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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期权债券利率风险的衡量

郑振龙 康朝锋

［摘 要］久期（!"#$%&’(）和凸度（)’(*+,&%-）是度量普通债券利率风险的常用指标。含权债券中内嵌的

期权会改变债券价格变动和利率变动的关系，使债券面临更大的利率风险，但常用的久期和凸度无法体现这

一影响。实际久期和实际凸度可以弥补这一缺陷，是衡量含权债券利率风险的有效指标。对国家开发银行发

行的可赎回债券和可回售债券的模拟和实证分析表明，由于内嵌了期权，在有些情况下实际凸度解释了大部

分的利率风险，因此建议在投资中使用实际久期和实际凸度来衡量含权债券的利率风险，而且在利率比较高

或比较低时不可忽略实际凸度对利率风险的解释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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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理论界还是实务界，大家通常采用久期（!"!
8$%&’(）和凸度（)’(*+,&%-）来衡量债券的利率风险。对于

普通债券，久期和凸度的确能够比较精确地衡量利率风

险，但是伴随着近年来债券市场的不断创新，出现了含

权债券，久期和凸度就不再完全适用了。

国家开发银行自 .//9 年以来，每年都发行含赎回

权或回售权的债券，嵌入赎回权和回售权可以增加债券

的吸引力，受到市场的普遍欢迎，因此 .//: 年下半年开

始在企业债、次级债中也出现了内嵌期权的设计。值得

注意的是，含权债券中内嵌的期权会改变债券价格变动

和利率变动的关系，使债券面临更大的利率风险，但传

统的久期和凸度无法体现这一影响。因此，随着含权债

券发行规模的不断扩大，有必要寻找更好的指标来衡量

含权债券的利率风险，幸运的是，实际久期（;<<+=%&*+
>"8$%&’(）和实际凸度（;<<+=%&*+ )’(*+,&%-）可以解决这一

问题，它们是衡量含权债券利率风险的有效指标。

本文对在久期和凸度进行深入分析的基础上，介绍

了实际久期和实际凸度的概念，分析了实际久期和实际

凸度的运用。然后通过对国家开发银行发行的可赎回债

券和可回售债券的模拟和实证分析证明，由于内嵌了期

权，在有些情况下实际凸度解释了大部分的利率风险，

因此建议在投资中使用实际久期和实际凸度来衡量含

权债券的利率风险，而且在利率比较高或比较低时不可

忽略实际凸度对利率风险的解释作用。

一、内嵌期权对债券利率风险衡量的影响

（一）内嵌期权对债券利率风险的影响

由于久期的概念最早是马考勒提出的，所以最早的

久期又称马考勒久期（简记为 >）。［9］所谓马考勒久期，是

指未来一系列现金流的时间以现金流的现值为权数所

计算的加权平均到期时间。

假设利率期限结构是平的，现在是 7 时刻，债券持

有者在 %& 时刻收到的支付为 =&（9!&!(），则债券价格 ?
和连续复利到期收益率 - 的关系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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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公式（9）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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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久期的定义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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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公式（0）代入公式（.）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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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述推导可知，久期衡量了债券的利率风险。但

这只是一阶的利率风险，如果我们把债券价格的变化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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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率的变化进行泰勒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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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从公式（!）看出久期只衡量了债券价格一

阶的利率风险。为了衡量债券价格二阶的利率风险，我

们需要用到凸度的概念。债券的凸度是指债券价格变动

率与收益率变动关系曲线的曲度，可以近似地定义为债

券价格对收益率二阶导数除以价格，因此，凸度（"）的表

达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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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阶的精度在正常情况下是足够的，所以通过久期和

