、维护金融稳定的重要举措。

三、监管科技的主要特征及优势

（一）监管科技具有较强的系统灵活性

1.数据处理方面

进入21世纪以来，监管当局越来越重视大数据在金融监管的应用，金融监管体系已进入

大数据驱动下的全景式管理模式（丁志勇，2016）。大数据具有数据体量大、类型多、速度快、

真实性高等特点（白硕和熊昊，2015），监管当局如果仅仅依靠传统技术手段，将无法及时有

效地挖掘数据价值。监管科技使用云计算、数据湖、数据处理引擎等大数据技术，使金融机构

和监管当局能够高效地收集、索引、存储、处理复杂的数据，并捕捉传统分析方法无法获取的

有用信息。监管科技能够处理不同大小、结构（结构化或非结构化）和类型的数据，包括交易

元数据、专有系统上的客户信息、外部来源和公共来源信息，以及非结构化、低质量的数据，

例如电子邮件、电子文档、口头语言等（IIF，2017）。在强调数据整体性的同时，监管科技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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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了对数据质量的要求：在海量的微观数据面前，少量劣质数据的存在不会影响最终的分析

结果（王达，2015）。

2.系统兼容性方面

金融机构和监管当局的IT系统不断升级换代，大大提高了服务质量和工作效率。但由于

IT系统升级需要大量资金投入且蕴含着一定的技术风险，系统升级大多采用局部升级或叠加功

能模块的方式。金融机构并购后，考虑到时间和资源限制，被并购公司的原有系统通常会部分

甚至全部保留；因此，金融IT系统的整体发展趋势是新旧子系统混用、系统复杂性上升而兼容

性下降（IIF，2017）。监管科技依托应用程序编程接口（API）服务，可在不同机构使用现有

不同软硬件系统的情况下，跨越系统不兼容的障碍，实现不同程序之间、程序与数据之间的互

操作性，可满足金融机构和金融科技企业的多元化合规需求，以最小的扰动快速嵌入现有操作

系统，并且能够根据监管环境的变化进行系统更新升级（蔺鹏等，2017），提高监管科技的适

用性。

（二）监管科技有助于推动合规管理的持续优化

1. 监管科技有助于实现金融机构合规性的全流程管理

随着监管科技的进一步发展，金融机构合规管理的事前、事中、事后环节有望实现一体化

管理。在事前环节，人工智能的发展和应用使监管规则的机器解读和自我学习成为可能，甚至

将部分监管规则直接嵌入业务系统的程序之中，从源头上保证业务合规（黄润，2018）。在事

中环节，监管科技可运用生物特征识别技术，同时辅之以网络安全技术及密码等多重信息，对

客户进行身份识别和验证；运用机器学习技术，对交易合规性进行分析，对可疑交易及时预警

（IIF，2017）。在事后环节，监管科技可就违规行为、可疑交易和异常情况生成分析报告和解

决方案，自动报送风险数据和监管报告。

2. 监管科技有助于实现合规管理和金融监测的（部分）自动化

风险和合规性监测系统可自动对金融交易、客户行为及其业务往来进行连续、非侵入式的

监测，对风险事件和非法行为进行识别并预警；机器学习和认知技术可使金融机构的业务系统

能够根据用户的输入，自动对系统流程进行评估和优化，代替人工完成某些重复性的合规性操

作（FCA，2016）。不同系统可在无需人工干预的情况下，通过API完成信息互传和协同工作，

例如金融机构可通过API实现系统自动向监管当局报送风险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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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监管科技有助于推动金融监管模式的转变

