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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摘 要
尽管 ETF 在上世纪 90 年代才开始出现，但是发展迅速，市场规模不断扩大。
多年来，对 ETF 对标的指数以及标的指数期货市场的影响的研究一直是金融界
的一个重要课题。2012 年 5 月 28 日，我国正式推出股指期货标的指数的 ETF，
即沪深 300ETF，从而解决了沪深 300 股指期货期现套利时缺少相应的现货工具
的问题。沪深 300ETF 的推出，对股指期货定价效率是否有影响，如何影响股指
期货的定价效率？这正是本文研究的主要内容。
本文基于持有成本模型计算股指期货的理论价格，以沪深 300ETF 推出时间
为分界点，选取两段对称样本期间，2011 年 7 月 15 日至 11 月 15 日和 2012 年 7
月 15 日至 11 月 15 日，采用 1 分钟高频数据进行研究。在综合考虑了交易成本、
定价偏误聚集效应等因素后，对股指期货定价效率的变化进行衡量，并通过回归
模型对实证结果进行检验。此外，基于沪深 300ETF、沪深 300 指数和股指期货
市场的变量而建立的三变量的 VAR 模型，本文探讨沪深 300ETF 对股指期货定
价效率的影响机制，并对股指期货定价效率的变化原因进行分析。
实证结果表明：
（1）沪深 300ETF 的推出后，股指期货定价效率提高了；
（2）
股指期货相对沪深 300ETF 的定价关系比起股指期货相对标的指数的定价关系更
为紧密；
（3）股指期货的定价效率与沪深 300 指数市场流动性存在双向格兰杰因
果关系，关系紧密；
（4）沪深 300ETF 通过促进期现套利从而改善股指期货定价
效率，股指期货定价效率的改善部分得益于沪深 300 指数流动性的提高；
（5）沪
深 300ETF 的推出通过促进反向套利而减少股指期货的反向定价偏误；
（6）股指
期货的定价偏误随着到期时间的临近而不断减小。

关键词：沪深 300 股指期货；沪深 300ETF；定价效率

Abstract

Abstract
Although the ETF began to appear in the 1990s, it has developed rapidly. Over
the years, a study on the impact of ETF on the underlying index and the underlying
index futures market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issue in financial research. May 28,
2012, China's officially launch CSI 300ETF whose underlying index is the same with
China’s index futures, namely CSI 300 index futures, thus changing the status where
there is no corresponding financial tools for index arbitrage. Does the introduction of
CSI 300ETF affect thepricing efficiency of CSI 300 index futures, and how does it
affect the pricing efficiency of CSI 300 index futures? This is the topic of this paper.
Theory price of CSI 300 index futures is calculated based on the Cost of Carry
Model. Our analysis is based on the comparison of two symmetrical observation
periods surrounding the ETF launch date, July 15 to November 15 of 2011 and 15
July to 11 May 15 of 2012, 1 minute high-frequency data is used for the research .
After considering the transaction costs, the execution lag, mispricing clusteringand
other factors,change of pricing efficiency ofCSI 300 index futures is measured, and
regression analysis is also conducted to confirm the result. In addition, a trivariate
VAR model consisting variables related to CSI 300ETF, CSI 300 index and CSI 300
index futures market is established to discuss how CSI 300ETF affect the pricing
efficiency of CSI 300 index futures and explain why the change of the pricing
efficiency of CSI 300 index futures.
The empirical results show that : ( 1 ) the pricing efficiency of CSI 300 index
futureshas been improved after the introduction of CSI 300ETF; ( 2 ) theETF-futures
pricing relationship is closer compared with the index-futures pricing relationship; ( 3 )
there exists a two-way Granger causality between the liquidity of CSI 300 index and
the pricing efficiency of futures, the relationship is rather close; ( 4 ) the introduction
of CSI 300ETF promotes index arbitrage to improve the pricing efficiency of CSI 300
index futures, and the improvement of CSI 300 index liquidity also contributes to
increasing the pricing efficiency; ( 5 )CSI 300ETF probably decreases the negative

Abstract

mispricing by promoting short arbitrage; ( 6 ) the mispricing of CSI 300 index futures
decreases with the approaching expiration of time.
Conclusions of empirical research show thatwith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CSI
300 index futures market, the pricing efficiency of CSI 300 index futures has been
gradually improved, and the market tends to be effective.

Key Words: CSI 300index futures; CSI 300ETF; Pricing effici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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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论
一、选题背景与意义
2010 年 4 月，我国正式推出沪深 300 股指期货，对中国股指期货市场的一
些研究①表明中国股指期货定价效率有待提高，股指期货存在套利机会。在沪深
300ETF 推出之前，研究期现套利的现货头寸的构建方法成为股指期货研究的一
个重要方向，主要构建方法有两种：一是直接构造股票投资组合，二是利用其他
标的指数 ETF 组合模拟。尽管通过这两种方法也能对沪深 300 指数实现高拟合度，
但实际操作中却不尽理想。2012 年 5 月 28 日，我国正式推出股指期货标的指数
的 ETF，即沪深 300ETF，从而解决了沪深 300 股指期货期现套利时缺少相应的
现货工具所产生的问题。
与其他套利现货的构建相比，ETF 具有如下优点：跟踪误差小，套利获利性
更稳定；能够迅速进行交易，减少套利交易的执行滞后；提供了更好的做空工具，
套利更便利；减少了套利交易的资本需求，降低套利成本。因此，ETFs 的推出将
更有利于投资者利用其进行期现套利。学者们针对 ETF 的推出对标的指数期货市
场 的 影 响 做 了 大 量 实 证 研 究 ， 目 前 针 对 发 达 市 场 的 研 究 （ Switzer et
al.,2000;Kurov&Lasser,2002;Deville et al.,2010 等）表明 ETF 的推出确实有助于提高
标的指数期货的定价效率。
理论上，沪深 300ETF 的推出将通过促进沪深 300 股指期货的期现套利，改
善股指期货定价效率。但是对发达市场的研究结论并不必然符合新兴市场②的发
展状况，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金融市场起步较晚，其发展具有独特性，往往呈
现出有别于发达市场的特点。沪深 300ETF 的推出是否会影响股指期货的定价效
率，对股指期货的定价效率会造成什么影响？此外，一些研究③发现 ETF 的推出
会提高标的指数市场流动性，另一些研究④则表明，标的指数市场流动性对股指

①

参见 C Ma, L Liu, J Wang, J Chen（2012）
、魏卓，陈冲，魏先华（2012）等

②

S Tungsong, G Srijuntongsiri(2011)对泰国市场的研究表明，TDEX 的推出对 SET50 股指期货的定价效
率并没有促进作用

③

参见 Hegde and McDermott(2004),Madura and Richie(2007),De Winne et al.(2011)

④

参见 Chung(1991), Miller,Muthuswamy,and Whaley(1994), Roll et al.(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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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货定价效率有重要影响。因此，沪深 300ETF 的推出对沪深 300 指数市场流动
性是否也会有影响，是否也会通过影响沪深 300 指数市场对股指期货定价效率造
成影响？这些疑问促使我们基于中国的实际情况研究沪深 300ETF 的推出对股指
期货定价效率的影响，研究沪深 300ETF 对股指期货定价效率的影响途径，从而
更加深刻、全面地认识中国的金融市场。因此，研究本课题具有现实意义。

二、研究内容与主要结论
本文采用 Cornell & French(1983)的持有成本模型计算股指期货的理论定价。
以沪深 300ETF 推出时点为分界线，取两段对称的时间区间，采用 1min 高频数
据，进行本课题的研究。本文实证研究的主要内容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部分：
第一部分是探讨沪深 300ETF 推出后，股指期货的定价效率的变化情况。在
考虑交易成本并对股指期货定价偏误的聚集（clustering）现象进行调整的基础上，
研究沪深 300ETF 推出后，股指期货定价效率的变化。
在第二部分，本文对比研究了沪深 300ETF/沪深 300 指数与股指期货价格的
紧密程度。基于持有成本理论模型的股指期货的理论价格一般是将标的指数作为
现货来处理，同理可将沪深 300ETF 视作现货，考虑股指期货与沪深 300ETF 之
间的定价关系。本文推导出股指期货相对沪深 300ETF 的定价关系，并于相对指
数的股指期货定价偏误进行比较，探讨股指期货相对沪深 300ETF 的定价效率。
第三部分本文利用影响定价偏误的因素对股指期货的定价偏误建立模型，进
行回归分析，是以对前部分的实证结果进行进一步的检验。在不考虑交易成本的
情况下，对模型采用最小二乘法(OLS)进行回归分析；在考虑交易成本的情况下，
针对本文针对因将落在无套利区间内的定价偏误数值定义为 0 的设定，从而定价
偏误体现出被截断(Truncated)的特点，本文利用归并模型(Tobit)模型进行回归分
析。
第四部分本文建立三变量的 VAR 模型，探讨沪深 300ETF 市场、股指期货
市场和股市三者之间的关系，研究沪深 300ETF 对股指期货定价效率的影响途径，
并基于 VAR 模型的实证结果，对沪深 300ETF 推出后股指期货定价效率变化的
原因进行探讨。
通过实证，本文得出主要结论：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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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沪深 300ETF 推出后，股指期货定价效率提高了；
（2）基于沪深 300ETF 的股指期货的定价关系比起基于指数的股指期货的
定价关系更为紧密；
（3）股指期货的定价效率与沪深 300 指数市场流动性存在双向格兰杰因果
关系，关系紧密；
（4）沪深 300ETF 通过促进期现套利提高了股指期货定价效率，股指期货
定价效率的提高也部分得益于沪深 300 指数流动性的提高；
（5）沪深 300ETF 的推出通过促进反向套利而减少股指期货的反向定价偏
误；
（6）股指期货的定价偏误随着到期时间的临近而不断减小。

三、本文贡献
据笔者收集的文献来看，国内尽管存在诸多针对股指期货市场的研究，但是
利用高频数据对股指期货定价效率的研究偏少，本文对沪深 300ETF 的推出对股
指期货定价效率的影响的研究则是国内首例，因此本文丰富了对股指期货相关市
场的研究。
通过对沪深 300ETF 对股指期货定价效率影响机制的研究，分析沪深 300ETF、
沪深 300 指数和股指期货三个市场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有利于加深了对中国金
融市场的认识，对政策制定者和其他研究者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四、全文框架结构
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
第一章，绪论。首先阐述本文的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其次简要介绍本文的
主要研究内容，最后说明文章的框架结构。
第二章，文献综述。首先，对 ETF 对标的指数市场的影响的相关实证成果进
行综述；其次，对 ETF 对标的指数期货市场的影响的相关实证成果进行综述；最
后，回顾国内股指期货定价效率的研究情况。
第三章，股指期货定价效率的衡量。介绍本文主要的研究数据并对沪深
300ETF 推出前后的股指期货的定价效率进行衡量分析。首先，介绍持有成本模
3