凸度我们基本上可以衡量利率变动对债券价格的影响。

对于普通债券而言，其价格!收益率曲线是凸向原

点的，所以凸度总是正的（略大于 $），即当利率下降时，

债券价格将以加速度上升；当利率上升时，债券价格将

以减速度下降。在这种情况下，无论利率是上升还是下

降，对投资者都有好处。

但这个结论不能直接用于含权债券，含权债券主要

指可赎回债券（"%&&%’&( )*+,-）和可回售债券（./00%’&(
)*+,-）。可赎回债券债券允许发行人根据一组预先设定

的赎回价格（"%&&%’&( .123(）来赎回债券。可回售债券也

是如此，这种债券允许投资者根据一组预先设定的回售

价格（./00%’&( .123(）来回售债券。

对于可赎回债券，当市场利率下降时，债券很可能

被提前赎回，此时债券价格并不会像普通债券那样加速

上升，如果直接用久期度量此类债券的利率风险，会得

到歪曲的结果。由于嵌入期权，它可能使得可赎回债券

在低收益率时呈现出负凸度，而在高收益率时呈现出正

凸度。负凸度的涵义与正凸度截然不同。正凸度表明，当

市场利率下降时，债券价格将以加速度上升；当市场利

率上升时，债券价格将以减速度下降，因此，正凸度对投

资者是有利的。而负凸度表明，当市场利率下降时，

债券价格将以减速度上升，当市场利率上升时，债券

价格将以加速度下降，因此，负凸度对投资者而言是

不利的。所以说负凸度会放大投资者承担的利率风险，

因此，在度量可赎回债券的利率风险时必须考虑到久

期和凸度的上述特性。与可赎回债券相同，可回售债

券也面临这样的问题。

（二）实际久期（!""#$%&’( )*+,%&-.）和实际凸度

（/""($%&’( 0-.’#1&%2）的运用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4%’*552 提出了实际久期和实际

凸度的概念。［6］

78 实际久期是指利率水平发生特定变化情况下，证

券价格变动的百分比。它充分考虑了内嵌期权对证券市

场价格的影响，其计算公式为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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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式（:）中，;(<<为证券的实际久期；.=为债券的初始

市场价格；.!、."分别为利率上升和下降 > 个基本点时

债券的市场价格； ?@、?A分别为初始收益率减去和加上

> 个基本点。初始收益率是指证券的初始到期收益率，

它是由无风险市场利率加上期权调整利差构成的。

所谓期权调整利差（BC02*+@%,D/-0(, EC1(%,F BGE）

是指使含权债券价格等于其市场价格时收益率曲线平

移的利差。［6］它是实际久期能够测量内嵌期权风险的基

础，实际久期又称为期权调整久期。

68 实际凸度是实际久期发生特定变化情况下证券

价格变动的百分比。实际凸度的计算公式为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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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式（H）中，"(<<为证券的实际凸度；.=为债券的初始

