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校编码：10384                                  分类号      密级        

学号：B200442016                                             UDC        
 

 

 

博  士  学  位  论  文 
                                           

中国抵押支持证券定价与设计研究 
The Study of the Pricing and Design of Chinese 

Mortgage Backed Securities 
 

马 喜 德 
 

指导教师姓名：郑振龙   教 授 

专  业 名 称：金  融  工  程 

论文提交日期：2007 年 4  月 

论文答辩时间：2007 年 6  月 

学位授予日期：2007 年     月 
  

 

答辩委员会主席：           

评    阅    人：           
 
 
 

2007 年 4 月 



厦门大学学位论文原创性声明 

 

 

兹呈交的学位论文，是本人在导师指导下独立完成的研

究成果。本人在论文写作中参考的其它个人或集体的研究成

果，均在文中以明确方式标明。本人依法享有和承担由此论

文产生的权利和责任。 

 

 

 

                     声明人（签名）： 

年   月   日 

 

 

 



厦门大学学位论文著作权使用声明 

 

 

本人完全了解厦门大学有关保留、使用学位论文的规定。厦

门大学有权保留并向国家主管部门或其指定机构送交论文的纸

质版和电子版，有权将学位论文用于非赢利目的的少量复制并允

许论文进入学校图书馆被查阅，有权将学位论文的内容编入有关

数据库进行检索，有权将学位论文的标题和摘要汇编出版。保密

的学位论文在解密后适用本规定。 

本学位论文属于 

  1、保密（  ），在   年解密后适用本授权书； 

  2、不保密（  ）。 

（请在以上相应括号内打“√”） 

 

 

作者签名：      日期：  年 月 日 

导师签名：      日期：  年 月 日 

 



论文摘要 

抵押支持证券( Mortgage Backed Securities，简称 MBS )是二十世纪七十

年代以来在美国开始出现并得到迅速发展的一项重要的金融创新，目前其已经成

为美国债券市场上规模最大的固定收益产品，也是目前美国金融市场上最重要的

融资工具和投资品种之一，对美国乃至全世界金融市场和经济的发展都具有非常

重要的意义。由于受一些制度上的约束，抵押支持证券在我国的发展才刚刚起步。

2005 年 12 月 15 日，中国建设银行成功发行首批抵押支持证券，标志着抵押支

持证券在我国的发展正式启动。但是，由于目前国内的投资者对于抵押支持证券

并不是很熟悉，加上受一些技术上的限制很难为抵押支持证券进行合理的定价，

因此抵押支持证券目前在中国银行间债券市场的流动性并不是很好，上市至今没

有达成一笔交易。由于目前我国对抵押支持证券在理论和实践上的研究存在一定

的不足，因此本文拟对抵押支持证券的定价原理、风险管理策略和产品设计方法

进行系统的研究，以推动抵押支持证券在中国的进一步发展。 

本文首先对目前国内外对抵押支持证券的研究进行一个概述，然后对在抵押

支持证券定价过程中用到的利率动态模型、提前偿还模型、信用风险模型做一个

比较全面的研究和探讨，同时对抵押支持证券进行定价的三种方法（到期收益率

法、静态利差法和期权调整价差法）进行比较，分析其各自的优点和不足。接着

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设计适合对中国抵押支持证券进行定价的提前偿还模型，

并对目前中国市场上现有的一支抵押支持证券（2005 建元 MBS）进行定价研究和

敏感性分析。研究结果发现“2005 建元 MBS”的发行定价被严重高估。之后，本

文对抵押支持证券的风险分析与控制进行探讨，研究如何度量抵押支持证券的风

险，并进行相应的风险防范。最后，本文对中国抵押支持证券的产品设计进行分

析，研究发行抵押支持证券的成本与收益，并对抵押支持证券的发行结构和具体

操作流程进行简要的介绍，同时针对目前中国的现状，着重对抵押贷款资产池的

构建以及具体交易品种的设计提出建议。 

总而言之，本文是在对国内外抵押支持证券研究成果综合考察的基础上对中

国抵押支持证券的定价、风险管理以及产品设计方面所做的一个比较深入的研

究。在研究过程中始终贯穿着对中国实际情况的考察，探讨中国抵押支持证券在

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 

关键词：抵押支持证券；资产定价；提前偿还



 

Abstract 

Mortgage Backed Security emerged in 1970s in America. Now it has become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financial innovations and the most popular fixed income 

products in America. It is significant to the financial market and the global economic 

development. But due to some restrictions, MBS is new to China. On Dec 15th 2005, 

the successful issuing of “2005-1 MBS” by China Construction Bank marked the 

development of MBS in China was triggered. However, because the domestic 

investors are not familiar with the MBS, the pricing of the MBS seems very difficult 

for them. The liquidity of the MBS is not very well in China. Therefore, with the hope 

to do some good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MBS in China, the paper is aimed at 

making some research on the pricing theory, risk management strategy and designing 

method of the MBS. 

Firstly, the paper reviews the research on the MBS. Then the paper investigates 

the interest term structure model, prepayment model and the credit risk model. At the 

same time it compares three pricing methods of the MBS. Secondly, according to the 

matter of fact in China, the paper designs a prepayment model for the Chinese MBS. 

In the empirical part, the paper prices the “2005-1 MBS” with the prepayment model, 

and finds that it is deeply overvalued. Thirdly, the paper focuses on the risk 

management of the MBS. It makes some research on how to measure the risks of the 

MBS and how to control them. Finally, the paper makes some research on how to 

design the MBS. We compare the cost and the benefit of the issuing of the MBS, and 

introduce its framework and the procedure. At last, we give some useful advice to the 

choice of the mortgaged assets and the Design of the product.  

To sum up, the paper is a full and systematic research on the pricing, risk 

management and product Design of Chinese mortgaged backed securities, including 

the theoretical analysis, empirical study and useful suggestions. 

 

Key Words: Mortgage Backed Scurities; Asset Pricing; Prepay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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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导论 

    本章简要介绍抵押支持证券的研究现状、研究意义、研究目的、研究方法和

研究结论。总共分四节，第一节介绍研究现状与选题意义，第二节介绍研究目标、

研究方法和主要结论，第三节介绍主要创新与不足，第四节是本文的结构安排。 

1.1  研究现状与选题意义 

资产证券化债券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在美国开始出现并得到迅速发展

的一项重要的固定收益产品。它是指发起人将缺乏流动性、但未来又可以产生稳

定现金收入的资产组合(即基础资产)打包，出售给特定的发行人，或者信托给特

定的受托人，从而创立的一种以该基础资产产生的现金流为支持的一种金融工具

或权利凭证。 

根据基础资产的不同，资产证券化债券可划分为抵押支持证券

( Mortgage-Backed Securities，简称 MBS )和资产支持证券(Asset-Backed 

Securities，简称 ABS )两大类。抵押支持证券（MBS）的基础资产是住房抵押

贷款，资产支持证券（ABS）的基础资产是除住房抵押贷款以外的其它资产，比

如汽车贷款、信用卡贷款、学生贷款、应收账款等。它们两者最大的区别在于

MBS 是以借款人不动产产权抵押作为担保的，而 ABS 的担保则是建立在资产及资

产本身信用基础上的。 

由于创造流动性和分散风险的独特功能，资产证券化债券得到了广泛的发

展，目前已成为美国固定收益产品市场中规模最大的品种。据美国债券市场协会

统计，截至 2005 年第三季度，美国抵押支持证券（MBS）余额已达 5.9 万亿美元，

资产支持证券（ABS）余额 2.0 万亿美元，两项总和 7.9 万亿美元，占美国债务

市场 25.3 万亿美元的 31%；当年发行额占债券总发行额的 54%。而同期美国市政

债券余额仅为 2.2 万亿美元，国债市场余额为 4.2 万亿美元，联邦政府债券市场

余额为 2.6 万亿美元，货币市场工具余额为 3.5 万亿美元，公司债券市场余额为

5.0 万亿美元。可见，资产证券化债券已经成为美国资本市场最重要的融资工具，

对美国经济和金融市场产生了巨大影响。 

虽然资产证券化债券目前在发达国家已经取得了较大的发展，但是在我国却

才刚刚开始起步。2005 年 12 月 15 日，中国建设银行成功发行首批抵押支持证

券（2005 建元 MBS），标志着我国资产证券化债券的发展正式启动。由于，抵押

支持证券在中国尚属比较新鲜的事物，因此国内学者对于其研究并不是很深入，



1．导论 

 2

尤其是对于抵押支持证券的定价、保值和产品设计还不够完善，因此本文的目的

是对抵押支持证券的定价原理、风险管理策略和产品设计方法进行系统的研究，

以推动抵押支持证券在中国的进一步发展。 

当前在我国大力推动抵押支持证券的发展对改善商业银行经营管理和发展

资本市场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首先，推动抵押支持证券的发展能促进商业银行改进资产负债结构，防范流

动性风险。银行的贷款在发放后通常就作为存量资产进入贷后的被动持有和管

理，由于没有贷款的二级市场，对存量资产调整、优化的余地非常小。近年来，

银行资产长期化、负债短期化趋势明显，信贷期限结构错配问题十分突出，流动

性风险比较大。发行抵押支持证券为银行提供了对存量资产进行调整和优化的手

段，可以使银行及时、灵活、主动地调整其资产负债结构，提高信贷资产的流动

性，分散和转移期限结构错配的风险。  

其次，推动抵押支持证券的发展能促进银行优化收入结构，提高资本充足率。

传统的商业银行往往依靠存、贷款利差生存，随着资本市场发展、竞争加剧，中

间业务收入占商业银行收入来源的比重正在不断增加。在发行抵押支持证券过程

中，商业银行通常作为发起机构，受委托为证券化资产提供管理和服务，获取服

务报酬。由于抵押支持证券已经从银行表内移出，银行提供的贷款管理服务属于

表外的中间业务，这可以强化银行的金融服务中介功能，增加新的利润增长点，

由持有贷款获取利息收入转换为提供贷款服务获取无风险服务费收入，从而逐步

改变银行以利差收入为主的状况，有效改善银行的收入结构。与此同时，由于表

内资产减少，存贷款比例降低，银行为承担业务风险而准备的资本金可相应减少，

资本充足率会有所提高。 

再次，推动抵押支持证券的发展能健全市场定价机制，协助商业银行分散风

险。当前，我国社会融资体系还是以间接融资为主，过度依赖商业银行贷款，主

要依靠银行来判断风险、配置资金并承担风险。在商业银行对外贷款过程中，由

于种种原因，容易形成对某一行业、某一地区或某类客户贷款过度集中的情况，

使得银行面临很高的非系统性风险，不利于资源的优化配置和金融市场的稳定。

发行抵押支持证券则可以有效地防范和降低银行贷款过于集中的风险，通过将过

度集中的部分贷款证券化，并将所获资金运用于其它领域，可以有效地降低商业

贷款的集中度，分散风险。另外，抵押支持证券的发行还有利于发动众多的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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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共同判断风险并最终确定资产价格，将原来集中于银行的信贷风险分散到证券

市场，从而有利于金融资源的优化配置。 

另外，推动抵押支持证券的发展还能增加投资者的选择，推动资本市场的发

展。当前，我国金融改革正处在由间接融资为主向间接融资和直接融资并重、单

一银行体系向多元市场体系过渡的过程中。抵押支持证券的发行可以将有稳定现

金流但缺乏流动性的信贷资产转变为流动性较高的有价证券，为证券市场提供新

的投资品种，也使证券投资者能间接投资于基础设施、住房贷款等原本难以进入

的领域，有利于促进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发展和完善。  

最后，推动抵押支持证券的发展有利于推动金融业的对外开放。从 2006 年

底开始国内金融业将对外资金融机构全面开放。考虑到抵押支持证券在国外债券

市场上所占份额较高，预计资产证券化业务将是外资金融机构进入中国市场的重

要形式。目前欧洲抵押支持证券发行总量增加很快，从 1996 年的 327 亿欧元增

长到 2004 年的 2435 亿欧元。而近年来，抵押支持证券在亚洲日本、韩国等也得

到了快速发展。截至 2004 年末，整个亚洲市场资产证券化产品发行量从 1998 年

的 70 亿美元上升到 680 亿美元。因此，国内银行业尽早进行对抵押支持证券的

探索与实践，既有利于迎接外资金融机构的竞争，也有利于及时规范相关业务，

保持市场稳定、健康发展。  

由此可见，推动抵押支持证券在中国的发展对于商业银行、投资者、政府机

构和资本市场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它是一种金融创新，也是加快金融体制改

革、积极发展资本市场、维护金融稳定和金融安全的一项重要举措。因此深入研

究抵押支持证券的定价原理、风险管理策略和产品设计方法具有很强的理论意义

和现实意义。 

1.2 研究目标、研究方法与主要结论 

     如前所述，随着制度上的障碍被解除，抵押支持证券产品在我国开始逐步

推开，其未来的发展空间是相当广阔的，而此时加强对它的研究就显得迫在眉睫。

抵押支持证券的发展在一个市场化的机制中要想获得成功，最重要的是要受到投

资者的青睐，因此其定价的合理性就显得很关键，相应的风险分析和控制也很重

要。本文的研究目的是在对国内外抵押支持证券研究成果综合考察的基础上，对

抵押支持证券的定价原理、风险管理策略和产品设计方法进行系统的研究，以推

动抵押支持证券在中国的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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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说，本文主要是站在投资者的角度分析和考虑问题的，不过就产品本身

而言，这些问题对于债券投资者和债券发行人来说都一样重要。就方法论而言，

本文采取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在本文

的研究中，既有对理论模型的构建，也有对目前市场上现有产品的实证分析，因

此可以说做到了理论研究与实际应用相结合，具有一定的说服力。 

本文的主要结论如下： 

（1）虽然目前国外对抵押支持证券的研究已经相当完善，但是我们并不能

简单地将其应用到中国抵押支持证券的定价中。由于中国人消费和储蓄的习惯与

外国人有很大的不同，借款人提前偿还住房抵押贷款的诱因也与外国人不尽相

同，因此如果盲目地套用国外现有的模型对抵押支持证券进行定价，可能会得到

错误的结论。 

（2）从目前现有的数据分析，中国人的提前偿还行为存在以下特征：首先，

中国人没有形成借钱消费的习惯，随着贷款账龄的延长，提前还款率也在逐渐上

升。其次，由于贷款利率上升会使中国人普遍对利息负担加重有所担忧，因此贷

款基准利率上升对提前还款率影响比较大，贷款利率上升，提前还款率随之大幅

上升。最后，在中国，提前还款也存在较为明显的“耗尽”（Burnout）效应。贷

款基准利率上调引发的提前还款率大幅上升只是短期行为，长期影响不大。 

（3）本文构建了适合对中国抵押支持证券进行定价的提前偿还模型，并对

目前中国市场上现有的一支抵押支持证券产品——“2005 建元 MBS”进行定价，

结果发现“2005 建元 MBS”的发行价格被严重高估，根据其发行的票面利差，优

先 A 级、B 级和 C 级证券隐含的 OAS 分别比市场合理估值低 41.73bp、55.46bp

和 51.98bp，投资价值有限。我们估计这很可能是其上市之后流动性不好的原因

之一，其上市至今在银行间债券市场未能达成一笔交易。 

（4）本文通过“2005 建元 MBS”的期权调整价差对票面利差和提前偿还率

变化的敏感性分析发现：第一，期权调整价差的绝对值低于票面利差的绝对值，

并随着票面利差的增大而增大，两者存在一定的线性相关关系；第二，随着提前

还款速度加快，抵押支持证券的加权平均回收期在缩短，期限调整价差相应有所

上升，提前偿还期权的价值下降；第三，对于优先 A级证券来说，随着提前还款

速度增大，期权调整价差增加的幅度却逐渐在减小，而对于优先 C级证券来说，

随着提前还款速度增大，期权调整价差增加的幅度则基本不变；第四，当提前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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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速度上升到一定程度时，具有 CMO 结构的债券的期权调整价差会出现明显的跳

跃；最后，在“2005 建元 MBS”三个档次的优先级债券当中，优先 B级证券的相

对投资价值最低。 

（5）由于抵押支持证券在中国的发展尚处于起步阶段，因此我们建议在对

抵押支持证券产品的设计过程中，在构建抵押贷款资产池时，要坚持“标准统一、

风险分散”的原则，以降低资产池的构建成本和信用风险，同时提高对投资者的

吸引力；在设计具体的交易品种时，要把握“循序渐进”的原则，从抵押支持证

券发展的初期，以设计结构较为简单的转付证券（MPT）为主，待时机成熟，投

资者对抵押支持证券的认知度提高时，再发行担保抵押贷款凭证（CMO）和其它

衍生品种。 

1.3  主要创新与不足 

     本文的主要创新为： 

    （1）本文结合中国的国情，对影响中国人提前偿还住房抵押贷款的因素进

行了分析，并提出了适合对中国抵押支持证券进行定价的提前偿还模型。 

（2）本文对目前中国市场上仅有的一支抵押支持证券“2005 建元 MBS”进

行了系统的定价分析，并发现其发行价格被严重高估。 

（3）本文利用期权调整价差法对抵押支持证券进行定价，并在定价过程中

综合采用了二叉树模型和蒙特卡罗模拟方法，较好地解决了对同时具有路径依赖

期权和美式期权的债券进行定价的难题。 

（4）本文针对票面利差和提前偿还速度的变化对抵押支持证券价值的影响

进行了敏感性分析，并得出了很多重要的结论。 

本文的不足主要体现在： 

（1）由于研究贷款者提前偿还行为的历史经验数据比较缺乏，本文建立的

提前偿还模型还是相对比较简单。以后随着数据积累的逐渐丰富，可以进一步考

虑采用更为丰富的函数形式。 

（2）由于文章篇幅所限，本文未能将不同的利率动态模型与提前偿还模型

相结合来进行实证研究，从而为抵押支持证券定价。如果在这一方面进行更深入

的研究，可以进一步提高定价结果的准确性，同时有效防止模型选择误差问题。 

（3）由于目前我国对债券信用风险方面的研究比较薄弱，研究数据比较少，

因此本文只能采用相对定价法来对“2005 建元 MBS”定价是否合理进行判断，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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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依赖于目前市场上其它固定收益产品价格的有效性，因此未来随着对抵押支

持证券信用风险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可以考虑同时采取绝对定价法进行定价，提

高定价结果的准确性。 

1.4  论文的结构安排 

本文共分为八章。 

第一章是导论。主要是介绍抵押支持证券的研究背景以及本文的选题意义、

研究目的、研究方法、主要结论、创新和不足之处等。 

第二章是抵押支持证券研究概述。主要对抵押支持证券的产生和发展、主要

类型及其特征进行一个简要的介绍，同时对国内外目前现有的研究成果进行述

评。 

第三章是抵押支持证券定价的理论基础。主要是对在抵押支持证券定价过程

中用到的利率动态模型、提前偿还模型、信用风险模型做一个比较全面的研究和

探讨，同时对在定价过程中使用到的两种数值分析方法（二叉树模型和蒙特卡罗

模拟）进行简要的介绍和比较。 

第四章是抵押支持证券定价的一般原理。主要是介绍目前流行的对抵押支持

证券进行定价的三种方法（到期收益率法、静态利差法和期权调整价差法），并

通过比较，分析其各自的优点和不足。 

第五章是中国抵押支持证券定价研究。主要是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设计适

合对中国抵押支持证券进行定价的提前偿还模型，同时选择合适的利率动态模型

和信用风险模型，对目前中国市场上仅有的一支抵押支持证券（2005 建元 MBS）

进行实证分析。在对“2005 建元 MBS”进行定价的同时，我们还就票面利差和提

前偿还速度的变化对定价结果的影响做了敏感性分析，并得出了很多重要的结

论。 

第六章是抵押支持证券的风险分析与控制。主要是站在投资者的角度分析抵

押支持证券所存在的风险，并研究如何对这些风险进行度量，同时提出相应的风

险防范策略。 

第七章是中国抵押支持证券设计研究。主要是站在发行人的角度，研究发行

抵押支持证券的成本与收益，并对抵押支持证券的发行结构和具体操作流程进行

简要的介绍，同时针对目前中国的现状，着重对抵押贷款资产池的构建以及具体

交易品种的设计提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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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是本文的结论。主要是总结本文在研究过程中得到的一些结论以及存

在的一些问题，同时指出未来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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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抵押支持证券研究概述 

    本章主要对抵押支持证券的研究现状做一个比较全面的文献综述，总共分为

三节。第一节主要对抵押支持证券的产生和发展、具体交易品种及其特征进行一

个简要的介绍；第二节主要介绍国外的研究成果；第三节则主要介绍国内的研究

现状。 

2.1  抵押支持证券概述 

2.1.1   抵押支持证券的产生和发展 

抵押支持证券诞生于上世纪七十年代的美国。70 年代后期，美国利率开始

大幅上升，这一方面使得短存长贷并且存款为浮动利率而贷款为固定利率的银行

和储蓄贷款机构面临着日益严重的资产负债不匹配问题和存贷利差倒挂问题；另

一方面，越来越多的银行存款账户的资金被一些新兴的货币市场工具以较高的利

率吸收过去，使得银行流动性出现困难,于是专门向银行收购住房抵押贷款以提

供流动性的金融机构应运而生。银行出售期限较长的住房贷款，既可以改善资产

负债结构，又可以获得亟需的流动性；而这些金融机构购买了住房贷款后，便转

售给政府信用机构或者以贷款为支持发行债券，于是这便催生了抵押支持证券的

发展。 

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虽然是由私人部门创新的，但真正推动其迅速发展的则

是美国的政府部门。为了促进住房贷款的发放，美国政府一直积极发展住房贷款

的二级市场,在抵押支持证券出现之前，就成立了联邦国家住房贷款协会(FNMA)、

政府全国住房抵押贷款协会(GNMA)和联邦住宅抵押贷款公司(FHLMC)三家机构。

这三家机构向银行和储蓄贷款机构购买了大量的住房贷款。80 年代初，这三家

机构开始对其拥有的住房抵押贷款进行证券化，在政府部门的推动下，MBS 迅速

发展起来。MBS 在美国取得的巨大成功使得证券化这一金融创新技术也由美国迅

速推广到欧洲、美洲、亚洲和大洋洲国家。 

在我国，虽然对于资产证券化债券的研究已有相当长的时间，但是在实践中，

却一直没有开始其“破冰之旅”。早在 1999 年，中国人民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就

曾着手这方面的研究，当时针对国内无法设立特定目的信托载体的现实条件，曾

考虑过建设银行提出的抵押支持证券发行方案。2001 年，《信托法》颁布实施后，

包括中国人民银行和银监会在内的国务院各相关部委相继出台了一系列的规章

制度和管理办法来推动抵押支持证券的发展，这主要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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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05 年 4 月 20 日，中国人民银行与银监会共同发布了《信贷资产证

券化试点管理办法》。这个办法是《信托法》和证券发行、交易法规在资产证券

化领域的具体运用指南，突出强调了建立风险防范、保护投资者利益的机制，为

制订其它配套政策奠定了基础。  

（2）2005 年 5 月 16 日，建设部发布了《关于个人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涉

及的抵押权变更登记有关问题的试行通知》。该通知明确了抵押权变更登记的条

件、程序和时限，为在现有物权登记制度框架下实施资产证券化提供了便利。  

（3）2005 年 5 月 16 日，财政部发布了《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会计处理规

定》。该规定全面解决了证券化各参与机构适用的会计标准问题，重点规范了发

起机构信贷资产终止确认的条件及其会计核算，依据《信托法》明确了特定目的

信托的独立会计主体地位。  

（4）2005 年 6 月 13 日和 15 日，中国人民银行分别发布了《资产支持证券

信息披露规则》和关于资产支持证券登记、托管、交易、结算等事项的公告。其

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现行规章制度基础上，针对资产支持证券的特性作出了相

应规定。  

（5）2005 年 11 月 7 日，银监会发布了《金融机构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监

督管理办法》。该管理办法针对有关金融机构在证券化交易中担当的不同角色，

在市场准入、业务规则与风险管理、监管资本等方面提出一系列监管要求，确保

其在证券化业务过程中有效管理各类风险。 

此外，国务院同意商业银行、保险机构在做好风险防范工作的前提下投资资

产支持证券；财政部、劳动保障部也批复同意社保基金在一定范围内投资资产支

持证券。财政部和税务总局起草了《关于信贷资产证券化有关税收政策问题的通

知》，确定了“税收中性”的基本原则。  

这些政策是在现行法律法规框架下，根据资产证券化业务特征，对现有政策

的完善、补充和适当调整，既满足了资产证券化试点交易的需要，又使资产证券

化从一开始就有章可循、规范运作。鉴于国内基本具备了设立特定目的信托载体

的法律环境，2005 年建设银行、国家开发银行分别提出了与国际做法更为贴近

的新方案。这样，在各方的努力下，2005 年 11 月资产证券化试点工作终于在国

内正式启动。  

目前，我国金融机构各类信贷资产高达 20 余万亿元，其中相当一部分具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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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证券化的条件，而这些资产的持有者也具有将其证券化的强大动力,这使资产

