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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银行VaR模型预测能力的验证
刘晓曙。郑振龙

(厦门大学金融系，福建厦门361005)

摘 要：2004年Hong&Li提出了用非参数方法来检验时间序列动态模型设定的正确性，我们以此来研

究商业银行使用的各种VaR模型的正确性。通过实证研究我们发现，当前商业银行模型风险管理工具回顾测试

中，常用的巴塞尔规则、Kupiec统计检验量及Christoffexson统计检验量方法可能具有一定的误导性。这种误导可

能使商业银行的风险预测能力受到影响，从而影响盈利能力，甚至危及整个金融系统安全性。因此，商业银行在

利用VaR模型时。需要仔细地选择合适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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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风险的量化工具，如VaR，只有对风险测量

的计算方法及其风险衡量与实际业绩的关系都进行了

充分的考虑时，才具有指导意义。

艾伦·格林斯潘(Alan Creenspan)

一、引言

只有能准确预测风险的VaB模型才是有效的。在

实践中，模型的运用过程是一个不断检验、证明与发

展的过程。模型验证(model validation)是指检验一个

模型是否正确，它可以通过一系列的工具，如回顾测

试等来完成。

回顾测试是用来检测实际损失与预期损失是否一

致的有效的统计方法，它是将VaR的历史预测与相关

的资产(组合)收益率进行系统的比较。由于金融市

场的复杂性以及监管的压力，商业银行在实施VaR管

理时必须在成本收益取舍中作出选择。VaB模型常常

需要对金融资产模型作出一些假设，比如资产收益的

劣布、马尔可夫性质等等。因而对于需要检查VaB预

测能力的VaB使用者和风险管理者来说，回顾测试是

至关重要的。

对于商业银行系统来说，从决策的角度来看，VaR

风险预测的不精确性可能导致两个重要方面的影响：

第一，如果风险预测不准确，商业银行的业务决

策包括目标设定、风险定价、风险资产组合构造以及

套期策略等。也将变得不准确，从而可能影响商业银

行的盈利。

第二，如果风险模型预测能力低，又假如巴塞尔

协议的检验规则具有某种误导性，那么银行系统可能

蕴含系统性风险。我们知道，巴塞尔协议或本国银监

局关心的不是单个商业银行的盈利能力，而是金融系

统良好、稳健的运行。

本文将从实证的角度讨论当前回顾测试中常用的

基于失效率(黼lure rate)的巴塞尔规则、Kupiec统计

检验量及Chfistofferson统计检验量方法的不足；然后，

我们给出一个实证研究，表明传统方法可能带有一定

的误导性。

二、回顾测试方法简述

1．巴塞尔规则

验证模型准确性的最简便的方法是记录失效率。

失效率是在给定样本中，VaR被超越的次数比率。假

设银行r天的VaR值中有Ⅳ个VaR例外数，则N／T就

是失效率。失效率方法的最简单应用就是巴塞尔规则

(菲利普·乔瑞，2000)。【l】内部模型回顾测试的巴塞尔规

则直接产生于失效率试验。设计这种试验时，首先必

须选择第一类错误率．即模型正确却被拒绝的概率。

当这类错误发生时，银行只能怪自己运气不好，因为

它们不应当受到这个错误引起的不适当的惩罚。因此，

一般说来，应该选择一个较低的第一类错误率。巴塞

尔规则认为，在250个观测值中，99％的置信水平

(也就是1％的第一类错误率)下4个以内的损失例外

数是可以接受的，也就是银行的“绿灯”区域。如果

收稿日期：2007-04-17 ．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基地重大资助项目(05．1JD790026)

作者简介：刘晓曙，厦门大学金融系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金融工程和风险管理；郑振龙，经济学博士，厦门大学裁授，博士生导师，

主要研究方向为金融工程和风险管理。

‘一燃I
39

  万方数据



当代财经2007年第8期总第273期

例外的个数大于或等于5，银行便会进入“黄灯”或

“红灯”区域，并因此遭受乘数因子从3到4的累进惩

罚，如表l所示(菲利普·乔瑞，2000)。[t1 ．

袭1 巴塞尔回顾测试规则(250个观测值．第一类错误率为1％)

