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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摘 要
信用利差是信用债券收益率超过无风险收益率的部分，是投资者承担企业违
约风险而要求的超额收益率。可是现有研究表明信用风险因素只能解释信用利差
的一小部分，剩下大部分是由其他因素解释，这被称为“信用利差之谜”。相关
研究表明流动性因素也是信用利差的重要解释因子，可是现有的债券市场流动性
代理变量的选取都是基于市场微观结构，受市场微观结构噪音影响较大，同时债
券市场交易活跃度低，表明基于市场微观结构的债券流动性衡量方法不是债券市
场整体流动性的良好代理变量。本文根据我国交易所和银行间两个国债市场流动
性差异提取我国债券市场的流动性溢酬，作为市场流动性的代理变量。为了研究
银行间市场企业债信用利差的影响因素，本文构建了考虑利率因素和信用风险因
素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同时加入本文提出的流动性代理变量，发现可以提升模
型的解释力度，而且流动性溢酬是解释信用利差的系统性因子。
在验证了流动性溢酬是影响信用利差的系统性因子基础之上，本文将进一步
研究流动性溢酬与信用利差两者之间的动态关系，分别运用 VAR、格兰杰因果
检验，研究发现前一期的市场流动性溢酬变动显著影响高、低等级（AAA 和 AA
级）企业债信用利差的变动：前一期的市场流动性溢酬增加，则 AAA 和 AA 级
企业债信用利差扩大。实证结果还表明，前一期的信用利差变动对市场流动性溢
酬的变动也会有显著性影响：前一期信用利差变动对当期市场流动性溢酬的变动
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为了区分在不同经济状态下流动性溢酬对信用利差的不同影响，并且为了避
免人为划分经济形势变化时间点带来的影响，本文接着引入带马尔可夫链机制转
换（MSVAR）模型分析在两种机制下流动性溢酬对信用利差影响的不同，该模
型内生决定了两种机制发生的概率，验证了流动性溢酬对信用利差的影响是时变
的，实证结果表明，流动性溢酬对信用利差的影响在正常机制和危机机制下有着
显著的差异，危机机制下的影响程度要显著高于正常机制。实证结果还发现
Dick-Nielsen, Feldhütter, Lando（2012）的结论在中国债券市场同样适用：危机机
制下，市场流动性溢酬对低等级债信用利差的冲击程度要大于对高等级债信用利
差的冲击，但冲击效应的持续时间少于高等级债。另外，MSVAR 模型的实证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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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还表明前一期的信用利差变动对非流动性变动的影响在不同机制下不仅程度
不同，而且方向相反：在危机机制下，配置型或交易型资金可能进入会缓解当期
的市场非流动性，因此呈现前一期信用利差变动对当期非流动性变动有显著负向
的影响；而在正常机制下，前一期信用利差变动对当期非流动性变动的影响为正
且不显著。

关键词：信用利差；流动性溢酬；马尔可夫机制转换模型

Abstract

Abstract
Credit Spread is the excess return of credit bond yield over risk-free rate,which is
compensated for the default risk of the company investors bear. However, existing
research shows that credit risk factors explain only a small part of the credit spread,
the rest is mostly explained by other factors,which is called ―credit spread puzzle‖.
Related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the liquidity factor is important to explain credit
spreads, but existing bond market liquidity measurement methods are based on the
market microstructure, which are not good proxy variables reflecting the overall bond
market liquidity, and the market microstructure method noise is large. In this paper,
based on diffiences of market liquidity in China's exchange and Inter-bank market, I
propose a new proxy variable of market liquidity. In order to study the factors on
interbank market bonds’ credit spread, I establish the multiple regression model that
controls the interest rate and credit risk factors, and at the same time join the proposed
liquidity variable, find that it can promote the R2 of the model, so that I can conclude
that the liquidity premium is the systematic factor of credit spread.
This paper will further discuss the dynamic relationship between credit spread
and liquidity premium. I use methods of VAR and Granger Causality Test to study
how the prior period liquidity premium affects credit spread and find that when the
prior period liquidity premium rises, credit spread will widen.
In order to distinguish effects of different economic conditions on credit spread
and avoid the effects of distinguishing time point by man, this paper then introduce
Markov-regime Switching Model to endogenously confirm the effects of liquidity
premium on credit spread and probabilities of two regimes and verify the liquidity
risk's influence on credit spread is time-varying, the empirical results show that the
liquidity effect on credit spread under normal and crisis mechanism has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The influence degree of the mechanism under crisis mechanism i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normal. The empirical results also find that the conclusion of
the bond market in Dick-Nielsen, Feldhutter, Lando (2012) also applies in China: in
crisis mechanism, the impact of market liquidity premium on credit spread is lower
than the impact on the high-grade debt credit spread, but the duration of the impact is
less than the high-rated bond. In addition, the empirical results of MSVAR model also

Abstract

show that the impact of changes of credit spread in the previous period on illiquidity
of this period not only differs in the different degrees, but also in the opposite
direction: under the crisis mechanism, the entrance of the configuration type or
transaction type funds will ease market illiquidity, therefore rendering the previous
period changes in credit spread have a significant negative impact on the current
illiquidity changes; under the normal mechanism, however, impact of prior period
changes in credit spread on the current illiquidity changes is positive and insignificant.

Key words: Credit Spread; Illiquidity; Markov-regime Switching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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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论

第一章 绪论
1.1 研究背景
信用债收益率超过无风险收益率的部分即信用利差，是投资者承担企业违约
风险而要求的超额收益率。经典理论模型如结构化模型、约化模型都只能解释信
用利差的一小部分，继经典理论模型之后的许多实证文献也都发现信用风险只能
解释一小部分信用利差，剩余的大部分都不能被信用风险解释，这被称为信用利
差之谜”。随后不断有学者研究表明，信用利差中未能被信用风险解释的部分由
其他因素驱动，其中最能引起研究者关注的就是债券的流动性风险。
自从 Amihud and Mendeson（1986）[1]发现债券收益率中包含流动性溢酬，
并开创性地提出了“非流动性溢酬1” 以来，债券市场流动性就一直是学术界持
续关注的话题，而在金融危机后这一话题更是引起了广泛又激烈的争论，大量固
定收益类资产价格在次贷危机期间大幅下跌，投资者要求的回报率急剧上升。最
初人们的认识是次贷危机引起信用风险溢价上升，导致信用利差上升，进而导致
债券价格下跌，但最近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信用风险溢酬并不足以解释如此高
的信用利差，也不能解释非常短的时间内的债券的高价差。很多研究者慢慢地达
成共识，这场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更多的是流动性危机而不是信用危机，流
动性应当是资本市场的基石，其对于整个金融市场甚至实体经济有着至关重要的
作用，债券流动性溢酬也逐渐成为研究的热点。
随着全球经济的发展与资本市场的不断深化，经济与金融的联系日益密切，
经济的发展需要金融市场的支持，金融市场的变动能够为宏观决策提供先行指标
以及为货币政策提供实施场所，不同经济变量之间的动态联系越来越复杂。对于
我国来说，随着金融市场改革的推进，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正在不断完善中，而
债券作为基础性资产，以往是资本市场的短板，近年来其发行规模和成交量也不
断变化，目前市场广度与深度已经达到一定的水平。同时随着全社会融资结构中
债券直接融资比例和债券结构中信用债比例的不断提升，越来越多的企业选择发
行包括企业债在内的信用债券，未来中国信用债券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迎来大扩

1

也有学者称之为非流动性补偿，对应英文单词“Illiquidity Premi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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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的时代，因此加强对与信用债最紧密的两个风险——信用风险和流动性风险及
两者动态关系的研究显得尤为重要。

1.2 研究意义与目的
首先，研究债券市场流动性因素是否为影响信用利差的系统因子将使得已有
关于“信用利差之谜”的研究更进一进步，能够更深刻地理解信用利差的变动规
律，更合理地为信用债券定价和估值。本文首次提出全新的债券市场流动性衡量
指标，为未来的债市流动性更深入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再次，研究债券市场流动性溢酬与信用利差之间的相互关系，可以提高投资
者投资决策的有效性；研究这种影响关系是否会随着经济形势的变化而发生变
化，投资者可以在进行风险管理时使用不同的风险管理工具进行对冲，市场监管
者也可依此为参考，决定是否适时为市场注入流动性，避免资产价格因为流动性
缺失而大幅下跌，从而预防系统性风险的发生和蔓延。
最后，我国的银行间债券市场和交易所债券市场目前仍处于相对割裂的市
场，但两个市场之间的连接在不断加强，如果市场完全流通，两个市场的差异应
该会慢慢减少。本文的流动性溢酬通过交易所和银行间两个市场的债券收益率价
差进行构建，反之，通过观察流动性溢酬的变化我们也可以看出这两个市场分割
程度的变化。