证券化拥有了丰富的后备资源。此外，随着住房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入，农村迁

往城镇的人口逐渐增加，商业银行住房贷款业务必将得到进一步的发展，这为我

国开展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业务创造了基本的条件。因此，我们相信中国抵押支

持证券的发展具有极其广阔的空间。 

2.1.2  抵押支持证券的主要品种和基本特征 

    如前所述，抵押支持证券是是资产证券化市场中发展最早、最发达、最成熟

的产品类型。本节主要介绍抵押支持证券的几个主要品种及其特征。 

（1）抵押贷款转付证券 

抵押贷款转付证券(Mortgage Pass Through，MPT)是指金融机构在发放住房

抵押贷款后，经由自身或中介机构以该贷款组合(mortgage pool)作为支持发行

并出售给投资者的收益凭证。投资者在购买住宅抵押贷款转付证券之后，即拥有

该组合贷款，但其所有权是以信托的方式持有，并由服务银行(Service Bank)

负责进行管理。服务银行于每个月收齐贷款者所归还的本金、利息，在扣掉相应

的服务费之后，将得到的现金流按投资比例分配给各个投资者。由于该债券的投

资所得是从贷款者经由服务银行最后转至投资者手中，因而就被称为“转付证

券”。 

住宅抵押贷款转付证券的成功使许多机构投资人可以参与住宅抵押贷款投

资，因此吸引了不少投资人参与。但是它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现金流量不稳定。

首先，借款人可能会因资金紧张而拖欠住房抵押贷款的本息；其次，借款人也可

能因某些理由提前偿还本金，使得投资者面临再投资风险。可以说，住宅抵押贷

款转付证券的最大风险，即投资回报现金流不太稳定，这使得一些传统的债券投

资者裹足不前。 

（2）担保抵押贷款凭证（CMO） 

为了吸收和化解提前偿还风险，联邦住宅抵押贷款公司(FHLMC)于 1983 年创

造了担保住房抵押贷款凭证（Collateralized Mortgage Obligations，CMO）。

与 MPT 不同的是，CMO 是以一组抵押贷款为担保而发行的多组债券，各组债券的

期限不同，现金收入全部来自于贷款产生的本息，中介机构在收到本息之后，依

照各组债券相应的条款向投资者分配现金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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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CMO 实例 

类型 面值（亿元） 期限（假设提前偿

还速度为 80PSA）

票面利率 

A 组债券 30 2 年 3％ 

B 组债券 30 5 年 4％ 

C 组债券 40 10 年 5％ 

 

如表 2.1 所示，对于一个账面价值为 100 亿元的贷款组合，中介机构将其设

计成三组债券，分别是 A组、B组和 C组，金额分别为 30 亿元、30 亿元和 40 亿

元，其票面利率分别为 3％、4％和 5％。这三组债券的现金流均来自于住房抵押

贷款组合，当住宅抵押贷款组合收到本金与利息并扣除服务费后，即配发利息给

予 A、B、C三组债券。但是整组住宅抵押贷款的还本，包括应付本金与提前还本，

都先拨给 A组。由于 CMO 是以整个贷款组合(如 100 亿元)的本金收入来偿还 A组

的本金，因此 A组很快就被清偿了。B组与 C组在 A组被清偿之前只能收取利息，

待 A组被清偿之后，B组即接手领取整个贷款组合的本金收入。而 C组则依然只

领取利息，等到 A、B两组都被清偿后，才开始领取本金。由此可见，通过分组，

A 组、B 组和 C 组债券分别被设计成短期、中期和长期债券，满足了不同期限投

资者的需要，使得债券投资者能有更明确的投资方向。除了期限不同，对于这三

组债券来说，A组债券的提前偿还风险最大，但是由于有 B组和 C组债券作为保

护，因此信用风险最小；C组债券提前偿还风险最小，但是承受的信用风险最大；

B组债券的提前偿还风险和信用风险则刚好处于这两组债券之间。 

CMO 的产生再次引发了债券投资者对投资住房抵押贷款的兴趣，但是由于

CMO 自行将现金流进行分组，不被看成是信托，有可能会遭到双重课税，因此其

早期的发展并不是非常顺利。但是在 1986 年，美国国会通过 REMIC 法案，允许

以分组的方式发行抵押支持证券，扫除了发行 CMO 在法律和税收方面的障碍，于

是 CMO 的发行量在短短几年之间迅猛增长。 

（3）住房抵押贷款衍生债券 

上世纪 90 年代，虽然 CMO 的发行逐渐占据了抵押支持证券的主流，但是如

前所述我们可以看出，CMO 其实并未将提前偿还风险完全化解，而只是将提前还

本重新予以分配。为了进一步规避提前偿还风险，许多金融机构开始研究如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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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MO 中切割出现金流高度稳定的债券。由于各个机构设计方案千差万别，因此我

们将其统称为住房抵押贷款衍生债券。下面我们主要介绍其中最主要的两类：一

是计划分期偿还类，二是本息剥离类。 

① 计划分期偿还类抵押支持证券 

    计划分期偿还类(Planned Amortization Class,简称 PAC)债券的构成可用

图 2.1 进行说明。在图 2.1 中，曲线 A 描述了提前偿还速度为 80PSA 之下贷款

组合的本金流入情形，曲线 B 描述了提前偿还速度为 270PSA 之下贷款组合的本

金流入情况。可以看出，当 PSA 很高，即提前偿还速度比较快时，大部分的本金

在贷款初期就被清偿了，正如曲线 B所示；而当 PSA 较低，即提前偿还速度较慢

时，大部分本金偿还则拖到贷款中后期。灰色部分是在两种不同提前偿还速度下

本金现金流的交集，代表着在这两种不同的提前偿还速度下，此贷款组合能收到

的最低本金数额。也就是说，只要提前偿还速度在 80PSA 和 270PSA 之间，那么

投资者肯定能收到确定数额的本金。将这部分本金流量进行切割，分成不同期限

的债券，就形成 PAC 债券。 

 

图 2.1:  计划分期偿还类(PAC)债券本金现金流示意图 

 

资料来源：陈文达等，《资产证券化:理论与实务》，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年 5 月。 

 

我们可以看出，PAC 债券的现金流是非常稳定的，这是因为有 PAC 之外各组

债券的保护。当提前偿还速度发生变化时，提前偿还风险由 PAC 之外的各组债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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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行吸收，因此 PAC 之外的各组债券现金流很不稳定。 

PAC 债券的推出意味着提前偿还风险得到很大的缓解，它使得投资者能够获

得比较稳定的现金流量，因此受到投资者的巨大欢迎。但是正因为其风险较低，

因此其收益率也相对较低。 

② 本息剥离类抵押支持证券 

本息剥离类抵押支持证券是联邦国家住房贷款协会(FNMA)于 1986 年创造

的，其与 MPT 不同的是，其对本金和利息的分配并不是按比例进行的，而是直接

将住宅抵押贷款转付证券应收本息切割成两部分，创造出纯本金组债券

(Principal Only，PO)与纯利息组债券(Interest Only，IO)。购买 PO 的投资人

可得到该抵押贷款转付证券本息中的本金部分；购买 IO 的投资人可得到该抵押

贷款转付证券本息中的利息部分，这又被称为“本息分立”。PO 一般是贴现发行，

购买 PO 的人希望能早一点收到他所购买到的本金，其能实现的收益率取决于提

前偿还的速度，提前偿还的速度越快，投资者的收益率就越高；购买 IO 的人则

希望得到多一点利息收人，本金如果被还掉，就无法收到利息了，因此其与 PO

投资者相反，IO 投资者希望提前偿还速度越慢越好。由于 IO 投资者获得的利息

只来源于未偿还的本金，当发生提前偿还时，投资者所获得的利息会减少，因此

在某种极端情况下，如果提前偿还进行得过快，IO 投资者甚至有可能无法收回

购买 IO 所支付的成本。 

在西方发达国家，当利率下降时，提前偿还速度加快，对购买 PO 者有利，

因为 PO 购买者可以提前获得投资回报。当利率上升时，提前偿还速度放慢，对

购买 IO 者有利，因为提前偿还的速度减慢后，购买 IO 者可以在较长的时间内享

受其利息收入。由于 PO 与 IO 是从住宅抵押贷款转付证券中切割出来的产品，因

此其价值之和应该等于该住宅抵押贷款转付证券的总价值。投资者可以利用 PO

与 IO 进行避险。比如，投资 PO 可以避开提前还款速度加快的风险。住宅抵押贷

款证券化之后，原贷款银行可以留下服务权，或者将服务权卖给其它银行。当一

家银行买到服务权后，即可按月收取服务费。服务费为本金的某一个比例，买到

服务权的银行最怕提前还本，当提前还本发生时，其服务费收入减少，此时如果

投资 PO，则可以对冲当利率下降时该银行服务费收入下降的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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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国外抵押支持证券研究现状述评 

抵押支持证券的兴起是近年来金融领域最重要的创新之一，目前随着其在全

球金融市场中的份额日益增长，其也受到越来越多的学者的关注。在国外，尤其

是美国，对于抵押支持证券的研究已经相当成熟。 

在国外的研究中，对 MBS 的理论探讨主要集中于定价方面。定价问题是住房

抵押贷款证券化的难点，也是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的核心。MBS 是一种利率衍生

产品，但是其又与一般的利率衍生产品不同，由于抵押支持证券存在提前偿还的

可能，因此其不仅利率不确定，连本金也是不确定的。因此对于 MBS 的估值，始

终离不开两类关键的模型：利率期限结构动态模型和提前偿还模型。 

利率期限结构动态模型主要分为两种：均衡模型和无套利模型。在均衡模型

中，又可分为单因子模型和多因子模型。在单因子模型中，瞬时短期利率是唯一

的解释变量，其代表主要有 Vasicek 模型（1977）和 CIR 模型（1985）。Vasicek

（1977）为刻画利率的均值回归过程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而 Cox，Ingersoll and 

Ross（1985）则在保留了短期利率均值回归性质的基础上将利率期限结构理论推

广到一般均衡模型之中，并且避免了负利率的产生。由于单因子模型很难对于利

率曲线的各种变化做出很好的描述，因此研究者又推出了双因子模型。在双因子

模型中，不仅短期利率和长期利率的均值，连短期利率和长期利率的波动率、以

及短期利率和长期利率的利差都被两两组合设计成模型的解释变量。其代表模型

有 Longstaff and Schwartz(1992)、Fong and Vasicek（1991）和 Nelson and 

Schaefer（1991）等。而在三因子或者四因子模型中，相应的解释变量也就越多，

对利率动态的刻画更加详细，但是计算也更加复杂。其代表模型有Duffie and Kan

（1996）和 Constantinides（1992）等。 

在均衡模型中，相关的经济变量是解释变量，利率期限结构是输出变量，因

此在实际运用中，均衡模型的估计结果经常和实际的利率期限结构不太一致，因

此研究者又设计了无套利模型。在无套利模型中，目前市场上的利率期限结构是

输入变量，其利用市场上的价格信息来推导出利率随机微分方程，从而使得模型

诱导的利率期限结构与实际的期限结构一致。其代表性的模型有 Ho-Lee 模型

（1986）、Black-Derman-Toy 模型（1990）、Health-Jarrow-Morton 模型（1992）

和 Hull-White 模型（1994）。其中，BDT 模型和 Hull-White 模型的均值回归项

是可变的，所以可以拟和出任意形状的收益率曲线。而 HJM 模型则是建立在瞬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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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期利率上的利率模型。 

除了上述模型，无套利模型还有市场模型、随机弦模型和定价核模型等等，

但是其影响力始终没有之前的几个模型大。目前，利率期限结构动态模型还在不

断地完善和发展之中。 

提前偿还行为是影响抵押支持证券未来现金流量变化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因此提前偿还模型也是许多机构和学者研究的重点。 

提前偿还模型大致可分为三类：经验模型、理性提前偿还模型和统计模型。

最早的经验模型是美国联邦住房管理局(Federal Housing Administration，FHA)

提出的“12 年生命周期法”。这一方法假设，一般 30 年期的抵押贷款在第 12 年

前基本会被全部清偿。由于这一测算方法太过于粗略，现在已经不被市场所采纳，

因此后来又出现了“FHA 经验”法。这一方法是 FHA 根据历史数据所编制的方法，

其通过参考过去的贷款资料，估计当年不同贷款账龄下的平均提前偿还率。这种

方法的不足之处在于，建立在 FHA 经验基础上的提前偿还率并不一定能够表示某

一特定组合的提前偿还率，而且应用起来也不是很方便。因此，后来美国公共证

券协会(Public Security Association，PSA)又提出了一个标准的提前偿还模型。

PSA 法假定，提前偿还率会随着贷款存续期限的延长而上升，第一个月的提前偿

还率 CPR 为 0.2%，此后每个月提前偿还率以 0.2%的速度递增，直到第 30 个月达

到 6％，之后便保持不变。PSA 法既结合了一些实证上的依据，又具备简单、实

用的特点，因此广受业界的欢迎。 

与经验模型不同，理性提前偿还模型则是完全由理论推导出来的提前偿还模

型，其认为贷款者拥有提前还款的权利，因此相当于持有了一个市场利率的看跌

期权。该模型假设贷款者完全理性，并拥有充分信息，其还款行为通过极大化个

人效用函数来实现，理性地选择提前还款的时机。比如，Kenneth and McConnell 

(1981)将抵押贷款看成一个债券，贷款者持有该债券的看涨期权，并以抵押贷款

的市值是否超过抵押贷款本金余额作为定价方程的边界条件来刻画借款人的提

前偿还行为。最初的理想还款模型并没有考虑交易成本的问题，因此

Timmis(1985), Dunn and Spatt(1986), Johnston and Van Drunen(1988)又在

模型中加入交易成本等摩擦因素阻碍贷款者提前偿还贷款，使得模型与实际情况

更加相符。之后，Stanton (1995)又对这三个模型进行了扩展，考虑了借款人主

体的异质性问题，根据不同贷款者提前偿还贷款交易成本的不同进行建模和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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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由于该模型是一种动态模型，因此较经验模型有了很大的改进，但是由于该

方法较多地考虑了利率对贷款者提前还款行为的影响，较少考虑其它影响贷款者

提前还款的因素，因此存在一定的不足之处。 

与理性还款模型不同，统计模型则分析了影响贷款者提前还款的众多因素，

包括利率水平、利率路径、贷款账龄、季节性因素、贷款方式和经济环境等，并

试图从历史数据中找出提前偿还率与各种影响因素之间的量化关系。在不同的统

计模型中，研究者尝试着采用各种不同影响因素的组合来预测提前偿还率，或者

是采用不同的统计估计方法来提高预测准确率。例如，Green and Shoven(1986) 

考虑了利差、利率水平和耗尽效应对提前偿还率的影响，运用比例危害模型来预

测提前偿还概率。Schwartz and Torous（1989）则在其基础上进一步考虑了季

节性因素对提前偿还率的影响，并采用最大似然函数来预测提前偿还概率。

Richard and Roll（1989）同样采取了四因素模型，不过其采用了非线性最小二

乘法来估计提前偿还概率。Mattey and Wallace（2001）在提前偿还模型中考虑

了不同地区的房价差异及其动态变化对提前偿还速度的影响。Clark and  

Michael（2001）运用了非参数核密度回归技术来估计抵押支持证券的提前偿还

概率，很好了避开对函数形式和概率分布的假设问题。统计模型的优点在于能够

考虑更多的提前还款影响因素，也能够结合不同国家、地区的实际情况选择合适

的提前偿还模型。 

2.3  国内抵押支持证券研究现状述评 

由于抵押支持证券在国内尚属新鲜的事物，因此国内相关的研究与理论成果

并不是很多。在以往的研究中，国内相关研究大致可分为以下三类：第一类主要

是讨论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的基本原理及其发展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第二类主要

是探讨我国实施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具体模式的选择、风险控制以及成本与收益

分析；第三类主要是对抵押支持证券的提前偿还模型、提前偿还风险及其定价进

行分析。 

由于早期我国的住房抵押贷款市场规模还相对比较小，受到的关注并不是很

多，因此学者们对于抵押支持证券的讨论主要集中在其发展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上，具体的分析并不是很多。蔡德容（2001）介绍了我国住房抵押贷款的特点，

并对发展我国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的必要性、可行性、存在的困难进行了分析，

并提出了推进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的步骤设想。姚长辉（2001）对 MBS 创新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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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障碍及其对策进行了系统的探讨，并指出了发展 MBS 对我国金融市场和房地

产市场意义重大。于凤坤（2002）介绍了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的基本原理和抵押

支持证券的主要品种，并对发展我国抵押支持证券的可行性和总体思路进行了探

讨。 

后来，随着我国住房体制改革的进一步加速，我国住房抵押贷款市场得到迅

猛的发展，此时市场讨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对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的模式选择、

风险分析以及成本收益分析上。何小锋（2002）对抵押支持证券的风险与收益模

型以及抵押支持证券的发展模式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宾融（2002）对抵押支持证

券的风险分析与控制、信用增级与评级、制度障碍与前景展望进行了详细的介绍。

邓伟利（2003）对抵押支持证券的收益与成本分析、风险识别与防范、提前偿还

行为的分析以及抵押支持证券的定价进行了深入的研究。陈文达（2004）对抵押

支持证券的发行架构、操作流程以及定价模型进行了详细的探讨。姜建清（2004）

系统介绍了住房贷款证券化的主要产品、风险分析和控制、经济成本与收益分析，

并对证券化在会计、税收处理和法律方面的问题进行了相应的探讨，分析了住房

抵押贷款证券化的必要性、可行性和发展前景。 

最近，随着市场对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的研究逐渐深入，学者们更多地关注

抵押支持证券的定价分析。由于在对抵押支持证券的定价过程中，提前偿还率是

定价的难点，贷款者提前偿还行为的不确定性加大了投资者对抵押支持证券风

险、收益特性以及公允价格进行合理评估的难度。因此，国内越来越多的学者对

提前偿还行为进行了相应的研究。孙奉军（2001）对影响提前偿还的各种因素进

行了详细的分析，并将这些因素归结成系统性因素和非系统性因素两大类。但是

遗憾的是，其并没有结合我国的情况进行具体研究，分析这些因素对我国贷款者

提前偿还速度的影响。施方等（2003）介绍了比例危害模型在估计提前偿还概率

中的运用，同时提出了采用威布尔分布来表示贷款寿命与提前偿还率之间的关

系，并进行模型估计，取得了较好的效果。程艳琴和韩文秀（2003）建立的住房

抵押贷款提前偿还模型采用一种叫做普遍添加模型的非参数估计方法对抵押贷

款提前偿还率进行估计，研究发现提前偿还率与抵押贷款账龄、抵押贷款利率与

现行利率的比率具有高度非线性的关系。黎志成和艾毓斌（2004）分析了抵押支

持证券的风险特征，揭示了抵押支持证券定价的难点，并构建了基础资产提前偿

还率测度模型，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抵押支持证券定价模型。张金林等（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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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国外抵押支持证券的定价模型进行了比较分析，并提出了我国抵押支持定价模

型体系应包括五个部分，分别是未来还款总额的定价模型、抵押贷款对贷款者价

值的定价模型、违约期权的定价模型、提前偿还期权的定价模型和贷款保险的定

价模型。但是遗憾的是，其没有进行实证上的研究。闫妍和杨茂华（2005）将抵

押支持证券的定价方法归纳为三类，分别是随机过程、提前偿还模型和非参数模

型，并介绍了这三类方法的前提假设、模型特点、基本算法和典型应用，同时通

过比较，总结得出每种方法相对于其它方法的优点、缺点及自身的适用范围。胡

宗义和谭政勋（2005）分析了麦考莱持续期和凸性在测量隐含期权债券价格利率

风险时存在的局限性，提出了更能准确度量利率风险的基于期权调整利差技术的

持续期和凸性，并给出了用期权调整价差测量债券价格利率敏感性的方法和步

骤。 

总体而言，目前国内对抵押支持证券的研究才刚刚起步，主要存在着以下几

点不足：第一，国内的很多研究更多地是从制度建设层面，或者是从政府层面进

行论述，很少专门从投资者的角度进行分析和讨论；第二，在相关的研究中，借

鉴性和引用性的文献比较多，但是创新性的研究比较少，特别是在对影响贷款者

提前偿还因素的分析方面，很少从中国人与外国人消费与储蓄习惯的不同出发，

分析影响我国居民提前偿还贷款的因素；第三，数量模型方面的研究较少，特别

是由于目前国内相关的抵押支持证券产品较少，因此缺乏结合模型进行实证分析

和检验的研究，使得相关的研究显得比较空泛，应用性不高。因此，本文的研究

重点就是针对这些存在的缺陷和不足做一些研究，以期推动抵押支持证券在我国

的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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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抵押支持证券定价的理论基础 

    本章的主要目的是对在抵押支持证券定价过程中所涉及的基本理论模型进

行一个系统的探讨，以便为接下来的实证分析和应用研究奠定一个坚实的理论基

础。抵押支持证券属于利率衍生产品的一种，在对抵押支持证券的定价过程中，

利率动态模型和提前偿还模型是定价的关键，因此这两部分是本章讨论的重点。

其次我们还将介绍相关的信用风险模型以及二叉树模型和蒙特卡罗模拟这两种

数值分析方法。 

3．1 利率动态模型 

根据推导过程的不同，利率动态模型可以分成均衡模型和无套利模型两大

类。所谓均衡模型是指短期利率的随机微分方程的形式是从经济理论出发，根据

市场的均衡条件得出的，由这种模型推导出来的利率期限结构并不一定与市场实

际的期限结构一致。而无套利模型则是利用市场上资产价格的信息，根据各个资

产之间必须满足的无套利条件来推导利率随机微分方程的形式，从而使模型诱导

的利率期限结构与实际的利率期限结构一致。换句话说，在均衡模型中，相关的

经济变量是输入变量，利率期限结构是输出变量；而在无套利模型中，利率期限

结构是输入变量，相关金融工具的价格是输出变量，这是两类模型最根本的区别。 

3.1.1 均衡模型 

在均衡模型中，根据模型采用的解释变量的数量不同，大致可分为单因子模

型和多因子模型两类。 

（1）单因子模型 

在单因子模型中，最主要的模型是 Vasicek 模型和 CIR 模型。 

    Vasicek模型是由 Vasicek于 1977年提出的,他是第一个将短期利率的均值

回归特性引入利率期限结构模型的学者，因此该模型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该模

型假设短期利率的变化服从一个扩散过程，并且只受一个因素的影响，模型的具

体形式如下： 

( )dr r dt dzκ μ σ= − +                                              

其中，κ 为均值回归调整速度， 

μ 为短期利率的长期均值， 

σ 为短期利率的标准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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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z 是一个维纳过程。 

从上式可以看出，Vasicek 模型认为，短期利率总是围绕一个长期均值上下

波动，如果利率偏离了平均值，它总是要向其长期均值回归，κ 则告诉我们，短

期利率向长期均值回归的速度有多快。根据上式，假设风险价格为λ ，则不同时

点的利率期限结构为 

( ) ( )( ) ( ) ( )
2 2

3

1, ( , , , ) ( , , , ) 1 1
4

T TR t T A r t A e e
T T

κ κσλ κ μ σ λ κ μ σ
κ κ

− −= + − − + −  

其中， 2 21( , , , ) / /
2

A λ κ μ σ μ λσ κ σ κ= + −  

可以看出，在给定参数κ 、μ 、σ 和λ 之后，此模型可反映出利率期限结构

的各种形态，如向上、向下、水平状或驼峰状。 

可以说，Vasicek 模型是众多利率期限结构模型中最简单的一个。它假设所

有的参数都是常数，不随时间变化，而且波动率也是一个常数，没有考虑到利率

水平高低对波动率的影响以及波动率本身的 GARCH 效应等。但是它却能够比较好

地拟合现实数据。Vasicek 模型的缺陷是没有考虑到利率必须是一个大于零的正

数，因此在模拟过程中就可能出现利率为负的情况，这与现实情况不符。 

为了防止利率在推导过程中出现负数，Cox, Ingersoll and Ross(1985)对

Vasicek模型做了改进, 将短期利率随机过程的随机项的系数设定成与短期利率

的平方根大小成正比，也即 

( )dr r dt rdZκ μ σ= − +  

这意味着当利率上升时，利率的波动也会随着增加，而且由于利率的波动不

能为负，因此这解决了 Vasicek 模型短期利率有可能为负值的问题。CIR 模型的

优点还在于其舍弃了部分均衡的观念，从一般均衡的角度切入，将消费者偏好、

生产过程、个人投资以及消费行为等当作模型的输入变量，解决了内部不一致的

问题，并消除了不完全市场中的套利机会。但是该模型假设利率期限结构总是发

生平行移动，因此这与现实情况不太符合。 

（2）多因子模型 

由于单因子模型中解释变量只有一个，因此很难刻画出利率期限结构的丰富

变化，而且单因子模型隐含着假设不同到期日的贴现债券的价格是完全相关的，

这与实际情况不太符合，因此很多学者又相继推出了多因子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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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ennan and Schwartz（1979）假设利率期限结构由短期利率 r与长期利率

l两个因素共同决定，模型的形式为： 

 
( ) ( )
( ) ( )

