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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汇率是投资者使用不同货币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投资的纽带，汇率的变动直

接影响到投资者跨国资产配置时的投资决策及最终投资收益的实现，然而汇率

不仅仅通过自身的变动对资产组合起作用，各国货币汇率之间相关性的变动也

是汇率影响资产组合风险的重要渠道。在现实世界中，汇率之间的相关性时时

刻刻都在变化，这就给投资者的资产组合带来了额外的系统性风险，如何能够

准确的预测汇率之间的相关性及其变化对投资者来说至关重要。但是，汇率之

间的相关性本身是无法精确观测更是很难准确预测的，传统的历史预测方法由

于其中并没有包含投资者对未来的预期，所以预测偏差往往很大。本文利用了

期权在反映投资者预期方面的优势，采用外汇期权的隐含波动率报价提取出能

够包含投资者对未来预期的期权隐含相关系数，并利用提取出的隐含相关系数

进行了预测及其应用方面的研究。 

基于外汇现汇汇率之间满足无套利的三角关系的基本假设，本文利用统计

学中两变量之和的方差公式经过变形得出了汇率之间的隐含相关系数。本文以

欧元兑美元和日元兑美元两种汇率之间的相关系数作为实证研究的研究对象，

对它们之间相关性的预测进行了研究。包括已实现相关系数序列在内，本文还

得到了历史相关系数序列、指数加权平均相关系数序列及隐含相关系数序列共

四种相关系数序列。将已实现相关系数序列作为现实世界相关系数的代理，本

文比较了各相关系数序列对已实现相关系数序列的预测能力。比较的结论显示，

无论是在全样本还是市场大幅度波动样本期，外汇期权隐含相关系数相比于历

史相关系数都显示出了预测方面的优势，对组合预测的分析也发现，不同信息

的组合预测有利于预测能力的改善。 

利用代表现实世界的已实现相关系数序列与代表风险中性世界的隐含相关

系数序列之间的差异，本文得到了汇率的相关性风险溢酬序列。对相关性风险

溢酬属性的分析表明，所有期限的相关性风险溢酬均值显著为负，对相关性风

险溢酬的断点效应分析发现，1 月期和 3 月期的相关性风险溢酬在金融危机发

生前后的断点效应比较显著，而 6 月期和 1 年期的断点效应却并不明显。另外，

不同期限的相关性风险溢酬序列之间均为显著正相关，并且 6 月期和 1 年期的



 

 

风险溢酬序列之间的相关性相对比较高，而 1 月期和 1 年期的风险溢酬序列之

间的相关性则相对最低。对相关性风险溢酬序列信息含量分析的结果发现，相

关性风险溢酬中包含了汇率的方差风险溢酬和利率的信息。 

本文分别采用了损失函数模型和已实现效用模型来分析汇率相关性的预测

在资产配置中的应用。对 WRMSPE 的分析结果显示，考虑了波动率加权的预

测偏差结果仍然支持短期（1 个月）和中期（3 个月和 6 个月）隐含相关系数的

预测能力优于历史相关系数，但不同的是长期（1 年）历史相关系数的预测能

力优于隐含相关系数。已实现效用模型的结果表明，只有中度和高度风险厌恶

投资者愿意为了获取期权的隐含相关系数信息而付出一定的信息成本，轻度风

险厌恶者则更倾向于选择历史相关系数作为对未来汇率之间相关系数的预测。

进一步地，本文利用分区间分析发现，当市场处于意外的急剧下跌状态时，所

有类型的投资者都会更倾向于（中度或高度风险厌恶者）或者无差异（轻度风

险厌恶者）地选择隐含相关系数作为对未来汇率之间相关性的预测，而当市场

处于上涨或震荡波动状态时，与全样本时的结论一样，只有中度或者高度风险

厌恶者才会愿意支付一定的信息成本去获得隐含相关系数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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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oreign exchange rate plays an important link role when investors participate in 

the global economic activities with return denominated in different currencies. The 

exchange rate variations have a great influence not only on the investors’ decision 

making when allocating their global assets versus security selection, market timing 

and other factors, but also on the final return denominated in their home currency. 

Exchange rate affects the global portfolio not just by its own variations, the change 

of correlations among different exchange rates also adds an systematic risk to the 

investors’ portfolios. In the real world, correlations change every seconds accom- 

pany with the change of exchange rates themselves and thus it is very important for 

the investors to make a quick and precise judgment on what the correlation will be 

during the next second. However, neither the measure nor the prediction of the 

correlations can be easily realized. In traditional studies on the forecasting of 

economic variables, it is always common to use the historical methods in their 

forecasting even the historical predictions perform rather poorly compared with the 

realized variables. The reason why historical prediction methods did a poor job can 

be ascribed to its using of totally past information and lack of messages about 

investors’ expectations for the future market’s performance. To solve this problem 

and make an improvement on the forecast performance, this paper takes an 

advantage of the option trading activities which is believed to contain anticipating 

information and uses the OTC quoted implied volatility prices to extract the implied 

correlations between exchange rates. With the option-implied exchange rate 

correlations series, this paper makes a progressive research on both the forecasting 

work of exchange rates’ correlations and its applications in global portfolio 

management. 

On the basic assumption of the no-arbitrage triangular relationship among the 

related three spot foreign exchange rates, this paper uses the transition of the 

variance formula for the sum of variables in statistics and the quoted implied 

volatility prices from the OTC market to calculate the option-implied correlation 



 

 

between two exchange rates. In the empirical part, the EURUSD rate and JPYUSD 

rate are used as the instrument rates and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m are discussed 

in detail through the whole paper. Including realized exchange rate correlation series, 

which is used as a proxy for the correlation in the physical world, four correlation 

series are calculated and their forecasting ability are compared respectively in one, 

three, six and twelve months. Results of the comparison show that the implied 

correlation series predicts more precisely than both the historical correlation series 

and the EWMA correlation series when the full samples are used, as well as when 

only the more volatile samples are used. What is more, the combination of the 

historical correlation series and the implied correlation series is also calculated and it 

is shown that the combination of different information used as a new forecast can 

improve the forecasting ability of the individual forecasts significantly. 

This paper then makes a thorough discussion of the foreign exchange rate 

correlation risk premium, which is defined a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correlation 

in the physical world and the correlation in the risk-neutral world. Analyz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four correlation risk premium series in different terms both as 

time series and a term structure, it is found that the time series mean of the four 

series are all significantly negative, which seems reasonable to our economic sense. 

Break point analysis for the correlation risk premium series shows that short term 

series (1-month and 3-month) behave differently when using the declaration 

bankruptcy of the Lehman Brothers Holdings Inc. in 2008 as a break point standing 

for the getting worse of the US subprime crises, while long term series (6-month and 

1-year) behave no such break point effects. The correlation risk premium series in 

different terms behave highly positive-correlated with a higher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6-month and 1-year risk premium series and a lower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1-month and 1-year risk premium series. Moreover, principal analysis of the term 

structure of the correlation risk premium series shows almost the same covariance 

structure as that of the interest rate. Information analysis of the correlation risk 

premium series illustrates a clos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orrelation risk premium 

series and the variance risk premium series as well as the currency interest rates. 



