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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对外汇风险定价的理论问题进行了探讨。通过构建基于随机贴现因子框
架的理论模型，本文发现：当汇率作为投资性资产的价格时，外汇的风险溢酬取
决于预期汇率变动与本国随机贴现因子的相关性；当汇率作为两国间消费性资产
的相对价格时，汇率的变化反映了两国货币测度的比值。综合来看，外汇的风险
溢酬取决于两国经济的相对波动以及两国经济的相关性。当两国经济平稳运行，
风险分散渠道畅通时，外汇风险溢酬近似于零；当经济危机爆发时，一国经济剧
烈波动，外汇风险溢酬也将随之出现剧烈变化。两国经济相关性的减小将加剧外
汇风险溢酬的波动。不同汇率标价法下计算同一对货币间的外汇风险溢酬时，需
要进行方差调整以匹配不同货币测度的转换。
本文使用 1993 年至 2007 年英镑兑美元、澳元兑美元和日元兑美元的即期汇
率和远期汇率验证了本文的理论模型。与传统文献记载的外汇风险溢酬具有自相
关和显著条件异方差的结论不同，本文的研究发现，在样本期内，英磅兑美元、
澳元兑美元的外汇风险溢酬近似于白噪声；美元兑日元的外汇风险溢酬尽管存在
自相关和条件异方差，但其异方差性来源于经济的短期冲击，因而也是非持久的。
本文最后考察了外汇风险的风险因子。简单的相关系数检验和格兰杰因果检
验难以从外汇风险溢酬中提取出相关的风险因子。然而，通过随机贴现因子模型，
采用广义矩法估计，本文发现，尽管宏观因子对短期汇率的变动影响并不显著，
但是微观市场变量，即股价变化和利率变化，能够影响汇率的变化。在美元标价
法下，一国汇率的变动取决于货币发行国与美国的相对利差，还取决于货币发行
国的系统性风险变化。

关键词：外汇风险；风险溢酬；随机贴现因子

Abstract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theoretical issue regarding pricing FX risk with a
model based on stochastic discount factors. The model implies that when exchange
rate is treated as the price for an investment asset, FX risk premium depends on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expected future exchange rate and the domestic SDF. When
treated as the relative price between domestic and foreign consumption asset,
exchange aqrate provides information about the ratio of different money measures.
The FX premium is determined by the relative volatility of two economies and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FX premium is nearly zero when both countries are in steady
growth and the international risk sharing mechanism works well. FX premium
exhibits great changes as long as either one of the countries is suffered from
unexpected fluctuations. Variance adjustment are needed when one calculates FX
premiums of the same currency pair under different money measures.
The paper verifies the theoretical conclusions with the spot and forward
exchange rate of GBP/USD, AUD/USD and USD/JPY during the sample period from
1993 to 2007. Unlike the widely documented auto-correlated FX risk premium with
conditional heteroskedasticity, this paper points out that in the sample period, FX risk
premiums for both GBP/USD and AUD/USD are no different from white noise series.
Heteroskedasticity caused by short term economic fluctuations appears in JPY/USD
but is finally proven to be non-lasting.
Correlation tests and Granger Cause-and-Effect tests informs little about the risk
factors of FX risk, while a combined method of SDF and GMM does contribute.
Though macro factors are proven to be insignificant in short-term exchange rate
pricing, micro factors, including stock price changes and interest rate changes do
affect exchange rate. With USD as the quoting currency, the exchange rate depends on
the interest rate difference between US and the currency issuing country, and also
depends on systematic risk changes of the currency issuing country.

Keywords: Foreign Exchange Risk; Risk Premium; Stochastic Discount Fa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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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导

论

1.1 选题背景及意义
金融风险，即金融资产价格的可能值与其期望值偏离的可能性及其幅度，是
金融理论研究的核心对象之一。[1] 自从 20 世纪 50 年代 Markowitz 提出现代资
产组合理论，以资产预期收益率的均值、方差分别作为预期收益与风险的度量指
标以来，针对金融资产风险和收益的研究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发展成了现代
金融学的重要理论支柱之一——资产定价理论。[2] 然而，长期以来，金融学者
关注的资产往往集中在股票、债券以及基于这些资产的衍生品，却忽视了一类重
要资产的定价——外汇。
外汇资产以及外汇资产的价格决定，即汇率决定机制，很长时间都被认为是
宏观经济问题，著名的“蒙代尔—弗莱明”模型就给出了在商品市场、本国货币
市场和国际资本市场同时达到均衡时影响汇率变化的各种因素。诚然，在早期固
定汇率制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中，从宏观经济学的角度来研究外汇、汇率和汇率
政策能够满足理论和实务界的要求。然而，自从 20 世纪 70 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
崩溃以来，浮动汇率已成为国际间主流的汇率制度安排。在浮动汇率制下，汇率
并不完全由一国的货币当局控制，它还必须反映外汇市场供求双方的综合信息。
外汇市场的参与者，既有规避外汇风险的套期保值者，也有期望通过汇率变动获
得收益的投机者，他们都不断地在外汇风险以及汇率变动带来的预期收益中权衡，
并采取相应的投资策略。这使得外汇市场与股票市场、债券市场等金融市场具有
了某些方面的相似性。由此而来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能否使用金融资产的定价
方法来研究外汇资产的价格决定机制？换言之，有没有可能建立一套与股票定价、
债券定价相似的风险—收益框架，来研究外汇风险与外汇的风险溢酬呢？
针对外汇风险与外汇风险溢酬的研究起步远远晚于针对其他资产定价机制
的研究。早期即便有学者从资产定价的角度来研究汇率，他们总是直接假定外汇
市场的参与者是“风险中性”的，从理论上就排除了对外汇风险溢酬存在性的探
讨。基于“风险中性”假定的理论至今还在国际金融学教科书中广为流传，其中
最著名的莫过于“无套补的利率平价”
（uncovered interest rate parity）。[3] 1984 年，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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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ma 提出的“远期外汇贴水之谜”对早期“风险中性”的假定提出了质疑。他
发现，远期汇率并不是未来到期即期汇率的无偏估计，它们之间存在一个时变的
风险溢酬。[4] 从 1984 年至今，诸多学者对 Fama 的结果进行了检验，有学者发
现汇率的风险溢酬确实存在，并建立了一些基础的外汇风险定价模型；也有学者
发现在某些样本中，Fama 的结果得不到支持，因而质疑外汇风险溢酬的存在性。
时至今日，学界在这一领域的争论依然没有结果。外汇风险溢酬是否存在，如果
存在，它究竟是正还是负，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这些问题尚没有明确的答案。
此外，针对外汇风险和外汇风险溢酬的研究与国际投资以及一国的宏观经济
调控政策等实务问题密切相关。从微观角度来看，在汇率市场化、资本项目自由
化以及资金流动国际化的今天，对企业，如果找到了外汇风险的风险因子，当观
察到这些因素出现变化时，企业即可进入相关市场进行套期保值操作，避免因汇
率变化给企业带来不必要的损失；对外汇市场的投机者，外汇风险溢酬是否存在，
是否显著为正，这些问题关系到他们的投资策略选择。正的风险溢酬意味着：从
长期来看，投资者持有某种货币能获得正的回报；而过高的风险溢酬则意味着他
们可以通过参与外汇市场套利，获得高于市场平均水平的利润。从宏观角度来看，
对一国货币当局，根据外汇风险因子的变化及时调整汇率政策，评价当前货币政
策对未来汇率变动的影响，这些决策都需要对外汇风险的定价机制有深刻理解。
本文拟在外汇风险与外汇风险溢酬的决定这一方面做若干基础性工作。本文
试图从理论上回答长期困扰学界的关键性问题：外汇风险溢酬是否存在？如果外
汇风险溢酬存在，它应该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本文将就外汇风险溢酬的存在性、
不同期限外汇风险溢酬的特征以及外汇风险的风险因子进行理论和实证两个层
面的探讨，为这方面进一步研究打下基础。

1.2 研究方法与主要结论
本文采用随机贴现因子的框架来研究汇率变化以及外汇风险溢酬与贴现因
子之间的关系。随机贴现因子的广泛应用是近年来资产定价研究领域的新趋势，
其优点在于提供了一个广泛的模型框架，能够将传统的资产定价模型有效结合到
一起。本文在这一框架下，结合汇率兼具投资性资产价格和消费性资产价格双重
属性这一经济事实，对外汇风险溢酬的决定机制进行了讨论。当把外汇作为纯粹
2

1 导

论

的投资性资产考虑时，汇率就是投资性资产的价格，此时的外汇风险溢酬取决于
贴现因子与投资者对汇率预期变动的相关性；而如果把汇率看作两国间消费资产
价格水平的相对比值时，汇率实质上就是两国间货币测度转换的“转换因子”。
将汇率的两重属性结合起来，外汇风险溢酬取决于两国经济的相对波动以及两国
经济的关联度。
本文所采用的经验研究框架与随机贴现因子框架对应。本文直接使用随机贴
现因子给出的矩条件，利用 1993 年到 2007 年英镑兑美元、美元兑日元的数据，
使用广义矩方法估计了短期汇率的影响因素。经验研究的结果表明：宏观经济因
素对短期汇率变化影响很小，而金融市场的波动以及货币政策指标的变化对短期
汇率变化有较大影响。本文还对 1993 年到 2007 年英镑兑美元、澳元兑美元以及
美元兑日元外汇风险溢酬的时间序列特征进行了考察。与现有文献结论不同之处
在于，本文的研究发现，在样本期内，英镑兑美元和澳元兑美元的风险溢酬都无
法拒绝为 0 的原假设，并且其时间序列近似于白噪声。这意味着在外汇市场中，
投资者并没有获得相应的风险溢酬。而美元兑日元的汇率则表现出了明显的自相
关与条件异方差性。这一差异证明了部分学者提出的观点：正常情况下的外汇市
场能够有效地分散外汇风险，投资者持有这类资产并不需要额外的风险溢酬。当
市场状况恶化，即所谓“灾难性事件”发生时，投资者将要求风险溢酬。此外，
以样本期的数据来看，“灾难性事件”造成的冲击尽管显著，但其影响却是非持
久的。

1.3 本文创新与不足
本文所做的工作在这一领域的研究中属于基础性工作，其创新之处体现在：
从理论层面来看，本文在随机贴现因子的模型框架下揭示了决定外汇风险溢
酬的本质因素：两国经济的相对波动以及两国经济的关联性。这一发现填补了长
期以来金融学理论关于外汇风险溢酬定性结论的空白。本文发现，在两国经济正
常时期，外汇的风险溢酬有可能为零；而在经济危机时，外汇的风险溢酬将出现
剧烈波动，受经济波动冲击较大的国家其货币短期将急剧贬值。本文的模型将作
为资产价格的汇率与作为宏观经济指标的汇率联系在一起，从理论上阐明了汇率
中所包含的宏观经济信息，特别是关于经济危机以及两国经济相关性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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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本文在统一的框架下厘清了从资产价格角度来研究汇率决定和国际金
融问题的诸多难题。例如，本文认为，在考虑到汇率变化能影响两国消费资产相
对价格变化这一事实后，传统的基于消费的资产定价理论在解决汇率决定问题时
存在理论上的内在缺陷，所谓“外汇风险溢酬之谜”和“股权溢价之谜”两者有
着本质的不同。又如，本文从随机贴现因子的角度证明，直接标价法和间接标价
法的转换意味着货币记账单位的转换。国际金融学界著名的“西格尔悖论”其实
质上是源于汇率作为资产价格和货币测度的重合。再比如，本文对国际金融学的
三大基本平价定理进行了探讨，并厘清了三大平价与资产定价中“一价定律”、
“无套利条件”这些基本条件之间的关系。
从实证层面来看，本文的经验研究结论对现有文献的结论做了很好的补充。
现有文献对外汇风险溢酬的分析基本上都包含了经济危机的样本，却没有给出经
济在平稳运行时，外汇风险溢酬将表现出怎样的时间序列特征这一重要信息。本
文的经验研究表明，在经济平稳运行时，外汇的风险溢酬将近似于均值为零的白
噪声过程，并就这一结论的理论和政策含义给出了解释。将本文的经验研究结论
与现有文献的基本结论相结合即可验证本文理论部分的观点：外汇的风险溢酬取
决于两国经济的相对波动及两国经济的相关性。本文的经验研究可以说是对现有
文献结论完整性的一个重要补充。
本文在如下方面存在不足，值得今后进一步研究和探讨：
首先，从理论上而言，本文建立了随机贴现因子与汇率之间的联系，但没有
将随机贴现因子与经济变量进一步的对应关系。也就是说，本文的理论模型仅给
出了一个大范围的框架，指出经济总体变动将对汇率产生怎样的影响，然而尚缺
少对经济各个具体风险因子的变化对汇率变动影响的理论模型。
第二，本文的经验研究所考察的样本期是“正常”时期的外汇市场，而对金
融危机时外汇风险溢酬的特性并未给出太多结论。但金融危机时汇率的变化往往
包含了更多信息。当金融危机出现时，外汇风险溢酬是否会出现一些显著变化，
这些变化包含了怎样的经济含义，这些都有待进一步的事件研究来说明。
第三，本文的模型严格基于理性预期框架设定，没有考虑投资者预期形成机
制对外汇风险溢酬计算可能产生的影响。而在外汇的理论研究中，诸如“比索问
题”、
“学习模型”等一批非理性预期模型也得到了学界的重视。获得投资者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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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机制的信息，以对外汇风险溢酬进行进一步的研究，将是基于本研究的重大
扩展。这方面的研究有助于厘清外汇风险溢酬中是否含有预期成分，投资者的预
期机制将在怎样的条件下发挥作用等相关问题。
本文接下来的部分将按照如下结构安排：第 2 章将就外汇风险溢酬研究的现
有文献进行回顾，对这一领域研究的逻辑框架进行整理；第 3 章建立外汇风险溢
酬的理论模型，探讨汇率的两重属性在这一模型框架下的经济含义；第 4 章对外
汇风险溢酬的时间序列特征进行检验；第 5 章对外汇风险的风险因子进行了探讨；
第 6 章给出全文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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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外汇风险溢酬的理论文献回顾
资产的风险溢酬，即投资者购买某项资产，承担与系统性风险相关的风险所
要求的超额回报，是资产定价研究的核心内容。股票的风险溢酬和债券的风险溢
酬早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就得到了深入的研究，而关于外汇资产风险溢酬的研
究直到Fama提出“远期外汇贴水之谜”①（the forward discount anomaly）后才得
到学界的广泛关注。Hodrick和Engel对该领域早期的研究成果做了全面总结。[5] [6]
本章结合他们的综述以及近年来学界在这一领域新进展，对这一领域的研究背景
和现状进行回顾。

2.1 外汇风险溢酬问题的提出
2.1.1 远期外汇贴水之谜与外汇风险溢酬问题的提出
与外汇风险溢酬紧密相关的一个概念是“远期外汇贴水之谜”，指外汇升贴
水与预期汇率变动之间的负向关系。具体而言，按照传统的经济学理论，如果理
性预期（rational expectation）与无套补的利率平价（uncovered interest rate parity，
UIP）同时成立，考虑由式(2.1)给出的回归方程：

st +1 − st = α + β ( ft − st ) + ε t
其中，𝑠𝑠𝑡𝑡+1 代表𝑡𝑡 + 1时刻即期汇率

②

(2.1)

的对数，𝑠𝑠𝑡𝑡 代表当期即期汇率的对数，𝑓𝑓𝑡𝑡 代

表𝑡𝑡 + 1时刻到期的当前远期汇率的对数。如果理性预期和UIP都成立，远期汇率
为预期未来即期汇率的无偏估计，则𝛽𝛽系数应该为 1，𝛼𝛼的值应当为 0。然而 Fama

在研究了多个币种兑美元的汇率后（具体包括：比利时法郎、加元、法国法郎、
①

关于这一词的名称和英文翻译各种文献有很大的差异。国外的一些文献提到 Fama 的这一发现时，

也将其称为“forward premium puzzle”
。
“discount”一词在中文中可以译为“折价”
，亦可译为“贴水”
；
同样，
“premium”不仅可以译为“升水”
，还可译为“风险溢酬”。笔者认为，国外的文献在提到“forward
discount anomaly”和“forward premium puzzle”的时候，均指的是外汇升贴水与预期汇率变动之间的
关系，因而笔者在文中一直使用“远期外汇贴水之谜”
（等价于“远期外汇升水之谜”
）的翻译，而不
采用“远期外汇折价之谜”的译法。至于“forward premium”一词更不能译为“外汇的风险溢酬”，
后者对应的英文表达为“the foreign exchange risk premium”
。
②

为保持分析的一致性，本文所有的汇率均为直接标价法表示的汇率，即以本国货币表示固定的外币

价格。在这一标价法下，外国的货币可被视为一种资产，汇率正是外币的相对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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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里拉、日元、荷兰盾、瑞士法郎、英镑和德国马克）却发现，𝛽𝛽的典型值
为-0.58，标准差为 0.13。[4]
我们来看看 Fama 的发现与传统的理性预期及 UIP 有何矛盾之处。理性预期
认为，预期应与利用所有可得信息作出的最优预测相一致。[7]具体到资产价格上，
一个常用的设定为：

=
st +1 Et ( st +1 ) + ε t

(2.2)

其中，𝜀𝜀𝑡𝑡 代表预测误差，为一白噪声；𝑠𝑠𝑡𝑡+1 代表未来的资产价格 ①，𝐸𝐸𝑡𝑡 (𝑠𝑠𝑡𝑡+1 )代表

当前时刻对未来资产价格的预期。无套补的利率平价（UIP）则表明，当前的远
期价格为对应期限到期即期汇率的无偏估计 ②，即：

Ft = Et ( St +1 )

(2.3)

如果(2.2)式和(2.3)式同时成立，则易证明，(2.1)式的回归中，𝛽𝛽系数应为 1，𝛼𝛼的
值应为 0。(2.3)式的 UIP 条件经常被当成是外汇市场有效率的条件之一，因而大
量文献认为，对(2.1)式的检验实质上是对理性预期与外汇市场有效性的联合检验。
自Fama后，大量学者使用不同的币种或不用期限的数据重复了Fama的回归，
普遍都检验出显著为负的𝛽𝛽系数。McCallum使用美元兑日元、马克和英镑的月度
汇率数据检验了(2.1)式，得出的平均𝛽𝛽系数为-4。[8] Engel认为这一系数具有典型
性。[6] 关于(2.1)式较近的检验来自于Baillie和Bollerslev ③。他们使用 1974 年 1
月至 1991 年 12 月马克兑美元的月度数据进行回归，得到的系数为-2.23。但当他
们把样本区间缩小至 5 年进行滚动时，他们发现𝛽𝛽的值非常不稳定，最小为-13，
最大为 3.52，与𝛽𝛽为 1 的理论预期相差甚远。[9]
显著为负的𝛽𝛽系数事实上对 UIP 的成立提出了挑战：远期汇率并不是未来即
期汇率预期的无偏估计，恰恰相反，远期贴水的货币（𝑓𝑓𝑡𝑡 − 𝑠𝑠𝑡𝑡 < 0，意味着远期

本币的升值和外币的贬值）在长期表现出升值的趋势（𝐸𝐸𝑡𝑡 (𝑠𝑠𝑡𝑡+1 ) − 𝑠𝑠𝑡𝑡 > 0），而远

期升水的货币在长期则表现出贬值的趋势。经验证据表明：远期外汇的升贴水与
①

st+1 这里实质上是未来资产价格的对数，Hodrick 给出过另一种理性预期的设定形式。[5] 关于理性预

期的各种设定及区别，可参见本文附录 1。
②

关于 UIP 的具体讨论，可参见姜波克：《国际金融新编》（第三版），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

年，第 99-103 页。
③

尽管 Baillie 和 Bollerslev 回归的𝛽𝛽值不稳定，他们通过模拟依然认为，2.1 式以及 UIP 在一定程度上

依然是成立的。[9] 关于他们的工作，后文将详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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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期的汇率变动成负向关系，这就是所谓的“远期外汇贴水之谜”。
对 Fama 的结果，学界从不同的角度予以了解读：有些学者对“远期外汇贴
水之谜”是否存在，以及𝛽𝛽小于 0 这一经验事实在不同币种间是否有差异进行了
探讨：Cornell 认为，绝大部分的研究使用了中间汇率，忽略了交易成本带来的
影响。他同时还指出：很多研究都没有精确匹配远期汇率与到期的即期汇率，这
也影响了𝛽𝛽系数的估计。[10] Baillie 和 Bollerslev 从另外的角度质疑了 Fama 的结
论：他们认为，Fama 的回归不具有典型意义。他们使用 1974 年到 1991 年的马
克兑美元汇率进行了回归，得出的𝛽𝛽系数为-2.23，而当他们将样本区间缩小到 5
年进行滚动时，他们发现𝛽𝛽值出现了巨大的变化，从-13 到 3.52 不等。据此，他
们认为单单就𝛽𝛽的普通回归其结论没有意义（uninformative）。进一步，他们使用
FIGARCH 模型构造了一组即期汇率序列，并按照对应的 UIP 规则构造了远期汇
率序列，他们发现，由此构造的序列同样能够复制 Fama 的结果，因而他们认为，
UIP 本质上是成立的，Fama 的回归是受到了计量模型选择的影响。[9] 但 Maynard
对 Baillie 和 Bollerslev 的结论提出了质疑：他使用三种稳健性方法（分别是符号
检验、协方差检验与最优条件检验）对 1973 年 6 月至 2000 年 3 月美元兑澳元、
加元、法国法郎、德国马克、日元以及英镑的数据进行了检验，他们发现，在考
虑到部分单整（即外汇贴水的长期记忆效应）之后，𝛽𝛽系数依然显著为负，“远
期外汇贴水之谜”还是存在。[11]
Ding 考察了远期外汇的到期期限与“远期外汇贴水之谜”的关系。他使用
了到期期限更短的远期汇率进行考察：在研究了 1997 年到 2004 年的加元、日元
兑美元汇率和 1999 年至 2004 年欧元兑美元的汇率数据之后，他发现“远期外汇
贴水之谜”与远期的到期期限有一定关系：在超短期的 1 天远期外汇市场上不存
在“远期外汇贴水之谜”，而到了中期的一周或一个月的远期外汇市场中，
“远期
外汇之谜”重新出现。[12] Yang 和 Shintani 在研究了 1994 年至 2003 年澳大利亚
元、加元、英镑、日元和瑞士法郎兑美元从 1 天到 1 年的面板汇率数据后，也支
持 Ding 的结论。他们发现，短期𝛽𝛽系数可能表现为正，而长期𝛽𝛽系数则表现出明
显的负值。[13]
Frankel 和 Poonawala 研究了“远期外汇贴水之谜”的币种间差异。他们考
察了 1996 年到 2004 年 21 个发达国家和 14 个发展中国家的外汇市场，发现发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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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的𝛽𝛽系数大多为负，有 19 个发达国家的数据在 5%的水平上拒绝了𝛽𝛽为 1 的
原假设，其中有 16 个发达国家的数据在 5%的显著水平上拒绝了𝛽𝛽大于 0 的原假
设；而发展中国家的𝛽𝛽系数明显大于发达国家的𝛽𝛽系数，其中 7 个国家的𝛽𝛽值还无
法拒绝𝛽𝛽等于 1 的原假设。[14] Bansal 和 Dahlquist 也进行了类似的研究。他们选
择了 1976 年到 1988 年 28 个国家和地区的 1 个月和 3 个月远期汇率数据，其中
有 16 个发达国家和 12 个发展中国家。他们发现“远期外汇贴水之谜”存在国家
间差异，这种差异与人均 GNP、通货膨胀率以及通货膨胀率的波动率有关。[15]
另一类学者对“理性预期”的假定进行了讨论，他们认为，
“比索问题”
（Peso
problem）和“学习问题”①（learning problem）能解释远期汇率与预期的到期即
期汇率之间的差异。[16]

[17]

Burnside等人从市场微观结构的角度给出了关于远期

外汇贴水之谜新的解释：他们考察了外汇市场的微观结构，发现外汇市场上投资
者的逆向选择引起了“远期外汇贴水之谜”。[18] 由于针对这一问题的探讨超出了
本文的研究范畴，对相关领域的文献笔者在此不予赘述。
还有一类学者认为，不论是模型设定偏误还是预期形成机制的差异都无法完
全解释“远期贴水之谜”。他们认为，
“远期贴水之谜”的存在表明：汇率存在时
变的风险溢酬。
2.1.2 外汇风险溢酬的度量
陈蓉和郑振龙指出：在一般情况下，远期价格不是未来现货价格的无偏预期，
更不能以远期价格是否是未来现货价格的无偏估计作为远期市场效率检验的标
准。[19] 为更清楚地阐述这一观点，我们考虑无套利条件满足时的远期外汇价格
决定：
Ft ,T = St e

( r − r f )(T − t )

(2.4)

其中，𝐹𝐹𝑡𝑡,𝑇𝑇 表示在t时刻签订，T时刻到期远期外汇合约的汇率，𝑆𝑆𝑡𝑡 表示t时刻的即

期汇率，F和S均采用直接标价法。r表示t时刻到T时刻本国连续复利的无风险利

①

“比索问题”和“学习问题”是两类不同的预期形成机制。前者表明：投资者对未来的经济变动的

预期本身会影响到当前的价格抉择；
“学习问题”则表明，过去的信息会不断地被投资者更新并影响其
投资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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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𝑟𝑟𝑓𝑓 表示同期外国的连续复利无风险利率 ①。

而根据金融学原理，预期汇率总可以写成如下形式：
Et ( ST ) = St e

( µ − r f )( T − t )

(2.5)

其中，𝐸𝐸𝑡𝑡 (𝑆𝑆𝑇𝑇 )表示在当前t时刻对未来到期T时刻即期汇率的预期，𝜇𝜇表示投资者

持有外汇资产所要求的报酬率（即预期收益率），其具体值取决于无风险利率本
身，还取决于汇率变化与投资者面临系统性风险的相关性

②

，反映到收益率上，

即投资者持有外汇所要求的风险溢酬，定义为rp。
rp = µ − r =

ln Et ( ST ) − ln Ft
T −t

(2.6)