1 1 1

2 2 2

, ,

, ,

dr r l dt r l dz

dl r l dt r l dz

α β
α β

= +

= +
 

其中 1 2dz dz dtρ= ， ρ 为长期利率与短期利率的相关系数。 

Nelson and Schaefer（1983）假设利率期限结构由长期利率和长短期利率

的利差两个因素共同决定，模型的形式为： 

( )
1 1

2 2

t

t t

dl dt dz
dS S dt dz

μ σ
α β σ

= +
= − +

 

其中， tl 是长期利率，μ 是长期利率的均值， tS 是长短期利率的利差，β 是

长短期利率利差的均值，α 是长短期利差均值回归的速度。 

Schaefer and Schwartz（1984）同样假设利率期限结构由长期利率和长短

期利率的利差两个因素共同决定，不过其对 Nelson and Schaefer（1983）的模

型做了改进，对长期利率随机过程的随机项进行了修改，因此可以看作是将 CIR

模型和 Vasicek 模型结合在一起进行预测，其模型具体形式如下： 

( )
( )

1 1

2 2

, ,t t t t

t t

dl S l t dt l dz

dS S dt dz

μ σ
α β σ

= +

= − +
 

为了更加详细地刻画出利率期限结构的各种变化，不少学者还推出了三因子

或者四因子模型。比如 Duffie and Kan（1996）和 Constantinides（1992）。在

多因子模型中，学者们广泛应用了各种状态变量进行预测，这就产生了丰富的利

率期限结构形式。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虽然模型的解释变量越多，对利率动态描述的效果就越

好，不过模型的简洁性同时也会受到伤害。模型越复杂，对参数进行估计的难度

也就越大，计算时间也更长，在实际应用中就越不受到欢迎。因此三因子模型的

应用远不及双因子和单因子模型那么广泛。 

3.1.2  无套利模型 

无套利模型认为即期的利率期限结构包含了目前人们对利率预测的足够信

息，因此在没有套利机会的前提下，利率期限结构的变动应该反映出这些信息，

因而其变化情况是可测的。在无套利模型当中，同样根据解释变量的多寡可以分

成单因子模型和多因子模型两大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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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单因子模型 

在单因子模型中，Ho－Lee 模型、Hull－White 模型和 BDT 模型是最为经典

的模型。 

Ho-Lee 模型假设市场是无摩擦的，既无税收费用，也不考虑交易费用，所

有证券皆可分割；市场并非连续出清，而是在有规则间隔的时点上出清；市场是

完全的，每一期均有相对应的贴现债券存在。 

该模型将即期的利率期限结构作为输入变量，以二项分布结构推导出利率期

限结构的动态变化。在连续时间下，短期利率的随机微分方程为  

 ( )dr u t dt dzσ= +  

其中 ( )u t 趋势项为时间的函数，波动率σ 为常数。 

Ho-Lee 模型模拟了利率期限结构随时间的可变性，由于它是由最初的利率

期限结构决定的，因此它是一个相对定价模型，同时由于最初的利率期限结构是

外生的，因此其变化也是外生的。 

Ho-Lee 模型的不足之处在于：首先并没有考虑利率的均值回归特性，即假

设在任一时点，利率在下一时点的变动的方向与当时的利率水平是相互独立的。

其次，其隐含着假设债券价格的波动性是独立于时间变化的。但事实上，随着到

期期限的临近，贴现债券的价格将趋近于面值，因此债券价格隐含的波动性会随

时间的推移而变小。第三，根据 Ho-Lee 模型假设的限制和初始条件，可能出现

负的远期利率。最后，Ho-Lee 模型隐含着假设所有利率的波动性相同，即长短

期利率的波动性是相同的。但实际上长期利率的波动性要小于短期利率的波动

性，即收益率曲线将随期限增加变得越来越平坦。 

  与 Ho－Lee 模型相比，Hull and White（1990）的模型就更具一般性，其不

仅使模型本身与期初的利率期限结构一致，而且对 Vasicek 模型与 CIR 模型进行

了扩展，该模型的具体形式如下： 

 ( ) ( )( ) ( )dr t a t b r dt t r dzβθ σ= + − +⎡ ⎤⎣ ⎦  

其中，漂移项 ( )tθ 、均值回归速度 ( )a t 和波动率 ( )tσ 都是时间的函数，b

为长期均值,dz 为维纳过程。 

可见，该模型可以说是最一般的模型，几乎可以涵盖所有的单因子模型。当

( )tθ 、 ( )a t 与 ( )tσ 为常数，且 β 为 0时，上式简化为 Vasicek 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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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r ab ar dt dzθ σ= + − +  

而当 ( )tθ 、 ( )a t 与 ( )tσ 为常数，且 β 为 0.5 时，上式简化为 CIR 模型： 

( )
1
2dr ab ar dt r dzθ σ= + − +   

与上述模型不同，Black, Derman and Toy（1990）假设短期利率服从对数

正态分布，在连续时间下，该模型的随机微分方程为： 

( ) ( )( ) ( )ln lnd r t t r dt t dzθ φ σ= − +  

其中均值回归速度 ( ) ( )
( )

/t t
t

t
σ

φ
σ

∂ ∂
= ，均值回归的平均值是 ( ) ( )/t tθ φ 。 

可以看出， ( )tθ 和 ( )tσ 是两个独立的时间变量，因此 BDT 模型不仅能够与

当前市场的利率期限结构一致，而且与当前即期利率的波动率期限结构也是一致

的。由于 BDT 模型假设短期利率服从对数正态分布，因此模型不会出现利率为负

的情况，而且还具有均值回归的性质。不过，也正是因为利率变动是对数正态分

布，因此 BDT 模型无法得到模型的解析解，因此必须借助二叉树模型等数值方法

进行求解。 

（2）多因子模型 

在无套利多因子模型中，HJM 模型最具代表性。HJM 模型是由 Heath, Jarrow 

and Morton 于 1992 年提出的，与多因子均衡模型所采用的因子不同，HJM 模型

中的因子为对利率期限结构的随机冲击（random shocks），如利率期限结构的上

升或下降，以及变得较陡峭或变得较平坦。在 HJM 模型中，瞬时远期利率曲线的

随机微分方程为： 

( ) ( ) ( )
1

, , ,
n

i i
i

df t T t T dt t T dzα σ
=

= +∑  

其中， ( ),f t T 是在 t时刻测度的在 T时刻到期的瞬时远期利率，n为驱动远

期利率曲线演化的随机因子， idz 为相互独立的维纳过程。由此，远期利率又可

以表示为 

( ) ( ) ( ) ( ) ( )
0 0

1
, 0, , ,

nt t

i i
i

f t T f T s T ds s T dz sα σ
=

= + +∑∫ ∫  

其中，0 t T≤ ≤ ， ( )0,f T 是最初观测到的即期利率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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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HJM 模型将利率期限结构的波动描述得更为完整，但由于此模型需要

更多的输入变量，此外某些输入变量的信息并不容易取得，因此在应用的过程中

也会产生问题。特别是在构造利率变动的二叉数或者三叉数模型时，利率通常在

上升和下降后就不会再重新聚合。也就是说，利率先上升后下降与先下降后上升

之后所达到的不是同一个节点，利率变动不是马尔可夫链。这就会导致二叉树模

型的最终节点呈几何扩大，极大地增加计算和模拟的难度。 

综上所述，均衡模型与无套利模型的一个重要区别在于，在均衡模型中风险

的市场价格是内生的，而在无套利模型中则是外生的。在实际应用中，均衡模型

和无套利模型很难说孰优孰劣。而对于单因子和多因子模型的选择，则更是仁者

见仁，智者见智。单因子模型虽然对利率期限结构的描述不如多因子模型，但是

其模型的简洁性和实用性却使其得到很多人的喜爱。因此为了以后能在实践中更

好地选择最合适的模型，我们根据前文的论述将提到的利率期限结构动态模型整

理如下： 

 

表 3.1  利率期限结构动态模型的总结与分类 

 均衡模型 无套利模型 

单因子 
Vasicek（1977）； 

Cox, Ingersoll and Ross(1985) 

Ho and Lee（1986） ； Black, 

Derman and Toy（1990） ；Hull 

and White（1990） 

多因子 

Brennan and Schwartz（1979）； 

Longstaff and Schwartz（1992）；Fong 

and Vasicek（1991）；Nelson and 

Schaefer（1991）；Duffie and Kan

（1996）；Constantinides（1992）

Heath, Jarrow and Morton

（1992） 

 

3.2 提前偿还模型 

提前偿还模型大致可分为三类：经验模型、理性还款模型和统计模型。 

3.2.1 经验模型 

（1）十二年生命周期模型 

美国过去房地产抵押贷款的经验数据表明，一般 30 年期的抵押贷款在第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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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年前基本会被完全清偿，基于此美国联邦住房管理局（FHA）提出了十二年生

命周期模型（Twelve-Year Life Method），并在过去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不过，

这种方法现在用得比较少了，因为提前偿还率与利率以及抵押贷款的许多特征有

关，不能不加区分地假设所有抵押贷款的提前偿还期都是 12 年。尽管为了比较

抵押支持证券的收益率，有时还采用该方法，但是其使用的范围已越来越小。 

   （2）FHA 经验模型 

FHA 经验模型是美国联邦住房管理局（FHA）根据抵押贷款历史数据所编制

的提前还款模型。由于 FHA 拥有庞大的房地产贷款数据库，因此其在分析提前偿

还率方面独具优势。这种提前偿还模型根据 FHA 提供保险的 30 年期抵押贷款的

历史提前偿还和违约数据来预测抵押贷款组合的提前偿还率。FHA 会定期公布一

个数据表，表中有 30 个数据代表 FHA 提供保险的抵押贷款的年度生存率，这个

数据表说明抵押贷款继续存在的概率，并报告对给定的年度抵押贷款期望的终止

百分率。 

在 FHA 经验模型中，抵押贷款组合的提前偿还率以 FHA 经验数据的百分比表

示，如抵押组合提前偿还率为 l00％的 FHA 经验数据，说明在这一抵押贷款组合

中每年将有和 FHA 平均数相当的抵押贷款被提前偿还；200％的 FHA 经验数据表

明抵押贷款组合将以两倍于 FHA 经验数据的速度提前偿还；50％的 FHA 经验数据

则表示抵押贷款以一半于 FHA 经验数据的速度提前偿还。 

这种方法尽管很实用，但建立在 FHA 经验基础上的提前偿还率并不一定能够

反映某一特定抵押贷款组合的提前偿还率。这主要是因为 FHA 的提前偿还数据来

源于各种不同利率周期的抵押贷款。我们知道，提前偿还率与利率周期相关度很

大，因此在估计提前偿还率时，对不同时期的贷款采用一个平均提前偿还率并不

一定合适。 

（3）常数提前偿还率模型 

为了更准确地表达提前偿还率的概念，研究者又提出了常数提前偿还率模型

（Constant Prepayment rate，CPR）模型，又称为有条件的提前偿还率模型

（Conditional Prepayment Rate）模型。该模型对抵押贷款组合设定一个固定

的提前偿还率，假定抵押组合中剩余本金的一部分在抵押贷款剩余期限内每月提

前偿还。有条件的提前偿还率指提前偿还的金额占资产池当期期初余额扣除当期

按计划应支付的本金余额后的比例，反映了贷款资产池真正提前偿还的数额。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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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偿还率的设定是以该资产池的特征(包括历史上的提前偿还率)和当前的及预

期的未来经济环境为基础的，而之所以被称为有条件的提前偿还率是由于它是以

抵押贷款的未偿本金余额为条件计算的。 

有条件的提前偿还率是年提前偿还率，由于在实际生活中抵押贷款是按月偿

付的，所以还必须通过月提前偿还率进行转化，我们用单月终止率(Single－

Monthly Mortality rate ，SMM)表示月提前偿还率，可得 

        ( )121 1CPR SMM= − −  

1

t
t

t t

PPSMM
MB SP−

=
−

 

其中， tPP是每月提前偿还的本金数额， 1tMB − 为月初贷款组合本金余额， tSP

为每月计划应还的本金数额。 

（4）公共证券协会模型 

公共证券协会模型（Public Securities Association model，PSA）是由美

国公共证券协会提出的一个标准的提前偿还模型。该模型假定提前偿还率会随着

贷款存续期限的延长而上升，第一个月为 0.2%，此后每月提前偿还率以 0.2%的

速度递增，直到第 30 个月提前偿还率达到 6%之后便保持不变。该模型的具体形

式如下： 

( )
( )

0.2%* 1 30

6% 30

CPR t t

CPR t

=     ≤ ≤⎧⎪
⎨

=            >⎪⎩
 

PSA 模型既结合了一些经验上的依据，又不死板，同时兼具简单实用的特点，

因此广受业界的好评。在实际应用中，投资者可以用 PSA 指标乘以一定的倍数以

反映提前偿还速度的快慢。比如，150％PSA 表示抵押贷款资产池的提前还款速

度是 PSA 基本还款速度的 1.5 倍，50％PSA 表示抵押贷款资产池的提前还款速度

是 PSA 基本还款速度的一半。不同提前偿还率假设下的提前还款速度如下图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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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  不同提前偿还率假设下的提前还款速度示意图 

 

 

3.2.2 理性提前偿还模型 

尽管经验模型比较简单实用，但是其预测提前偿还率的准确度还是有待提

高，因此很多研究者基于或有索取权定价理论提出了“理性提前偿还模型”。 

与经验模型不同，理性提前偿还模型则是完全由理论推导出来的提前还款模

型，其认为抵押贷款者拥有提前还款的权利，因此相当于持有了一个市场利率的

看跌期权。该模型假设贷款者完全理性，并拥有充分信息，其还款行为通过极大

化个人效用函数来实现，理性地选择提前还款的时机。 

Kenneth and McConnell (1981)将抵押贷款看成一个债券，贷款者持有该债

券的看涨期权，并以抵押贷款的市场现值是否超过抵押贷款本金余额作为定价方

程的边界条件来刻画借款人的提前偿还行为。 

Dunn and McConnell(1981a,b) 对抵押贷款者的最优提前偿还策略进行了建

模，假设提前偿还没有成本，并且引发提前偿还的因素是外生的。但是，他们模

型中假设的抵押支持证券的套利边界在实践中却总是被违背。 

由于上述两个模型都没有考虑交易成本的问题，因此 Timmis(1985), Dunn 

and Spatt(1986), Johnston and Van Drunen(1988)又在模型中加入交易成本等

摩擦因素阻碍抵押贷款者提前偿还贷款，使得模型与实际情况更加相符。 

但是，尽管这些模型将提前偿还率和 MBS 定价联系在一起，但是他们对提前

偿还率的预测并不是跟实际结果很一致。这些模型并不能很好地刻画下列因素对

提前偿还率的影响，比如说季节性因素、耗尽效应以及利率先升后降和先降后升

的区别等等。因此，Stanton (1995)又对上述三个模型进行了扩展，考虑了借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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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主体的异质性问题，明确地对抵押贷款者不同的交易成本进行建模和估计。其

次，假设抵押贷款者是在离散的而不是连续的时间段内做出提前偿还的决定。最

后得到了一个简单的提前偿还模型表达式，并采用 GMM 进行估计。 

Stanton (1995)将抵押贷款的所有现金流的现值看成一个标的债券，并用 tB

表示，而 tF 表示抵押贷款的本金余额。抵押贷款者拥有一个执行价格为 ( )1t tF X+

的看涨期权，该执行价格是可变的，因此抵押支持证券的价值应该是： 

l l
t t tM B V= −  

其中， l
tV 是抵押贷款者提前偿还期权的价值。 

除了由于利率波动引发的再融资需求，促使抵押贷款者提前偿还的外在因素

还有离婚、工作调动和房屋出售等等。Stanton (1995)将这些外在因素产生的对

提前偿还率的影响用一个危害函数 A 表示。假设在长度为 tδ 的时间段里，提前

偿还的概率为 tλδ 。参数λ 表示一个基本的提前偿还水平，即当没有再融资需求

时预期的提前偿还水平。 

假设做出提前偿还决定的似然值用危害函数p表示，lt 是一个随机的决策点，

则在一个从 t时刻开始的时间段 tδ 内做出下一个决定的概率为 tρδ 。 

我们用函数 ( ),tY tΩ 表示提前偿还策略， tY 是表示各种可能的状态，则提前

偿还期权的价值用 ( )t
lV Ω 表示，抵押贷款者选择最优提前偿还策略 *Ω 使得 

( ) ( )*t t
l lV VΩ ≥ Ω  

   在一个长度为 tδ 的时间段内，抵押贷款者不提前偿还的概率为 

( )* tt te e e λ ρ δλδ ρδ − +− − =  

   当 tδ 趋于零，提前偿还的概率趋于 ( ) tλ ρ δ+ ，因此危害函数可以表示为 

*

*

t t

t t

if r r

if r r

λ
λ ρ
⎧            >⎪
⎨

+     ≤⎪⎩
 

我们将提前偿还成本的分布用 beta 分布表示。 

αμ
α β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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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2

2 1
αβσ

α β α β
=

+ + +
 

我们用 CIR 模型描述利率的动态过程。 

则抵押支持证券的价值为 

( ) ( ) ( )( ) ( ) ( )( )
( ) ( ) ( )( )
1 , 1 , 1

1 , 1

l l
e e

l
r r

P y t P F t X if y t F t X

P y t P F t X otherwise
μ μ

μ

⎧ − Μ  + +         Μ  ≤ +⎡ ⎤⎣ ⎦⎪
⎨

− Μ  + +         ⎡ ⎤⎪ ⎣ ⎦⎩
 

其中， /121eP e λ−= −    是当受到除利率外的外生因素影响时的提前偿还概率， 

( ) /121rP e λ ρ− += − 是在所有因素影响下时的提前偿还概率。 

可以看出，理性偿还模型在理论基础方面相对于经验模型有了很大的改进，

特别是由于理性偿还模型实际上是一种动态模型，因此其更能描述提前偿还率随

着利率的波动而发生波动的情况，因此预测的准确性得到很大的提高。遗憾的是

由于该方法较多地考虑了利率对提前还款的影响，较少考虑其它影响贷款者提前

还款的因素，因此存在一定的不足之处。 

3.2.3 统计模型 

与理性还款模型不同，统计模型则分析了影响贷款者提前还款的众多因素，

并试图从历史数据中找出提前还款率与各种影响因素之间的量化关系。为了能更

好地建模，我们有必要先对影响抵押贷款者提前偿还行为的因素进行分析。 

据统计，在西方发达国家，促使抵押贷款者提前偿还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几个

方面： 

（1）贷款组合的利率与现行房地产抵押贷款的利率之差。如果现行房地产

抵押贷款的利率低于贷款组合的利率时，贷款者的再融资动机就会被触发。贷款

者会考虑以较低的利率借入新的贷款，并偿还老的贷款以节省利息支出，这样就

会导致提前还本的上升。从美国的经验看，再融资动机是导致抵押贷款提前偿还

的最重要的因素。 

（2）贷款利率路径。根据历史统计，抵押贷款者是否再融资不仅与市场利

率的绝对水平有关，而且与贷款利率的路径有关。假设有两条贷款利率路径： 

路径一：贷款利率从 6％上升到 7％，再上升到 8％，最后下降到 5％ 

路径二：贷款利率从 6％下降到 5％，再上升到 8％，最后下降到 5％ 

可以看出，虽然贷款利率最终都是从最初的 6％下降到 5％，但是在两种路

径下，提前还本的情况是不一样的。在第一条路径下，当最终贷款利率下降到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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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会出现大量的提前还款行为，但是在第二条路径下，这种情况却不会发生。

因为，在第二条路径中，有能力而且有意愿提前还款的抵押贷款者在第一次遇到

5％的低利率时就会选择提前还款，贷款组合中剩下的贷款者可能没有提前还款

的能力或者没有提前还款的意愿，因此即使贷款利率再次达到 5％的低位，依然

不会选择提前还款，这种现象又被成为“再融资耗尽”（Refinancing Burnout）

效应。 

（3）贷款账龄。据统计，抵押贷款初期的提前还款率一般比贷款账龄相对

较长时的提前还款率低。其原因可能如下：首先，刚刚取得贷款的借款人可能受

财力的限制，或者没有意愿立即提前还款。其次，短期内市场利率一般不会出现

大的波动，因此不足以刺激借款人提前还款行为的发生。最后，更换工作、离婚、

搬迁等可能引起提前还款的行为一般不可能在购房后的一两年内发生。而随着贷

款账龄的增加，借款人的收入也开始增加，当收入增加到一定水平，部分借款人

就会选择提前还款。此外，其它跟生活相关的因素也开始出现变数，导致房屋的

出售和提前偿还的出现。 

（4）经济环境。当经济处于增长阶段时，个人的收入增加，劳动力迁徙的

机会增加，带来住房周转率的提高，运用抵押贷款购房的房主变卖房产提前偿还

贷款的可能性增大。反之，当经济处于下降阶段，住房周转率下降时，运用抵押

贷款购房的房主提前还款的可能性相对减少。 

（5）季节性因素。根据美国的经验，一般春季和夏季购买住房的人会比较

多。因为在这两个季节气候相对比较好，搬家相对比较方便。因此在春夏两季，

随着住房周转率的提高，提前还款率也会相应提高。 

（6）贷款方式。在美国，在其它条件相同的情况下，GNMA 贷款一般较 FHLMC

和 FNMA 的贷款提前偿还速度慢。这主要是因为 GNMA 的贷款组合主要是 FHA 和

VA 的贷款，这些贷款的房主不必提前还款就可以转移房产，而且这类贷款额度

低，借款人收入一般不高，提前还贷的能力和动力都比较低。 

（7）意外因素。因自然灾害或者意外事故所导致的房屋损毁将得到保险公

司的赔偿，这样也会引起贷款的提前偿还。 

在不同的统计模型中，研究者尝试着采用各种不同影响因素的组合来预测

提前还款率，或者是采用不同的统计估计方法来提高预测准确率。 

Green and Shoven(1986) 考虑了利差、利率水平和耗尽效应对提前还款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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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响，运用比例危害模型来预测提前偿还概率。Schwartz and Torous（1989）

则在其基础上进一步考虑了季节性因素对提前还款率的影响，并采用最大似然函

数来预测提前偿还概率。 

Schwartz and Torous（1989）可以说是统计模型中的经典。该模型假设在

每个时点均存在提前偿还的概率，该概率取决于当时的经济状态。令 T代表一个

直到提前偿还发生为止的时间的连续随机变量，t表示直到提前偿还发生的时间，

( )1 1, , sv v v v= K 是解释变量， ( )1 1, , kθ θ θ θ= K 是待估计的参数。提前偿还函数 

( ) ( ) ( )
( )0

, ,
, , lim

, ,t

P t T t t T t f t v
t v

t F t v
θ

π θ
θΔ →

≤ < + Δ ≥
= =

Δ
 

其中， ( ), ,F t v θ 代表生存函数， ( ), , ( , )F t v P T t vθ θ= ≥  

( ), ,f t v θ 是 T的概率密度函数 

( ) ( ) ( )
0

, , lim
t

P t T t t dF t
f t v

t dt
θ

Δ →

≤ < + Δ
= = −

Δ
 

用比例危害模型来对提前偿还函数建模，可得 

( ) ( ) ( )0, , , , expt v t p vπ θ π γ β=  

( ) ( )
( )

1

0 , ,
1

p

p

p t
t p

t
γ γ

π γ
γ

−

=
+

 

特别地，对于 p>1，提前偿还的概率从零增加到最大值 ( )1/* 1 /pt p γ= − ，然

后又下降到零。 

在对提前偿还概率的预测中，Schwartz and Torous（1989）综合采用了四

个影响因素来分析贷款者的提前偿还行为： 

（1）再融资动机 ( ) ( )1 , 0v t c l t s s= − − ≥  

其中，c为抵押贷款的利率，l为长期国债利率，代表再融资的利率。 ( )1v t 越

大，提前偿还的概率越大。 

（2）由于，当再融资利率足够低时，提前偿还会加速，因此用第二个变量表

示 ( ) ( )( )3
2 , 0v t c l t s s= − − ≥ 。 

（3）由于以前提前偿还的人越多，以后剩下的倾向于提前偿还的人就越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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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用第三个变量 ( ) *
3 ln( / )t tv t AO AO= 表示。其中， tAO 为在 t时刻资产池的余