近十年来，全球金融监管改革的一个大方向是从规则监管模式逐步转向原则监管模式

（Akmeemana，2017）。原则监管理念最早由英国金融服务管理局提出并实施，2008年以后，则

被越来越多的国家认可和接受。在监管模式的转变过程中，报表分析、现场检查等传统监管手

段的短板将更加凸显，仅仅依靠人工方法难以确保金融监管的有效性。此时，监管科技可充分

发挥其技术优势，利用大数据、机器学习等先进技术，基于各种复杂模型对监管数据进行深入

挖掘，不再拘泥于简单地检测每笔交易或某个时点的合规性，而是着眼于对金融机构或业务系

统的整体合规状况进行分析和评估，或从海量数据中找出违法违规交易的蛛丝马迹。

（四）监管科技可有效降低合规管理的人工风险

员工违规或失误是金融机构合规风险的重要来源之一。监管科技可以使金融机构以一种更

加系统化、自动化的方式来贯彻落实监管规则的具体要求，减少合规管理中人工干预的需要，

进而降低人工错误或失误的发生概率。这样既能降低金融机构违反监管要求的概率和因此可能

面临行政处罚及法律诉讼的风险，也有助于保障金融产品和服务的质量（Colaert，2017；黄润，

2018）。以投资者适当性管理为例。智能投顾可对客户的经济实力、风险偏好、投资经验等情

况进行在线评估，然后根据评估结果自动为客户推荐合适的金融产品和服务，既可提高服务效

率、扩大客户群体，也能较好地满足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的要求。

四、监管科技的主要应用领域

目前监管科技尚处于初级发展阶段，其应用的广度和深度还有待拓展。从技术储备、实践

需要和发展趋势来看，监管科技有望在以下几个领域率先得到广泛应用：

（一）监管数据的管理

随着金融监管精细化程度的不断提高，监管当局要求金融机构报送的量化数据越来越

多，且通常要求数据具有结构化、定义清晰、准确、完整等高质量特征（US Office of Financial 

Research，2015）。监管科技具有智能化、自动化的特征，可以较好地满足监管数据管理的严

格要求。在有些情况下，使用监管科技是满足监管要求的唯一可行方法。例如，欧盟2014年修

订的《存款保险计划指令》规定：自2024年开始，一旦发生存款无法兑付的情况，商业银行必

须在2个工作日向存款保险基金提供相关信息，后者必须在7个工作日内完成存款理赔。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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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来看，如果主要依靠人工操作而不开发高度自动化的解决方案的话，无论是商业银行还是

存款保险基金，都难以满足上述时限要求（Colaert，2015）。

（二）情景模拟和预测

各国监管当局通常要求金融机构定期或不定期地基于模拟情景对经营稳健性进行评估

（IIF，2016；李峰和吴海霞，2015）。一些情景模拟需要使用大型模型来分析大量数据，使用

监管科技解决方案能够显著提升数据分析的效率和深度。以花旗集团压力测试为例，该测试需

要基于模拟情景预测2600多个变量变化对集团现金流和风险管理的影响，并找出少数关键变

量。如果使用传统方法，变量选择过程需要耗时3个月；而使用Ayasdi公司开发的监管科技解

决方案，所需时间则降低至2个星期以内，且可规避大数据分析中的最大挑战——如何正确地

提出问题，即能在不提问的情况下发现数据中隐藏的模式，高效地找出关联性高的关键变量

（Ayasdi，2014）。

（三）金融交易实时监测

反洗钱、反恐怖融资和制裁合规，要求对金融交易进行实时监测，阻止违法交易、识别

可疑交易并及时向监管当局报告。监管科技运用人工智能技术，可以克服支付系统数据质量较

低、元数据不兼容等问题，实现对元数据的自动解读，进而可对不同系统的交易数据进行关联

分析（IIF，2016）。将监管规则运用于支付系统数据，从非结构化数据中发现复杂模式和非线

性关系，不仅可监测单笔交易的合规性，还可识别采用复杂模式的可疑交易，并对支付系统的

整体交易行为特征进行分析（IIF，2017）。以异常跨境外汇关联交易监测为例。鉴于部分跨境

外汇交易实质上是通过价格转移、虚构交易凭证等手段来规避外汇管理，存在较大的违法犯罪

风险，外汇监管部门可运用社交关系网络分析（SNA）算法，将跨境外汇交易抽象为有向图，

并据此绘制交易拓扑图，然后从拓扑图中寻找可疑交易（季云华，2018）。

（四）落实“了解你的客户”原则

金融科技的发展使金融机构能够有效突破时空限制，便捷地向客户提供服务，但同时也对

“了解你的客户”（KYC）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为传统KYC过程耗费的人力成本非常巨大。