将(2.4)、(2.5)式两边同取对数并化为与(2.1)式相似的形式，有式(2.7)：

ln Et ( ST ) − st 
( f −s )
= (µ − r) + t t
T −t
T −t

(2.7)

式中，各小写字母均代表对应大写字母所代表变量的对数形式。注意到时间调整
项𝑇𝑇 − 𝑡𝑡仅仅意味着将计算出的远期贴水与预期收益率进行年化，并不影响风险
溢酬的实际计算。因此在后文中，与这方面研究文献的惯例一致，为保持公式书
写简明，本文将省略写出时间调整项。在下文中出现的ln𝐸𝐸𝑡𝑡 (𝑆𝑆𝑇𝑇 ) − 𝑠𝑠𝑡𝑡 、𝑓𝑓𝑡𝑡 − 𝑠𝑠𝑡𝑡 以

及𝑠𝑠𝑇𝑇 − 𝑓𝑓𝑡𝑡 等变量均代表经过了时间调整的预期外汇投资收益率、远期外汇贴水以
及外汇的风险溢酬。

比照式(2.7)和式(2.1)的各个变量，两式的差距在于(2.1)式用已实现的到期即
期汇率的对数形式取代了(2.7)式中对到期即期汇率期望的对数，这就涉及到关于
理性预期的假定。Hodrick 提出的理性预期设定形式为：[5]

=
ST Et ( ST ) + ε t

(2.8)

另一种常用的理性预期设定形式为：

①

本文接下来的分析都将遵循这一设定，因此在下文的书写中，如无特别说明，本文将𝐹𝐹𝑡𝑡,𝑇𝑇 简计为𝐹𝐹𝑡𝑡 ，

表示 t 时刻订立，T 时刻到期的远期外汇合约，r 和 rf 均表示 t 时刻开始到 T 时刻的无风险利率。
②

对投资者预期收益率分解的一个很好模型是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ital asset pricing model，CAPM）
：

𝜇𝜇𝑖𝑖 − 𝑟𝑟 = 𝛽𝛽(𝜇𝜇𝑚𝑚 − 𝑟𝑟)。然而将 CAPM 直接使用到汇率定价中存在一定难度：由于汇率为两国货币价格之

比，
构建跨国 CAPM 的市场组合中应该包含哪些资产、
权重如何设定都较一般的 CAPM 模型更为复杂，
也难以直观地断定汇率与一国的系统性风险是正的还是负，使外汇风险溢酬的研究变得相当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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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n St ln Et ( ST ) + ε t

(2.9)

不同的理性预期设定推导出的外汇风险溢酬度量方式有很大差别，对此，笔者在
附录 1 中进行了详细论证，在此，笔者给出合理的理性预期设定形式为：

=
ln ST Et ( ln ST ) + ε t

(2.10)

在此设定下，再假定到期的即期汇率服从对数正态分布，即：
ln ST ~ N ln Et ( ST ) , σ s2 

(2.7)式变为（具体推导参见附录 1）：
sT − st = ( µ − r ) −

σ s2
2

+ ( ft − st )

对上式进一步整理，有：
rp = sT − ft +

σ s2
2

(2.11)

其中，严格定义的𝜎𝜎𝑠𝑠 为对应时间段T-t预期即期汇率收益率的标准差。例如，如果
计算 3 个月远期汇率与到期即期汇率得到的风险溢酬，𝜎𝜎𝑠𝑠 则为 3 个月即期汇率变

化率的标准差。 ①

式(2.6)和(2.11)分别给出了外汇风险溢酬的理论值和实际中外汇风险溢酬的
度量方式。Engel 给出的外汇风险溢酬度量方式与本文的略有差别：Engel 将外
汇的风险溢酬定义为：

rpENGEL= ft − Et ( sT )

(2.12)

Engel 进一步考虑到以实际收益率度量的外汇风险溢酬。他认为，投资者关注的
是资产的实际回报，从而远期外汇市场“不存在投机”的条件应该是：

 F − ST 
Et  t
=0
 PT 

(2.13)

其中，PT 为预期到期时本国的物价水平。假设式(2.13)中所有的随机变量都服从
对数正态分布，并考虑到 Jensen 不等式项（Jensen’s inequality term，JIT）后，

①

需要说明的是，尽管本文推导外汇风险溢酬的度量公式是在无套利条件成立时推出的，但陈蓉和郑

振龙给出了进一步证明，表明不论无套利条件是否成立，远期汇率对数值与预期未来即期汇率之间的
对数差总是稳定的外汇风险溢酬。[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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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el 定义“真实的外汇风险溢酬”（true risk premium）为：[6]

trpENGEL =
ft − Et ( sT ) − 0.5σ s2T + covt ( sT , pT )

(2.14)

Engel 所定义的“真实外汇风险溢酬”与笔者在(2.6)式与(2.11)式中所定义的
外汇风险溢酬有两个显著差别：
首先，从数学表达上看，Engel 所定义的外汇风险溢酬为远期汇率对数值与
预期的到期即期汇率对数值之差（这一定义在 UIP 或者“远期外汇无偏假说”中
经常被用来当作是远期汇率预测误差的测度指标），而笔者认为，这一定义与金
融学概念中的“风险溢酬”并不吻合。风险溢酬本指投资者投资承担系统性风险
所要求的超出无风险利率部分的额外报酬，因而合理的定义应该是投资者的预期
收益率减去无风险利率，对应到外汇风险溢酬的计算中，即预期的到期即期汇率
对数值与当前远期汇率对数值之差。
第二， Engel 所定义的“真实外汇风险溢酬”考虑到了通货膨胀（或未来价
格水平）。此外，在 Wickens 和 Smith、Simth 和 Wickens 以及 Matos 等人的文章
中都有类似考虑。[20]

[21] [22]

然而，笔者认为，式(2.13)所代表的投机策略在 t 到

T 的时刻内并不存在资金占用：投资者完全可以将未来用于交割远期外汇协议的
资金进行保值处理，并不需要承担额外的通货膨胀风险。事实上，从远期汇率和
预期即期汇率的价格关系[公式(2.4)]上而言，本国未来的通货膨胀已经通过无风
险利率在远期价格中得到了反应，作为超额收益的外汇风险溢酬不应该直接与物
价水平建立联系；从无套利组合的构建上来看，由于投资者在构建外汇的无套利
组合时不需要额外资金的投入，因而通货膨胀也不应该被放到外汇市场的无套利
条件中来。
基于以上两点原因，笔者认为，合理的外汇风险溢酬度量模型依然应该按照
式(2.6)和(2.11)提出的方法计算。
关 于 (2.11) 式 中 的 方 差 调 整 项 ， 早 期 的 文 献 对 这 一 问 题 进 行 过 探 讨 。
McCulloch 就曾指出，由于汇率的波动率非常小，(2.11)式中的风险调整项可以忽
略。然而，McCulloch 能得出这样的结论与他所使用的样本有明显的联系：他使
用了 1921 年至 1936 年美元对英镑汇率的季度数据，计算了这些汇率变化率的无
条件方差，得出方差的估计水平约为 0.0029。[23] 由于 20 世纪 20 到 30 年代的汇
率制度还处于金本位制度，汇率变化远不及现在浮动汇率变化频繁，这一方差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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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汇风险存在风险溢酬吗：基于随机贴现因子的研究

不能反应现代汇率制度下外汇投资所面临的真实风险。在后续的一些文献中，例
如在 Backus 等人的研究中就发现，尽管他们的样本期包括 1974 年到 1990 年的
汇率变化情况，但他们依然没有考虑关于风险调整项的问题（值得注意到是，此
时他们估计出的方差已远远大于 McCulloch 的水平，他们估计出的英镑对美元的
无条件方差高达 0.03）。[24] 然而，后续的研究却表明，汇率的变动事实上存在明
显的条件异方差现象（对此 2.1.3 节将详细讨论），这有可能对外汇风险溢酬的计
算带来一定的影响。本文将在第 4 章对外汇风险溢酬的条件异方差问题进行探讨。
2.1.3 外汇风险溢酬的时间序列特征
事实上，针对(2.1)式𝛼𝛼系数的早期研究为判断外汇风险溢酬的时间序列特征
提供了有价值的经验依据。Mayfield 和 Murphy 在研究法国法郎、瑞士法郎和马
克兑美元的汇率时就发现：如果允许一个时变的截距项存在，他们则无法再拒绝
𝛽𝛽 = 1的原假设。[25]

Cheung 系统地研究了外汇风险溢酬的时间序列形态。他将外汇的风险溢酬

[他定义的外汇风险溢酬为：𝑓𝑓𝑡𝑡 − 𝐸𝐸𝑡𝑡 (𝑠𝑠𝑡𝑡+1 )]看作是一个遵循低阶 ARMA 过程的不

可观测变量，并允许风险溢酬中的新息（innovation）与过去的汇率变动相关。
他考察了 1973 年 7 月至 1987 年 12 月英镑、马克、日元兑美元汇率的月度数据，
并发现外汇的风险溢酬具有很大的方差。[26] Backus 等人的研究验证了上述结论。
[24]

Bekaert 用向量自回归模型（vector auto-regressive，VAR）考察了 1975 年 1

月到 1991 年 1 月德国马克、日元和英镑兑美元的 1 个月和 3 个月远期汇率数据，
他发现外汇的风险溢酬表现出巨大方差，并且不同期限的风险溢酬间表现出很强
的相关性。[27] Marrinan 和 Canova 对外汇风险溢酬时间序列形态的研究颇具概括
性：他们研究了美元兑法国法郎、英镑、日元、瑞士法郎和加元从 1974 年 7 月
至 1986 年 10 月的月度数据，以及从 1975 年 1 月到 1991 年 9 月的 3 个月汇率数
据，均发现外汇风险溢酬具有大方差、高序列相关以及由于波动率类聚带来的条
件异方差性。[28] 冯博对 1997 年至 2005 年美元兑日元、欧元、英镑、澳元、加
元、瑞士法郎以及新西兰元 1 个月到 5 年的远期汇率日数据进行了考察，同样证
实了 Marrinan 和 Canova 所指出的外汇风险溢酬时间序列特征。[29]
综上所述，尽管关于外汇风险溢酬的理论模型学界尚无统一的观点，关于外
汇风险溢酬的时间序列性质已在学界得到了基本一致的结论：在早期的样本中，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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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汇风险溢酬表现出很强的时变性，具有较大的无条件方差，并表现出自相关和
条件异方差。这也就是为什么在近来的研究中，学界经常使用 GARCH 模型来拟
合外汇风险溢酬的时间序列数据的原因。关于 外汇风险溢酬的这一时间序列特征，
本文将在后续实证部分采用新的样本予以重新验证。
此外，2.1.2 节的分析从理论上表明，外汇风险溢酬是现实世界中市场定价
机制下切实存在的投资者对于承担外汇风险所要求的回报。也就是说，外汇风险
溢酬是否存在只受到外汇风险是否是系统性风险的影响。Fama 回归本身并没有
就此提出更多的信息。换言之，尽管不同学者对 Fama 回归使用不同样本期检验
得出了诸多经验结论，但这些经验结论本身并不足以从理论上证实或证伪外汇风
险溢酬的存在性。因此，2.1.1 节中提到的部分对于𝛽𝛽是否显著异于 1、是否存在
币种差异的研究并不具有经济上的说服力。这也就是为什么本文需要从理论层面
来分析外汇风险溢酬存在性及其影响因素的原因。
还有一点需要说明的是，Fama 回归对外汇市场的自由定价和无套利条件成
立有很高的要求。如果选用的货币不满足汇率市场化和资本的自由流动这些基本
条件，其结论的可信度就会大打折扣。这就包括前文提到的 Frankel 和 Poonawala
以及 Bansal 和 Dahlquist 等人的研究。Bansal 和 Dahlquist 的样本中包括了新加坡
元（1986 年至 2005 年的数据）、港币（1986 年至 2001 年的数据）以及日元（1976
年至 2002 年的数据）[15]，Frankel 和 Poonawala 的样本同样也包括了港币、新币
以及新台币从 1996 年开始的数据[14]。港币实行的是“联系汇率制”；新加坡长期
坚持“新元非国际化策略”
，对新元的买卖存在严格的管理；早期的日本和中国
的台湾地区在资本项目上都有不同程度的管制措施。这些非市场化的样本极大地
影响了他们研究结论的可靠程度。事实上，在外汇这一研究领域，各国家和地区
的汇率政策及资本管制政策变动对于样本选择的影响不能忽略。
本节对文献的整理和回顾表明：就早期的样本来看，外汇风险溢酬是一个切
实存在的变量，它具有高波动性以及条件异方差等时间序列特征。而本节的文献
并没有表明，外汇风险溢酬将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根据金融学的基本原理，一
种资产的风险溢酬取决于两方面的因素：一是投资者的风险厌恶程度，二是投资
者所承担的风险与系统性风险相关的部分，即所谓的“风险因子”（risk factor）。
找到外汇风险溢酬对应的风险因子因而成为了外汇风险定价中的一个重要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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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内容。本章接下来的部分将回顾学界在研究外汇风险的风险因子因子这一方面
所取得的进展。

2.2 外汇风险溢酬定价：基于消费的模型
研究者们首先考虑的风险因子就是居民的消费：一方面，国际金融理论认为，
汇率反映了宏观经济的变动情况，而消费经常是宏观经济研究中最重要、最根本
性的变量之一；另一方面，传统的微观资产定价理论也对消费和资产价格之间的
关系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这一研究的起点就是欧拉方程（Euler equation）。
如果假设代表性投资者的效用取决于消费，效用函数为时间可分（time
seperable），则有 ①：
 β u ' ( CT ) 
1 = Et  Rt

u ' ( Ct ) 


(2.15)

其中，Rt表示投资者从t到T时刻所获得的投资收益率 ②，C表示对应时期的消
费

③

，u’(·)表示效用函数的一阶导数。进一步，假设效用函数满足常用的常相

对风险厌恶设定形式（constant relative risk aversion，CRRA），即：
u ( Ct ) =

1
Ct1−γ
1− γ

同时，外汇市场投资的超额收益率为 ④：
ST − Ft
St

①

本文第 3 章将在随机贴现因子的框架下推导此方程并解释该方程的经济含义，此处仅给出结果。

②

Engel 认为：Rt 应代表投资者从 t 到 T 时刻所获得的实际收益（即应该扣除通货膨胀率）
。[6] 然而笔

者在 2.1.2 节中已指出，是否扣除通货膨胀与投资者的投资策略是否存在资金占用有很大联系。在远期
外汇投资这一问题上，笔者认为，不考虑通货膨胀是更为合理的模型设定。
③

这里的消费实质上指的是居民的个人消费。但是在资产定价的研究中，由于最后观测到的是各个不

同的投资者相互作用而形成的价格，因此经常假定存在“代表性投资者”
，市场上所有的投资者都与该
“代表性投资者”存在相同的偏好、约束等，由此，
“代表性投资者”的消费即可直接加总，形成社会
的总消费。因而理论模型中研究的居民个人消费这一微观变量在实证中往往被转为社会总消费这一宏
观变量。
④

这种定义外汇市场超额投资收益率的方式是极不严格的，但在这一领域的研究文献中被广泛使用。

下文将予以具体说明，并给出严格定义的外汇市场投资超额收益率。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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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假设式(2.15)中所有的变量都服从对数正态分布，则易得：
1
Et ( sT ) =
f t − vart ( sT ) + γ covt ( sT , cT )
2

(2.16)

即得外汇的风险溢酬为：
1
ln Et ( ST ) − ln=
rp
=
Ft Et ( st ) − f t + vart ( s=
γ cov t ( sT , cT )
t
T )
2

(2.17)

其中，各小写字母代表的为各对应大写字母代表变量对应的对数值。(2.17)表明，
外汇的风险溢酬取决于预期未来即期汇率的变化与消费变化的相关性。
需要特别说明的一点是，推导(2.17)式所使用的外汇市场超额投资收益率的
定义方式是很不严格的，尽管几乎所有研究消费变化与汇率变化之间关系的文献
都使用了这种定义方式。在推导(2.17)式时所使用的外汇市场超额投资收益率事
实上代表的是这样一种投资策略：在t时刻签订一单位的远期合约，约定到期可
以以𝐹𝐹𝑡𝑡 的价格获得一单位外币。投资者同时在t时刻将1⁄𝑅𝑅𝑡𝑡 单位 ①的本币投入国债

市场，买入T时刻到期的无风险债券，则在时刻T，投资者拥有 1 单位的本币，执
行远期合约，获得1⁄𝐹𝐹𝑡𝑡 单位的外币。

投资者获得外币后，按照 ST 的汇率将外汇转换成本币，因而其期末回报为：
ST
Ft

由此可得这一策略下，外汇市场的超额收益率应为：

 ST − Ft

 Ft


 Rt


将这一超额收益率与推导(2.17)式所用的外汇市场超额投资收益率相比，我们不
难发现：两者的差距在于：第一，分母是应该选用当前的即期汇率还是远期汇率；
第二，是否需要对无风险利率进行调整。幸运的是，不论是无风险利率还是当前
的远期汇率都是在 t 时刻已知的变量，与消费的跨期替代等变量没有相关性。因
此尽管推导(2.17)式时所使用的超额收益率其经济含义有欠缺，然而它的基本结
论却不会受到任何影响。
式(2.15)和(2.16)给出了外汇风险溢酬与消费之间的联系，学界由此估计(2.15)
和(2.16)式模型的参数，以检验消费能否解释外汇风险溢酬出现的巨大变化，其

①

这里𝑅𝑅𝑡𝑡 = 1 + 𝑟𝑟𝑡𝑡 。其中，rt 为 t 时刻到 T 时刻的无风险利率。式中省略了时间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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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𝛾𝛾的值，即风险厌恶系数，成为检验这一模型是否合理的重要标准。大量文献
均表明：𝛾𝛾的合理取值在 2~3 之间。Romer认为，对𝛾𝛾的最大估计不能超过 4。[30]
然而Mark的结论第一次对基于消费的外汇风险溢酬模型提出了挑战。他使用了
1973 年到 1983 年的美元兑荷兰盾、德国马克、英镑以及加元的月度汇率数据，
并使用了两种消费指标：美国的非耐用品消费以及非耐用品加上服务的消费。为
从消费中剔除人口增长的影响，他将消费除以每月的人口，最终获得了人均的消
费数据。他使用广义矩法（generalized method of moments，GMM），在 CRRA的
框架下估计了式(2.15) ①，最后得到的𝛾𝛾为 17.51（使用非耐用消费品作为消费的变
量）和 43.51（使用非耐用消费品加服务作为消费的变量），而且两个系数都不显
著。[31] 这一结论被后来的研究者不断证实，如：Modjtahedi（报告的𝛾𝛾值在 6.5
到 64 之间）等。[32] 这一发现与Mehra和Prescott指出的股票市场上的“股权溢价
之谜”
（equity premium puzzle）颇为相似，都是简单的消费模型不足以解释巨大
的风险溢酬。[33]
Backus 等考察了更复杂的消费模型。[24] 鉴于引入时间不可分的“偏好停留”
效用函数（habit persistence）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更好地解释“股权溢价之谜”，
他们将这一设定也引入了对外汇风险溢酬的研究。他们使用的效用函数为：
∞

U t = Et ∑ β k u ( dt + k )
k =0

d 1−γ − 1
u ( dt ) =
1− γ
d=
Ct − α Ct −1
t
注意到在这一效用函数中，他们新引入了一个参数𝛼𝛼，用以度量上一期消费对当
期的影响。其他参数与(2.16)式推导中所用的参数意义一致。比较这一效用函数
与时间可分的 CRRA 效用函数，我们不难看出，Backus 等维持了 CRRA 的假定，
而引入了时间不可分的偏好停留概念。在这一效用函数的设定框架下，他们得出
了边际效用的表达形式，并将其带入原始的定价公式：

Et ( M T Rt ) = 1
①

Mark 估计的方程与式 2.15 略有区别：Mark 考虑了通货膨胀因素，从而进入他估计方程的变量不是

外汇市场的名义投资收益，而是实际收益。[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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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ckus 等注意到了外汇风险溢酬与“股权溢价之谜”的不同之处：外汇风
险溢酬的长期无条件均值为 0，但存在巨大的方差。他们使用 1974 年到 1990 年
加元、法国法郎、德国马克、日元、英镑兑美元汇率的月度数据计算外汇市场的
“超额收益“（其实质就是本文定义的外汇风险溢酬），以非耐用品的消费和服务
作为消费的替代变量，并使用消费增长率、通货膨胀率以及外汇升水作为工具变
量。他们估计的风险厌恶系数高达 107.38（对应标准差为 46.86），偏好停留系数
为-0.79（标准差为 0.88）。[24]
Backus 等还使用马尔可夫链对偏好停留框架下的外汇风险溢酬进行了模拟。
他们从现实世界中获得了消费、通货膨胀与外汇贴水的数据输入模型，试图找到
合适的参数以拟合现实世界外汇风险溢酬的一阶、二阶矩。他们发现，必须将模
拟的风险厌恶系数提高到 10，并将偏好停留参数提高到 0.86 时，他们的模型才
能模拟出外汇风险溢酬各阶矩的情况。然而他们发现，一方面，如此高的风险厌
恶程度和偏好停留参数已经远远超出了正常的资产定价模型所使用的参数水平。
当他们用这样的参数模拟欧洲美元的短期利率时发现，模拟出利率的波动率是真
实利率波动率的 200 多倍；另一方面，这一模拟参数仅仅能刻画外汇风险溢酬的
一阶和二阶无条件矩，却无法刻画外汇风险溢酬序列的自相关特征。[24] 因此，
尽管 Backus 等认为他们的模型一定程度上改进了消费模型刻画外汇风险溢酬的
准确度，但这种改进相当有限，并没有本质上解决模型出现过高的风险厌恶系数。
(2.15) 式 所 描 述 的 欧 拉 方 程 事 实 上 就 是 基 于 消 费 的 资 本 资 产 定 价 模 型
（consumption based capital asset pricing model，CCAPM）。定义
MT =

β u ' ( CT )
u ' ( Ct )

并定义
Rt = 1 + rt
其中，rt 为 t 时刻到 T 时刻本国的无风险利率。
易证明：

rp = − Rt covt ( M t , Rt )

(2.18)

综上所述，从实证角度来看，基于消费的模型在为外汇风险溢酬定价时遇到
了不小的问题。Engel 认为，这是因为消费本身的方差过小，无法解释外汇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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溢酬所出现的巨大波动。[6] 此外，与股权溢价之谜不同之处在于：大量学者还
试图研究 Fama 提出的远期贴水与外汇风险溢酬之间明显的负向关系，而这在传
统的消费模型框架下很难得到解释。这使得外汇风险溢酬的研究更具挑战性。
Matos等对基于消费模型的外汇风险溢酬定价问题进行了更细致的讨论。他
们认为：外汇风险溢酬定价遭遇的困难与“股权溢价之谜“本质上是一致的，都
是源自于纯消费的模型无法解释资产超额收益率中出现的巨大方差。他们研究了
1990 年至 2004 年加拿元、德国马克 ①、日本、瑞士法郎以及英镑兑美元的汇率，
利用纯统计的方法构造了一个随机贴现因子，并发现这个因子能够为外汇风险溢
酬准确定价。[22] 尽管Matos等发现他们构造的因子具有很好的定价能力，然而他
们的因子仅依赖于统计方法获得，缺少可解释的经济含义。
需要特别指出：基于消费模型的外汇风险溢酬定价遭遇困难，看起来与“股
权溢价之谜”多有相似之处，然而两者事实上存在本质上的不同。换言之，即使
基于消费的模型能够解决“股权溢价之谜”，这一模型在外汇领域的应用依然受
到极大制约。消费模型的核心在于式(2.15)的欧拉方程。学界在这一领域的工作
无非是引入更复杂的效用函数，计算边际效用并代入式(2.15)进行参数估计。欧
拉方程的推导中假设投资者的效用函数取决于消费。以时间可分效用函数为例，
投资者将按照下式最大化他们当期和预期的总效用：

{

}

max u ( ct ) + Et  β u ( ct +1 ) 
{ξ }

投资者将获得一定的初始禀赋，在消费和投资中进行分配，这构成了模型的
约束条件：
c=
e t − ptξt
t

(2.19)

到下一期时，投资者的消费能力取决于下一期的禀赋以及投资获得的收益：
c=
et +1 + xt +1ξt +1
t +1

(2.20)

将(2.19)和(2.20)式代入效用函数，并对投资求导数，令一阶导数为 0 即得
(2.15)式的欧拉方程。仔细观察我们不难发现：在推导欧拉方程的过程中，投资
者的投资决策与具体的消费决策是相对独立的，资产价格的变化只会影响投资者
的到期回报，即投资者收入，并通过影响投资者收入来间接影响投资者的总体消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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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决策，这一过程等价于微观经济学中所说的证券价格的“收入效应”。当讨论
股票、债券以及它们对应的衍生品时，收入效应的确已经基本完全地描述了资产
价格变化对投资者的全部影响，然而外汇却无法适用这一框架。由于汇率是两国
货币的相对价格，汇率的变化不仅会影响投资者到期的收入，还能影响投资者在
本国商品和国外商品之间的各期消费决策，使定价问题变得异常复杂。例如，假
设本国商品与外国商品之间可以完全替代。当本币贬值，本国商品相对价格下降
时，如果投资者全部持有本币，这意味着他的实际购买力并不发生变化，此时汇
率变化对于投资者的消费决策没有影响；如果投资者全部持有外币，这意味着他
的实际购买力将增加；更复杂的情况是，如果投资者持有的货币是一部分本币、
一部分外币，投资者同时依赖于对本国商品与外国商品的消费，并且两国商品间
存在一定的不可替代性，这时候，汇率变化对于投资者最终效用的影响将不仅仅
取决于投资收益的变化，即资产的收入效应，还取决于相对价格变化对投资者具
体的消费选择行为的作用。也就是说，与一般资产不同之处在于，外汇资产价格
的变化不仅具有收入效应，还具有替代效应，两者之间的大小取决于投资者所持
货币结构、两国间商品的替代弹性等因素。如何将这些因素成功地纳入汇率定价
模型，现阶段还没有文献对这一问题进行专门探讨。
本节的分析表明，消费模型在拟合外汇风险溢酬的时间序列时效果却不如人
意，因此学界的工作转向使用扩展到资产定价模型来拟合外汇风险溢酬的时间序
列，以此研究外汇风险的风险因子。目前，针对外汇风险溢酬定价模型的扩展研
究主要有两类：一是引入更复杂的模型来考察或拟合外汇风险溢酬的时间序列特
征；二是引入更多的因子来解释外汇风险溢酬或给外汇风险溢酬定价。