1.3 研究内容与主要结论
本文研究内容与得到的主要结论有：
第一，我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和交易所债券市场为研究债券市场流动性溢酬提
供了天然的场所，两个市场的国债发行主体都是国家财政部，没有违约风险，通
过相同久期控制了利率风险之后，两个市场上的债券收益率之差就是纯粹的流动
性溢酬了，尽管这部分溢价包含了市场分割的因素，但从债券风险的角度来说，
其表现出来的仍然是流动性的差异，二者的价差仍然体现了流动性的溢价，只是
此处的流动性风险可能与其他情况下的流动性风险略有差异。本文首先通过这两
个市场上的即期利率期限结构之差估计我国债券市场流动性溢酬的期限结构，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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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拟合银行间市场的各等级企业债利率期限结构，将其与银行间国债利率期限结
构相减便得各等级企业债的信用利差期限结构。
第二，在信用利差影响因素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中，本文将信用利差期限结
构中各期限的信用利差简单平均作为回归模型的被解释变量，将流动性溢酬期限
结构各期限的流动性溢酬简单平均作为模型的一个重要解释变量，发现在控制宏
观层面和市场层面其他因素基础上，加入本文的市场流动性衡量指标可以提升模
型的拟合优度，而且该指标系数是显著的，验证了流动性确实是影响信用利差的
系统因子。
第三，在验证了流动性溢酬是影响信用利差的系统性因子基础之上，本文将
进一步研究流动性溢酬与信用利差两者之间的动态关系，分别运用 VAR、格兰
杰因果检验，研究发现前一期的市场流动性溢酬变动能够明显影响 AAA 和 AA
级企业债信用利差的变动：前一期的市场流动性溢酬增加，则 AAA 和 AA 级企
业债信用利差扩大。实证结果还表明，前一期的信用利差变动对市场流动性溢酬
的变动也会有显著性影响：前一期信用利差变动对当期市场流动性溢酬的变动有
显著的负向影响。
最后，为了区分在不同经济状态下流动性溢酬对信用利差的不同影响，并且
为了避免人为划分经济形势变化时间点带来的影响，本文接着引入带马尔可夫链
机制转换模型分析在两种机制下流动性对信用利差影响的不同，该模型内生决定
了两种机制发生的概率，验证了流动性溢酬对信用利差的影响是时变的，实证结
果还表明，流动性对信用利差的影响在正常机制和危机机制下有着显著的差异，
危机机制下的影响程度要显著高于正常机制。实证结果还发现 Dick-Nielsen,
Feldhütter, Lando（2012）[2]的结论在中国债券市场同样适用：危机机制下，市场
流动性溢酬对低等级债信用利差的冲击程度要大于对高等级债信用利差的冲击，
但冲击效应的持续时间少于高等级债。同时本文还发现当我国国债市场流动性下
降的时候，高等级和低等级债券收益率同时上升，且低等级信用利差扩张的幅度
大于高等级信用利差。另外，MSVAR 模型的实证结果还表明前一期的信用利差
变动对非流动性变动的影响在不同机制下不仅程度不同，而且方向相反：在危机
机制下，配置型或交易型资金可能进入会缓解当期的市场非流动性，因此呈现前
一期信用利差变动对当期非流动性变动有显著负向的影响；而在正常机制下，前
一期信用利差变动对当期非流动性变动的影响为正且不显著。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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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本文创新和不足
1.4.1 贡献与创新
本文的贡献与创新主要体现在以下三点：
第一，本文通过分析提出一个衡量债券市场流动性程度的综合指标，即在交
易所和银行间市场同时交易的国债即期收益率之差。与国外研究市场流动性溢酬
的文献相比，本文在流动性溢酬的样本债券选取上使用的是同一主体的发行的债
券，这使得结论中能够更好地排除信用风险的影响。
第二，国内还没有学者对企业债信用利差变化与流动性因素之间动态关系进
行研究，本文运用多元线性回归、VAR、格兰杰因果检验发现本文的市场流动性
指标的变动将引起信用利差的变动，验证了市场流动性确实是影响信用利差的系
统性因子。实证结果还表明，前一期的信用利差变动对市场流动性溢酬的变动也
会有显著性影响：前一期信用利差变动对当期市场流动性溢酬的变动有显著的负
向影响。
第三，通过两机制的马尔可夫链机制转换向量自回归（MSVAR）模型，研
究了在不同机制下信用利差与流动性溢酬的动态关系。模型内生出高流动性风险
机制的发生概率和持续时间，验证了流动性风险对信用利差的影响是时变的，同
时发现当我国国债市场流动性下降的时候，高等级和低等级债券收益率同时上
升，且低等级信用利差扩张的幅度大于高等级信用利差。本文还首次验证了
Dick-Nielsen, Feldhütter, Lando（2012）[2]的结论在中国债券市场同样适用：高流
动性风险机制（或危机机制）下，市场流动性溢酬对低等级债信用利差的冲击程
度要大于对高等级债信用利差的冲击，但冲击效应的持续时间少于高等级债。另
外，MSVAR 模型的实证结果还表明前一期的信用利差变动对非流动性变动的影
响在不同机制下不仅程度不同，而且方向相反：在危机机制下，配置型或交易型
资金可能进入会缓解当期的市场非流动性，因此呈现前一期信用利差变动对当期
非流动性变动有显著负向的影响；而在正常机制下，前一期信用利差变动对当期
非流动性变动的影响为正且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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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 不足
本文的不足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
首先，尽管从理论角度来说，在剔除了利率风险和信用风险之后债券的风险
仅剩下流动性风险，但本文使用的是两个分割市场的数据，市场分割的因素使得
该流动性溢酬代表性并不强，并且很难对这一因素进行量化控制。虽然两者的收
益率之差主要是由流动性引起，但该价差中仍包含了其他因素。
其次，本文缺少对流动性溢酬和流动性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买卖价差是衡
量流动性的最常用的指标，但受制于数据的可获得性，以及早期交易所市场较少
的报价数据，本文在精确构建流动性指标上存在一定的困难，在危机期间，流动
性溢酬上升，但这可能是两方面的因素引起的，即流动性下降和投资者对流动性
的风险容忍度下降，本文没有对这两个因素加以区分。

1.5 本文结构
论文共分为六部分，框架结构如图 1.1 所示，主要结构安排如下：
第一部分绪论主要交代本文研究背景、研究意义与目的、研究内容与主要结
论、创新与不足等。
第二部分回顾了与本文相关的信用利差经典定价理论、影响因素、债券流动
性的度量方法、与经济周期的关系四个方面的文献。
第三部分为数据说明和即期利率期限结构估计，估计出流动性溢酬和信用利
差，接着运用加入流动性溢酬的信用利差影响因素多元回归模型，检验本文提出
的流动性指标能否解释信用利差的变动。
第四部分主要探讨了信用利差变动与市场流动性变动在时间序列上的动态
关系并给出经济意义的解释。
第五部分首先介绍了马尔可夫链机制转换模型及其估计方法，再用该模型分
析了信用利差与流动性溢酬在不同机制下动态关系的差异，并实证检验了不同信
用等级之间的差异。
第六部分为本文的结论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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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研究框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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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献综述
本章综述了与本文相关的信用利差经典定价理论、信用利差的影响因素、债
券流动性的度量方法、与经济周期的关系四个方面的文献，并对已有文献进行评
述。

2.1 信用利差的经典定价理论
对于信用风险的研究，Fisher（1959）[3]最早研究信用利差的影响因素，Beaver
（1966）[4]研究发现公司财务数据中含有未来违约的信息。基于历史宏观数据和
公司财务数据，学者尝试用传统的方法来预测违约事件的发生。其中，经典的模
型包括 Altman（1968）[5]的 Z 值理论、Zmijeski（1984）[6]的 Probit 模型等。
传统的方法有着以下两点缺陷：一是理论假设与事实相差较远；二是使用历
史财务数据作为模型的输入变量，而财务数据的质量可能会被公司操作，且信息
透明度不高。
随着对信用利差研究的不断深入，基于现有资产价格隐含的信息对信用利差
进行建模的思想得到学术界的重视和认可。这方面的模型可以分为三类：一是
Merton（1974）[7]运用期权定价思想发展的结构化模型（structural model）；二
是 Jarrow, Turnbull（1995）[8]和 Jarrow, Lando and Turnbull（1997）[9]设计的约化
模型（reduced form）；三是 Duffie, Lando（2001）[10]和 Giesecke（2001）[11]通
过融合结构化模型和约化模型建立的混合模型。
（1）结构化模型
Merton(1974)假设公司价值服从几何布朗运动（ dVA  VAdt   AVAdz ）和其
他七个假设条件，从而为违约风险建模。随后不断有研究者在 Merton（1974）[7]
模型的基础上通过不断放松条件假设来改进模型。
Black and Cox（1976）[12]放松了 Merton 关于违约只发生在到期日的假设，
而是假设当公司价值低于债务边界值的时候公司便发生违约，更贴近现实。
Merton 模型基于 MM 定理（资本结构无关论），即公司杠杆不影响公司价
值。Colin-Dufresne, Goldstein（2001）[13]和 Demchuk, Gibson（2006）[14]将税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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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和财务困境成本等更实际的因素加入定价模型，从而放松了 Merton 模型的
初始假设。他们假设公司财务杠杆遵循均值回复过程，违约条件也与公司财务杠
杆相关。
Merton 模型的第 7 条假设假设期限结构是平坦的，与现实偏离较多。
Ramaswamy, Sundaresan（1986）[15]，Kim, Ramaswamy and Sundaresan (1993)[16],
Ginsburg, Maloney and Willner (1993)[17],Shimko,Tejima and Deventer (1993)[18],
Nielsen, Saa-Requejo and Santa-Clara (1993)[19]和 Longstaff and Schwartz (1995)[20]
通过假设利率服从随机过程，将利率风险设定地更贴近实际。在这些模型中，
KRS 模型使用有均值回复的 CIR 模型，STD 和 LS 模型则使用 Vasicek 模型为利
率建模。
Merton 模型的第 8 个条件假设公司价值遵循连续扩散模型，这意味着公司
短期违约概率和信用利差趋于 0。Zhou（2011）[21]在公司价值随机过程中加入跳
跃以解决 Merton 模型的这一缺陷。
总之，Merton 模型建立了结构化模型的分析框架，后面的学者通过研究不
断地放松其假设条件，使其更贴近现实，所以到目前为止它也一直是较为普遍的
信用利差定价方法。
（2）约化模型
不同于结构化模型将公司价值作为建模的对象，约化模型使用资产的市场价
格来研究信用风险。违约强度和违约概率是约化模型的基础：约化模型使用违约
强度得到违约概率，进而用于债务定价和信用利差的确定。通过假设违约事件是
不可预测的，约化模型使用违约强度来描述违约，违约强度可以是常量，也可以
是与时间或利率水平相关的泊松过程。
基于泊松点过程的框架，Jarrow, Turnbull（1995）[8]建立了约化模型的基本
框架。Jarrow, Lando 和 Turnbull（1997）[9]引入评级转换概率，可以从历史数据
模拟和计算。Lando（1998）[22]扩展了模型，使转移概率成为一个随机变量。
（3）分解理论
基于结构化模型，很多研究者研究表明信用利差主要与违约风险、税收、流
动性、经济周期和其他系统性因子相关。Elton (2001)[23]将信用利差分解为风险
溢价、税收、预期损失和其他四部分；Amato, Remolona (2003)[24]将信用利差分
解为税收、流动性溢酬和风险溢价三个部分。Hull, Predescu and White（200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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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分解为无风险收益价差、违约损失补偿和风险溢价，发现 Baa 以上信用债信用
利差中，违约损失的占比较小，风险溢价是高等级债券信用利差的重要组成成份。

2.2 信用利差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上述经典理论模型，国外学者对信用利差的影响因素进行大量实证研
究，从而不断深化了对信用利差驱动因素的理解，为后面的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
础，表 2.1 总结了比较经典的国外实证研究：