沪深 300ETF 的推出是否改善了股指期货定价效率？

型及本文所采用的实证数据；其次，对股指期货定价效率的衡量指标进行说明，
对事后违反和事前违反的定义进行阐释说明；最后，对实证结果进行分析，探讨
沪深 300ETF 推出后股指期货定价效率的变化。
第四章，基于沪深 300ETF 的股指期货定价效率。利用持有成本模型，将沪
深 300ETF 作为标的现货，考察股指期货相对沪深 300ETF 的定价效率。首先，介
绍股指期货相对沪深 300ETF 的定价关系，对其定价关系式进行详细推导说明；
然后通过实证检验，对股指期货相对沪深 300ETF 定价效率情况进行分析。
第五章，定价效率变化的建模检验。本章考虑可能影响定价偏误的主要因素，
对定价偏误进行建模，验证前文的实证结果。首先，介绍归并模型(Tobit 模型)
的理论基础；其次，介绍本章的回归模型，一是对不考虑交易成本的情况下的股
指期货定价偏误建立多变量线性模型，二是对由于股指期货定价偏误在考虑交易
成本的情况下呈现出来的截断特点，建立归并模型(Tobit)模型；最后，对实证结
果进行分析。
第六章，股指期货定价效率的影响机制研究——基于 VAR 模型。本文建立
三变量的 VAR 模型，探讨沪深 300ETF 对股指期货定价效率的影响途径，并试
图分析沪深 300ETF 推出后，股指期货定价效率变化的原因。首先，介绍下 VAR
模型理论基础，说明本文的建模理论基础；其次，介绍本文建立的股指期货定价
偏误、沪深 300ETF 交易活性和沪深 300 指数流动性的三变量的 VAR 模型；最
后，通过对模型进行估计分析及格兰杰因果检验，探讨沪深 300ETF 对股指期货
定价效率的影响方式以及股指期货定价效率变化的原因。
第七章，结论及研究展望。在对研究结论进行总结的基础上，指出本文的不
足及有待改进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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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献综述
由于 ETF 的各种优势，尽管 ETF 在上世纪 90 年代才开始出现，但是越来越
受到投资者青睐，发展迅速，市场规模不断扩大。学者们也针对 ETF 对相关市场
的影响做了一系列研究，本章主要对国内外的相关研究进行简单介绍。

第一节 ETF 对标的指数市场的影响
一、 ETF 对标的指数市场流动性与定价的影响
由于 ETF 具有高流动的特征，因此 ETF 可以为指数组合管理、指数风险对
冲和套利者提供便利。Chung(1991)[1] and Miller,Muthuswamy,and Whaley(1994)[2]
认为期货价格偏离（套利机会）很可能是交易成本、交易非同步性或者市场的低
流动性的函数。只有当交易价格与理论价格的差额大于交易成本的情况下，套利
者才会进行套利交易，较高的交易成本或者是较低的流动性的市场环境下，定价
偏离要更严重套利者才会进行套利交易。Hegde 与 McDermott(2004)[22],Madura
and Richie(2007)[3], De Winne et al.(2011)[4]等人的研究表明，ETF 的推出提高了标
的指数的流动性。Richie and Madura (2007)[5]对 QQQ 基金及其相关证券进行研究，
并发现 ETF 的推出提高了相关指数的流动性。
然而，Van Ness, Van Ness, and Warr (2005)[6]在研究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 30
时却得出相反的结论。他们发现钻石 ETF 的推出增加了道指 30 的买卖价差，却
没有在道指成分股发现相应的变化。Kyle (1985)[7]认为投资者的信息不对称可能
是 ETF 的推出后股票市场的流行性下降的原因之一。
高流动性的 ETF 不仅为指数组合管理、指数风险对冲和套利者提供便利，
还可能因此改变交易平衡和跨市场的定价关系。hu、Hsieh、Tse（1999） [8] 、
Hasbrouck（2003）[9]、Yu.L（2003）[10]等研究发现由于 ETF 交易费用低、交易便
利，市场信息通常会先反应在 ETF 市场，ETF 的价格变动会领先于指数市场，即
ETF 对其标的指数市场具有价格发现功能。Ackert and Tian (2000, 2001)[11]对
SPDRs 与 S&P500 指数期权的研究发现 SPDRs 的引进增强了 S&P500 指数期权的
定价效率，但是在他们的研究中并没有发现 SPDRs 的引进可以增强跨市场套利。
Roll et al.(2007)[12] 表明流动性在价格回归过程中起到很重要的作用。当
NYSE总体流动性高的时候，S&P 500指数期货的价格回归速度变快，流动性和
定价效率之间存在显著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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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ETF 对标的指数市场波动性的影响
对于指数衍生产品对标的指数波动性的影响，学术界主要有两种观点。第一
种观点认为ETF交易增加了指数的波动性。Cox（1976）[13]认为ETF等衍生产品
市场相对标的指数市场本身存在着较多的无信息交易者，从而造成标的指数波动
性增加。Stein（1987）[14]认为，指数衍生品市场较高的交易杠杆性质吸引了信
息较少的交易者参与其中，从而降低了市场的信息含量，而增加了市场的波动性。
第二种观点则认为，指数衍生品的推出会降低其指数市场的波动性。Danthine
（1978）[15]认为指数衍生品的推出增加了市场的深度和信息量，从而降低了标的
指数市场的波动性。Stoll和Whaley（1991）[16]则认为指数衍生品增强了市场有效
性，降低了市场的波动性。而Lin和Chiang（2005）[17]的研究则表明台湾的TTT
推出后增加了其标的指数市场的波动性，而且对于指数中各行业的影响不尽相同，
电子和金融行业在TTT推出后波动性显著增加，而食品、汽车、化工等行业波动
性却下降。
从上述的研究结果可以看出，ETF 的推出可能直接促进期现套利而提高股指
期货市场的定价效率，也可能通过影响股市的流动性间接对股指期货市场效率起
作用。ETF 的推出可能对整个股指市场造成较大影响，促进市场结构的调整及变
化。

第二节 ETF 对股指期货的影响
一、ETF 对发达国家股指期货的影响
ETF 对股指期货定价效率的影响已有的研究绝大部分实证研究都是针对发
达市场进行的，而且研究结果都表明在发达市场，ETF 的推出对相应的股指期货
定价效率具有显著的改进作用。
Park T.H., Switzer L.N.(1995)[18]最早对此课题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分析了
TIPs 的推出对加拿大多伦多 35 指数市场效率的影响。作者采用日数据，用持有
成本模型表示理论价格，计算了股指期货的定价误差时间序列，并用 GARCH(1,1)
模型对其进行分析。研究结果发现，随着 TIPs 的推出，多伦多 35 指数期货和期
权的交易量都上升了，TIPs 对其他指数产品并没有展现出替代投资作用，相反
地，TIPs 通过促进套利活动对指数相关市场效率起到了提高作用。
Switzer, Varson, and Zghidi(2000)[19]研究了 SPDRs 对 S&P 500 指数期货定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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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率的影响，他们分别采用日数据和日内小时数据对股指期货定价误差进行统计
性描述并进行回归分析。研究发现，SPDRs 推出前，股指期货存在较小的但是
显著的正向定价偏差，SPDRs 推出交易后，定价偏差显著减少，股指期货市场
效率得到了提高，同时，研究还发现，尽管红利率和到期时间对股指期货定价误
差的偏误效应仍然存在，但是也有所减少。
Kurov and Lasser(2002)[20]用逐笔数据研究了 Cubes 对纳斯达克 100 指数及其
期货之间的定价误差的影响。研究发现，期现定价误差的大小和频率都减少了，
而且随着 ETF 的推出，期现套利机会更快消失。作者认为这可能是因为 ETF 使
得套利者建立现货头寸更方便、成本更低。
Chu and Hsieh(2002)[21]用 S&P 500 指数期货的逐笔数据、SPDRs 的报价数据
以及精确到 30s 的指数数据研究了 SPDRs 对 S&P 500 指数市场效率的影响。同
时，研究对 SPDRs 和股指期货之间的事后定价效率和事前套利利润进行了实证
检验。研究结果发现，SPDRs 进行交易后，无套利区间下边界的定价偏离的频
率和时间长度都下降了。作者认为这是因为 SPDRs 通过更便利的卖空现货促进
了空头套利的进行。对 SPDRs 和期货之间的定价效率的研究结果发现，用 SPDRs
替代程序化交易进行指数套利一般无法获利，说明了股指期货和 SPDRs 之间的
定价关系更为紧密，事前和事后分析结果都显示 SPDRs 和 S&P 500 指数期货之
间的定价关系是有效的。
Hegde and McDermott(2004)[22]的研究认为，ETF 交易成本低廉，因此在套利
组合中通常用其来建立现货头寸。随着 ETF 的推出，套利者可利用的套利工具
更多了，套利交易更便利，因此会提高股指期货的定价效率。
Q Chu and M Kayali(2006)[23]采用逐笔交易数据、利用 Hasbrouck(1993)[24]建
立的衡量市场质量(market quality)的理论方法检验了 SPDRs 推出前后 150 天的
S&P500 股指期货的市场质量。市场质量是用交易价格和理论价格的偏差来衡量
的，VAR 模型的较低定价误差方差意味着更好的市场质量。实证结果发现 SPDRs
推出后的定价误差标准差比推出前的小，说明 SPDRs 的引入提升了市场的微观
结构进而提高了市场质量。在 SPDRs 推出后的样本区间，将 VECM 模型运用于
两对价格：日内的期货和股指价格、期货和 SPDR 价格。VECM 模型的实证结
果表明了是通过期货与 SPDRs 的套利，S&P500 股指期货市场质量提高了，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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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DRs 推出后，股指期货和 SPDRs 的套利关系提高了市场质量。Unal, Kayali and
Koyuncu(2006)[25]采用逐笔交易数据，利用 Hasbrouck(1993)的 VAR 方法研究了
Cubes 引入后纳斯达克 100 股指期货市场质量的变化。研究结果表明 Cubes 的推
出提高了纳斯达克 100 股指期货市场质量。
Deville，Gress and Severac[26](2011)用高频数据研究了 Lyxor CAC40 ETF 的
推出对 CAC40 指数的期现定价关系的影响并检验了具体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
随着 ETF 的推出，CAC40 指数期货的定价误差的大小和频率都下降了。对股指
期货市场效率提高的形成方式的实证研究发现，CAC40 股指期货定价效率的提
高并非源于 ETF 促进期现套利或者是 ETF 促进了标的股票的流动性从而促进期
货市场效率的提高，他们认为可能的原因是 ETF 的推出引起了指数市场上交易
者的交易方式发生了结构性变化。
二、ETF 对新兴股指期货市场的影响
目前对新兴的股指期货市场定价效率的研究较少，市场之间的差异性也使得
研究结果不一致，McMillan, D. G., &Ülkü, N. (2009)[27]对土耳其的股指期货市场
进行实证研究发现，由于现货市场卖空限制、投资者行为效应以及套利不充分等
原因，市场存在持续的、负向的错误定价现象。Mall et al(2011) 对印度股指期货
市场进行实证研究，他们的研究结果表明印度股指期货市场是有效的。
针对 ETF 对股指期货市场效率的影响的实证研究更是屈指可数，由于新兴
市场不成熟、机制不完善，因此，新兴市场的研究结果往往有别于发达市场。
S Tungsong, G Srijuntongsiri(2011)[28]用日间和日内高频数据研究了 TDEX 对
SET50 股指期货的定价效率的影响。通过研究定价误差频率和套利获利性来分析
SET50 股指期货价格效率，利用三种套利交易进行分析：
（1）SET50 期货和 TDEX
（2）SET50 期货和 SET 50 成分股（3）TDEX 和 SET50 成分股。实证结果表明
TDEX 的推出并没有提高 SET50 股指期货的定价效率。他们认为这是因为泰国
作为一个新兴市场市场机制不完善、流动性不高，TDEX 交易并不活跃，因此
ETF 交易不能像发达市场那样显著提高股指期货定价效率。