 

 

Forecasting ability of different correlation series is then discussed through its 

application in global asset allocation and this can be an economic verification for the 

correlation forecasting. The Loss Function Model and the Realized Utility Model are 

used for this purpose. Results of the analysis for the WRMSPE show that，the 

variance-weighted prediction error supports the advantage of the implied correlation 

over the historical correlation for the 1-month, 3-month and the 6-month correlation 

forecasting but supports the contrary for the 1-year correlation forecasting. Results 

of the Realized Utility Model show that, investors with middle and high risk 

aversion are willing to pay some positive cost for the information of the 

option-implied correlation when forecasting the exchange rate correlation, while 

investors with low risk aversion is not willing to do so and they would rather use the 

historical correlation instead. Dividing the whole samples into two parts, the 

severely downward samples and other samples, this paper does a partition analysis 

to analyze the deep reasons for the information chosen behavior. Results of the 

partition analysis show that, investors of all types will prefer or make no difference 

to choose the implied correlation as their prediction for the future exchange rate 

correlation when using the severely downward samples, while only investors with 

middle and high risk aversion are willing to choose the implied correlation as their 

prediction when using the other samples, the same as the results when full samples 

are u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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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章 导 论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在传统的资产定价研究中，投资者对资产组合的配置主要是基于资产的收益

和风险两个角度来进行的。在资产定价的发展史中，Markowitz (1952 )提出的资

产组合选择理论被公认为是现代金融学的开端，它和在它的理论基础上建立起来

的经典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 模型，由 Sharpe (1964 )、Lintner (1965 )和

Mossin (1966 )分别独立提出）一起成为后续资产定价理论蓬勃发展的基石。在

他们的研究中，风险厌恶的投资者在面临资产组合的选择时，只需要考虑资产的

预期收益率和资产收益的风险（假定投资者的效用函数为二次的形式或资产回报

率服从正态分布）。投资者所面临的投资组合集存在一个有效边界，在这个有效

边界上，投资者承担了更多的风险时，就会获得更高的预期收益率，这部分预期

收益率就是对投资者承担风险的价值补偿，即风险溢酬。这就是传统资产定价研

究中的均值-方差分析框架。 

在均值-方差分析的框架下，当投资者投资单个资产时，投资者只需要考虑

单个资产的收益和风险，其中资产的风险由资产收益率的波动率或方差来表示。

但当投资者投资的是资产组合时，资产组合的收益率比较容易得到，它就是组合

内所有单个资产的加权收益率之和，但资产组合的风险来说就没有这么简单了，

它无法被直接看作组合内所有单个资产风险的简单加权求和。理论上，投资者所

关心资产组合的整体风险不仅会受到组合中单个资产风险的影响，还会受到组合

内各单个资产之间收益变动相关性的影响。具体到全球投资市场来说，近年来，

经济全球化和金融国际化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趋势，各个国家或地区资本市

场的开放程度越来越大，市场之间的联系也越来越紧密。一方面，一个市场发生

的经济危机很快就会波及到其他市场，20 世纪末的东南亚金融危机、2007 年开

始的美国“次贷危机”、2009 年开始的欧债危机等等，这些开始于某个市场看似

跟其他市场没有太大关联的突发性事件都给全球市场带来了很大的负面影响，经

济危机变得越来越全球化；另一方面，市场上的投资者出于投资收益最大化和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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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风险最小化的目的已经纷纷着眼于全球范围内的资产配置，国内的石油公司和

各类矿业公司在全球各地购买资源或公司、国内的投资者开始在全球各地购买土

地和房地产、国内的商业银行和投资基金①纷纷发行基于全球股票和债券资产配

置的金融理财产品等等，而市场之间的开放和联系使得这些跨地区跨市场的投资

变得越来越容易，越来越没有障碍。由于投资者最终都是要将自己所获得的收益

转化为本国的货币并用于消费或国内再投资，因此，投资者对全球资产的选择，

最终都将被看作是对不同种类货币资产的投资所形成的资产组合。投资者在将资

产组合的收益转换成本国货币收益的时候，资产组合的收益除了资产本身的收益

率外，还有不同货币资产收益转换时不同汇率变动率的加权之和，但同样的，这

些汇率变动所带来的风险也无法被看作只是不同汇率变动率风险的简单加权之

和，而除了这些单个汇率变动所带来的风险之外还要考虑不同汇率变动之间的相

关性变化所带来的风险。本文的研究主题就是这种不同汇率之间的相关性及其变

动所带来的风险。 

对汇率之间相关性的研究具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在全球金融联系日益紧密

的今天，投资者在金融危机时所面临的系统性风险也大大增加了，由于这种系统

性风险无法进行很有效的规避（除非不投资任何资产），为了更好的降低投资者

的整体投资风险，关于汇率之间相关性的研究对投资者在全球范围内更有效的分

散化投资并降低非系统风险来说就变得异常重要了。尤其在当前经济环境下，中

国市场的投资者苦于找不到好的投资方式，资本市场低迷不振，房地产市场受政

策限制，全球经济低迷也影响了大宗商品的价格，银行存款实际利率接近为零，

放高利贷又面临着非常高的信用风险，国内投资渠道非常有限。因而，对于正在

积极拓宽投资渠道和热情参与全球资产配置的中国投资者来说，对汇率之间相关

性的研究在当前具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 

对中国市场上的大多数投资者来说，期权（option）看似一直是一个陌生的

概念。实际上，中国市场早在 1992 年就开始出现权证的交易，虽然权证在很多

方面与期权存在不同，但在权利和义务可以分离定价和进行交易的方面，权证可

以近似被看作一种期权。由于中国市场上的投资者对于权证的交易过于“热情”，

权证在 1996 年被管理层终止交易。2005 年，出于中国股票市场上股权分置改革

                                                   
① 国内的招商银行 2011 年开始针对其高端客户开展全球资产配置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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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需要，宝钢权证的上市再次开始了中国市场上的权证交易。2011 年 8 月，随

着四川长虹权证的交易结束，中国市场又一次告别了权证的交易。虽然几经波折，

权证在中国市场上也已经累积了近十年的交易历史。2012 年末，随着股指期权

仿真交易的推出，中国金融市场很快将进入真正拥有期权交易的时代①，这对于

中国金融市场的完善和丰富投资者的资产配置来说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金融衍生产品最早开始于商品领域，它是出于商品生产经营的需要，可以被

用来锁定生产经营中的风险，使得生产者只需要考虑专业生产，而不用担心市场

需求和商品价格的波动给他们带来的风险，期权最初也是被用于这种用途。随着

经济的发展和金融市场的完善，金融衍生产品交易的参与者已经不仅仅限于这种

有实际需求的人（套期保值者），越来越多的投资者开始依靠自己对未来市场的

判断或预期来进行投机性的交易，这些投机交易活跃了整个金融衍生品市场，也

为市场上套期保值功能的实现提供了充裕的流动性。期权与期货相比具有更复杂

的设计，市场上除了存在各种到期期限期权的交易，对于同一种到期期限而言，

市场上还存在各种执行价格的期权在同时交易，因此期权相比期货而言增加了一

重维度，同时由于不同期限、不同执行价格的期权又可以组合成为各种有特殊性

质的复杂产品，简单的使用 Black-Scholes 期权定价公式为这些产品定价已经无

法实现，因此近年来期权越来越得到金融学者们的关注，涉及到的问题包括期权

产品的定价、复制和对冲以及从期权的交易和价格中提取一些有用的信息。 

那么，为什么要使用期权来提取金融市场上的信息呢？既然期权产品的结构

如此复杂，直接从现货市场或者期货市场中提取信息不是更为简单和方便吗？本

文接下来对期权相对于现货或期货的特性进行简单的介绍和说明。首先，虽然二

者的价格当中都含有市场对未来的预期信息，但期权交易相对于现货交易来说具

有杠杆性，因此期权的价格对市场上预期信息的冲击具有更高的敏感性。从已有

期权交易的市场来看，当现货资产的价格受到冲击时，以该现货为标的资产的期

权价格可能发生几倍甚至几十倍的变化，尤其是在危机时或市场发生较大的变动

时，对于深度的价外期权来说，这种现象尤其显著。其次，期权和期货合约都对

应着未来的到期日，因而都包含了市场对未来预期的信息，并且二者的交易都具

                                                   
①其实基于人民币汇率的期权于 2011 年在银行间市场也已经开始交易，只是由于对人民币汇率的管

制并没有彻底放开，还无法完全自由波动，并且人民币汇率期权只允许到期交割，企业必须实需交易，不

允许企业卖出期权，因而人民币汇率期权交易管制很严，交易非常不活跃。随着金融市场的发展及利率汇

率市场化改革的推进，人民币汇率期权未来必将成为中国衍生品市场上的重要金融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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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杠杆性，相比于现货都可以更敏感的反映市场上的信息冲击，但是，由于交易