表 2.1 关于信用利差影响因素的国外实证研究
作者
Franks, Torous(1989)
Bevan, Garzarelli(2000)
Elton (2001)

Delianedis, Geske(2001)
Collin-Dufresne, Goldstein,
Martin(2001)
Huang, Kong (2003)
Huang, Huang (2003)
Avramov, Jostova,
(2004)
Churm,
Panigirtzoglou (2005)
Wu, Zhang (2005)
Duffie, Saita, Wang(2007)

观点和结论
实证发现 Merton 模型估计的理论信用利差远低
于实际信用利差
实证发现结构化模型估计的理论信用利差远低
于实际信用利差
信用利差影响因子包括：预期违约损失、税收溢
价、风险溢价。实证发现各因子的解释力：系统
性风险>税收>预期违约损失；还发现加入
Fama-French 因子，R2 提高到 67%-85%
税收、流动性和市场风险更重要
市场的供需对信用利差影响最大
宏观指数、利率波动率、Fama-French 因子能解
释信用利差 68%-71%.
违约因子只能解释 20%；模型对低信用等级解
释更好
对高等级的解释 35%，低等级的解释 67%；公
司特殊因素只对低等级的信用利差影响显著
信用利差分三部分：预期违约损失、不确定性的
信用风险溢价和非信用因子（流动性）
宏观因子如 CPI，市场波动性，剩余期限、评级
和行业的不同影响则不同
动态违约预测模型：3 个月国债收益率和
S&P500 对未来违约率有重大预测能力。

总结来看，信用利差的影响因素可以分为利率风险因素、信用风险因素和流
动性因素。
（一）利率风险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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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无风险利率：Longstaff and Schwartz ( 1995) [20]、Collin- Dufresne etal.
(2001) [13]、Bedendo et al.（2007）[26]、Davies（2008）[27]、Tang and Yan（2010）
[28]

等认为结构化模型中的贴现率与信用利差负相关，因为无风险利率反映了整体

经济运行的状况，其越高通常对应经济形势越好，因此与信用利差负相关。
（2）国债收益率曲线的斜率：Longstaff & Schwartz(1995)[20]发现收益率曲
线斜率越高，预示着未来经济将扩张，企业信用风险减小，信用利差减小。
（3）国债收益率曲线的曲度：国债收益率曲线的曲度反映的是曲线的中期
限与短长期限之间的形状，也是国债即期收益率曲线的三因子之一。
Manzoni(2002)[29]发现平坦的曲线形状预示着经济形势正在恶化。
（二）信用风险因素
（1）国民生产总值（GDP）和工业增加值（IP）:GDP 和 IP 能够反映企业
的外部经营环境，是反映经济状况的指示器。Avramov et al.(2003)[30]和 Davies
（2008）[27]采用该指标以体现宏观经济波动对信用风险的影响。
（2）股票指数的收益率和波动率：Bedendo et al.（2007）[31],Chen et al.
(2007)[32]、Davies（2008）[27]、Tang and Yan（2010）[33]均采用股票市场数据作
为信用风险的代理变量，因为结构化模型中信用利差和股票价格的关系为负相
关，即公司运营状况良好，股价上升，信用风险下降，进而信用利差减小。同时，
结构化模型显示股票价格波动率上升，企业资产价值触及违约线（债务价值）的
可能性增加，信用风险上升，信用利差扩大，因此股票波动率和信用利差之间是
正相关关系。
（3）预期违约概率：（1）（2）中指标反映的都是全市场的信用风险，没
有考虑具体公司的特质信息，企业具体的经营风险和财务风险都会在其发行债券
的信用利差中得以体现。
（三）流动性风险因素
一般来说，公司债或企业债的流动性要低于国债，因此信用利差中也会包含
有流动性风险部分。流动性衡量的是资产的变现能力，一般来说，它包括交易的
速度、成交量、交易成本、价格冲击四个维度。传统的资产定价模型大多没有考
虑交易的影响，他们假定投资者可以在不影响市场价格的情况下成交任意数量的
证券，因此未将流动性纳入资产定价的范畴，但近年来的研究表明，流动性能够
影响资产价格，债券收益率中包含了投资者对流动性要求的溢价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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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志刚、邵莹（2012）[34]以当日收盘价和开盘价之差除以当日交易量的绝对
值来衡量非流动性，研究交易所公司债非流动性与信用利差之间的关系。周梅、
刘传哲(2013)[35]选择债券的日成交量变化作为流动性代理指标，检验流动性变化
与信用利差变化之间的关系。他们均发现非流动性与公司债信用利差存在正相关
的关系。
虽然现有研究试图提出不同的流动性代理变量，但是都是基于市场微观结构
的债券流动性衡量方法，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提出一个标准化的度量信用债券市场
整体流动性的方法。本文即在现有文献研究的基础之上，提出一个全新的市场流
动性衡量指标，下面介绍一下现有关于债券流动性的度量方法。

2.3 流动性风险的衡量方法
尽管流动性对于市场的重要性是显然的，但流动性本身却是一个难以明确定
义的概念。许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流动性给出了自己的定义以及度量方法。大
量关于股票流动性衡量方法的文献都与股价、交易量和交易成本有关（Amihud
and Mendelson (2006)[36], Huang and Stoll (1996)[37], Amihud (2002)[38], Acharya and
Pedersen (2005)[39], Lesmond(2005)[40], and Hasbrouck (2009)[41]）。这些学者实际
上是从不同的维度衡量了市场流动性，一般来说，可以从四个维度来衡量市场的
流动性，即流动性包括四个方面的含义：
（1）即时性（immediacy），即意味着投资者的买卖愿望通常总可以得到及
时的满足；
（2）宽度（width），即交易即时性必须在成本尽可能小的情况下获得，这
表现为买卖价差比较小，市场有很小的宽度；
（3）深度（depth），即在给定的买卖报价下可以交易的股票数量；
（4）弹性（resiliency），即指大的交易引起均衡价格偏离后，市场重新回
到均衡状态的速度。
在以上四个流动性含义中，市场宽度包含了价格变化因素，市场深度包含了
委托量因素，市场弹性包含了价格变化与时间因素，市场即时性则包含了价格变
化、委托量和时间因素。流动性的这四个方面在某种程度上是相互重合的，而有
时却又是相互矛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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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流动性定义本身的复杂性，所以很难像衡量风险与收益那样，用一个单
一的指标进行衡量。事实上，由于不同的学者对流动性的定义理解不同，给出的
指标往往也是各不相同，因此，就出现了五花八门的衡量流动性的指标。下表简
单介绍一些常用的流动性衡量指标[84]。

表 2.2 各种流动性测定模型和指标

基于价差

基于交易量

价格—交易量
相结合

基于时间

流动性指标
绝对报价价差
相对报价价差
有效价差
报价深度
报价广度
换手率
Kyle 价格冲击函数
Hasbrouck 价格冲击模型
Amivest 流动性比率
Amihud 非流动性指标
PS 收益反转指标
Hamao-Hasbrouk 指令存续时间
指令到达频率
弹性指标

维度侧重点
宽度
宽度
宽度
深度
深度
深度
宽度 深度
宽度 深度
宽度 深度
宽度 深度
宽度 深度
即时性
即时性
即时性，弹性

这些衡量方法也被用来度量债券市场的流动性，但是债券市场尤其是信用债
券市场稀缺的交易量和有限的数据则通常限制这些衡量方法的使用。通常研究者
采用其他流动性代理变量来衡量债券市场的流动性特征。
而在研究债券市场流动性时，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信用债券市场交易不活
跃。尤其是在中国市场上投资者结构决定了银行和保险两个债券最大配置和交易
机构经常执行―buy and hold‖策略，使得债券市场的交易更不活跃。因此不少研究
者（Alexander et al., 2000[42]; Goldstein et al., 2007[43]; Hotchkiss and Jostova,
2007[44]; Mahanti et al.2008[45]; Ronen and Zhou, 2010[46]; Goldstein and Hotchkiss,
2012[47];朱如飞,2013[48]）都采用债龄（age）作为单只债券流动性的代理变量。
Chen et al.（2007）[49]使用某段时间区间内的零交易天数占比来表示交易活
跃度，进而体现非流动性。Crabbe and Turner (1995)[50], Hong and Warga (2000)[51],
Houweling et al. (2005)[52], and Hotchkiss and Jostova (2007)[53]则使用发行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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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来度量债券流动性，他们认为发行量越大，投资者就越多，意味着搜索
成本就越低，流动性越好。
Han and Zhou(2008)[54]，假设美国市场上交易的 CDS 价差中没有流动性成
分，完全反映的是信用风险，因此将债券信用利差减去 CDS 价差作为信用利差
中流动性的部分。但是他们关于 CDS 价差中不包含流动性成分的假设不符合现
实，Fulop and Lescourret (2007)[55], Tang and Yan (2007)[56] 和 Dick-Nielsen,
Feldhütter and Lando (2012) [2]等指出 CDS 价差中也反映了部分流动性风险，所以
以信用利差减 CDS 价差作为流动性成分是有缺陷的。另外，中国市场还没有可
参考 CDS 价差，因此该方法在中国不具备适用性。
Acharya, Amihud and Bharath（2009）[57]采用国债旧券（off-the-run）的平均
买卖报价差作为国债市场非流动性综合指标。不同于股票流动性可以采用买卖价
差（bid-ask spread）来度量，债券市场限于数据的可得性，较少研究者采用该度
量方法，因此也限制了 Acharya, Amihud and Bharath（2009）[57]提出的方法在中
国的适用性。
Dick-Nielsen, Feldhütter and Lando（2012）[2]和 Helwege, Huang, Wang(2013)[58]
分析由同一发行人发行且在同一天都有交易的一对债券（pair），一对债券具有
相同的到期日、息票、信用评级和偿还优先顺序，利用它们的收益率差异
（differences in the spreads of the matched bonds,简称 DSMB），隔离出信用风险
成分，进而研究流动性风险对信用利差的影响。但中国并没有满足此条件的债券。
国内学者朱世武和许凯（2004）[83]用月内所有债券有效报价的买卖价差的加
权平均作为该月的市场总体流动性水平。然而由于债券市场的低流动性水平也限
制了做市商的做市积极性，大部分债券不存在双边报价，只有极少部分流动性优
良的公司债券存在双边报价，报价差衡量方法对绝大部分债券无效；而且中国债
券市场上存在一定的虚假交易，也降低了买卖价差衡量方法的适用性。
现有关于流动性的研究都是基于市场微观结构的度量方法，测度的是具体债
券的流动性，且由于中国的债券市场扩容非常迅速，成交量和换手率指标可能都
不稳定。[82]而本文提出一种市场层面的流动性综合度量方法，并不包含具体债券
的特质成分，从而可以更好地剔除市场微观结构噪音的影响。鉴于即期利率期限
结构的信息的丰富性和综合性，本文使用银行间和交易所两个市场的国债即期利
率期限结构的差异来体现整个债券市场的流动性溢酬，以交易所国债即期利率期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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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结构减去银行间市场国债即期利率期限结构之差来衡量整个债券市场的流动
性溢酬。