第三节 中国股指期货定价效率相关研究
对于中国股指期货定价效率的研究由于中国股指期货推出的时间较短，研究
文献较少。C Ma, L Liu, J Wang, J Chen(2012)[29]考虑不同投资规模的不同交易成
8

第二章 文献综述

本情况下，用深证 100ETF 和上证 180ETF 组合模拟形成股指期货套利的现货头
寸，采用股指期货的 1min 高频数据，研究了股指期货正向套利和反向套利情况，
实证结果发现中国股指期货市场存在套利机会，市场效率不高。研究结果发现，
对一些合约来说，套利机会存在并聚集超过 46min；套利组合形成的滞后并没有
获得比买入持有策略更多的利润，正向套利利润随着期货到期时间的增加而增加，
这些与发达市场的情况是一致的，但是反向套利的情况截然不同，在反向套利中
长期存在负向的定价误差并存在显著的套利利润，研究还发现当月以及下一月份
的期货合约比季度合约定价更有效率。
林璟（2012）[30]通过对股指期货定价偏误的统计分析、通过与市场流动性及
投资者情绪间的回归分析和 VAR 模型分析，发现我国股指期货市场上存在显著
的具有一定持续性的正向的定价偏误。对影响其变化的因素进行探究，本文发现
投资者情绪是其中最重要的因素，在中国股票市场缺乏卖空机制的条件下，投资
者情绪主要通过非理性买入行为对定价偏误造成影响，并且在情绪高的时期影响
更为显著。实证结果表明我国股指期货市场还不够成熟和有效，噪声交易者对市
场仍具有较大影响，股指期货市场效率有待提高。

9

沪深 300ETF 的推出是否改善了股指期货定价效率？

第三章 股指期货定价效率变化的衡量
本章介绍主要的研究数据并对沪深 300ETF 推出前后的股指期货的定价效率
进行衡量分析。首先，介绍持有成本模型并对股指期货定价效率的衡量方法进行
阐释说明；然后，对实证结果进行分析，探讨沪深 300ETF 推出后股指期货定价
效率的变化。

第一节 理论模型介绍
一、持有成本理论
本文采用 Cornell&French(1983)[31]提出的持有成本模型(Cost of Carry Model)
来计算股指期货的理论价格。持有成本模型说明股指期货的理论价格应等于现货
价格加上持有现货到期的成本，再减去持有期间现货的收益，有如下关系：
F e (t )  S (t )er (T t )  D(t , T )  S (t )e( r d )(T t )

（3.1）

其中， F e (t ) 为 T 时到期的期货合约在 t 时的理论价格； S (t ) 为 t 时的现货价格；

D(t , T ) 为期货持有期间所发放的股利值，d 为股利率。
二、定价偏误的衡量
大部分文献的研究方法都是将期货的错误定价定义为真实的期货交易价格

Ft  Ft e
与理论价格的偏离值与标的现货价值的比值，即 xt 
。本文研究的是股指
St
期货的错误定价，因此现货即为标的指数值。考虑了交易成本、执行滞后时间等
影响因素后，错误定价可以表示为 t 

Pt
，其中 Pt 是股指期货错误定价而进行
St

模拟套利的利润。
若无特别说明本文中股指期货的正向定价偏误是指股指期货价格大于理论
价格的定价偏误，反向定价偏误是指股指期货价格小于理论价格的定价偏误。
若无特别说明，本文中定价偏误的均值大小均是以百分比的形式表示。
三、构建股指期货的无套利区间
基于持有成本模型，本文构建股指现货以及沪深 300ETF 现货与股指期货的
无套利边界。
如果期货价格与理论价格相偏离，套利者会买入定价偏高的产品，卖出定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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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低的产品使得价格得到修正。考虑到市场的交易成本和其他市场摩擦存在的情
况，期货价格会在理论价格一定的区间内波动而不存在套利机会。交易成本主要
包括买卖期货和现货的费用和市场冲击成本。用下式表示期货价格的无套利区间：
[S (t )er (T t )  D(t , T )]  C  F (t )  [Ser (T t )  D(t , T )]  C

（3.2）

其中，C 表示套利所需的总交易成本。
四、定价偏误聚集现象的调整
针对国外股指期货市场的一些研究表明股指期货定价偏误存在明显的聚集
（clustering）现象，而 C Ma, L Liu, J Wang, J Chen（2012）[29]对中国股指期货的
研究发现，中国的股指期货定价偏误也存在明显的聚集现象。因此本文采用如下
的方法对已经考虑交易成本的股指期货定价偏误聚集现象进行调整，以期更精确
衡量股指期货定价偏误情况：只有在定价偏误（方向不变）持续出现 10⑤分钟或
者定价偏误方向发生变化的时候，才认定为新的定价偏误出现，这样就能对聚集
的定价偏误进行调整，对定价偏误进行精细化衡量。
五、股指期货定价效率衡量方法
沪深 300ETF 上市后股指期货定价效率的变化，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衡量：
首先，分别观测沪深 300ETF 推出前后两个区间的股指期货定价偏误的出现
次数和定价偏误的绝对值大小，来考察股指期货定价效率的变化情况。
其次，通过对股指期货定价偏误的聚集效应(clustering)进行调整，观测其定
价偏误出现的次数及平均持续时间来分析股指期货定价效率的变化情况。
最后，通过观测沪深 300ETF 推出后，股指期货定价偏误的方向变化来分析
沪深 300ETF 的推出是否有助于现货的做空，中国的股票市场，存在较大的卖空
限制，加之沪深 300 指数包含 300 只指数成分股，在沪深 300ETF 推出前，卖空
难以实现。随着沪深 300ETF 的推出，将对卖空现货提供便利，理论上将有助于
改善股指期货定价偏低的情况。

⑤

参考 Chung(1991)、Chu Q C, Hsieh W L G（2002）
，技术性假定，取 20min 或者 30min 进行调整，并不
影响研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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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实证分析
一、 实证数据选取
（一）样本数据的选取
在采用的研究数据方面，Chung(1991)1 提出：昔日学者使用指数与指数期货
的日价格数据，然而期货市场与指数市场交易时间不同，而且一天内的价格可能
会有不同的变化，故使用日内数据来分析会较为精确。因此本文采用高频数据对
股指期货的定价效率进行考量。采用沪深 300 指数、华泰柏瑞沪深 300ETF 报价、
沪深 300 股指期货价格以及沪深 300 成分股的日内 1min 高频数据。
样本区间选择：考虑到选取对称区间可以避免季节性效应的影响，同时也是
考虑到在所选样本区间沪深 300 成分股调整影响较小，本文样本区间以沪深
300ETF 上市时间 2012 年 5 月 28 日为分界线，选取两段对称的子区间，2011 年
7 月 15 日-2011 年 11 月 15 日与 2012 年 7 月 15 日-2012 年 11 月 15 日。
期货数据选择：在同一时点上股指期货有四种合约可以进行交易，包括当月、
下月及随后两个季月合约，每种合约在合约交割月份的第三个周五进行交割，为
了克服数据的不连续性，选取交易最活跃的合约，一般来说是当月合约。期货数
据包括符号、日期和期货交易价格。由于股指期货每天比 ETF 多交易 30 分钟，
为了保持数据一致性，剔除每天上午 9 点 15 分到 9 点 30 分与下午 3 点到 3 点
15 分的数据。

表 3-1 沪深 300 指数期货合约表
合约标的

沪深 300 指数

合约乘数

每点 300 元

报价单位

指数点

最小变动价位

0.2 点

合约月份

当月、下月及随后两个季月

交易时间

上午：9:15-11:30，下午：13:00-15:15

最后交易日交易时间

上午：9:15-11:30，下午：13:00-15:00

每日价格最大波动限制

上一个交易日结算价的±10%

最低交易保证金

合约价值的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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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交易日

合约到期月份的第三个周五，遇国家法定假日顺延

交割日期

同最后交易日

交割方式

现金交割

交易代码

IF

上市交易所

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

资料来源：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网站

沪深 300ETF 数据选择：
目前，市场上存在五只沪深 300ETF：嘉实沪深 300ETF、
华泰柏瑞沪深 300ETF、华夏沪深 300ETF、易方达沪深 300ETF 和南方开元沪深
300ETF。其中嘉实沪深 300ETF 和华泰柏瑞沪深 300ETF 首批推出，落在分析的样
本区间内，因此在这两者之间取舍。比较这两种沪深 300ETF，发现华泰柏瑞沪
深 300ETF 期现套利起点大幅降低，实现 T+0 交易方式，在流动性方面显著优于
嘉实沪深 300ETF，一申购单位等于三份完整股指期货合约的特点也使得华泰柏
瑞沪深 300ETF 更适合运用于期现套利中。综合考虑各方面因素，本文采用华泰
柏瑞沪深 300ETF 数据进行研究。

表 3-2 两种沪深 300ETF 比较表
基金名称

嘉实沪深 300ETF

华泰柏瑞沪深 300ETF

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

最小申购单位

200 万份

90 万份
（3 份完整的股指期货合约资产）

申购模式

沪深两市均实物申赎

沪市证券（实物）+深市证券现金替代

当日申购份额，T+2 日卖

当日申购份额，当日卖出或 T+2 日赎

出 或赎 回； 当日 赎回证

回；当日赎回沪市证券，当日可卖出或

券，T+2 日可卖出或申购； T+1 日可申购；非本市现金替代 T+2 日
交易规则

当日买入 ETF 份额，T+1

可用；当日买入 ETF 份额，当日可赎回

日可以赎回或卖出；当日

或 T+1 卖出；当日买入的证券，同日可

买入的证券，同日可以申

以申购 ETF 份额或 T+1 日卖出；当日申

购 ETF 份额或 T+1 日卖出

购且同日未卖出，清算交收完成后 T+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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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可卖出或赎回
不影响跟踪误差；需要承
对投资的影响

担融券成本，无法当日多

不影响跟踪误差；可以 T+0 多次交易，
现金替代具有不确定性

次交易

跟踪误差

基 金日 均跟 踪偏 离度的

基金力争将日均跟踪偏离度控制在

绝对值不超过 0.2%，年化

0.2%以内，年化跟踪误差控制在 2%以

跟踪误差不超过 2%

内

资料来源：
《嘉实沪深 300ETF 招募说明书》
、
《华泰柏瑞沪深 300ETF 招募说明书》

（二）市场相关参数的确定
1.无风险利率采用上证所七天回购利率的加权平均报价，在同一日的股指期
货的理论价格的计算中，采用一样的无风险利率。
2.股指红利的衡量：考虑到我国股市分红较少，分红政策不稳定，分红数据
较难确定，本文采用沪深 300 全收益指数⑥与沪深 300 指数对股利率进行衡量，
取两者日收益率之差作为股利率。
3.套利交易总成本包括交易成本与交易中涉及的保证金的资金占有成本。计
算如下：
（1）利用股票组合进行期现套利期现单边套利交易成本
正向套利：开始时，买入股票组合，建立股指期货空头；结束时，卖出股票，期
货平仓。
反向套利：开始时，融券卖出股票，建立股指期货多头；结束时，买入股票还券，
期货平仓。