机制不同，投资者参与期权交易只需要缴纳期权费，而参与期货交易则需要缴纳

交易名义金额的一定比例作为保证金，相比之下，参与期权交易具有更低的资金

操作成本，杠杆更高，资金运用的效率更高。另外，相对于期货的权利和义务对

等来说，期权还具有权利义务不对等且风险和收益不对称的特点，这使得投资者

在锁定风险的情况下仍然有机会获得高额的利润。由于期权所具有的这些特殊特

点，根据世界上已有期权交易的金融市场经验来看，期权在市场上更能得到投资

者的青睐，交易额更大，交易更为活跃，而根据已有研究的结论，利用市场的交

易活跃程度可以反映市场受到冲击时的反应速度。对于本文的相关性预测来说，

由于资产之间的相关性都是被定义为某一段时间区间内的相关性，当我们使用外

汇的历史变动率来进行预测时，如何确定所使用历史变动率的窗口及如何确定不

同历史期限收益率的权重，这些都可能阻碍我们得到比较准确且稳定的相关性，

相比之下，期权合约具有特定的到期期限，因此期权价格中包含的信息主要是市

场对资产在到期日之前的预期，这就避免了在使用历史收益率时所涉及到的窗口

及权重确定问题，可以方便我们得到比较稳定的相关性预测值①。因此，期权具

有现货和期货所不具有的上述特性，而这些特性有利于对本文所要进行的研究。

因此，本文引入外汇期权的隐含信息来研究外汇汇率之间的相关性。 

与以其他金融资产作为标的的期权产品相比，在研究现货资产之间的相关性

时，外汇期权具有更加独特的优势。由于汇率作为外汇的价格其实是对不同国家

货币之间相对价值的度量，它涉及到的是不同的国家或地区，因此外汇市场的交

易更加国际化，并且从全球金融市场的范围内来看，外汇现货主要是在场外交易

市场（OTC）进行的，汇率的报价主要由做市商来报出，报价可以根据交易需求

者的个性化需求更加灵活的进行，因而外汇资产交易的市场相对更加完备。世界

上几种需求量较大的货币之间的汇率在市场上都有直接的报价，不需要使用汇率

之间的交叉汇率来获得报价。类似于外汇现货市场，外汇期权主要也是在 OTC

市场交易的，同样也具有较好的完备性，以世界上几种需求量较大的货币之间的

汇率作为标的资产的期权在市场上也都有直接的报价。这样，市场上就同时存在

                                                   
① Shevchenko (2009 )在研究包含多种货币的篮子期权时曾对外汇期权隐含相关信息的优势进行了类

似的分析。篮子期权（basket option）是以多种（两种或以上）资产的某种数量关系值作为标的的一种奇异

期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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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种货币之间的两两汇率作为标的的三种期权的报价和交易，这种符合三角关系

的外汇期权就为我们提供了研究两两汇率之间相关性的独特工具，我们可以很方

便的利用符合这种三角关系的三种外汇期权的隐含波动率得到两两汇率之间的

期权隐含相关性。与外汇期权相比，从股票期权中提取两两股票之间的相关性信

息却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虽然股票市场上也同时存在股票指数期权和个股期

权，也可以从这两种期权当中提取股票的相关性信息，但已有基于股票市场相关

性的研究（Driessen 等 (2009 )）已经表明，基于这两种期权我们只能得到股票

指数中所包含的所有股票的平均相关性。除非市场上有基于每两种股票的篮子期

权在活跃的交易，否则我们仅仅利用股指期权和个股期权无法提取出任意两种股

票之间的相关性信息。事实上，以现有的金融市场来说，基于两种股票的篮子期

权虽然已经在少数成熟金融市场中存在交易，但种类很少，交易也不活跃，因此

这个条件目前尚不具备。 

从全球范围来看，外汇期权最早在 1970 年代开始于美国的费城交易所。最

初的期权仅仅集中在少数几种货币的汇率上，发展也比较缓慢。到 1990 年代，

当外汇期权开始在银行间场外交易市场交易时，交易量开始出现急剧的增长，场

外市场的交易迅速占据了外汇期权交易市场的主导地位。世界上现有的外汇期权

交易大多是通过 OTC 市场进行的。根据国际清算银行 2010 年最新的统计报告显

示，2010 年 4 月全球外汇市场的日均交易额为 3.981 万亿美元，其中外汇现货的

日均交易额为 1.490 万亿美元，其他外汇衍生类产品的日均交易额为 2.491 万亿

美元，而其中在交易所交易的衍生类产品的日均交易额仅有 1680 亿美元①。 

由于外汇期权在场外市场的交易量比交易所市场更大，交易更为活跃，尤其

是对以交叉汇率（cross rate of exchange）为标的汇率的期权产品来说，因此本文

认为场外市场中的外汇期权报价比交易所市场上交易的外汇期权报价可以更快

更有效率反映市场上获得的信息冲击，场外市场的外汇期权报价中包含了更多的

定价信息。本文在实证部分的研究中选择使用场外交易市场的外汇期权报价作为

外汇期权价格的代理变量也主要是出于这个原因。另外，相比与以其他资产作为

标的的期权合约来说，外汇期权在场外交易市场的报价机制也比较独特，它并不

是采用报出普通香草期权（plain vanilla option）价格的形式，而是仅仅报出几种

                                                   
① 由于场外交易非常难统计，所统计的衍生产品类别无法准确确定，因此这些数字仅仅是大体反映交

易规模的大小，本文是为了说明交易所交易的外汇衍生产品仅占所有外汇衍生产品交易的很小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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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的普通香草期权隐含波动率的组合，形式虽然简单，但不适用于非专业人士。

本文的第 3 章会对外汇期权的报价机制和近几年的交易情况进行详细的介绍。 

1.2 研究内容与研究思路 

本文的研究对象为外汇汇率之间的相关性，由于市场上目前并没有“汇率相

关性”这种产品在交易，所以我们无法准确的知道所处时刻汇率之间真实的相关

性是多少，在研究中也只能使用它的代理变量。本文后续部分的研究中将使用现

汇汇率之间的已实现相关系数来代表汇率之间的真实相关性。 

前文已经分析过，利用外汇期权提取汇率相关性信息非常方便，并且从期权

价格中提取出的信息相比于从现货和期货价格中提取出的信息具有自己独有的

优势。这些从外汇期权中提取出的相关性信息到底有什么用，本文后续的主体内

容都将围绕这个问题展开。图 1.1 简单的展示了本文后续部分的研究思路。 

 

 

 

 

 

 

 

 

 

图 1.1 研究思路 

首先，本文将使用以符合三角套利关系的汇率作为标的的三种外汇期权报价

数据来提取期权的隐含相关系数，并提取出的隐含相关系数序列进行相应的属性

分析。由于在提取隐含相关系数序列时使用到了三角关系，因此本文的所有研究

都是建立在现汇汇率之间满足无套利关系的假设基础上，即 AC AB BCS S S  ，或

写成对数形式为 log AC AB BClogSS logS  ，其中 ijS 表示一单位 i 货币用 j 货币表示

的汇率。现实中，在外汇全球电子化交易非常成熟的今天，这个条件实际上是很

隐含相关系数的提取 

外汇市场相关性的预测 

相关性风险溢酬 

相关性预测与资产配置 

预测 

解释 

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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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易满足的。 