区域 例外个数 惩罚泵数

绿灯 ¨ 3．00

5 3．40

6 3．50

黄灯 7 3．65

8 3．75

9 3．85

红灯 10个以上 枷

2．Kupiec统计检验量方法

Kupiee统计检验量方法(Kupiee，1995)t喔目前金融
机构中应用非常广泛的一种回顾测试检验方法。令Ⅳ

表示回顾测试中r个观测值样本的VaR例外个数。如

果VaR模型是正确的，那么，例外个数Ⅳ服从于二项

分布： ．

月炉K}pM(1-p)r-“ (1)

这里，p=l—VaR置信水平，简称VaR水平。

Kupiec在零假设即VaR模型是正确的情况下，构

造了一个统计量(以下简称PF统计量)：

￡尺萨二21n[(1-p)r-spⅣ]+21n[(1—7N)(丁N)1 (2)

在零假设下，PF统计量渐近服从自由度为1的矿

分布。表2给出了不同VaR水平以及PF统计量不同显

著水平下拒绝零假设的VaR例外个数。
衷2 250个观察样本下PF统计量的零假设拒绝区间

VaR水平 PF统计量显著水平 拒绝零假设的Vail例外数区问

l％ l％ N<8

5％ l％ 4<N·盘3

l％ 5％ N<7

5％ 5％ 6‘N<19

3．Christoffersen统计检验量方法

我们注意到，Kupiee检验仅仅关注VaR例外个数，

而没有考虑VaR例外发生的时间变化。而如果VaR模

型是正确的话，那么，VaR例外的发生应该是独立的、

同分布的。因此，假若VaR例外表现出某些团簇

(clustering)现象。VaR模型则可能在一定条件下很难

捕提到资产变化的波动特性。

Christoffersen统计检验量方法(Christoffersen，1998)脚

的主要贡献在于它对PF进行了扩充，以保证VaR例外

在每一时刻都是独立的，也就是联合检验失败率和

VaR例外的独立性。 ，

Christoffersen构造了零假设为VaR模型是正确条件

当代财经
CoraempotaO,Flnant*矗6∞n㈣b

下的统计量：

衄萨一21n[pN(1--p)r1+21n[(1--pm一，‘(1-p。广’Pll~】
(3)

其中，pi=p(I,=jll,-l=i)，表示两天之间VaR例外的跃迁几

率；哑变量五表示若没有VaR例外发生时，I，--o，否则

皓l。～表示回顾测试样本期间内，发生状态i的后一

天发生状态_『的天数。gir l-，pF可以用j；产南来
估计。

在零假设下，Christoffersen统计量渐近服从自由度

为2的矿分布。

三、实证研究结果与分析

本部分中，我们将首先给出一个通过巴塞尔规则、

Kupiee统计检验量、Christofferson统计检验量的实证结

果；然而应用Hong&Li统计量对实证数据进行检验，

发现巴塞尔规则、Kupiec统计检验量及Chfistofferson统

计检验量方法在回顾测试中可能具有一定的误导性。

(一)实证分析

我们采用上海综合指数，时间自2000年1月4日

至2006年12月29日。收益率rI定义为：

r产100·Oo印广lo印曲 (4)

这里，P。表示第t天指数值。

我们采用GARCH、EGARCH与APARCH三类模

型进行分析。

1．GARCH(1，1)类模型

华、压i (5)

矗产卅如，l枷=-l
这里，五是随机扰动项，按照无是否服从i．i．d．N(O，1)分

布、i．i．d．student t分布和i．i．d．GED分布模型，可以分

为GARCH(1，1)、t-GARCH(1，1)与GED-GARCH(1，1)三

个模型。其中，student t分布的密度函数是：

r(毕)(1+孚)学
t协移)=——生———生一 翰r(-}-)佰
GED分布的密度函数是：

删：掣尝 仍

这里，一丝r(3迪／v)rI r(．)g Gamma i函。

2．EGARCH(1，1)类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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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低 (8)