额， *
tAO 为 t 时刻计划偿还的本金数额。该变量越小表示以后提前偿还的可能

性越小。 

（4）最后，用一个虚拟变量表示季节性因素。 

( )4

1
0

if t May August
v t

if t September April
      = −  ⎧

= ⎨      = −     ⎩
 

由于在春夏季搬家的人一般比较多，因此该变量越大，表示提前偿还的概率

越大。 

Richard and Roll（1989）同样采取了四因素模型，不过其采用了非线性最

小二乘法来估计提前偿还概率。而 Mattey and Wallace（2001）则在提前偿还

模型中考虑了不同地区的房价差异及其动态变化对提前偿还速度的影响。 

在过去的统计模型中，大部分研究者都是采用参数模型进行估计。近年来，

随着统计技术的进步，越来越多的研究者采用非参数技术进行建模。与参数估计

不同的是，非参数模型在线性、非线性和最大似然回归框架中没有采用具体的函

数形式或者分布，其重点是对整个概率密度函数进行估计，而不是对模型参数进

行估计。 

Clark and  Michael（2001）运用了非参数核密度回归技术来估计抵押支持

证券的提前偿还概率，很好了避开对函数形式和概率分布的假设问题。 

    在 Clark and  Michael（2001）的模型中，基本的核估计因子是： 

1

1

1ˆ ( ) ( ( ))
t

i
i

f x K H x x
t H

−

=

= −∑  

其中， ( )f x 是未知的概率密度函数，x 是 n 维的向量， ( )K g 是核函数，H 是

平滑参数矩阵。 

令 / 2( ) (2 ) exp( )
2

T
n x xK x π −=  

1/ 2 1/( 4)ˆ ( * )nH diag t− − += ∑  

∑ 是向量 x的方差和协方差矩阵。 

回归估计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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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提前偿还率的预测中，其综合采用了再融资动机、贷款账龄、收益率曲

线的倾斜度和季节性因素四个因素进行估计，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综上所述，统计模型的优点在于能够考虑更多的提前还款影响因素，也能够

结合不同国家、地区的实际情况选择合适的提前还款模型，因此其在预测贷款者

的提前偿还行为方面的应用越来越广泛。 

3.3 信用风险模型 

在信用风险模型中，应用最广泛的是 KMV 模型、Credit Metrics 模型、Credit 

Risk+模型和 Credit Portfolio View 这四种模型。 

    KMV 模型以 Black－Scholes 的期权定价理论为依据，认为公司的破产概率

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公司资产价值与其负债大小的相对关系以及公司资产市价

的波动率，当公司的市场价值下降到一定水平以下时公司就会对其债务违约。它

将股票价值看作是建立在公司资产价值上的一个看涨期权，用公司股价的波动率

来估算公司资产价值的波动率，主要通过计算预期违约频率 EDF(Expected 

Default Frequency)，即贷款者在正常的市场条件下在计划期内违约的概率，来

衡量信用风险的大小。 

KMV模型的优点是其适用于任何一家已经上市的公司，并具有很好的前瞻性。

但是遗憾的是假定一旦管理人员采纳了某一合适的债务结构就不再变化，因此是

一种静态的方法，难以准确地衡量那些财务杠杆比率不断发生变化的企业的风险

大小。此外，由于其是以股票市场的数据为基础的，因此对于非上市企业来说，

其应用难度就比较大，而对个人信用贷款来说难度就更大了，因此适用面比较有

限。 

Credit Metrics 模型认为信用等级的变化才是信用风险的直接来源，而违

约仅仅是信用等级变迁的一个特例。该模型的特点在于它完全基于对信用转移

（credit migration）的分析,即分析在既定时间内一种资产的信用等级升降的

概率，并用它来描绘将来时刻资产组合的价值分布，进而对资产组合以及边际信

用风险进行估价、调整和管理,并依据预测出来的风险来提取资本准备金。

CreditMetrics 模型覆盖了几乎所有的信用产品，包括传统的商业贷款、信用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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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贷款承诺、固定收益证券、应收账款，以及其它衍生产品，比如掉期、远期、

互换、期货等。 

Credit Metrics 模型的优点就在于它把人们对信用风险的认识仅仅局限于

违约情况的传统思想，转移到了包括信用等级变迁在内的新情形，第一次将信用

等级的转移、违约率、回收率、违约相关性纳入了一个统一的框架，全面地考虑

对信用风险的度量。该模型的不足之处在于其假定转移概率在不同的借款人类型

之间，以及在经济周期的不同阶段都是稳定的。但事实上，在不同的经济周期转

移概率和违约率都是会发生相应变化的，因此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模型的准确

性。 

Credit Risk＋模型以保险精算科学为基础，假定违约遵从泊松过程，而与

公司的资本结构无关。其利用违约率的波动性来估计客户信用等级变化的不确定

性以及违约的相关性，并进一步生成债券和贷款投资组合的损失分布，以计算应

提列的授信损失准备。 

CreditRisk＋模型的优点在于其只需要相当少的数据输入(比如贷款违约

率、违约率波动率和风险暴露)，就可以计算出每位债务人的边际风险贡献度以

及整个投资组合的违约损失分布。其不足之处主要在于其假设每位债务人的风险

暴露是固定的，从而忽略了信用等级变动和其它情况变化(例如未来利率走势)

对每位债务人风险暴露的影响。 

Credit Portfolio View 模型是一种通过计量经济学和蒙特卡罗模拟来分析

组合风险和回报的方法。与 CreditMetrics 相比，其最大的改进就在于把宏观因

素(包括系统的和非系统的，如失业率、GDP 增长率、长期利率水平、汇率、政

府支出和储蓄水平等)对于违约概率和相关联的评级转移的影响纳入了模型，通

过模拟宏观因素对于模型的冲击来测定转移概率的跨时演变，这样可以得到未来

每一年的不同的转移矩阵，在此基础上运用 Credit Metrics 的方法计算出不同

经济周期的 VaR，从而克服了 Credit Metrics 模型中由于假定不同时期的转移

概率是静态的和固定的而引起的偏差，可以说是对 Credit Metrics 的一种补充。 

Credit Portfolio View 模型的不足之处在于该模型的系数有赖于每个国家

甚至国家内部的每个行业的违约数据，因此实际应用比较困难。 

综上所述，上述四个模型虽然形式和研究的出发点各有不同，但是其基本的

原理是一致的，也很难判别哪个模型实际应用效果最好。在实践中选择运用哪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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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模型主要取决于信用风险资产组合的性质，风险管理的范围和要求，以及数据

的可获得性。 

3.4  二叉树模型与蒙特卡罗模拟 

如前所述，在对抵押支持证券定价过程中，我们要将利率期限结构动态模型

和提前偿还模型结合在一起使用。而在很多情形下，我们无法得到提前偿还权的

解析解，无法得到在每一个付息日，抵押支持证券确切的现金流，因此很难为抵

押支持证券进行定价。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需要用到数值分析方法。数值分析

方法包括二叉树模型（Binomial Trees）、蒙特卡罗模拟（Monte Carlo 

Simulation）和有限差分方法（Finite Difference Methods）。在这里我们主要

介绍二叉树模型和蒙特卡罗模拟。 

3.4.1  二叉树模型 

二叉树模型首先把资产的有效期分为很多很小的时间间隔 tΔ ，并假设在每

一个时间间隔 tΔ 内资产价格只有两种运动的可能：从开始的 S 上升到原先的u

倍，即到达 Su；下降到原先的 d 倍，即 Sd 。其中， 1u > ， 1d < ，如图 3.2 所示。

价格上升的概率假设为 p ，下降的概率假设为1 p− 。 

 

图 3.2   tΔ 时间内资产价格的变动 

 

 

 

虽然在较长的时间间隔内，这种二值运动的假设不太符合实际，但是当时间

间隔非常小的时候，比如在每个极短的瞬间，假设资产价格只有这两个运动方向

是可以接受的。因此，二叉树模型实际上是在用大量离散的小幅度二值运动来模

拟连续的资产价格运动。 

在将资产的有效期划分成多个很小的时间间隔之后，假设
1u
d

= ，我们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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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用多步二叉树模型来表示资产价格变化的完整树型结构如图 3.3 所示。 

 

图 3.3  资产价格的树型结构 

 

 

当时间为 0 时，资产价格为 S 。时间为 tΔ 时，资产价格要么上涨到 Su，要

么下降到 Sd ；时间为 2 tΔ 时，资产价格就有三种可能： 2Su 、Sud （等于 S ）和

2Sd ，以此类推。一般而言，在 tiΔ 时刻，资产价格有 1i + 种可能，它们可用符号

表示为： jij dSu −  （其中 0,1, ,j i= L L ）。 

 在得到每个结点的资产价格之后，我们就可以在二叉树模型中采用倒推定价

法，从树型结构图的末端 T时刻开始往回倒推，用无风险利率进行贴现，为资产

进行定价。 

由此可见，二叉树模型的基本定价原理在于：假设资产价格的运动是由大量

的小幅度二值运动构成，用离散的随机游走模型模拟资产价格的连续运动可能遵

循的路径。实际上，当二叉树模型相临两个间隔之间的时间长度趋于零的时候，

该模型将会收敛到连续的对数正态分布模型，即布莱克－舒尔斯偏微分方程。由

于二叉树模型简单实用而且定价结果相当精确，因此其已经成为金融领域应用最

广泛的数值分析方法之一。 

3.4.2 蒙特卡罗模拟 

二叉树模型虽然能取得很好的定价效果，但是遗憾的是其不能解决路径依赖

问题，而在抵押支持证券的定价中，我们知道提前偿还期权是路径依赖的，这时

候我们就只能借助于蒙特卡罗模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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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特卡罗方法的实质是模拟标的变量的随机运动，预测其平均回报，并由此

得到资产价格的一个概率解。其基本的定价方法如下： 

（1）从初始时刻标的资产的价格开始，直到到期为止，取跨越整个有效期

的一条随机路径。 

（2）计算出在这条路径下资产的现值。 

（3）重复第一步和第二步，得到足够多的样本结果。 

（4）计算这些模拟结果的均值，即得到资产价格的估计值。 

可见，在蒙特卡罗模拟中，只要选择的路径足够多，则考虑了所有期权有可

能被执行的情况，因此也能得到资产价格的近似解。 

蒙特卡罗模拟的主要优点包括： 

（1） 在大多数情况下，人们可以很直接地应用蒙特卡罗模拟方法，而无需

对定价模型有深刻的理解，所用的数学知识也很基本；为了获得更精确的答案，

只需要进行更多的模拟；无需太多工作就可以转换模型。以上这些优点使得蒙特

卡罗模拟成为一个相当广泛和强大的定价技术。 

 （2）蒙特卡罗模拟的适用情形相当广泛，其中包括：期权的回报仅仅取决

于标的变量的最终价值的情况；期权的回报依赖于标的变量所遵循的路径，即路

径依赖的情形；期权的回报取决于多个标的变量的情况。尤其当随机变量的数量

增加时，蒙特卡罗模拟的运算时间近似为线性增长而不象其它方法那样以指数增

长，因此该方法在含有三种以上风险资产的多变量期权模型中很有竞争力。 

此外，蒙特卡罗模拟可以适用于复杂随机过程和复杂终值的计算，同时在运

算过程中蒙特卡罗模拟还能给出估计值的标准误差，这也是该方法的优点之一。 

另一方面，蒙特卡罗模拟的缺点主要是： 

（1）只能为欧式期权定价，难以处理期权被提前执行的情形，因此对美式

期权进行定价就比较困难。 

（2）为了达到一定的精确度，一般需要大量的模拟运算。尤其在处理三个

以下的变量时，蒙特卡罗模拟相对于其它方法来说速度比较慢，计算比较耗时，

这也使其应用受到一定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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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抵押支持证券定价的一般原理 

如前所述，本文的研究重点之一是从投资者的角度出发对抵押支持证券进行

研究。抵押支持证券作为一个投资品种，对于投资者来说，最关心的是它的收益。

而在评估其收益时，首先必须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对其定价。可以说，资产定价是

一切金融工具研究的关键，本章的主要目的即介绍对抵押支持证券进行定价的三

种方法（到期收益率法、静态利差法和期权调整价差法），并对其进行相应的比

较，同时分析其各自的优点和不足。 

4.1 抵押支持证券的定价方法 

4.1.1 到期收益率法 

    到期收益率法是最早的对抵押支持证券进行定价的方法。到期收益率是指使

得抵押支持证券未来现金流现值等于其当前市场价格时的贴现率。其具体的模型

形式如下： 

( ) ( ) ( )
1 2

2
1

......
1 1 1 1

n
n i

n i
i

CF CFCF CFP
r r r r=

= + + =
+ + + +

∑  

其中，P是抵押支持证券的价格， iCF 是该债券在第 i期的现金流，r则是到

期收益率。 

从上述模型的形式上看，抵押支持证券的定价似乎与一般债券的定价原理相

同，r类似于一般债券的到期收益率。其实不然，与普通债券不同，抵押支持证

券每期的到期现金流都是不确定的，因此对抵押支持证券的定价还必须结合对提

前偿还率的预测才能得以完成。在此模型中，其假设在抵押支持证券的存续期内，

利率是不变的，并且提前偿还率也与利率水平无关，因此对抵押支持证券的定价

也显得相对比较简单。 

在采用到期收益率法时，由于假设利率不变，因此在对提前偿还率模型的选

择方面，其一般与经验模型搭配使用。在得到到期收益率之后，我们将它与同期

限的国债收益率进行比较，两者的利差就恰好反映了抵押支持证券在信用风险、

提前偿还风险和流动性风险方面的风险溢价。这一利差在投资组合管理方面有很

重要的意义。首先，它可以与历史上其它时期的利差水平作比较，看目前的利差

水平是否高于历史平均水平，以作为资产配置的参考。一般而言，利差水平会受

到两个重要因素的影响。第一个因素是房地产经济情况。当房地产开始升温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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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住房抵押贷款资金需求增加，MBS 的发行量增加，价格下跌，因此利差水平也

会增加。第二个因素是利率的波动性。住宅抵押贷款利率波动幅度增加会使抵押

支持证券的利差水平上升。这是因为投资抵押支持证券的人相当于是送给贷款者

一个债券的看涨期权，抵押支持证券的价格应该包含这一期权的价格。因此，当

利率波动幅度加大时，看涨期权的价值会增高，此时抵押支持证券会受到提前还

本的伤害，因此其价格下跌，对应的到期收益率上升，利差水平升高。另外，MBS

与同期限国债的利差，还可以与其它债券的利差水平作比较，以作为资产组合决

策的参考。 

到期收益率方法是对 MBS 价值进行评估的最基本工具，其主要优点是简单实

用，可以作为资产选择的标准。在该方法中，我们只需要对预期早偿率进行假设，

当早偿率被确定后，根据 MBS 的市场价格就能够计算出证券未来现金流的收益

率。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这种方法对那些现金流几乎不受利率影响的高升水和深

贴水 MBS 来说是很有用的。但这种方法也有很大的缺陷。首光，它并没有考虑收

益率曲线形状对 MBS 定价的影响。在对到期收益率的计算中假定各个期限的收益

率相同，但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收益率曲线短端和长端的差异越大，按照这种

方法定价的结果相对于采用各个期限真实的贴现率的定价结果偏差就越大。尤其

是对于 MBS 这种每期现金流里面包含本金流入的特殊债券，采用到期收益率法其

定价准确性更受到影响。其次，到期收益率方法并没有考虑不同利率路径之下现

金流的波动性。它忽略了另外一些对评估 MBS 来说非常重要的因素，包括未来利

率的分布和变动、以及利率与 MBS 提前偿还率之间的关系等。因此，到期收益率

相当不稳定，容易出现较大的波动，这给投资者做出正确的投资选择带来了一定

的困难。 

4.1.2 静态利差法 

如前所述，考虑到抵押支持证券现金流的特殊性，有必要针对不同期限的

现金流采用不同的贴现率。因此，我们将国债收益率曲线上不同期限的贴现率加

上一个固定利差作为抵押支持证券的贴现率进行定价。由于我们假设该利差保持

不变，因此这种定价方法又叫做静态利差法。其模型的具体形式如下： 

( ) ( ) ( )
1 2

2
11 2

......
1 1 1 1

n
n i

n i
in i

CF CFCF CFP
r SS r SS r SS r SS=

= + + =
+ + + + + + + +

∑  

其中， ir 表示国债收益率曲线上第 i期的即期利率，SS 表示静态利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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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看出，静态利差同样反映了抵押支持证券在信用风险、提前偿还风

险和流动性风险方面的风险溢价。静态利差法较到期收益率法有所改进，其反映

了到期收益率曲线的形状，剔除了每期贴现率不同对债券定价的影响。 

但是，遗憾的是该方法还是没有考虑到不同利率路径对现金流的影响。由于

利率波动使得贷款者随时可能提前还本，因此该方面计算出来的债券价格还是不

太准确。此外，静态利差法还是没有剔除提前还款的期权价值的影响。与到期收

益率一样，静态利差包括投资者向抵押贷款者出售利率期权所应得的补偿，这部

分补偿随着利率的波动而波动，因此存在着不稳定性。 

    比较上述两种方法我们可以看出，静态利差法是以整条到期收益率曲线来确

定债券的价格：到期收益率法是以债券的平均收益率来确定债券价格。这两种定

价法在现金流量比较集中的情况下，差异不大；在现金流量分散的情况下，就会

有较大的差异。到期收益率法以平均利率来评估债券价值时，对于短期的现金流

量价值有低估的现象，但对于长期的现金流量价值有高估的现象，如果到期收益

率曲线的斜率不是太陡，高估与低估的部分相互抵消；但是若到期收益率曲线太

陡峭，则不易相互抵消，因此会产生误差。这一误差的大小不仅与到期收益率的

斜率有关，也和现金流的分布有关，现金流越分散，这两种方法定价结果的差异

愈大。 

4.1.3 期权调整价差法 

如前所述，由于抵押贷款者可以随时归还所借的贷款，投资抵押支持证券的

人相当于是送给抵押贷款者一个债券的看涨期权，因此在对抵押支持证券进行定

价时，就必须考虑抵押贷款者所拥有的提前偿还权的成本。由于提前偿还权是路

径依赖的，到期收益率法和静态利差法都未能考虑提前偿还权对 MBS 收益率的影

响，为了估算抵押贷款者执行提前偿还权所可能造成的风险或应给予的补偿，人

们设计了期权调整价差模型，并通过蒙特卡罗模型计算期权调整价差。 

期权调整价差法的基本计算原理如下： 

（1） 根据目前现有的国债的利率期限结构，利用预先选定的利率期限结构

动态模型，得到若干条利率动态路径； 

（2） 根据得到的利率动态路径，结合预先选定的提前偿还模型，得到每一

条路径每个节点上对应的现金流； 

（3） 根据得到的现金流，采用下列模型，得到每一条利率路径所对应的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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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流的现值 ( )PV i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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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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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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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 )1CF i 表示在第 i条路径第 1个节点的现金流， ( )1r i 表示在第 i条路

径第 1个节点的贴现率，OAS 是假设的期权调整价差。 

（4） 假设一共有 N条利率路径，将得到的每条利率路径的现值取平均值，

则得到该抵押支持证券的理论价值； 

( )
1

N

i
PV i

PV
N

==
∑

 

（5） 调整最初的期权调整价差 OAS，使得抵押支持证券的理论价值等于其

市场价格，那么就得到该债券的真实期权调整价差OAS ′。 

可以看出，期权调整价差法的优点在于尽可能考虑了足够多的利率路径。由

于每一条利率路径都有所不同，因此每一条路径上现金流的形态不同，计算出来

的证券价值也会有所不同。由于期权调整价差法已经尽可能地考虑了足够多的利

率路径，因此实际上等于考虑了所有提前偿还权可能执行的情形。将每一次模拟

计算出来的证券价值加以平均，即得到考虑了隐含提前偿还权的证券的理论价

值。通过多次重复运算，找到使得理论价值与市场价格相等的利差，即称为期权

调整价差。 

在求得期权调整价差之后，我们就可以计算出抵押支持证券中隐含的提前偿

还期权的价值。我们知道期权调整价差与静态利差的差异仅在期权调整价差法考

虑了住房抵押贷款者持有的提前偿还权，因此期权调整价差与静态利差之间的差

异即是提前偿还期权的价值： 

    提前偿还期权价值＝静态利差一期权调整价差 

    与到期收益率法和静态利差法相比，期权调整价差法的优点在于其不仅多考

虑了利率的波动性，也考虑了现金流的波动性。因此，与上述两种利差相比，期

权调整价差显得更加稳定，可以直接与其它产品直接进行对比，有助于投资组合

管理。 

    但是，尽管期权调整价差法较前两种方法有了很大改进，却也还是存在一些

不足之处。首先，期权调整价差法在计算过程中假设不同期限的风险溢价都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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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将各期现金流量进行贴现时直接将各个期限的无风险利率加上一个相同

的风险溢价(即期权调整价差)。由于不同期限到期的现金流所对应的风险可能有

所不同，因此这种假设依然存在一定的争议。其次，期权调整价差法同时假设各

期现金流的再投资收益率等于无风险利率中加上期权调整价差，这也存在一定的

争议。最后，期权调整价差的计算，还有赖于所选择的利率动态模型及提前偿还

模型。当采用不同的模型(或即使模型相同但是参数不同)时，结果还是有所不同，

因此会影响到投资者做出的决策。所以，在使用期权调整价差法的过程中，对于

所选择的模型与参数还是要谨慎，以判断结果的可靠度。 

4.2 定价方法的比较分析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对于抵押支持证券进行定价的三种方法各有利弊。到

期收益率法是最简单的方法，它使用单一的到期收益率定价。静态利差法是以整

条收益率曲线定价的。到期收益率法比较简单、实用，因此在业界应用较广。当

债券的现金流比较集中或收益率曲线比较平坦时，到期收益率法和静态利差法定

价的结果差异不大。但是当收益率比较陡或者现金流分布比较平均时，静态利差

法会比较淮确。 

相对于前两种方法，期权调整价差法定价更为准确，其考虑了利率动态过程

对于现金流与提前偿还期权的影响，因此成为目前最流行的定价方法。 

与到期收益率法中的利差水平相比，期权调整价差是一种更高级的衡量证券

风险溢价的工具，主要原因在于： 

   （1）期权调整价差反映了由于期权的执行或者提前偿还速度的改变而导致债

券预期的未来现金流现值的潜在波动，而一般的利差则仅建立在简单的现金流预

测上，不包括利率的不确定性对预期现金流的影响。 

   （2）期权调整价差是相对于收益率曲线上所有的点计算得到的，而一般利差

是相对于无风险收益率曲线上的某一个点计算的。在收益率曲线比较陡峭的情况

下，到期收益率法误差就比较大。 

（3）一般利差简单地用一个平均回收期与其相对应的同期限无风险债券作

为比较，但是由于抵押支持证券的平均回收期存在不确定性，因此当平均回收期

发生波动，其利差水平也随之发生波动。而期权调整价差则是相对于整个无风险

债券收益率曲线而计算的，并且考虑了现金流随利率变动而变化，所以抵押支持

证券的平均回收期发生变化对其利差影响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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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相对于静态利差法，期权调整价差的优势则在于： 

（1）由于期权调整价差模型对未来利率路径进行了大量模拟，所以可以更

好地模拟未来利率路径的完整的概率分布，同时也提高了计算结果的稳定性。 

    （2）基于期权调整价差模型的风险指标考虑了提前偿还率对利率的依赖性。

如果利率扩散过程和利率与提前偿还率之间的函数关系可以被恰当地确定的话，

对于避险来说，这种方法计算出的价格敏感度指标要比静态利差法中相对应的指

标更为有用。 

    虽然期权调整价差方法在理论上是一种很好的方法，但它也有很多缺陷。此

外，在使用的时候也需要对其含义有正确的理解。有些投资者不了解 OAS 的含义，

或者完全依靠 OAS 方法进行投资决策．就会造成失误。 

    对于期权调整价差方法，最需要注意的一点是，OAS 与投资者取得的实际利

差可能不同。因为 OAS 是对所有的利率路径取平均值，而投资者最终获得的实际

利差则依赖于实际发生的利率路径，所以实际获得的利差等于所计算的 OAS 的可

能性是极小的。投资者收到的实际利差可能大大地高于或低于 OAS，甚至可能是

负数。OAS 代表的是对未来情况的一种概括，而不是承诺。如果投资者把 OAS 错

误地理解为利润，在购买了证券后，就把其锁定在自己的资产组合里，这就有可

能造成失误。其实，OAS 不能视为既定结果，而应看作是所有可能事件的综合概

算。 

    此外，使用 OAS 方法时还需要注意的是，不能高估它的作用。OAS 方法是一

个指示性的指标，而不是一个决定性的指标。因为它虽然反映了有用的信息，但

也有很多缺陷，所以这个指标最好能和其它指标结合使用。OAS 模型的缺陷主要

表现在： 

   （1）它基本上是一个“黑箱”作业的过程。也就是说，投资者把假设条件输

入模型，然后就可以得到风险和收益指标。提前偿还函数和 OAS 模型中所用的利

率期限结构动态模型一般只有模型的设计者知道，从而使得投资者不能对模型的

这些关键点而进行考察。而且，即使投资者可以知道模型的这些具体内容，可能

也很难对其进行评估——它要求投资者必须要了解模型对假设的敏感性。由于模

型的结果对具体模型设定和假设的敏感性不同，所以很难在绝对数值的基础上比

较这些结果。总而言之，OAS 模型的结果不应该单独使用，而应该和到期收益率

法的结果一起使用，因为简单的方法可以用来检验复杂模型定价结果的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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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在期权调整价差方法中，采用不同的模型参数和提前偿还预期都会导