监管科技可运用生物特征识别技术准确识别客户身份，运用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分析客户的

行为特征、风险偏好和风险承受能力，对客户的潜在风险进行快速评估，并对其金融交易和行

为进行持续监测（伍旭川和刘学，2018）。以客户身份识别为例，监管科技可运用生物特征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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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技术，分析客户的指纹、虹膜、掌纹、视网膜、脸部特征、声音等难以伪造的生理特征和行

为特征，远程、在线对客户身份进行自动识别，并辅之以网络安全技术，保障金融机构与客户

之间业务互动的安全性和便捷性（IIF，2017）。

（五）对监管规则进行机器解读

由于监管规则日益复杂且变动频繁，及时跟踪监管规则的变化、理解监管当局的政策意

图，是金融机构合规管理的重要内容之一。监管科技有望显著提高金融机构跟踪和分析监管规

则变化的效率，即运用自然语言处理（NLP）等技术，对监管规则进行转译，实现监管规则的

数字化存储与展现，并将其封装在监管API等工具，实现机器可读、可执行、可对接（李伟，

2018）。以瑞士Apiax公司为例。该公司研发的解决方案可将复杂的监管法规转换为数字化的合

规规则并以数字方式加以管理，为跨境金融活动、智能投顾、财富管理、风险管理等提供合规

服务（京东金融研究院，2018）。

五、监管科技发展面临的主要挑战

虽然实务界和理论界普遍对监管科技的发展前景持乐观态度，但迄今为止，市场上还没有

出现一个功能全面且得到有关各方普遍认可并被推广使用的监管科技解决方案。其中一个重要

原因，就是监管科技的发展和应用面临着来自技术、法律、管理等方面的挑战。

（一）监管科技具有较大的技术风险

监管科技使用技术手段来防控合规风险、提高监管效率，因此其技术风险是内生的，尤

其是软件风险。监管科技的最大弱点，是“只有在系统本身是正确的情况下才能得到预期结

果”（Colaert，2017）。但是，要发现和修补复杂软件中的技术缺陷并非易事，通常需要进行大

量实验和边界值测试，有些缺陷甚至需要经历一个或数个完整经济周期才会充分暴露。以信

用评级为例。使用计算机模型有助于提高信用评级的效率，确保评级结果的客观性，因而计

算机模型很早就在评级机构中得到了广泛运用（Colaert，2017）；但计算机模型再复杂，也无

法将所有相关因素，尤其是“黑天鹅”事件的潜在影响全部考虑进去（European Commission，

2008）。也正因为如此，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国际三大评级机构把许多先前被评为最

高信用等级的证券和资产，直接降至“垃圾级别”，引发了资本市场的剧烈动荡（夏凡和姚志

勇，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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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监管科技的研发成本较高

软件产品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前期研发成本较高，而后期使用费用较低。即使是定制一