第二，本文将分析外汇期权隐含相关系数的预测能力。在 1.1 节中我们已经

分析过，由于期权具有特定的未来到期日，并且由于其交易的杠杆性，当受到市

场冲击时，其价格反应得更加迅速，因而本文认为期权价格可以更敏感的反映出

投资者对未来特定时间段的预期，外汇期权的隐含相关系数可以更好的用来预测

未来汇率之间的相关性。关于金融市场上的信息预测，传统研究中最常用的方法

就是基于历史信息的预测方法。本文对使用外汇期权隐含相关信息和使用其他信

息来进行预测的比较结果将显示出外汇期权的隐含相关性信息在预测中所具有

的独特优势。另外，市场上经常会发生一些突发事件会对金融资产的价格造成冲

击，由于这种冲击在发生之前无法在市场上预先表现出来，如果投资者基于历史

信息来进行预测将很难使自己的预测中体现出未来冲击的信息。实际上，在冲击

发生前，投资者对这个冲击往往已经产生了自己的判断和预期，这些判断和预期

无法体现在历史的资产价格中，但由于期权所具有的特殊性质，它们却可以反映

在投资者对期权的交易或期权的价格变动中。因而，本文认为，当市场受到较大

的冲击时，期权隐含相关信息的预测能力应该好于基于历史信息的预测能力。 

第三，本文将提取并分析汇率之间相关性风险的风险溢酬。由于相关性的风

险溢酬本身就是现实世界的相关系数和风险中性世界的相关系数之间的差异，而

第二步对预测能力的分析正是使用风险中性世界的相关系数来预测现实世界的

相关系数，因此对这种相关性风险溢酬的研究实际上就是对第二步中隐含相关系

数预测能力的一种经济解释，隐含相关系数用于预测的偏差大小就是相关性风险

溢酬的大小。在提取出汇率之间不同期限的相关性风险溢酬序列后，本文分别从

时间序列和期限结构两个维度对这些相关性风险溢酬序列的属性进行了分析，并

结合这些分析研究了相关性风险溢酬中所包含的汇率方差风险溢酬的信息和相

关联的各种货币利率的信息。 

最后，本文将研究外汇期权隐含相关性的预测能力在全球资产配置中的应

用。在现代金融研究领域中，无论是在业界还是学术界，如何帮助投资者进行更

好的资产配置一直是研究的核心内容。资产组合或者投资基金的管理者只有能够

通过资产配置获得更多的超额收益才能获得更多投资者的青睐，才能得到市场的

肯定。而从根本上讲，这些投资人如何更好的选择资产配置以获得成功则取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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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对未来市场的判断，或者说取决于他们对市场的准确预测能力。是否能在现

实世界的资产配置中获胜才是检验所有预测信息所具有的预测能力最有说服力

的证据。因此，本文对资产配置的研究不仅是外汇期权隐含相关性预测能力的一

个应用，更是对第二步中其表现出的预测优势的一个验证。 

1.3 主要贡献与创新 

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本文对外汇期权的隐含相关性信息用于预测汇率之间

的相关性及这种预测在资产配置中的应用进行了比较全面深入的研究。与已有研

究相比，本文在以下三个方面做出了特有的微薄贡献。 

第一，本文对外汇期权隐含相关性的预测能力进行了更新更精细化的研究。

本文所采用的外汇期权交易数据样本区间为 2000 年到 2012 年，而在近十年来外

汇期权市场日趋活跃、交易量大幅增长的时期，对外汇期权隐含相关性的研究却

屈指可数，而本文利用这十多年更为活跃的样本可以保证从样本中提取更准确的

信息并使得研究结论变得更可信。使用近年来金融预测领域更合理的预测及检验

方法是本文在相关性预测方面做出的另一个改进。利用外汇期权各种组合报价之

间的关系本文还得到了普通香草期权的隐含波动率报价，并对基于虚值的普通香

草期权的隐含相关系数也进行了分析。另外，除了比较基于单个信息的相关系数

预测能力外，本文还发现，近年来预测研究领域中使用的越来越多的组合信息预

测在相关系数预测领域中同样可以从总体上改善单个信息的预测能力。 

第二，本文对外汇市场上汇率的相关性风险溢酬中所包含的信息进行了比较

细致的挖掘。基于已有对风险溢酬的研究，本文利用代表现实世界的已实现相关

系数序列及代表风险中性世界的隐含相关系数序列之间的差异得到了汇率的相

关性风险溢酬序列。利用所得到的相关性风险溢酬序列，本文从时间序列和期限

结构两个维度对汇率相关性风险溢酬的属性进行了分析，并结合这些属性对相关

性风险溢酬中的信息进行了细致的挖掘和分析，这些分析都是目前已有的研究中

所没有涉及的。 

第三，在利用各种计量指标对比和检验了各相关系数的预测能力后，本文还

研究了外汇期权隐含相关性信息的预测能力在现实世界全球资产配置中的应用。

本文在Campbell和Thompson (2008 )与Rapach等 (2010 )对股票超额收益率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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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的基础上建立了考虑了资产之间相关系数的多风险资产的资产配置模型，并

利用该模型从经济意义的层面验证了隐含相关系数对现实世界汇率之间相关系

数的预测能力。对资产配置的研究使本文第 4 章所得到的期权隐含相关性在预测

汇率之间相关性时具有优势的结论不仅被限于计量层面，而且也带有了很好的经

济含义。利用这种资产配置对汇率相关系数预测的分析和验证在本文中是首次出

现的。 

本文接下来的篇章结构安排如下：第 2 章是对本文研究内容相关文献的简要

综述；第 3 章对外汇期权市场的交易情况及其报价机制的介绍；第 4 章是对外汇

市场上汇率之间相关性预测的研究；第 5 章是汇率之间相关性风险溢酬序列的分

析；第 6 章研究了外汇期权隐含相关系数的预测能力在全球资产配置中的应用；

第 7 章是对本文各部分研究结论的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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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 文献综述 

2.1 相关性的预测 

2.1.1 金融中的预测 

自从科学诞生的那一天起，研究如何利用各种信息进行更为准确的预测在任

何一门科学中都成为其重要内容。从古代的根据星相预测未来运势到今天的根据

卫星云图预测未来的天气变化，科学的发展从来也没有脱离过这个话题。金融学

作为一门社会科学当然也不例外。预测未来的经济增长、预测未来的通货膨胀程

度、预测金融危机的爆发、预测未来资产价格的走势、预测投资者的行为等等，

从宏观到微观，从资产到行为人，金融学中的预测无处不在，而这些预测也一直

都是学者研究的重要关注对象。 

关于在金融学中如何预测未来，郑振龙 (2012 )对金融学中的预测方法进行

了归纳。传统金融学中用于预测的方法主要有三种，即基于历史数据的预测、基

于实验和调查问卷的方法以及计算模拟实验的方法，但这三种方法都具有各自的

缺陷。历史数据只是所预测随机变量的一个事后实现值，人们很难从这个单独的

实现值中捕捉到待预测变量始终处于时变状态的真实分布；实验和问卷调查的对

象虽然也都是现实中的人，但实验和调查所处的环境与现实世界却相差很多，无

法保证实验或调查对象确实认真的回答问卷上的每一个题目；计算机模拟实验虽

然可以模拟出无数种实现路径，也没有回答问题时的随意性，但归根结底计算机

的实验也是人为设计的，这种人为设计的情景本身就很难准确的满足复杂的现实

世界。除了传统金融一直在使用的上述三种预测方法以外，从现实市场上正在交

易的金融资产价格中提取其中隐含的信息并用来预测是近年来金融领域的研究

中兴起的一种新的预测方法。金融资产价格大多可以通过网络实时向全世界公

开，数据都是通过计算机系统直接传送和记录，不含人为加工的影响，并且金融

资产价格都是市场参与者根据各种信息作出各自的投资决策后在市场上通过资

产的买卖成交达成的，因此资产价格中包含了非常丰富的信息。因此，相比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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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从资产价格中提取出的信息来进行预测可以避免上述传统预测方法中提到