2.3 对基于消费的外汇风险溢酬定价模型的扩展
2.3.1 跨期资本资产定价模型
在 CCAPM 模型的推导中，我们将 MT 与消费者的跨期替代挂钩，而如果将
MT 与一系列代表财富变化和代表投资机会集变化的状态变量挂钩，我们则可以
得到跨期资本资产定价模型（intertemporal capital asset pricing model，ICAPM）。
Cochrane 给出了详细的证明。[34] ICAPM 的设定形式为：
0
Et ( Rti − R=
βti Et ( Rtb − Rt0 )
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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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𝑅𝑅𝑡𝑡0 代表与贴现因子 MT 不相关资产的收益率（可以理解为无风险收益率），
𝑅𝑅𝑡𝑡𝑏𝑏 代表均方边界上的任意一点，它可以看成最小方差资产组合的收益率𝑅𝑅𝑡𝑡𝑚𝑚 与𝑅𝑅𝑡𝑡0
的线性组合：

b
Rt=
ω Rtm + (1 − ω ) Rt0

Rtm =

β =
i
t

M Tm

2
Et ( M Tm ) 



cov ( Rti , Rtb )
var ( Rtb )

Hodrick给出了ICAPM在外汇市场上的应用。[5] 此时ICAPM表达式为： ①

 ST − Ft 
b
0
Et  =
 βt Et ( Rt − Rt )
 St 

(2.21)

其中：
 S − Ft b 
covt  T
, RT 
St


βt =
b
vart ( RT )

(2.22)

Mark 假定理性预期，在允许𝛽𝛽时变的条件下检验了(2.21)式。他所使用的市
场投资组合是美国、德国、瑞士、日本和英国股票市场指数的加权收益率，用以
检验对 1973 年至 1985 年间马克、瑞士法郎、日元以及英镑兑美元的汇率定价。
无风险利率 以美国 的 一个月国库券收益率为准。对于𝑅𝑅𝑡𝑡𝑏𝑏 − 𝑅𝑅𝑡𝑡0 ，Mark 使用
ARCH-M 过程建模。通过 GMM 估计，Mark 发现，𝛽𝛽确实存在很强的时变性。[35]

McCurdy 和 Morgan 使用多元 GARCH-M 模型对 1980 至 1988 年的英镑、加元、
马克、日元和瑞士法郎兑美元汇率的周数据进行了类似的研究，他们所使用的市
场组合是一个跨国的综合指数 MSCI，并且最后也发现了时变的𝛽𝛽系数。[36] 但
Mark 以及 McCurdy 和 Morgan 都认为，时变的“外汇风险溢酬”不足以解释“外
汇市场的超额收益”，即时变的𝛽𝛽系数不足以解释式(2.21)所表示的外汇市场超额
收益率。[35] [36]
郭炳伸等利用二元 GARCH-M 模型检验了新台币对美元的外汇风险溢酬。

①

注意到这里所使用外汇市场超额投资收益率也是不严格的外汇市场超额投资收益率。前文已指出，

这并不影响最后的基本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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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模型设定与 McCurdy 和 Morgan 相同，允许𝛽𝛽出现时变并使用 GARCH-M
模型。同时，他们还允许外汇风险溢酬的二阶矩与市场组合的二阶矩之间存在相
关性。与 McCurdy 和 Morgan 一样，为便于计量处理，他们的二元 GARCH-M
模型使用了 BEEK 设定，通过拟极大似然估计（quasi maximum likelihood，QML）
得到了模型的参数。他们的样本选择了 1993 年到 1999 年的新台币兑美元汇率日
数据，市场组合选择了台湾的股价加权指数。他们的结论表明：外汇市场确实存
在时变的风险溢酬，特别是在 1997 年东南亚金融危机时，外汇的风险溢酬出现
了急剧上涨，而且这一溢酬变化与股票的超额收益明显相关，后者能解释 12%
的外汇风险溢酬。但与 McCurdy 和 Morgan 不同，他们发现，𝛽𝛽对外汇市场超额
收益的解释力度达到了 57.5%。[37]
以上关于 ICAPM 的研究都证明了外汇风险溢酬的时变性，然而，他们将𝛽𝛽系
数能否解释外汇市场的超额收益看成是外汇风险溢酬能否解释外汇市场的超额
收益这一观点却有待商榷。事实上，从理论上来讲，(2.21)式的左端，外汇市场
的超额投资收益，本质上就是外汇的风险溢酬（忽略两者在数学形式上存在的细
微差别，两者从经济意义上讲完全一致）。而(2.21)式右边在理想条件下，应该是
一个充分分散的投资组合，不仅包括股票，还应该包括其他所有可以买卖的资产
甚至于人力资本，[34] 从而本节中所提到的几个𝛽𝛽系数仅仅是股票市场和外汇市
场之间的相关程度的代表。由于郭炳伸等的研究仅仅考虑了台湾股票指数对新台
币汇率的影响，其样本期还包括了金融危机时汇率和股票同样出现大幅波动的时
期，因此他们得出的𝛽𝛽系数能够解释外汇风险溢酬的巨大变动并不奇怪。[37] 同样
地，由于 Mark 以及 McCurdy 和 Morgan 选择了多国的股票指数进行加权，由此
得到的综合收益率自然难以解释一国的金融市场波动。[35] [36] 在第 3 章中我们将
证明，外汇的风险溢酬取决于两国贴现因子的相对关系，而如果将股票看成是市
场组合的模拟资产组合（mimicking portfolio），外汇的风险溢酬应该与两国的投
资机会集有关，而非一个任意给定权重的各国股票指数组合。换句话说，Mark
等人的结论恰好证明：在研究两国经济的情况下，引入其他无关国家的经济变量
并不一定能产生好的结果。
2.3.2 隐含变量模型与仿射模型
2.2 节所描述的 CCAPM 模型和 2.3.1 节所讨论的 ICAPM 模型都把外汇的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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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溢酬和各种可观测变量挂钩，以解释外汇风险溢酬的风险因子。然而，CCAPM
和 ICAPM 都遭遇了解释能力不足的问题，这使学界产生了的另一种研究思路：
放弃以可直接观测的变量来解释外汇风险溢酬，转而将外汇风险溢酬分解成一系
列不可直接观测的变量，再进一步利用统计关系建立不可观测变量与工具变量之
间的联系，从而刻画外汇风险溢酬的时间序列特征。隐含变量模型和仿射模型就
是这类模型的典型代表。需要指出的是，此时不可观测变量的分解以及与工具变
量的关联很多时候都是统计意义的关联，并不具有必然的经济联系，有的甚至无
法用经济学来直接解释。
1. 隐含变量模型
早期的这一类尝试就是所谓“隐含变量模型”
（latent variable method），其基
础依然来源于 ICAPM。因为在 ICAPM 的推导中，贴现因子 MT 已经与一系列代
表财富变化和代表投资机会集变化的状态变量挂钩，而不是像 CCAPM 一样与唯
一的消费相联系。在 ICAPM 的设定下，贴现因子可以作如下表示：
M T = a + b ' fT
其中，fT 就是代表财富变化和投资机会集变化的状态变量。
Hodrick的文献记录了早期针对隐含变量模型的研究。[5] 他们放弃了𝛽𝛽时变
的假定，转而假设𝛽𝛽为常数。在(2.21)式中，假定理性预期 ①成立，令式左边：
yt =

ST − Ft
St

而右边均方边界上的资产组合的风险溢酬为：
=
xt Et ( Rtb − Rt0 )

则(2.21)式对应的计量模型为：
=
yT β xt + uT

(2.23)

其中，ut 为 yt 的预测误差，并且 ut 与 xt 不相关。由于均方边界资产组合的风险溢
酬 xt 不可直接观测，从而将 xt 分解为一组在 t 时刻可观测信息 zt 的组合。

xt =α 0 + α 1' zt + ε t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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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2.24)代入(2.23)，则有：
yt =βα 0 + βα1' zt + vt

(2.25)

其中，预测误差为：
v=
ut + βε t
t
并且 ut、𝜀𝜀𝑡𝑡 都和 yt 正交。这就构成了隐含变量模型。

不同的学者使用不同的工具变量估计了隐含变量模型，其结论也不尽相同。

Hodirck 记录了早期一些研究者的工具变量选择，如滞后的外汇风险溢酬[38]、远
期外汇贴水[39]等。[5] 利用 1976 年到 1980 年法国法郎、日元、瑞士法郎、英镑
和德国马克兑美元的汇率数据，Hansen 和 Hodrick 发现，用外汇的超额收益率作
为工具变量，能够拒绝 UIP 的原假设，且不能拒绝隐含变量模型设定的原假设，
因而他们认为隐含变量模型是成功的。[38] Hodrick 和 Srivastava 以远期贴水作为
工具变量，使用到 1982 年法国法郎、日元、瑞士法郎、英镑以及德国马克兑美
元的汇率，却发现隐含变量模型的原假设被拒绝了。[39] Lewis 则考虑了不同的投
资期限。他以 1 个月外汇超额收益为工具变量，拒绝了隐含变量模型的设定，但
在 3 个月的外汇超额收益为工具变量时，则无法拒绝隐含变量模型的设定。[40]
关于隐含变量模型的研究在 20 世纪 90 年代早期较为活跃，但相互之间结论
并不统一。这与工具变量的选择有很大关系。随着随机过程在金融学研究的广泛
应用，特别是在利率期限结构研究方面所取得的进展，关于隐含变量模型的研究
逐步被关于仿射模型的研究所取代。
2. 仿射模型
隐含变量模型的研究框架扩展到随机环境后即成为仿射模型（affine term
strucutre model）。这一模型框架在动态利率期限结构模型的研究中经常被用到。
Duffie 和 Kan 对仿射模型在利率期限结构研究的应用进行了全面归纳。[41] Backus
等较早地研究了仿射模型刻画外汇风险溢酬的问题，并在接下来的研究中给出了
更严格的结论。[42] [43] Backus 等的研究方法将在 2.4 节进一步阐述，其基本结论
为：仿射模型无法刻画外汇风险溢酬的特征。[43]
Bernati 在 Backus 等

[42] [43]

的研究上进一步研究了外汇风险溢酬的仿射模型

设定。他考察了两类模型：三因子的 CIR 模型[44]以及三因子的 Longstaff-Schwart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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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45]。按照 Backus 等的结论，Bernati 将三个风险因子设定为一个共同影响两
国的因子和另外的两个分别影响各自国家的因子。他使用样本为 1980 年 1 月至
2004 年 12 月美元兑英镑的汇率以及两国的利率期限结构数据，运用极大似然法
联合估计了两国的随机贴现因子。他同样也发现：由仿射模型给出的风险溢酬与
现实数据有较大区别，而且他估计出的仿射模型同样不能解释 Fama 的回归结果：
例如，他估计出的三因子 CIR 模型对应的 12 个月 Fama 𝛽𝛽系数为 12.14，90%的
置信区间为[4.11, 18.26]，与经验事实的负𝛽𝛽完全不符，也不吻合理论值为 1 的原
假设。[46]
整体而言，仿射模型拟合外汇风险溢酬并不成功，更重要的一点是，目前针
对外汇风险溢酬的仿射模型研究还停留在能否使用仿射模型刻画外汇风险溢酬
中一些基本的经验事实，还没有深入到建立起因子与真实经济变量之间的进一步
关系。正如本节开头所说，目前关于仿射模型的研究只能被看成是隐含变量法的
随机版本，而在真正解释外汇风险的风险因子这一问题上，仿射模型的贡献相当
有限。
2.3.3 引入中央银行的扩展
上述的几类模型都是从投资者的角度出发，研究外汇风险溢酬与各个经济变
量之间的联系。而在汇率的研究中一个不能忽略的事实是，汇率的变化与一国的
货币政策变动有很大的联系。换言之，与其他资产价格的决定过程相比，中央银
行的干预在汇率决定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因此，有一类对外汇风险溢酬模型
的扩展试图将中央银行引入到外汇风险溢酬的决定过程中来。
引入中央银行的第一种扩展是资产平衡模型（portfolio balance models）。这
类模型的起点是基本的均值—方差框架，投资者最大化其效用函数：
Et (WT ) −

φ
2Wt

vart (WT )

式中的 W 代表了投资者各期的财富，而 φ 则反映了投资者的风险厌恶状况。在
这一类模型中，假定存在两国经济，且两国间可交易的资产只有两国的无风险债
券。从而对于本国投资者而言，他面临的风险是利率的变动，而对于国外投资者
而言，他所承担的风险除开利率风险之外，还包括汇率风险。对两国的投资分别
进行效用最大化，即可求出外汇风险溢酬与汇率变化、利率变化以及投资者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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厌恶程度之间的关系。
资产平衡模型的优势在于它从理论上引入了中央银行干预的可能。由于外汇
的风险溢酬将取决于两国市场上债券供求的变化，中央银行通过影响本国的债券
市场即可影响到外汇的风险溢酬。然而，资产平衡模型在实际应用中却遭遇到了
不少问题，Engel 将其归因于两方面：一方面是理论上的欠缺：用简单的均值—
方差效用函数来刻画投资者的投资行为使得模型的设定过于简单，也为模型添加
了很多额外的限制条件；另一方面是因为资产平衡模型在实证中根本无法拟合外
汇风险溢酬的时间序列特征，大量文献都发现，通过这一模型框架计算出来的风
险厌恶系数无法拒绝为 0 的原假设。[6]
引入中央银行的第二类扩展是一般均衡模型（general equilibrium model）。例
如 Lucas 就从两国经济出发，在极其简单的假定下由投资者的消费决策推出了外
汇风险溢酬的决定机制。中央银行进入 Lucas 模型的方式比进入资产平衡模型的
方式更为直接。Lucas 将货币供应量的变化也作为模型的内生冲击之一，从而中
央银行只需要调节货币供应量的变化就能够影响到汇率的变动。[47] 针对一般均
衡模型推导非常复杂，本文在此不予以详细讨论，但需要指出的是，一般均衡模
型是所有外汇风险溢酬模型最富有经济含义的模型，因此 成为国际经济学理论界
重点研究的内容。
2.3.4 外汇的风险因子
至此，本文回顾了外汇风险溢酬的研究中常用的几大类模型，我们不妨将外
汇风险研究中所涉及到的外汇风险因子做一个简单的归纳。
1. 宏观经济变量
2.2 节描述的消费模型是基于宏观变量的外汇风险溢酬模型的典型代表。除
此之外，通货膨胀也经常被作为宏观的外汇风险因子。Iwata 和 Wu 就国际投资
者究竟承担了那些宏观风险进行了讨论。他们利用结构化 VAR 模型考察了 1973
年至 1996 年的总消费、居民消费指数、短期利率、股票市场收益与汇率的关系，
他们所使用的汇率是德国马克、英镑、日元兑美元的月度数据。他们的结论表明，
源自于金融市场的风险（如股票收益率波动、短期利率波动）都得到了较好的分
散，而宏观风险（如消费、通货膨胀）则很难得到分散，因而这部分风险应该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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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外汇风险给予投资者风险报酬。同时他们还解释了宏观风险无法充分分散的原
因是源自于部分商品不可交易、运输成本的影响以及市场的不完全。[48]
2. 货币政策变量
Engel 建议将货币供应纳入外汇风险溢酬的研究中进行考察。[6] Wickens 和
Smith 指出，货币供应能解释外汇风险溢酬的很大一部分。他们的方法在 2.4 节
将详细阐述。[20] 一般均衡模型也将货币的供给和需求纳入了模型的考察范围。
此外，Kocenda 和 Poghosyan 对捷克、匈牙利、波兰和斯洛伐克等欠发达经济体
的研究发现，传统的宏观变量对外汇风险的解释力度相当小，而货币政策变量则
能解释很大一部分的外汇风险。[49] Meredith 和 Ma 对 1980 年至 2000 年 G7 国家
的汇率进行了研究，同样发现货币政策变化能够解释外汇的风险溢酬。[50] 他们
认为，正是货币政策对利率和汇率的同时影响，使得汇率的变动才会出现 Fama
回归的结果。
3. 微观市场变量
郭炳伸等的研究表明，汇率变化和股票市场其实有着密切的联系。[37] Kanas
利用 EGARCH 模型检验了美国、英国、日本、德国、法国和加拿大的股票市场
对汇率的波动溢出效应。他发现，除开德国之外，其他国家的股票市场收益率对
汇率变化有着明显的影响。[51] Misha 利用印度的数据、Doong 和 Lee 利用 2000
至 2008 年台湾、菲律宾、韩国、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的数据检验，都发现了
股票市场对外汇市场的波动溢出效应，这表明：股票市场的波动对外汇风险有着
不可忽视的影响。[52] [53]
债券市场的波动同样能影响到外汇市场。债券市场的波动实质上意味着市场
利率的变动，而前文大量的分析均表明：利率变动与外汇风险溢酬的负向关系已
经成为外汇风险这一研究领域的经验事实。Lim 和 Ogaki 建立了汇率与利率之间
的均衡模型。他们认为，国内短期利率的变化首先将直接影响外汇风险溢酬（定
义为“直接影响”），同时还将影响长期债券的超额收益（定义为“间接影响”
）。
由于投资者需要对冲利率风险，间接影响会影响到对国外债券的需求，从而影响
外汇的风险溢酬。当间接影响大于直接影响时，外汇的风险溢酬就会出现与远期
贴水的反向变化。[54] Wu 也承认，尽管利率变化不能解释所有的外汇风险溢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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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但它无疑是影响外汇风险溢酬的一个重要变量。[55] 最后，So 验证了在利率
与汇率变化间同样存在着波动溢出效应。[56]

2.4 外汇风险溢酬定价：基于随机贴现因子的模型
回顾 2.2 到 2.3 节的分析我们不难发现：尽管大量文献研究了单个风险因子
对于外汇风险溢酬的影响，但对外汇风险溢酬的研究缺少一个一般的框架，以同
时考虑各种因子的影响。随机贴现因子理论（stochastic discount factor，SDF）提
供了一个资产定价的统一框架，在不同的假定下能够推导出前文所讨论过的基本
模型。SDF 框架在外汇领域的应用起步较晚，Backus 等较早地推出了 SDF 和汇
率之间的关系，后续的研究包括 Bansal、Wickens 和 Smith、Smith 和 Wickens、
Backus 等、Cappiello 和 Panigirtzoglou 以及等 Eisenberg 和 Rudolf 等。[42] [57] [20] [21]
[43] [58] [59]

Backus等人利用SDF框架研究了汇率的模型设定问题。[42] [43] 他们利用完全
市场下SDF与汇率的核心关系 ①：
ST M T*
=
St M T

(2.26)

其中，MT 代表本国的随机贴现因子，𝑀𝑀𝑇𝑇∗ 代表外国的随机贴现因子。他们进一步

设定两国的贴现因子遵循的随机过程可以用仿射模型（affine term structure model）
描述，利用(2.26)式推出了汇率的表达式。在这一模型中，汇率既可以受到两国
共同因素的影响，也可以受各国单独因素的影响。Backus 等的目的是要考察哪
些仿射模型能够模拟出 Fama 的𝛽𝛽系数。他们的结论认为：首先，CIR 模型不能
模拟 Fama 的结果；第二，如果因子相互独立，且要求由随机贴现因子产生完全
正的短期利率，则所有的仿射模型都不能拟合出 Fama 的系数。他们进一步对模
型进行了放松，分别考察了允许短期利率为负以及允许因子间存在相关时的一般
仿射模型情况。在这样的设定下，仿射模型能够产生负的𝛽𝛽系数。但当他们用仿
射模型来模拟 1974 年 1 月到 1994 年 11 月英镑、马克和日元兑美元一个月汇率
的样本矩时，他们发现仿射模型必须设定很高的风险价格，产生的利率期限结构
也不符合经验事实，长期利率甚至高达 80%。因此，他们认为，仿射模型并不能
①

对 SDF 框架下外汇风险溢酬的各种关系本文将在第 3 章详细推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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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好地拟合汇率数据。[43]
而 Wickens 和 Smith、Smith 和 Wickens 则利用 SDF 框架讨论了外汇风险的
宏观风险源。他们并没有使用 Backus 等的汇率与贴现因子的关系，而是直接使
用 SDF 最基本的定价公式：
Et ( M T Rte ) = 0

其中，𝑅𝑅𝑡𝑡𝑒𝑒 代表投资的超额收益。利用这一等式，他们推出了外汇风险溢酬的决定
因素，即贴现因子与预期汇率变动的相关性。他们将 SDF 进行了不同的具体设

定，考察了不同模型下外汇风险溢酬的定价。他们考察的模型包括：CCAPM 模
型（风险因子为消费以及通货膨胀）、货币主义模型（风险因子包括货币供给与
货币需求）以及一般化的模型（包括了上述所有的风险因子），并使用常数条件
相 关 的 GARCH 模 型 （ constant conditional correlation GARCH model ，
CCC-GARCH） 进行了实证研究。他们考察的样本包括 1975 年到 1997 年 12 月
份英镑兑美元的汇率。他们的结论认为：货币模型对外汇风险溢酬的解释力度最
强，而包含机制转换的模型效果比不含机制转换的模型要好（他们认为，机制转
换指的是投资者风险厌恶的变化）。[20, 21]
Cappiello 和 Panigirtzoglou 的研究框架与前两者有所不同。他们将外汇看成
是一种与股票、债券无差异的资产，从而同一个 SDF 应该能准确定出股票、债
券和外汇的价格。Cappiello 和 Panigirtzoglou 沿用了 Backus 等的汇率与贴现因子
之间的关系。他们利用债券市场和股票市场的数据估计出 SDF，并利用式(2.21)
计算出外汇的风险溢酬，将其与实际的汇率变动进行比较。他们考察的样本是
1953 年至 2002 年英镑和德国马克兑美元的月度汇率。他们发现，用这种方法计
算出的外汇风险溢酬，特别是在金融危机的时候，确实反映了汇率变化的真实情
况。Cappiello 和 Panigirtzoglou 的结论很大程度上支持了股票、债券和外汇市场
之间存在一定内在关系的结论。[58]
Eisnberg 和 Rudolf 探讨了不同国家风险价格（风险溢酬）之间的相关性。根
据他们的模型，两国间资产价格受共同的经济因素影响，国家之间的区别在于风
险价格的差异。汇率与一国资产价格的相关性是各风险因子的权重与风险价格差
异的乘积。[59]
Eisnberg 和 Rudolf 利用 1988 年 11 月至 2002 年 9 月德国马克兑美元、日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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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镑两两间的汇率数据进行了实证。他们利用主成分分析从各国的多种股票指数
中找到了主成分，以此作为不同的风险因子并计算风险因子的因子载荷和风险价
格。他们发现：不同国家之间第一主成分的风险价格存在差异，而汇率确实是对
这种风险价格差异的反应。他们的研究建立了汇率与资产价格之间的新关系，但
遗憾的是这一方法无法说明他们分析出来的主成分究竟代表了怎样的风险源，也
无法说明 SDF 究竟反映了什么信息。[59]
以上的分析表明：SDF 作为一个统一的资产定价框架有着很强的包容性。它
既能用来寻找 2.2 节与 2.3.3 节中所提出的外汇风险源，也能够用来讨论外汇风
险溢酬的模型设定形式以及外汇风险溢酬与其他资产价格之间的关联，将 2.2 节
与 2.3 节探讨的主要问题都包括在内。此外，SDF 框架与 GMM 估计之间的对应
关系使得基于 SDF 的资产定价模型在计量经济处理中相对简单，且不失一般性。
对此，本文将在第 5 章展开讨论

2.1 节到 2.4 节对国外理性预期框架下关于外汇风险溢酬的文献进行了全面
整理。这一领域的研究文献尽管具体手段各异，但究其基本方法，都是以远期汇
率与未来即期汇率的关系为出发点，研究到期即期汇率与当前远期汇率对数差的
时间序列特征，并使用各类定价模型来解读其中蕴含的经济信息。令人遗憾的是，
到目前为止，不论是外汇风险溢酬的时间序列特征还是它所包含的经济信息这两
方面研究都远未成型。一方面，从纯实证角度来考察外汇风险溢酬的时间序列特
征对样本选择的依赖非常强。不同样本期、不同货币之间的结论存在很大的差异；
另一方面，从外汇风险溢酬的信息提取来看，大部分研究都集中在用单一的某一
因素来解释汇率的变动，即认为汇率变化中包含了某一类的信息，却没有一个有
效的模型框架能把各个模型整合在一起，探讨各个模型之间以及汇率定价领域一
些基本事实之间的相互联系。这些不足自然引发了一系列疑问：针对早期样本的
研究其结论在现在是否依然可靠？外汇风险溢酬在不同的样本区间内是否会表
现出一些不同的特征？外汇风险的风险因子究竟有哪些？这些问题都是本文将
进一步讨论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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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对外汇风险溢酬的研究文献进行了回顾，并探讨了外汇风险溢酬的度
量方式。本章将在此基础上基于随机贴现因子框架对外汇风险及外汇风险溢酬进
行进一步的研究。本章将讨论在随机贴现因子框架下，汇率以及外汇风险溢酬与
贴现因子间将存在怎样的联系？贴现因子与外汇风险溢酬之间的相关关系又包
含了哪些经济信息？