2.4 信用利差与经济周期
信用利差在不同经济状态下的影响因素是否发生变化呢？或者说信用利差
的影响因素在不同经济状态下对信用利差的影响方向和影响程度是否发生变化
呢？
Fama and French(1989)[59]研究发现信用利差呈现逆周期特征，故系统性的信
用风险因子一般被认为与宏观经济条件密切相关。而 Koopman and Lucas
(2005)[60]分析了信用利差与宏观经济变量之间的协同变动，发现信用风险的驱动
因素与经济周期状态之间的确切关系存在争议，他们主要结论支持逆周期关系的
存在，但是强调该领域仍需更深入的研究。其他文献则直接比较分析了信用周期
与经济周期之间的关系。基于理论化的设定，Lown and Morgan (2006)[61]证明出
信用周期可能影响经济周期的进程，而 Gorton and He (2003)[62]则认为信用周期
有自身独立的动态演变规律，可能不同于经济周期的动态演变规律。目前为止，
经济周期与信用周期的关系仍不明晰。
理解信用利差与经济周期的关系对投资活动尤为重要。关于信用利差与经
济周期关系的总结最被认可的是美林投资时钟理论。该理论根据 GDP 和 CPI 的
不同组合划分为四个阶段：衰退、复苏、过热、滞涨，并指出在不同经济周期阶
段最优的大类资产配置策略，但其划分相对简单，且实证发现并不适用于中国市
场特征。
因此许多学者运用机制转换模型研究信用利差与经济周期的关系。
Hackbarth et al.（2006）[63]、Davies（2008）[64]、和 Maalaoui , Donnie, Francois
（2010）[65]研究发现：机制转换模型可以检测出信用利差变动中存在显著的机制
变换，同时考虑了机制转换的信用利差影响因素回归模型的解释力度得到提升。
Chen、Forsyth（2010）[66]总结出在经济上升和下行周期下，信用状况变动对信
用利差的非对称效应是信用利差在不同机制下不同表现的根本原因。为了进一步
探索机制转换的内在原因，Davies（2008）[67]使用通货膨胀率作为状态变量，发
现存在一个特定的通货膨胀率来划分出信用利差变动的不同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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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文献使用机制转换模型来研究由宏观基本变量驱动的信用利差动态变
化的状态依赖过程。这些模型的普遍规律采用带马尔可夫机制转换过程的 Merton
结构化模型来研究宏观经济条件转变或经济周期不同状态对信用风险溢价的影
响。Hackbarth et al.(2006)[68]是第一个在该框架的基础上研究宏观经济条件对信
用风险的影响。这些文献都在假设风险的市场价格在经济周期中会发生重大变
化，进而试图研究历史信用利差的水平变动。
其他文献则在基于两个通胀或波动性环境下将机制转换模型应用到时间
序列模型。比如 Davies (2008) [27]使用马尔可夫机制转换的向量自回归估计技术
来为信用利差变动的不同状态建模，发现价差呈现显然不同的高低波动率两种机
制或状态，还发现引入不同机制可以提高回归模型中经济因素的解释程度。其回
归模型的解释变量包括利率期限结构水平和斜率、VIX 波动率和工业增加值作为
解释变量。更有意思的是，作者还发现信用利差与无风险利率之间的负相关关系
（Merton (1974), Longstaff and Schwartz (1995)[20]]等）在高波动状态下消失了。
Cui, Liu, Zhang（2013）[69]采用 Davies（2008）[27]的机制转换模型对中国交
易所公司债市场数据进行研究，得出不同的结论。其实证结果表明，中国公司债
信用利差变动不仅受信用风险效果影响，还与投资者资产配置行为密切相关，且
资产配置效应起到更为重要的作用。马尔可夫机制转换模型结果显示，资产配置
效应在中国市场有着更高的发生概率和存在更长的时间。结果还显示，两个状态
之间的转换与宏观经济周期不相关，而与股票交易活动水平密切相关，或许可以
归因为中国股市与债市存在―跷跷板‖效应。股票为中国唯一的风险资产，债券受
刚性兑付思维影响，合理的风险定价机制缺失：当股票表现不佳时，投资者风险
偏好低，股票风险溢价高，而受刚性兑付思维影响，投资者会转向收益率相对较
高的信用债，因此资产配置效应表现更明显，信用风险定价能力相对缺失。
国内学者冯宗宪、郭建伟、孙克（2009）[70]运用 GARCH 模型研究信用利
差的动态变化，并得出信用利差变动的时间序列特征，但他们并没有研究信用利
差的变动与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
以上总结的文献表明，不同经济状态下各影响因素对信用利差的影响程度
或方向会发生变化，从而为本文引入马尔可夫机制转换模型研究信用利差的动态
规律奠定了基础，但是他们都没有运用该模型来单独研究市场流动性和信用利差
的动态关系。因此本文有必要研究在不同经济条件下流动性和信用利差的动态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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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引入马尔可夫机制转换模型可以划分出不同经济状态下流动性和信用利差的
动态关系，从而为投资决策和政策监管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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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实证研究——数据说明和模型设定
本章主要通过数据处理和模型设定得出市场流动性是影响信用利差变动的
系统性因子，首先介绍多元线性回归模型中涉及的市场流动性溢酬和信用利差变
量的估计，其次介绍信用利差其他影响因素的选取和说明，最后运用多元线性回
归模型对信用利差的影响因素进行回归，并对实证结果进行解释。

3.1 流动性溢酬和信用利差期限结构估计与拟合
3.1.1 流动性溢酬的代理变量
目前我国国债在银行间和交易所两个市场流通，这两个市场目前在各方面都
还存在着很明显的差异。从功能上来说，银行间国债市场是大的金融机构交易债
券和央行实施货币政策的场所，而交易所国债市场主要是一般投资者进行资产配
置的场所；从参与主体来说，银行间国债市场主要是商业银行、证券公司、基金
公司、保险公司、农村信用社以及大型企业财务公司；而交易所市场的参与主体
则为证券公司、基金公司、保险公司、个人投资者；从交易方式看，银行间市场
实行的做市商报价、双边撮合的场外市场交易方式，而交易所市场实行的是价格
优先、时间优先的场内集中撮合方式；从托管主体来看，银行间债券市场主要是
托管在中央登记结算公司，交易所市场则登记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从交易
对手风险来说，银行间市场双方承担各自的交易对手风险，而交易所市场则由交
易所提供担保和交割风险；从监管机构来看，银行间国债市场主要由央行负责监
管，而交易所市场则由证监会负责监管。此外在交易手续费、开户费等方面，两
个市场也有细微差异。
朱鲁秀、胡海鸥（2008）[71]对银行间和交易所市场交易的国债价格差异进行
分析，得出以下两个结论：（1）在其他情况不变的条件下，在不同的债券市场
交易对国债的无风险收益率有显著影响，即其他条件完全一样的国债在两个市场
的收益率存在显著差异；（2）两个市场国债收益率之间的差异主要为流动性变
量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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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意义上，这两个市场收益率差异是由市场分割造成的，而市场分割背后
则是投资者结构的差异。因此，在利率风险、信用风险都相同的情况下，交易所
与银行间国债收益率之差可以理解为主要是由流动性差异造成的，且鉴于银行间
市场整体流动性要好于交易所市场，因此本文在估计出两个市场的国债即期利率
期限结构之后，使用两种之差作为债券市场的流动性溢酬的代理变量。
3.1.2 利率期限结构的拟合与估计方法
在给定时点上，其他条件相同但到期期限不同的利率通常是不相等的，不
同期限的利率水平之间的关系就构成了利率期限结构，也称为收益率曲线，根
据利率的不同，常见的利率期限结构包括到期收益率曲线、互换利率期限结构、
即期利率期限结构、平价到期收益率曲线、远期利率期限结构和瞬时远期利率
期限结构等，由于即期利率期限结构在定价和风险管理中有着很重要的作用，
本文估计的期限结构是即期利率期限结构，即零息债的到期收益率期限结构（陈
蓉和郑振龙（2012）[72]。
流动性溢酬期限结构的获取方法 3.1.1 中已经提及，提取信用利差的方法则
是首先提取每个等级银行间企业债券的即期收益率期限结构和银行间国债即期
利率期限结构，再相减便得到每个信用等级的信用利差期限结构，因此下面将介
绍即期利率期限结构的拟合方法。
一般来说，NS 模型是较为常用的估计期限结构的模型，该模型仅用四个参
数（ 0t , 1t , 2t , t ）便可以刻画整条期限结构的信息，在该模型下，一个到期日
为 T 的零息债在 t 时刻的收益率为：

1  eT / t
yt (T )  0t  1t 
 T /t


1  eT / t



 eT / t 

2t 

 T /t


（4.1）

参考 Nelson and Siegel（1987）[73]和 Diebold 和 Li（2006）[74]，  t 的变化对
模型系数的影响不大，我们将  t 固定为常数，并且在交易所和银行间两个模型中
取值一样，对于  t 的选取，采用的方法是不断迭代，使得模型的残差平方和最小
化，即满足目标函数：
n

min  ( Pt i  Vt i ) 2
i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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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在即期利率期限结构的设定下，由于理论价值 Vt i 无法表达为参数的线性
形式，因此无法通过最小二乘回归估计参数，而只能通过非线性最优化技术运算
上式进行参数校准。而在进行非线性最优化时，我们同样需要考虑异方差和约束
条件的问题。
在定价误差非线性最小化的决策过程中，异方差通过赋予短期债券较大的权
重来体现。一般将债券权重设定为与久期成反比。这样，调整后的目标函数变为：