个功能相对简单的监管科技解决方案，需要投入的研发成本也要以百万甚至千万元计。这对于

小型金融机构而言，显然难以承受；而对于大中型金融机构，虽然开发监管科技解决方案具有

一定的规模效应，但机构规模一旦突破某个临界点，解决方案的开发成本、系统复杂性、技术

风险还会急剧上升（Colaert，2017）。由于软件产品的开发成本和技术风险都较高，金融机构

对IT系统，尤其是核心系统的更新升级都高度谨慎，一般倾向于对原有系统进行小幅度改造。

市场上已经出现并得到应用的监管科技解决方案，几乎都是功能单一、结构简单、技术风险较

低的小型方案。

（三）隐私保护和数据安全制约监管科技的发展

许多监管科技解决方案使用云计算和数据挖掘技术，这可能带来隐私保护和数据安全方

面的隐患。许多国家的法律规定，政府部门和私营机构在履行职责或者提供服务过程中获得的

个人信息，只能用于法律明确规定的用途；若要将客户信息用于其他用途或进一步加工，需要

事前获得客户的明确授权。将客户信息用于监管目的，通常不是法律明确规定的用途之一，因

而使用之前需要获得客户的明确授权。但要做到这点，在实践中的操作难度较大。此外，出于

保障国民安全、政治安全、便利执法和促进本国经济发展等多重目的，不少国家出台了数据本

地化法律，要求金融机构将数据中心建立在本国境内并严格限制数据离境。而这会形成一个

个信息“孤岛”，阻碍监管信息的共享，对跨国金融机构的制约尤为突出（王玥，2016；IIF，

2016），也不利于监管科技解决方案的开发设计和推广应用。

（四）监管科技标准化在短期内难以实现

监管科技的研发成本较高，由每家金融机构，尤其是小型金融机构单独定制显然是不大现

实的，而推进解决方案的标准化，则有助于摊薄开发成本。但鉴于以下原因，监管科技标准化

在短期内难以实现：一是金融监管数据尚未实现标准化。许多国家尚未对金融统计数据制定全

面、完整的标准化体系，影响监管数据及其衍生指标的准确性和可比性；不同国际金融监管体

系、不同国家和地区对一些监管指标的定义和计算方法也不完全一致（蔺鹏等，2017）。二是

标准化方案的技术安全性要求非常严格。某个监管科技解决方案作为业内标准化方案得到大规

模应用后，其技术风险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比个别系统出现问题时的影响要深远。因此，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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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方案在得到大规模推广使用之前，其技术安全性必须得到充分验证，而这可能需要耗费较长

的时间。三是标准化方案需要经历较长时间的市场竞争和淘汰。从保护市场多样性和市场竞争

的角度看，试图通过行政引导、直接选定某种“最佳”标准化方案是不利于监管科技长期发展

的。监管科技的标准化方案不应采取行政手段直接指定，而应该是多元化的市场主体进行激烈

的市场竞争而自然形成的结果。而这个优胜劣汰的过程可能需要较长时间。

六、政策建议及启示

从监管科技的发展看，最初始于金融机构希望通过技术手段来强化合规管理、降低合规成

本，随着金融创新的快速发展和金融监管改革的持续推进，监管当局也对监管科技越来越关注

和重视。在发展监管科技的路径选择上，由监管当局或金融机构独立开发都是不可取的。正确

的选择是，监管当局、金融机构、监管科技公司等主体加强互动、优势互补、形成合力，充分

发挥监管当局的政策引导和沟通协调作用，有效整合各种资源，激发市场主体的创新活力，共

同促进监管科技的发展。

（一）为监管科技发展提供适宜的监管环境

监管当局的支持对于监管科技发展至关重要。完善金融监管、防控金融风险，既要推进金

融监管体制改革，也要推进金融监管技术的创新。这就需要发展监管科技，以科技改善金融监

管，以科技应对金融创新，以科技防范金融风险，这也是当前金融监管技术创新的关键（孙国

峰，2018）。为此，监管当局应为监管科技提供必要的政策引导和支持，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

具体来说，监管当局需要与金融机构建立良性互动机制，消除监管规则的不确定性，有效引导

市场预期（FCA，2016）；为市场主体提供有针对性的监管支持和合规指引，把握和引领金融

创新的方向（FCA，2016）；为金融机构落实监管要求预留较为宽容的过渡期，为监管科技提

供足够时间进行方案开发和测试（IIF，2016）；支持监管科技企业与金融机构对接需求，找准

合规管理的“痛点”；为监管科技解决方案提供安全的测试环境（如“监管沙盒”“金融风洞”

等），鼓励试错，充分验证解决方案的技术安全；适时调整金融监管方式，对接金融机构使用

监管科技解决方案引发的二次需求（FCA，2016；Colaert，2017）。

（二）推动监管数据标准化和信息共享

监管科技具有鲜明的数据驱动特征，应用涉及大量的金融数据、系统和业务规则，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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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监管数据质量、加强信息共享是监管科技应用推广的前提和基础（李伟，2018）。为此，