市场价格；.!、."分别为利率上升和下降 > 个基本点时

债券的市场价格； ?@、?A分别为初始收益率减去和加上

> 个基本点。

测量内嵌期权金融工具的利率风险的核心在于

BGE 的计算。计算 BGE 时，假设市场是有效的I即市场价

格已反映了内嵌期权风险的存在J。首先，计算证券的未

来现金流I此现金流跟未来利率和提前偿付有关K ，并将

这些现金流用无风险利率贴现加总得到证券的一个理

论价格。其次，将该理论价格与市场价格比较，如不相

等（实际上很少相等），则将无风险利率加上一个固定

值（如 ! 个基本点），再计算证券的理论价格，然后再与

市场价格相比。如此重复上述工作，直到理论价格与市

场价格相一致，用此时得到的证券贴现率（即到期收益

率）减去无风险率就是 BGE。

特别地，使用二叉树模型计算实际久期和实际凸度

的过程如下：（L）估计利率的二叉树动态树图，计算证券

的 BGE；（M）将利率期限结构上升（下降）少量固定的基

点，在此基础上重新估计利率的二叉树图；（N）给二叉树

图上的每个短期利率加上 BGE 得到“调整后的二叉树”；

（O）使用“调整后的二叉树”计算 ."（.!）；（P）计算实际久

期和实际凸度。

这里要注意的是上面的计算方法隐含假设了各种

期限的利率是按相同点数变化的，这个假设就是收益率

曲线平移的假设（.%1%&&(& Q2(&, "/1R( ES2<0 G--/TC02*+）。

二、可赎回债券和可回售债券的利率风险

表 7 和表 M 列出了国家开发银行发行的部分可赎

回债券和可回售债券的基本条款。我们发现，除了增加

郑振龙、康朝锋：含期权债券利率风险的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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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简称 !"国开 !# !"国开 $% &"国开 $’ &(国开 &" &(国开 $( &(国开 $)

面值*元+ $&& $&& $&& $&& $&& $&&

发行价格*元+ $&& $&& $&& $&& $&& $&&

实际发行数量*亿元+ $&& $&& $&& "&& "&& $&&

债券期限*年+ $& $& $& $& $& $&

票面利率*,+ "-.% (-"/ (-( "-’0 "-00 "-00

起息日 "&&"1#1.# "&&"1.&1"# "&&"1."1.& "&&(1(1(. "&&(101"/ "&&(101"/

到期日 "&."1#1.# "&."1.&1"# "&."1."1.& "&.(1(1(. "&.(101"/ "&.(101"/

计息方式 单利 单利 单利 单利 单利 单利

付息频率 . . . . . .

利率类型 固定利率 固定利率 固定利率 固定利率 固定利率 浮动利率

偿还方式 到期偿付 到期偿付 到期偿付 到期偿付 到期偿付 到期偿付

利率说明

前 % 年 "-.)# #,2后 %
年 (-()# #,

前 % 年 (-"/( /,，后 %
年 )-%/( /,

前 % 年 (-(,，后 % 年

在前 % 年利率基础上

加 $(& 个基点

前 % 年招投标确定 3
后 % 年在前 % 年利

率 基 础 上 加 .(& 个

基点

后 % 年在前 % 年基

础上加 .(& 个基点

前 % 年 "-00,，后 %
年为 )-&0,

赎回条款
发行人可选择在 "&&0
年 # 月 .# 日 以 面 值

全部赎回债券

发行人可选择在 "&&0
年 .& 月 "# 日以面值

全部赎回债券

发行人可选择在 "&&0
年 ." 月 .& 日以面值

全部赎回债券

发 行 人 可 选 择 在

"&&’ 年 ( 月 (. 日以

面值全部赎回债券

发 行 人 可 选 择 在

"&&’ 年 0 月 "/ 日以

面值全部赎回债券

发 行 人 可 选 择 在

"&&’ 年 0 月 "/ 日以

面值全部赎回债券

债券简称 &.国开 "& &"国开 &% &(国开 .% &(国开 .# &)国开 &"

面值*元+ .&& .&& .&& .&& .&&

发行价格*元+ .&& .&& .&& .&& .&&

实际发行数量*亿元+ .&& .&& .&& .&& "&&

债券期限*年+ .& "& .& "& .&

票面利率*,+ ( "-#% "-00 (-.) (-%.

起息日 "&&.1."1". "&&"1%1/ "&&(1’1"’ "&&(1/1) "&&)1"1"%

到期日 "&..1."1". "&""1%1/ "&.(1’1"’ "&"(1/1) "&.)1"1"%

计息方式 单利 单利 单利 单利 单利

付息频率 . " . " .

利率类型 固定利率 固定利率 固定利率 固定利率 固定利率

利率说明 &-&( &-&"# % &-&"0 0 &-&(. ) &-&(% .