的各种缺陷。基于资产价格中提取出的隐含信息进行预测因而也成为近年来金融

领域研究中的一个热门话题。本文的研究也正是从这个角度出发，在外汇市场上，

利用从外汇期权价格中提取出的隐含相关性信息来预测汇率之间的相关性。 

2.1.2 相关性的预测 

资产组合的方差（或协方差）由组合内单个资产的方差及资产之间的相关性

共同决定。在多元资产组合的框架内，资产的方差及其相关性同时作为资产的二

阶矩属性，很难被脱离开来单独研究，二者共同构成了多元资产组合的协方差结

构。对这种资产组合协方差结构进行建模并用于预测的研究就成为近年来关于资

产组合风险研究的核心内容。 

对协方差结构的预测分为两步，首先是对单个资产波动率的预测。很多关于

随机波动率的研究一开始都集中在非金融的领域。关于动态波动率的建模和预

测，最早有 Engle (1982 )对 ARCH 模型的研究，他主要是使用 ARCH 模型用来

测度宏观经济领域通货膨胀率的随机变动。后来，波动率模型被应用在其他经济

领域及非经济的其他社会科学领域。比较近的研究有，Rich 和 Tracy (2004 )使用

ARCH 模型研究通货膨胀的波动及其与劳动力市场之间的关系；Giordani 和

Söderlind (2003 )利用市场上专家预测之间的不同来衡量通货膨胀和产出的不确

定性；Buguk 等 (2003 )研究了渔业市场的价格波动率在渔业生产中的重要性；

等等。在已有关于波动率预测的研究中最常用的模型主要是 GARCH 族模型，

Engle (1982 )最先提出的自相关条件异方差模型（Autoregressive Conditional 

Heteroscedasticity, ARCH）、Bollerslev (1986 )提出的 GARCH 模型（Generalized 

Autoregressive Conditional Heteroscedasticity）、Engle 等 (1987 )提出的 GARCH-M

（GARCH-in-Mean）模型、Nelson (1991 )提出的 EGARCH（Exponential GARCH）

模型、Glosten 等 (1993 ) 与 Zakoian (1994 )提出的 TGARCH（Threshold GARCH）

模型、Hamilton 和 Susmel (1994 )提出的带有机制转换（Regime-Switching）的

GARCH 模型等等。相比于对这些模型的发展过程一一分析，本文更关注的是这

些从非金融领域发展起来的波动率模型如何可以在金融领域中加以应用。从金融

领域中波动率模型的发展来看，随机波动率模型的研究最早主要开始于对金融衍

生产品定价的研究。在经典的Black-Scholes-Merton期权定价模型（后文简称B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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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中，资产的收益率被假设具有常数波动率。就是这个简单的假定使得 BSM

模型从此背上了不合理假定的包袱。基于 BSM 模型的实证研究发现模型在对实

值期权和虚值期权定价时存在系统性的低估，最直接的现象就是根据 BSM 模型

倒推得到的隐含波动率曲线并不是水平的，而是呈现微笑（外汇资产）或假笑（股

票资产）的形状，研究者们大多将这一系统性定价偏差归因于常数波动率的设定，

这种设定显然违背了现实世界，资产收益的波动率当然应该是随机变化的。Hull

和 White (1987 )在标的资产收益率所服从的随机过程中加入了与资产收益率独

立的随机波动率因子，在假设波动率的风险没有被定价的情况下，期权的价格等

于预期的 BSM 价格，预期的 BSM 价格即为使用累加波动率（瞬时波动率的积

分再开方）后的 BSM 价格。Heston (1993 )的随机波动率期权定价模型将波动率

的设定更为一般化，他不仅考虑了波动率的随机性，还考虑了波动率与资产收益

率的相关性及波动率的风险溢酬。此外，Harvey 等 (1994 )及 Kim 等 (1998 )也

分别拓展了随机波动率模型，建模的对象包括了各种金融资产，如股票、汇率等。

本文研究的是金融资产之间的相关性，因而对波动率的研究仅做简单的介绍，不

做详细的展开。 

对协方差结构的预测还包括对资产之间相关性的预测。在相关性受到学者们

关注之前，波动率的建模主要是从单变量的角度来进行的，即使在涉及多变量模

型时，资产之间的相关性也常常被假定是常数甚至是零相关，因而预测效果与实

际数据相差很远。与波动率的预测研究相对应，已有研究中关于相关系数的预测

主要利用三类方法进行建模，分别为基于历史数据的预测方法、基于时间序列方

法的建模预测及基于资产价格隐含信息的预测，Bodurtha 和 Shen (1995 )、Campa

和 Chang (1998 )、Lopez 和 Walter (2000 )分别利用这些方法对相关性进行了预测

并将不同模型的预测效果进行了比较。这三类方法具体如下： 

1. 基于历史数据的预测方法。这类方法主要包括变量的已实现值、变量在

一段历史区间的简单算术平均值、变量在历史区间内的指数加权移动平均值

（RiskMetrics 方法）。 

（1）已实现相关系数 ,r t 。对于本文研究的基础资产——外汇汇率来说，本

文要预测的是两种汇率日变动率之间的相关系数。假设这两种汇率在 t t 和 t 时

间段内的已实现相关系数为 ,r t ，那么根据统计学中关于样本相关系数的计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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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已实现相关系数可以表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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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12, ,t t t  为两种汇率在 t t 和 t 时间段内的已实现协方差； 2

1, ,t t t  和

2

2, ,t t t  分别为两种汇率在 t t 和 t 时间段内的已实现方差； 1,ts 和 2,ts 分别为两种

汇率的对数变动率，如果用
tS 表示现汇汇率的话，则

1ln( / )t t ts S S  ； 1, ,t t ts  和

2, ,t t ts  分别为两种汇率在 t t 和 t 时间段内对数变动率的样本均值。所以公式

（2.1）表示的是，两者之间已实现相关系数等于两者之间已实现协方差与两者

已实现波动率之积的商。 

（2）历史相关系数的简单算术平均值 ,h t 。两种汇率之间的相关系数也可

以使用最近一段时间内已实现相关系数的简单算术平均值来进行预测，用公式表

示为： 

 
, ,

1

1 t

h t r i

i t TT
 

  

   (2.2) 

其中，T 为计算简单算术平均值时所使用的已实现相关系数的样本数， ,r i 为

（2.1）中的已实现相关系数值。如果设定 T 为 1，则所得到的历史相关系数其

实就是待预测期上一期的已实现相关系数，这是多数已有研究中所采用的历史变

量，也是本文在后续实证研究中所使用的历史相关系数①。 

（3）历史相关系数的指数加权移动平均 ,EWMA t 。JP Morgan 公司提出的

RiskMetrics 方法一开始被用来计算资产组合的 VaR 值，这种方法使用指数加权

移动平均方法来计算资产之间的相关系数，用公式表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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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① 通过对均方根偏差（RMSPE）的分析，本文发现选用一年内不同的 T 值，对本文的预测研究影响

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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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对于衰退因子 的选择，RiskMetrics 的技术文档中对月数据取 为

0.97，对应的窗口为 151 天，对日数据取 为 0.94，对应的窗口日为 74 天。本

文采用的是日数据，因此选用后者。图 2.1 为 RiskMetrics 的技术文档中对衰退

因子及窗口日的选择图。 

 

 

图 2.1 衰退因子及窗口天数的选择图 

（图像来源：RiskMetrics – Technical Document(4th Edition), 1996） 

2. 基于时间序列方法的模型预测方法。这类方法中最常用的就是多元

GARCH（Generalized AutoRegressive Conditional Heteroskedasticity）模型，利用

多元 GARCH 模型得到的变量方差及变量之间的协方差可以被用来计算二者之

间的相关系数，本文所指的时间序列模型方法即特指多元 GARCH 方法。对于

GARCH 阶数的选择，Baillie 和 Bollerslev (1989 )及 Hsieh (1989 )发现汇率的日变

动率可以很好的使用单变量 GARCH(1,1)模型来刻画，相应的，本文在下面主要

介绍最基本的 GARCH(1,1)模型。 

单变量的 GARCH(1,1)模型可以表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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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单变量模型中的变量向量化就可以得到最一般化的多元 GARCH 模型（下

文称为 VEC 模型）： 

 1 1 1( ) ( ) ( ) ('

( , )

)

0

t t

t t t t

t t

vech H vech Avech B

s

vec

N H

h

s

H



 