3.1 随机贴现因子的基本理论框架
随机贴现因子理论是资产定价领域的一般定价框架。Campbell 和 Cochrane
对这一理论进行了全面综述，本文在此仅介绍相关的关键结论。[60]
3.1.1 随机贴现因子的基本定价公式
随机贴现因子理论的基本定价公式是：

Pt = Et ( M T X T )

(3.1)

其中，𝑋𝑋𝑇𝑇 是任意资产在 T 时刻的回报（Payoff），这一回报既可以是确定性的，

也可以包含不确定因素。式(3.1)中的𝑀𝑀𝑇𝑇 看起来像是一个“贴现因子”，将资产未
来 T 时刻的回报“贴现”为资产当期 t 的价格，故名“随机贴现因子”
（stochastic
discount factor，SDF），在早期的文献中也被称作“定价核”
（pricing kernel）。SDF
中既包括了真实的贴现因素（即货币的时间价值），同时还包括了对于不确定性
的调整。
将(3.1)式两边同时除以价格𝑃𝑃𝑡𝑡 ，可得：


X 
1
Et ( M T Rti ) ≡ Et  M t T  =
Pt 


(3.2)

这里，𝑅𝑅𝑡𝑡𝑖𝑖 是经过价格“调整”的资产 i 回报，即单位资产的到期回报。注意到𝑅𝑅𝑡𝑡𝑖𝑖 与传

统定义中的资产收益率有密切关系。一般来说，资产的收益率𝑟𝑟𝑡𝑡𝑖𝑖 被定义成：
(𝑃𝑃𝑇𝑇 − 𝑃𝑃𝑡𝑡 )⁄𝑃𝑃𝑡𝑡 ，而这里的𝑅𝑅𝑡𝑡𝑖𝑖 实质上等于𝑃𝑃𝑇𝑇 ⁄𝑃𝑃𝑡𝑡 ，亦即：𝑅𝑅𝑡𝑡𝑖𝑖 = 1 + 𝑟𝑟𝑡𝑡𝑖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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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一类特殊的资产：货币市场账户。假定 t 时刻投资者以无风险利率 rt 投
资于货币市场账户，则到期 T 时刻，投资者将获得确定性的单位回报 Rt=1+rt。
由于 SDF 既可以给风险资产定价，也能给无风险资产定价，所以(3.2)式对于 Rt
同样成立，即：

Et ( M T Rt ) = 1
将(3.2)式减去上式，可得：
Et ( M T Rte ) ≡ Et  M T ( Rti −=
Rt )  Et  M T ( rti −=
rt )  0

(3.3)

𝑅𝑅𝑡𝑡𝑒𝑒 既指资产的超额回报，即资产的超额收益率。式(3.3)表明：任何经风险调

整后的资产超额收益其价格均为 0。

由于直接给出了收益率定价的简单形式，式(3.2)和式(3.3)在 SDF 定价框架
中被广泛使用。由于外汇风险溢酬本质上属于超额收益率，因此在这一领域，(3.3)
式给出的定价形式更为简单易用。
3.1.2 SDF 的存在性
Cochrane 证明：在金融市场上，如果一价定律（the law of one price）得到满
足，则满足(3.1)式的 SDF 必然存在。[34]
然而，“一价定律”事实上是一个很难被证实或者证伪的假定。在大量学者
针对资产定价的研究中，他们也是往往直接使用(3.1)式，而并未证明一价定律是
否得到满足。Cochrane 给出了一个比“一价定律”更严格，但能得到检验的进一
步结论：如果无套利条件（no arbitrage condition）成立， 则必然存在一个满足(3.1)
式严格为正的 SDF（注意到无套利条件本身包括了一价定律）。[34]
在涉及到汇率决定的研究中，有很多“平价条件”似乎给出了不同形式的外
汇市场一价定律和无套利条件。最有代表性的是三大平价理论：购买力平价
（purchasing power parity，PPP）、有套补的利率平价（cover interest rate parity，
CIP）以及在第 2 章中提及的无套补利率平价（UIP）。针对这些平价定理的检验
结果也不一致。MacDonald 和 Marsh 以及 Sarno 回顾了学界对这些平价定理的实
证研究结果。总的说来，PPP 和 UIP 在实证中得不到很好的支持，而 CIP 则得到
了学界的基本认同。[61] [62]
PPP 和 UIP 在实证检验中的失败是否意味了外汇市场不满足一价定律或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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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套利条件，从而无法使用 SDF 这一框架对汇率进行研究呢？事实并非如此。
实际上，不论是 PPP 还是 UIP 都没能真正给出外汇市场上的一价定律或者无套
利条件，因而对他们的实证检验不论其结果是证实还是证伪，都与外汇市场定价
理论的探讨没有必然的联系。
PPP曾广泛被认为是一价定律在外汇市场中的表现形式[63]，其核心理论认为：
两国间货币的汇率取决于两国间货币购买力之比。PPP的绝对形式 ①为：

Pi ,t = Si Pi *,t
即经过汇率调整的两国货币在两国的商品市场上应该具有同样的购买力。
PPP 将商品市场和外汇市场联系在了一起，换言之，它意味着不同国家间商
品市场的“一价定律”，但这与 SDF 成立所要求的证券市场一价定律并不是同一
概念。从定价的角度来看，一价定律并不是简单地意味着任何同样的物品在任何
市场都应该获得同样的回报，而是指同样的风险—收益组合在不同的证券市场中
应该得到同样的定价。这有赖于证券市场的重要特性，即：所有金融产品是完全
同质的，其差别仅在于给投资者提供不同的风险—收益组合。而这一特性在商品
市场完全不成立：消费者持有商品的目的主要不是用于投资（尤其是对于非耐用
商品），其消费决策还受到消费者偏好、生产者成本差异等因素的影响，商品与
商品之间绝不是完全的同质，因而也不能够用简单的风险—收益概念度量。一件
相同的商品，由于消费者偏好的不同，它在不同市场上得到的价格可能完全不同，
因此在商品市场上，“一价定律”本身就没有成立的理论基础。同时，PPP 与证
券市场的无套利条件也难以直接挂钩。证券市场的无套利条件要求证券市场一体
化、投资者能够以极低的交易成本自由买卖定价不合理的资产，然而在商品市场
中，市场的分割、消费者的差异以及较高的运输成本使得套利成本极高，甚至无
穷大，使无套利机制难以有效发挥其功能。因此，对 PPP 实证检验的失败，其
本质来源于商品市场与金融市场的差异，不能因此否定证券市场的一价定律或无
套利条件。
本文第 2 章对 UIP 也进行了探讨。UIP 的本质意味着远期外汇无偏假说，即
①

PPP 分为绝对 PPP 与相对 PPP，两者在表达形式上有区别，其实质是相似的。由于本文并非汇率决

定方面的专门论著，此处仅需要讨论 PPP 理论的不足之处，故没有对相对 PPP 进行分析。对相对 PPP
的描述和实证文献可参考 Sarno 等： The Economics of Exchange Rat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第 51-9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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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期汇率是未来到期即期汇率的无偏估计，而没有考虑到外汇风险溢酬的存在性。
真正的外汇远期市场无套利条件由 CIP 条件给出，即式(2.4)。其对数形式为：

( ft − st )=
(T − t )

r − rf

(3.4)

对 CIP 的检验目前理论界的结论较为一致：在经常被用作学术研究样本的主
要币种之间，CIP 条件是成立的。要求 CIP 条件的成立事实上对本文实证部分的
样本选择提出了一定的要求，本文将在下一章具体阐述。同时，还需要指出，
CIP 仅仅只意味着同一时刻 t 外汇远期和即期市场的无套利条件得到满足。但需
要再次强调的是，当前时刻 t 的远期价格与到期 T 时刻即期价格之间的差距即为
外汇的风险溢酬，这一结论并不依赖于 CIP 条件的成立。陈蓉和郑振龙从理论上
给出了证明。[19] 换句话说，即使 CIP 条件不成立，例如在一些存在资本项目管
制的外汇市场上，第 2 章提出的外汇风险溢酬度量方式依然成立，只是使用 SDF
的方法来探讨对应的风险因子遇到了挑战。
此外，还需要补充一点，SDF 存在的前提条件是要求整个金融市场满足“一
价定律”，正如前文所述，这是一个很难被证实或者证伪的条件，这也可以被视
作 SDF 理论框架目前的局限之一。在实际中，由于各个金融资产间微妙的区别，
我们很难在市场上找到风险完全相同的产品，尤其是对于基础性资产，因此也难
以检验相同风险的资产是否获得了同样的回报。本节中对 PPP 和 UIP 的论述目
的在于表明：实证中经常被证伪的 PPP 和 UIP 事实上并不能代表外汇市场不满
足一价定律或者无套利条件。同理，本文证明了 CIP，也并不能说明金融市场满
足无套利条件，而只能表明在远期外汇市场这个小范围内，无套利条件基本上是
成立的。从这个角度来看，本节的结论似乎应该采用如下的描述才更为合理：就
样本期的数据来看，我们找不到违背一价定律或是无套利条件的市场证据。因此
在接下来的研究中，与现有的文献一致，本文假定市场的无套利条件成立。
3.1.3 SDF 的唯一性
Cochrane 证明，如果市场是完全的，那么存在一个唯一的 SDF，能确定各
类资产的价格。如果市场不完全，则 SDF 并不唯一，所有的 SDF 和“真正”的
SDF 之间存在一个误差项，这一误差项与资产未来的回报正交，即：[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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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
M T + uT
T

Et ( uT X T ) = 0
从而得出了 SDF 方法的另一个局限：能很好地确定资产价格的一阶矩，然
而受到 uT 的影响，在刻画资产价格二阶矩的时候存在一定的困难。

3.2 外汇风险溢酬的理论模型
外汇是一类非常特殊的资产。在第 2 章分析基于消费的外汇风险溢酬定价理
论时，笔者曾指出，由于汇率兼具投资性资产价格和消费资产价格的双重属性，
外汇资产价格的决定很难照搬传统的金融资产定价理论。一方面，与股票、债券
一样，允许自由买卖的外汇也可以被看成是一种商品（或者证券）在外汇市场上
交易，投资者持有这种资产是期望未来获得更高的回报，或者锁定未来因为汇率
变动所带来的风险；另一方面，外汇资产的价格，即汇率，事实上衡量了各国货
币的相对价值，是各国间价格转换的依据。本节给出的两个模型分别从这两个角
度探讨了随机贴现因子与汇率之间的联系。这两个模型的起点都是基于一种在远
期外汇市场上获得超额收益的投资策略。
3.2.1 基本定价公式
为得到外汇风险溢酬与 SDF 之间的关系，我们首先需要得出形如式(3.3)的
外汇风险溢酬定价公式。假设两国经济充分开放，不存在任何形式的资本管制，
即本币和外币可以自由兑换。同时投资者也能在远期市场上自由交易。我们考察
无套利条件成立，并且市场完全的情况下，远期汇率与未来到期即期汇率的关系。
市场完全的假定意味着 SDF 唯一，而无套利条件则意味着这个唯一的 SDF 为正。
在这一假定下，Hodrick 给出的定价公式为：

Ft = Et ( M T ST Rt )

(3.5)

其中，Rt=1+rt，表示 t 时刻 1 单位无风险资产到 T 时刻的回报率。[5]
Engel ①给出的定价公式为：[6]

①

Engel 的文章中在涉及到这一公式时并没有明确提到随机贴现因子的概念，而是用了消费边际替代

率的表达形式。[6] 在消费模型框架下，这两者是一致的，因此笔者对他的公式形式略微做了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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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 − ST ) Pt 
0 = Et  M T t

St PT



(3.6)

Smith 和 Wickens 给出的定价公式：[20]
=
1 Et  M T (1 + rt + ∆ST ) 

(3.7)

他们最终得出的结论都是外汇的风险溢酬取决于预期汇率的对数与本国随
机贴现因子对数的协方差，即：

rp = cov ( mT , sT )

(3.8)

然而，正如第二章中所指出，外汇的风险溢酬是一个超额收益率，其中并不
含有通货膨胀风险，因此将物价水平变化纳入定价公式有失偏颇；而式(3.7)无法
从中直接考察外汇风险溢酬的定价问题。为建立起一个与(3.3)式相符合，并且具
有经济含义的基本定价公式，我们考虑这样的投资策略：
在 t 时刻签订远期合约，约定到期 T 时刻，投资者可以 Ft 的价格将 Ft 单位
本币兑换为 1 单位外币。投资者将外币卖出，获得 ST 单位的本币，这一笔交易
总的超额回报为𝑆𝑆𝑇𝑇 − 𝐹𝐹𝑡𝑡 ，期初资金占用为 0，因此 这一回报的期初价格为 0，有：
Et  M T ( ST − Ft )  =
0

(3.9)

式(3.5)与式(3.9)事实上具有相同的数学结果。在式 3.5 中，由于当前利率是
一个确定的变量，所以可以将右端期望算子中的 Rt 提到算子外。同时，由于 Rt
与贴现因子的期望值 Et(MT)互为倒数，将这一关系代入，整理，即可得式(3.9)。
实质上，(3.5)式也意味着一种投资策略：在 t 时刻将 Ft 单位的本币投入货币市场
账户，并买入 Rt 单位的远期，远期价格为 Ft，那么到时刻 T 时，投资者所获得
的回报即为 Rt 单位的外币，按照 ST 将其兑换为本币，这一策略的初始投资为 Ft。
这也证明本文所使用的基本定价公式(3.9)与式(3.5)在理论上的一致性。
3.2.2 外汇风险溢酬与随机贴现因子：汇率作为投资性资产的价格
得到了公式(3.9)后，下一步我们的目标是推导外汇风险溢酬与随机贴现因子
的关系。
假定式(3.9)中，MT 和 ST 服从联合对数正态分布，则有（所有的小写字母均
表示对应大写字母变量对应的对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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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Et ( mT ) + Et ( sT ) + vart ( mT + s=
Et ( mT ) + vart ( mT ) + ft
T )
2
2

进一步整理，有：
1
Et ( sT ) − f t + vart ( sT ) =
− covt ( mT , sT )
2

而：
1
=
rpt ln Et ( ST ) −=
f t Et ( sT ) − f t + vart ( sT )
2

从而：

rpt = − covt ( mT , sT )

(3.10)

我们再来考察外国投资者所面临的情况：由于外国投资者此时按照1⁄𝐹𝐹𝑡𝑡 的远

期价格买入 1 单位外币（外国投资者对应的外币就是我们刚才讨论中的本币），
到期的回报为(1⁄𝑆𝑆𝑇𝑇 ) − (1⁄𝐹𝐹𝑡𝑡 )，对应公式(3.9)我们有：

 1 1 
0
Et  M T*  −   =
S
F
T
t




(3.11)

(3.11)式中的加星号的贴现因子是国外投资者所使用的贴现因子。仿照(3.9)式的
推导，有：

 1  1

1 
1
Et ( mT* ) + Et  ln  + vart  mT* + ln  = Et ( mT* ) + vart ( mT* ) − f t
2
ST 
 ST  2

进一步整理有：
Et ( s=
T )− f

1
vart ( sT ) − covt ( mt* , sT )
2

(3.12)

由于此时投资者所处的角度发生了变换，因此，对于国外的投资者而言，此时的
外汇风险溢酬不再是

=
rp ln E ( ST ) − ln Ft
而是

1
 1 
1
rpt* = ln Et   − ln   = ft + Et ( − st ) + vart ( sT )
2
 ST 
 Ft 

(3.13)

将(3.13)带入(3.12)，可得，此时投资者面临的外汇风险溢酬为：
rpt* =
− cov ( mT* , − sT )

(3.14)

(3.14)和(3.10)具有一致的经济含义：投资者的外汇风险溢酬取决于本国贴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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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子与预期汇率之间的协方差。当本币贬值、外币升值（ST 值变大）时，如果贴
现因子出现正向变动，那么投资者需要风险溢酬较低；而如果贴现因子出现负向
变动的时候，投资者则要求较高的风险溢酬。当本币升值、外币贬值（ST）变小
时，投资者面临的情况正好相反。
上述贴现因子和预期汇率之间的关系略显抽象，为更清楚地解释这一结论，
我们将贴现因子与具体的风险源挂钩，例如消费。假设我们退回 CCAPM 模型的
情况，采用 CRRA 形式的效用函数，并假定效用取决于消费，那么贴现因子和
预期汇率之间的关系变成了消费的边际效用与预期汇率之间的关系：
rpt = − cov t ln u ' ( CT ) , sT 

而 CRRA 效用函数的二阶导数小于零，这意味着边际效用与消费之间存在
着负向相关，即消费越多，投资者从中获得的边际效用越少。将这一关系代入上
式，有：

rpt = γ covt ( cT , sT )
与(2.17)式的推导完全一致。这表明：在 CCAPM 模型的设定框架下，当投
资者预期本币贬值、外币升值，而且未来消费将增加时，他们需要更高的风险溢
酬。如果将外币看成一种资产，正的相关性意味着投资者的消费增加时，投资外
币使他们获得了额外的回报（此时外币升值），额外地增加了消费；或者投资者
预期消费减少时，投资外币的损失（此时外币贬值）减少了他们的可支配财富，
更多地减少了他们的消费。由于投资者为风险厌恶者，他们更担心在消费水平较
低时，额外消费的减少给他们带来的损失。因而这种资产对于投资者的吸引力较
小。要让投资者购买这种资产，意味着需要支付更多的报酬，即对应着风险溢酬
的增加。反过来，如果汇率与消费的相关性为负，则意味着投资者在消费减少时
可以获得一笔额外的收入，或者在预期消费增加时适当地减少一点消费。由于这
种资产使投资者的消费更为平滑，在消费水平较低时给予了投资者一定的补偿，
因此不需要支付太高的报酬即可让投资者购买这一类资产。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的这种解释是将 SDF 具体化为 CCAPM 模型时所对应
的经济分析。SDF 本身并没有给出任何关于消费与预期汇率变化之间相关性的信
息。事实上，第 2 章已经指出，汇率与消费之间的关系异常复杂，传统的资产定
价理论模型很难准确刻画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笔者在此将 SDF 具体化到
40

3 外汇风险溢酬定价的理论框架

CCAPM 来解释(3.10)和(3.14)式，意在对(3.10)和(3.14)两式提供一个直观的解释。
SDF 框架本身并不意味着外汇风险溢酬与消费之间的负向关系。关于外汇风险溢
酬与消费变化之间的关系，本文将在下面的章节进行探讨。
式(3.10)和式(3.14)的结论具有投资性资产的普遍性。利用类似的推导同样可
以得到：股票的风险溢酬同样也取决于预期股票价格变化与随机贴现因子之间的
相关性。(3.10)和(3.14)式中的随机贴现因子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经济真实波动的信
息，而式中不论是汇率变化还是股价变化，都仅仅意味着对应的资产能给投资者
提供更多或者更少的回报。然而外汇的特殊性在于：汇率是两国间货币的相对价
格，两国投资者所使用的汇率是简单的倒数关系。这一关系是否意味着汇率作为
消费性资产的价格也和随机贴现因子存在某种形式的联系？
3.2.3 外汇风险溢酬与随机贴现因子：汇率作为消费性资产的价格
假定有两个国家D和F。对D国投资者而言，由(3.2)式，对他投资的所有资产，
其收益率𝑅𝑅𝑡𝑡𝐷𝐷 定价为 ①：

(

1 = Et M TD RtD

)

记 F 国投资者资产的到期回报率为𝑅𝑅𝑡𝑡𝐹𝐹 ，由(3.2)式，同样有：
1 = E ( M TF RtF )

(3.15)

(3.16)

如果两国投资者均能在统一的完全市场上购买任何资产，并且市场的无套利
条件成立，满足(3.15)和(3.16)的贴现因子𝑀𝑀𝑇𝑇𝐷𝐷 、𝑀𝑀𝑇𝑇𝐹𝐹 分别存在，且都唯一并严格为

正。此外，由于(3.15)和(3.16)都是给收益率定价，因此尽管两国面临不同的货币
单位，但两式给出的价格 1 是直接可比的。
我们进一步考虑一种特殊情况：假定D国和F国的投资者都投资于以D国货币
为记账单位的无风险资产，那么两国投资者相比，风险暴露的不同在于外汇风险：
D国投资者不需要承担汇率波动对其收益的影响，而F国投资者需要额外考虑外
汇风险的变化。如果以D国货币为本币，记直接标价法下两国的汇率为S，则两

①

注意到此时的收益率并不一定是无风险利率，有可能和 T 时刻的贴现因子相关，故不能直接提到期

望算子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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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投资者投资于这项无风险险资产 ①所要求的收益率之间恒存在如下关系：
RtF = RtD

St
ST

(3.17)

将(3.17)代入(3.15)，有：



S
1 = Et  M TD T RtF 
St


记：
M TF ′ = M TD

ST
St

代入上式，有：

(

1 = Et M TF ′ RtF

)

(3.18)

尽管我们对(3.18)式的推导是基于投资者投资于以 D 国货币记账的无风险资
产，但事实上(3.17)两国投资者收益率之间的关系在我们假定的完全且完美市场
上对各类资产均成立：对于任一资产，两国投资者的唯一区别都在于汇率的调整，
因此(3.18)不仅仅对于无风险资产成立，对于市场上任何交易的资产都成立。换
言之，𝑀𝑀𝑇𝑇𝐹𝐹 ′也是 F 国投资者所使用的 SDF。而由于市场完全，SDF 唯一，那么：
F
F′
M
=
M
=
M TD
T
T

ST
St

或者
M TF ST
=
M TD St

(3.19)

(3.19)式给出了汇率与两国投资者随机贴现因子之间的关系：汇率实质上意
味着两国随机贴现因子之比。这一等式最早由Backus等在他们的工作论文中给出，
[64]

并在后续的部分文献中得到应用，然而至今为止也没有文献对这一等式的经

济含义作出很好地解释。事实上，Cochrane认为：SDF意味着不同测度下概率的
比值，而概率比值本身就意味着测度的转换（参见[65]）。[34] 这也意味着：SDF

①

这里的“无风险”与通常所说的无风险债券一致，即无信用风险。这项无风险资产对于 F 国投资者

而言依然存在有汇率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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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包含了所有与测度有关的信息 ①，它本身就是各个测度进行转换的“转换因子”。
因此，式(3.19)中左端两个SDF的比值意味着在定价时将外国的测度转换为本国
的测度，而“测度”在外汇的研究中就是不同货币记账单位。根据经济学的基本
原理：两国间记账单位的比值正是两国间货币的汇率，而这正是(3.19)式SDF与
汇率的关系。
尽管我们依然是从投资性资产的角度来推导(3.19)式，然而该式所反映的实
际含义就是汇率作为消费资产价格的属性：汇率是两国记账单位的比值，当比较
两国商品价格时，首先需要进行的就是汇率转换。
3.2.4 外汇风险溢酬与两国经济的关系
式(3.10)和(3.14)给出了外汇风险溢酬与贴现因子、预期汇率变化之间的联系，
而式(3.19)给出了汇率与两国间贴现因子的联系。一个自然的拓展就是将式(3.10)
[或(3.14)]与式(3.19)联系起来，建立外汇风险溢酬与两国随机贴现因子间的联系。
将(3.19)式对数化，有：
sT = mT* − mT + st

(3.20)

其中小写变量为对应大写字母所代表变量的对数形式。将(3.20)代入式(3.10)
和(3.14)：

(

)

rpt =
vart ( mT ) − covt ( mT , mT* ) =
σ mT − ρσ m* σ mT
T

=
rpt* vart ( mT* ) − covt ( mT , mT* )

(3.21)
(3.22)

由(3.20)还能推出外汇波动率与随机贴现因子、外汇风险溢酬的关系：
vart ( sT ) =
vart ( mT* ) + vart ( mT ) − 2 cov t ( mT , mT* ) =
rpt + rpt*

(3.23)

式(3.21)、(3.22)和(3.23)给出了一系列有趣的结论：(3.21)和(3.22)式给出了外
汇风险溢酬决定因素的相关信息，而(3.23)式则反映了国际金融学中著名的“西
格尔悖论”。本节对以上公式进行具体阐释。
1. 外汇风险溢酬的决定——对(3.21)、(3.22)式的解释
(3.21)式最右边等式的分解反映了外汇风险溢酬的本质。风险溢酬的定义等
①

这也是为什么笔者在 3.2.2 与 3.2.3 节所有推导中的期望算子后都没有加注测度标注的原因：关于测

度的信息已经被放到 SDF 中，期望算子此时便与测度无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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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风险价格乘以风险大小。从这个角度来说，如果把等式括号外的𝜎𝜎𝑚𝑚 𝑇𝑇 看成是一