致最终的计算结果不同。可见，模型的结果只能作为投资决策的指导性指标，而

不是决定性的指标。只有在相同的假设前提和方法下计算出来的 OAS 结果，才能

用于相似证券之间相对价值的比较。 

    （3）期权调整价差模型仅考虑了利率的不确定性，当其它因素影响证券的

现金流时，模型还有待进一步修正。 

由此可见，由于没有一种价值评估方法能够完全单独地解释MBS的价格变化。

因此一般都采用多种方法来评估 MBS。在实际应用中，尽管现在 OAS 方法被广泛

使用，但总的来说，三种方法都是非常有用的。而且，投资者不应该只关注模型

计算出来的 MBS 风险和收益指标，还要关注分析每种方法得出的结果对模型假设

的敏感度。我们不能只关注对 MBS 的风险和收益的点估计，还要关注和这些点估

计相关的置信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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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中国抵押支持证券定价研究 

    在本章中，我们将采用第四章提到的期权调整价差法对中国抵押支持证券进

行定价分析。由于我国抵押支持证券的发展才刚刚起步，债券品种比较少，目前

市场上流通的抵押支持证券只有一支，即 2005 年 12 月 15 日中国建设银行发行

的“建元 2005－1 个人住房抵押贷款支持证券”（以下简称“2005 建元 MBS”）。

因此本章的主要目的就是针对该债券进行定价研究。 

5.1  “2005 建元 MBS”的基本特征 

“2005 建元 MBS”是国内首支抵押支持证券，其发行总额为 30.17 亿元人民

币，首个计息日为 2005 年 12 月 19 日，法定最终到期日为 2037 年 11 月 26 日，

其票面利率为浮动利率，每月付息一次，利率基准为中国外汇交易中心每日公布

的 7 天回购加权平均利率 20 个交易日的算术平均值（以下简称“B_1M”）。利率

基准每月调整一次，取上一次支付日前第 5个工作日的 B_1M。 

为了实现信用增级，2005 建元 MBS 采用分层的技术，将发行的证券分成优先

级和次级两类，次级债券本金和收益的支付都在优先级证券的本息支付之后，规

模为 0.905 亿元。优先级证券中又分为 A、B、C 级三档，规模分别为 26.698 亿

元 2.036 亿元 0.528 亿元。三档证券的主要区别是本息偿付的先后顺序不同，A

级证券的利息和本金支付的优先级最高，其次是 B级证券，最后是 C级证券。该

债券的主要条款如下： 

 

表 5.1   “2005 建元 MBS”产品基本信息 

产品名称 建元 2005－1 个人住房抵押贷款支持证券 

发行总量 30.167 亿元 

发行日  2005 年 12 月 19 日 

法定到期日 2037 年 11 月 26 日 

付息类型 浮动利率，每月付息一次 

浮动利率基准 
银行间债券市场 7天回购加权平均利率 20 个交易日的算术平

均值（B_1M） 

面值 1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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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层次债券名称 优先 A 级 优先 B级 优先 C级 次级档 

规模 26.698 亿元 2.036 亿元 0.528 亿元 0.905 亿元

规模占比 88.50% 6.75% 1.75% 3% 

信用评级 AAA A BBB 无评级 

票面利率 B_1M+110bp B_1M+170bp B_1M+280bp  

预期加权平均

回收期（假设

CPR为12.98%） 

3.15年 9.24年 9.3年 NA 

交易方式 
银行间债券

市场流通 

银行间债券市

场流通 
协议转让 

向建行定向

发行 

利率上限 
平均贷款利

率-119bp 

平均贷款利率

-60bp 

平均贷款利率

-30bp 
 

资料来源：中国建设银行，建元 2005-1 个人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信托发行说明书，2005 年 12 月。 

 

住房抵押贷款资产池的基本信息如下： 

表 5.2  “2005 建元 MBS”贷款资产池基本信息表 

未偿本金余额 30.17 亿元 

贷款笔数 15162 笔 

分布地区 4 个 

其中  上海余额占 56.17%,笔数占 38.66% 

  无锡余额占 4.84%,笔数占 8.95% 

  泉州余额占 14.75%,笔数占 21.25% 

  福州余额占 24.24%,笔数占 31.14% 

单笔贷款平均本金余额  198963 元 

加权平均贷款年利率 5.31% 

加权平均贷款剩余期限  172 个月 

加权平均贷款帐龄 32 个月 

加权平均贷款初始抵押率  67.19% 

加权平均贷款抵押人年龄 36 岁 

资料来源：中国建设银行，建元 2005-1 个人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信托发行说明书，2005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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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05建元MBS”的基本信息可以看出，该债券属于担保抵押贷款凭证（CMO）

的一种，是以个人住房抵押贷款组合作为担保而发行的多组债券，其通过分组实

现了信用增级和投资期限的划分。 

在没有发生贷款违约的情况下，其现金流结构如下图： 

   

     图 5.1   无违约情况下“2005 建元 MBS”的现金流示意图 

 

资料来源：中国建设银行，建元 2005-1 个人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信托发行说明书，2005 年 12 月。 

 

可以看出，在没有发生贷款违约的情况下，贷款组合的现金流将按照本金和

利息的不同分别进入两个账户，并按照优先次序依次向 A级、B级和 C级证券支

付利息和本金。由于B级证券必须等到A级证券被清偿之后才能收到回收的本金，

因此 A级证券将最先被清偿，其投资期限也最短。由于 A级证券的还本付息收到

B级、C级和次级债券的保护，因此 A级证券的信用风险也最小。 

而在发生贷款违约的情况下，其现金流结构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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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2  违约情况下“2005 建元 MBS”的现金流示意图 

 

资料来源：中国建设银行，建元 2005-1 个人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信托发行说明书，2005 年 12 月。 

 

可以看出，如果发生贷款违约，则贷款组合收到的本息现金流在扣除相关服

务费用之后，先直接向 A级证券付息和还本，而 B级证券只有在 A级证券被清偿

之后才有可能收到还本付息，同样 C级证券则必须等到 B级证券被清偿之后才能

收到还本付息。A级证券虽然信用风险最小，但是提前偿还风险最大。 

    由于“2005 建元 MBS”属于浮动利率债券，因此在发行时其对基本利差进行

荷兰式招标。其中 A级证券的基本利差申购区间为 0.90%－1.10%，B 级证券的基

本利差申购区间为 1.50%－1.70%， C 级证券的申购区间为 2.55％－2.84％。最

终，A、 B、C 级三档证券基本均以申购价格区间的上限中标，基本利差分别为 A

级 1.10%, B 级 1.70%, C 级 2.80%，发行价格均为 100 元/百元面值。因此本章

的主要目的就是通过定价分析研究上述三个基本利差是否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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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定价研究设计 

5.2.1 模型构建 

（1）利率动态模型 

在对抵押支持证券定价过程中，模拟未来短期无风险利率的变化路径无疑是

最重要的，因为无论是未来现金流还是贴现率的确定都依赖于短期无风险利率的

水平。尤其是对“2005 建元 MBS”来说，由于其采用浮动利率，因此一方面未来

的短期无风险利率可以确定利率基准 B_1M 的水平，从而确定各档次证券的票面

利率；另一方面，在期权调整价差法中，贴现率也是在未来的无风险利率的基础

上加上 OAS 得到的。因此，模拟未来短期利率走势是定价的关键，相应地，选择

合适的利率期限结构动态模型也就十分重要。 

从银行间债券市场 7天回购加权平均利率历史走势图（见图 5.3）可以看出，

从 1999 年 6月至 2006 年 9月，银行间债券市场 7天质押式回购利率始终在 2.12

％上下波动，最高到达 3.64%，最低到达 1.085%，表现出明显的均值回归的特点。

而 CIR 模型能很好地模拟出短期利率均值回归的特性，而且与 Vasicek 模型相比

不会出现负利率的情况，因此在对利率基准 B_1M 的模拟中，我们决定采用 CIR

模型。CIR 模型的具体形式如下： 

( )dr r dt rdZκ μ σ= − +  

其中，κ 为均值回归调整速度， 

μ 为短期利率的长期均值， 

σ 为短期利率的标准差， 

dz 是一个维纳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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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3：银行间市场7天回购加权平均利率历史走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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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确定未来每一期现金流的贴现率时，我们决定采用 BDT 模型。这是因为，

与均衡模型相比，无套利模型诱导的利率期限结构能与当前市场观察到的利率期

限结构一致。而在无套利模型中，BDT 模型不仅能够与当前市场的利率期限结构

保持一致，而且还能与当前即期利率的波动率期限结构也保持一致。此外，由于

BDT 模型假设短期利率服从对数正态分布，因此模型不会出现利率为负的情况，

同时还具有均值回归的性质。BDT 模型的具体形式如下： 

( ) ( )( ) ( )ln lnd r t t r dt t dzθ φ σ= − +  

其中均值回归速度 ( ) ( )
( )

/t t
t

t
σ

φ
σ

∂ ∂
= ， ( )tθ 是漂移项，短期利率的长期均值

是 ( ) ( )/t tθ φ 。 

由于 BDT 模型无法得到解析解，因此我们建立二叉树模型进行求解。而因为

“2005 建元 MBS”的付息频率是一个月，因此我们将二叉树的时间间隔设定为一

个月。“2005 建元 MBS”的最长期限可达 32 年，以月为间隔的二叉树的时间段共

有 384 个，对应的利率路径一共有 3842 条。此外，由于二叉树模型无法解决路径



5．中国抵押支持证券定价研究 

 51

依赖问题，因此我们采取了蒙特卡罗模拟方法，按照从期初到期末的顺序，依次

从 3842 条路径中随机抽取足够多的路径，然后基于每一条路径计算现金流的现

值，最后取这些现值的均值。我们最终决定一共抽取 10000 条路径，这是因为选

择 10000 条路径计算的结果已经基本收敛，因此这样既可以保证足够的模拟次

数，使最终的结果不会受到某些偏离度比较大的利率路径的影响，也能使计算过

程的效率得到提高。 

（2）提前偿还模型 

本金有可能被提前偿还是抵押支持证券区别于其它债券的最大特征，因此在

对抵押支持证券进行定价时，如何建立合适的提前偿还模型是关键。如前所述，

在西方发达国家影响贷款者提前还款的因素有利率水平、利率路径、贷款账龄、

经济环境和季节性因素等。但是，在中国由于消费和储蓄的习惯不同，贷款者提

前还款的诱因可能与国外不尽相同。 

 

图 5.4：“2005 建行 MBS”贷款资产池过去三年提前还款率变化示意图 

 

资料来源：中国建设银行，建元 2005-1 个人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信托发行说明书，2005 年 12 月。 

 

结合“2005 建行 MBS”贷款资产池过去三年提前还款率的变化，可以看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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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提前还款行为具有以下特征： 

首先，中国人没有形成借钱消费的习惯，随着贷款账龄的延长，提前还款率

也在逐渐上升。从图 5.4 可以看出，在 2003 年 5 月以前贷款资产池的月提前还

款率整体平均水平保持在 1％左右，而从 2003 年 5 月以后则上升至 1.5%左右，

并上下波动。提前还款率的上升可能跟借款人收入提高，积蓄增多有关。 

其次，贷款基准利率上升对提前还款率影响比较大，贷款利率上升，提前还

款率随之大幅上升。从图 5.4 可以看出，在 2004 年 10 月和 2005 年 3 月中国人

民银行连续两次上调住房贷款基准利率后，月提前还款率均上升至 2％以上。这

与国外的情况是不同的，这主要是因为在中国个人住房抵押贷款大部分是浮动利

率贷款，因此贷款利率上升，借款人无论是保持老的贷款还是申请新的贷款都面

临一样的贷款利率水平，因此借款人并没有再融资动机。而当贷款利率上升之后，

对于中国人来说，其明显感到的是利息负担加重。因此此时贷款人会努力寻求其

它的融资渠道（比如向父母或亲戚朋友借钱）来归还贷款。 

最后，在中国提前还款也存在较为明显的“耗尽”（Burnout）效应。从图

5.4 可以看出，在央行升息导致提前还款率在短期内大幅上升之后，其一般只维

持两三个月的时间，又很快地回到了正常的提前还款率水平。这主要是因为，在

部分有能力提前还款的借款人加速还款之后，剩下的借款人可能对升息并不敏感

或者没有能力提前还款，因此提前还款率又迅速恢复到正常的水平。 

     基于以上特征，我们建立的提前还款模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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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tSMM 表示第 t个月的提前偿还率。 

1

t
t

t t

PPSMM
MB SP−

=
−

 

其中， tPP是每月提前偿还的本金数额， 1tMB − 为月初贷款组合本金余额，

tSP 为每月计划应还的本金数额。 

在我们建立的提前偿还模型中，我们假设随着贷款账龄的增加，提前偿还率

会逐渐上升，平均贷款账龄每增加 2 年，月提前还款率上升 0.1%。这主要基于

以下几个考虑： 

首先，中国人没有借钱消费的习惯，一旦手中的积蓄增多，其首先想到的是

要提前还款。 

其次，该贷款资产池中的借款人平均年龄比较低，加权平均贷款抵押人年龄

只有 36 岁，正处于经济收入开始增加的年龄段，而这个年龄段一般不会再有大

的开支，因此随着贷款账龄的增加，借款人的经济状况逐步得到改善，因此正常

情况下其会选择提前还款。 

再次，我们认为中国的经济发展状况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仍将保持平稳增长。

随着中国经济环境的进一步改善，居民的整体收入水平也会有所提高，因此居民

的整体提前还款能力将会逐渐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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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由于贷款资产池里面的住房抵押贷款全部是浮动利率贷款，当贷款利

率下降时，借款人申请新的贷款和维持老的贷款利息支出是一样的，因此当贷款

利率下降时，在中国不会像在西方发达国家一样，出现大量再融资以提前还款的

现象。此外，目前在中国申请再融资也不如在西方发达国家那么方便，因此我们

估计贷款利率即使下降，对提前还款率也没有什么影响。 

最后，根据历史经验统计，提前还款率并不是随时间增长呈线性增长，其在

每上升到一定水平之后在一段时间内均会保持相对稳定，因此我们采用分段函数

的形式表示提前还款率的变化。 

为了反映贷款利率上升对提前还款率的影响，我们对模型还做了进一步修

正，具体模型形式如下： 

0

1 2 3

1 2 3

0.01, 0.5%, 0.5%, 0.5%

0.01, 0.5%, 0.5%, 0.5%

t t t t

t

t t t t

a R
if R a then SMM SMM SMM

a R
if R a then SMM SMM SMM

+ + +

+ + +

⎧
⎪    − ≥   + + +⎪
⎨
⎪
⎪    − ≥   + + +⎩

令 ＝

并令 ＝
 

其中， 0R 为期初的短期无风险利率， tR 为第 t期的短期无风险利率，a为

中间变量。 

我们假设短期无风险利率每上升 100 个 bp，贷款基准利率就将上调，此时

贷款利率上调后的第一个月、第二个月和第三个月的提前还款率都会上升 0.5%，

而在第四个月之后则又回复到正常的水平。这主要是基于以下几点考虑： 

首先，在中国，贷款利率并不是市场化利率，其由央行负责调控，因此无法

通过利率动态模型模拟其未来的变化。但是我们知道，贷款利率上调和短期无风

险利率上升都反应了一个趋紧的货币政策信号。也就是说，为了预防经济过热，

央行就会通过适当地引导市场利率上行来为宏观经济降温。由于短期无风险利率

是市场化利率，因此其对宏观经济变化一般比较敏感，而当短期无风险利率上升

到一定阶段，贷款利率也一般会随之上调。两者发生变化的方向是一致的，发生

变化的时点也基本一致。这从过去贷款利率变动的历史已经得到过验证。比如在

1998 年到 2002 年的几次降息中，贷款利率和短期无风险利率都基本在同一时间

段内有所下降。因此，我们根据历史经验估计每当短期无风险利率上升 100 个

bp，则贷款利率随着发生上调（一般上调幅度为 27 个 bp 左右）。 

其次我们认为，虽然贷款利率上调对提前还款率短期的影响相当大，但是贷

款利率上调导致的提前偿还率上升存在“耗尽”（Burnout）效应。这是因为，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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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经验表明贷款利率上调对提前偿还率的影响是短期的而不是长期的。贷款利率

上调导致的提前还款率上升一般只维持三个月的时间，然后又回到了正常的提前

还款率水平。因此我们假设，贷款利率每次上调后的第一个月、第二个月和第三

个月的提前还款率都会上升 0.5%，而在第四个月之后则又恢复到正常的水平。 

5.2.2 利率基准与数据来源 

    在建立 CIR 模型的过程中，我们使用的数据是从 1999 年 6 月 10 日至 2005

年 12 月 14 日银行间债券市场 7 天质押式回购加权平均利率。这主要是因为在

1999 年以后，我国银行间债券市场才开始逐渐发展壮大，交易量逐渐增加，所

得到的数据也更加真实。而 1999 年以前，由于市场成交并不是非常活跃，因此

可得的数据不多，数据连续性较差，波动率也比较大，因此不适合用于预测分析。 

建立 BDT 模型需要输入无风险利率期限结构和波动率期限结构。我们选择银

行间债券市场国债的利率期限结构作为无风险利率期限结构，分析日期是 2005

年 12 月 19 日。这主要是因为相对于交易所债券市场，银行间债券市场的交易量

更大，成交价格更具代表性。我们采用指数样条法对国债利率期限结构进行拟合，

并计算利率的对数波动率，结果如下： 

表 5.3：国债利率期限结构和波动率期限结构（2005 年 12 月 19 日） 

期限 利率 利率的对数波动率 

1 年 1.41% 60.53% 

2 年 1.86% 25.15% 

3 年 2.18% 22.32% 

4 年 2.39% 17.63% 

5 年 2.58% 16.41% 

6 年 2.77% 16.18% 

7 年 2.97% 14.46% 

8 年 3.14% 13.88% 

9 年 3.23% 15.79% 

10 年 3.25% 18.76% 

15 年 3.21% 18.27% 

20 年 3.55% 14.06% 

30 年 3.66% 14.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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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3 定价分析过程 

“2005 建元 MBS”优先级证券根据本息偿付的先后顺序不同共分三档，分别

是 A档 26.698 亿元、B档 2.036 亿元、C档 0.528 亿元。这三档优先级证券都是

浮动利率债券，其票面利率是在基准利率（B_1M）的基础上加上一定的利差，该

利差通过招标来确定。因此我们的定价分析就是要研究各档次证券的定价是否合

理。我们基本的定价思路是：首先确定债券未来的现金流，然后选择适当的贴现

率，将未来现金流贴现到当前时刻，从而得到一个理论价格。我们采用期权调整

价差法进行定价，确定当该证券的理论价格等于其发行价格（即面值）时的期权

调整价差，并结合市场上其他债券判断该期权调整价差是否合理。 

具体的定价步骤如下： 

（1）用 CIR 模型估计未来银行间债券市场 7天回购加权平均利率。 

（2）根据各档次优先级证券的票面利差和预测的银行间债券市场 7 天回购

加权平均利率，确定各档次证券在未来每个付息日的票面利率。 

（3）将各档次证券在未来每个付息日的票面利率与该档次证券的利率上限

进行比较，取较小者作为该档次证券的最终票面利率。 

（4）根据各档次证券信用风险和流动性风险溢价，假定其初始的 OAS 值。 

（5）用 BDT 模型预测未来短期的无风险利率，通过二叉树模型得到 BDT 树。 

（6）用蒙特卡罗模拟从 BDT 树上随机抽取 10000 条路径。 

（7）对于每一条路径，根据提前偿还模型，估计在该路径上每个付息日的

提前偿还率。 

（8）根据得到的提前偿还率，确定未来每个付息日的本金现金流，同时根

据每个付息日的未偿本金余额确定利息现金流。 

（9）用无风险利率加上估计的 OAS 值得到的贴现率，对得到的本金和利息

现金流逐级往回贴现。 

（10）取这 10000 条路径最终贴现值的平均值，即得到该证券的理论价值。 

（11）调整最初设定的各档次证券的 OAS 值，使得该证券的理论价值等于面

值 100 元。此时，得到的期权调整利差就为该档次证券合理的期权调整利差。 

5.3 信用风险分析 

根据 Credit Metrics 模型，贷款组合的信用风险可以用该贷款组合的违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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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率和违约后的损失率来衡量，即将该贷款组合的违约概率乘以违约后的损失率

进行计算。由于中国缺乏时间足够长的贷款违约历史数据，而资产池中相关的信

息披露也比较有限，这为我们的量化分析带来了很大的困难，因此我们只能利用

一些公开信息做一些简要的分析。 

以优先 A级证券为例，首先我们要确定住房抵押贷款组合的违约概率。由于

中国目前没有住房抵押贷款违约概率矩阵，因此我们借用 Fitch 构造的香港住房

抵押贷款违约矩阵进行估计。在香港住房抵押贷款违约矩阵中，借款人的负债收

入比例与贷款房价比例是判断违约概率的两个主要因素，前者反映了借款人的还

款能力，后者反映了借款人的还款意愿。香港 AAA 级个人住房贷款违约概率矩阵

如表 5.4 所示，可以看出，负债收入比例越高，贷款房价比例越高，则违约的概

率越大。 

 

表 5.4    香港 AAA 级个人住房抵押贷款违约概率矩阵 

   负 债 收

入比例 

贷款 

房价比例 

 

 

<20% 

 

 

20%-30% 

 

 

30%-40% 

 

 

40%-50% 

 

 

>50% 

<30% 6% 7% 7% 8% 9% 

30%-40% 7% 8% 9% 10% 11% 

40%-50% 9% 10% 11% 12% 14% 

50%-60% 10% 11% 13% 13% 16% 

60%-65% 11% 12% 14% 15% 17% 

65%-70% 12% 13% 15% 16% 18% 

资料来源：Fitch 

 

贷款房价比例是住房抵押贷款额与房屋总价的比例。该比例越低，说明借款

人对房屋的权益投资比例就越高，偿还贷款的意愿就越强。“2005 建元 MBS”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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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池的加权平均初始抵押率（即抵押贷款在发放时的原始合同金额与抵押房产的

评估值和购买价格的较小者的比例）为 67.19%，处于相对比较高的水平。不过

随着部分贷款本金的偿还和房价的上涨，目前资产池的贷款房价比应该低于初始

抵押率。目前未偿贷款本金占贷款总额的比例为 81.1%，而 2003 年至 2005 年福

州地区（福州和泉州）房价上涨比例大约在 8.5%左右，上海地区（上海和无锡）

房价上涨比例大约在 52.8%左右，因此我们在考虑了部分本金偿还和房价上涨因

素之后，估计贷款资产池目前整体的贷款房价比例应该在 40％－50％之间。 

负债收入比例是指借款人每月总的应还债务额除以每月的总收入的比例。首

先，我们估算贷款所在地每户家庭的可支配月收入。根据 2004 年全国人均可支

配收入，我们可以估算出上海地区和福州地区每户的可支配月收入分别为 6521

元和 4273 元
1
。其次，我们估算借款人每月需要偿还的债务。贷款资产池中，上

海和福州地区平均每笔贷款余额分别为 28.91 万元和 14.81 万元，按照 5.31％

的平均贷款利率，172 个月的平均剩余年限计算，如果采用等额本息的方式还款，

则每月应还的本息额分别为 2434 元和 1247 元。由此，我们可以计算出上海地区

和福州地区的负债收入比分别为 37.3%和 29.2%。以贷款余额为权重，我们可以

估计出贷款资产池的平均负债收入比为 34％。 

由此，根据香港住房抵押贷款违约矩阵，我们初步估计该贷款资产池的基本

违约率在 11％左右，这还得结合其它风险因素进一步分析。我们认为，“2005 建

元 MBS”的资产池还存在以下几个因素：首先，我们观察资产池的贷款拖欠情况。

从建行公布的逾期贷款统计图来看，虽然逾期 3－6 个月和逾期 6 个月以上的贷

款比例一直在 2％以下，并且呈现下降的趋势，但是逾期 3个月内的贷款比例一

直在 8－10％之间，处于相对比较高的水平。基于此我们将违约概率提高 2个百

分点。其次，从资产池贷款地域分布情况看，我们认为资产池贷款地域分布过于

集中，仅包括上海、无锡、福州和泉州 4个城市，尤其是上海的贷款余额比例高

达 56.2％，而上海的房价恰恰又是近年来上涨幅度最高的，因此我们认为这存

在一定的风险。基于此我们将违约概率提高 3个百分点。最后，我们从购房目的

看。如果购房是出于自用目的，则违约风险相对较小，如果购房是出于投资目的，

一旦房价出现下跌，则违约风险较大。根据建设部的调查，2004 年上海地区城

市商品住宅投资性购房比例大约在 20％左右。基于此，我们将违约概率再次提

                                                        
1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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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3个百分点。 