  

 

     (2.5) 



第 2 章 文献综述 

15 

 

其中，
1( )'t tt tH E    为条件协方差矩阵，是常数 n n 矩阵， A和B 分别为

2 2n n 的方阵，分别为 GARCH 项与 ARCH 项的系数矩阵， ( )vech  算子用来将

矩阵列向量化。由于 VEC 模型作为最一般的多元 GARCH 模型，模型的系数没

有做任何特殊设定，因而待估计参数非常多（尤其是当模型超过二维时），并且

该模型也没有特殊设定可以保证协方差矩阵的非负定性质，因此有较大的缺陷。

Bollerslev 等 (1988 )曾提出一个 VEC 模型的简化形式，即设定（2.5）式中的系

数矩阵 A和 B 分别为对角矩阵，二元的对角-VEC(1,1)模型形式为：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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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有研究证明，这样的设定就可以在一定的条件下保证协方差矩阵为正定矩

阵，同时也由于各变量的方差方程之间没有干扰而可以分别单独估计，这就使得

模型估计的难度大大降低。但 Bollerslev 等 (1988 )这样的设定显得过于严格了， 

对角矩阵的设定使得协方差矩阵中的不同变量的方差及他们的协方差之间没有

了互相的影响，这严重的背离了现实①。后续又有学者提出了 BEKK 模型

（Baba-Engle-Kraft-Kroner 分别为四个学者的名字，见 Engle 和 Kroner (199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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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其中，
tH 和同（2.5）式的定义， A和B 分别为 n n 的方阵，此时

tH 的非负定

性得以保证，但是和 VEC 模型一样，BEKK 模型也有很多待估参数，也会出现

估计困难。为了简化模型，Bollerslev (1990 )提出了常条件相关（Constant 

Conditional Correlation，CCC）模型：  

 

(0, )

t t

t t t

t t

H D R

H

D

s s

N







 

 (2.7)
 

其中， tD 为对角矩阵，每个对角元素为 tH 矩阵对角元素的平方根， ( )ijR  是

相关系数矩阵且 1ii  。此时模型的待估计参数只有 R ，并且（2.7）式的形式也

                                                   
① 这个模型也是 Campa 和 Chang (1998 )所采用的多元 GARCH 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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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证了协方差矩阵的非负定性。但将相关系数矩阵设定为常数显然是脱离实际

的，因为现实中的随机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大多数情况下都是时变的。Engle 

(2002 )在 CCC 模型的基础上提出了动态条件相关（Dynamic Conditional 

Correlation, DCC）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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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在 DCC 模型中，相关系数矩阵
tR 被假设是时变的，它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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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 ')t tQ E   ， 和  都是常数并满足 1   ， *

tQ 是一个对角矩阵，

它的对角线元素为
tQ 矩阵对角线元素的平方根。只要

tQ 是非负定矩阵，
tR 就可

以保证非负定性。根据上述设定，
tR 元素对角线元素为 1，其余位置的元素均为

绝对值小于 1 的数，因此
tR 满足成为相关系数矩阵的条件。 

3. 基于资产价格隐含信息的预测方法。鉴于利用已有信息给金融资产定出

合理而准确的价格是非常困难并且也是无法检验的一种研究思路，反过来，从金

融资产价格中提取出有用的信息并将其用于学术上的研究及业界中的实践就成

为一种方便且行之有效的研究思路。那么，如何从市场上的资产价格中提取出有

用信息并且如何使用这些有用信息就成为学者们解决各种金融问题的一个突破

口。由于不同的金融资产中（如股票、债券、期货、期权等）含有各种不同用途

的信息，并且这些信息的提取方法也因资产的特点不同而多种多样，要想使用较

小的篇幅将这些信息内容及提取方法介绍清楚几乎不可能，郑振龙 (2009 )及郑

振龙 (2012 )对资产价格隐含信息的研究进行了详细的归纳分类并建立了资产价

格隐含信息方法的分析框架，对这个问题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考这些研究。本文

所研究的对象仅仅是从期权中提取出的信息的一种。 

在本文的导论部分分析过，期权由于其所具有的特性可以更灵敏和更准确的

反映市场上的预期信息，因而从理论上讲，将从期权价格中提取出的信息用于预

测应该具有更好的效果，这在已有的研究结论中已经得到了比较一致的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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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ristoffersen 等 (2012 )对从期权中提取隐含信息的研究进行了比较系统的总

结。已有基于期权隐含信息的预测研究涉及到了对单个标的资产收益率波动率的

预测、对偏度和峰度甚至是整个概率分布的预测，对于以多种标的资产的某种组

合作为标的的期权来说，期权隐含信息还可以用于预测资产之间的协方差、相关

系数甚至是资产收益率对市场组合的敏感度（即 beta 值）。用期权隐含信息进行

预测时唯一可能造成系统性错误的就是期权中隐含的信息往往是风险中性世界

的信息，而我们的目的是预测未来的现实世界，因此从期权隐含信息中提取出的

预测就是对未来现实世界的有偏预测，它们二者之间存在一个风险溢酬的调整

（见 Jorion (1995 )及 Poon 和 Granger (2003 )）。理论上来说，当考虑了风险溢酬

的调整后，这种预测的偏差就消失了，但风险溢酬是多少，这本身就是一个很难

确定的问题。既然无法先得到风险溢酬后用风险溢酬来调整隐含信息的预测，现

实研究大多采用反过来的思路，即利用现实世界的信息与期权隐含的信息之间的

差异去分析风险溢酬的性质，这也是本文第 5 章关于相关性风险溢酬实证研究的

主要思路。既然基于期权隐含信息的预测是对未来现实世界的有偏预测，在预测

时会产生系统性的偏差，那么为什么无论是学术界还是业界都还是会使用期权隐

含信息对未来进行预测呢？ 

实际上，即使期权隐含信息是对未来现实世界的有偏预测，其在预测方面的

表现也经常好于其他无偏预测。使用考虑了波动率风险价格的 Heston (1993 )模

型及跳跃扩散模型作为无偏波动率预测的代表，Poteshman (2000 )及 Chernov 

(2007 )发现，即使期权隐含波动率是真实波动率的有偏预测（无论是使用 BSM

隐含波动率还是无模型隐含波动率），在波动率的预测方面，期权隐含波动率仍

然优于上面提到的无偏预测。对于波动率的预测如此，对于其他信息的预测多数

也有类似的结论（见 Christoffersen 等 (2012 )）。本文要研究的是期权隐含相关

系数在汇率之间的相关系数预测中的作用。在导论中曾分析过，由于汇率之间具

有比较特别的三角关系，外汇期权在研究汇率之间的相关性方面具有独特的便利

性，因而基于这种三角关系来对汇率之间相关性进行预测的研究就成为最早利用

期权隐含相关性信息的研究，这些研究主要有 Campa 和 Chang (1998 )及 Walter

和 Lopez (2000 )，前者的研究发现期权的隐含相关系数序列比其他相关系数序列

的预测更准确，后者的研究却并没有一致的得出这个结论，通过引入更多种外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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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权的数据，他们发现上述结论并不是对所有的外汇都成立。这两者研究比较一