Pt i  Vt i 2
min  (
)
wi
i 1
n

dPi
其中，wi 
dyi

Nelson and Siegel（1987）[75]的研究结果表明，上述模型的估计结果对  t 变
化不敏感，参考 Cassola 和 Porter（2011）[76]对中国市场的研究，将  t 的取值固
定为 0.065。
在该假定下，上述模型就简化为一般的 OLS 模型，对该模型进行估计得到
银行间市场期限结构参数（  0IBt ，1IBt ， 2IBt ）以及交易所市场期限结构参数（  0SH
t ，
SH
1SH
t ，  2 t ），一般来说，  0t 被称作水平因子，它决定了期限结构的长端， 1t 被

称作斜率因子，它衡量的是期限结构长期与短期的差异， 0t  1t 决定了期限结
构的短端，因此， 0t  1t 可以被称作期限结构的短端，  2t 被称作曲度因子，主
要决定了中间期限的收益率。
估计信用利差利率期限结构的方法包括两种；分离估计方法和联合估计方
法。分离估计方法就是分别估计国债和特定信用级别的即期利率期限结构，将两
条利率曲线上同样期限的两种利率相减，即可获得该信用级别的信用利差期限结
构。联合估计方法则是同时对无风险利率和信用利差期限结构进行设定，利用特
定信用级别的债券价格将两条曲线一次性估计出来。

3.2 信用利差影响因素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
3.2.1 数据说明
基于 3.1.2 的理论，本文选取 2007.06-2013.12 月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从银行间、交易所国债以及不同信用等级的银行间企业债交易价格中估计得
到的日度即期利率数据，构建流动性溢酬和各信用等级信用利差的期限结构。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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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选择更前时间段的数据是源于交易活跃度的考虑。流动性溢酬和各信用等级信
用利差的期限结构均采用分离估计方法，即通过相应的即期利率期限结构相减得
到。数据频率为周度数据，以确保合适的样本数量，最终得到时间序列样本数
341 个，所有数据来源于 Wind 数据库和中国债券信息网。
3.2.2 变量定义和选取
信用利差主要反映的是对于信用风险和流动性风险的补偿，因此国内外学者
通常使用信用风险和流动性风险来解释信用利差的变动。虽然有一些研究将公司
具体层面的特征纳入信用利差变动的驱动因素来考察，但是这样将会极大地降低
样本量，因此本文只考虑市场因素而忽略了公司层面的具体因素。
1. 信用利差
使用 3.1 中提取的信用利差期限结构中 0.5、1、2、3、4、5、6、7、8、10、
15 年 11 个关键期限的信用利差，进行简单平均，为每个信用等级得到一个平均
数，AAA 级和 AA 级的信用利差平均数时间序列表示为：AAAcs、AAcs。取每
日该指标的周平均序列作为被解释变量进行回归。
2. 流动性因素
使用 3.1 中提取的流动性溢酬期限结构中 0.5、1、2、3、4、5、6、7、8、
10、15 年 11 个关键期限的流动性溢酬，进行简单平均，得到衡量市场非流动性
程度的综合指标，也可称为非流动性，因为流动性溢酬越高，表明市场非流动性
程度越高，表示为 illiquidity。取每日该指标的周平均序列作为回归模型中的流
动性因素进行回归。2
3. 影响信用利差的其他市场因素
（1）工业增加值（IP）
企业的信用风险与宏观经济周期密切相关，工业增加值作为广受关注的综合
性指标，可以很好地反映企业运行的外部环境和宏观经济周期的变动。由于 IP
为月度数据，相比 GDP（季度数据）更优。本文选取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率数
据，同一月份的每周采用相同的 IP 数据。
（2）无风险利率

2

本文的流动性溢酬和非流动性表达的是同一个意思，值越大表明市场流动性越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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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rton 结构化模型中无风险利率与信用利差负相关，因为无风险利率能反
映宏观经济运行的情况，较高的无风险利率一般伴随着较好的经济形势，因此与
信用利差成负相关关系。在本文中采用三年期银行间国债即期收益率作为无风险
利率，取每日该指标的周平均序列进行回归。
（3） 国债收益率曲线斜率
本文使用 10 年期国债即期收益率减去 3 年期即期收益率作为斜率的代理变
量，取每日该指标的周平均序列进行回归。
（4） 国债收益率曲线曲度
本文使用 7 年期即期收益率减去 3 年期、10 年期即期收益率的平均值作为
曲度的代理变量，取每日该指标的周平均序列进行回归。
（5）沪深 300 指数收益率(sr)和波动率(sv)
Bedendo et al.（2007）[26]、Davies（2008）[27]和 Tang, Yan（2010）[28]使用
股票市场数据作为信用风险的代理变量，因为在 Merton 的结构化模型中信用风
险与公司股票价格和波动率有着密切关系。如果公司运营转好，股价就会上升，
信用风险降低，信用利差收缩。因此，结构化模型表明信用利差与股票收益率存
在正相关。同理，经典的结构化模型表明，股价波动率上升，公司资产价值触及
违约边界的可能性上升，因此信用风险上升，信用利差扩大，信用利差与股票波
动率之间存在着正相关。在 Merton 结构化模型中，资产的高波动率意味着更高
的违约概率。资产波动率通常是由公司的股票波动率来衡量的，既包括自身因素
也包括市场因素。
在数据如何提取上，我们参考 Cui, Liu, Zhang（2013）[69]对中国公司债信用
利差的研究，他们数据频率也是周数据：股票收益率 sr 的计算采用沪深 300 股
指上一周的累计收益率，股票波动率 sv 用上一周股指日收益率的标准差。
（6）税收因素
税收价差，为政策性银行债到期收益率与同期限的国债到期收益率之差，
按当前税制，企业投资国债所获得的利息收入免征所得税，而投资金融债无法享
受该优惠，这种税收政策的不同直接导致了两者利差的出现。刘晓曙、郑振龙
（2008）[77]研究发现我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国债收益率曲线中存在税收效应。决定
税收利差的因素较多，如债券投资主体其他业务的盈亏状况也决定了金融债利
差，如果其他业务亏损，则金融债投资收益一样可以免所得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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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信用利差中税收因素相对比较稳定，且没有合适的度量方法，在实证
研究中可以不用考虑在内。
（7）跳跃概率：Collin-Dufresne、Goldstein and Martin（2001）[13]认为该因
素很难用代理变量来表示，因为跳跃的历史发生次数是如此之少以致其在预测未
来跳跃概率和强度几乎没有效力。然而本文考虑了沪深 300 股指收益率（股票收
益率能及时反映跳跃），这在某种程度上使我们的分析考虑了跳跃的影响。
表 3.1 和表 3.2 分别给出了关键期限的信用利差和流动性溢酬的描述性统计。

表 3.1 AAA 和 AA 级的代表性期限信用利差描述性统计（单位：%）
1年
1.248
1.227
2.521
0.499
0.389
0.948
4.100

均值
中位数
最大值
最小值
标准差
偏度
峰度

表 3.2
均值
中位数
最大值
最小值
标准差
偏度
峰度

AAAcs
5年
1.458
1.474
2.329
0.413
0.265
-0.716
5.541

10 年
1.500
1.571
2.427
0.178
0.323
-0.988
5.564

1年
1.960
1.862
4.222
0.702
0.655
1.322
5.692

AAcs
5年
2.394
2.348
3.855
0.631
0.592
0.007
3.501

10 年
2.530
2.626
3.850
0.387
0.663
-0.615
3.329

不同期限流动性溢酬的描述性统计（单位：%）
1年
-0.188
0.059
1.069
-1.933
0.650
-0.901
2.904

5年
0.077
0.088
0.947
-0.551
0.198
0.302
4.788

10 年
0.086
0.123
0.875
-0.563
0.267
-0.212
2.759

总体来看，低等级的信用利差一般高于高等级的信用利差，各等级的信用
利差期限结构大体是向上倾斜的，但斜率不大，表现地相对比较平稳；流动性溢
酬随着期限增加而增加，其期限结构呈现向上的形状。
3.2.3 单位根检验
在进行多元回归之前，使用 ADF（Augmented Dickey-Fuller）对模型中涉及
的每个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检验了各变量对带截距项的方程能否通过单位根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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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本文采用的显著性水平为 5%）。结果显示，所有等级的信用利差 cs 和 IP、
无风险利率 rf、无风险利率曲线斜率 slope、沪深 300 股指波动率 sv 和市场非流
动性 illiquidity 都是非平稳序列，但是经过一阶差分过后都是平稳序列。曲度
curvature 和沪深 300 股指收益率 sr 为平稳时间序列。
用 ADF 检验法对各个变量的时间序列进行平稳性检验，表 3.3 报告了各变
量对带截距项的方程进行 ADF 单位根检验的结果。

表 3.3
AAAcs
AAcs
IP
rf
slope
curvature
sr
sv
illiquidity

ADF 单位根检验结果
无差分
-2.40
-2.09
-2.40
-1.63
-1.74
3.13**
-4.45***
-2.13
-2.30

一阶差分
-8.35***
-6.07***
-7.90***
-7.52***
-13.21***
-14.05***
-9.15***
-7.46***
-6.50***

注：***表示显著性水平为 1%,**表示显著性水平为 5%,*表示显著性水平为 10%

3.2.4 多元线性回归模型
根据 AIC 准则确定信用利差的滞后阶数为 1 阶，因此多元线性回归模型
设定为：

cst   0  1cst 1   2 IPt  3rf ,t   4 slopet 

5curvaturet   6 srt   7 svt  8 illiquidityt  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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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 信用利差影响因素回归结果
回归1

回归2

AAA

AA

AAA

AA

0.000

0.000*

0.000

0.000*

(1.434)

(1.656)

(1.455)

(1.676)

0.140***

0.215***

0.148***

0.221***

(2.807)

(4.341)

(2.989)

(4.493)

-0.003

-0.000

-0.003

-0.001

(-0.852)

(-0.082)

(-1.088)

(-0.296)

rf

-0.383***

-0.369***

-0.324***

-0.313***

(-8.374)

(-7.790)

(-6.336)

(-5.905)

slope

-0.156**

-0.171**

-0.140**

-0.156**

(-2.390)

(-2.523)

(-2.162)

(-2.310)

-0.046

-0.044

-0.046

-0.045

(-1.113)

(-1.042)

(-1.137)

(-1.065)

0.001***

0.001*

0.001**

0.000

(2.866)

(1.861)

(2.493)

(1.527)

-0.011

-0.024

-0.014

(-0.276)

(-0.615)

(-0.340)

0.178**

0.170**

(2.473)

(2.268)

0
cst 1
IP

curvature

sr
Δsv

-0.022
(-0.544)