综上，我们估计“2005 建元 MBS”优先 A级债券的违约概率在 19％左右。 

在确定违约概率之后，我们接下来需要分析的是贷款预期损失程度。 

个人住房抵押贷款如果发生违约，则其贷款损失程度应该是抵押物变现值与

贷款余额的比例。抵押物的变现值主要跟房价有关。如前所述，近两年中国整体

房价有所上涨，尤其是以上海地区涨幅最大，因此我们估计当发生违约时，上海

地区住房价格下跌 50％，福州地区住房价格下跌 20％，根据其各自的贷款余额

占比，我们估计加权平均预期房价跌幅为 38.3%（61.01%×50%＋38.99％×20%

≈38.3％）。考虑到资产池的加权平均初始抵押率为 67.19%，目前未偿贷款本金

占初始贷款总额的比例为 81.1%，因此我们估计违约时贷款损失程度应该在 21

％左右（38.3%×67.19%×81.1%≈21％），加上处理抵押物时涉及到的诉讼、管

理、税收等相关费用，我们估计贷款损失程度大约为 35％。 

据此，我们估计对于优先 A级证券来说，其受险价值比例大概为 6.65％。同

理，我们可以估计出优先 B级和 C级证券的受险价值比例分别为 8.4%和 10.15%。 

我们知道“2005 建元 MBS”采用了分层的信用提升措施，即分成优先 A级、

优先 B级、优先 C级和次级档四个档次发行，贷款资产池的现金流收入按照优先

级别的高低进行分配，即优先级别高的证券将先于优先级别低的证券得到偿付。

因为只有优先级别高的证券得到完全偿付之后，优先级别低的证券才能得到偿

付，因此这种结构安排实际上是使得优先级别较低的证券为比它优先级别高的证

券提供信用保护。由于优先 A级、B级、C级和次级证券余额占比分别是 88.49%、

6.75%、1.75%和 3.01%，且次级证券由建行单独持有，因此我们可以计算出优先

A 级、B 级和 C 级证券受到的信用支持率分别为 11.51%、4.76%和 3.01％。我们

将其与优先 A级、B级和 C级证券的受险价值比例分别进行比较，可以看出，优

先 A级证券的偿付基本能得到较为充分的保障，而优先 B级和 C级证券的偿付则

未能得到充分的保障，存在一定的信用风险。具体情况如下表： 

表 5.5  “2005 建元 MBS”各档次证券信用风险分析表 

 优先 A级 优先 B级 优先 C级 

信用支持率 11.51% 4.76% 3.01% 

受险价值比例 6.65% 8.4% 10.15% 

两者差异 4.86% -3.64% -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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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研究结果分析 

5.4.1 定价结果 

根据期权调整价差法，OAS 是保证模型计算出来的理论价值和实际交易价格

一致的价差，可以用来比较不同 MBS 之间相对价值的大小。但是，由于“05 建

元 MBS”是国内首支抵押支持证券，因此无法从市场上得到相应的 OAS 基准，所

以只能参考市场其它类似产品的 OAS 来确定“05 建元 MBS”合理的 OAS 水平。 

目前银行间债券市场上与 MBS 结构比较接近的产品是基于 7 天回购利率的浮

息债，主要是政策性银行发行的金融债和国有商业银行发行的次级债，其利率基

准是银行间债券市场 7 天回购加权平均利率 10 个交易日的算术平均值（简称

B-2W）。由于 B-2W 与 B_1M 基本没有什么差异，因此我们用其跟“2005 建元 MBS”

进行比较。 

在 2005 年 12 月 19 日，银行间债券市场基于 7天回购利率的附息债 04 国开

20（040220）和 05 中行 02（050602）的 OAS 值分别是 60bp 和 105bp。首先，从

信用风险角度来看，由于政策性金融债基本没有信用风险，次级债体现的是国有

商业银行的信用风险，而优先 A级证券体现的是贷款人的信用风险，因此从风险

来源而言，优先 A级证券的信用风险显然要高于次级债，但是根据我们前面的分

析，考虑到优先 A级证券有其它证券提供信用支持，因此我们认为其信用风险溢

价应该与次级债接近，甚至略低于次级债，我们估计为 100bp。其次，从流动性

风险角度看，由于抵押支持证券不能用于做回购，因此从融资便利性上不如次级

债，加之目前市场成员对于抵押支持证券还不是非常熟悉，市场认知度不高，因

此其流动性会受到较大的影响，我们估计需要的流动性溢价是 40bp。综上，我

们估计“2005 建元 MBS”优先 A级证券合理的 OAS 值应该是 140bp。 

与优先 A级证券相比，优先 B级证券信用风险更大，由于其信用评级是 A级。

从国外 AAA 级和 A 级企业债的信用利差来看，其大约是 30bp；而 2005 年 11 月

南京商业银行发行的信用评级为“AA－”的次级债信用利差比国有商业银行次级

债高 20 个 bp，因此我们估计优先 B级证券的信用利差应该比优先 A级证券高 30

个 bp。此外，由于优先 B 级证券发行规模太小，只有 2 亿元，因此这对其流动

性也会造成一定的影响，我们估计其流动性溢价应该比优先A级证券高 10个 bp。

综上，我们估计“2005 建元 MBS”优先 B级证券合理的 OAS 值应该是 180b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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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优先 C级证券来说，由于其必须给优先 A级和 B级证券提供信用支持，

而且其自身受到的信用支持只有 3.01%，因此其信用风险就更大了。优先 C级证

券的信用评级是 BBB 级，从国外 AAA 级与 BBB 级企业债的信用利差来看，一般在

80bp 左右，因此我们估计其信用利差应该比优先 A 级证券高 80bp。此外，考虑

到优先 C级证券不仅规模更小，而且无法在银行间债券市场流通，因此我们保守

估计其流动性溢价应该比优先 B级证券高 10bp。综上，我们估计“2005 建元 MBS”

优先 C级证券合理的 OAS 值应该是 240bp。 

我们采用 Matlab 进行编程，将得到的结果与“2005 建元 MBS”合理的估值进

行比较，结果如下： 

 

表 5.6“2005 建元 MBS”定价结果和市场合理估值对照表   （单位：bp） 

 优先 A级 优先 B级 优先 C级 

模型定价结果

（OAS） 

98.27 124.54 188.02 

市场合理估值

（OAS） 
140 180 240 

差异（OAS） -41.73 -55.46 -51.98 

 

从上表可以看出，“2005 建元 MBS”的发行定价很不合理，其优先 A 级、B

级和 C级证券隐含的 OAS 分别比市场合理估值低 41.73bp、55.46bp 和 51.98bp。

如果根据其合理的期权调整价差，那么优先 A级、B级和 C级证券的票面利差分

别应该达到 152bp、225bp 和 332bp。因此，我们认为“2005 建元 MBS”的发行

定价被严重高估。 

 

5.4.2 敏感性分析 

为了进一步分析抵押支持证券票面利差和提前还款速度的变化对期权调整

价差的影响，我们分别对其进行了敏感性分析。 

票面利差的变化对期权调整价差的影响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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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7 票面利差对“2005 建元 MBS”期权调整价差的敏感性分析表（单位：bp） 

债券类

型 

优先 A级 

票面利

差 

80 90 100 110 120 130 140 

OAS 68.2 78.22 88.25 98.27 108.3 118.32 128.31

两者差

异 

11.8 11.78 11.75 11.73 11.7 11.68 11.69 

债券类

型 

优先 B级 

票面利

差 

140 150 160 170 180 190 200 

OAS 94.85 104.74 114.64 124.54 134.44 144.24 154.24

两者差

异 

45.15 45.26 45.36 45.46 45.56 45.76 45.76 

债券类

型 

优先 C级 

票面利

差 

250 260 270 280 290 300 310 

OAS 157.93 167.96 177.99 188.02 198.07 208.11 218.14

两者差

异 

92.07 92.04 92.01 91.98 91.93 91.89 91.86 

 

    从上表可以看出，票面利差对“2005 建元 MBS”期权调整价差的影响有以下

几个特征：（1）期权调整价差随着票面利差的增大而增大。这说明随着票面利差

的上升，“2005 建元 MBS”对投资者的吸引力在逐渐增大。（2）期权调整价差

的绝对值低于票面利差的绝对值。而且随着信用级别的降低，两者之间的差异在

逐渐增大。对优先 A 级证券来说平均是 11.7bp，对优先 B 级证券来说平均是

45.5bp，对优先 C 级证券来说平均是 92bp。（3）一般票面利差每上升 10bp，期

权调整利差也上升 10bp 左右，两者存在一定的线性相关关系。这可以使我们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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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时根据自己所可以承受的成本，方便地通过调整票面利差来为抵押支持证券

进行定价分析。 

我们假设提前偿还率在抵押支持证券整个存续期保持不变，分析其变化对期

权调整价差的影响，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 

 

表 5.8  提前偿还速度对“2005 建元 MBS”期权调整价差的敏感性分析表 

提前偿还速度

（CPR） 

10％ 15％ 20％ 25％ 30％ 40％ 建行假

设

12.98%

优先 A级  

加权平均回收期

（年） 

3.63 2.88 2.35 1.97 1.67 1.24 3.15 

OAS（bp） 80.17 106.14 135.93 113.78 167.49 195.72 88.88 

优先 B级  

加权平均回收期

（年） 

11.34 9.32 7.75 6.57 5.63 4.26 10.08 

OAS（bp） 69.54 67.37 133.18 128.57 96.7 119.91 106.83

优先 C级  

加权平均回收期

（年） 

13.82 11.57 9.75 8.27 7.11 5.4 12.41 

OAS（bp） 141.51 140.46 181.78 171.5 220.96 259.25 167 

 

从上表可以看出，提前还款速度对“2005 建元 MBS”期权调整价差的影响大

体有以下几个特征：（1）随着提前还款速度加快，抵押支持证券的加权平均回收

期在缩短，期权调整价差相应有所上升。这说明随着提前偿还速度加快，虽然各

级别抵押支持证券的利息收入都在下降，但是本金贴现值增加的影响更大。（2）

对于优先 A级证券来说，随着提前还款速度增大，期权调整价差增加的幅度却逐

渐在减小；而对于优先 C级证券来说，随着提前还款速度增大，期权调整价差增

加的幅度则基本不变。比如优先 A 级证券当提前偿还速度从 10%上升到 20%时，

期权调整价差上升了 55.76bp，而从 20％上升到 30％时，期权调整利差只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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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31.56bp。而优先 C 级证券当提前偿还速度从 10%上升到 20%时，期权调整价

差上升了 40bp，从 20％上升到 30％时，期权调整利差也上升了 40bp 左右。（3）

当提前偿还速度 CPR 增加到 20％左右时，期权调整价差会出现明显的跳跃上升。

比如，当 CPR 上升到 20％左右时，优先 A 级证券的期权调整价差突然上升到

135.93bp，而优先 B 级证券和优先 C 级证券的期权调整价差则分别突然上升到

133.18bp 和 181.78bp。（4）在各种提前偿还速度假设下，优先 C 级证券的期权

调整价差都是最高的，而优先 B级的期权调整价差则是最低的。这说明优先 C级

证券的期权调整价差体现了其对信用风险的补偿，而信用 B级证券则没有体现这

种补偿，因此优先 B级证券的相对投资价值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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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抵押支持证券的风险分析与控制 

    本章主要从投资者角度分析抵押支持证券所存在的风险，并用一些指标来对

这些风险进行量化，同时提出相应的风险防范策略。 

6.1 抵押支持证券风险概述 

    风险是指由于未来的不确定性所造成的行为结果与主体事前期望发生偏差

的情况。抵押支持证券作为一种特殊的固定收益证券，主要面临的风险有提前偿

还风险、信用风险、利率风险、流动性风险。 

6.1.1 提前偿还风险 

  提前偿还风险是指由于抵押贷款者提前偿还抵押贷款本金，造成抵押支持证

券的现金流发生波动，从而给投资者带来的风险。也就是说，提前偿还风险是由

抵押支持证券现金流的不确定性所引发的风险。根据抵押贷款余额被提前偿还的

程度，提前偿还分为完全早偿 ( Full Payoff) 和部分早偿 ( Partial 

Prepayment )。提前偿还行为使债券到期期限变得不确定，使投资者面临再投资

的风险，因此直接影响抵押支持证券的价值和收益率。 

提前偿还风险是抵押支持证券所面临的主要风险。如前所述，当利率下降时，

抵押贷款者会考虑以较低的成本重新融入资金并归还抵押贷款本金，此时对于投

资者来说，虽然提前收到了本金，但是由于此时其面临的市场利率比较低，因此

其实际投资收益率下降。其次本金的提前偿还还造成未来利息现金流也随之下

降。因此抵押贷款者提前还款速度过快，对于投资者来说相当不利。 

    对于购买了抵押支持证券的投资者来说，其相当于送给了抵押贷款者一个利

率的美式看跌期权。由于抵押支持证券投资期限一般比较长，抵押贷款者拥有了

在该证券存续期内随时执行期权的权利，因此利率的波动率越大，对于投资者来

说所面临的风险也越大。 

6.1.2 信用风险 

信用风险(Credit Risk)是指由于抵押贷款者或者中介服务机构违约给投资

者造成损失的可能性。信用风险是金融活动中最基本和最重要的风险类型之一，

它具有如下基本特征：（1）不确定性。它受道德水平、经营能力、资本规模、担

保、经营环境等多种因素的共同影响，很难做出预测和计量。（2）损失性。它与

利率风险和提前偿还风险的显著区别在于，它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能产生收益，

其后果只有损失。（3）极强的传递性和扩散性。（4）积累性和突然性。信用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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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会慢慢累积，然后突然间爆发。（5）综合性。各种的金融风险所造成的损失，

如经济、政治、自然灾害等，最终都有可能引发信用风险。信用风险也是抵押支

持证券有别于普通固定收益产品的一大风险。 

抵押支持证券所面临的信用风险可能来自于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抵押贷款

资产池信用质量恶化。抵押贷款者有可能出于某种原因拖欠还款、甚至是停止偿

还贷款，此时抵押支持证券的现金流就会受到比较大的影响。其次，违约贷款的

回收风险。这是指着违约事件发生后，中介服务机构或投资者对借款人的抵押物

进行清算时未能全额回收资产的风险。回收风险的大小主要取决于抵押物的变现

能力和变现的难易程度。如果当抵押物的价值发生比较大的下跌，或者是抵押物

变现的程序比较复杂时，回收风险就比较大。最后，中介服务机构的信用级别下

降。如果中介服务机构的资信恶化，则有可能导致服务机构的变更，这有可能导

致借款人到期现金流回收和管理上的延迟，从而引发对抵押支持证券的延迟支

付。 

6.1.3 利率风险 

    利率风险(Interest Risk )是指由于市场利率的波动导致投资者遭受投资损

失的风险。这是所有固定收益产品所共同面对的一种风险，抵押支持证券也不例

外。 

    抵押支持证券所面临的利率风险主要来自以下三个方面：首先，与其它固定

收益产品一样，当市场利率上升时，将导致证券价格下降，从而给投资者带来市

值评估损失。由于抵押支持证券的投资期限通常比较长，因此如果投资者没有能

力将该证券持有到期，在利率上升时提前出售该证券，那么市值评估损失就将转

化为直接的投资损失。其次，市场利率下降时，抵押支持证券本金与利息收入的

再投资收益率将会下降，而此时利率下降所导致的提前还本的增加还将进一步加

剧这一不利影响。最后，利率变化会导致抵押支持证券本金现金流发生波动，这

一不确定性会给投资者的预期收益带来影响。 

6.1.4 流动性风险 

流动性风险是指由于抵押支持证券流动性不足而在二级市场买卖时所可能

遭受的损失。流动性反映了金融产品以合理的价格在市场上流通、交易以及变现

的能力。衡量流动性的两种重要因素是时间和交易成本。如果抵押支持证券的二

级市场比较发达，在无其它外在因素影响价格的情况下，证券可以随时大量地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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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而价格又不发生明显的波动，那说明该证券产品的流动性较高。相反，如果二

级市场不发达、交易量小或者交易成本过高，则表明证券产品的流动性较差。流

动性比较差的抵押支持证券产品的持有者因某种原因欲将其变现时，往往不得不

付出高昂的成本或者大幅降低价格才能出售，从而遭受一定的损失。 

一般而言，抵押支持证券的流动性主要跟以下几个因素有关：（1）发行规模。

通常证券的发行规模与流动性成正比。即发行规模越大，参与的机构越多，流动

性越好。（2）二级市场的活跃程度。二级市场交易的活跃程度越高，则相关证券

的流动性越好。（3）设计产品的复杂程度。证券产品的复杂程度越高，其产品定

价就越不易为大众掌握，市场成员的认知程度就越低，流动性就会相应下降。（4）

投资者类型。证券投资者的类型分布越广泛，交易需求就越多，交易成本也越低，

流动性就越强。（5）信用风险。通常抵押支持证券的信用评级越高，违约风险越

小，证券未来不确定性也越低，流动性就越高。（6）是否有做市商等相关制度安

排。如果抵押支持证券产品有做市商提供做市，则其流动性就会得到大幅提高。 

由于抵押支持证券在我国毕竟是一种刚刚萌芽的产品，与传统的固定收益证

券相比，市场成员认知度不高，流通规模相对比较小，因此其流动性相对比较弱。

如果投资者选择在二级市场抛售持有的抵押支持证券，特别是在市场利率较高的

时候抛售，证券的变现将相对比较困难，投资者将遭受流动性不佳所带来的证券

折价损失。 

6.2 抵押支持证券风险的度量 

6.2.1 提前偿还风险的度量 

对于提前偿还风险的衡量主要取决于对提前偿还速度和未来利率走势的判

断。我们通常用有条件的提前偿还率来反映提前偿还速度。有条件的提前偿还率

是指提前偿还的金额占资产池当期期初余额扣除当期按计划应支付的本金余额

后的比例，其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 )121 1CPR SMM= − −  

1

t
t

t t

PPSMM
MB SP−

=
−

 

其中， tPP是每月提前偿还的本金数额， 1tMB − 为月初贷款组合本金余额， tSP

为每月计划应还的本金数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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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个反映提前偿还速度的指标则是加权平均回收期，其具体计算公式如

下： 

1

1

*
T

t
T

t
t

t

PWAL t
P=

=

=∑
∑

 

tP 为债券在第 t期所回收本金。 

在其它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加权平均回收期越短，则提前偿还速度越快。 

此外，如前所述，抵押支持证券的投资者相当于向抵押贷款者出售了一个提

前偿还期权，抵押贷款者有权决定在该证券的存续期内是否执行该期权。因此在

对抵押支持证券进行定价时，其期权调整价差其实已经包含了投资者出售提前偿

还期权的成本。因此在其它条件相同的条件下，如果 OAS 越高，则说明相对应的

提前偿还风险越大。 

6.2.2 信用风险的度量 

    对于抵押支持证券来说，衡量其信用风险有两种渠道。最直观最方便的方式

是观察其信用评级。信用评级是指由专门的评级机构根据发行人提供的信息材

料，辅之调查、咨询、预测等手段，运用一些先进的分析工具，对证券的质量、

信用等进行公正、客观的评价和定级。不同的评级机构对证券级别的划分虽不完

全相同，但归纳起来大都可以分为三个大等级，即投资级、投机级和违约级。例

如，国际权威评级机构穆迪公司和标准普尔公司都将信用级别分为十级，级别由

高到低依次分为 Aaa/AAA、Aa/AA、A、 Baa/BBB、 Ba/BB、 B、Caa/CCC、 Ca/CC、

C 和 D。证券信用等级反映了证券还本付息的可靠程度。如 Aaa/AAA 级证券意味

着安全性最高，它几乎没有风险，即使发生意外，还本付息也不存在问题；Baa/BBB

级为投资级中最低的一级，通常为投资与投机级别的分界线，表明该证券信用程

度一般，偿还债务的能力一般，信用记录正常，但其未来还本付息能力受到较多

不确定因素的影响，存在一定的风险；Ba/BB 级开始表明有投机因素，不能保证

债券未来的安全性，存在较大风险；C级表明风险很大；而 D级表明债券偿付基

本无望。 

    衡量信用风险的另外一种方法是计算该证券的在险价值（Value at Risk， 简

称 VaR）。在险价值是指按某一确定的置信度，对某一给定的时间期限内不利的

市场变动可能造成投资组合的最大损失的一种估计。换句话说，VaR 可以在给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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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置信度（如 95％、97.5％、99％等）下衡量抵押支持证券在一段给定的时间

内（比如说一年）由于信用风险可能发生的最大损失。 

根据第三章提到的信用矩阵（Credit Metrics）模型，我们通过三步计算 VaR，

具体步骤如下： 

（1） 确定债券信用等级变动的联合概率 

信用评级公司会将债券的信用等级在一定时期内从一个级别变动到另一个

级别的概率以矩阵的形式定期公布，称作转移矩阵(Transition Metrics )，具

体内容如下表： 

 

表 6.1 标准普尔一年转移矩阵（%） 

一年后等级概率 开 开 始

等级 AAA AA A BBB BB B CCC D 

AAA 90.81 8.33 0.68 0.06 0.12 0.00 0.00 0.00 

AA 0.70 90.65 7.79 0.64 0.06 0.14 0.02 0.00 

A 0.09 2.27 91.05 5.52 0.74 0.26 0.01 0.06 

BBB 0.2 0.33 5.95 86.93 5.30 1.17 0.12 0.18 

BB 0.03 0.14 0.67 7.73 80.53 8.84 1.00 1.06 

B 0.00 0.11 0.24 0.43 6.48 83.46 4.07 5.20 

CCC 0.22 0.00 0.22 1.30 2.38 11.24 64.86 19.79 

资料来源：Standard&poor’s Creditweek April 17,2006 

 

从上表可以看出，信用等级为 AAA 级的债券在一年后信用等级下降到 AA 级

的概率是 8.33%。 

（2）确定在不同信用等级下抵押支持证券的现值。 

也就是说，我们可以根据信用等级的不同，确定一年后抵押支持证券在各种

信用等级下的 OAS 值，并进行贴现，从而得到在各种信用等级下抵押支持证券价

格的变化。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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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iOAS 是表示在第 i种信用等级下的期权调整价差， 

iPV 是表示在第 i种信用等级下抵押支持证券的现值（或者说价格）， 

1CF 表示在第 i条路径第 1个节点的现金流， 

r 是无风险利率。 

（3）计算在险价值量(VaR ) 

    计算出债券各种信用等级下的贴现值后，我们通过下式分别计算均值μ

和标准差， 

( )*i iP PVμ =∑  

( )2 *i iPV Pσ μ= −∑  

     其中， iP 为一年后债券处于各信用等级的概率。 

 假设我们要求的置信度是 X％，我们就可以算出该证券的 VaR 值：  

VaR - * * (1 )S N Xσ= −% ％   

其中 ( )N%g 为标准正态分布的累积函数的逆函数，S 为该证券的投资总额。 

6.2.3 利率风险的度量 

对于利率风险的度量我们经常使用的指标是久期和凸性。久期可以衡量债券

的平均到期时间，代表了债券价格对利率的敏感度，通常用来反映利率每变动一

定的百分比债券价格的变动幅度，因此是衡量债券风险最重要的指标。一般来说，

债券的久期越大，则其利率风险越大。 

用修正久期来近似计估计利率变动与债券价格变动之间关系的方程式如下： 

                  yD
P
P Δ−≈Δ *  

债券的凸性(Convexity)是指债券价格变动率与收益率变动关系曲线的曲度。

一般来说，当利率下降时，凸性越大，则债券价格实际上升的幅度越大；当利率

上升时，则债券价格实际下跌的幅度越小。因此对于投资者来说，在其它条件相

同的情况下，凸性越大越好。凸性越大，则债券的利率风险越小。考虑了凸性问

题后，利率变动幅度与价格变动幅度之间的关系可以重新写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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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2
1 yCyD