⑥

沪深 300 指数与沪深 300 全收益指数的主要区别是对样本股分红派息的处理方式不同：当有样本股除
息（分红派息）
，沪深 300 指数不予修正，任其自然回落；沪深 300 全收益指数在样本股除息日前按
照除息参考价予以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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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 利用股票组合期现套利交易成本

单位：BP

现货
期货

融券
印花税

经手费

证管费

(日化)

交易

合计

冲击成本
佣金

正向成本

0.45

5

0.696

0.2

0

20

反向成本

0.45

5

0.696

0.2

1.18

20

8
8

34.346
35.526

注：
（1）部分数据来源于上海证券交易所 http://biz.sse.com.cn/sseportal/ps/zhs/sczn/jyfy2.shtml 及中金
所（2）融券年化费率为 8.6%，数据来源于中国银河证券官网。（3）套利交易成本主要是冲击成
本，但是无法精确衡量，往往带有主观判断，是在参考国内相关文献和咨询业界人士的基础上确
定的。

（2） 利用 ETF 进行期现单边套利交易成本
正向套利：开始时，建立股指期货空头，买入 ETF；结束时，卖出 ETF，期货平
仓。
反向套利：沪深 300ETF 是融资融券标的物，可以融入卖出构建现货空头。开始
时，建立股指期货多头，融入 ETF 卖出；结束时，买入 ETF 还券，期货平仓。

表 3-4 利用 ETF 套利交易成本

单位：BP

ETF
项目

期货

合计
ETF 佣金

冲击成本

融券

正向成本

0.45

8

10

0

18.45

反向成本

0.45

8

10

1.18

19.63

注：
（1）部分数据来源于上海证券交易所 http://biz.sse.com.cn/sseportal/ps/zhs/sczn/jyfy2.shtml 及中金
所（2）融券年化费率为 8.6%，数据来源于中国银河证券官网。
（3）套利交易成本主要是冲击成
本，但是无法精确衡量，往往带有主观判断，是在参考国内相关文献和咨询业界人士的基础上确
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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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保证金成本
股指期货的保证金比例为 12%，沪深 300ETF 融资融券保证金比例取 60%⑧，
按本文所取的上证七天回购利率平均值作为资金成本，基于高频数据的套利均在
日内完成，因此将利率日化进行计算，计算公式如下：
表 3-5 保证金资金占有成本

单位：BP
保证金成本

计算公式
2011 年

2012 年

股指期货

12%*r*股指期货合约价格

0.12

0.11

融券

60%*r*（融券卖出证券数量×卖出价格）

0.60

0.53

二、实证结果分析
本文对股指期货在沪深 300ETF 推出前后的定价偏误情况进行分析，并对股
指期货定价偏误的聚集现象进行调整，来衡量股指期货定价效率的变化情况。
（一）不考虑交易成本的情况下的定价偏误变化
在不考虑交易成本的情况下，将沪深 300 股指期货在样本区间的交易天数、
定价偏误情况汇总于表 3-6。沪深 300ETF 推出前后期间的沪深 300 股指期货的定
价偏误均值分别为 0.2689%和 0.1452%。沪深 300ETF 推出前，正向定价偏误占定
价偏误的 28.40%，其均值大小为 0.2166%，反向定价偏误占比为 71.6%，均值大
小为 0.2896%；沪深 300ETF 推出后，正向定价偏误占定价偏误的 71.27%，其均
值大小为 0.1792%，反向定价偏误占定价偏误的 28.73%，其均值大小为 0.0609%。
通过实证结果可以发现，沪深 300ETF 推出后，股指期货的定价偏误的大小减小
了，股指期货定价偏误的方向由沪深 300ETF 推出前的占多数的反向定价偏误变
成绝大多数为正向定价偏误。这是在不考虑交易成本得出的结论，实际上为了精
确描述定价偏误的情况，必须加入交易成本进行考虑。下文将对考虑交易成本的
定价偏误进行分析。

⑧

数据来源于中国银河证券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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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6 样本区间定价偏误描述性统计量（不考虑交易成本）
7/15/2011-11/15/2011

7/15/2012-11/15/2012

沪深 300ETF 推出前

沪深 300ETF 推出后

交易天数

84

85

指数与期货配对数

19680

20160

0.2689

0.1452

(0.17)

（0.12）

28.40%

71.27%

0.2166

0.1792

(0.16)

（0.13）

71.60%

28.73%

0.2896

0.0609

(0.17)

（0.04）

定价偏误均值
正向定价偏误比例
正向定价偏误均值
反向定价偏误比例
反向定价偏误均值

注：下文若无特别说明，
（）中均为百分比标准差

（二）考虑交易成本下的定价偏误情况
表 3-7 和表 3-8 总结了沪深 300ETF 推出前后，考虑了交易成本之后定价偏
误出现次数、比例、均值大小以及正反向定价偏误情况。从表 3.4 中可以看出，
不论是偏误出现次数或者是定价偏误出现比例，沪深 300ETF 推出前均明显比沪
深 300ETF 推出后高出许多，从定价偏误大小上看，沪深 300ETF 推出后的定价
偏误大小比之前具有明显的减少。
从表 3-8 的定价偏误的方向上可以看出，考虑了交易成本之后，沪深 300ETF
推出前，股指期货的定价偏误较多是反向的，并且反向定价偏误的均值大小明显
小于正向定价偏误均值大小，笔者认为，这是因为在推出 ETF 之前，反向套利
需要用现货做空，难度较大；沪深 300ETF 推出后，尽管正向定价偏误出现次数
较多，但是均值大小明显小于推出前，这与 Chu Q C, Hsieh W L G（2002）的研究结
果类似；沪深 300ETF 推出后，股指期货的定价偏误均为正向，说明在考虑交易

成本之后，市场价格小于理论价格的股指期货不存在期现套利机会。反向定价偏
误的明显减少可能与沪深 300ETF 提供了较为便利的卖空现货的途径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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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7 考虑交易成本的定价偏误统计
定价偏误
研究的样本期间

总观测数
出现次数

占观测数比例

均值大小
0.1192

ETF 推出前

19680

32.50%

6396

(0.084)
0.0477
ETF 推出后

20160

10.24%

2064

(0.034)
注：
（）中的数值为标准差

表 3-8 正反向定价偏误情况统计（考虑交易成本）
正向定价偏误

反向定价偏误

样
本

总观

占总定价
占观测数

期

测数

出现次数

均值
偏误比例

比例（%）
间

大小

占观测

占总定价

数比例

偏误比例

（%）

（%）

225.44

78.27

出现

均值

次数

（%）

大小

ETF
推

0.1110
19680

1389

7.06

21.73

0.1215
5007

出

(0.07)

(0.08)

前
ETF
推

0.0477
20160

出

2064

10.24

100

0

0

0

(0.04)

后
注：
（）中的数值为标准差

（三）对股指期货定价偏误聚集（clustering）现象进行调整
对考虑了交易成本的股指期货定价偏误，进行针对聚集现象的调整，结果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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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为表 3-9。从表 3-9 的结果可以发现，经过调整的股指期货定价偏误的出现频
率相对调整前出现了较大程度的下降，这反过来证明了股指期货定价偏误聚集现
象的存在。股指期货定价偏误方向的实证结果与前文一致，即股指期货定价偏误
的方向由沪深 300ETF 推出前占多数的反向定价偏误变为沪深 300ETF 推出后的
正向定价偏误。从定价偏误出现的持续时间上看，沪深 300ETF 推出后的股指期
货相邻定价偏误的时间间隔比沪深 300ETF 推出前的小，这一方面是定价偏误减
少所致，另一方面也可以说明沪深 300ETF 推出后，股指期货定价偏误的聚集现
象较为轻微。

表 3-9 对聚集效应进行调整后的定价偏误情况统计
相邻定价偏误
样本

观测

定价偏

正向定价偏

反向定价偏

期间

数

误总数

误占比（%） 误占比（%）

平均时间间隔（min）
总的

正向

反向

ETF 推出前

19680

958

21.62

78.38

6.67

6.71

6.67

ETF 推出后

20160

380

100

0

5.43

5.43

0

三、本章小结
本章基于持有成本模型计算股指期货的理论价格，考虑交易成本并通过对股
指期货定价偏误的聚集（clustering）现象进行调整，来研究沪深 300ETF 推出后，
股指期货定价效率的变化情况。通过实证，针对股指期货的定价效率变化情况有
如下结论：股指期货的定价偏误的大小随着沪深 300ETF 的推出而减小；沪深
300ETF 推出后，股指期货定价偏误的方向由沪深 300ETF 推出前的占多数的反向
定价偏误变成均为正向定价偏误，不存在反向定价偏误情况，这可能是因为沪深
300ETF 的推出使得现货做空只需融入 ETF 卖出便能实现，做空更便利，成本更
低，从而降低股指期货的反向定价偏误。对股指期货的聚集现象进行调整后发现，
股指期货定价偏误存在聚集现象，且在沪深 300ETF 推出后聚集现象较为不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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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基于沪深 300ETF 的股指期货的定价效率
根据持有成本理论，股指期货的理论价格应等于现货价格加上持有现货到期
的成本，再减去持有期间现货的收益，即 F e (t )  S (t )e

(r d )(T t)

。沪深 300ETF 推出

后，投资者可以将沪深 300ETF 视为股指期货的现货处理，因此本文推导出股指
期货相对沪深 300ETF 的定价关系，并对其定价效率进行实证研究，同时与相对
指数的定价效率进行比较分析，探讨沪深 300ETF 推出后，股指期货定价效率发
生的变化。

第一节 模型构建
一、股指期货相对沪深 300ETF 的定价关系
本章将沪深 300ETF 当作是股指现货，分析沪深 300ETF 和股指期货的价格关
系，当出现价格偏离时用沪深 300ETF 和股指期货进行套利交易。沪深 300ETF 与
股指期货的无套利区间的推导过程如下：
t 时 ETF 的价值：1000  ETF (t )  IX (t )  D(t  1, t )

（4.1）

其中， IX (t ) 是 t 时报告的现货指数水平；假设上次派发红利时间为 t-1，下次为
t+1， D(t  1, t ) 是沪深 300ETF 从上次 t-1 时派发红利到 t 时进入套利交易的时间
区间内的累积的现金红利；ETF 乘以 1000 倍是因为沪深 300ETF 设计为基金净值
为指数的千分之一。
多头套利的现金流：t 时进入时，以 F(t)卖出股指期货，买入 1000  ETF (t ) 。
期货空头在到期日现金流为：
F (t )  F (T )  F (t )  IX (T )