可在监管当局的领导和协调下，由行业组织牵头，金融机构、金融科技企业以及研究机构共同

参与，统一监管科技数据元，制定贯穿监管数据采集、交互、存储、自动化处理等各个环节的

标准规范（李伟，2018），在机构上覆盖各类金融机构及交叉环节，在业务上覆盖金融机构全

部的表内、表外业务。同时，完善金融机构之间、监管机构之间的信息共享机制，适时考虑修

订隐私保护和信息管理方面的有关法律和监管规则，允许金融机构为了某些特定的非商业性目

的（例如反洗钱、反恐怖融资）而相互共享某些风险数据。同时，各国金融监管当局应摒弃过

分强调数据主权而以邻为壑的做法，加强监管合作和信息共享，提高对跨国金融机构风险管理

的有效性（BCBS，2013）。

（三）防控监管科技的技术风险

技术风险是阻碍监管科技应用推广的一个重要因素，其防控既要遵循金融风险防控和信息

系统风险防控的一般原则，也要结合监管科技自动化、技术化的特点，有针对性地采取应对措

施。一是加强跨学科专业人士的协作。监管科技在方案的设计、开发、测试过程中，需要科技

人员、监管专家、金融专家、律师及其他学科专业人士的深度参与（IIF，2016）。二是适时开

展系统测试和优化。应允许和鼓励将监管科技所使用的新技术进行不同程度的“沙盒”测试，

加快“监管沙盒”机制从银行业向证券、保险及其他非银行领域的延伸（香港交易所，2018）。

监管科技正式投入使用之后，应按照技术风险管理的基本原则（BCBS，2011），根据市场状况、

监管规则等因素的变化情况而定期开展系统测试和优化，对方案进行检查和升级（Colaert，

2017）。三是对系统输出结果进行必要的人工复核，以避免由于系统存在技术缺陷或未考虑某

些极端事件的影响而导致输出结果存在明显错误（Colaert，2017）。四是加强监管科技的内部

审计和外部监管。对于金融机构所使用的自动化业务流程，内审部门要特别关注其流程的完整

性、方法和技术的有效性、模型假设和信息来源的可靠性等。同时，监管当局也应对金融机构

所使用的监管科技解决方案进行系统审计，评估合规管理和风险防控程序的有效性和稳健性；

并将其在系统审计中获得的知识和经验与金融机构分享（BCBS，2011），支持监管科技解决方

案的更新迭代。五是提高监管科技的系统透明性，包括内部透明性和对监管当局的透明性。监

管科技解决方案应保存完整的档案资料，便于后续进行系统升级和改造，同时也便于监管当局

开展系统审计和系统对接（Colaert，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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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降低监管科技的研发和使用成本

对于大多数金融机构而言，定制开发监管科技解决方案的成本是难以承受的，推动监管

科技标准化是重要的应对策略。对那些开发难度较小、技术安全性较高、重要性较低的解决方

案，可由行业组织、监管当局组织开发或从科技公司统一采购行业通用的解决方案，然后分发

给金融机构使用，后者再根据标准化方案对本机构系统进行适应性改造（Colaert，2017）。而

对于那些开发难度和技术风险较大、重要性较高的解决方案，可采取“摸着石头过河”的方

式，先选取少数有代表性的金融机构进行试点开发和应用，积累一定经验后再逐步扩大试点范

围（黄润，2018）。

目前市场上已有的监管科技解决方案几乎都是只能满足某一特定需求的专用方案，相对而

言，金融机构需要遵循的监管规则则是非常复杂的。为了避免专用方案数量过多而导致资源使

用效率低下、系统冲突、用户体验下降等问题，实现解决方案的集成化、通用化也是降低监管

科技研发和使用成本的重要方法之一（Colaert，2017）。

此外，监管当局应加强对监管科技的政策引导，及时总结并公布一些“优质的”和“不足

的”解决方案的关键要素，为后续的研发和完善，提供借鉴和指引，以降低研发和测试成本。

条件成熟时，可由行业自律组织或监管当局发布监管科技解决方案的基本框架，大中型金融机

构可在此基础上自主开发其核心方案，小型金融机构则可使用“简化版”的标准化解决方案

（黄润，2018）。

总的来看，以往文献对监管科技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研究内容方面，应用研究较多，