·咖砒晚。弗拱竹祷
这里，磊是随机扰动项，按照毛是否服从i．i．d．N(O，1)分

布、i．i．d．student t分布和i．i．d．GED分布模型，可以分

为EGARCH(1，1)、t'-EGARCH(1，1)与GED—EGARCH(1，1)

三个模型。

3．APARCH(1，1)类模型

rF-et

华们i (9)

互 生

t2剐趣。坝I％。I他。广t‘剐+0虻l坝I％l 11靠1)-

这里，：。是随机扰动项，按照毛是否服从i．i．d．N(0，1)分

布、i．i．d．student t分布和i．i．d．GED分布模型，可以分

为APARCH(1，1)、t-APARCH(1，1)与GED—APARCH(1，1)

三个模型。

我们用前1432个数据估计模型的参数，用后250

个数据作VaR模型回顾测试。模型参数估计结果见表3。

裹3九个模型参数估计结果

模型 口 y 0

0．066272 0t8，聊 o．119597

GARCH(I，I) ∞．OlO矗ST) (0．012106) (o．ol 10i4)

0．0000 n0咖 0．0∞O

CEDC^R叫
nO酗803 0．867245 0．0卯678 1．19：卿
(0．020968) (O．011014) {o．01960-0 (o．051826)

(1．1’ n0啪 O_00∞ n0000 n00∞

t．-．GARCH
0．0638Il n877793 0．089972 4．Z13459

to．021602) (0．024156) (o．01951钟 ∞．640269)
(1，1)

0．003l n00蚴 O肿∞ ’0．0㈣

EC^R叫 —o．10s040 0．977257 o．15c眦 --0．070373

(0．012．485) (o．003296) (o．017060) m．ooTs％)
(1，1)

n0000 0．0咖 删∞ 硅O。00

Cl∞EG^RCH
Jml06129 0．974212 0．L525卯 —)．073470 1．23删
(0．021899) (0．007747) (o．030515) (0．015417) (o．05204毋

(I,I)
0．0∞O 0．0000 o．0000 n0∞0 0肿∞

卜EC从CH
_0．10嗍8 唧3068 n155838 -0．078741 5．361577

(o．021295) (0．008987) (o．030550) (o．016929) fo．726270)
(I，i) 0瑚∞ 0．0000 n0∞0 n嗍 0．0000

n024l¨ 0．928719 0．065216 n661065 0．4124黯

APRCn(1，1) {0．0034181 (0．006750) (o．oos399) (O．079364) n119020)
n㈣ 0-00∞ n0000 0枷0 Om∞

G勘§弛秘蕊 0．028966 n9aD202 0D}●623 0．6067∞ 1．2柏355 n634974

(o．oos47研 (0．014679) 《onl5325) n139743) (o．054061) n269756)
《1,1)

0．0006 0_00∞ n∞∞ O．0D00 n0000 o．0186

t-APARCH
0．030907 0．916778 咖8452 0．鳓976 5．484637 0．719姗
(O．009762) (0．015822) ∞．015227) 社131538) In76．3656) to．276174)

(1．1)
n∞15 0m∞ 咖∞ n∞∞ n0∞0 nO∞2

注；每个参数估计栏中第一行为参数估计值，固括号中是参

数估计的标准差，最后一行表示参数估计‘统计量p值。

在VaR框架下，给定日收益率n与条件波动率

、／百，则t+l时刻的VaR值是：

y积m(P)=磊、／k。 (10)