（4.2）

其中， F (T ) 是到期日期货价格，并且有 F (T )  IX (T ) 。
在到期日 T，ETF 多头的现金流为 1000  ETF (T ) 再加上 t+1 时刻的现金红利，
也就是 D(t  1, t  1) 。因此，ETF 多头在到期日的现金流为：
1000  ETF (t )  D(t  1, t  1)  IX (T )  D(t  1, T )  D(t  1, t  1)
（4.3）
 IX (T )  D(t  1, t )  D(t , 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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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多头套利的现金流
t 时现金流

T 时现金流

期货空头

0

F (t )  F (T )  F (t )  IX (T )

ETF 多头

1000  ETF (t )ask

IX (T )  D(t 1, t )  D(t, T )

借入

1000  ETF (t )ask

1000  ETF (t )ask er (T t )

报酬

0

F (t )  1000  ETF (t ) ask er (T t )
 D(t  1, t )  D(t , T )

为了实现无套利，T 时的报酬应该不大于 0，即无套利区间的上边界为：
F (t )  1000  ETF (t )ask er (T t )  D(t 1, t )  D(t , T )

（4.4）

表 4-2 空头套利的现金流
t 时现金流
期货多头
ETF 空头
借入
报酬

T 时现金流

F (t )  F (T )  F (t )  IX (T )

0

IX (T )  D(t  1, t )  D(t , T )

1000  ETF (t )bid

1000  ETF (t )bid er (T t )

1000  ETF (t )bid

 F (t )  1000  ETF (t )bid er (T t )

0

 D(t  1, t )  D(t , T )

同理可以推导空头套利的情况，得到无套利区间的下边界：
F (t )  1000  ETF (t )bid er (T t )  D(t 1, t )  D(t , T )

（4.5）

结合（4.4）
（4.5）式，同时考虑到交易成本，则 ETF 和股指期货的无套利边
界为：

1000  ETF (t )bid er (T t )  D(t  1, t )  D(t , T )  Cc  F (t )
 1000  ETF (t )ask er (T t )  D(t  1, t )  D(t , T )  Cc

（4.6）

可以发现，（4.6）式与传统的基于标的指数的无套利区间公式类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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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实证分析
一、数据说明
采用的数据同第三章，选取样本区间内的华泰柏瑞沪深 300ETF 报价、沪深
300 股指期货价格以及沪深 300 成分股的日内 1min 高频数据。
累计红利：沪深 300ETF 于 2012 年 12 月 24 日派发现金红利，每十份派 0.33
元，2012 年 5 月 28 日上市，因此，用无风险利率对红利进行贴现，算出累积红
利值。
无风险利率同第三章，采用上证所七天回购利率加权平均价格。
二、实证结果分析
对不考虑交易成本的样本内基于沪深 300ETF 的股指期货定价偏误的情况总
结为表 4-3，并将基于指数的定价偏误情况置于表中作为比较。从结果中可以发
现，基于沪深 300ETF 的定价偏误大小较基于指数的定价偏误的要小，初步判断
基于沪深 300ETF 的股指期货定价关系更为紧密。
同时，考虑交易成本，利用（4.6）式对基于沪深 300ETF 的股指期货定价偏
误进行计算，结果总结在表 4-4，同理将基于指数的股指期货定价偏误情况置于
表 4-4 中作为比较。基于沪深 300ETF 的股指期货的定价偏误的方向与基于指数
的一致，在考虑交易成本之后，均为正向。将基于沪深 300ETF 的定价偏误与基
于指数的定价偏误对比可以发现，基于沪深 300ETF 的定价偏误在出现次数上略
有减少，而且定价偏误的大小均值上显著比基于指数的股指期货定价偏误低。实
证结果说明股指期货相对沪深 300ETF 的定价关系较为紧密，这可能是因为比起
一篮子股票，基于沪深 300ETF 的股指期货定价偏误更易用沪深 300ETF 进行套利
交易来进行消除，沪深 300ETF 推出后，投资者更倾向于将沪深 300ETF 视作股指
期货的现货。

表 4-3 不考虑交易成本的定价偏误描述性统计量
沪深 300ETF 推出后：7/15/2012-11/15/2012
基于指数的定价偏误

基于沪深 300ETF 的定价偏误

指数与期货配对数

20160

20160

定价偏误均值

0.1452

0.0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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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向定价偏误比例

（0.12）

（0.06）

71.27%

79.78%

0.1792

0.0909

（0.13）

（0.06）

28.73%

20.22%

0.0609

0.0433

（0.04）

（0.04）

正向定价偏误均值
反向定价偏误比例
反向定价偏误均值

表 4-4 基于沪深 300ETF 的股指期货定价偏误情况（考虑交易成本）
定价偏误出现次数
总体情况

定价偏误均值大小

正向占比（%） 反向占比（%）

总体情况

正向

0.0306

0.0306

(0.03)

(0.03)

0.0477

0.0477

(0.04)

(0.04)

反向

基于
沪深

1706

100

0

-

300ETF
基于
沪深
2064

100

-

300

-

指数
注：
（）中的数值为标准差

三、本章小结
本章基于持有成本模型，推导出股指期货的理论价格与沪深 300ETF 价格的
定价关系，并对其进行相应的研究，结果发现：总体上，基于沪深 300ETF 的股
指期货定价偏误与基于指数的股指期货定价偏误趋势一致，但是定价偏误出现次
数较少，而且基于沪深 300ETF 的股指期货定价偏误均值明显较小，说明股指期
货与沪深 300ETF 的定价关系更为紧密，而这可能是因为沪深 300ETF 推出后，比
起指数，市场更倾向于将具有交易优势的沪深 300ETF 视作对应的现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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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定价效率变化的建模检验
本章利用影响定价偏误的因素对股指期货的定价偏误建立模型，进行回归分
析，以对前文的实证结果进行进一步的检验。在不考虑交易成本的情况下，选取
可能影响股指期货定价偏误的变量，进行多变量线性模型回归分析；在考虑交易
成本的情况下，针对将落在无套利区间内的定价偏误数值定义为 0 的设定，从而
定价偏误体现出被截断(Truncated)的特点，本章利用归并模型(Tobit 模型)进行回
归分析，以避免采用最小二乘法进行估计，易导致估计偏差不一致的情形。

第一节 理论模型介绍与设定
一、归并(Tobit)模型介绍
计量经济学当中经常能碰到数据的归并问题，简单地说，归并数据即是被解
释变量在某个区间的观测值都转化为同一个值。比如，研究电影院的座位需求情
况，电影院总的座位是 10000 个。如果实际的需求量少于 10000，那么观测到的
需求量就等于实际需求量；但如果实际需求量大于（等于）10000，那么实际可
观测到的需求数量只能为 10000。这时我们说需求量数据被归并，即所有大于
10000 的数据都被归并为 10000。
（一）归并数据的分布特征
引入被部分观测到的潜在随机变量 y*，y*的实际观测变量为 yi。引入二元指
示变量 Di，如果 ai<y*<bi，Di= 1；否则，Di = 0。即 Di 表示变量 y*是否可以被观测
得到。（ai, bi）称为观测区间。如果对于 Di = 1 和 Di = 0 都有实际观测数据，当
Di = 1 时，潜在变量与实际观测变量相等，当 Di = 0 时，实际观测变量同样有取
值，但不等于潜在变量，这时称数据被归并（censored），即小于 ai 的数据被归
并为 ai，而大于 bi 的数据被归并为 bi。用数学符号表示为：
ai ,如果yi*  ai

yi   yi* ,如果ai  yi*  bi

*
bi ,如果yi  bi

（5.1）

如果只有当 Di = 1 时实际观测变量 yi 才有观测数据，即：当 Di = 1 时，潜在
变量与实际观测变量相等，而当 Di = 0 时，yi 没有观测值，这时称数据被截断
（truncated），即小于 ai 的数据和大于 ai 的数据被截断了。因此截断数据与归并
数据的区别在于，对于观测区间外的数据，归并数据将其都归并为一点，而截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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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没有观测值。
归并数据按照归并点 ai, bi 是随机的还是确定的分为固定归并（ fixed
censoring）和随机归并（random censoring）两种。如果 ai, bi 是确定性的，我们
称之为固定归并；如果 ai, bi 是随机的，我们称之为随机归并。
归并数据按照归并点与观测区间的关系还可以分为左边归并和右边归并。如
果：
*

ai ,如果yi  ai
yi   *
*

 yi ,如果yi  ai

（5.2）

称潜在变量 y*被从下面归并（censored below）或者从左边归并（censored from left）；
如果：
bi ,如果yi*  bi
yi   *
*
 yi ,如果yi  bi

（5.3）

称潜在变量 y*被从上面归并（censored above）或者从左边归并（censored from
right）。
（二）Tobit 模型
Tobin 在 1958 年第一次提出归并模型，因此归并模型又称为 Tobit 模型。设
潜在变量 y*的回归模型为：
yi*  xi β   vi
yi  0,如果yi*  0 ，

（5.4）

yi  y ,如果y  0
*
i

*
i

衡量 Tobit 模型是否合适的一种方法是将 Tobit 模型的估计结果与 Probit 模
型 的 估 计 结 果 相 比 较 。 由

Tobit

模 型 的 设 定 ，

P( y  0)  P( yi*  0)  P(vi  xi β /  )  1  (xi β /  ) ， P( yi  0)  (xi β /  ) 。因此，如

果将 y 降级为二元选择变量 w（如果 y=0，w=0；如果 y0，w=1），那么上述 Tobit
模型就转化为 Probit 模型。如果 Probit 模型估计的结果与 Tobit 模型的估计结果
近似相同，说明 Tobit 模型设定合适；否则，Tobit 模型的设定不合适。需要注意
的 是 ， 在 Probit 模 型 中 ， P( y  1| x)  E( y | x)  (xγ) ； 而 在 Tobit 模 型 中 ，
P(w  1)  xβ
( / 。
) 因此，应该将 Probit 模型中的参数估计量 γ̂ 与 Tobit 模型中的