Δilliquidity
调整R2

0.214

0.216

0.226

0.225

VIF

1.300

1.302

1.325

1.322

注：括号内为t值；***表示显著性水平为1%,**表示显著性水平为5%,*表示显著性水平为10%

从表3.4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工业增加值IP对信用利差没有显著影响，这与
文献综述中的论述一致，说明在中国债券市场上尚未发生真正的违约风险，风险
定价机制扭曲，使得信用利差不能够真实反映企业经营的宏观环境。无风险利率
水平和无风险利率曲线斜率在所有情形下显著，且与信用利差负相关，说明无风
险利率期限结构中包含有信用利差的丰富信息，这与国内外实证结果是一致的。
同时，股指收益率对信用利差的变动是显著的（系数偏小源于信用利差是一阶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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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对股指收益率回归），且系数为正，说明股市表现好的时候，投资者更多地配
置股票而不是信用债券，反映出资产配置效应是主导因素，与Cui, Liu, Zhang
（2013）[69]对交易所公司债信用利差的实证结果一致。
更重要的是，加入本文提出的流动性溢酬衡量指标，信用利差回归模型解释
力度有所提升，而且非流动性指标在AAA和AA信用利差的回归中都是显著的：
当市场流动性变差时，信用利差随之走扩。从模型的拟合优度R2来看，我们的流
动性指标也是只能解释一小部分信用利差的变动，“信用利差之谜”仍未得到解
决。
多元回归模型结果表明，本文的非流动性指标是影响信用利差的一个系统性
因子。因此有必要深入研究该指标与信用利差变动的动态关系，接下来本文重点
研究信用利差变动与非流动性之间的动态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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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实证研究——信用利差与流动性溢酬的动态关系
第三章的实证结果表明，本文提出的市场流动性指标是影响各等级信用利差
的系统性因子。为了进一步分析市场流动性和信用利差的动态关系，引入向量自
回归模型建立市场流动性和信用利差关系的二元 VAR 模型和格兰杰因果检验，来
研究前期流动性是否影响信用利差和前期的信用利差对流动性的影响。

4.1 市场流动性变动对信用利差变动的动态分析
本文分别采用 VAR 模型、格兰杰因果检验研究流动性溢酬对信用利差的影
响以及它们之间的动态关系。
一、VAR 模型阶数的确定
此部分主要是希望利用市场流动性与信用利差二元的 VAR 模型，确定市场
流动性与信用利差之间的相互关系。AAA 级企业债信用利差 VAR 模型如下，其
中 D _ AAAcs 、D _ illiquidity 分别表示非平稳时间序列 AAAcs 和 illiquidity 的一阶
差分后得到的平稳序列。

D _ AAAcst  

p

AAA
0

D _ illiquidityt  

p

  i D _ illiquidity t i    i D _ AAAcst -i + tAAAcs
i 1

iliquidity
0

i 1

p

p

i 1

i 1

  i D _ AAAcst i    i D _ illiquidity t i   tiliquidity

AA 级企业债信用利差 VAR 模型如下：
p

p

D _ AAcst   0AA   i D _ illiquidity t i    i D _ AAcst -i + tAAcs
i 1

D _ illiquidityt  

illiquidity
0

i 1

p

p

i 1

i 1

  i D _ AAcst i    i D _ illiquidity t i   tilliquidity

而对本文更加重要的是需要确定最优的滞后阶数，然后再进行 Granger 因果
检验。在前文己经对两个时间序列进行了单位根检验，两个时间序列存在单位根，
而两个序列的一阶差分则都是平稳的，因此下面再选择 VAR 模型的最优滞后阶
数。由于加入额外的滞后变量而使得惩罚项的值增加，且超过 10 期滞后的影响
对于研究的意义不大，因此只给出了 10 阶滞后结果如表 4.1 和表 4.2：综合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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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C、FPE、HQ 准则，AAA 级和 AA 级 VAR 模型最后都选择滞后一阶为最优模
型。

表4.1 AAA级VAR模型滞后项阶数的确定
Lag

LogL

LR

FPE

AIC

SC

HQ

0
1
2
3
4
5
6
7
8
9
10

2604.152
2614.982
2616.181
2617.657
2623.682
2626.079
2628.305
2631.789
2634.420
2637.075
2645.818

NA
21.46350
2.362608
2.888407
11.72227
4.633411
4.277095
6.650742
4.990209
5.006123
16.37295*

4.85e-10
4.66e-10*
4.74e-10
4.81e-10
4.75e-10
4.80e-10
4.85e-10
4.86e-10
4.90e-10
4.95e-10
4.81e-10

-15.77062
-15.81201*
-15.79504
-15.77974
-15.79201
-15.78230
-15.77155
-15.76842
-15.76012
-15.75197
-15.78072

-15.74759*
-15.74294
-15.67991
-15.61856
-15.58479
-15.52902
-15.47222
-15.42305
-15.36870
-15.31450
-15.29720

-15.76143
-15.78446*
-15.74912
-15.71545
-15.70936
-15.68127
-15.65215
-15.63065
-15.60399
-15.57747
-15.58785

注：***表示显著性水平为 1%,**表示显著性水平为 5%,*表示显著性水平为 10%

表4.2 AA级VAR模型滞后项阶数的确定
Lag
0
1
2
3
4
5
6
7
8
9
10

LogL

LR

5442.720
NA
5532.794 178.5100
5537.253 8.783355
5545.526 16.19507
5550.748 10.16028
5551.461 1.378638
5553.418 3.758809
5555.369 3.724442
5558.794 6.496568
5560.884 3.941039
5566.440 10.40450*

FPE
1.64e-17
9.38e-18*
9.70e-18
9.45e-18
9.73e-18
9.57e-18
9.69e-18
9.81e-18
9.85e-18
9.96e-18
9.87e-18

AIC

SC

HQ

-32.97406
-33.53181*
-33.49850
-33.52440
-33.49572
-33.51189
-33.49950
-33.48708
-33.48360
-33.47203
-33.48146

-32.95103
-33.42664*
-33.38338
-33.36323
-33.32458
-33.25861
-33.20018
-33.14171
-33.09218
-33.03456
-32.99794

-32.96487
-33.46817*
-33.45258
-33.46011
-33.44915
-33.41086
-33.38011
-33.34932
-33.32746
-33.29753
-33.28859

注：***表示显著性水平为 1%,**表示显著性水平为 5%,*表示显著性水平为 10%

二、市场流动性与信用利差相关性检验
对市场流动性与 AAA 级（AA 级）信用利差两个序列进行一阶的 VAR 模型
估计和滞后一阶的 Granger 因果检验，结果如表 4.3。

27

第四章 实证研究——信用价差与流动性溢酬的关系

表 4.3
VAR

VAR（1）模型和 Granger 因果检验
D_AAAcs

D_illiquidity

D_illiquidity(-1)

0.341564**
*
0.226521**
*

0.405123***

VAR

D_AAcs

D_illiquidity

D_AAAcs(-1)

D_AAcs(-1)
D_illiquidity(-1)

-0.001235*

0.499010**
*
0.217011**
*

-0.001088*
0.404766***

Pairwise Granger Causality Tests:AAAcs
Null Hypothesis:
D_AAAcs does not Granger Cause D_illiquidity
D_illiquidity does not Granger Cause D_AAAcs

F-Statistic

Prob.

3.25946
36.0128

0.0719
0.0000

Pairwise Granger Causality Tests:AAcs
Null Hypothesis:

F-Statistic

Prob.

D_AAcs does not Granger Cause D_illiquidity

2.78144

0.0963

D_illiquidity does not Granger Cause D_AAcs

33.4301

0.0000

注：***表示显著性水平为 1%,**表示显著性水平为 5%,*表示显著性水平为 10%

VAR 模型和格兰杰因果检验的结果都显示，前期的市场非流动性水平变动
能够明显影响后一期的 AAA 和 AA 级企业债信用利差的变动，并显著拒绝了―市
场非流动性所有滞后项并非格兰杰引致 AAA（AA）信用利差变动‖的原假设，
即前期的市场非流动性对后一期的 AAA（AA）信用利差具有显著正相关的影响，
当市场流动性不佳时， AAA（AA）企业债信用利差会扩大，即以交易所国债利
率减去银行间同期限同品种的国债利率衡量的当期市场非流动性对下一期信用
利差具有显著的预测能力。
另外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还表明，在 10%显著性水平下，AAA 和 AA 级信
用利差变动也会引致市场非流动性，即前一期的信用利差变动会对当期的市场非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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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性状况也有负向的影响，可以理解为当信用利差扩大到一定幅度时，下期市
场流动性可能有所好转，配置型或交易型资金进入市场缓解了非流动性程度。

4.2 小结
在对信用利差与非流动性相关性研究中，本文发现信用利差与非流动性是互
为 Ganger 因果关系，同时滞后一阶的非流动性溢酬对不同评级的信用利差均具
有显著的正的影响。这表明，在债券市场上，市场上的非流动性变动能够引起信
用利差的变动，同时表明前期市场非流动性对信用利差产生显著正影响。另外，
信用利差的变动对市场非流动性也会产生影响，VAR 模型结果显示，不同评级
的前一期的信用利差变动对市场流动性溢酬的变动也会有显著性影响：前一期信
用利差变动对当期市场流动性溢酬的变动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可能由于前一期信
用利差扩大，当期配置型或交易型资金流入，在边际上改善了当期市场流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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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实证研究——基于 MSVAR 模型的信用利差与流动
性溢酬的动态关系研究
已有研究表明在不同经济状态下各影响因素对信用利差的影响程度或方向
会发生变化，从而为接下来本文引入马尔可夫机制转换模型研究信用利差的动态
规律奠定了基础。因此接下来本文在第四章的基础之上，运用马尔可夫机制转换
向量自回归模型研究信用利差与市场流动性在不同经济状态下的动态关系。

5.1 马尔可夫链机制转换模型介绍及估计
为了更好地理解模型的应用，首先简单介绍一下马尔可夫链机制转换模型及
其估计方法，考虑一个最简单的机制转换过程：
yt  St   t