理论研究相对较少。在应用研究中，分析监管科技在哪些领域具有应用潜力的研究报告较多，

分析监管科技如何与金融机构及监管当局现有系统相衔接、如何具体应用到合规管理和监管实

践的案例报告比较少见。在理论研究中，以往文献主要分析监管科技的特征及优势，较少涉及

对监管科技的风险及挑战的分析、监管科技发展的基本原则及路径选择等方面的内容。在金融

监管与科技创新快速融合发展的背景下，我们既要看到监管科技的发展前景和应用潜力，也不

能忽视其风险与挑战；既要重视监管科技在金融实践中的应用和推广，也不能忽视理论对实践

的指导作用。



472018 年第 11 期

参考文献

1. 白硕和熊昊，大数据时代的金融监管创新，中国金融，2014 年第 15 期，37-38。

2. 丁志勇，大数据与金融监管，中国金融，2016 年第 20 期，60-61。

3. 杜宁等，监管科技概念及作用，中国金融，2017 年第 16 期，53-55。

4. 黄润，监管科技的挑战与对策，中国金融，2018 年第 5 期，74-75。

5. 何海锋等，监管科技（Suptech）：内涵、运用与发展趋势研究，金融监管研究，2018 年第 10 期，

65-79。

6. 季云华，异常跨境外汇关联交易识别方法及实证检验，南方金融，2018 年第 10 期。

7. 京东金融研究院，Comptech：监管科技在合规端的运用，2018 年。

8. 李峰和吴海霞，IFRS 9 预期信用损失模型对银行业的影响与实施建议，证券市场导报，2015 年第

12 期，45-50。

9. 李怀珍，对银行持续监管的理性思考，中国金融，2006 年第 15 期，45-46。

10. 李伟，监管科技应用路径研究，清华金融评论，2018 年第 3 期，20-22。

11. 李文红和蒋则沈，金融科技（FinTech）发展与监管：一个监管者的视角，金融监管研究，2017 年

第 3 期，1-13。

12. 蔺鹏等，监管科技的数据逻辑、技术应用及发展路径，南方金融，2017 年第 10 期，59-65。

13. 陆岷峰和葛和平，金融科技创新与金融科技监管的适度平衡研究，农村金融研究，2017 年第 9 期，

7-12。

14. 秦建文和梁珍，汲取美国金融危机的教训 稳健推进中国金融创新，国际金融研究，2009 年第 7 期，

43-50。

15. 孙国峰，共建金融科技新生态，中国金融，2017 年第 13 期，24-26。

16. 孙国峰，从 FinTech 到 RegTech，清华金融评论，2017 年第 5 期，93-96。

17. 孙国峰，发展监管科技构筑金融新生态，清华金融评论，2018 年第 3 期，16-19。

18. 王达，宏观审慎监管的大数据方法：背景、原理及美国的实践，国际金融研究，2015 年第 9 期，

55-65。

19. 王鹤立，我国金融混业经营前景研究，金融研究，2008 年第 9 期，188-197。

20. 王玥，试论网络数据本地化立法的正当性，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 年第 1 期，

54-61。

21. 蔚赵春和徐剑刚，监管科技 RegTech 的理论框架及发展应对，上海金融，2017 年第 10 期，63-

69。

22. 伍旭川和刘学，监管科技的作用及运用，清华金融评论，2018 年第 3 期，27-28。



48 监管科技理论与实践发展研究 总第 83 期

23. 夏凡和姚志勇，评级高估与低估：论国际信用评级机构“顺周期”行为，金融研究，2013 年第 2 期，

184-193。

24. 香港交易所，监管科技的运用和监管框架，2018 年。

25. 杨东，监管科技：金融科技的监管挑战与维度建构，中国社会科学，2018 年第 5 期，69-91。

26. 朱太辉和陈璐，Fintech 的潜在风险与监管应对研究，金融监管研究，2016 年第 7 期，18-32。

27. Akmeemana, C., RegTech Creating Value, Not Disruption, https://bluenotes.anz.com, May 2017. 

28. Amit, How Can RegTechs Help Financial Services Industry Overcome the Burden of Compliance, , June 

2016.