参数估计量 βˆ / ˆ 进行比较。如果 γ̂ 与 βˆ / ˆ 符号不同，或者二者差异很大，都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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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bit 模型设定不合适。
二、对定价偏误的建模分析
（一）多变量线性模型
本章采用日交易数据对不考虑交易成本的股指期货定价偏误进行回归分析。
模型变量包括与沪深 300ETF 有关的变量以及对定价偏误相关的其他变量，同时
在模型中引入虚拟变量来对沪深 300ETF 推出后股指期货定价偏误的变化进行刻
画。这样不但可以估计沪深 300ETF 推出后股指期货定价偏误的变化，对前文的
实证结果进行进一步验证，而且通过控制其他影响因素，可以验证股指期货定价
效率的变化是由沪深 300ETF 的推出引起的。
1.模型设定
参考已有对股指期货的定价偏误的研究，考虑可能影响定价偏误的因素，对
股指期货的定价偏误进行多变量建模回归分析。主要涉及下列变量：
股指期货的相关变量。  t ：t 日在不考虑交易成本的情况下的平均事后(ex
post)定价偏误绝对值大小。 F t ：股指期货的价格波动，用期货价格的变动的对
数形式来表示。Fmatt ：股指期货的期限，用距离到期日的天数的对数形式表示。
ETF 的变量。 ETFturnt ：表示 ETF 的交易量，用 t 日的交易份额占总流通份
额的比例来表示，在 ETF 推出前的时间区间 t 为 0。
沪深 300 指数股流动性的变量：Hegde and McDermott(2004),De Winne et
al(2011)的研究表明，ETF 的推出会通过影响指数成分股的交易量和价差来提高
指数股的流动性，因此本文选取沪深 300 指数成分股的交易量和买卖价差来作为
沪深 300 指数流动性指标。具体地， HSturnt ：表示沪深 300 指数成分股的总交
易量； HSsprt ：表示指数成分股的加权平均买卖价差。
建立下列多变量线性模型对不考虑成本的事后定价偏误  t 进行分析：

t  0  1F t   2 Fmatt  3 HSturnt   4 ETFt  HSsprt
5 ETFt   6 ETFturnt   t

（5.5）

其中， ETFt 为虚拟变量：在沪深 300ETF 推出之前的时间区间值为 0，推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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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的值为 1。通过对上述模型进行回归估计，观测  5 的回归结果可以检测沪深
300ETF 推出后，股指期货定价偏误的变化。如果  5 显著为负，那么就说明沪深
300ETF 推出后，股指期货的定价效率改善了，反之亦然。
（二）Tobit 模型回归分析
考虑交易成本的情况下，将落于股指期货无套利区间内的事后(ex post)套利
利润设为 0，即将考虑交易成本之后套利不为正的事后套利利润视作零，这样股
指期货事后套利利润将呈现出一段连续的零值。模型表示如下：

t  0  1F t   2 Fmatt  3 HSturnt   4 ETFt  HSsprt  5 ETFt   6 ETFturnt   t
 t ,如果 t  0
t  
0,如果 t  0

（5.6）

其中，模型中的自变量与模型（5.5）的一致。

第二节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多变量线性模型实证结果
对模型（5.5）进行 OLS 回归分析。回归结果如下表：

表 5-7 多变量线性回归结果（不考虑交易成本）
Variable

Coefficient

Std. Error

t-Statistic

C

-8.19E-07

1.01E-06

-0.814734

HSsprt

4.01E-08

3.93E-08

1.019541

Fmatt

2.83E-07

9.20E-08

3.075882***

ETFt

-4.20E-06

2.33E-06

-1.802575*

HSturnt

-0.002431

0.002243

-1.083942

F t

1.19E-06

9.77E-07

1.213624

ETFturnt

-5.58E-07

6.68E-07

-0.835809

注：*、**、***分别表示在 10%、5%和 1%置信度下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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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10%置信度下， ETFt 的系数显著为负，表明了沪深 300ETF 推出后，股指
期货定价偏误降低了。 Fmatt 的系数显著为正，说明股指期货的到期时间越长，
定价偏误越大，股指期货的定价偏误随着到期时间的临近而不断减小，这与 Bhatt,
Cakici (1990)、Switzer L N, Varson P L, Zghidi S.(2000)等研究一致。
二、对考虑交易成本的定价偏误的 Tobit 模型分析
表 5-8 为 Tobit 模型的估计结果。可以发现，对考虑交易成本的股指期货定
价偏误的 Tobit 模型估计结果与（5.5）的估计结果一致，在 10%置信度下， ETFt
的系数显著为负，说明在沪深 300ETF 推出后，股指期货的定价偏误减小了，股
指期货定价效率提高了，Fmatt 的系数显著为正，说明股指期货的到期时间越长，
定价偏误越大，股指期货的定价偏误随着到期时间的临近而不断减小。其他变量
在选定的置信度下，回归结果并没有显著性。

表 5-8 Tobit 回归结果
Variable

Coefficient

Std. Error

z-Statistic

C

-0.002901

0.002089

-1.388958

HSsprt

0.000279

0.000732

0.381077

Fmatt

0.002399

0.001232

1.947089*

ETFt

-0.004813

0.002641

-1.822416*

HSturnt

-2.183013

4.174315

-0.522963

F t

0.000314

0.000394

0.798614

ETFturnt

-0.001240

0.001181

-1.049621

注：*、**、***分别表示在 10%、5%和 1%置信度下显著

三、本章小结
本章利用影响定价偏误的因素对股指期货的定价偏误建立模型，进行回归分
析，是以对前文的实证结果进行进一步的检验。在不考虑交易成本的情况下，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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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对可能影响股指期货定价偏误的变量，进行多变量线性模型回归分析；在考虑
交易成本的情况下，针对因将落在无套利区间内的定价偏误数值定义为 0 的设定，
从而定价偏误体现出被截断(Truncated)的特点，本章利用归并模型(Tobit 模型)进
行回归分析。实证结果表明：沪深 300ETF 推出后，股指期货定价偏误减小了，
定价效率提高了，这与前文的实证结果保持一致性，同时研究还发现股指期货的
到期时间越长，定价偏误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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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股指期货定价效率的影响机制研究——基于 VAR 模型
上文呈现了沪深 300ETF 推出后，股指期货定价效率的变化情况，本章将进
一步从实证分析的角度来研究沪深 300ETF 对股指期货定价效率的影响途径以及
股指期货定价效率发生变化的原因。
沪深 300ETF 可能直接通过影响期现套利来影响股指期货定价效率，也可能
通过影响沪深 300 指数市场而间接影响股指期货定价效率，而且从某种意义出发，
沪深 300ETF 与沪深 300 股指期货都具有对沪深 300 指数进行投资的功能，因此
沪深 300ETF 对股指期货也可能具有替代投资作用。本章首先，将基于 VAR 模
型的思想，建立沪深 300ETF、沪深 300 指数和股指期货三者之间的三变量 VAR
模型，通过 Granger 因果检验确定三者之间的相关关系，其次，在 VAR 模型中
通过脉冲响应和方差分解分析来确定各变量影响股指期货定价效率变化的权重，
以探讨沪深 300ETF 是如何影响股指期货定价效率，最后，结合实证结果试图对
定价效率的变化进行解释。

第一节 向量自回归(VAR)模型基本理论
一、VAR 模型
向量自回归模型（VAR 模型）是 20 世纪 80 年代初出现的一种新型计量经济
学建模技术，由 Sargent(1978)[32], Sims(1980)和 Litterman(1980)等人首先提出并逐
渐发展。向量自回归模型是一种单一的时间序列回归模型，由具有较强相关关系
的经济变量构成一个向量系统，系统内各变量间相互关系主要通过变量的多级滞
后回归予以说明，模型的动态结构是由数据来确定的，是一种非结构化模型。因
此，在实际操作中，VAR 只需要确认哪些内生或者外生的的变量即可。
例如：VAR（p）模型可以表示为：

Yt  A0  A1 yt 1 

其中， y1 , y2 ,

 Ap yt  p  B0 zt  B1 zt 1 

, yn 为内生变量， z1 , z2 ,

 Br zt r   t

, zm 为外生变量，p 是内生变量的滞

后数，r 是外生变量的滞后数， A0 是截距的 n×1 矢量， A1 , A2 ,
内生变量 p 期时与其当前值的 n×n 系数矩阵，B1 , B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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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滞后值与内生变量当前值的 n×m 系数矩阵，  t 是误差项的 n×1 的白噪声
向量，服从独立正态分布。
在系统的动力机制中，较大的 A1 , A2 ,

, Ap 暗示 y1 , y2 ,

, yn 对 t-1 期具有更

大的调整速度和反应，这样能够对长期均衡的偏离进行快速的修正，说明变量的
协整关系在加强；反之，较小的 A1 , A2 ,
慢，协整关系较弱。同理，B1 , B2 ,

, Br

, Ap 说明短期对长期均衡的调整速度缓

表示外生的变量，可以得到类似的结论。

与其他模型类似，建立 VAR 模型后需要判断该模型是否恰当，系统是否稳
定，这可以根据 AR 特征多项式根的倒数是否都处于单位圆内来进行判断。
二、脉冲检验
脉冲响应函数的主要作用是分析当模型受到一个单位的内生变量的影响作
用时，整个经济系统的所作出的动态变化。对于一个多变量的 VAR（p）模型，
脉冲响应函数的数学形式为：
yt   I k  C1 L  C2 L2 

 C p Lp   t ，

t=1，2，…，T

（6.2）

 C p Lp   I k

（6.3）

其中，系数矩阵 Ci 满足下列方程关系：

I

 A1 L 

k

 Ap Lp  I k  C1 L 

假定在基期， y j 受到一个单位的脉冲，则由 y j 的脉冲造成的 yi 累积影响的
表达式为：


c
q 0

(q)
ij

，其中 cij( q ) 

yt  q
 jt

，

q=0，1，…，T

（6.4）

这就是脉冲响应函数。比较不同滞后期数的脉冲响应，就可以确定一个变量
对另一个变量影响的时滞。
三、Granger 因果检验
格 兰 杰 因 果 检 验 （ Granger Causality Test ）， 是 由 Granger （ 1969 ） 和
Sims(1972)[[33]]提出，格兰杰因果检验实质是确定一个变量能否有助于预测另一个
变量。其方程为：
m

m

i 1

i 1

At   0   i Bt i   i Bt i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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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假设为 H0： i , i  1,..., m ，若零假设成立，表示 B 不是 A 的格兰杰起因；若零
假设被拒绝，则说明 B 有助于对 A 的预测，B 是 A 的格兰杰原因。F 统计量为：
F

( SSER  SSEU ) / M
~  m2
SSEU / (T  2m  1)

（6.6）

其中， SSER 是约束方程的残差平方和， SSEU 是无约束方程的残差平方和，T 是
样本容量。用似然比 LR 检验确定之后阶数。格兰杰因果检验仅仅表明变量在统
计意义上的因果关系。对应的，检验 A 是否为 B 的格兰杰原因，其回归方程为：
m

m

i 1

i 1

Bt  c0   ai At i   bi At i  et

（6.7）

四、模型构建
（一）理论基础
Kurov and Lasser(2002)[20]、Hegde and McDermott(2004)[22]等研究认为，由于
ETF 低廉的交易成本，在期现套利中通常用其来建立现货头寸。因此 ETF 的推出
将促进期现套利交易，从而提高股指期货的定价效率。
Chung(1991)[1] 、Miller,Muthuswamy,and Whaley(1994)[2] 认为期货价格偏离
（套利机会）很可能是交易成本、交易非同步性或者指数市场的低流动性的函数。
对指数的期现定价关系的实证研究表明指数流动性和交易成本对无套利定价关
系具有增强作用，较高的交易成本或者是较低的流动性的市场环境下，定价偏离
程度要更严重套利者才会进行套利交易。Roll et al.(2007)[12]、Chordia etal.(2008)[34]、
Chen etal(2009)[29].等研究表明指数流动性在股指期货价格回归均衡的过程中起
到很重要的作用。当指数市场流动性高的时候，指数期货的价格回归均衡的速度
变快，流动性和定价效率之间存在显著的关系。Hegde and McDermott(2004)[22],
Madura and Richie(2007)[5], De Winne et al.(2011)[4]等人的研究表明，ETF 的推出
提高了标的指数市场的流动性。
Gresse C, Deville L, De Séverac B.(2012)[26]、S Tungsong, G Srijuntongsiri（2011）
[28]