这里，厮是前面一天预测的条件标准方差， 由

(5)、(8)与(9)得到。而p是VaR水平，互是假设分布的

P分位数。对于GED分布来说，若p<0．5，则不难得到

孕芋【岫)+}嵫+唧(驯。
通过计算，我们得到PF统计量、Christoffersen统

计量在各显著水平下的P一值及VaR例外数C见表4)。
衰4回顾溯试中PF统计量、Christoffersen统计量的

p一值及VaR例外数

模量 VaR水平 VaR例外敦．Iv 阡统flip值 chI细Dl陌m统-Htp值
l％ 3 o■s80 a9083

G^RcII(1，1) 5％ 9 0．2860 o．3893

IO％ 17 咖5l 0．0549

1％ 2 o．7419 o．9245

t-GARCtql．1’ 确 6 蚴静 0．0947

l蚴 1l O舯10" nD026‘

1％ O 0．0000" 0．0000"

GED-GARCII(1。I) 5％ 2 1．70860--004* 8．3520e-004"

10％ 8 3删3e—)05’ 1．搠孙=004Q
1％ 5●‘ o．1619 0．3325

,VnAaCM{I，1) 5％ 13 0．鹅53 嘣82
lO％ 19 0．18“ 0．0瞄

1％ 2 n7419 o．哪
t--EGARCnil，1) 5％ 10 O．4529 o．4766

10％ 16 oJ0435* 0．0406‘

1％ l o．278l 0j瑚
CED-l粥^RCH

5％ 4 o．OD42’ o．0154"
(1．1)

l嘛 13 0伪58● 0_01020

1％ 8●+ O加54‘ 0．0155●

AFARCH(I，1) 5％ 18 0．1331 0．073B

10％ 19 0．1884 0．嗍
1％ 2 O．7419 0．92船

t-APARCH(I，1) 5％ 10 仉4529 o．4766

lO％ 19 o．1884 0．删嫡

1％ l 0．2781 Oj蹴
CED-^P^RCH

5％ 6 0|03酯’ 0．0947
《t．1)

10％ 14 ∞121● 0．0176‘

注：‘表示在通常使用的5％显著水平下。模型被拒绝；·’表

明模型处在巴塞尔规则的。绿灯”区外。

与表1相比较，我们发现除APARCH(1，1)与

EGARCH(1，1)外，所有模型回顾测试结果都落在巴塞尔

规则的“绿灯”区；但是在“绿灯”区的模型中，只

有GARCH(1，1)与t-APARCH(1，1)模型在Vall水平为l％、

5％与10％同时在通常使用的5％显著水平下，模型被接受。

在接下来的分析中，我们将集中于GARCH(1，1)与

t-APARCH(1，1)这两个模型。从图l和图2中，我们可

以很直观地观察这两个模型的回顾测试结果。

(二)Hong&Li统计量分析

我们将进一步应用最近发展起来的模型验证工具，

来检验上面提到的GARCH(1，1)与t-APARCH(1，1)模型。

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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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GARCH(1，1)模型在VaR水平分别为1％、5％与10"／．时的

回顾测试结果。VaR例外数N--3、9、17。

图2 t-APARCH(1，1)模型在VaR水平分别为1％、5％与10％时

的回顾测试结果。VaR例外数N=2、10、19。

Rosenblatt(1952)证明了如果模型设定是正确的，那
，‘

么广义残差序列{z)服从i．i．d．u【o，11。(4l这里，za I．．p(r|．
J一_

l,_st)dy。，。d表示直到O一1)时刻的信息集，Diebold和

Elerian(1998)、Chib&Shephard(2001)将它广泛应用于

计量经济学中。母’(rIL。f)表示f时刻可观测变量r在t时

刻的条件密度函数。

Hong＆Li于2004年提出了用非参数方法来检验

时间序列动态模型设定的正确性，也就是用非参数的方

法来检验广义残差序列{Z)是否服从i．i．d．u[0，l】。r7】j塞一方

法适用于各种动态概率分布模型。由于使用非参数方

法，这种检验方法对各种各样的模型设定正确与否有很

强的检验能力。而且，检验统计量的渐近行为与参数估

计的数目无关，因此，如果一个模型包含了一些没有解

释能力的变量，就不可能被当作最好的模型。Hong＆

U检验统计量因此可以被看作是衡量模型正确性的一

个标准。此外，Hong＆Li统计量显示，若检验统计

量越小，表明模型就越接近正确性设定。

具体地讲，Hong等使用估计核：

二
畲仁l声0；(n切。1二Kh(z,,Z,)Kh(z2，2p (1 1)