P
P Δ+Δ−=Δ

 

虽然对于普通债券来说，用修正久期和凸性就足以衡量债券的利率风险了，

但是对于抵押支持证券来说这还不够。这是因为对于现金流可变，尤其是对现金

流随未来利率水平变化的含权债来说，当利率有较大波动时，修正久期误差较大。

例如对于内嵌发行人赎回权的债券，当利率下降较快时，市场预期发行人将以较

低的赎回价赎回债券，债券价格的上涨将受到抑制，呈现“负凸性”，这与不含

赎回权的债券有很大的不同，具体如图 6.1 所示： 

  

图6.1  含权债的负凸性 

 

抵押支持证券属于含权债券，由于利率变动会对其现金流产生一定的影响，

因此就不能用传统的久期和凸性衡量债券的利率风险，而是应该采用有效久期

（effective duration）和有效凸性（effective convexity）。有效久期和有效

凸性指假设整条利率曲线水平向上（向下）移动，对债券价格的影响，其计算公

式如下： 

有效久期＝
))((2 0 yP

PP
Δ

− +−   

有效凸性＝ 2
0

0

))((
)(2

yP
PPP

Δ
−+ +−  

对于抵押支持证券，我们必须通过计算该债券的 OAS 来得到债券的有效久期

价格 

利率 r 

含发行人可

赎回权债券 

不含赎回权债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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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有效凸性。具体方法如下：首先计算出抵押支持证券的 OAS 值，然后保持 OAS

不变，将整条收益率曲线上下各平行移动一定的幅度 yΔ （比如说 25 个 bp），计

算出此时抵押支持证券的价格 P+ 和 P− ，然后就可以算出相应的有效久期和有效

凸性。此时，有效久期和有效凸性又称为期权调整久期和期权调整凸性。 

除了有效久期，还有两种方法可以估计抵押支持证券的利率风险，这分别是

经验久期和息票利率曲线久期。 

经验久期（empirical duration）有时又被称为隐含久期（implied 

duration），是根据历史价格和收益率凭经验估计抵押支持证券的价格敏感性的

一种方法，其在估计时要用到回归分析。经验久期最早由 Scott Pinkus 和 Marie 

Chandoha 于 1986 年提出，其大致方法如下： 

首先，利用每日数据进行下列回归，估计出参数 b： 

( )* 10a b+抵押支持证券价格变化＝ 年期国债的收益率变化  

其次，利用下式计算经验久期： 

( )* 10b 抵押支持证券的价格变化/ 年期国债的收益率变化
经验久期＝

抵押支持证券的价格
 

经验久期的优点在于：首先，计算久期不依赖于任何理论公式或分析假设；

其次，所需的参数通过回归分析很容易就能确定；最后，唯一需要输入的数据是

抵押支持证券的价格序列和 10 年期国债的收益率序列，计算相对比较简便，实

用性较强。 

但是其不足之处也比较明显：首先，要想取得抵押支持证券可靠的价格序列

可能比较困难，这对于交易比较少的证券来说更是如此；其次，其在实际应用中

并没有考虑内含期权对抵押支持证券价格的影响，这可能会歪曲经验久期；再次，

历史价格可能滞后于当前的市场条件，特别在当利率出现剧烈波动时，这一缺点

更是明显；最后，国债收益率的波动率可能会对经验久期有较大的影响。 

相比起经验久期，息票利率曲线久期就显得更加简单。其最早由 Douglas 

Breeden 提出，指的是从相似的抵押支持证券的息票曲线开始，通过上下滚动息

票曲线就得到了久期，因此又被称为“滚上滚下法”（roll－up，roll－down）。

例如，我们假设当前抵押支持证券的息票曲线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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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2 抵押支持证券息票曲线示意图 

息票 价格 

6% 85.19 

7% 92.06 

8% 98.38 

9% 103.34 

10% 107.28 

11% 111.19 

 

假设债券以息票为 8%时的价格出售，则此时 

( )( )
103.34 92.06 5.73

0.01
− =久期＝

2 98.38
 

这种方法优点是计算简单，但是适用范围有限。 

除了上述指标，我们还有一些相对直观的方法可以判别抵押支持证券的利率

风险大小。我们可以观察不同抵押支持证券产品的特征，一般来说，在其它条件

相同的情况下，抵押支持证券产品的息票利率越高，其久期相对越短，利率风险

越小；提前偿还速度越快，利率风险相对越小；到期期限越长，利率风险相对越

大。 

6.2.4 流动性风险的度量 

抵押支持证券的流动性通常可以从深度和广度两个方面来衡量。广度指标主

要用来衡量该证券的交易成本因素，其最常见的指标是买卖价差，指的是该证券

在当前市场上最佳卖价和最佳买价之间的差额。当买卖价差越小，则说明市场广

度越大，该证券流动性越好。 

市场深度则指的是某证券在某一个特定价格水平上可交易的数量，其反映了

该证券在特定价格（最优价格）上可交易的能力。深度指标可用来衡量市场的价

格稳定程度，深度指标越大，则该证券在市场上的流动性越好。 

其计算方法是: 

深度＝(最高买价上买盘总数十最低卖价上卖盘总数)/2 

此外，另外一个比较简单的衡量流动性的指标是换手率。换手率也称交易周

转率，是一个衡量证券持有时间的指标。其计算公式是以某证券在某一段时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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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交易量除以该证券的流通总额。换手率越大，则说明投资者平均持有证券的时

间越短，该证券的流动性越好。 

除了以上三个比较简单的指标，衡量抵押支持证券流动性的还有以下方法： 

Kyle(1985)提出了一个反映市场深度的模型－—价格冲击模型，用于分析交

易行为对价格变化的影响。其计算方法是分析一个固定时间间隔内的交易量对价

格变化的影响。该模型可以表示为下式： 

1
,p y Dμ λ

λ
= + =  

其中，p 为价格，y 为交易量，μ 为证券的真实价值，λ 为回归系数，D 为

市场深度。 

λ 反映了价格对交易量的敏感度，λ 越小，则价格对交易量越不敏感，故交

易量对价格的冲击越小，市场流动性越高。 

Glostern and Harris（1998）提出了一个基于交易成本衡量流动性的模型，

该模型具体形式如下： 

1( )t t t t tP q D Dα β ε−Δ = + − +  

其中， tPΔ 为在 t时刻成交价格的变化量 

tq 为交易量（正号表示买进，负号表示卖出） 

D 为表示交易方向的虚拟变量 

α 表示可变交易成本 

β 表示固定交易成本 

tε 为误差项 

β 值越大，则价格变化越容易受到交易方向变化的影响；α 值越大，则价格

越容易受到卖盘或者买盘的影响。也就是说，α 和β 值越大时，则交易成本越高，

流动性越低。 

6.3 抵押支持证券风险管理策略 

     由于提前偿还风险和信用风险是抵押支持证券有别于普通债券最大的风

险，因此本节主要对提前偿还风险和信用风险的防范策略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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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1 提前偿还风险的防范 

提前偿还风险是抵押支持证券所面临的最大的风险。一般而言，防范提前偿

还风险可以采取以下措施：（1）建立住房抵押贷款提前支付的数据库，加强对贷

款人提前支付行为的分析。由于我国抵押支持证券刚刚处于起步阶段，因此相关

的研究数据比较缺乏，而要对提前偿还风险进行分析，经验数据是个前提。所以

我国必须尽快建立有关提前偿还贷款的数据库，并对这些数据库进行必要的分

析。只有这样才能进一步推动抵押支持证券的发展。（2）加强对市场利率与提前

偿还率之间关系的研究，研究两者之间的变化规律。利率波动是影响提前偿还率

最重要的因素，因此在对提前偿还风险的预测方面，一定要结合对利率走势的分

析判断进行。（3）考虑适当增加贷款人提前还款的交易成本，以约束贷款者的提

前偿还行为。目前，西方发达国家普遍采用征收提前还款手续费的方式来增加贷

款者的提前还款的成本以减少提前还款风险。我们知道，如果商业银行允许贷款

者可以随时归还所借贷款而不收取任何费用，则相当于送给了贷款者一个免费的

利率看跌期权。因此对贷款者提前还款适当征收一定的手续费就相当于向贷款者

收取了提前偿还期权的期权费。如果中介服务机构能将收取的手续费再转付给抵

押支持证券投资者，则投资者所面临的提前偿还风险就得到了补偿。（4）积极进

行产品创新，综合利用多种金融工程工具对提前偿还风险进行剥离，设计出不含

提前偿还风险的产品。目前，在西方发达国家，各种抵押资产证券衍生产品层出

不穷。这些产品通过结构上的创新将抵押支持证券的现金流在不同的投资者中间

进行分配，使得不同的投资者能够各取所需，回避自己所厌恶的各种提前偿还风

险，以对抵押支持证券进行套期保值。  

6.3.2 信用风险的防范 

    由于抵押支持证券资产池参与者众多，影响因素复杂，只要其中任一环节出

现违约，就可能引发信用风险，所以为了吸引投资者的购买，就必须适度降低信

用风险以提高抵押支持证券收益的可靠性。因此，在抵押支持证券发行过程中通

常采用信用增级(Credit Enhancement)的手段以提高证券的信用级别。根据国际

经验，信用增级后，抵押支持证券信用级别可得到显著提升，通常介于国债与企

业债券信用级别之间，违约风险也大为降低。 

信用增级的方式主要分为两大类，即内部信用增级(internal credit 

enhancement)和外部信用增级(external credit enhanc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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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部信用增级主要有以下几种方式：(1) 超额担保。超额担保是最简单的一

种信用增级方式，其指的是使作为抵押品的资产价值超过证券本身所发行的总金

额。 (2) 优先结构安排。优先结构安排指的是将拟发行的抵押支持证券分为两

部分：高级证券和次级证券。高级证券和次级证券还可以再细分成更多的类别如

A、B、C级。级别高的证券享有优先受偿权，只有当高级证券持有人得到完全偿

付的情况下，次级证券持有人才可能得到偿付。换句话说，次级证券就好像是高

级证券的保护层，资产池中发生的违约损失，都被次级证券所吸收。只有违约损

失超过次级证券的发行额时，高级证券才有可能受到非足额偿付的影响。因此，

对于高级证券来说，其信用级别就得到提升。 (3)利息差保护。利息差保护指的

是将资产池中的基础资产的利息与抵押支持证券的利息之间的差额，作为避免投

资者发生损失的第一道防护墙。如果发生违约损失，发行人所获得的利息差额将

被首先用来偿付证券持有人的本金。因此，该利息差越大，对抵押支持证券的信

用提高程度就越大。(4)储备基金。这指的是发行人将每月收到的现金流在扣除

支付给证券持有人的本金和利息以及相关的费用后，将得到的收益净额存入到特

设的储备基金中，用于弥补今后信用风险发生所可能造成的损失。 

    外部信用增级主要有以下几种方式：(1)保险公司担保合约。保险公司担保

合约指的是由保险公司作为保证人，采取保险合约形式，当抵押支持证券发生违

约损失时，则由保证人负责履行偿付义务。由于保险公司担保抵押支持证券本金

和利息的按期偿付，因此属于第三方完全信用提高形式。(2)第三方担保。第三

方担保是指由第三方(保险公司或发行人的母公司)提供的对违约损失补偿的保

证。该种形式的担保一般只保证偿付约定的最大损失额，因此属于第三方部分信

用提高形式。(3)信用证。信用证是由金融机构(如银行等)发行的、提供对额定

的违约损失进行补偿的保证书。(4)现金担保账户。在利用现金担保账户进行信

用提高的情况下，发行人从商业银行借入信用增级所需的资金额，然后将资金投

资于高等级的短期商业票据。由于它会产生实际的现金流，是一种现金担保品，

所以现金担保账户的提供者的信用等级下降不会导致抵押支持证券的信用等级

下降，因此优于第三方担保。(5)投资担保。 投资担保跟优先结构安排有点类似，

不同的是其直接由一个指定的外部机构购买抵押支持证券中的次级证券，从而为

抵押支持证券中的高级证券提供信用支持。而优先结构安排，属于内部信用增级

方式，高级证券所得到的信用支持需要次级证券的足额成功发行来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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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3 利率风险的防范 

    利率风险可以说是所有固定收益产品所共同面临的风险。利率风险的控制与

管理是极其复杂的。近年来，随着国际资本市场上金融创新不断涌现，规避与化

解利率风险的方法也日益增多。目前，最常用的规避利率风险的手段是利率互换、

利率远期和约、利率期货和利率期权等。投资者为了规避利率风险，可以购买与

所投资产品相适应的利率衍生产品进行套期保值。 

6.3.4 流动性风险的防范 

由于抵押支持证券在中国属于比较新的固定收益投资品种，因此很多投资者

对其还不是很熟悉，其流动性也因此受到限制。为了防范其流动性风险，可以考

虑采取以下措施：（1）大力发展住房抵押贷款市场，以增加抵押支持证券的发行

量。由于目前抵押支持证券的发行量还比较少，因此市场对其关注程度不够。要

想提高抵押支持证券的流动性，治本之策在于增加抵押支持证券的发行量。而要

想增加抵押支持证券的发行量，关键在于需要有一个繁荣的住房抵押贷款市场的

支持。（2）加强宣传和政策引导，提高投资者对于抵押支持证券的认知度。（3）

推行做市商制度，从而为抵押支持证券的交易提供流动性。从国外的经验来看，

实行做市商制度对于提高证券的流动性帮助很大。在抵押支持证券发展的初期，

可以考虑在抵押支持证券的交易中引入做市商制度，以提高其在二级市场交易的

活跃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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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中国抵押支持证券的设计研究 

   与前文不同，本章主要是从发行者的角度对抵押支持证券进行讨论，内容共

分四节，第一节分析发行抵押支持证券的成本与收益，第二节研究抵押支持证券

的发行结构与运作流程，第三节和第四节则分别讨论抵押支持证券资产池的构建

和品种设计。 

7.1 发行抵押支持证券的成本与收益分析 

抵押支持证券要想发行成功，其首要条件是发行人要有动力去参与债券发

行，因此对于发行人来说，成本与收益分析相当重要。本节的主要目的就是对发

行抵押证券的成本与收益进行综合分析。 

7.1.1 发行抵押支持证券的成本 

发行抵押支持证券必须付出一定的成本，主要包括债券发行费、担保费和服

务费等。对于 AAA 级抵押支持证券来说，其发行成本大致如下表所示： 

 

表 7.1  AAA 级抵押支持证券发行成本估算表 

1、信用增级 0.18%—0.3% 

2、承销费 0.4%—1% 

3、印刷、法律咨询费 0.07%－0.1% 

4、信息披露费 0.06%－0.09% 

5、服务费、管理费 0.06％－0.5% 

总发行成本 0.77%－1.99% 

数据来源：姜建清，《商业银行资产证券化》，中国金融出版社，2004 年。 

     

从表 1可以看出，AAA 级抵押支持证券的发行成本大约是 0.77%－1.99%，而

目前（以2007年3月10日为例）活期存款利率是0.72%，一年期存款利率是2.52%，

因此可以说抵押支持证券的发行成本相对于商业银行的平均融资成本是比较低

的。如果考虑到商业银行将证券化所得到的资金再投资所取得的收益率，目前（以

2007 年 3 月 10 日为例）5 年以上贷款的收益率是 6.84%，20 年政策性金融债的

收益率是 3.93%
2
，发行抵押支持证券可以说是相当合算的。 

                                                        
2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网站和中国债券网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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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2  发行抵押支持证券的收益 

一般来说，商业银行推行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所取得的收益主要由三部分组

成，分别是出售贷款收入、服务费收入和再投资收益。 

出售贷款收入指的是商业银行获得的抵押贷款资产池利息收入与抵押支持

证券利息之间的利差。服务费收入指的是商业银行同时作为中间服务机构所获得

的手续费收入，这一般是 0.1%－0.5%。再投资收益指的是商业银行将所获得的

资金再用于发放贷款或者投资国债、金融债和企业债所获得的收入。 

但是，这仅仅是商业银行表面上获得的收益，如果结合资产所占用的经济资

本来考虑，则商业银行获得的收益远远不止这些。我们知道，商业银行的运作必

须满足资本充足率达到 8％的要求。对于抵押贷款来说，其属于表内资产，因此

每持有 100 亿元的抵押贷款，商业银行相应必须持有的资本金是 8亿元，而商业

银行取得 8亿元资本金的成本是相当高的。因此在持有表内资产的同时，商业银

行必须根据其资本金的成本考虑是否值得。而如果商业银行将住房抵押贷款证券

化之后，则相当于将这些表内资产转移到表外，商业银行不需要为此保留相应的

资本金，而且能够获得更多的中间业务收入。 

综上所述，对于商业银行来说，参与资产证券化不仅转移了风险，提高了资

产的流动性，而且可以获得更多的收益。 

7.2 抵押支持证券的发行结构与运作流程 

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到众多环节。本节主要是

对抵押支持证券的发行结构和运作流程进行分析。 

7.2.1 发行结构 

    抵押支持证券的发行涉及到众多主体，其主要参与者包括：贷款人、发起机

构、贷款服务机构、发行人、交易管理机构、资金管理机构、评级机构、信用增

级机构、受托人、证券承销商和投资者。不同参与者在 MBS 发行和运作中的作用

不同。 

    贷款人是住房抵押贷款的原始债务人，即一级市场中向金融机构贷款的购房

者。 

    发起机构是住房抵押贷款的原始权益人，当前在我国主要为商业银行。发起

机构的职责主要是选择拟证券化的基础资产，然后将其出售或作为证券化的担保

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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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贷款服务机构主要负责收取到期的本金、利息以及追收逾期款项，还负责向

受托人和投资者提供和披露抵押贷款组合必要的相关报告与信息，同时接受受托

人的审核以确保其准确性。贷款服务机构通常可由发起机构兼任。 

发行人即证券化当中的特设机构(SPV )，它是专门负责购买发起机构的基础

资产，并以此为基础发行抵押支持证券的机构。SPV 是单一目的信托实体，其收

益来源于 MBS 支付成本与原始住房信贷资产现金流收入之间的差。SPV 最重要的

基本特征是“破产隔离”，即通过信用增级或特殊的证券结构设计将 MBS 与发起

机构的其它债务隔离，使得发起机构的其它债务问题不会影响到 MBS 的本金和利

息支付。SPV 是证券化结构中最重要的部分，它的设立和活动在法律上受到严格

限制：(1)不能从事与证券化无关的业务，不能形成除证券化以外的任何其它类

型的资产；(2)除承担证券化所形成的债务以外，不得发生任何其它债务；(3)

不能建立任何子公司，不得自聘任何工作人员；(4)非常有限的开支；(5)在 MBS

尚未清偿完毕之前，不能进行并购重组，不能分配红利。 

交易管理机构的主要职责是计算“资金保管机构”每期应支付给抵押支持

证券持有人、有关“信托账户”及交易各方的款项金额，编制“交易管理机构报

告”，指示“资金保管机构”进行“合格投资”等。 

资金保管机构的主要职责是开立“信托账户”，执行“交易管理机构”或

“受托机构”的资金划拨指令，监督 “交易管理机构”对“信托账户”中资金

的投资管理，定期提供“信托账户”信息和“资金保管报告”。 

    信用增级机构主要负责 MBS 的信用增级，即提升证券信用质量，从而提高证

券的流动性，降低发行成本。 

    评级机构负责给 MBS 评定信用等级，以利于发行上市。 

    受托人负责管理贷款组合产生的现金流、进行证券登记、向投资者发放证券

本金和利息，并且对贷款服务机构的某些行为进行必要监督，在贷款服务机构没

有履行其职责情况下，受托人还应该取代其完成相应职责。受托人一般可由发行

人兼任。 

    证券承销商在证券化过程中负责向公众公开出售其包销或代销的 MBS，或者

向特定投资者私募发行 MBS。其角色不局限于销售证券，还可以与 SPV 一起策划、

组织整个证券化过程，以确保证券化结构符合法律、规章、税收等方面的要求。 

    投资者(Investor)是最终购买 MBS 的市场参与者。 



7．中国抵押支持证券的设计研究 

 81

除了上述主要的参与主体，在抵押支持证券发行过程中的中间机构还有登记

及支付代理机构、财务顾问、法律顾问、会计顾问和税收顾问等。 

在交易过程中，由各个发行主体所构成的交易结构如下图所示： 

 

7.1  抵押支持证券交易结构示意图 

 

资料来源:中国建设银行，建元 2005-1 个人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信托发行说明书，2005 年 12 月。 

 

7.2.2 运作流程 

   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的运作流程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步骤：资产出售、信用增

级、信用评级和证券发行。 

（1） 资产出售 

资产出售指的是发起机构根据自身发展需要特别是资产负债管理的要求确

定证券化规模，评估住房抵押贷款资产未来现金流收入，然后选择一定数量、符

合要求的资产汇集形成一个资产池，并将其出售给发行人(SPV )。由于住房抵押

贷款期限长、数额大，因此发行人(SPV)在购买证券化资产时一般采取一次性买

进而不是分批买进的方式。这样在这种方式下资产池包含的各项住房信贷资产在

债券存续期内无变动，没有基础资产的流出或加入。 

    资产出售过程中的“真实销售”(True Sale)是证券化的关键。即发起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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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售的住房抵押贷款资产，必须从其资产负债表中剥离，在法律上实现证券化基

础资产与发起机构信用分离。一旦发起机构发生破产清算，资产池不列入清算范

围，这样发起机构的信用风险将不再影响己出售资产的信用度，从而实现与发起

机构的“破产隔离”。 

(2)信用增级 

    信用增级是指利用内部或外部的信用支持来保障抵押支持证券本息的偿付，

从而提高抵押支持证券的信用等级和对投资者的吸引力。信用的增级可由发起机

构、发行人或第三方提供。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中信用增级的力度通常取决于以

下几个因素：第一，抵押贷款资产池的信用状况，比如违约率、逾期率、提前还

贷率等。资产池的信用质量越差，所需信用增级的强度也越大。第二，抵押贷款

资产池中资产的地理分布状况，如果住房抵押贷款在地理分布上过于集中，则存

在较大的违约风险，所需信用增级强度也越大。最后，资产证券化的法律和支付

结构设计。 

 (3)信用评级 

    信用评级是指由独立的信用评估机构通过对资产池中基础资产的信用记录

以及可能出现的各种风险等进行客观、科学、公正的分析研究之后，就抵押支持

证券的信用风险做出综合评价，并用特定的等级符号标定其信用等级的一种制

度。信用评级是 MBS 发行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其实质是经专业机构客观分析

判断后为 MBS 投资者提供简明投资决策依据，它有利于减少发行人与投资者双方

的信息发布与搜寻成本。它通常是由 MBS 发行人或证券承销商委托专业评级机构

而进行的。 

    MBS 信用评级基本程序和标准与普通企业债券的评级相类似，略有不同的是

MBS信用评级还要确认MBS基础资产的信用与原始权益人(发起机构)的信用在法

律上已经隔离，即评级中不涉及发起机构的信用，然后再针对证券化基础资产、

SPV(发行人)以及证券化过程中采取的信用增级措施进行评级。 

    评级机构主要考虑的评级因子有：资产组合分散度、不支付概率、现金流量

中断水平、抵押资产恢复率、信用增级状况以及资产管理状况等。在首次评级之

后，评级机构还要进行跟踪监督，根据经济金融形势，发起机构、发行人有关信

用情况，资产债务的履行情况，信用增级情况，以及提供信用增级的第三方财务

状况的变化等因素，做出监督报告向外公布，并根据基础资产信用质量的变化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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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作出的信用评级进行升降调整、中止或取消。信用评级大大提高了基础资产以

及 MBS 的信息透明度，这也使得信用评级成为证券化中吸引投资者的重要手段。 

(4)证券发行 

    在证券的销售过程中，发行人一般委托证券承销商完成证券销售，证券承销

商通常由一些具有一定声誉的专业金融证券机构组成，委托方式主要有包销和代

销。 

7.3 抵押支持证券资产池的构建 

    由于抵押支持证券涉及到众多的基础资产，因此要取得成功发行，资产池的

构建也很关键。我们认为资产池的构建应当遵循“标准统一、风险分散”的原则。 

坚持以上原则的好处在于：（1）由贷款利率相同的抵押贷款组成的贷款组合

利率比较容易确定。（2）相近的贷款期限使得抵押贷款组合中各笔贷款的账龄比

较接近，在掌握了账龄对提前还款速度的影响规律之后，就能够利用贷款组合的

平均账龄来准确地预测整个抵押贷款组合的还款速度，从而能为抵押支持证券进

行更为合理的定价。（3）各笔贷款在审核程序、合同条款、保险等方面符合共同

标准。贷款在审核程序等方面的标准统一能够降低对抵押贷款组合的管理成本，

减小潜在的投资风险。（4）各笔贷款在贷款总额、借款人职业与年龄、抵押房产

地域的分布上不宜过于集中。这是出于防范风险过于集中的考虑，有助于保证贷

款组合未来现金流的稳定性。 

基于以上原则和目前中国的现状，为了较好地控制信用风险，同时提高抵押

贷款证券化的效率，降低抵押贷款证券化的成本，我们提出以下的基础资产选择

标准供参考： 

 