国系统性风险的大小，外汇的风险溢酬实质上就是一国经济“超额波动”的风险
溢酬，其风险价格取决于两国间经济的相对波动以及两国经济的关联度。
首先，从两国经济的相对波动来看，在正常情况下，尤其是在发达经济体中，
各国经济增长速度较为接近，而且增长也较为平稳，两国经济的波动率都较小。
同时，由于发达经济体往往市场开放程度较高，市场一体化程度较深，两国经济
的相关系数也会较大。这意味着在正常情况下，两国间，尤其是发达经济体之间
的外汇风险溢酬绝对值将较小。但是当一国经济出现急剧恶化时，波动率加大，
外汇风险溢酬也将出现显著变化，直至一国经济再次趋于稳定。如果本国经济恶
化，𝜎𝜎𝑚𝑚 𝑇𝑇 激增，风险溢酬增加，本币将预期出现巨幅贬值；如果外国经济恶化，
则𝜎𝜎𝑚𝑚 𝑇𝑇∗ 剧增，风险溢酬为负，外币将预期出现巨幅贬值。这符合现实世界中经济
危机发生时汇率的变化情况。这一公式从理论上证实了本文第 2 章的假设：外汇
风险溢酬的时间序列特征的确有与样本选择有直接关系：经济平稳期与经济波动
期汇率的风险溢酬将表现出完全不同的形态。本文第 4 章将对此作进一步说明。
第二，从两国经济的相关度来看，(3.21)式也证明，国际经济的一体化趋势
能够减小两国间外汇的风险溢酬。当两国经济完全正相关时，外汇的风险溢酬为
两国经济波动之差；当两国经济不相关，即相关系数为 0 时，外汇的风险溢酬完
全取决于本国的经济波动，与外国的经济波动无关；当两国经济完全负相关时，
外汇的风险溢酬将等于两国经济波动的叠加。而在现实经济中，世界经济总表现
出一定的同向变动趋势，且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深入，各国经历之间的联动性在不
断提升。因此，一般说来，主要经济体间的相关系数为正值。这一结论的政策含
义是：开放一国的金融市场，加速世界市场一体化的进程能够更好地分散本国的
系统性风险，使本国汇率能够长期保持在相对稳定的水平上。
第三，(3.21)式还表明，与股票明显的正的风险溢酬以及利率经常出现的负
的风险溢酬相比，外汇风险溢酬的符号难以确定。汇率的风险溢酬取决于两国经
济的比差。(3.21)式仅仅能告诉我们，当一国经济平稳增长而一国经济剧烈动荡
之时，人们都会倾向持有经济平稳增长国家的货币导致该国货币升值。然而从长
期来看，除非有额外的信息表明一国经济增长的波动率能够持续明显小于另一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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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必然的证据能够证明一国货币将出现相对另一国货币出现长期升值或者贬
值。这与市场汇率所表现出的特性也是一致的。
此外，(3.21)和(3.22)式还表明，外汇的风险溢酬和外汇的波动率中同时包含
了两国经济的信息。这与汇率的经济学定义是一致的：汇率是两国货币的相对价
格。这对一些使用传统资产定价因子来确定外汇价格的研究提出了挑战。很多较
早的外汇定价模型沿袭了股票定价的思路，仅考虑本国因子与外汇投资收益率的
相关性，忽略了国外因子对汇率的影响。然而，正如(3.21)式表明：外汇的风险
溢酬不仅取决于一国经济自身的波动，还取决于两国经济及其关联程度，因此在
讨论外汇风险溢酬的问题时，我们没有理由仅从一国的范围内寻找风险因子。
2. 外汇风险溢酬中的测度转换——对(3.23)式的解释
(3.23)式表明，不同国家的投资者对同一对货币汇率的变化要求不同的风险
溢酬。具体而言，对于某一特定标价法表示的汇率，本国投资者的外汇风险溢酬
和外国投资者的外汇风险溢酬之间存在一个方差调整。这就是国际金融学界著名
的“西格尔悖论”（Siegel’s Paradox）。Siegel 发现，直接标价法下的预期汇率与
间接标价法下的预期汇率并非简单的倒数关系。[66] 这一结论从数学上非常容易
理解，由期望算子的非线性，有：

 1 
1
≠ Et  
Et ( ST )
 ST 
然而这一关系在经济上则显得有些难以解释，似乎仅仅标价法的改变不足以
影响投资者的预期。早期有学者，例如 McCulloch，怀疑这一悖论的存在性，他
发现这个悖论在实证中很难得到检验；[23] 甚至直到今日，还有一些学者将其归
因于投资者的非理性因素[67]或者预期形成机制的问题[68]。事实上，这一“悖论”
的本质并不是在于直接报价法和间接报价法数量上的区别，而在于不同测度的转
换，或者说，在于汇率的投资属性与消费属性结合在了一起。我们依然假定汇率
服从对数正态分布，则所谓西格尔悖论变为：

 1
ln Et 
 ST


σ s2T
 + ln  Et ( ST )  =


(3.24)

式(3.23)和(3.24)中的方差项究竟因何而来？事实上(3.19)式给出了根本原因：
方差项来源于货币测度的转换。为更好地解释这一悖论，我们回顾 3.2.2 节中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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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出的外汇风险溢酬：

rpt = − covt ( mT , sT )

(3.25)

rpt* =
− cov ( mT* , − sT )

(3.26)

(3.25)和(3.26)两式表明，如果在不同测度下，使用与对应测度相匹配的汇率标价
法，外汇的风险溢酬都只和本国的贴现因子有关，而如果将(3.19)式代入，即进
行所谓的测度转换，则同一测度，不同标价法下的外汇风险溢酬将出现方差调整
项，如式(3.27)所示。

rpt* =
σ s2T − cov ( mT , − sT )

(3.27)

rpt* − rpt =
σ s2T

(3.28)

或者：

Hull 用随机过程的方法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69] 我们用一个形象的例子来
说明这一问题。一名中国投资者如果投资于中国的人民币兑美元外汇市场，汇率
的报价方式为直接标价，如，1 美元=7 人民币。到期以人民币结算回报。此时，
中国投资者所使用的测度（记账货币）是本国测度，他的预期收益仅与汇率未来
的变动与经济的相关性挂钩，不存在记账单位的转换问题，即测度转换，这便是
(3.25)式的经济含义。
而如果一名美国投资者投资于美国的人民币兑美元外汇远期市场，例如美国
芝加哥商业交易所（Chicago Mechantile Exchange，CME）交易的人民币兑美元
外汇期货，同样使用美国投资者的直接标价：1 人民币=0.14 美元，并以美元结
算收益，那么美国投资者同样使用了他的本国测度：美元测度，因而他的预期收
益同样也只与汇率和经济之间的相关性挂钩，这便是(3.26)式的经济含义。
然而当我们把(3.26)式对应的美国投资者换成(3.25)的中国投资者，并且不改
变报价和结算方式，所谓的“西格尔悖论”就出现了。此时，汇率的标价方式变
成了间接标价法。由于中国投资者使用人民币，所以到期结算时，他必须将获得
的美元收益再次转化为人民币收益才能变成自己可支配的收入，因此，他面临测
度转换。我们可以将他的收益分成两部分考察：一部分依然是美元兑人民币汇率
的变动与经济的相关性，这决定了他在 t 时刻到 T 时刻的美元回报；同时他还需
要考虑到期时美元兑人民币汇率的不确定性：这影响 T 时刻他的到期美元收益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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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成可支配人民币收入的多少。这时候中国投资者的预期收益就需要弥补他面临
的两部分风险：一部分是对他到期美元回报的不确定性，这便是(3.27)式的协方
差项；还有一部分是对于到期美元回报转换为人民币收入的不确定性，这就是
(3.27)式的方差项。
实际上，直接标价法和间接标价法的区别，关键就在于它们隐含了货币测度：
直接标价法隐含以本国货币为基本测度，而间接标价法则隐含了以外国货币作为
基本测度。如果定价时使用了匹配的测度，亦即在计算对应的汇率时使用相应测
度的 SDF[一如上一节推导公式(3.10)与(3.14)]，直接标价法和间接标价法得出的
结论是一致的；而如果使用同一个测度进行定价，即相同测度的 SDF，那么首先
需要进行(3.19)式的测度转换。
“西格尔悖论”的出现正是将不同测度的资产在同
一测度下进行定价、比较的结果。
3.2.5 关于市场完全性的补充说明
本节得出的 SDF 与汇率之间的关系是在完全市场的假定下得出的，此时 SDF
唯一并且严格为正。当市场不完全时，SDF 的唯一性受到影响。此时，满足(3.19)
式的 SDF 依然可以找到，但是任意 SDF 和汇率之间严格的一一对应关系将不存
在。Cochrane 指出，当市场非完全时，贴现因子可以被看成是“真实”贴现因子
支付空间上的投影与一个正交扰动项的和。[34] 那么，在一个一体化但不完全的
两国市场上，记其回报空间为 X，则：

=
M T , IN proj ( M T | X ) + ε T
=
M T* , IN proj ( M T* | X ) + ε T'

其中，𝜀𝜀𝑡𝑡 和𝜀𝜀𝑡𝑡′ 均为与 X 正交的扰动项。

Brandt 等指出，尽管此时随机贴现因子不唯一，然而依然存在一对贴现因子

能够满足(3.19)式，即所谓最小方差贴现因子（minimum variance discount factor），
这一对 SDF 是唯一的。[70]

M T , MIN = proj ( M T | X )

(

M T*,MIN = proj M T* | X

)

(3.29)
(3.30)

如果用(3.28)和(3.29)替换式(3.19)中所使用的 SDF，则式(3.19)到(3.23)的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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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不会受到影响。然而在实际的计量处理中，穷尽支付空间内所有的回报，构建
类似于(3.29)或者(3.30)的 SDF 是一个极其困难的任务：一方面由于单一的模型
难以包括所有支付空间内可能的回报，另一方面还由于支付空间内的部分回报，
例如：人力资本的回报，难以用量化指标衡量。这也意味着在真正的经验分析中，
受定价误差影响，利用可得的数据构建出的 SDF 很难完全满足式(3.19)、(3.21)
等公式。

以上本章给出了外汇风险溢酬在 SDF 框架下的基本理论模型。本章的分析
表明：由于汇率既是投资性资产的价格，又是 消费性资产的相对价格，因此外汇
资产的定价与股票、债券的定价有一定相似之处，但却有着更为复杂的模型框架。
简单来说，一方面，外汇的风险溢酬与股票、债券等纯投资性资产相同，取决于
预期资产价格（汇率）的变化与 SDF 的相关性；然而另一方面，汇率本身又是
本国和外国 SDF 之间的转换因子，因而对汇率的预期中包括了对两国 SDF 变化
的预期，简单的一国模型已经不能刻画外汇风险的真实风险因子。
在接下来的章节中，本文将转入经验研究。本文将采用与传统研究不同时间
段的样本考察汇率的风险溢酬是否符合本章的理论分析。以本章的基本定价公式
为基础，本文还将考察到底哪些因素能参与外汇风险的定价，由此构建出的 SDF
能否复制公式(3.19)与(3.21)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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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对外汇风险溢酬的时间序列特征予以考察。本章将采取与国际传统文献
不同的样本进行研究，并与他们的结论对比，以探讨不同的样本区间是否对外汇
风险溢酬的时间序列特征造成影响，并进一步验证第 3 章的部分结论。本章首先
将对本文所用到的所有数据指标（含第 5 章）进行描述，随后将讨论英镑兑美元、
澳元兑美元以及美元兑日元外汇风险溢酬的时间序列特征。

4.1 数据
4.1.1 样本与指标选择
本章样本的选取首先考虑了样本数据的真实性与稳定性。在样本汇率选择方
面，本章使用了英镑兑美元、澳元兑美元以及日元兑美元三种汇率。由于本章需
要考察汇率变动与宏观经济的联系，只能使用月度指标，因此要求所考察货币的
存续时间较长，且在考察期间没有发生汇率政策、外汇管制政策等的显著变化，
故欧元由于数据期较短被排除在外。国外文献中经常使用的德国马克、法国法郎
也因为于 2002 年被欧元取代而无法被纳入研究样本。此外，由于本文考察的是
市场化汇率变动与各经济变量之间的关联，因而非市场化的汇率也无法被纳入本
文的研究样本，这包括亚洲地区的港币、新加坡元以及中国的人民币。
本文所选择的远期汇率主要是 1 个月、3 个月、6 个月和 1 年等 4 种期限。
到期期限较短（1 个月以内）的远期外汇合约尽管交易量较大，流动性也较高，
但由于到期期限较短，期间存在的不确定性较小，风险溢酬数据受到的干扰较多，
噪音过大，难以从中分离出真实的经济信息；1 年以上的远期外汇合约交易量过
少（郑振龙等发现：2007 年，到期期限在 1 年以上的远期外汇合约交易额为 70
亿美元，仅占整个远期外汇合约交易量的 2%，这一比例在 2007 年之前更低。[71]），
此时的外汇风险溢酬不完全反映纯粹的经济变动，还包括了流动性等其他因素的
影响。综合考虑远期市场信息的真实性和有效性，本文最终选择的远期汇率为 1
个月到 1 年之间的远期汇率。
本文选择的样本期从 1993 年 1 月到 2007 年 12 月，这是基于与国际文献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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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区间比对验证的考虑。由于针对资产价格与宏观因素关联度的研究需要较长的
样本期来估计模型参数，因此诸多早期的研究样本期都是从 1973 年布雷顿森林
体系崩溃之后开始的。20 世纪 80 年代之前的数据由于浮动汇率体系刚刚建立，
汇率频繁波动，各国的汇率政策也在不断调整，适逢经济危机的冲击，依赖于
20 世纪 80 年代之前数据所得的结论并非完全可靠。20 世纪 90 年代初爆发的英
镑危机带来了英国的汇率政策的重大调整，英国放弃了加入欧元区的努力。日本
在 1984 年解除了远期外汇市场的部分管制，废除了“实需原则”，并于 1985 年
签订《广场协定》，导致日元在投机资本的冲击下出现大幅升值最终酿成经济危
机。根据式(3.21)，外汇的风险溢酬取决于两国经济的关联度以及两国经济的超
额波动，因此前人研究样本中外汇风险溢酬都因为经济危机的冲击表现出了巨大
的条件异方差性，从一方面验证了(3.21)的结论。然而，前人的研究中鲜有关于
经济正常期外汇风险溢酬时间序列特性的相关结论，因此需要在经济正常期对
(3.21)式进行进一步的验证和支持。(3.21)式意味着，在经济正常期，两个高度相
关的经济体之间其外汇的风险溢酬很有可能不显著异于 0。基于这一考虑，本文
选择了 1993 年至 2007 年的样本。在这一时间段中，英国和澳大利亚没有受到大
的负面冲击，两国经济相对平稳；而 1997 年到 1998 年东南亚金融危机波及了日
本，日元的汇率表现出一定的波动。因此，本文的样本将从另一个方面来验证
3.21 式：在经济正常期，外汇风险溢酬将表现出怎样的时间序列特征？发生危机
的货币与没有发生危机的货币外汇风险溢酬在时间序列特征上有怎样的区别？
在风险因子指标的选择方面，根据第 2 章对前人成果的总结，本文选用三大
类指标：经济指标（具体包括：消费和物价水平）、政策指标（货币供应量）以
及微观市场指标（包括股票市场的收益率与债券市场的收益率）。货币供应量本
文选取的是各国的基础货币供应量，股票和债券收益率本文选取的也是相应市场
的代表性股价指数和利率水平。然而，针对宏观经济指标的选择，各类文献存在
很大的差异。Ludvigson 和 Ng 在针对债券市场风险溢酬宏观风险因子的研究中
曾对 132 个宏观指标分类进行主成分分析，以主成分作为对应的宏观解释变量，
他们认为，这种方法最大限度地利用了有效宏观信息。[72] 但是，这种方法一方
面对数据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另一方面，在研究汇率决定的问题时存在一定的缺
陷。由于主成分分析时，各个原始变量在主成分中所占的权重是用纯粹的统计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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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计算而得，这就使得在两国的主成分之间原始经济变量所占权重不一，两国的
主成分在经济上无法一一对应可比。因而本文依然按照传统的方法选择了消费和
价格水平作为宏观指标，而没有进行主成分提取。
需要指出的是，这一领域很多作者选用了国外数据库的月度居民非耐用品及
服务支出的数据作为消费的度量变量。然而笔者仅获得了消费的季度数据。关于
这一问题的解决有两种可行的方案：一种方法是考察与消费密切相关的其他月度
宏观经济指标，用这些指标的增长率为缺失的月度消费数据进行插值；而另一种
方法则是选择其他的消费度量指标。在本文的研究中消费的增长率是一个至关重
要的变量，第一种方法有可能带来信息的扭曲或者失真。因此，本文采用了第二
种方法，以社会零售商品总量作为消费的代理变量。Smith 和 Wickens 的研究中
也采用了这一代理变量。[20]
4.1.2 数据来源描述
本文使用的汇率数据来源于国际银行间市场的报价。其中，英镑兑美元
（GBP/USD）以及美元兑日元（USD/JPY）的即期汇率及 1 个月、3 个月、6 个
月和 1 年的远期汇率数据源于路透资讯系统（Reuters），澳元兑美元（AUD/USD）
的即期、1 个月和 3 个月远期汇率数据来源于彭博资讯系统（Bloomberg）。
GBP/USD 和 AUD/USD 均使用间接标价法，因而在研究时，笔者将美元看成本
币，即标价货币，将英镑和澳元看成外币。在接下来的分析中，对于这两个币种，
“本国”的变量均指美国，
“外国”变量指英国和澳大利亚。USD/JPY 使用直接
标价法，因此对于该币种的研究，
“本国”变量指日本，
“外国”变量指美国。所
有的远期汇率均按照点数报价，远期汇变动的 1 点对于 GBP/USD 以及 AUD/USD
两对货币均对应汇率变动 0.0001 单位，对于 USD/JPY 意味着汇率变动 0.01 单位。
本章所使用的利率数据来源于英国银行家协会网站

①

（British Bankers’

Association, BBA）所报出的伦敦银行间市场同业拆借利率（London Interbank
Offer Rate，LIBOR）。之所以选用LIBOR利率是因为本文所使用的汇率数据均来
自国际外汇市场，因而对应的利率应该反映国际市场的借贷成本而非国内市场的
资金借贷成本。BBA所给出的利率均为年化的普通复利利率。本文在计算时首先

①

网址为：http://www.bba.org.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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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普通复利转换为连续复利。
本章所使用的股票指数来源于雅虎财经网站 ①。按照一般选择，本文所选的
股票指数包括美国的标准普尔 500 指数（S&P 500 Index），英国的伦敦金融时报
百种股票指数（Financial Times Stock Exchange 100 Index，FTSE 100），澳大利亚
的普通股指数（Australian Security Exchange Index，ASX）以及日本的日经 225
指数（Nikkei 225 Index）。由于数据可得性的限制，本文使用LIBOR利率替代了
各国债券市场收益率。在一般市场情况下，LIBOR利率与债券市场收益率基本呈
同向变动关系，然而由于 2007 年下半年开始的次贷危机影响， LIBOR利率与债
券市场的收益率出现了较大偏差，无法再有效反映各国债券市场收益率的情况。
这也是为什么本文的外汇风险溢酬研究数据截止为 2007 年 5 月的原因。
最后，本文所使用的各国宏观数据来源于中经网 OECD 月度数据库。

4.2 外汇风险溢酬的计算与时间序列特征
4.2.1 外汇风险溢酬的计算
式(2.11)指出，用实际数据度量外汇风险溢酬的计算公式为：
rpt = sT − ft +

σ s2
2

(4.1)

其中，ft 为当前时刻的远期汇率的对数，sT 为远期汇率对应的到期时刻即期汇率
的对数，𝜎𝜎𝑡𝑡 为 t 到 T 时刻即期汇率收益率变动的标准差。而在诸多实证文献中，
外汇风险溢酬的计算直接使用(4.2)式：

rp=
sT − ft
t

(4.2)

(4.1)和(4.2)式的差别在于是否有方差项的调整。尽管 McCulloch 和 Engel 都
认为，忽略方差项不会影响到外汇风险溢酬的水平。[23] [6] 然而由于样本选择等
多方面的原因，笔者认为，仍然有必要对这一结论进行检验。因此在计算外汇风
险溢酬时，笔者计算了两类风险溢酬，一类是按照(4.1)式经方差调整的风险溢酬
rpt,ad，一类是按照(4.2)式计算出的未经方差调整的风险溢酬 rpt,un。
为避免因为忽略市场细节而错误计算外汇风险溢酬，按照 Hodrick 和 Backus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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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建议，[5] [24] 本文完全按照远期外汇合约的实际交割规则来匹配到期即期汇率。
[73]

远期外汇合约按照实际的日历月份而非固定天数（如 30 天、60 天等）来选

择到期交割日，如遇交割日为假日，则自动向后顺延至下一营业日。远期外汇交
割的特殊之处在于其月末的“双末规则“（end-end rule）。一“末”指月末匹配，
即如果月末的远期外汇合约应该在下月末交割。例如：2009 年 2 月 27 日为 2 月
份的最后一个营业日，则对应的远期合约交割不在 3 月 27 日，而应该选择 3 月
末的最后一个营业日：3 月 31 日；另一个“末”指月末向前滚动。正常时间的
远期外汇合约到期交割如遇假日向后顺延，然而如果交割日在月末适逢假期，则
交割日不会向后顺延，而是向前滚动一日。如 2009 年 1 月 28 日的合约应在 2009
年 2 月 28 日交割，然而由于 2 月 28 日为假日，则交割日不是按照惯例向后延至
3 月 1 日，而是向前滚动到 2 月 27 日。
本文计算外汇风险溢酬的基本步骤如下：首先根据远期交易规则匹配远期与
对应的到期即期汇率，然后根据(4.2)式计算未经方差调整的外汇风险溢酬 rpt,un，
并用单变量 GARCH 模型计算出即期汇率变化的条件方差。将这一方差加到未经
调整的外汇风险溢酬，即得到方差调整的外汇风险溢酬 rpt,ad。关于这两种风险
溢酬的统计特征，4.2.2 节将给出具体报告。
4.2.2 描述性统计
表 4.1 给出了各币种外汇风险溢酬的描述性统计。
表 4.1 与早期相关文献针对外汇风险溢酬描述性统计的结论是一致的：从长
期来看，我们无法拒绝外汇风险溢酬为 0 的原假设。与外汇风险溢酬的均值相比，
外汇风险溢酬表现出了较大的波动，而且随着期限的延长，外汇风险溢酬的方差
逐渐减小。这一结论与一般的金融资产收益率时间序列特征颇为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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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外汇风险溢酬的描述性统计
期限

均值

中位数

标准差

t值

偏度

峰度

JB 值

p值

A 未经调整的风险溢酬
GBP/USD
1 个月
3 个月
6 个月
1年

0.0310

0.0272

0.2337

0.1326

0.0806

3.3997

28.7834

0

0.0184

0.0112

0.1248

0.1474

0.3016

3.0198

56.4599

0

0.0321

0.0322

0.0885

0.3627

0.1787

3.4952

57.8023

0

0.0309

0.0314

0.0644

0.4798

-0.1491

2.6274

35.2818

0

AUD/USD
1 个月
3 个月

0.0294

0.0320

0.3445

0.0851

-0.1465

3.1222

14.836

0.0006

0.0308

0.0309

0.1941

0.1587

-0.2226

3.3545

47.684

0

USD/JPY
1 个月
3 个月
6 个月
1年

0.0389

0.0667

0.3475

0.1145

-0.6262

4.7300

625.908

0

0.0417

0.0682

0.2324

0.1794

-0.4727

3.9640

250.189

0

0.0424

0.0522

0.1651

0.2568

-0.1718

2.8136

20.967

0

0.0417

0.0340

0.1131

0.3687

0.1477

2.1246

117.107

0

B 经调整的风险溢酬
GBP/USD
1 个月
3 个月
6 个月
1年

0.0314

0.0277

0.2337

0.1343

0.0837

3.3986

28.9632

0

0.0187

0.0115

0.1248

0.1500

0.3024

3.0219

56.7663

0

0.0321

0.0322

0.0885

0.3627

0.1788

3.4954

57.8312

0

0.0309

0.0314

0.0645

0.4791

-0.1491

2.6274

35.2802

0

AUD/USD
1 个月
3 个月

0.0358

0.0370

0.3443

0.1040

-0.1345

3.1189

12.7281

0.0017

0.0316

0.0314

0.1941

0.1628

-0.2209

3.3532

47.1184

0

USD/JPY
1 个月
3 个月
6 个月
1年

0.0399

0.0670

0.3472

0.1149

-0.6198

4.7162

614.967

0

0.0424

0.0522

0.1651

0.2568

-0.1718

2.8137

20.9517

0

0.0418

0.0682

0.2324

0.1799

-0.4723

3.9641

249.981

0

0.0417

0.0340

0.1131

0.3687

0.1477

2.1246

117.106

0

本表列示了 1993 年 1 月 1 日至 2007 年 5 月 30 日 GBP/USD、AUD/USD 和 USD/JPY 各期限外汇风险溢酬
的时间序列描述性统计量。本表的数据采用了逐日滚动的计算方式。表中的 t 值指原假设为“外汇风险溢
酬为 0”对应 t 检验的统计值。关于 t 值的计算表明：对于考察的样本序列，我们都无法拒绝外汇风险溢酬
为 0 的原假设。表中的 JB 值为正态性检验的雅克-贝拉（Jarque-Bera）统计量，p 值为 JB 统计量对应的概
率水平。JB 检验表明，对于考察的样本序列，“序列服从正态分布”的原假设都被拒绝。对于英镑和澳元
各期限的外汇风险溢酬，序列离正态分布的偏离尚不太明显，而日元的风险溢酬则出现了相对正态分布较
大程度的偏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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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

120

100

80
93-01

94-01

95-01

96-01

97-01

98-01

99-01

00-01

01-01

02-01

03-01

04-01

05-01

06-01

07-01

(c) 1993 年 1 月至 2007 年 12 月 USD/JPY 即期汇率走势

图 4.1 样本期各币种即期汇率走势
数据来源：路透资讯系统（Reuters）与彭博资讯系统（Bloomberg）
。

图 4.1 给出了样本期内各币种即期汇率的走势。与股票长期正的预期收益不
同，当本国经济形势向好时，本国货币升值，汇率下降，表现出负的外汇风险溢
酬；而当本国经济形势相对变差，本国货币将出现预期贬值，汇率上升，外汇风
险溢酬为正。这与(3.10)式以及(3.21)式的结论也是一致的。而从长期来看，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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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式的结论，外汇风险溢酬一方面取决于本国经济波动，另一方面还取决于
外国经济波动与本国的相关性，因此很难断定从长期来看外汇风险溢酬究竟表现
出怎样的绝对水平。以英镑为例，将样本期考察的 GBP/USD 汇率分为三段：1993
年 1 月至 1997 年 12 月，1998 年 1 月至 2001 年 12 月以及 2002 年 1 月至 2007
年 5 月，重做表 4.1 的统计分析。