42l一一～

对{zZ．，l的联合密度进行估计。这里，硒∽卵是边界修

正核函数：

P后(孚)／f★㈣如果聋E[oJ0
砒，．一P矗(争) 如果戈∈附卅

h(争)／r蠡㈣u女日果州l删
(12)

其中，^=矛一～，允是广义残差{互}：。的标准差，后(·)是
预设的对称密度函数。

Hong&“统计量O仃)构造如下：

o∞z{(n啪仁f。1[岛仁。声沪l】乜止rM：)／曙(13)
其中：

A：孽p一2)[：lk2(u)dm f：f—b。‰2∽d躺2_1

‰烹2㈦L地蜘)k(v)avM
这里，后a(·)-k(·)／l，后p)幽

如果模型设定正确，则当样本数n一∞时，Hong

＆Li统计量O仃卜w(0，1)；否则，O(—-+∞。这里_『表示
计算统计量时所用到的滞后阶数。Hong证明了当n≥

500时，该统计量具有相当的验证模型正确性的效力。

当我们使用全部观测值时，计算得到的勘如表5所示。
表5 Hong&l i统计量垂(f)的相应各阶滞后项的统计值

j11 j=s 卢10 卢15

CARCH(1，1) 15．0304 13．23柏 12．0320 12’9196

t-APARCIl(1．1) 15．523l 14．3917 14．7672 14．7376

更直观地，我们将计算得到的各阶O∞表示如图3
与图4。这里j=l，2，⋯，50。

图3 GARCH(1，1)模型的Hong&l i统计量垂∞直观圈

l横轴表示滞后阶数。纵轴表示统计量的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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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t-APARCH(1．1)模型的Hong&Li统计量Q(『)直观图

(横轴表示滞后阶数．纵轴表示统计量的值)

我们从表5与图3、图4中看到，GARCH(1，1)

与t-APARCH(1，1)模型都被显著拒绝。因此，我们可以

得出结论：巴塞尔规则、Kupiee统计检验量及

Christofferson统计检验量方法在回顾测试中可能具有一

定的误导性。

四、结论

通过实证研究显示，商业银行或银监局在管理模型

风险时，常用的回顾测试方法(如巴塞尔规则、Kupiec

统计检验量及Christofferson统计检验量)可能带有一定

的误导性。这种误导可能使商业银行的风险预测能力

受到影响，从而影响盈利能力，甚至危及整个金融系

统的安全性。

仔细分析，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常用的回顾测试是

基于点预测或区间预测(即条件分位数预测)。这是导

致它们可能具有误导性的原因。可能的选择方法是选

用基于整个密度函数的预测与模型验证。但是，基于

整个密度函数的预测与模型验证在新兴的金融市场中。

会遇到因为政策性等原因导致市场结构变化，从而引

起合理的回顾检验样本数不够的问题(比如，Hong＆

Li统计量O仃)需要至少500个数据)。此外，由于一切

计量经济学模型都是“错误”模型，如何在“错误”

模型与设定正确的苛刻要求之间作出选择，商业银行

需要在模型假设的复杂性与成本间实现权衡。因此j

未来商业银行的模型风险管理还需在前行中寻找新的、

合适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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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sting the Forecasting Ability of the VaR Model of the Commercial Banks

LIU Xiao-shu，ZHENG Zheng-long
·

(Xiamen University,Xiamen，361005)

Abstract：In 2004 Hong＆Li proposed the UBe of non-parameter method to test the validity of the time series

dynamic model．In this paper We USe the ganle method to test the validity of the VaR model used in colnnlelrcial

banks．We empirically find that the current back-test tools including Basle test,Kupiec teat and Christofferson test

used in the business banks’ model risk management Call be somewhat misleading,．So,business banks should choose

appropriate back-test method carefully．

Key words：VaB，backt∞t'model valid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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