致的是，对于市场上交易最活跃的 USD/DEM/JPY 三者之间，隐含相关系数的预

测更准确，而对于 USD/DEM/CHF 三者之间，Walter 和 Lopez (2000 )拒绝了隐含

相关系数的预测更准确的论断。本文认为两者的研究所使用的数据分别是 1995

年之前和 1997 年之前的数据，而当时外汇期权市场发展才刚刚起步，交易相对

不够活跃，且所用样本期较短，另外，与 Campa 和 Chang (1998 )所使用的数据

是市场上各家交易商报价的平均值不同，Walter 和 Lopez (2000 )所使用的外汇期

权数据来自市场上参与报价的某一家银行，其报价的代表性略显不足。本文在这

些方面均有所改进。随着金融衍生品市场的发展和完善，市场上用于交易的个股

期权也越来越多，也越来越活跃，除了汇率之间的相关性，利用期权隐含信息来

分析和预测股票之间相关性的研究也开始进入学者们的视野，Skintzi 和 Refenes 

(2005 )、Driessen 等 (2009 )、Buss 和 Vilkov (2012 )及 Chang 等 (2012 )利用股指

期权与个股期权之间的关系研究了个股之间的相关性，但由于股票指数中包含的

成份股个数众多，这些研究最多也只能得出指数成份股之间的平均相关性水平，

无法得到两两股票之间的相关性。在未来市场上篮子期权等奇异期权产品变得越

来越丰富的时候，这个问题未来必将继续成为金融领域研究的热门话题。 

Campa 和 Chang (1998 )及 Walter 和 Lopez (2000 )在利用外汇期权提取隐含

相关性时使用了汇率之间的三角关系，即外汇现汇之间连续不断进行的套利交易

（见 Aiba 等 (2002 )及 Aiba 和 Hatano (2004 )）会使得三种货币的两两汇率之间

满足： 

 
12 23 13S S S   (2.10) 

其中， ijS 表示一单位 i 货币用 j 货币表示的汇率。为了便于研究，用 ijs 表示

汇率的自然对数变动率，即 , , , 1ln( / )ij t ij t ij ts S S  ，我们将（2.10）转化为对数变动

率的形式，即： 

 12 23 13ss s   (2.11) 

利用统计学中关于变量和的方差的性质，从（2.11）可以得到 

 
2 2 2

13 12 23 12,23 12 232         (2.12) 

进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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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12 23
12,23

12 232

  


 

 
  (2.13) 

如果在计算（2.13）中的波动率时我们所使用的是外汇期权的隐含波动率，

那么 12,23 就是本文所要求的外汇期权隐含相关系数，这也是本文后续实证研究

中所使用的期权隐含相关系数。与 Campa 和 Chang (1998 )及 Walter 和 Lopez 

(2000 )的研究相比，本文的研究具有以下不同及优势： 

第一，本文所采用的外汇期权交易数据样本区间为 2000 年到 2012 年，在本

文的第 3 章可以看到，这一时间区间是外汇期权发展更为活跃的时期。相比于已

有研究中所使用的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外汇期权刚开始在交易所交易时的样本而

言，本文所采用的场外样本区间跨度更长，更便于本文的实证研究，并且更为活

跃的样本也保证了从这些样本中提取出的信息更为可靠。 

第二，虽然都是对不同方法的预测能力的比较，但随着近年来预测方面研究

的发展，该领域出现了更新的及更合理的预测和检验的方法，这些方法也对已有

研究中所使用的经证明是错误的方法进行了修正①，如何利用这些方法来更准确

的预测未来和更有效的比较不同的预测方法成为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试图

做出的改进。 

第三，除了分析每个相关系数序列单独的预测能力外，本文还将对基于不同

信息的预测进行组合并分析这些组合的预测能力较之单独的相关系数序列是否

有比较显著的改善。 

第四，上述基于外汇期权隐含信息预测的研究都比较偏重单纯的计量研究，

侧重于从计量方面的预测，而本文在计量预测的基础上还试图使用相关系数序列

的这种预测能力与投资者的资产配置结合起来，从经济意义的层面来解释外汇期

权隐含的信息在预测汇率之间相关性上的积极作用。 

                                                   
① Campa 和 Chang (1998 )在他们的实证研究中采用了 Diebold 和 Mariano (1995 )提出的统计量用来比

较不同预测的预测准确性，但 Clark 和 McCracken (2001 )及 McCracken (2007 )发现这种检验方法在模型之

间存在嵌套现象时会产生错误，统计量将不再近似的服从所给定的分布，针对这一现象，Clark 和 West (2007 )

提出了经 MSPE（mean squared prediction error）调整的统计量可以解决存在嵌套时的情形。对于本文的研

究来说，当假定所有预测均不存在预测作用时，它们对现实世界的预测就都是一样的了，因此也是一种嵌

套的现象，应该采用 Clark 和 West (2007 )提出的调整统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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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相关性风险溢酬 

本文的导论部分曾经提到，在均值-方差分析框架下，金融资产的预期收益

率和其风险是金融资产密不可分的两个核心属性。资产的风险越大，投资者购买

资产后所应当获得的预期收益率就应该越高，这些增加的预期收益率就是投资者

承担资产风险后所获得的风险报酬。但均值-方差分析框架最初仅仅被限定在资

产预期收益率和资产收益率的方差这两者之间，在实证研究中经常会发现资产的

收益率大小与其风险之间相距甚远的情况，这个实证结果很难用传统的均值-方

差框架来进行分析。实际上，投资者在投资一种资产时，其所面临的风险来源并

不只是资产收益率的变动，还可能有很多其他来源，比如波动率本身的变动也可

能给投资者带来风险，因此投资者在进行资产配置时不仅要考虑资产的预期收益

率及收益率的方差，还要考虑收益率方差变动也可能带来的风险，即研究中所说

的波动率风险，投资者承担波动率风险时也一样期望获得风险溢酬，也就是波动

率风险溢酬。虽然对波动率风险溢酬的符号尚不存在一致的定论（其中大部分的

研究结论都表明波动率风险溢酬为负），但大多数研究已经一致的认为投资者持

有风险资产时所获得的预期回报中已经显著的包含了波动率的风险溢酬，这些研

究见 Bakshi 和 Kapadia (2003 )、Ang 等 (2006 )、Adrian 和 Rosenberg (2008 )、

Doran 和 Ronn (2008 )、Bollerslev 等 (2009 )、陈蓉和方昆明 (2011 )、郑振龙和

汤文玉 (2011 )等。另外，除了波动率风险，对投资者来说，其他的风险来源还

有高阶矩风险、特质风险等等，这些风险也都被证实会给投资者带来预期的风险

溢酬，见 Jondeau 和 Rockinger (2006 )、Ang 等 (2009 )、黄薏舟和郑振龙 (2009 )、

黄文彬和郑振龙 (2010 )、邓雪春和郑振龙 (2011 )等。上述所分析到的风险都是

仅仅考虑一种资产时的情况，当投资者的可投资资产增加到两种或以上时，如果

两种资产的收益率之间不是独立的，而是存在一定的相关性，那么这两种资产之

间时变的相关性①同样会给持有这两种资产的投资者带来额外的风险。举个简单

的例子来说，当投资者在期初进行投资时，两种资产收益率之间的相关性为正，

                                                   
① Bollerslev等 (1988 )、Longin和Solnik (1995 )、Ball和 Torous (2000 )、Moskowitz (2003 )、Goetzmann

等 (2005 )、Skintzi 和 Refenes (2005 )等发现资产之间及市场之间的相关性是时变的，还有很多学者研究金

融危机前后资产之间相关性的变化，由于危机传染效应、资金流动性不足等原因，当金融危机发生时，金

融资产之间及市场之间的相关性会发生大幅的增加，而同样的现象在市场处于繁荣或牛市状态时却并不是

很明显，这些研究有 Longin 和 Solnik (2001 )、Ang 和 Bekaert (2002 )、Forbes 和 Rigobon (2002 )、Caporale

等 (2005 )、Gravelle 等 (2006 )、Acharya 等 (2008 )、Essaadi 等 (2009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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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套期保值者会选择买入一种资产并卖出另一种资产以规避自己所面临的资