的研究则认为 ETF 的推出，因其诸如风险较低、初始投资较少等特点，可能为

长期头寸套期保值者或者流动性交易者等市场中的某些特定交易者提供指数期
货的替代投资选择，从而影响指数期货市场的交易，进而对指数市场的定价效率
造成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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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述的研究结果可以看出，ETF 的推出可能直接促进期现套利而提高股指
期货市场的定价效率，也可能通过影响股市的流动性间接对股指期货市场效率起
作用。此外，ETF 的推出还可能会对指数期货市场起到替代投资作用，从而影响
指数期货市场的交易，对指数市场的定价效率造成影响。因此，ETF 的推出将对
与标的指数相关的市场均造成影响，促进整个市场结构的调整及变化。
参考上述研究结论，本文分别选取沪深 300ETF 市场、沪深 300 指数市场和
沪深 300 股指期货市场的相关变量建立三变量的 VAR 模型，对沪深 300ETF 对
股指期货定价效率的影响方式及股指期货定价效率发生变化的原因进行探讨。
（二）模型构建
本章选取沪深 300ETF、沪深 300 股指期货、沪深 300 指数成分股在所选样
本区间内的 1min 高频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对每个交易日，将交易时间从 9:30 到
15:00 分为 12 个子区间，每个区间长度为 30min，并标记为 n（n 为 1 到 12 的整
数）
，对每个子区间，分别计算沪深 300ETF 市场、沪深 300 指数市场和沪深 300
股指期货市场的相关变量。具体如下：
股指期货定价偏误指标  n ：计算不考虑交易成本的事后(ex post)股指期货定
价偏误，作为股指期货市场定价效率的变量指标。
沪深 300 指数市场流动性指标 hssprn 12：沪深 300 指数成分股的加权平均买
卖报价差，即先计算每只沪深 300 指数成分股在每个子区间的平均买卖价差，然
后根据各成分股的权重进行加权平均。
沪深 300ETF 的交易活跃程度指标 etfturnn ：计算每个子区间的沪深 300ETF
交易量来表示。
据此建立如下的三变量的 VAR 模型进行分析：

12

参考 Hegde and McDermott(2004),De Winne et al(2011)等，ETF 的推出将通过影响指数成分股的买卖

价差来影响指数市场的流动性。张铮、李怡宗、张玉龙、刘翔（2013）表明利用买卖价差来反映中国股市
流动性是合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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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p
p

1
2








hsspr

 i3etfturnn i  n
n
n

i



0
i
i
n i

i 1
i 1
i 1

p
p
p

1
2
3
hsspr
hssprn  0   i  n i   i hssprn i   i etfturnn i  n （6.8）
i 1
i 1
i 1

p
p
p

1
2
3

etfturnn  0   i  n i   i hssprn i   i etfturnn i  n
i 1
i 1
i 1


用基于  2 统计量的 Wald 检验来对每组变量进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原假
设均为变量 X 是 Y 的格兰杰原因。

第二节 基于 VAR 模型的实证分析
一、VAR 模型回归结果与分析
（一）VAR 模型回归结果及稳定性检验
经过 ADF 单位根检验，三个序列一阶平稳。对模型（6.8）进行回归估计，
本文采用 AIC 准则选择滞后长度，滞后阶数为 7。对模型的回归估计结果整理成
表 6-1。

表 6-1 VAR 模型估计结果



 (1)

 (2)

 (3)

 (4)

etfturn

hsspr

0.211036***

-0.097625**

0.070332

(0.06772)

(0.04806)

(0.04381)

[ 3.11627]

[-2.03132]

[ 1.60549]

-0.015399

-0.064782

-0.041112

(0.06744)

(0.04786)

(0.04363)

[-0.22832]

[-1.35348]

[-0.94234]

-0.079328

-0.077733*

0.057420

(0.06508)

(0.04619)

(0.04210)

[-1.21891]

[-1.68302]

[ 1.36390]

-0.077143

0.069194

0.142877***

(0.06455)

(0.04581)

(0.04176)

[-1.19506]

[ 1.51043]

[ 3.42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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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6)

 (7)

etfturn(1)

etfturn(2)

etfturn(3)

etfturn(4)

etfturn(5)

etfturn(6)

etfturn(7)

0.009537

-0.033680

0.019080

(0.06586)

(0.04674)

(0.04260)

[ 0.14481]

[-0.72060]

[ 0.44786]

-0.108090*

0.094608**

0.061502

(0.06465)

(0.04588)

(0.04182)

[-1.67192]

[ 2.06204]

[ 1.47061]

-0.261229***

0.018272

-0.016907

(0.06306)

(0.04475)

(0.04079)

[-4.14266]

[ 0.40830]

[-0.41448]

-0.092849

0.008093

0.138209**

(0.09878)

(0.07010)

(0.06390)

[-0.93996]

[ 0.11545]

[ 2.16295]

-0.244051**

0.041814

0.073310

(0.09847)

(0.06988)

(0.06370)

[-2.47845]

[ 0.59836]

[ 1.15091]

0.029337

0.137381**

0.108553*

(0.09680)

(0.06869)

(0.06261)

[ 0.30309]

[ 1.99992]

[ 1.73366]

-0.067723

0.105648

-0.072310

(0.09755)

(0.06923)

(0.06310)

[-0.69426]

[ 1.52611]

[-1.14593]

0.216701**

0.164102**

0.061928

(0.09454)

(0.06709)

(0.06116)

[ 2.29215]

[ 2.44588]

[ 1.01262]

-0.091288

-0.080661

-0.012614

(0.09746)

(0.06917)

(0.06305)

[-0.93664]

[-1.16618]

[-0.20007]

0.079697

0.158997**

-0.004032

(0.09625)

(0.06831)

(0.06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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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sspr (1)

hsspr (2)

hsspr (3)

hsspr (4)

hsspr (5)

hsspr (6)

hsspr (7)

C

[ 0.82798]

[ 2.32760]

[-0.06475]

-0.034221

-0.029235

0.068384

(0.10758)

(0.07635)

(0.06959)

[-0.31808]

[-0.38291]

[ 0.98261]

0.724880***

-0.070479

-0.362145

(0.10899)

(0.07735)

(0.07050)

[ 6.65101]

[-0.91122]

[-5.13665]

0.320809**

-0.068692

-0.030790

(0.12517)

(0.08883)

(0.08097)

[ 2.56299]

[-0.77330]

[-0.38027]

0.699982***

-0.146987*

-0.170423**

(0.11781)

(0.08361)

(0.07621)

[ 5.94168]

[-1.75809]

[-2.23629]

0.146126

0.202303**

-0.082698

(0.12347)

(0.08763)

(0.07987)

[ 1.18347]

[ 2.30872]

[-1.03538]

0.475268***

0.068439

-0.118802

(0.11668)

(0.08281)

(0.07548)

[ 4.07317]

[ 0.82648]

[-1.57396]

-0.308210***

0.182410**

-0.182189**

(0.11735)

(0.08328)

(0.07591)

[-2.62638]

[ 2.19027]

[-2.39999]

-21.49952***

-4.205786**

7.158417***

(2.80192)

(1.98846)

(1.81251)

[-7.67313]

[-2.11510]

[ 3.94945]

注：
（1）
（）中的数值为标准差，[]中为 t 统计量；
（2）*、**、***分别表示在 10%、5%、1%置信度下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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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上述的三变量的 VAR 模型的稳定性进行检验，如下图所示。检验结果表
明 VAR 模型的特征方程根的倒数都在单位圆内，因此上述三变量 VAR 模型是稳
健的。同时对 VAR 残差序列相关性和异方差性进行检验，结果表明不存在序列
相关和异方差情况，因此上述模型是有效的。

Inverse Roots of AR Characteristic Polynomial
1.5

1.0

0.5

0.0

-0.5

-1.0

-1.5
-1.5

-1.0

-0.5

0.0

0.5

1.0

1.5

图 6-1 单位根检测图

（二）VAR 模型回归结果的分析
通过对三变量的 VAR 模型的估计，可以发现，在 5%置信度下，存在 ( i3 )ip 存
在显著为负的情况，说明股指期货的定价效率随着沪深 300ETF 的交易量的增加
而有所提高； (i1 )ip 存在显著为正的情况，说明股指期货定价偏误增加时会促进
沪深 300ETF 的交易。实证结果表明确实存在沪深 300ETF 的交易促进了股指期货
的期现套利从而促进股指期货定价效率的提高，即沪深 300ETF 的推出能够直接
促进期现套利而提高股指期货定价效率。
( i2 )ip 存在显著为正的情况，说明股指期货定价效率随着沪深 300 指数的流

动性的增加而提高了； (i1 )ip 存在显著为正的情况，说明沪深 300 指数流动性会
随着股指期货定价效率的提高而提高。因此，股指期货的定价效率与沪深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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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数的流动性密切相关，股指期货定价效率的提高有可能受益于沪深 300 指数流
动性的提高。此外， (i3 )ip 存在显著为正的情况，说明沪深 300 指数成分股的流
动性会随着沪深 300ETF 的交易而降低，这说明沪深 300ETF 可能对股指期货存在
间接的影响作用，能够间接通过影响沪深 300 指数流动性而影响股指期货定价效
率。
二、脉冲响应分析
本文接着对期货定价偏误对沪深 300ETF 以及股票市场进行脉冲响应分析。
脉冲响应函数图反应的是一个变量单位标准差新息的一次性的正向冲击对另一
个变量当期值和未来值的影响。总体来看，这些变量对自身冲击的脉冲反应都随
着时间在减弱，这证实了这些变量的平稳性。

Response to Cholesky One S.D. Innovations ± 2 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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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2 脉冲响应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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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格兰杰因果检验
针对沪深 300ETF 市场、沪深 300 指数市场和沪深 300 股指期货市场三者之
间的引起和被引起的关系，本文对选取的三个变量进行 Granger 因果关系检验，
详细结果如表 6-2。
从格兰杰因果检验的实证结果上可以看出，在 5%置信度下， n 和  nhsspr 具有
双向的因果关系，这说明股指期货的定价效率和指数流动性具有直接的影响关系。

 netfturn 和  n 具有双向的因果关系，说明股指期货定价效率确与沪深 300ETF 的交
易有关。此外，接受  netfturn 不能格兰杰引起  nhsspr 的假设，这说明沪深 300ETF 的交
易与股市流动性存在单向的格兰杰因果关系。这与之前的 VAR 模型估计结果基
本一致。
由实证结果可以发现：沪深 300ETF 的交易增加能够提高股指期货定价效率，
而股指期货定价效率降低会促进沪深 300ETF 交易的增加，因此沪深 300ETF 能够
促进期现套利从而提高股指期货定价效率的理论成立。另外，沪深 300 指数流动
性的提高是引起股指期货定价效率的提高的格兰杰原因，而且股指期货定价效率
的提高是引起沪深 300 指数流动性提高的格兰杰原因，沪深 300 指数的流动性与
股指期货的定价效率之间存在紧密联系，这与目前国外的研究结果是一致的，沪
深 300 指数流动性的提高能够促进股指期货定价效率的提高。

表 6-2
选取的变量

Granger 因果关系检验结果
原假设

 2 统计

P值.