回售条款

任何持有人均可选择在

"&&# 年的付息日由发行

人以本金全部或部分赎

回债券

任 何 持 有 人 均 可 选 择 在

"&." 年的付息日由发行人

以本金全部或部分赎回债

券

任何持有 人均 可 选 择

在 "&&’ 年 ’ 月 "’ 日由

发行人以 本金 全 部 或

部分赎回债券

任何持有 人均 可 选 择

在 "&.( 年 / 月 ) 日由

发行人以 本金 全 部 或

部分赎回债券

任何持有 人均 可 选 择

在 "&&/ 年 " 月 "% 日要

求发行人 全部 或 部 分

赎回债券本金

表 % 国家开发银行发行的部分可赎回债券的基本条款

表 ! 国家开发银行发行的部分可回售债券的基本条款

%’



图 ! 可赎回债券的价格与利率的关系

了赎回权和回售权，含权债券的基本条款和普通债券完

全一样，但是，就是这个简单的赎回条款和回售条款，对

债券的性质和风险产生了很大影响，下文将详细分析可

赎回债券的利率风险和可回售债券的利率风险。

!" 可赎回债券的价格与利率的关系。可赎回债券赋

予发行人赎回债券的权力。在市场利率下降，债券价格上

升的时候，发行人会选择赎回债券，这样可以降低融资成

本。所以当利率下降，债券价格上升到一定幅度的时候，

发行人选择赎回，债券价格不会继续上升，使得债券凸度

下降甚至出现负的凸度，不过此时债券的久期仍然大于

或等于 #，因为债券价格不可往回跌（见图 !）。

$% 可回售债券的价格与利率的关系。可回售债券赋

予投资者回售债券的权力。在市场利率上升，债券价格

下跌的时候，投资者可以选择回售债券来降低损失。所

以当利率上升，债券价格下降到一定幅度的时候，投资

者会选择回售，债券价格不会继续下降，使得债券凸度

上升，不过此时债券的久期仍然大于或等于 &，因为债券

价格不可往回涨（见图 $）。

从上述分析中我们发现，可赎回债券的凸度在正常

情况下为正，当利率很低时可能出现负的凸度；而可回

售债券的凸度在利率比较高的情况下可能上升。

三、我国可赎回债券和可回售债券利率

风险的模拟检验和实证分析

根据前面的分析，传统的久期和凸度计算方法无法体

现含权债券的特殊性质，而实际久期和实际凸度则从债券

利率风险的本质出发，直接用债券价格对利率求一阶和二

阶导数，所以能够把含权债券的上述性质考虑在内，因此

在国外得到了广泛的运用。国内含权债券刚刚起步，对含

权债券的定价和评估都还比较粗糙。在证券市场效率日益

提高的今天，要获得超额收益必然要求对定价和风险评估

进行精细化计算，随着含权债券发行规模的不断扩大，

我们有必要引入更好的指标来分析含权债券的性质。

我们使用二叉树模型对国家开发银行发行的可赎

回金融债和可回售金融债的久期和凸度进行模拟检验

和实证分析，供投资参考。

!% 模拟检验。为了避免实际利率数据偏差的影响，

我们先用模拟的利率二叉树图［’］对可赎回债券和可回售

债券分别进行模拟检验。我们假设利率的对数服从二叉

树过程，可赎回债券的期限为 !& 年，发行人（或投资人）

有权在第 ( 年的付息日按面值 !## 赎回债券。

模拟结果!和理论分析是一致的，普通债券凸度都为

正，可赎回债券的凸度在利率比较低的时候出现了负值，

可回售债券凸度为正，在利率比较高的时候凸度上升。

$! 实证结果与分析。表 ’ 和表 ) 是用国家开发银行

$##!"$##) 年初发行的可赎回债券和可回售债券进行的

实证分析结果。我们首先计算了发行日债券的实际久期

和实际凸度，然后根据泰勒展开，忽略债券价格变动的

高阶部分，债券价格变动可以分解成：

!!
! " #

!
"!
"$（!$）% #

&！!
"
&
!