（5.1）

其中， St  1…k ，  t 服从均值为 0，方差为  S2t 的标准布朗运动，从上述模
型可以看出，截距是取决于指示变量的可转换的一个状态变量，也就是说，如果
有 k 个机制，那么就有 k 个  和  2 ，如果只有一种机制（ St =1），那么公式 1
退化为 yt  1   t ，即最简单的线性回归模型。
假设模型 1 有两种机制（k=2），模型的另外一种表达方式是：
yt  1   t 机制 1

yt  2   t 机制 2
其中，  t ~ (0, 12 ) 机制 1

 t ~ (0,  22 ) 机制 2
这种表达方式意味着因变量 yt 的两种不同过程，当现实中的机制为 1 时，因
变量的期望值便是 1 ，随机扰动项的方差是  12 ，当现实中的机制为 2 时同理可
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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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个现实中的例子来说， yt 可以代表某一资产的收益率， 1 是牛市时的预
期收益率，它意味着价格向上的趋势或正的收益率，  2 是熊市时的预期收益率，
它意味着向下的价格趋势或负的收益率。
不同机制下的波动率（  12 和  22 ）表示着在不同机制下的不确定性程度，在
2
该例子中，如果我们认为熊市相对牛市有着更大的波动性，那么  Bear
要大于
2
，这里用熊市、牛市两种机制取代机制 1、2，是因为 St 仅仅是机制的一种
 Bull

表示，具体的理解还要依赖参数的值。
接下来讨论一下从一个机制向另一个机制的转换是如何发生的，如果从一个
机制转换到另一个机制有确定的时间点，如当外生的时间序列 zt 是正数时，在 t
时刻是 1 机制，其他时刻是 2 机制，那么我们可以用虚拟变量来建立这个模型，
即
yt  Dt (1  1,t )  (1  Dt )(1   2,t )

（5.2）

其中， Dt 是虚拟变量，当 zt  0 时其取值为 1，其他情况取值为 0。
对一个马尔可夫链机制转换模型来说，状态之间的转换是随机的，也就是说
没有人会知道在某个时刻各个机制之间是否发生变化，尽管如此，机制转换的动
态关系是知道的，并且是由转移矩阵决定的，这个矩阵可以控制从一个机制转换
到另一个机制的概率，该矩阵可以表示成：

 p11 ...
P    
 pk1 

p1k 
 
pkk 

（5.3）

P 的第 i 行第 j 列的元素 pij 控制着从状态 j 转换到状态 i 的概率，例如，假设
在某些时刻 t 机制为 2，这意味着在 t 到 t+1 之间由状态 2 转换到状态 1 的概率
是 p12 ，同样，t+1 时刻仍然停留在 2 机制的概率为 p22 ，这是马尔可夫链机制转
换模型最重要的部分，即不同机制之间的转换是一个随机过程，一般来说，转移
概率都设为常数，如果让其时变，那就是时变转移概率模型（TVTP）。

时变转移概率模型（TVTP）需要选择信息变量来决定转移概率的时变性，
根据 Filardo（1998）[78]，决定转移概率的时变性的信息变量必须与马尔可夫过
程的状态条件不相关（conditionally uncorrel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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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尔可夫链机制转换模型的估计一般使用最大似然估计法，考虑如下的机制
转换模型：

yt   St  

 t ~ N ( 0,

t
2
St

（5.4）

)

St  1 , 2
该模型的对数似然函数为：
T
 1
 yt  St
ln L   ln 
exp  
 2 2
2 2
t 1




 


(5.5)

对于没有机制转换的模型，所有的状态都是已知，也就是说 St 是已知值，对
于该模型可以直接用最大似然估计法去估计，估计方法是对把上述方程看作是

1 、 2 、 12 、 22 的函数，然后就最大值就行，而在马尔可夫链机制转换模型中，
St 是未知的值，在这种情况下，有必要对似然函数的定义作出修改，假设
f  yt St  j,   是在集合  下的状态 j 的似然函数，那么整个机制模型的似然函

数为：
T

2

t 1

j 1

ln L   ln  ( f ( yt St  j, ) Pr( St  j ))
该似然函数实际上是两个机制下各自的似然函数的加权平均，权重由各自状
态的概率给出，值得注意的是各个机制下的概率并没有事先给出，但我们可以根
据给出的信息进行推断，这正是汉密尔顿滤波的思想，它主要用来计算每个机制
根据新到达的信息得到的滤波概率。
价格 t 1 是 t-1 时刻的可得到的信息，用汉密尔顿滤波估计 Pr(St  j ) 可以归
纳为如下迭代算法：
（1）设定各个机制 Pr( S0  j ) ，j=1，2 的初始概率，这里初始概率的设定可
以很任意，如 Pr(S0  j )  0.5 ，或者稳态（非条件）下的概率 St ：
（2）令 t=1，计算各个机制在 t-1 时刻的所有信息下的概率：
2

Pr( St  j  t 1 )   pij (Pr( St 1  i  t 1 ))
i 1

其中 pij 是从马尔可夫链中的转移概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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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在 t 时刻，当新的信息到达时，更新各个状态的概率，这里需要用到
模型在各个机制下的参数 1 ，  2 ， 1 ， 2 以及计算各个机制似然函数时用到的
转移概率 p11 和 p22 ，然后，用以下公式更新在给定新的信息下的每个机制的概率：
Pr( St  j  t ) 

f ( yt St  j , t 1 ) Pr( St  j  t 1 )

 j 1 f ( yt St  j, t 1 ) Pr(St  j  t 1 )
2

（5.7）

（4）令 t=t+1，重复步骤 2-3 直到 t=T，也就是所有的样本信息都已利用，
由此得到的滤波概率也是一个时间序列，从 t=1 到 t=T。
上述步骤提供了计算似然函数的需要使用到的概率，因此，似然函数为：
T

2

t 1

j 1

ln L   ln  ( f ( yt St  j, ) Pr( St  j  t ))
该模型的估计同样是最优化求解，k=2 的情形同理可以拓展到其他更多机制
的情形。

5.2 基于马尔可夫机制的信用利差与市场流动性溢酬的动态关系
相比一般的向量自回归（VAR）模型，马尔可夫机制转换向量自回归
（MSVAR）模型可以捕捉到经济结构中可能存在的结构变化，国外一些学者将
MSVAR 应用于经济周期的研究，取得了不错的效果。在文献综述部分，有不少
学者研究发现信用利差与经济周期存在一定的联系，信用利差中存在一定的结构
变化。因此接下来研究不同机制下信用利差与流动性溢酬之间的关系是否发生显
著变化。
马尔可夫链机制转换的 VAR 模型如下：

D _ AAAcst  

p

AAA
0, s

p

  i , s D _ iliquidity t i    i , s D _ AAAcst -i + sAAA
,t
i 1

i 1

p

p

i 1

i 1

D _ iliquidityt   0,iliquidity
  i , s D _ AAAcst i    i , s D _ illiquidity t i   siliquidity
s
,t
其中 D _ AAAcst 表示 t 时刻 AAA 级信用利差变动， 0,AAA
s 是 s 机制下 AAA 级
信用利差的变动的截距项，D _ iliquidityt i 是滞后 i 期非流动性溢酬的变动， sAAA
,t
是 s 机制下 AAA 级信用利差变动的随机干扰项。
机制 s  1, 2 服从同质的马尔可夫链机制转换模型，其转移概率为常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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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st  1 st 1  1  p1,1
P  st  2 st 1  2   p2,2
iliquidity
误差项 ( sAAA
) 服从多维正态分布，均值为 0，方差协方差矩阵为  s ，
, t ,  s ,t

其中：
  sAAAcs

s  

 siliquidity 


模型估计使用 Hamilton（1990）[79]和 Hamilton（1994）[80]的最大似然估计
法，根据 AIC 和 BIC 准则，我们选取的滞后阶数 p=1。

表 5.1

AAA 信用利差变动与市场非流动性溢酬的 MSVAR 结果
机制 1

机制 2

非流动性
非流动性
信用利差变动
变动
变动
-0.000
-0.000
0.000
0.000*
p2,2 =0.81
p1,1 =0.90

信用利差变动
截距项
转移概率
信用利差变动（-1）
非流动性变动（-1）

0.640***
0.261***

期望持续期
（expected duration）

-0.003***
0.280***

10.11

0.089
0.198**

0.003
0.497***
5.28

注：*、**、***分别表示在 10%、5%和 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模型回归结果表示为回归方程式如下（括号内值表示上方回归系数的 p 值）：
机制 1：

D _ AAAcs  0.00  0.640 D _ AAAcs(1)  0.261D _ illiquidity(1)
(0.43) (0.00)

(0.00)

D _ illiquidity  0.00  0.003D _ AAAcs(1)  0.280 D _ illiquidity(1)
(0.07) (0.00)
(0.00)
机制 2：

D _ AAAcs  0.00  0.089 D _ AAAcs(1)  0.198D _ illiquidity(1)
(0.63) (0.42)

(0.01)

D _ illiquidity  0.00  0.003D _ AAAcs(1)  0.497 D _ illiquidity(1)
(0.75) (0.11)
(0.00)
从模型结果（表 5.1）可以看出，在机制 1 下，非流动性变动的滞后一阶对
信用利差变动的系数显著，为 0.261，在机制 2 下，非流动性变动对信用利差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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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的系数显著，为 0.198，显示了 100bps 的上期非流动性溢酬冲击对信用利差变
动的冲击，在机制 1 要比机制 2 下高 6.3bps，显示了在机制 1 状态下要比在机制
2 状态下非流动性的正向冲击对信用差价的扩大影响更显著。因此可以合理地推
断机制 1 对应高非流动性冲击机制3，机制 2 对应正常机制。
结果还表明机制 1 发生的频率更高、时间长度更长，机制 1 和机制 2 的期望
持续期（expected duration）分别为 10.11 和 5.28，显示中国债券市场上高流动性
冲击的时刻更频繁。高流动性冲击机制平均持续时间为 10.11 周，低流动性冲击
机制平均持续时间为 5.28 周。 p1,1 =0.90、 p2,2 =0.81 说明当处于某一种机制下，
其仍处于该机制的概率很高。
再来对比一下两种机制下第二个方程的结果：在机制 1 状态下，信用利差变
动的滞后一阶对非流动性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这与第四章中普通 VAR 模型的实
证结果一致；但在机制 2 状态下，这种关系消失了，影响系数为正且不显著，说
明了信用利差变动引致非流动性变动这一关系并不强烈，在不同机制下不仅程度
不同而且方向相反。同时更进一步印证和细化了第四章中单机制 VAR 的判断：
在机制 1（高流动性冲击机制）状态下，配置型或交易型资金进入会缓解当期的
市场非流动性程度，因此呈现前期信用利差变动对当期非流动性变动显著负向的
影响；而机制 2 为低流动性冲击机制，前期信用利差变动对当期非流动性变动的
影响不显著。
根据模型估计的内生概率，我们得出了不同时间点上高非流动性冲击发生的
概率图（见图 5.1）。