表 4.2 分段 GBP/USD 未经方差调整的外汇风险溢酬描述性统计
期限

均值

中位数

标准差

t值

偏度

峰度

JB 值

p值

1993 年 1 月至 1997 年 12 月
1 个月
3 个月
6 个月
1年

0.0278

0.0414

0.2314

0.1201

-0.1328

4.1619

76.4141

0

0.0180

0.0095

0.1146

0.1574

0.5399

3.0470

62.8417

0

0.0294

0.0247

0.0622

0.4729

0.4106

2.7232

40.3919

0

0.0303

0.0325

0.0373

0.8134

-0.1310

2.1045

46.8251

0

1998 年 1 月至 2001 年 12 月
1 个月
3 个月
6 个月
1年

-0.0231

-0.0335

0.2020

-0.1141

-0.1368

3.3443

8.2281

0.0163

-0.0321

-0.0429

0.0991

-0.3244

0.2634

2.6993

15.6505

0.0004

-0.0270

-0.0133

0.0705

-0.3828

-0.5952

2.4594

72.7117

0

-0.0191

-0.0169

0.0607

-0.3140

0.3034

2.7736

17.8424

0.0001

2002 年 1 月至 2007 年 5 月
1 个月
3 个月
6 个月
1年

0.0746

0.0655

0.2485

0.3003

0.1691

2.6181

15.2232

0.0005

0.0562

0.0518

0.1371

0.4098

-0.1301

3.0791

4.3279

0.1149

0.0777

0.0861

0.0947

0.8203

-0.1303

3.3839

12.5965

0.0018

0.0679

0.0741

0.0622

1.0903

-0.5553

2.7030

77.3050

0

本表中各列的统计意义与表 4.1 相同。注意到此时随着样本的细分，外汇风险溢酬的均值表现出了较大的
不同，而标准差则基本一致。这一特征与股票市场的数据有所不同：在股票市场中，股价下降时收益率表
现出更大幅度的波动，而股价上升时收益率波动则较小。在外汇市场上，不论汇率是升是降，其波动率都
没有表现出明显变化。尽管本表中给出不同阶段外汇风险溢酬的均值有符号上的差别，但它们显然依然不
能拒绝均值为 0 的原假设。

比较表 4.1 与表 4.2 不难发现，样本经过分段调整后，外汇风险溢酬的均值
确实表现出了符号上的差异，然而这种差异并没有改变外汇风险溢酬从统计上看
不显著异于 0 的原假设。这归因于外汇风险溢酬较大的波动率，至少外汇风险溢
酬看起来具有很高的无条件方差。这自然也引发了我们对部分文献结论的思考：
外汇风险溢酬是否真的存在条件异方差？外汇风险溢酬的这一特性是否会影响
到外汇风险溢酬的计算？具体而言，在计算外汇风险溢酬时，我们是否需要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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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式对外汇风险溢酬进行条件方差？表 4.1 的 B 组给出了经 GARCH(1,1)模型
进行方差调整后外汇风险溢酬的新的均值和标准差。直观数据表明，与前人文献
结论基本一致：考虑了条件方差外汇风险溢酬与不考虑条件方差的外汇风险溢酬
似乎不存在显著的区别。表 4.3 对这一直观结论给出了严格的统计检验。

表 4.3 外汇风险溢酬条件方差调整的显著性
币种

G1M

G3M

G6M

G1Y

A1M

A3M

均值
标准差
t值

0.0004

0.0002

0.0000

0.0000

0.0064

0.0008

0.0003

0.0002

0.0000

0.0000

0.0030

0.0003

1.3509

1.2191

0.9535

0.8827

2.1559

2.2255

币种

J1M

J3M

J6M

J1Y

均值
标准差
t值

0.0010

0.0001

0.0000

0.0000

0.0011

0.0002

0.0001

0.0000

0.8850

0.4863

0.4711

0.5378

本表给出了各币种各期限经调整的外汇风险溢酬与未经调整的外汇风险溢酬差别的均值、标准差和 t 值。
本表使用方差的调整项来自于 GARCH(1,1)模型的估计。t 值对应的原假设为“外汇风险溢酬的条件方差调
整项为 0”
。表中各期限和币种均使用了简写代码：G 代表英镑兑美元汇率，A 代表澳元兑美元汇率，J 代
表美元兑日元汇率，1M 代表 1 个月，1Y 代表 1 年，以此类推。

表 4.3 验证了表 4.1 的 B 组给出的直观结论：外汇风险溢酬的条件异方差调
整项事实上是不显著的。换言之，在计算外汇风险溢酬时，不论是使用(4.1)式还
是(4.2)式，都不会对最后的结果产生显著影响。然而，对于这一结论的稳健性还
需要进一步考证：由于表 4.1 到表 4.3 的数据均使用了按天的滚动数据，例如：
2009 年 1 月 1 日 1 个月外汇风险溢酬计算自 1 月 1 日远期汇率和 2 月 1 日即期
汇率的对数差，1 月 2 日的风险溢酬则计算自 1 月 2 日的远期汇率与 2 月 2 日即
期汇率对数差，这意味着样本信息存在大量的重叠（overlapping），这有可能导
致上述数据出现高度、持续的自相关，从而影响 GARCH 模型估计的有效性。
4.2.3 自相关与条件异方差
4.2.2 节所使用的滚动数据对准确估计外汇风险溢酬的条件方差提出了挑战。
在本节中，我们首先将检验 4.2.2 节所使用的样本是否因为存在重叠而导致了高
度自相关。之后，我们来考察非重叠样本情况下外汇风险溢酬的自相关情况，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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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非重叠样本来检验外汇风险溢酬序列中是否存在条件异方差现象。最后，我
们使用非重叠样本重新验证 4.2.2 节最后得出的结论：外汇风险溢酬的计算是否
需要考虑到时变的条件异方差？

1

自相关系数

0.8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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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 英镑序列的自相关系数

图 4.4 给出了采用按天滚动计算得出的外汇风险溢酬滞后 36 阶自相关系数
（所有自相关系数的 Q 统计量对应的 p 值均为 0）。各个期限的外汇风险溢酬 1
阶滞后的自相关系数几乎等于 1，1 个月的外汇风险溢酬在第 30 阶后其自相关系
数已经接近于 0，而 3 个月、6 个月以及 1 年的外汇风险溢酬还存在着高度自相
关，尤其是 1 年的外汇风险溢酬数据，由于重叠的样本过多，经过 36 阶滞后之
后，其自相关系数还没有出现明显的衰减。这意味着滚动样本的引入事实上将干
扰本文进行的分析，同时也使得表 4.3 的结论需要被重新检验。由于表 4.3 的条
件异方差调整项是使用 GARCH(1,1)模型估计而来，严重的序列自相关将使得
GARCH(1,1)模型根本无法给出有效的参数估计，也无法给出准确的条件异方差。
表 4.4 给出了按月滚动的英镑兑美元外汇风险溢酬滞后 12 阶段自相关系数
估计情况。对于 3 个月、6 个月和 1 年的外汇风险溢酬，按月滚动的收益率序列
依然存在部分的样本重叠，因此在对应的滞后阶数依然存在明显的相关性。就 1
个月期外汇风险溢酬的情况来看，英镑兑美元外汇风险溢酬滞后 1 阶并没有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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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明显的相关性，然而却与滞后 2 阶的风险溢酬表现出了一定程度的负相关。

表 4.4 按月滚动的英镑序列自相关系数
滞后阶数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β
Q
p

0.017

-0.223

-0.030

0.176

0.072

0.032

-0.160

0.015

0.118

-0.067

-0.013

0.033

0.052

8.853

9.015

14.576

15.507

15.695

20.346

20.389

22.959

23.798

23.829

24.032

0.820

0.012

0.029

0.006

0.008

0.015

0.005

0.009

0.006

0.008

0.013

0.020

3M

β
Q

0.529

0.079

-0.059

0.121

0.139

0.008

-0.082

-0.058

0.029

0.001

-0.002

0.023

49.33

50.43

51.06

53.70

57.20

57.21

58.44

59.05

59.20

59.20

59.20

59.30

6M

β
Q

0.815

0.622

0.536

0.468

0.296

0.105

0.075

0.102

0.119

0.077

0.086

0.117

116.8

185.3

236.5

275.7

291.5

293.5

294.5

296.4

299.0

300.1

301.5

304.0

1Y

β
Q

0.913

0.832

0.787

0.750

0.680

0.591

0.506

0.444

0.381

0.305

0.229

0.150

146.8

269.4

379.6

480.4

563.7

627.0

673.8

709.9

736.7

754.0

763.8

768.1

1M

本表给出了按月滚动的英镑兑美元各期限风险溢酬对应的自相关序列。其中，β 代表自相关系数，Q 代表
对应的 Q 统计量。由于 3 个月、6 个月以及 1 年的外汇风险溢酬因为样本滚动的问题存在一定程度的自相
关，其 Q 统计量全部显著异于 0。1 个月的外汇风险溢酬滞后 1 阶的自相关系数并不显著，然而其滞后二
阶的自相关系数却是显著的。

尽管从统计上看，1 个月期英镑的外汇风险溢酬与滞后 2 阶（即两个月）的
外汇风险溢酬呈现出一定的自相关关系（注意到该关系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上依
然是不显著的）。然而这一统计结论并不能证明英镑的外汇风险溢酬与其滞后 2
阶值有着必然的内在关系。一方面，从经济含义上来看，表 4.4 的结果表明，过
去一个月英镑兑美元汇率的走势不会影响当前汇率，反而过去两个月的汇率变化
能够影响到当前的汇率，这显然与经济直觉存在违背；另一方面，从统计的角度
来看，尽管英镑的滞后 2 阶表现出一定的相关性，然而其解释英镑汇率变化的能
力非常低，不包含滞后 2 阶的回归方程其 DW 值与 2 也没有显著区别。基于以
上两方面综合考虑，我们认为，英镑 1 个月期的外汇风险溢酬与其滞后值之间的
相关关系并不明显。
澳元兑美元、美元兑日元 3 个月、6 个月和 1 年的外汇风险溢酬都因为样本
滚动的原因出现了与表 4.4 相似的模式，本文不再给出具体统计值。而它们的 1
个月自相关系数则与英镑表现出一定的不同，见表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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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 1 个月的澳元、日元外汇风险溢酬
滞后阶数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澳
元

β
Q
p

0.040

-0.141

0.046

0.083

0.002

0.102

0.100

0.030

0.027

0.010

0.078

0.044

0.285

3.913

4.300

5.572

5.573

7.509

9.406

9.572

9.707

9.727

10.90

11.27

0.593

0.141

0.231

0.233

0.350

0.276

0.225

0.296

0.375

0.465

0.452

0.5050

日
元

β
Q
p

0.245

0.068

0.090

-0.154

-0.159

-0.067

-0.100

0.124

0.165

0.047

0.137

0.046

10.60

11.41

12.84

17.11

21.66

22.47

24.28

27.10

32.14

32.55

36.07

36.47

0.001

0.003

0.005

0.002

0.001

0.001

0.001

0.001

0.000

0.000

0.000

0.000

本表给出了 1 个月期非重叠样本的澳元、日元外汇风险溢酬。表中 β、Q 和 p 所代表的意义与表 4.4 相同。

表 4.5 表明，澳元兑美元的外汇风险溢酬不存在明显的自相关关系，而日元
的风险溢酬在滞后 1 阶存在比较明显的自相关。表 4.4 和 4.5 的结论看起来多少
有些不一致：英镑和澳元的汇率波动较少地受到过去汇率变化的影响，而日元的
汇率变化则与过去 1 个月的汇率变化呈现出一定的相关关系。事实上，这一结果
与样本期内经济事实是相容的。为更好地解释这一现象，首先对上述各序列进行
条件异方差的检验，即 ARCH-LM 检验。

表 4.6 1 个月英镑、澳元、日元外汇风险溢酬的条件异方差检验
ARCH 设定

F值

p值

AIC

GBP(1,1)

0.5533

0.4578

-2.3645

GBP(1,2)

0.2225

0.8007

-2.4872

GBP(2,1)

1.4122

0.2363

-2.4049

GBP(2,2)

0.8717

0.4201

-2.3912

AUD(1,1)

2.7133

0.1013

-0.9842

AUD(1,2)

3.1639

0.0447

-0.9912

AUD(2,1)

2.5102

0.1149

-1.0445

AUD(2,2)

2.4732

0.0873

-1.0429

JPY(1,1)

19.536

0

-0.1964

JPY(1,2)

9.7781

0.0001

-0.1813

JPY(2,1)

19.247

0

-0.1794

JPY(2,2)

9.5982

0.0001

-0.1638

本表给出了各币种 ARCH-LM 检验的结果。其中 GBP 代表英镑，AUD 代表澳元，JPY 代表日元。括号中
第一个数代表自回归阶数，第二个数代表条件异方差阶数。F 值为方程对应的显著性水平，p 值为对应的概
率，AIC 为赤池信息准测，在模型设定时一般应选择 AIC 最小的模型。

表 4.6 表明：英镑兑美元的外汇风险溢酬事实上并不存在条件异方差。澳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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兑美元的风险溢酬在 5%的显著性水平上拒绝了序列不存在条件异方差的原假设，
然而这一条件异方差并不特别显著，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上我们则无法再次拒绝
澳元序列不存在条件异方差的原假设。因此综合看来，英镑和澳元兑美元的汇率
序列也不存在明显的条件异方差现象。相反，日元兑美元的汇率序列存在明显的
条件异方差，其最优的异方差模型设定形式为 GARCH(1,1)。
本文还对所考察 3 个币种 4 种期限 10 个序列的平稳性进行了检验，除开英
镑 1 年的风险溢酬与日元 6 个月的风险溢酬之外，其他各序列均在 1%的显著性
水平上拒绝了“序列至少存在一个单位根”的原假设。英镑 1 年的风险溢酬与日
元 6 个月的风险溢酬分别在 1.8%和 1.3%的显著性水平上拒绝了这一原假设。因
此总的来看，本文所考察的序列均为平稳序列 ①。
综合 4.2.2 和本小节的分析我们发现，英镑兑美元和澳元兑美元的外汇风险
溢酬均值不显著异于 0，不存在明显的自相关与条件异方差，且序列均为平稳序
列。从统计上来看，英镑和澳元的外汇风险溢酬与白噪声非常接近。对这一结论
的深层含义，本文将在 4.2.4 节中专门讨论。
最后，我们回到 4.2.2 节末尾提出的问题：在经验研究中，外汇风险溢酬的
计算是否需要进行形如 4.1 式的方差调整？由于英镑、澳元的序列近似白噪声，
方差调整并不能增加风险溢酬序列的信息含量。对于日元是否需要进行方差调整，
表 4.8 给出了结果。在考虑到样本重叠问题后 ②，对外汇风险溢酬序列进行条件
方差调整的确能够影响到外汇风险溢酬的水平。

表 4.8 针对日元风险溢酬条件方差调整的显著性检验
币种

J1M

J3M

J6M

J1Y

均值
标准差
t值

0.0559

0.0106

0.0035

0.0008

0.0327

0.0054

0.0023

0.0002

1.7060

1.9642

1.5178

3.7302

本表与表 4.3 使用了同样的检验方式。

①

本文所使用的检验方法为不带趋势项和截距项的 ADF 检验，鉴于文章篇幅所限，笔者在此没有给出

具体的统计结果。
②

事实上，此时的 3 个月、6 个月和 1 年外汇风险溢酬依然存在一定的样本重叠问题，但是影响已经

远小于 4.2.2 节中样本的重叠带来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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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4 关于白噪声序列的经济学解释
本文对外汇风险溢酬时间序列特征检验的结论似乎很令人意外：英镑兑美元
和澳元兑美元的外汇风险溢酬均值接近与 0，不存在序列相关，也不存在明显的
条件异方差现象；仅有日元存在明显的条件异方差。换言之，英镑和澳元的外汇
风险溢酬近似于白噪声序列。这一结论不论与国外还是国内的相关文献都有一定
的差距，却正与本文第 3 章的分析结论吻合。
首先，与冯博的研究所使用的日数据样本不同，本文的研究使用了月度数据。
[29]

在日数据的研究中，由于市场存在信息传导及反应过程，数据出现一定程度

的自相关和条件异方差都属正常现象。本文所考察的样本为月度数据，从经济意
义上看，市场的信息传导、反应基本完成，难以产生一种持续性的冲击；从统计
意义而言，月度数据也意味着对日数据某种方式的平滑，序列相关、条件异方差
等现象自然也就表现的不如日数据明显。也就是说，每天的市场交易和信息传导
时滞是日数据出现序列相关以及条件异方差的根本原因。这种原因来源于微观市
场交易层面，而非宏观经济层面。
第二，与 Ding、Wu、Cappiello 和 Panigirtzolou 以及 Wickens 和 Smith 等人
仅仅使用即期汇率的变化率度量外汇风险不同，本文度量的是真正的外汇风险溢
酬：在无风险利率之外投资者所要求的额外回报。[74] [55] [58] [20] 使用即期汇率的
变化来度量外汇风险溢酬在汇率变化的因素之外，还包含了投资者所要求的货币
时间价值的变化，即无风险利率本身的变化。换言之，这些文献所说的“外汇风
险”事实上等于外汇风险溢酬加上无风险利率变动本身的风险溢酬，这自然也使
他们的结论与将出现一定的偏差。
第三，最关键的一点，与现有的文献，如 Fama、Hodrick 以及 Engel，还有
近期的 Smith 和 Wickens、Cappiello 和 Panigirtzolou 的研究不同，本文考察的样
本期是 1993 年至 2007 年。[4] [5] [6] [21] [58] 由于研究汇率与宏观经济变动的关系经
常需要使用月度数据，对样本期的长度要求很高，因此国外的文献大部分的样本
都包括了 1980 年至 1993 年这一段时间的数据。正如本章开头部分指出：在这段
样本期早期，浮动汇率体系刚刚建立，外汇市场的波动剧烈；而在 80 年代末至
90 年代初，英镑曾一度参与“欧洲货币一体化”的进程，最终因为 1992 年的“英
镑危机”放弃加入了欧洲货币体系的努力，因而在这一段时间英镑的汇率波动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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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当大，同时还面临政策上的调整。本文的样本期从 1993 年开始，此时英镑已
经相对走稳，且 1993 年至 2007 年之间并未发生特别重大的事件影响到英国经济
或者英镑汇率，因而英镑走势一直相对缓和，其外汇风险溢酬近似白噪声。
日本的情况则恰恰相反，经历了 20 世纪 80 年代中后期的经济泡沫，日本经
济在 90 年代初处于极度萧条的状态。自 90 年代初，日本经济开始表现出一定的
回暖，货币升值，直至 90 年代中期。1997 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对日本造成了严重
冲击，日本经济大幅波动，引发了汇率的剧烈变化，并反映到外汇风险溢酬上。
从相对波动的角度来看，英镑外汇风险溢酬与日元外汇风险溢酬的差别证实
了第 3 章(3.21)式所得出的结论：汇率的风险溢酬来源于一国经济的“超额波动”。
这为在外汇市场上验证 Barro 以及 Gabaix 的观点提供了证据：风险溢酬最主要
的影响因素之一是宏观经济危机甚至是经济的灾难性变化。[75] [76] 当本国出现经
济危机时，一方面本国的风险𝜎𝜎𝑚𝑚 𝑇𝑇 增加，另一方面，本国风险价格构成因素中的
𝜎𝜎𝑚𝑚 𝑇𝑇 也显著增加。这意味着：经济危机时，一国的系统性风险增加，同时，投资

者对增加的系统性风险还将索要更高的风险价格，因而增加了资产的风险溢酬。
从两国经济相关性的角度来看，(3.21)式对英镑外汇风险溢酬白噪声序列的
解释，即国际经济一体化程度的加深造成的两国经济趋同也由 Brandt 等所提出
的“国际风险分散指数”得到了证明。他们利用(3.19)式汇率与随机贴现因子的
相关性计算出汇率方差与随机贴现因子方差之间的关系，构造出如下的“国际风
险分散系数”：[70]

1−

σ s2

T

σ m2 + σ m2
*
T

T

他们使用现实世界的参数构造 SDF 并估计了随机贴现因子的波动率。Brandt 等
的研究结果表明：英国和美国间存在非常高的“风险分散系数”：高达 0.98（这
一系数越高，意味着两国经济的相关性越大），据此，他们认为，国际间的风险
分散机制事实上远远好于预期。这也佐证了本文关于英镑风险溢酬近似白噪声的
结论：美国和英国间完善的风险分散机制使得外汇风险逐渐成为非系统风险，从
而投资者可以不要求风险溢酬。
需要特别说明几点：首先，外汇风险溢酬为白噪音序列的事实并不意味着英
镑兑美元的外汇远期、掉期市场没有存在的必要，相反，外汇风险溢酬白噪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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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是全球外汇市场的有效性的最好证明。随着电子化交易的普及与场外交易市
场的发展，大量的外汇远期、掉期合约使得外汇市场的参与者能够有效转嫁外汇
风险，使投资者参与外汇交易本身并不承担系统性风险，因而也就不能要求风险
溢酬。这一风险分散的效果与各币种所对应的货币发行国外汇市场发达程度、对
外汇市场的干预程度、货币流通的广泛性以及外汇管制政策都有一定的联系。而
英镑市场则无疑是发达市场的典型代表。反过来，如果没有这些市场，外汇风险
将无法得到有效的分散，外汇风险将变成系统性风险从而被要求获得回报 [一如
式(3.21)中相关系数降为 0 的情况]。
第二，白噪声序列的经验事实也不等同于外汇风险不存在：风险本身来源于
不确定性，在浮动汇率制下，投资者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决定了汇率本身是一个不
确定的变量，只是这一风险在现有市场条件下能在两国间充分分散，投资者不要
求额外的回报而已。
第三，样本期内外汇风险溢酬为均值为 0 的白噪声序列并不意味着无套补的
利率平价（UIP）以及“远期外汇无偏假说”的成立。根据(3.21)式，外汇风险溢
酬近似等于 0 是有条件的：两国经济相对平稳，而且能够互相分散风险。当任何
一方经济出现波动，或者两国的风险分散机制不能充分发挥作用时，汇率的风险
溢酬便迅速出现。这和 UIP 以及远期外汇无偏假说具有完全不同的逻辑起点。
UIP 以及远期外汇无偏假说直接假定现实世界的投资者风险中性，他们对外汇风
险不敏感，从而不要求汇率的风险溢酬，这与现实世界风险厌恶的投资者是违背
的；(3.21)建立的基础是厌恶风险的投资者，他们在意外汇风险，也要求获得合
理的回报𝜎𝜎𝑚𝑚 𝑇𝑇 − 𝜌𝜌𝜌𝜌𝑚𝑚 𝑇𝑇∗ ，只是因为两国经济平稳，且两国间有完善的风险分散机制，
使得外汇风险能够被充分分散不成为系统性风险，从而在一定时期内可以不要求

获得风险回报。一旦当经济平衡被打破或者风险分散机制不能有效运行，外汇风
险成为系统性风险，投资者将马上要求外汇风险溢酬。因此，白噪声序列的结果
只能表明：在经济平稳时，远期汇率与对未来汇率的预期有可能在数值上相等，
但绝不意味着远期汇率在任何条件下一定是对未来汇率预期的无偏估计。
第四，(3.21)式也意味着，外汇风险溢酬出现明显变化的时间与经济波动的
延续时间一致，这也意味着，短期的经济冲击很可能不足以产生长期的外汇风险
溢酬。这在日本的样本中可以得到很好的体现。尽管日本汇率的样本检验出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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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的条件异方差现象，然而对日元外汇风险溢酬的 GARCH(1,1)模型估计却发
现，GARCH 项是高度不显著的，p 值在 0.95 以上。图 4.3 给出了日元外汇风险
溢酬的时间序列图。如果不考虑 A、B、C 和 D 四个异常点的影响，日元外汇风
险溢酬的方差整体上表现出了规则的形态。正是由于经济波动带来的短期异常点
冲击了日元汇率，使得日元外汇风险溢酬无法通过 ARCH-LM 检验，然而在
GARCH 模型中却无法表现出持久的冲击。

1.5

B

1
0.5
0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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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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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D

-2

图 4.3 日元 1 个月外汇风险溢酬

4.3 外汇风险溢酬的期限结构
4.2.2 与 4.2.3 两节全面总结了外汇风险溢酬的时间序列特征，并就不同币种
间外汇风险溢酬的时间序列特征进行了详细比较。然而，关于外汇风险溢酬时间
序列特征不论是国外还是国内文献都有一部分缺失：对于同币种不同期限的外汇
风险溢酬，其时间序列又会表现出怎样的不同？本节将对这一问题进行初步探讨。
图 4.4 绘出了不同期限日元兑美元的外汇风险溢酬。该图直观地表明，不同
期限的外汇风险溢酬具有相同的运动趋势，但具有明显不同的波动率。总的来说，
风险溢酬的期限越短，其波动越剧烈，这与表 4.1 的结论是吻合的，而且也符合
一般的经济直觉。一方面，期限较长的风险溢酬实质上是对短时期风险溢酬的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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滑，从统计上看自然波动也相对较小；另一方面，从信息含量的角度来考查，短
期的风险溢酬受到的短期影响因素较多，例如货币供应量的变化、外汇市场状况
的变化等都可能影响到短期外汇市场的供求从而影响到外汇风险溢酬；相反，长
期的风险溢酬更多地取决于真实经济的变动情况，例如两国间经济增长的相对速
度、两国相对物价水平变动速度等，这些指标的变化也远不如短期指标那样激烈。
这一分析也从一个侧面暗示：传统的外汇定价模型中，纯消费模型解释外汇风险
溢酬的变动必然会遇到障碍。消费的确是居民行为变化的反应，这一行为也终将
反映到汇率变化上来。然而由消费本身的惯性等因素，消费对汇率的影响事实上
是缓慢且长期的，这部分的影响主要反映在长期外汇风险溢酬的变化上；而短期
的因素，如货币供给，则直接影响到当期外汇市场的供求，对短期的外汇风险溢
酬变化影响更大。由于现有文献大部分都使用一个月的汇率变动情况作为考察样
本，这时长期因素的影响远远将小于短期因素的作用。这也是为什么众多针对月
度数据的研究都报告货币政策的影响要远大于消费变化影响可能的一个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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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4 日元不同期限的外汇风险溢酬
表 4.9 不同期限外汇风险溢酬的相关性
JPY