"$&（!$）
&

（*）

公式（*）中，等号右边第一项和第二项分别代表了

久期和凸度解释的部分，据此我们分别计算了久期和凸

度解释债券价格变动的比例。

根据前面的分析，可赎回债券和可回售债券的久期

不能为负，而可赎回债券的凸度在低利率时应该为负

值，在高利率时应该为正值，可回售债券的凸度应该为

正值。计算结果和理论分析有一定出入，可能是利率数

据的偏差和估计误差所致。

值得注意的是，凸度的数值在有的情况下很大，这

说明凸度在债券投资中对价格影响很大，不应该简单忽

略。这一点在价格变动的百分比分析中很明显，我们发

现，在利率上下波动 &"!+情况下，考虑凸度以后，债券

价格的变动幅度对投资损益已经造成很大影响，忽略它

! 限于篇幅，模拟结果不在此列出，需要的读者可向作者索取。

郑振龙、康朝锋：含期权债券利率风险的衡量

图 " 可回售债券的价格和利率的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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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 应急计划

（上接第 !! 页）例如，假定我们通过威胁发生后的

系统恢复时间来衡量威胁对系统的影响，并指定 ’! 等

于 ()! 小时，概率值 * 等于 ()!+。通过调研得出“操作失

误”和“主机故障”的风险损失分布（见图 &、图 ,），经过

计算分析可以确定“主机故障”在［’!，’"］区间内的面积

较大，因此，应对“主机故障”进行重点控制。

对系统中残留风险的控制就需要应急计划的制定。

在 -./0 /12((3#$（《.0 系统应急计划指南》）［#］中提到，

风险管理包括两大功能和要素，即安全控制和应急计

划。所谓安全控制是指通过减少和消除风险来预防和减

轻事故的可能性，而应急计划是指通过采取各种措施来

减轻或限制威胁实际发生时所带来的破坏后果，其关系

如图 2 所示，应急计划是减轻或限制威胁发生时破坏后

果的必不可少的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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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会对投资决策带来重大影响。

总之，由于内嵌了期权，在有些情况下实际

凸度解释了大部分的利率风险，因此建议在投资

中使用实际久期和实际凸度来衡量含权债券的

利率风险，而且在利率比较高或比较低时不可忽

略实际凸度对利率风险的解释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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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代码 ("("(& ("("!% ("("!2 (#("(" (#("!# (#("!$

实际久期 ")2" ")2( "),, T()&, #)%# #)%#

实际凸度 !$)&& "&)U( T!U)(! 2$"),# #,%)!% #,%)!%

利率变动百分比 ()"( ()"( ()"( ()"( ()"( ()"(

债券价格变动百分比 T()%& T()%% T()%& ()#( T()&# T()&#

久期解释的部分 T()%& T()%& T()%% ()!# T(),! T(),!

凸度解释的部分 ()(( ()(! ()(( ()!, ()(2 ()(2

久期解释的比例 !(()%" !(()U, UU)#" $$)$( !!!)U( !!!)U(

凸度解释的比例 T()%" T()U, ()&2 %%)&( T!!)U( T!!)U(

债券代码 (!(""( ("("(% (#("!% (#("!& ($("("

实际久期 %)"% "),& ( ")(# ")#"

实际凸度 TU!")UU T2)2% #("%)(, !U,),2 ",U%),#

利率变动百分比 ()"( ()"( ()"( ()"( ()"(

债券价格变动百分比 T()!! T()(& ()(! T()($ T()($

久期解释的部分 T()!( T()(& ()(( T()($ T()(%

凸度解释的部分 ()(( ()(( ()(! ()(( ()(!

久期解释的比例 U2)"U UU)U, ()(( !(()UU !!#),#

凸度解释的比例 !),! ()(# !(()(( T()UU T!#),#

表 % 国家开发银行可赎回债券的实际久期和实际凸度（+）

表 & 国家开发银行可回售债券的实际久期和实际凸度（+）

注：按起息日数据计算。

注：按起息日数据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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