29. Arner, D., et al., FinTech, RegTech and the Reconceptualization of Financial Regulation, Northwester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 Business, 2017, Vol 37, No.3, 371-413.

30. Ayasdi, Accelerating the Discovery of Powerful Insights from Complex Data, https://s3.amazonaws.com, 

September 2014.

31. BCBS, Principles for the Sound Management of Operational Risk, June 2011.

32. BCBS, Principles for Effective Risk Data Aggregation and Risk Reporting, https://www.risk.net. January 

2013.

33. BCBS, SupTech: Leveraging Technology for Better Supervision, http://res.torontocentre.org , July 2018.

34.BIS, Innovative Technology in Financial Supervision (SupTech): The Experience of Early Users, https://

www.bis.org, July 2018.

35. BCG, Staying the Course in Banking, Research Report, March 2017.

36. Colaert, V., RegTech ls a Response to Regulatory Expansion in the Financial Sector, SSRN Working 

Paper, No.2677116, March 2017.

37. Deloitte, RegTech Is the New FinTech, Research Report, January 2016. 

38. European Commission, Staff Working Document Accompanying the Proposal for a Regulation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the Council on Rating Agencies, https://www.eumonitor.nl, November 2008.

39. FCA, Call for Input: Supporting the Development and Adoption of RegTech, https://www.fca.org.uk, 

November 2015.

40. Hugé, F., et al., The Promise of RegTech, https://www2.deloitte.com, March 2017.

41. IMF, Fintech and Financial Services Initial Considerations. IMF Staff Discussion Note, https://www.imf.

org , June 2017.

42. IMF and FSB, The Financial Crisis and Information Gaps, Research Report, October 2009.

43. IMF and FSB, The Financial Crisis and Information Gaps: Second phase of the G20 Data Gaps Initiative 

(First Progress Report) , Research Report, August 2016.



492018 年第 11 期

44. IIF, RegTech: Exploring Solutions for Regulatory Challenges, Research Report, October 2015.

45. IIF, RegTech in Financial Services Solutions for Compliance and Report, Research Report, March 2016.

46. IIF, Deploying RegTech against Financial Crime, Research Report, March 2017.

47. Tene, O. and Polonetsky, J., Big Data for All: Privacy and User Control in the Age of Analytics, Northwest 

Journal of Technology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2013, Vol11, No.5, 240-272.

48. Thomson Reuters, Cost of Compliance 2017, Research Report, March 2018.

49. US Office of Financial Research, 2015 Financial Stability Report, Research Report, December 2016.

50. Walport, M., FinTech Futures, Research Report, March 2016.

Abstract: This paper studies the origin, main characteristics, application fields and challenges of RegTech, 

and proposes policy suggestions to promote its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in China. The emergence of 

Regulation Technology (RegTech) is the result of the intensification of financial supervision and compliance 

pressure after the 2008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Financial Technology (FinTech), and 

the urgent need to cope with the increasing financial risks. RegTech will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reducing the 

compliance costs of financial services and increasing the effectiveness and efficiency of financial regulation. With 

prominent characteristic of agility and automation, RegTech helps to establish the principle-based regulatory 

paradigm and reduce human error risks in compliance management. Regulatory requirements that would benefit 

from RegTech include regulatory data management, scenario analysis and forecasting, real-time monitoring of 

financial transactions, implementation of KYC requirements, and machine interpretation of regulatory rules.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RegTech, we need to create suitable regulatory environment, facilitate the 

standardization and sharing of regulatory data, reduce its technological risks and application co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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