3

“高非流动性冲击”和“高流动性冲击”机制均表示信用价差对流动性溢酬更敏感的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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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

不同时间高流动性冲击机制（机制 1）发生概率图（AAA）

同理，AA 级信用利差变动与流动性溢酬变动的马尔可夫链机制转换 VAR
模型如下：
p

p

D _ AAcst   0,AAs   i , s D _ iliquidity t i    i , s D _ AAcst -i + sAA
,t
i 1

i 1

p

p

i 1

i 1

D _ iliquidityt   0,iliquidity
  i , s D _ AAcst i    i , s D _ illiquidity t i   siliquidity
s
,t
其中 D _ AAcst 表示 t 时刻 AA 级信用利差变动，  0,AAs 是 s 机制下 AA 级信用
利差的变动的截距项， D _ iliquidityt i 是滞后 i 期非流动性溢酬的变动，  sAA
,t 是 s
机制下 AA 级信用利差变动的随机干扰项。
机制 s  1, 2 服从同质的马尔可夫链机制转换模型，其转移概率为常数：

P  st  1 st 1  1  p1,1
P  st  2 st 1  2   p2,2
iliquidity
) 服从多维正态分布，均值为 0，方差协方差矩阵为  s ，
误差项 ( sAA
, t ,  s ,t

其中：
  AAcs

s   s
iliquidity 
s



模型估计使用 Hamilton（1990）[73]和 Hamilton（1994）[74]的最大似然估计
法，根据 AIC 和 BIC 准则，我们选取的滞后阶数 p=1。
36

第五章 实证研究——基于 MSVAR 模型的信用价差与流动性溢酬的动态关系研究

表 5.2

AA 信用利差变动与市场非流动性溢酬的 MSVAR
机制 1
非流动性
变动
0.000
0.00
p1,1 =0.88

信用利差变动
截距项
转移概率
信用利差变动（-1）
非流动性变动（-1）
期望持续期
（expected duration）

0.708***
0.395***

-0.002**
0.230***
8.22

机制 2
信用利差变
非流动性
动
变动
0.000
-0.000
p2,2 =0.77
0.263**
0.139*

0.002
0.505***
4.39

注：*、**、***分别表示在 10%、5%和 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模型回归结果表示为回归方程式如下（括号内值表示上方回归系数的 p 值）：
机制 1：

D _ AAcs  0.00  0.708D _ AAcs (1)  0.395D _ illiquidity (1)
(0.46) (0.00)

(0.00)

D _ illiquidity  0.00  0.002 D _ AAAcs(1)  0.230 D _ illiquidity(1)
(0.63) (0.01)
(0.00)
机制 2：

D _ AAcs  0.00  0.263D _ AAcs (1)  0.139 D _ illiquidity (1)
(0.63) (0.03)

(0.05)

D _ illiquidity  0.00  0.002 D _ AAcs(1)  0.505D _ illiquidity(1)
(1.00) (0.31)
(0.00)

从模型结果（表 5.2）可以看出，在机制 1 下，非流动性变动对信用利差变
动的影响系数显著，为 0.395，在机制 2 下，非流动性变动对信用利差变动的影
响系数显著，为 0.139，显示了 100bps 的非流动性溢酬冲击对信用利差变动的冲
击，在机制 1 要比机制 2 下高 25.6bps，显示了机制 1 要比机制 2 非流动性的正
向冲击对信用差价的扩大更显著。因此可以合理地推断机制 1 对应高非流动性冲
击机制，机制 2 对应正常机制。
结果还表明机制 1 发生的频率更高和时间长度更长，机制 1 和机制 2 的期望
持续期（expected duration）分别为 8.22、4.39，显示中国债券市场上高流动性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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击的时刻更频繁。高流动性冲击机制平均持续时间为 8.22 周，低流动性冲击机
制平均持续时间为 4.22 周。
再来对比一下两种机制下第二个方程的结果：在机制 1 状态下，信用利差变
动的滞后一阶对非流动性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这与第四章中普通 VAR 模型的实
证结果一致；但在机制 2 状态下，这种关系消失了，影响系数为正且不显著,，
与 AAA 级结果一致，说明前期的信用利差变动对非流动性变动的影响在不同机
制下不仅程度不同，而且方向相反，更印证和细化了第四章中单机制 VAR 下的
判断：在机制 1（高流动性冲击机制）状态下，配置型或交易型资金进入会缓解
当期的市场非流动性程度，因此呈现前期信用利差变动对当期非流动性变动显著
负向的影响；而机制 2 为低流动性冲击机制，前期信用利差变动对当期非流动性
变动的影响不显著。
根据模型估计的内生概率，我们得出了不同时间点上高非流动性冲击发生的
概率图（见图 5.2）。

图 5.2

不同时间高流动性冲击机制（机制 1）发生概率图（AA）

最后对 AAA 与 AA 结果进行对比可以发现， AAA 与 AA 两个等级的机制
1 概率图具有高度的一致性，说明使用马尔可夫机制转换模型可以内生地识别外
部流动性冲击。高低等级实证结果对比还可以得出与 Dick-Nielsen, Feldhütter,
Lando（2012）[2]相似的结论。他们研究美国债券市场金融危机时期流动性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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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信用利差的影响，发现非流动性对于投资级债券信用利差的影响在程度和持续
时间两个方面显然不同于对投机级债券信用利差的影响：相比于对投资级信用利
差的影响，非流动性冲击对投机级信用利差的影响程度更大但持续时间较短
（short-lived）。本文的实证结论表明，高流动性冲击机制下，非流动性对 AA
级信用利差的影响程度要高于对 AAA 级信用利差的影响，但持续时间少于 AAA
级。
同时，AAA 级和 AA 级的实证结果均表明：前期的信用利差变动对非流动
性变动的影响在不同机制下不仅程度不同，而且方向相反，更印证和细化了第四
章中单机制 VAR 下的判断：在机制 1（高流动性冲击机制）状态下，配置型或
交易型资金进入会缓解当期的市场非流动性程度，因此呈现前期信用利差变动对
当期非流动性变动显著负向的影响；而机制 2 为低流动性冲击机制，前期信用利
差变动对当期非流动性变动的影响不显著。

5.3 小结
通过马尔可夫机制转换模型，验证了市场非流动性溢价对信用利差的影响是
时变的，可以内生地识别出流动性冲击，且不同信用等级确认的流动性冲击具有
高度的一致性，体现了本文提出的新流动性溢酬度量方法的有效性。同时马尔可
夫机制转换模型能够量化流动性冲击对不同评级信用利差变动的冲击程度大小：
低等级信用利差受非流动性冲击的程度要明显强于高等级信用利差，与国外学者
Dick-Nielsen, Feldhütter, Lando（2012）[2]研究美国市场得出的结论一致。
另外，MSVAR 模型印证和细化了第四章中单机制 VAR 模型关于前期的信
用利差变动对非流动性变动的影响的判断：在不同机制下不仅程度不同，而且方
向相反，在高流动性冲击状态下，配置型或交易型资金进入会缓解当期的市场非
流动性程度，因此呈现前期信用利差变动对当期非流动性变动显著负向的影响；
而机制 2 为低流动性冲击机制，前期信用利差变动对当期非流动性变动的影响不
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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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结论
第一，我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和交易所债券市场为研究债券市场流动性溢酬提
供了天然的场所，两个市场的国债发行主体都是国家财政部，没有违约风险，通
过相同久期控制了利率风险之后，两个市场上的债券收益率之差就是纯粹的流动
性溢酬了，尽管这部分溢价包含了市场分割的因素，但从债券风险的角度来说，
其表现出来的仍然是流动性的差异，二者的价差仍然体现了流动性的溢价，只是
此处的流动性风险可能与其他情况下的流动性风险略有差异。本文首先通过这两
个市场上的即期利率期限结构之差估计我国债券市场的流动性溢酬的期限结构，
接着拟合银行间市场的各等级企业债利率期限结构，将其与银行间国债利率期限
结构相减便得各等级企业债的信用利差期限结构。
第二，在信用利差影响因素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中，本文将信用利差期限结
构各期限的信用利差简单平均作为回归模型的被解释变量，将流动性溢酬期限结
构各期限的流动性溢酬简单平均作为模型的一个解释变量，发现在控制宏观层面
和市场层面其他因素基础上，加入本文的市场流动性衡量指标可以提升模型的拟
合优度，而且该指标系数是显著的，验证了流动性确实是影响信用利差的系统因
子。
第三，在验证了流动性溢酬是影响信用利差的系统性因子基础之上，本文将
进一步研究流动性溢酬与信用利差两者之间的动态关系，分别运用 VAR 模型、
格兰杰因果检验，研究发现前期的市场非流动性变动能够明显影响 AAA 和 AA
级企业债信用利差的变动，即前期的市场非流动性增加，则 AAA 和 AA 级企业
债信用利差扩大。实证结果还表明，前一期的信用利差变动对市场流动性溢酬的
变动也会有显著性影响：前一期信用利差变动对当期市场流动性溢酬的变动有显
著的负向影响。
最后，为了区分在不同经济情况下流动性溢酬对信用利差的不同影响，并且
为了避免人为划分经济形势变化时间点带来的影响，本文接着引入带马尔可夫链
机制转换模型分析这两种机制下流动性对信用利差影响的不同，该模型内生决定
了两种机制发生的概率，验证了流动性风险对信用利差的影响是时变的，实证结
果还表明，流动性对信用利差的影响在正常机制和危机机制下有着显著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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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机制下的影响程度要显著高于正常机制。实证结果还发现 Dick-Nielsen,
Feldhütter, Lando（2012）[2]的结论在中国债券市场同样适用：危机机制下，市场
非流动性对低等级债信用利差的冲击程度要大于对高等级债信用利差的冲击，但
冲击效应的持续时间少于高等级债。另外 MSVAR 模型还发现，前一期的信用利
差变动对非流动性变动的影响不同机制下不仅程度不同，而且方向相反：在危机
机制下，配置型或交易型资金进入会缓解当期的市场流动性，因此呈现前期信用
利差变动对当期非流动性变动显著负向的影响；而在正常机制下，前期信用利差
变动对当期非流动性变动的影响为正且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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