1M

3M

6M

1Y

1M
3M
6M
1Y

1

0.643

0.374

0.345

1

0.717

0.537

1

0.682
1

本表给出了 1993 年 1 月至 2007 年 5 月日元不同期限外汇风险溢酬的相关系数矩阵。所有的相关系数矩阵
均经过皮尔森（Pearson）相关系数检验，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异于 0。由于澳元仅有 1 个月和 3 个月
的数据，因而未以列表形式给出。澳元 1 个月和 3 个月外汇风险溢酬之间的相关系数为 0.4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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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9 给出了日元不同期限外汇风险溢酬的相关系数，其中，期限较长的外
汇风险溢酬之间表现出高度相关，而期限较短的风险溢酬相关性相对较低。这与
图 4.3 的结论较为一致：6 个月和 1 年期的外汇风险溢酬波动较为平缓，两者表
现出相当接近的运动趋势，而 1 个月、3 个月这些期限较短的外汇风险溢酬波动
明显剧烈很多，运动趋势也存在更大的差异。

表 4.10 不同期限外汇风险溢酬的因子分析
正交旋转
JPY

因子 1

因子 2

因子 3

1M
3M
6M
1Y

0.203

0.957

0.144

0.780

0.523

0.186

0.842

0.102

0.456

0.319

0.168

0.928

解释能力

36.50%

30.72%

28.10%

斜交旋转
JPY

因子 1

因子 2

因子 3

1M
3M
6M
1Y

-0.036

0.991

0.062

0.828

0.308

-0.120

0.924

-0.183

0.180

0.044

0.067

0.949

因子 1

因子 2

因子 3

1.000

0.506

0.591

1.000

0.246

相关
系数
因子 1
因子 2
因子 3

1.000
①

本表给出了对同一币种不同期限外汇风险溢酬因子分析的结果 。在因子旋转时，本文分别采用了最大方
差法（variance max）和Promax方法进行了正交和斜交旋转。正交旋转后的因子之间不具有相关性，但其优
势在于能够给出各个因子解释的方差比例（即A组中的解释能力）
，而斜交旋转的优势在于因子之间具有相
关性，从而能给出因子间的相关系数矩阵（即B组中的相关系数）
，然而其劣势在于无法确定方差被解释的
比例。A组给出的是正交旋转时的因子载荷和方差解释能力，B组给出的是斜交旋转时的因子载荷与因子间

①

之所以选择 3 个因子是基于特征值和解释能力的综合考虑。以英镑的数据为例，在初始因子分解时，

前两个因子能够解释 80%的变动，基本达到了因子分析所解释程度的要求。然而在加入第三个因子之
后，方差的被解释程度提高到 94%，和第二个因子的解释力度非常接近。第 4 个因子的解释力度非常
小，因而最后的因子分析中，笔者将其剔除，最后留下了 3 个因子来解释外汇风险溢酬的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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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0 给出的因子分析为后续的外汇风险溢酬建模提供了有意义的参考。
对日元而言，解释能力最强的因子 1 主要解释中期汇率的变动，因子 2 主要影响
短期汇率的变动，而因子 3 影响的则是长期汇率的变动。这验证了我们之前分析
的结论：长期的外汇风险溢酬与短期外汇风险溢酬变化是由不同因素驱动的。换
言之，在日元的例子中，因子 3 很可能代表了影响长期汇率变动的经济因素，因
子 2 可能主要代表了造成汇率短期变化的经济因素，而因子 1 则代表了对汇率存
在滞后影响的经济因素（即因子 1 的变化不会立即在汇率变化中反映出来，存在
一定的滞后效应，然而这一影响并不是长期存在的）。特殊之处：在日元的分析
中，解释长期汇率变动的因子 3 所解释的方差比例较小，而解释中短期汇率变动
的因子 1 和因子 2 则能够解释大部分方差。这与样本期所考察的日本经济事实也
是相符的：1993 年到 2007 年间，日本多次面临经济危机的冲击，中央银行也频
繁干预外汇市场，导致汇率经常出现巨幅波动，而长期的经济因素变化对汇率的
影响反而相对较小。
表 4.10 ①分析所得出的结论为本文下一步考察外汇风险溢酬的风险因子提供
了参考。影响 1 个月外汇风险溢酬变化的因素很可能是那些直接作用于一国货币
供求状况的经济因素，如货币供应的变化等，这些因素直接影响到市场上流通货
币的多少，从而直接造成了外汇市场的短期波动。影响中期风险溢酬变动的因素
很可能是一国资本市场资产价格的变化。这些因素影响了两国间的资金流向从而
影响汇率。然而基于两国间市场的信息不对称以及投资者对承担汇率波动风险本
身的厌恶，资产价格的波动对一国汇率产生的影响存在明显的滞后。最后，影响
长期外汇风险溢酬变动的因素则将对应真实的经济变动因素，例如居民消费变化、
宏观价格波动等。这些因素将对长期汇率的变化产生较大的影响。这一分析与现
阶段关于外汇风险因素的研究结论基本一致：在短期，影响汇率变化最主要的因
素为货币供应，消费本身很难解释外汇风险溢酬出现的巨大变动。宏观经济变化

①

值得指出的是，本文所使用的研究方法在利率期限结构的研究中很早就被采用，然而至今为止在汇

率的研究中鲜见此类文献。与利率的研究略有不同的是，国外的债券市场相对成熟，超长期限的债券，
如 5 年、10 年的政府债券也存在一定量的交易，从而在利率的研究中可以研究相对较长的期限结构曲
线。遗憾的是，在外汇的交易中，绝大部分交易集中在中短期交易（包括外汇远期和外汇掉期交易），
因此对这一领域的研究很难像针对利率期限结构的研究那样进行超长期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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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能解释汇率的长期变动。一国资产价格变化也能对汇率变动产生显著影响。此
外，表 4.10 最后因子间的相关系数也吻合上述分析：长期经济形势的变化必将
影响到短期资产价格的走势和货币供应，而资产价格走势和一国的货币供应之间
也存在着某种形式的内在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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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外汇风险的风险因子
第 4 章检验了外汇风险溢酬的时间序列特征。与传统的外汇风险溢酬研究文
献不同，本文不论是在理论模型中还是在实证研究中都发现，在经济相对平稳的
时刻，高度相关的两经济体之间外汇风险溢酬有可能为零，并在英镑兑美元、澳
元兑美元的外汇风险溢酬序列找到了零均值白噪声序列的证据。本章将就汇率的
风险因子做进一步研究。具体而言，由于美元兑日元的汇率并非白噪声序列，因
此本章的第一部分将试图从日元的外汇风险溢酬中提取出关于风险因子的信息。
本章的第二部分使用随机贴现因子的框架研究外汇风险的定价问题，通过估计各
国的随机贴现因子以研究哪些因子能够为外汇风险定价。由于第 4 章提到，重叠
样本导致了中长期外汇风险溢酬中出现了高度的自相关，因此本章的分析均只使
用非重叠一个月期的外汇风险溢酬序列。

5.1 外汇风险溢酬与风险因子的相关性
本节使用日元 1 个月期的外汇风险溢酬研究汇率与风险因子之间的相关性。
本节所考虑到因子包括三类：宏观经济变量，包括消费以及社会物价水平；货币
政策变量，包括货币供应量；以及微观经济变量，包括股价波动以及利率变化。
5.1.1 外汇风险溢酬与宏观因素的相关性
本小节所考察的宏观经济因子包括两类：一类是货币政策变量，这类因子直
接作用于短期的外汇风险溢酬；另一类是宏观经济因素，这类因子作用于中长期
的外汇风险溢酬。由于这两种因素都是宏观经济变量，在数据特征、处理方法上
有很大的相似性，因此笔者将其放在一起进行分析。
根据以往的研究文献，货币政策变量本节将直接使用货币供应量 ①；宏观经
济因素本节使用了类似研究中两个经常被使用的指标：消费与社会价格水平。按

①

最严格的货币供应量指标应该选择各国的基础货币供应。但由于各国货币供应口径不一，本文选取

样本时直接从中经网 OECD 月度数据库中选取了匹配的英国和美国的 M2。该数据库统计的 M2 包括
基础货币、两年以内的短期存款以及 3 个月以内的通知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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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一般文献的指标选择，社会价格水平本节直接使用消费者价格指数（consumer
price index，CPI）作为考察指标；消费由于无法获得月度数据，按照Wickens和
Smith的方法，本文选择社会零售商品总量作为代理变量。[20] 之所以选择零售商
品总量而非零售商品总额，是因为零售商品总量中不包含价格因素，纯粹反映了
居民消费商品量的变化对经济的影响 ①。如无特别说明，本节使用的各种变量均
经过一阶对数差分处理，即反映的是各类变量连续复利下的增长率变化情况。本
文所使用的各宏观变量都来自于中经网OECD数据库，并以经过季节调整。

表 5.1 宏观变量的描述性统计量

均值
中位数
标准差
偏度
峰度
JB 值
p值

JP

JM

JR

UP

UM

UR

J1M

0.0003

0.0252

-0.0062

0.0258

0.0517

0.0264

0.0330

0.0000

0.0229

0.0000

0.0239

0.0500

0.0333

0.0633

0.0249

0.0226

0.1392

0.0259

0.0383

0.1117

0.3493

0.5825

0.6802

-0.5245

0.3144

0.7601

-0.4483

-0.8987

4.0767

4.3105

6.0830

7.3519

6.1251

3.7115

6.0765

18.1411

25.7195

76.4484

139.3708

87.0608

9.4433

91.5149

0.0001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89

0.0000

本表给出了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统计量含义与表 4.1 一致。各变量均使用代码表示：J—日本的变量，U
—美国的变量，P—物价水平变化，M—货币供应量变动，R—社会零售商品量的变动。J1M—1 个月美元兑
日元的风险溢酬。所有变量均为对数差分并在 1%显著性水平上平稳。

表 5.2 给出了外汇风险溢酬与宏观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正如 4.3 节所分析，
宏观经济因子与 1 个月短期汇率之间并没有显著的关联，不论是日本还是美国的
物价变动和消费变动都与外汇风险溢酬的变动不相关。

表 5.2 宏观变量与外汇风险溢酬的相关性
相关系数

JP

JM

JR

UP

UM

UR

J1M

-0.065

0.127

-0.064

-0.071

0.183*

-0.032

本表给出了日元 1 个月外汇风险溢酬与各宏观变量的关系。其中，*表示在 5%水平上显著。
①

国外研究消费模型的文献在处理消费数据是还剔除了人口增长。这是由他们的模型框架决定的。由

于消费模型是从居民的个人消费导出，因此他们所使用的消费变量需要衡量个人真实的消费数量，以
准确估计消费模型的参数。然而本文的研究并不是从居民个人消费出发，而是认为消费是宏观经济变
动的一个重要变量，并不强调“单个消费者”这一概念。此外，由于人口增加自然会引致一国消费的
增加，促进一国的产出与经济增长，因而人口增长可看成是经济变化的一个因素，不需额外剔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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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货币供应量的分析则与 4.3 节假设的有很大区别。日本本国的货币供应
量与短期外汇风险溢酬之间的相关性非常小，而美国的货币供应量反而对美元/
日元之间的汇率有显著的正向相关。为更严格地检验宏观变量对外汇风险溢酬的
影响，本文对各变量的领先滞后关系进行了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结果如表 4.13
所示。

表 5.3 格兰杰因果检验（滞后 1 阶）
原假设

F值

p值

JM 不是外汇风险溢酬的格兰杰原因

3.1961

0.0756

外汇风险溢酬不是 JM 的格兰杰原因

0.2394

0.6252

JP 不是外汇风险溢酬的格兰杰原因

3.5517

0.0612

外汇风险溢酬不是 JP 的格兰杰原因

0.6263

0.4298

UM 不是外汇风险溢酬的格兰杰原因

2.3967

0.1234

外汇风险溢酬不是 UM 的格兰杰原因

0.0027

0.9579

JR 不是外汇风险溢酬的格兰杰原因

3.6962

0.0562

外汇风险溢酬不是 JR 的格兰杰原因

0.1526

0.6965

UP 不是外汇风险溢酬的格兰杰原因

1.8205

0.1790

外汇风险溢酬不是 UP 的格兰杰原因

0.2486

0.6187

UR 不是外汇风险溢酬的格兰杰原因

0.2856

0.5937

外汇风险溢酬不是 UR 的格兰杰原因

3.6057

0.0592

本表给出了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的相关情况，其中各变量使用的代码与表 5.1 相同。

表 5.3 的结论与表 5.2 的相关系数都证明，宏观因素对短期外汇风险溢酬的
影响相当微弱。与相关系数结论不一致的是，在格兰杰因果检验当中，我们无法
拒绝美国货币供应不是外汇风险溢酬的格兰杰原因的原假设。换言之，当期美国
货币供应与当期的外汇风险溢酬有一定的关联，然而这种关联不是持续的，滞后
一期（即一个月）时，美国货币供应变化对于外汇风险溢酬的影响便消失了。此
外，日本本国的货币供应以及物价水平对外汇风险溢酬有滞后且微弱的影响。
5.1.2 外汇风险溢酬与微观市场因子的相关性
5.1.1 节讨论了宏观因素与外汇风险溢酬之间的关联。分析结论表明：宏观
经济因子与货币政策因子对日元外汇风险溢酬的影响及其微弱。本小节将检验微
观市场因子对外汇风险溢酬是否将产生显著影响。与上一小节类似，表 5.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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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给出了描述性统计量、相关系数以及格兰杰因果检验的结果。

表 5.4 微观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均值
中位数
标准差
偏度
峰度
JB 值
p值

JI

JS

US

U1

J1M

-0.0002

0.0115

0.0840

0.0001

0.0330

0

0.0480

0.1569

0

0.0633

0.0014

0.7165

0.4698

0.0023

0.3493

-0.4624

-0.4470

-0.5935

-0.1631

-0.8987

8.3444

3.3941

3.4672

10.4324

6.0765

209.60

6.8023

11.595

394.34

91.515

0

0.0333

0.0030

0

0.0000

本表给出了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统计量含义与表 4.1 一致。各变量均使用代码表示：J—日本的变量，U
—美国的变量，I—利率的一阶差分，S—股票收益率。J1M—1 个月美元兑日元的风险溢酬。除开日元和美
元的利率之外，所有变量均为对数差分并在 1%显著性水平上平稳（注意到 1 个月期日元的外汇风险溢酬本
来就是平稳序列，因此未经差分处理）
。日元和美元的利率存在严重的单位根，表中报告的 JI、UI 为其一
阶差分的相关情况。日元、美元的利率一阶差分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上平稳。

表 5.5 微观变量与外汇风险溢酬的相关性
相关系数

JS

JI

US

UI

J1M

-0.038

0.073

0.023

-0.008

表 5.6 格兰杰因果检验
原假设

F值

p值

JS 不是外汇风险溢酬的格兰杰原因

0.4137

0.0756

外汇风险溢酬不是 JS 的格兰杰原因

0.1709

0.9159

US 不是外汇风险溢酬的格兰杰原因

1.8680

0.7371

外汇风险溢酬不是 US 的格兰杰原因

0.9169

0.4342

UI 不是外汇风险溢酬的格兰杰原因

1.1687

0.3234

外汇风险溢酬不是 UI 的格兰杰原因

0.4523

0.7160

JI 不是外汇风险溢酬的格兰杰原因

0.6351

0.5934

外汇风险溢酬不是 JI 的格兰杰原因

2.4465

0.0658

本表给出了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的相关情况，其中各变量使用的代码与表 5.1 相同。

与 5.1.1 中的分析结论相似的是，微观市场变量与外汇风险溢酬之间的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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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也不甚明显。5.1.1 和 5.1.2 两小节的分析表明，在样本期日元的外汇风险溢酬
中，事实上本身也没有包含与宏观经济变量以及微观经济变量显著相关的信息。
换言之，尽管美元兑日元的外汇风险溢酬因为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的金融危机表
现出与英镑、澳元等币种外汇风险溢酬时间序列不同的特征，但排除掉金融危机
造成异常点的影响之后，我们很难从日元的外汇风险溢酬中提取关于风险因子的
信息。

5.2 外汇风险的风险因子：基于 SDF 的方法
5.1 节利用外汇风险溢酬对外汇风险因子分析的不成功表明，在存在较为有
效的远期外汇市场的发达经济体之间，外汇风险溢酬并没有直接提供太多关于风
险因子的信息。这一事实使得我们需要考虑重新选取合适的计量手段，从汇率变
化以及金融市场的信息变化中提取关于外汇风险因子的信息。如果能有效使用各
种金融资产的信息估计出一个能给汇率变化定价的随机贴现因子，那么这一贴现
因子中自然就包括了与外汇风险相关的信息。这一思路的关键在于建立起金融资
产收益率、汇率与随机贴现因子、计量经济模型之间的联系。
本节将基于这一思路对外汇风险的定价做进一步探讨。随机贴现因子的理论
框架本身就隐含了对应的计量方法：广义矩估计（generalized method of moments，
GMM）。GMM 的优势在于对数据本身的依赖性较弱，例如不需要预先设定误差
项的分布，可以处理自相关及条件异方差等普通的最小二乘法难以处理的时间序
列数据。此外，GMM 估计与 SDF 理论框架的有效结合将产生经济意义丰富、计
量方法上也相对严谨的经验模型，以有效解读市场数据中蕴含的信息。
本节首先将就 SDF 与 GMM 之间的关系以及 GMM 方法的基本步骤进行概
述。之后，本节将基于第 3 章分析的理论框架来探讨外汇风险中所蕴含的风险因
子，并验证第 3 章提出的关于贴现因子与汇率变化率之间关系的相关结论。
5.2.1 随机贴现因子与广义矩法估计的关系
第 3 章给出了 SDF 框架的基本定价公式：

Et ( M T X T ) = Pt
这等价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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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 ( M T X T − Pt ) =
0

(5.1)

由于 SDF 的一个基本性质是同一个 SDF 可以用来确定所有资产的价格，因
而上式对所有资产在任一时刻均成立。反过来，如果能够知道关于资产到期回报
XT 的信息以及资产当前的价格 Pt，那我们则可以由(5.1)式估计 SDF 中所包含的
信息。如果我们估计的 SDF 为𝑀𝑀𝑇𝑇 (𝑏𝑏)，其中 b 为 SDF 的参数。定义残差 uT = MTXT
- Pt，对于样本期内由于系数估计偏误带来的总的定价误差，有：
gT ( b ) ≡

1 T
∑ ut ( b=) Et  M T ( b ) X T − Pt 
T t =1

(5.2)

真实的 SDF 能够使得(5.1)成立，换言之，对 SDF 的估计也应该尽量最小化
由估计带来的定价误差。对这一误差按照某种形式加权，能够使得定价误差平方
和最小的𝑏𝑏�即为 SDF 系数 b 的估计值，即：

()

()

b = arg min b  gT b 'WgT b
 

(5.3)

(5.3)式代表了经典 GMM 估计的方法。这一估计方法最早由 Hasen 提出，在
早期关于外汇风险溢酬的研究中（如估计隐含变量模型时）也曾经被使用过。[77]
然而，与早期 GMM 作为纯粹的统计方法使用不同，当 SDF 理论框架与 GMM
结合使用时，寻找矩条件的过程，即寻找满足式(5.3)所描述的变量，被赋予深刻
的经济含义。Cochrane 对 SDF 框架下如何使用 GMM 估计进行了详细探讨，本
文在此不予赘述。[34]
5.2.2 外汇风险的风险因子
第 3 章的 3.19 式曾给出了汇率与随机贴现因子之间的关系：
ST M T*
=
St M T

(5.4)

即：汇率是两国间随机贴现因子之比。这一结论为外汇风险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
思路。由于随机贴现因子能同时为市场上各类资产定价，那么反过来，我们同样
也可以从市场上各类资产的价格获得关于 SDF 的信息，并利用这一 SDF 为汇率
定价。如果从市场上估计出的 SDF 能够准确为外汇资产定价的话，那么我们估
计的 SDF 中就包含了对于汇率变化风险因素的代理变量。如果选择的代理变量
足够充分，那么还能进一步由(5.4)式计算此时的“理论”汇率，将其与实际汇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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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变化情况进行比较，检验模拟汇率与真实汇率变动之间的差异。估计 SDF 所
使用的矩条件可以来源于各个市场。例如，第 3 章曾提出投资者不论是投资本国
资产还是投资外国资产，对其回报率的定价都为 1，即：
1 = Et ( M T RtD )



S
1 = Et  M T T RtF 
Ft


上述公式与资产面临的风险类型无关。换言之，𝑅𝑅𝑡𝑡 既可以代表无风险资产，

如债券，也可以代表风险资产，如股票，这就意味着在进行经验分析时，SDF

框架能同时将多个国家、多个市场的价格信息综合利用。具体而言，本文可以用
到的矩条件包括：
Et ( M T RBD − 1) =
0

(5.5)



S
0
Et  M t RBF T − 1 =
F
t



(5.6)

Et ( M T RED − 1) =
0

(5.7)



S
0
Et  M t REF T − 1 =
Ft



(5.8)

各变量的上标D代表为本国变量，上标F代表为外国变量，下标B代表投资债
券的回报率，下标E代表投资股票的回报率。如上文所述，(5.5)和(5.7)式使用本
国的债券、股票市场的信息来估计SDF，(5.6)和(5.8)式使用外国的债券、股票市
场信息来估计SDF，同时(5.6)和(5.8)式还利用了外汇远期市场与外汇即期市场的
信息 ①。这便是SDF框架与GMM结合最大的好处之一：能够将多个市场的信息放
到同一个定价框架中予以考虑。
在估计 SDF 时，本文依然考虑 4.3 节中使用的三大类 5 个因子：消费（用社
会零售商品量作为代理变量）、物价水平、货币供应量、股票收益率以及利率。
为保证估计的有效性，按照一般文献的做法，本文使用了两个工具变量：滞后一
阶的股票收益率与滞后一阶的远期汇率贴水。Cappiello 和 Panigirtzoglou 认为，

①

注意到 4.8 和 4.10 式与 3.17 式的差距在于两式使用了远期汇率，而 3.17 式使用的是即期汇率。由于

非套补的利率平价成立，易证使用远期汇率还是即期汇率并不会造成任何额外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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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滞后的股票收益率作为工具变量能够较好地考虑股票市场中的动量效应，而
远期汇率贴水能刻画两国间债券市场波动的影响。[58] 表 5.7 给出了针对日元 SDF
的估计。

表 5.7 利用日元/美元的信息估计 SDF
常数

零售商品量

货币供应

CPI

股价

利率

J值

A 日本 SDF 的系数估计
0.96846*

-0.5248

(0.0097)

(0.5296)

3.8676

0.9791*

-3.4118

4.0348

(0.0105)

(5.3296)

0.9497*

-0.9001

(0.0264)

(0.8360)

14.202**

0.9877*

-0.1266*

(0.0023)

(0.0255)

0.9667*

13.797***

0.8026**

(0.0042)

13.634***

(0.3460)

0.2430

-0.1487*

0.8901**

(0.3808)

(0.0299)

(0.3902)

8.6897

B 美国 SDF 的系数估计
0.9534*

0.3053

(0.0140)

(0.3969)

15.238**

0.9570*

-0.1927

(0.0119)

(0.4595)

39.054*

0.9394*

0.5412*

(0.0055)

(0.1020)

9.7312

0.9657*

-0.0930

(0.0445)

(0.3089)

9.4197

0.8996*

1.2450**

(0.0358)

(0.6606)