R2 does not Granger Cause R1

29.84712

0.0001***

R1 does not Granger Cause R2

94.60459

0.0000***

R3 does not Granger Cause R1

13.35227

0.0640*

R1 does not Granger Cause R3

17.60336

0.0139**

R3 does not Granger Cause R2

14.18968

0.0479**

R2 does not Granger Cause R3

23.29565

0.0015***

R1与R2

R1与R3

R2与R3
注：
（1）R1，R2，R3 分别表示 hsspr ，  ， etfturn
（2）***、**、*分别代表在 1%、5%和 10%的显著水平下拒绝原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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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基于 VAR 模型实证结果探讨股指期货定价效率变化原因
第三章对沪深 300ETF 推出前后股指期货定价效率变化的实证分析，发现
沪深 300ETF 推出后，股指期货定价效率提高了。通过上文的三变量 VAR 模型
的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确实存在沪深 300ETF 通过促进股指期货的期现套利从而
提高股指期货定价效率，此外，沪深 300 指数的流动性的提高也可以促进股指期
货定价效率的提高，但是对于沪深 300 指数流动性的变化情况尚不明确，尚需实
证验证，鉴于此，下文对股指期货推出前后的沪深 300 指数流动性进行比较。
为了与上文的模型实证保持一致，沪深 300 指数流动性的分析指标沿用上文
VAR 模型的指数流动性变量 hssprn 。对沪深 300ETF 推出前的期间的流动性指标
计算与沪深 300ETF 推出后的期间一样，都是采用沪深 300 指数成分股的 1min
高频数据，对沪深 300 指数成分股买卖价差均值以各指数成分股权重进行加权平
均。
数据的处理结果整理为表 6-3，从表中可以看出，沪深 300ETF 推出后，沪
深 300 指数的买卖价差变小了，即沪深 300 指数流动性提高了。实证结果说明股
指期货定价效率的提高确有部分得益于沪深 300 指数流动性的提高，但是并无充
分证据证明沪深 300 指数流动性的变化是沪深 300ETF 的推出所致。

表 6-3 沪深 300ETF 推出前后指数流动性对比
沪深 300ETF 推出前

沪深 300ETF 推出后

7/15/2011-11/15/2011

7/15/2012-11/15/2012

均值

2.1530

2.0057

标准差

0.0489

0.0488

中位数

1.8501

1.6666

标准差

1.4740

1.4823

方差

2.1728

2.1971

峰度

34.0011

29.8867

偏度

4.8063

4.4366

观测数

910

924

流动性指标统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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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股指期货定价偏误的方向，考虑到沪深 300ETF 申购赎回交易的便利
性，很有可能是因为沪深 300ETF 更利于现货做空，促进了反向套利，从而减少
了反向定价偏误，但是 C Ma, L Liu, J Wang, J Chen(2012)[29]和林璟（2013）[30 等
研究均认为，中国的股指期货定价偏误主要由正向定价偏误占主导，因此不能完
全排除股指期货定价偏误主导方向发生变化与沪深 300ETF 的推出无关的可能性。
三、本章小结
本章通过建立沪深 300ETF、沪深 300 指数和股指期货之间相关变量的三变
量 VAR 模型进行实证分析，以探讨沪深 300ETF 是如何影响股指期货定价效率，
并基于 VAR 模型的实证结果探讨沪深 300ETF 推出后股指期货定价效率变化的
原因。结果发现：
1.沪深 300ETF 通过促进股指期货期现套利从而提高股指期货定价效率。
2.沪深 300 指数的流动性与股指期货的定价效率具有双向的因果关系，沪深
300 指数市场流动性对股指期货定价效率有显著的影响作用，股指期货定价效率
的提高部分受益于沪深 300 指数流动性的提高。
3.沪深 300ETF 的推出很可能通过促进反向套利，从而减少了股指期货的反
向定价偏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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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结论及研究展望
第一节 研究结果总结
本文采用沪深 300 指数、华泰柏瑞沪深 300ETF 报价、沪深 300 股指期货价
格和沪深 300 指数成分股的日内 1min 高频数据。样本区间以沪深 300ETF 推出
时间 2012 年 5 月 28 日为分界线，选取两段对称的子区间，2011 年 7 月 15 日-2011
年 11 月 15 日与 2012 年 7 月 15 日-2012 年 11 月 15 日。在综合考虑了交易成本、
定价偏误类聚现象等因素的影响后，对股指期货定价效率的变化进行衡量。随后，
对股指期货定价偏误的日数据进行建模，在探究股指期货定价偏误的影响因素的
同时，进一步验证股指期货定价效率的变化。最后，本文通过对股指期货定价偏
误、股市流动性和沪深 300ETF 的交易情况建立三变量的 VAR 模型，对股指期
货、股市和 ETF 三个市场之间的联动性进行研究，同时对沪深 300ETF 对股指期
货定价效率的影响方式以及股指期货定价效率降低的原因进行探讨。经过系统的
研究，本文得出如下的主要结论：
本章基于持有成本模型计算股指期货的理论价格，考虑交易成本并通过对股
指期货定价偏误的聚集（clustering）现象进行调整，来研究沪深 300ETF 推出后，
股指期货定价效率的变化情况。通过实证结果，针对股指期货的定价效率变化情
况有如下结论：
（一）在考虑交易成本、定价偏误聚集现象等因素的情况下，对股指期货定
价效率变化进行考察，结果发现：股指期货的定价偏误的大小随着沪深 300ETF
的推出而减小了；沪深 300ETF 推出后，股指期货定价偏误的方向由沪深 300ETF
推出前的占多数的反向定价偏误变成均为正向定价偏误，反向定价偏误消失。反
向定价偏误的减少很有可能是因为沪深 300ETF 提供了更佳的做空工具，从而促
进反向套利。对股指期货的聚集现象进行调整后发现，股指期货定价偏误确实存
在聚集现象。
（二）基于持有成本模型，本文推导出股指期货的理论价格与沪深 300ETF
价格的定价关系，并对其进行相应的研究，结果发现：总体上，基于沪深 300ETF
的股指期货定价偏误出现次数较少，并且均值大小显著比基于指数的股指期货定
价偏误低，说明股指期货相对沪深 300ETF 的定价关系较为紧密。这可能是因为
比起一篮子股票，基于沪深 300ETF 的股指期货定价偏误更易用沪深 300ETF 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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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利交易来进行消除，投资者更倾向于将沪深 300ETF 而非指数视作现货进行交
易，从而促进基于沪深 300ETF 的股指期货定价关系更为密切。
（三）对基于日数据的股指期货的定价偏误进行建模，对不考虑交易成本的
定价偏误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对考虑了交易成本的定价偏误则因技术性假定而采
用 Tobit 回归。两种回归结果一致，均表明沪深 300ETF 推出后，股指期货的定
价偏误减少了，股指期货在沪深 300ETF 推出后定价效率提高了，这变向验证了
之前的研究结论。
（四）通过建立沪深 300ETF、沪深 300 指数和股指期货之间相关变量的三
变量 VAR 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对沪深 300ETF 影响股指期货定价效率的方式进
行探讨，结果发现：
1.沪深 300ETF 能够通过促进股指期货期现套利从而提高股指期货定价效率。
2.沪深 300 指数的流动性与股指期货的定价效率具有双向的因果关系，沪深
300 指数市场流动性对股指期货定价效率有显著的影响作用，沪深 300 指数流动
性的提高能够促进股指期货定价效率的提高。
（五）基于 VAR 模型的实证结果，对沪深 300ETF 推出后股指期货定价效
率提高的原因进行探讨。沪深 300ETF 推出后，股指期货定价效率提高的原因，
一方面是因为沪深 300ETF 作为交易便捷、跟踪误差小的现货工具，促进了股指
期货期现套利从而提高股指期货定价效率；另一方面是因为沪深 300ETF 推出后，
沪深 300 指数流动性提高了，从而提高了股指期货的定价效率，但是沪深 300
指数流动性的变化是否确由沪深 300ETF 引起尚需进一步研究。此外，沪深 300ETF
的推出很可能通过促进了反向套利，从而减少了股指期货的反向定价偏误，使得
股指期货定价偏误主导方向发生了变化。

第二节 研究展望
至此，本文对我国沪深 300ETF 对股指期货定价效率的影响的相关研究已告
一段落。尽管本文已经完成研究框架内的研究内容，但是鉴于时间和能力有限，
本文仍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需要未来进一步深入研究。
首先，尽管本文针对沪深 300ETF 的推出前后，股指期货定价效率的变化及
其原因进行了较为系统完整的研究，也得出了较为可靠的结论，但是股指期货的
定价偏误的影响因素是多样的，尤其是中国股指期货的投资者很大部分是散户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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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者，市场中的非理性因素也可能会造成股指期货定价效率的变化，因此从诸如
行为金融学的其他角度研究沪深 300ETF 推出后股指期货定价效率降低的原因有
其必要性。
其次，本文在解释沪深 300ETF 推出后股指期货定价效率提高的原因时，尽
管实证发现沪深 300ETF 推出后，沪深 300 指数市场流动性提高了，但是并未对
其具体影响机制进行研究，而且指数流动性 提高也并不必然全是因为沪深
300ETF 的推出所致，因此对沪深 300ETF 的推出对指数市场流动性的影响的相
关实证研究也是值得研究的方向。
最后，本文是采用日内高频数据对沪深 300ETF 交易量、沪深 300 指数流动
性以及股指期货定价效率进行建模分析，基于高频数据得到的研究结论并不必然
适用于其他研究情况。此外，随着我国陆续推出多只以沪深 300 指数为标的的
ETF，沪深 300ETF 对股市以及股指期货市场的影响需要进一步跟踪研究，以及
时了解中国金融市场的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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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更是我人生的老师，寥寥数语，难表我对恩师的敬意和感激！
感谢传道授业的院系老师。感谢我亲爱的金融系的各位小伙伴们，谢谢你们
的陪伴让我这三年研究生生活在枯燥的“五高”之余还能过得有滋有味。谢谢金
工的一起同甘共苦的各位哥和唯一的妹，你们的存在让我在金工的路上一点都不
孤单。谢谢我亲爱的舍友李二、骚春和老鼠，谢谢联谊寝室的妹纸们。
感谢我的家人，感谢我最亲爱的父母，是你们含辛茹苦将我培养成人，我的
每一步成长背后无不凝聚着你们的汗水与艰辛，正是因为有你们的支持，我的人
生才走得如此顺畅而坚定。感谢我亲爱的弟弟，让我拥有一起长大的幸福，手足
之情，尽在不言中。
最后，我要感谢小猫，谢谢你让我的大学没有留下遗憾，在大学生涯最后的
时刻给了我无与伦比的美丽时光。路在脚下，携子之手，一起走！
谢谢美丽的厦大——我真的不想说再见！
潘文火
2014 年 3 月 15 日凌晨于学生公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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