表 7.2  抵押支持证券基础资产选择参考标准 

标准 相应要求 

最小单笔贷款

额 

不少于 10 万元 

最大单笔贷款

额 

不高于 150 万元 

抵押贷款年限 5 年－3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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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款人 有正当职业，年龄与抵押贷款的剩余年限之和小于 65，只有一

笔住房抵押贷款，负债收入比低于 50％，没有信用违约记录 

初始抵押率 不超过 70％ 

抵押房产 建筑面积不少于 30 平方米 

贷款账龄 至少大于 2年 

住房的地理分

布 

单个城市在整个资产池中的贷款余额占比不超过 20％ 

 

7.4 抵押支持证券的品种设计 

在我国，MBS 发行品种的选择与设计需要考虑抵押贷款一级市场发育程度、

市场利率环境、法律法规环境等多方面的条件。总体而言，我国应当分阶段向市

场推出不同类型的 MBS 证券品种。 

在抵押支持证券发展之初，我们建议以发行简单的 MPT 证券品种为主。这是

因为我国住房抵押贷款一级市场发展历程较短，描述原始住房抵押贷款资产风险

特征的相关统计量还不够完善和不具备充分说服力，例如抵押贷款组合违约率、

逾期率、提前偿还速度以及贷款人的信用水平等指标往往需要一个较长时间的数

据累积才能用于客观地反映证券化过程中的风险环境水平，而通常发行复杂的

MBS 衍生品种对这些环境依赖程度较高，另外 MBS 定价的技术水平、证券监管水

平以及相关法律法规限制也会影响到较为复杂的 MBS 衍生品种的发行。因此，结

构相对简单的 MPT 证券品种是市场发展初期较优的选择。 

    MPT 的上市发行必然加速我国 MBS 市场的发展。MPT 所涉及的金融分析技术

最接近对原始住房抵押贷款或贷款集合的分析技术。证券化试行之初，在技术上

能起到很好的衔接作用，同时对 MPT 的金融分析技术又能为今后发行其它更为复

杂的证券品种打下良好的基础。MPT投资分析中需要关于原始贷款平均还款速度、

违约率等方面的数据，这反过来又将促使商业银行完善对抵押贷款一级市场经验

数据的积累。对于市场投资者而言，MPT 的上市发行使投资者能直接认识 MBS 的

投资特色，从而成为对其它抵押支持证券进行投资分析的出发点。 

    随着 MBS 金融分析技术和抵押贷款一级市场数据积累进一步完善以及投资

者的逐渐成熟，可以在 MPT 的基础上逐步推出 CMO 以及其它衍生证券品种。CMO

将现金流重组分割成优先偿还和附属偿还等多级证券。这样的设计安排可以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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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风险偏好投资者的需求，能够充分满足市场的需要。随着我国机构投资者群

体的多样化以及投资限制条件的放宽，可以针对他们的风险偏好，设计出多种层

次结构的 MBS 衍生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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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结论及未来的研究方向 

本文对抵押支持证券的定价原理、风险管理策略和产品设计方法进行了比较

全面、系统的研究，对中国抵押支持证券的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都进行了拓展，

主要成果如下： 

（1）本文对中国人提前偿还住房抵押贷款的行为进行了研究，发现在中国

由于消费和储蓄的习惯不同，借款人提前还款的诱因与外国人不尽相同，因此如

果盲目地套用国外现有的模型对抵押支持证券进行定价，可能会得到错误的结

果。 

（2）本文通过研究发现，中国人的提前偿还行为存在以下特征：首先,中国

人没有形成借钱消费的习惯，随着贷款账龄的延长，提前还款率也在逐渐上升。

其次,贷款基准利率上升对提前还款率影响比较大，贷款利率上升，提前还款率

随之大幅上升。最后,在中国，提前还款也存在较为明显的“耗尽”（Burnout）

效应。贷款基准利率上调引发的提前还款率大幅上升只是短期行为，长期影响不

大。 

（3）本文根据中国人的提前还款行为的特征提出了适合对中国抵押支持证

券进行定价的提前偿还模型，并对目前国内仅有的一支抵押支持证券产品“2005

建元 MBS”进行了定价分析。 

（4）本文利用期权调整价差法对抵押支持证券进行定价，并在定价过程中

综合采用了二叉树模型和蒙特卡罗模拟方法，较好地解决了对同时具有路径依赖

期权和美式期权的债券的定价问题。 

（5）通过本文对“2005 建元 MBS”的实证研究结果发现：“2005 建元 MBS”

的发行价格被严重高估，根据其发行的票面利差，优先 A级、B级和 C级证券隐

含的 OAS 分别比市场合理估值低 41.73bp、55.46bp 和 51.98bp，其投资价值有

限。这很可能是其上市之后流动性不好的原因之一。 

（6）本文通过对“2005 建元 MBS”的期权调整价差对票面利差和提前偿还

率的敏感性分析发现：首先,期权调整价差的绝对值低于票面利差的绝对值，并

随着票面利差的增大而增大，两者存在一定的线性相关关系。其次,随着提前还

款速度加快，抵押支持证券的加权平均回收期在缩短，期限调整价差相应有所上

升。再次,对于优先 A 级证券来说，随着提前还款速度增大，期权调整价差增加

的幅度却逐渐在减小；而对于优先 C级证券来说，随着提前还款速度增大，期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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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价差增加的幅度却基本不变。第四,当提前偿还速度上升到一定程度时，具

有 CMO 结构的债券的期权调整价差会出现明显的跳跃。最后,在“2005 建元 MBS”

三个档次的优先级债券当中，优先 B级证券的相对投资价值最低。 

（7）由于抵押支持证券在中国的发展尚处于起步阶段，因此我们建议在对

抵押支持证券产品的设计过程中，在构建抵押贷款资产池时，要坚持“标准统一、

风险分散”的原则，以降低资产池的构建成本和信用风险，同时提高对投资者的

吸引力；在设计具体的交易品种时，要把握“循序渐进”的原则，在抵押支持证

券发展的初期，以设计结构较为简单的转付证券（MPT）为主，待时机成熟，投

资者对抵押支持证券的认知度提高时，再发行担保抵押贷款凭证（CMO）和其它

衍生品种。 

     虽然本文得到了一些研究成果，但是由于本人学识水平和研究能力有限，

在研究的过程中，对很多问题还未能进行更为细致深入的研究，有待以后进一步

完善，这主要包括： 

（1）由于我国住房抵押贷款方面的历史研究数据不多，因此本文只能根据

目前掌握的经验数据，采用分段函数的形式建立提前偿还模型，并同时考虑贷款

基准利率上调对提前偿还率的影响。但是，这种模型形式还是相对比较简单，未

来随着数据积累的逐渐丰富，可以进一步考虑其它因素对提前还款率的影响，同

时采取更为丰富的函数形式（比如二次函数、指数函数、概率密度函数等）刻画

相关因素与提前偿还率之间的相关关系。 

（2）在对利率动态模型的选择方面，本文还未能进行更为细致深入的研究。

未来可以尝试用更复杂的利率动态模型（比如说多因子模型）来为抵押支持证券

定价，同时可以将不同的利率动态模型和提前偿还模型相结合进行研究，分析模

型选择对于定价结果的敏感性。这对于防止模型误差问题具有很重要的意义。 

（3）由于我国缺乏时间足够长的住房抵押贷款违约历史数据，加之我国的

信用评级体系还不是很完善，因此本文对抵押支持证券信用风险方面的研究还不

够深入。由于信用风险是抵押支持证券面临的第二大风险，因此未来应该结合不

同的信用风险模型加强这方面的研究。 

（4）本文对“2005 建元 MBS”定价是否合理的判断是采用相对定价法，其

研究结果的准确性有赖于国内外相关固定收益产品定价的有效性。相对定价法虽

然有其合理之处，但也可以说是在缺乏数据的条件之下的无奈之举。因此未来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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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考虑同时采取绝对定价法进行定价，提高定价结果的准确性。 

（5）本文在做“2005 建元 MBS”的期权调整价差对提前偿还率的敏感性分

析时，前提假设是在抵押支持证券整个存续期内提前偿还率均保持不变。未来可

以进一步深入研究在抵押支持证券存续期内提前偿还率发生变化对最终定价结

果的敏感性。 

（6）本文对抵押支持证券风险度量指标的研究还不够深入，有待日后进一

步加强。加强对抵押支持证券的风险研究，对于推动抵押支持证券在中国的发展

也具有很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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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  对抵押支持证券进行定价的程序 

 
ValuationDate =datenum('12-19-2005'); 
EndDates = datenum(['12-19-2006';'12-19-2007';'12-19-2008'; '12-19-2009';'12-19-2010'; 
'12-19-2011';'12-19-2012';'12-19-2013'; '12-19-2014';'12-19-2015'; 
'12-19-2016';'12-19-2017';'12-19-2018'; '12-19-2019';'12-19-2020']); 
Volatility= 
[.6053;.2515;.2232;.1763;.1641;.1618;.1446;.1388;0.134;0.13;0.126;0.123;0.12;0.117 ;0.113];  
BDTVolSpec = bdtvolspec(ValuationDate, EndDates, Volatility); 
 
 
Rates = 
[0.0141;0.0186;0.0218;0.0239;.0258;0.0277;0.0297;0.0314;0.0323;0.0325;0.0328;0.0331;0.0334;
0.0337;0.034]; 
StartDates=ValuationDate ; 
RateSpec = intenvset('Compounding',4,'Rates', Rates,'StartDates', StartDates, 'EndDates', 
EndDates,'ValuationDate',ValuationDate,'Basis',3); 
 
 
Compounding = 4; 
Maturity 
=datenum( ['03-19-2006';'06-19-2006';'09-19-2006';'12-19-2006';'03-19-2007';'06-19-2007';'09-19
-2007';'12-19-2007';'03-19-2008';'06-19-2008';'09-19-2008';'12-19-2008';'03-19-2009'; 
'06-19-2009';'09-19-2009';'12-19-2009';'03-19-2010';'06-19-2010';'09-19-2010';'12-19-2010';'03-1
9-2011';'06-19-2011';'09-19-2011';'12-19-2011';'03-19-2012';'06-19-2012';'09-19-2012';'12-19-201
2';'03-19-2013';'06-19-2013';'09-19-2013';'12-19-2013';'03-19-2014'; 
'06-19-2014';'09-19-2014';'12-19-2014';'03-19-2015';'06-19-2015';'09-19-2015';'12-19-2015';'03-1
9-2016';'06-19-2016';'09-19-2016';'12-19-2016';'03-19-2017';'06-19-2017';'09-19-2017';'12-19-201
7';'03-19-2018';'06-19-2018';'09-19-2018';'12-19-2018';'03-19-2019'; 
'06-19-2019';'09-19-2019';'12-19-2019';'03-19-2020';'06-19-2020';'09-19-2020';'12-19-2020']); 
TimeSpec = bdttimespec(ValuationDate, Maturity, Compounding); 
BDTTree = bdttree(BDTVolSpec, RateSpec, TimeSpec); 
 
 
rate=mxd(Maturity,BDTTree); 
rate1=rate'; 
rate2=(rate1-1)*4;    
 
 
path=mentekalo(rate2); 
 
 
smm=zeros(60,1); 
coupon=zeros(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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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payrate=prepay(path,smm); 
 
 
function rate=mxd(Maturity,BDTTree) 
n=length(Maturity); 
rate=zeros(n,n); 
for i=1:n 
    rate(i,1:i)=cell2mat(BDTTree.FwdTree(i)); 
end 
 
 
 
function  path=mentekalo(rate2) 
a=rand(10000,60);  
a(find(a>=0.5))=1;   
a(find(a<0.5))=0;  
%oas=0.01; 
 
for j=1:10000 
    countrow=1; 
    countcolumn=1; 
    for i=1:60 
        path(j,i)=rate2(countrow,countcolumn); 
        %discount(j,i)=(path(j,i)+oas)/4+1; 
         
        countrow=countrow+a(j,i); 
        countcolumn=countcolumn+1; 
        
    end 
end 
 
 
 
 
function  prepayrate=prepay(path,smm) 
    
 prepayrate=zeros(10000,60); 
   
  for j=1:10000 
    a=path(j,1); 
    for i=1:60 
        
          if path(j,i)>=a+0.01 
              prepayrate(j,i)=smm(i,1)+0.005; 
              a=path(j,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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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lse 
              prepayrate(j,i)=smm(i,1); 
          end 
           
         
    end 
end 
 
 
 
%为 A 级证券定价 
function result=getoas(prepayrate,coupon,path) 
 
discountrate=zeros(10000,60);   
discountrate1=zeros(10000,60);   
oas=zeros(10000,1);    
a=zeros(10000,1);    
c=0; 
 
for j=1:10000 
        oas(j,1)=0.025;   %对于每一条路径的 OAS 先给一个初始值 
        while 26.698-a(j,1)>0.00000000001   %使得理论价值等于发行面值 
          
                    oas(j,1)=oas(j,1)-0.0001; 
             
                     i=1; 
                     for i=1:60 
       
                        discountrate(j,i)=(path(j,i)+oas(j,1))/4+1; 
         
                     end 
          
                      principle1=26.698;   %principle1 为债券 A 的剩余面值  
                      b=0; 
                      discountrate1(j,1)=discountrate(j,1); 
                      a(j,1)=0; 
                      i=1; 
                      while principle1>0      
                      

cash(j,i)=(principle1*coupon(i,1)/4+principle1*prepayrate(j,i)*3+0.43
5)/discountrate1(j,i);  

                      a(j,1)=a(j,1)+cash(j,i);                
                      b=b+principle1*prepayrate(j,i)*3+0.435;     
                      principle1=26.698-b;   
                      i=i+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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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scountrate1(j,i)=discountrate(j,i)*discountrate1(j,i-1); 
                      end 
                
        end 
 
        c=c+oas(j,1); 
end 
  result=c/10000; 
 
%为 B 级证券定价 
 
function resultb=getoasb(prepayrate,coupon,path) 
 
discountrate=zeros(10000,60);   
discountrate1=zeros(10000,60);   
oas=zeros(10000,1);    
a=zeros(10000,1);    
d=0; 
for j=1:10000 
    oas(j,1)=0.04;   %对于每一条路径的 OAS 先给一个初始值 
        while 28.734-a(j,1)>0.00000000001   %使得理论价值等于发行面值 
          
                    oas(j,1)=oas(j,1)-0.0001; 
             
                     i=1; 
                     for i=1:60 
       
                        discountrate(j,i)=(path(j,i)+oas(j,1))/4+1; 
         
                     end 
          
                      principle1=26.698;   %principle1 为债券 A 的剩余面值  
                      principle2=2.036;  %principle2 为债券 B 的面值  
                      b=0; 
                      discountrate1(j,1)=discountrate(j,1); 
                      a(j,1)=0; 
                      i=1; 
                      while principle1>0      
                      cash(j,i)=principle2*coupon(i,2)/4/discountrate1(j,i) ; 
                      a(j,1)=a(j,1)+cash(j,i);                
                      b=b+principle1*prepayrate(j,i)*3+0.435;     
                      principle1=26.698-b;   
                      i=i+1; 
                      discountrate1(j,i)=discountrate(j,i)*discountrate1(j,i-1);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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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j,1)=a(j,1)+26.698; 
                      c=0; 
                      while principle2>0      
                      

cash(j,i)=(principle2*coupon(i,2)/4+principle2*prepayrate(j,i)*3+0.16
5)/discountrate1(j,i); 

                      a(j,1)=a(j,1)+cash(j,i); 
                      c=c+principle2*prepayrate(j,i)*3+0.165;    
                      principle2=2.036-c;   
                      i=i+1; 
                      discountrate1(j,i)=discountrate(j,i)*discountrate1(j,i-1); 
                      end 
                       
        end 
 
        d=d+oas(j,1); 
end 
 resultb=d/10000; 
    
 
 
%为 C 级证券定价 
function resultc=getoasc(prepayrate,coupon,path) 
 
discountrate=zeros(10000,60);   
discountrate1=zeros(10000,60);   
oas=zeros(10000,1);    
a=zeros(10000,1);    
e=0; 
 
for j=1:10000 
       oas(j,1)=0.05;   %对于每一条路径的 OAS 先给一个初始值 
        
        while 29.262-a(j,1)>0.00000000001   %使得理论价值等于发行面值 
                     oas(j,1)=oas(j,1)-0.0001; 
             
                     i=1; 
                     for i=1:60 
       
                        discountrate(j,i)=(path(j,i)+oas(j,1))/4+1;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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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j,1)=0; 
                      principle1=26.698;   %principle1 为债券 A 的剩余面值  
                      principle2=2.036;  %principle2 为债券 B 的面值  
                      principle3=0.528;  %principle3 为债券 C 的面值  
                      discountrate1(j,1)=discountrate(j,1); 
                  
                       
                      b=0; 
                      i=1; 
                      while principle1>0      
                      cash(j,i)=principle3*coupon(i,3)/4/discountrate1(j,i) ; 
                      a(j,1)=a(j,1)+cash(j,i);                
                      b=b+principle1*prepayrate(j,i)*3+0.435;     
                      principle1=26.698-b;   
                      i=i+1; 
                      discountrate1(j,i)=discountrate(j,i)*discountrate1(j,i-1); 
                      end 
                                     
                      c=0; 
                      while principle2>0      
                      cash(j,i)=principle3*coupon(i,3)/4/discountrate1(j,i) ; 
                      a(j,1)=a(j,1)+cash(j,i); 
                      c=c+principle2*prepayrate(j,i)*3+0.165;    
                      principle2=2.036-c;   
                      i=i+1; 
                      discountrate1(j,i)=discountrate(j,i)*discountrate1(j,i-1); 
                      end 
                                             
                     a(j,1)=a(j,1)+26.698+2.036; 
                     d=0; 
                     while principle3>0      
                     

cash(j,i)=(principle3*coupon(i,1)/4+principle3*prepayrate(j,i)*3+0.042)
/discountrate1(j,i); 

                     a(j,1)=a(j,1)+cash(j,i); 
                     d=d+principle3*prepayrate(j,i)*3+0.042;    
                     principle3=0.528-d;   
                     i=i+1; 
                     discountrate1(j,i)=discountrate(j,i)*discountrate1(j,i-1); 
                     end 
                   end 
 
        e=e+oas(j,1); 
end 
  resultc=e/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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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2  对抵押支持证券定价结果进行敏感性分析的程序 

 
 
% A 级证券 
function testa=getoastesta(coupon,path) 
 
discountrate=zeros(10000,60);   
discountrate1=zeros(10000,60);   
oas=zeros(10000,1);    
a=zeros(10000,1);    
c=0; 
for j=1:10000 
    oas(j,1)=0.025;   %对于每一条路径的 OAS 先给一个初始值 
        while 26.698-a(j,1)>0.00000000001   %使得理论价值等于发行面值 
          
                    oas(j,1)=oas(j,1)-0.0001; 
             
                     i=1; 
                     for i=1:60 
       
                        discountrate(j,i)=(path(j,i)+oas(j,1))/4+1; 
         
                     end 
          
                      principle1=26.698;   %principle1 为债券 A 的剩余面值  
                      b=0; 
                      discountrate1(j,1)=discountrate(j,1); 
                      a(j,1)=0; 
                      i=1; 
                      while principle1>0      
                      

cash(j,i)=(principle1*coupon(i,1)/4+principle1*0.0043*3+0.435)/disco
untrate1(j,i);  

                      a(j,1)=a(j,1)+cash(j,i);                
                      b=b+principle1*0.0043*3+0.435;      
                      principle1=26.698-b;   
                      i=i+1; 
                      discountrate1(j,i)=discountrate(j,i)*discountrate1(j,i-1); 
                      end 
                
        end 
 
        c=c+oas(j,1);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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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sta=c/10000; 
    
 
 
%  B 级证券 
function testb=getoastestb(coupon,path) 
 
discountrate=zeros(10000,60);   
discountrate1=zeros(10000,60);   
oas=zeros(10000,1);    
a=zeros(10000,1);    
d=0; 
%testb=zeros(10000,1);  %如果要显示每条利率路径的结果的话 
for j=1:10000 
     oas(j,1)=0.04;   %对于每一条路径的 OAS 先给一个初始值 
        while 28.734-a(j,1)>0.00000000001   %使得理论价值等于发行面值 
          
                    oas(j,1)=oas(j,1)-0.0001; 
             
                     i=1; 
                     for i=1:60 
       
                        discountrate(j,i)=(path(j,i)+oas(j,1))/4+1; 
         
                     end 
          
                      principle1=26.698;   %principle1 为债券 A 的剩余面值  
                      principle2=2.036;  %principle2 为债券 B 的面值  
                      b=0; 
                      discountrate1(j,1)=discountrate(j,1); 
                      a(j,1)=0; 
                      i=1; 
                      while principle1>0      
                      cash(j,i)=principle2*coupon(i,2)/4/discountrate1(j,i) ; 
                      a(j,1)=a(j,1)+cash(j,i);                
                      b=b+principle1*0.0043*3+0.435;     
                      principle1=26.698-b;   
                      i=i+1; 
                      discountrate1(j,i)=discountrate(j,i)*discountrate1(j,i-1); 
                      end 
                
                       
                      a(j,1)=a(j,1)+26.698; 
                      c=0; 
                      while principle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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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h(j,i)=(principle2*coupon(i,2)/4+principle2*0.0043*3+0.165)/disco
untrate1(j,i);  

                      a(j,1)=a(j,1)+cash(j,i); 
                      c=c+principle2*0.0043*3+0.165;    
                      principle2=2.036-c;   
                      i=i+1; 
                      discountrate1(j,i)=discountrate(j,i)*discountrate1(j,i-1); 
                      end 
                       
        end 
 
        d=d+oas(j,1); 
end 
 testb=d/10000; 
    
 
 
%  C 级证券 
function testc=getoastestc(coupon,path) 
 
discountrate=zeros(10000,60);   
discountrate1=zeros(10000,60);   
oas=zeros(10000,1);    
a=zeros(10000,1);    
e=0; 
for j=1:10000 
       oas(j,1)=0.05;   %对于每一条路径的 OAS 先给一个初始值 
        
        while 29.262-a(j,1)>0.00000000001   %使得理论价值等于发行面值 
                     oas(j,1)=oas(j,1)-0.0001; 
             
                     i=1; 
                     for i=1:60 
       
                        discountrate(j,i)=(path(j,i)+oas(j,1))/4+1; 
         
                     end 
                      
                      a(j,1)=0; 
                      principle1=26.698;   %principle1 为债券 A 的剩余面值  
                      principle2=2.036;  %principle2 为债券 B 的面值  
                      principle3=0.528;  %principle3 为债券 C 的面值  
                      discountrate1(j,1)=discountrate(j,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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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0; 
                      i=1; 
                      while principle1>0      
                      cash(j,i)=principle3*coupon(i,3)/4/discountrate1(j,i) ; 
                      a(j,1)=a(j,1)+cash(j,i);                
                      b=b+principle1*0.0043*3+0.435;    
                      principle1=26.698-b;   
                      i=i+1; 
                      discountrate1(j,i)=discountrate(j,i)*discountrate1(j,i-1); 
                      end 
                                                          
                      c=0; 
                      while principle2>0      
                      cash(j,i)=principle3*coupon(i,3)/4/discountrate1(j,i) ; 
                      a(j,1)=a(j,1)+cash(j,i); 
                      c=c+principle2*0.0043*3+0.165;    
                      principle2=2.036-c;   
                      i=i+1; 
                      discountrate1(j,i)=discountrate(j,i)*discountrate1(j,i-1); 
                      end 
                       
                     a(j,1)=a(j,1)+26.698+2.036; 
                     d=0; 
                     while principle3>0      
                     

cash(j,i)=(principle3*coupon(i,1)/4+principle3*0.0043*3+0.042)/discou
ntrate1(j,i);    

                     a(j,1)=a(j,1)+cash(j,i); 
                     d=d+principle3*0.0043*3+0.042;    
                     principle3=0.528-d;   
                     i=i+1; 
                     discountrate1(j,i)=discountrate(j,i)*discountrate1(j,i-1); 
                     end 
                
        end 
 
        e=e+oas(j,1); 
end 
  testc=e/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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