10.74

本表给出了利用日本股票收益率、美国股票收益率、两国无风险利率以及两国汇率变化的信息综合估计出
两国随机贴现因子的估计值。由于美元利率在 2001 年 9 月后出现了人为的剧烈变化，严重干扰了无风险利
率序列的平稳性，将影响到 GMM 估计的渐近性，在估计时，本文只考虑 1993 年 2 月（1 月用来计算滞后
项）至 2001 年 9 月共 104 个样本。此外，由于利率表现出很强的自相关性，因此本文没有使用滞后一阶的
利率作为工具变量。在估计本表时，最终使用的矩条件为 5.6、5.7 和 5.8 三式，工具变量为滞后一阶的股
价变动与滞后一阶的远期贴水。在估计时，本文首先考察了各个单一因子的定价能力，并将第一阶段显著
的因子放到同一个方程中再次估计多因子模型。表中加括号的数字是系数估计对应的标准误。系数估计以
及 J 统计量后加“*”的表示在 1%显著性水平上显著，加注“**”的表示在 5%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加注
“***”的表示在 10%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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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特别说明，由于债券市场收益率的数据难以获得，本节使用了 LIBOR
替代债券市场收益率，这也意味着本节所考察的样本区间依然不能包含受到次贷
危机影响的时间段。在使用 GMM 估计表 5.7 时，本文选取的初始加权矩阵为单
位阵，第二步估计中所使用的加权矩阵经过了 Newey-West（NW）方差调整。
表 5.7 的 A 组给出了针对日本 SDF 的系数估计。在估计日本的 SDF 时，日
本的消费、物价水平系数无法拒绝不显著异于 0 的原假设，这表明消费、物价等
影响长期经济波动的宏观因素并不能为短期资产收益率有效定价。换言之，消费
的变化和物价波动并不是造成短期资产收益率波动的风险源。而股票价格变化和
利率变化两个因子拒绝了不显著异于 0 的原假设，意味着他们对应的风险源在短
期资产市场上得到了有效定价，然而两因素对应的 J 统计量都在 10%的显著性水
平上显著异于 0，意味着模型单单将某一类风险资产作为风险源的设定是错误的。
当把利率和股票价格放在同一个方程中进行估计时，两者的系数分别在 5%和 1%
的显著性水平上拒绝了系数不显著异于 0 的原假设，同时模型 J 值得到了明显改
善，因而针对日元 SDF 的估计中，日本利率的变化与股票价格的变化被认为是
日本短期资产收益率波动对应风险源的代理变量。
表 5.7 的 B 组给出了利用同一信息针对美元 SDF 的系数估计。与日本 SDF
估计结果相似的是，代表消费的社会零售商品总量、代表物价水平的 CPI 变化都
不显著异于 0，表明他们并不是造成短期资产收益率波动的风险源或者代理变量。
此外，单单考虑消费或物价水平的模型 J 值显著异于 0，证明模型存在明显的设
定错误。与日本 SDF 不同之处在于，美国的 SDF 中货币供应量有了显著的影响。
这一差别有可能反映了两国货币供应量对利率指标影响有效性的差异。B 组中货
币供应量和利率分别作为单独一个因子估计时，系数显著并且 J 值都不能拒绝不
显著异于 0 的原假设，证明两者都能为短期收益率的波动定价。然而当把这两个
变量放到同一方程中进行估计时，尽管 J 值没有明显的变化，但是这两个变量都
变得高度不显著。对两者的相关系数进行检验，发现在货币供应量变化与利率的
变化之间相关系数为 0.25，且显著异于 0，这表明货币供应量与利率对资产收益
率的解释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相互替代的。此外，美国股票市场的波动在模型中
是不显著的。
综合表 5.7 的信息来看，在考虑到日本和美国两国间资产的定价时，日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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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价波动与利率变动以及美国市场的利率变化（或者货币供应量的变化）将对两
国资产价格产生一定的影响。由于根据(3.19)式，预期汇率的变动本身就对应了
随机贴现因子的比值，这也意味着在日元汇率的决定过程中，日美两国的利差以
及日本本国证券市场的整体波动将产生显著影响。

表 5.8 针对美元/英镑的系数估计
常数

零售商品量

货币供应

CPI

股价

利率

J

A 美国 SDF 的系数估计
0.9479*

0.0850

(0.0032)

(0.0814)

2.2929

0.9605*

-0.3898

2.2861

(0.0130)

(0.5097)

0.9409*

0.1947

(0.0226)

(0.4495)

2.2448

0.9495*

0.0233

(0.0113)

(0.1361)

3.7288

0.9990*

-0.9294*

(0.0011)

(0.0202)

2.2743

B 英国 SDF 的系数估计
0.9454*

-0.0707

(0.0320)

(0.0679)

14.820**

0.9524*

0.5047***

(0.0051)

(0.2932)

13.03**

0.8602*

1.3346

(0.0635)

(1.0607)

7.2602

0.9744*

-0.2726*

(0.0043)

(0.0268)

9.1963

0.9964*

-0.8835*

(0.0001)

(0.0014)

0.9966*

-0.0156*

-0.8700*

(0.0003)

(0.0004)

(0.0004)

8.8645

7.1805

本表给出了利用英国股票收益率、美国股票收益率、两国无风险利率以及两国汇率变化的信息综合估计出
两国随机贴现因子的估计值。同样的，由于美元利率对无风险利率序列的平稳性有干扰，本文只考虑 1993
年 2 月（1 月用来计算滞后项）至 2001 年 9 月共 104 个样本。此外，由于利率表现出很强的自相关性，因
此本文没有使用滞后一阶的利率作为工具变量。在估计 5.8 时，最终使用的矩条件为 5.6、5.7 和 5.8 三式，
工具变量为滞后一阶的股价变动与滞后一阶的远期贴水。在估计时，本文首先考察了各个单一因子的定价
能力，并将第一阶段显著的因子放到同一个方程中再次估计多因子模型。表中加括号的数字是系数估计对
应的标准误。系数估计以及 J 统计量后加“*”的表示在 1%显著性水平上显著，加注“**”的表示在 5%的
显著性水平上显著，加注“***”的表示在 10%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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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8 给出了针对英美两国 SDF 的系数估计。尽管使用了不同的汇率和短期
资产收益率，英美两国 SDF 的估计结果与日美两国 SDF 的估计结果惊人地相似：
对于英国的贴现因子，利率变化以及股票价格的变化带来的影响都显著异于 0，
并且当两者被纳入同一个模型考察时，各自系数均显著，J 值也有了明显的改善，
证明考虑到这两个因素的 SDF 是合理的。宏观经济变量和货币政策变量再次不
能拒绝不显著异于 0 的原假设。美国的 SDF 只有利率的变化表现出显著异于 0
的系数，并且被 J 检验接受。美国的股价变化、宏观经济变化和货币政策变化不
能解释两国间短期资产收益率的变化。综合表 5.7 和表 5.8 的结论，影响一国货
币汇率（以美元为标价单位）的主要因素，一是两国间的利差，二是本国股票市
场的波动，而后者可以看成是本国系统性风险变化的代理变量。
需要指出的是，表 5.7 和表 5.8 对 SDF 进行的估计事实上是不完全的。在现
实世界中，估计 SDF 要尽可能地复制投资者面临的整个回报空间，这样得到的
SDF 才最有可能是最小方差 SDF 的代理变量。表 5.7 和表 5.8 的估计事实上隐含
了简单的“两国经济”的假定：在讨论日元兑美元汇率变化情况时，没有考虑英
镑兑美元汇率变化的影响；同样，在讨论英镑兑美元汇率变化时，也没有考虑日
本经济情况变化的效应。一个真正的美国投资者不仅能自由地同时持有美国资产、
英国资产和日本资产，还能自由参与世界其他各个国家和地区的金融市场进行交
易，从而本文所使用的方法严重缩小了投资者风险分散可能的范围，带来了较大
的定价误差，因此常数项经常显著异于 0。要解决这一问题，最理想的办法是构
建“美元指数”、“世界股票指数”、“世界利率指数”、“世界宏观经济指数”，将
投资者整个回报空间拆成两个部分：本国资产和经过某种方式加权的所有外国资
产，这样的 SDF 才会具有较高的定价效率。然而，对于投资者所面临全部投资
机会集的探讨已经超出了本文使用的“两国经济”框架，因其操作的复杂性和复
杂度数据维度，在国际上也未见相关的文献成果。对“两国经济”框架的放松将
是今后 SDF 在国际资产定价中应用的一个难题，有待进一步的理论研究。
5.2.3 模拟汇率与真实汇率
上一小节利用日本、美国和英国的数据对日本、美国和英国的 SDF 做了简
单估计，获得了三国 SDF 的参数。而根据第 3 章式(3.19)，汇率的变化率等于外
国的贴现因子与本国贴现因子之比，因此由表 5.7 和 5.8 的参数即可构建一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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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的汇率变化率序列，并将其与真实汇率序列进行对比，就能给出贴现因子的定
价误差对汇率变化率影响的直观形象。图 5.1 便使用表 5.7 和 5.8 的参数，对 1993
年至 2001 年汇率变化率的情况进行了模拟。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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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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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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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模拟汇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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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日元兑美元的模拟汇率与真实汇率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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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1.04

1.01
1.02
1
1
0.99
0.98

模拟汇率
真实汇率

0.98
0.96

0.96

0.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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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0
01-02
0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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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英镑兑美元的模拟汇率与真实汇率变化

图 5.1 模拟汇率与真实汇率 ①
本图中，模拟汇率显示在左侧坐标轴上，而真实汇率显示在右侧坐标轴上。

针对英镑兑美元汇率的模拟与针对日元兑美元汇率的模拟效果截然不同。由
①

(b)图中给出的是未经整理的英镑模拟汇率与真实汇率的对比，而图(a)中去除了模拟的部分异常点，

并考虑到显示清晰，对整体的波动幅度予以下调，对每个模拟值均除以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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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和美国数据模拟出的日元兑美元汇率变化其波动远远大于真实的日元兑美
元汇率变化率的波动率，并且存在明显的异常点。这些都表明，表 5.7 的参数无
法有效模拟出日元的汇率变化情况。然而值得注意到是，尽管图 5.1(a)给出的汇
率波动过于剧烈，但从总体趋势上看却基本符合日元汇率变化的大致情况（尽管
存在一定的滞后），并在经济危机时变得特别敏感（几个异常点的出现事实上都
对应了汇率变化率出现巨大变化的地方）。这很可能意味着由日、美两国利差以
及日本股票市场构成的随机贴现因子无法刻画日元的某种风险分散机制，导致模
拟序列的结果远远比真实汇率变化的序列要敏感。图 5.1(b)针对英镑的模拟则要
好很多：不仅模拟汇率与真实汇率表现出了同样的运动趋势，两者还表现出了相
近的绝对水平，甚至在部分样本段中，模拟序列与真实序列出现了重合。这意味
着由英、美两国利差与英国股票市场构造的随机贴现因子较好地刻画了英镑兑美
元汇率的情况，由贴现因子本身就能基本给出英镑兑美元的汇率。
日元兑美元模拟的失败可能受以下几方面的影响：第一种可能的因素源于构
成 SDF 的资产过少。本文在 3.2.5 节中指出，在不完全市场的条件下，必须找到
最小方差贴现因子，即必须穷尽回报空间内所有的收益率，并赋以合适的权重构
造 SDF，才有可能较好地拟合式(3.19)和(3.21)。而在本章的 GMM 估计中，本章
仅使用了四类资产：日、美两国的无风险债券和日、美两国的股票，这无疑会带
来较大的定价误差，这从几个估计中显著异于 0 的常数项可以得到证明；第二个
可能的因素源于日本长期低利率政策使得日本利率变化已经无法反映日本经济
变动的信息。日本自从 20 世纪 90 年代经济泡沫破灭以来一直执行超低利率政策，
其名义利率长期接近于 0，受“流动性陷阱”的影响，日本的利率变化不能充分
反映日本经济变化和资产价格变化的真实信息，因此在日元的 SDF 中，起主导
作用的是日本的股票市场。其波动性远大于真实经济波动，对未预料到的经济冲
击也特别敏感，这也能部分解释为什么图 5.1(a)中日元兑美元的模拟汇率在异常
点附近具有如此敏感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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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结

论

6.1 基本结论
本文对外汇风险，特别是外汇风险溢酬的理论问题进行了探讨。通过构建基
于随机贴现因子框架的定价模型，本文将作为投资性资产价格的汇率与作为消费
性资产价格的汇率联系在一起。当汇率被作为投资性资产价格时，外汇的风险溢
酬取决于贴现因子与预期汇率的相关性；而当汇率被作为消费性资产价格时，汇
率就是两国价格测度的转换因子。汇率兼具消费性价格和投资性资产价格的特点
使得通过传统的消费模型研究汇率决定变得颇为困难。
本文认为，只要投资者是风险厌恶的，外汇的风险溢酬就有存在的可能。其
大小取决于两国经济的相对波动以及两国经济的关联程度。在一般情况下，当两
国经济平稳运行，市场的风险分散机制有效运作时，汇率的风险溢酬有可能近似
于 0，表现为汇率长期较为稳定的变化。而当经济危机出现时，本国的系统性风
险增加，投资者要求外汇风险溢酬。特别是如果此时市场的风险分散机制失灵，
汇率的风险溢酬将大幅增加，表现为货币的大幅贬值。
本文使用 1993 年至 2007 年的样本对上述结论进行了验证。针对英镑兑美元、
澳元兑美元以及日元兑美元月度汇率数据的研究发现，英镑兑美元以及澳元兑美
元在样本期内均近似表现为白噪声过程。尽管日元兑美元表现出了条件异方差现
象，但异方差是由经济危机引发外汇风险溢酬的突增带来的，不具有持久效应。
外汇风险溢酬的波动与经济波动密切相关。
本文还对不同期限结构的外汇风险溢酬进行了研究。不同期限的外汇风险溢
酬受到了不同因素的驱动。本文进一步对短期外汇风险溢酬的风险因子进行了探
讨。尽管相关性分析和格兰杰因果检验表明，不论是宏观因子还是微观因子对外
汇风险溢酬影响都很微弱，然而通过构建基于随机贴现因子的计量模型，采用广
义矩法估计，本文发现，微观市场因子事实上能够部分解释短期汇率的变动。在
美元标价法下，某种货币的汇率变化取决于货币发行国与美国之间的利率差，还
取决于货币发行国系统性风险的波动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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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后续研究
本文的研究厘清了外汇风险研究方面的若干基础性理论问题。基于本文的后
续研究可以围绕以下几方面展开：
第一，本文从理论上证明，外汇风险溢酬在金融危机时将表现出巨大的波动。
关于这一方面的事件研究目前少有文献提及。当金融危机爆发时，一国的经济波
动将以怎样的渠道传到到外汇市场？影响究竟有多大？经济的剧烈波动是否还
同时意味着外汇市场风险分散机制出现问题，从而进一步加剧汇率的波动？这两
者之间是否有某种内在的关联？经济危机能否对汇率的风险溢酬产生持续性影
响，或者，哪种经济危机能对汇率的风险溢酬产生持续性影响？这些问题都亟待
对不同类型经济危机下外汇市场的反应进行事件研究予以解决。
第二，本文提出，从理论上，传统的仅考虑资产收入效应的模型不能用来研
究汇率的决定。如何将汇率变动所带来的替代效应纳入模型，由此便成为一个关
键性问题。针对国际市场间资产替代效应的研究，不论是理论研究还是经验研究
都相对匮乏，在这一方面的研究有望改写基于消费模型框架的汇率决定理论。
第三，本文是基于理性预期框架下对外汇风险溢酬的探讨，而当人们的预期
形成机制不符合理性预期时，远期汇率与即期汇率之间又蕴涵了怎样的信息？有
没有一种办法能研究外汇风险溢酬的经济含义，同时考虑市场预期对于汇率的影
响？如果能将预期形成机制的探讨与对外汇风险溢酬形成机制的探讨结合，特别
是研究在经济出现重大波动时，两种机制如何发生相互作用，这对于从资产定价
角度来研究汇率决定理论有着重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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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 关于理性预期设定形式的探讨
理性预期的设定是外汇风险溢酬从理论模型到实际度量中一个重要的转换。
关于理性预期的设定形式，最早的文献普遍采用 Hodrick 的设定形式：[5]

=
ST Et ( ST ) + ε t

(A1.1)

其中，ST 为未来资产的真实价格，Et(ST)为当前时刻对未来资产价格的预期，
𝜀𝜀𝑡𝑡 服从正态分布，均值为 0，方差为𝜎𝜎 2 (𝑇𝑇 − 𝑡𝑡)。这一设定表明：预期应与利用所

有可得信息作出的最优预测相一致，反映到资产市场上，对未来资产价格的最好
预期即为当期的市场期望。在这一设定下，未来的资产价格将服从均值为 Et(ST)，
标准差为𝜎𝜎的正态分布。
这一设定存在两大缺陷：首先，由于𝜀𝜀𝑡𝑡 服从正态分布，这就无法避免资产价

格出现负数的可能，这一缺陷在应用到汇率的研究时尤为明显，例如，英镑对美
元的汇率长期在 1～2 之间，而澳元对美元的汇率基本上都小于 1，如果按照(A1.1)
式的模型设定，汇率出现负数的可能性将相当大；第二，这一模型与投资者的投
资习惯并不完全吻合：(A1.1)式表明：投资者关注的是资产的绝对价格变动，而
非收益率的变化。然而事实表明：投资者衡量相对变动（即收益率的变动）比衡
量绝对价格变动更有意义。
基于以上两大缺陷，部分文献中使用了另一种形式的理性预期设定：

ln ST ln Et ( ST ) + ε t
=

(A1.2)

式中各符号均与(A1.2)式相同，其区别在于，此时的未来资产价格将服从对
数正态分布，即 lnST 服从均值为 lnEt(ST)，方差为𝜎𝜎 2 (𝑇𝑇 − 𝑡𝑡)。A1.2 事实上是(A1.1)

的双对数版本，如果将(A1.2)两边同时指数化，则有：

ST = Et ( ST ) eε
而大部分文献所采用的理性预期设定为：

=
ln ST Et ( ln ST ) + ε t

(A1.3)

我们可以注意到，(A1.2)式的设定和(A1.3)式的唯一区别在于公式右端求期
望与求对数的先后顺序，存在所谓“Jensen 不等式效应”
（Jensen’s inequality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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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采用(A1.2)式的设定，则按照式(2.7)有：
sT − ft = rp + ε t

(A1.4)

而若按照(A1.3)式的设定，注意到由于 Jensen 不等式效应的存在，式中 Et(lnST)
与(2.7)式的 lnEt(ST)不能直接转换，而需要通过如下变化：
ln Et ( ST=
) Et ( ln ST ) +

σ2
2

(T − t )

代入(2.7)式，则有：
sT − ft = rp −

σ2
2

+ εt

(A1.5)

(A1.4)与(A1.5)式的差距在于，用已实现的即期汇率来作为预期未来即期汇
率的替代变量计算外汇风险溢酬时，是否需要进行对风险的调整（当𝜎𝜎本身为时
变的变量时，这一调整就可能影响到外汇风险溢酬的时间序列特征）。我们再来
分析(A1.4)式对应的(A1.2)设定，我们不难看出，(A1.2)式的设定就是没有考虑到
Jensen 不等式的影响，换言之，𝑆𝑆𝑇𝑇 = 𝐸𝐸𝑡𝑡 (𝑆𝑆𝑇𝑇 )𝑒𝑒 𝜀𝜀 的等式在𝜀𝜀𝑡𝑡 服从 0 均值，方差为
𝜎𝜎 2 (𝑇𝑇 − 𝑡𝑡)的正态分布时并不成立。我们假定 ST 服从对数正态分布，则：
Et ( ln ST=
) ln Et ( ST ) −

σ2
2

(T − t )

对(A1.2)式两边同取期望，我们可以发现：如果假定𝜀𝜀𝑡𝑡 服从 0 均值，标准差

为𝜎𝜎的正态分布，(A1.2)式两边期望值并不相等，要使等式左右相等，则𝜀𝜀𝑡𝑡 必须服

从均值为𝜎𝜎 2 (𝑇𝑇 − 𝑡𝑡)⁄2，方差为𝜎𝜎 2 (𝑇𝑇 − 𝑡𝑡)的正态分布。易证明，在这一设定下，
由此得到的外汇风险溢酬表达形式与(A1.5)式一致。

基于以上讨论，本文按照(A1.3)式设定理性预期：

=
ln ST Et ( ln ST ) + ε t
由此得出的外汇风险溢酬度量方式为(A1.5)。
sT − ft = r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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σ2
2

+ εt

附录 2 利率平价的检验
由于本文在 SDF 框架下进行，因此第一步的数据检验就是检验远期外汇市
场与即期外汇市场之间的无套利关系，即有套补的利率平价（covered interest rate
parity，CIP）。
CIP 的表达形式为：

Ft = St e

( r − r f )(T − t )

其中，F、S 分别对应直接标价法下的远期和即期汇率，r 为本币的无风险利
率，rf 为外币的无风险利率，T-t 为对应的到期期限。Sarno 等给出了 CIP 常用的
两种传统方法。[62] 将上式对数化，则有：
ft − st
= r − rf
T −t

其中，f、s 分别为直接标价法下远期和即期汇率的对数。Sarno 等指出，要
检验 CIP，传统的方法一是直接验证两边的均值从统计意义上是否相等，二是对
上式直接回归，检验回归系数是否显著异于 1。[62]
本文对样本 CIP 的检验分为三步：首先直接观察 ft-st 和 r-rf 的变化图，检验
两者变化趋势是否一致；第二步，按照 Sarno 的方法进行 CIP 的检验；第三，考
虑到序列有可能的非平稳性，本文还使用协整检验对第二步结论予以强化。
本文所检验的样本有以下几组：1993 年 1 月至 2007 年 12 月英镑兑美元的 1
个月、3 个月、6 个月及 1 年的远期汇率；1993 年 1 月至 2007 年 12 月美元兑澳
元的 1 个月和 3 个月远期汇率以及 1993 年 1 月至 2007 年 12 月美元兑日元 1 个
月、3 个月、6 个月和 1 年的远期汇率。英镑兑美元以及日元兑美元的汇率数据
来 源 与路 透咨 询系 统（ Reuters ），澳 元兑美 元 的数 据来 源于 彭博 资 讯系 统
（Bloomberg）。本文所使用的利率数据来源于英国银行业协会（British Bankers’
Association，BBA）网站所给出的伦敦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LIBOR）。之所以
选用 LIBOR 而非各国国债市场的无风险收益率，一方面源于 LIBOR 利率方便易
得，另一方面也因为本文所使用的外汇数据是国际银行间远期汇率的报价，因此
所选用的利率数据也应该要反映国际市场间，而非一国市场的资金借贷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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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1 样本远期贴水与两国利率差的基本关系
图 2.1 给出了待检验各样本远期贴水（ft-st）与两国利差的基本关系。

0.02
0.01
0
-0.01
-0.02

远期贴水

-0.03

利差

-0.04
-0.05

(a) 1 个月 GBP/USD 远期贴水与利差
0.01
0
-0.01

远期贴水

-0.02

利差

-0.03
-0.04

(b) 3 个月 GBP/USD 远期贴水与利差
0.01
0
-0.01

远期贴水

-0.02

利差

-0.03
-0.04

(c) 6 个月 GBP/USD 折价与利差
90

附录 2 利率平价的检验

0.01
0
-0.01

远期贴水

-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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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1 年 GBP/USD 远期贴水与利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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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1 个月 AUD/USD 远期贴水与利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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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3 个月 AUD/USD 远期贴水与利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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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1 个月 USD/JPY 远期贴水与利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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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3 个月 USD/JPY 远期贴水与利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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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6 个月 USD/JPY 远期贴水与利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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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1 年 USD/JPY 远期贴水与利差

图 A2.1 样本货币远期贴水与利率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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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A2.1 表明：英镑各个期限的远期贴水与利差的关系保持稳定，远期贴水
的曲线与利差几乎完全重合，找不到违背利率平价的明显证据。澳元在 1993 年
到 1994 年间远期市场出现了较为剧烈的波动，除开这一段样本之外，整体上远
期贴水的曲线与利差重合，至少表现出同样的趋势。日元的数据也基本相同，远
期贴水与利差变化保持了同样的趋势，然而远期贴水却总略微低于两国间的利差。
因此从单图 A2.1 来看，CIP 条件在本文所考察的三组货币都基本成立。然而，
这一结论还有待进一步的严格统计检验。

A2.2 样本利率平价的严格检验
本节将按照 Sarno 等人提出的两种方法对 CIP 条件进行进一步检验。
A2.2.1 均值比较

表 A2.1 针对远期贴水与利差的均值检验
币种

G1M

G3M

G6M

G1Y

A1M

A3M

均值
标准差
t值

-0.0001

0.0004

0.0004

0.0005

-0.0003

-0.0002

0.0013

0.0010

0.0009

0.0010

0.0024

0.0011

-0.0731

0.3875

0.4764

0.4656

-0.1187

-0.1646

币种

J1M

J3M

J6M

J1Y

均值
标准差
t值

-0.0017

-0.0012

-0.0011

-0.0011

0.0016

0.0012

0.0012

0.0012

-1.0478

-0.9770

-0.9619

-0.9002

表 A2.1 表明，对所考察各期限的每一币种，都无法拒绝远期贴水与利差的
差为 0 的原假设。换言之，从平均水平上来看，利率平价是成立的。
A2.2.2 回归分析
本文回归所使用的检验方程为：
ft − st = α + β ( r − rf ) + ε t

其中，α 不应显著异于 0，β 不应该显著异于 1。表 A2.2 给出了参数估计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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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2.2 针对远期贴水与利差的回归检验

G1M
G3M
G6M
G1Y
A1M
A3M
J1M
J3M
J6M
J1Y

α

β

0.0004*

1.0368*

(0.0000)

(0.0018)

0.0007*

1.0265*

(0.0000)

(0.0013)

0.0007*

1.0239*

(0.0000)

(0.0014)

0.0007*

1.0177*

(0.0000)

(0.0016)

0.0002*

1.0325*

(0.0001)

(0.0028)

0.0000

1.0169*

(0.0000)

(0.0013)

-0.0005*

1.0340*

(0.0000)

(0.0014)

-0.0003*

1.0242*

(0.0000)

(0.0011)

-0.0002*

1.0249*

(0.0000)

(0.0011)

-0.0003*

1.0205*

(0.0000)

(0.0012)

本表给出了对利率平价方程的检验，表中 α 一列加注“*”的表明系数显著异于 0，β 一列加注“*”的表明系
数显著异于 1，括号中的数为估计参数值的标准误。

表 A2.2 给出了利率平价检验的结果。表中所有的 α 值都非常接近于 0，但
大部分都显著异于 0，β 非常接近 1，但都显著异于 1。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因
为在现实世界中，考虑到交易成本等因素的影响，利率平价条件会被小幅度的放
宽。单从数据来看，在表 A2.2 的结果中，大部分系数均为 1.02 或 1.03，距离 1
的偏离非常小，也不会对利率平价条件造成严重影响。因此笔者认为，从总体上
而言，当忽略掉由交易成本等因素引致的偏差后，利率平价条件在所有的样本中
都是成立的。此外，由于利差序列与远期贴水序列表现出了明显的非平稳特性，
笔者对各序列都进行了协整检验（篇幅所限，结果在此不予详细列出）。协整检
验的结果也表明，远期贴水与利差之间存在稳定的协整关系，因此，即便考虑了
序列的非平稳性后，利率平价条件依然是成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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