产变动风险，但由于资产之间的相关性是在不断变化的，到期末时，这两种资产

之间的相关性由正变负，这个套期保值者本来想要进行的保值型配置由于资产之

间的相关性变化而变成了单纯的方向性投机型配置，投资者面临的风险反而更大

了。从理论上讲，投资者在进行多资产投资时由于承担了这种相关性风险也应该

获得相应的风险报酬。对于这种相关性风险溢酬的研究目前主要集中在对股票资

产组合的研究，这些研究有 Goetzmann 等 (2005 )、Driessen 等 (2009 )、Krishnan

等 (2009 )、Bondarenko (2010 )、Pollet 和 Wilson (2010 )、Buraschi 等 (2012 )等。

与波动率风险价格的正负没有一致的定论不同，基于股票组合的相关性风险溢酬

的研究均支持相关性风险价格为负的结论。这个研究结论的经济含义是，如果某

种资产可以在市场上资产之间的相关性变大时提供给投资者的是更高的回报，而

在市场上资产之间的相关性变小时提供给投资者的是更低的回报，投资者持有这

样的资产时可以用来弥补投资者持有的其他资产在危机时对他造成的损失（根据

已有研究，本文认为当市场处于危机状态时资产之间的相关性比较高），对投资

者带来的影响是“雪中送炭”，因此这样的资产对投资者来说是一种“好”的资

产，投资者持有这种资产时所要求的预期回报比较低；反过来，如果某种资产在

市场上资产之间的相关性变大时提供给投资者是更低的回报，而在市场上资产之

间的相关性变小时提供给投资者的是更高的回报，在危机发生时，这样的资产对

投资者带来的影响是“雪上加霜”，因此对投资者来说，这样的资产是一种“坏”

的资产，投资者持有这种资产所要求的预期回报比较高。 

从上述参考文献可以看出，对资产收益之间相关性的时变性及其对资产定价

影响的研究开始的比较晚，并且这些研究大多数还是集中于股票市场，鲜有研究

以外汇资产作为研究对象，迄今为止笔者仅发现 Mueller 等 (2012 )对外汇市场上

的相关性风险溢酬进行了研究①，但他的主要研究对象并不是相关性风险溢酬，

也没有对其性质和信息含量的相关分析。本文对相关性风险溢酬的研究也是基于

外汇资产来进行的。对于股票市场来说，由于股票指数中的股票个数不只两支，

因此在相关性的风险溢酬方面，我们同样只能得到由股票市场上平均相关性的波

                                                   
① 与已有多数关于风险溢酬的研究相反，Mueller 等 (2012 )将风险溢酬定义为风险中性世界的变量减

去现实世界的变量，这样的定义同时也与我们所理解的风险溢酬相异，其实证研究中得到的相关性风险溢

酬的符号刚好与本文的结论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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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而带来的股票中的风险溢酬，而对于投资者在面对少数可选股票组合时，这一

市场平均的风险溢酬并不适用，除非存在这些股票组合所对应的期权在市场上交

易，否则这些少数可选股票组合的相关性风险溢酬很难顺利求出。与之不同的是，

由于外汇所具有的三角套利性质及外汇期权市场产品的丰富性，我们可以很便利

的得到汇率的隐含相关系数，并利用期权的隐含相关系数及现实世界的真实相关

系数之间的差异得到汇率的相关性风险溢酬，这是本文与 Mueller 等 (2012 )在提

取相关性风险溢酬时所共同采用的方法。相关性风险溢酬存在的显著性同样可以

用来解释已有研究中外汇市场的超额收益率，并可以从一定程度上解释“远期溢

价之谜”，因此对相关性风险溢酬的研究也可以作为本文对外汇风险溢酬研究领

域的贡献。与本文这部分作为外汇资产定价的研究内容相关的近期研究还有，

Adrian 等 (2010 )使用金融机构的融资流动性、Menkhoff 等 (2012 )使用波动率风

险溢酬、Lustig 等 (2012 )及 Verdelhan (2012 )使用美元贴现率、Cenedese 等 (2012 )

使用外汇市场平均方差及平均相关系数、Mancini 等 (2013 )使用外汇资产的市场

流动性等等来解释外汇风险溢酬，较早期关于外汇风险溢酬的研究还有很多，本

文这里不再赘述。 

综合已有对风险溢酬的研究，本文将风险溢酬的提取方法分为三类，这三类

方法分别如下： 

1. 利用变量的已实现时间序列和期权隐含时间序列的差异来提取风险溢

酬。根据已有研究的结论，变量的已实现时间序列反映的是该变量在现实世界的

分布信息，而期权隐含时间序列反映的是该变量在风险中性世界的分布信息，因

此将两个时间序列之间的差额定义为变量的风险溢酬。即： 

 ] ][ [P Q

t XR XEP E   (2.14) 

采用该方法提取风险溢酬的文献有 Bakshi 和 Kapadia (2003 )、Driessen 等 

(2009 )、黄薏舟和郑振龙 (2009 )、陈蓉和方昆明 (2011 )、Mueller 等 (2012 )等。

这也是本文所采用的方法。这种方法的优点是其易操作性，只要得到变量在两个

世界的时间序列，通过简单的减法运算就可以得到风险溢酬序列，但缺点在于这

样做仅仅可以得到计量意义上的风险溢酬，停留在虚拟的层面，无法在现实中通

过对资产交易的操作得到实现，因此其经济含义比较差。 

2. 构建变量的风险因子并利用经典的 Fama-MacBeth 两步法来提取风险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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酬。Fama 和 MacBeth (1973 )（后面简称 F-M）提出的两步法一直是资产定价领

域研究风险价格的经典方法。它的基本原理是，首先是对待测试资产收益率对风

险因子进行时间序列维度的回归，用来估计每种资产对风险因子的因子曝露，即

ˆ
i ；然后是用待测试资产的收益率对第一步估计出来的风险因子的因子曝露 ˆ

i

进行横截面维度的回归，用来估计各个风险因子的风险价格。F-M 两步法的公式

为： 

时间序列回归：    , 1 , 1 , 1i t i F t i tiR F e      

横截面回归：      ,
ˆ

i F i F iR c e    

其中，
F 就是我们要估计的因子的风险价格。采用该方法提取风险溢酬的

文献有 Adrian 和 Rosenberg (2008 )、Adrian 和 Etula (2010 )、郑振龙和汤文玉 

(2011 )等。该方法的优点也是其易操作性，同时也具有较好的经济含义，但由于

F-M 两步法会涉及到横截面回归，因此在横截面上需要足够多的样本资产或组

合，并且把风险因子应用到计量回归中时需要构建合适的风险因子，这就可能由

于风险因子构建的困难而出现较大的误差。另外，近年来 F-M 方法在计量的处

理上也引起了较多的争议，由于 Fama 和 MacBeth (1973 ) 两步法中的第二步—

—横截面回归所需的风险因子敞口  值需要通过第一步中的时间序列回归来估

计，Shanken (1992 ) 证明了这种做法可能会导致第二步回归估计的参数产生变

量内生误差（EIV, error-in-variables）问题，这个问题可能导致估计出来的参数 t 值

被高估，进而导致本来不显著的参数可能变得显著，他还提出使用一个校正方法

来解决这个 t值高估的问题。 

3. 根据变量的性质构造恰当的互换策略来提取风险溢酬。这类方法所依据

的根本原理与第一类方法是一致的，都利用了变量的风险溢酬等于现实世界变量

与风险中性世界变量之差，不同的是它利用资产的交易实现了所构造的风险溢

酬。投资者可以通过对变量的分析构造出一个资产组合，该资产组合中包含一份

代表现实世界变量的多头头寸（浮动端）和一份代表风险中性世界变量的空头头

寸（固定端），因此从形式上来讲，该资产组合被称为对应于该变量的互换，这

种互换的价格就等于该变量在风险中性世界中的值。根据该资产组合的构成及互

换的定义，在期初时这个互换的市场价值为零，在互换到期前随着现实世界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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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变化，互换的市场价值也在不断变化，那么该互换的市场价值或者回报就是我

们想得到的变量的风险溢酬。采用该方法提取风险溢酬的文献有 Carr 和 Wu 

(2009 )对方差风险溢酬的研究、Neuberger (2012 )及 Kozhan 等 (2012 )对偏度溢

酬的研究等。该方法的优点是其经济含义比较好，可以将理论上的风险溢酬通过

对投资组合的配置和不断调整变为现实世界中实实在在的收益，但缺点就在于这

种互换的构造与变量的属性有很大的关系，大多数变量都不具有这种特殊的属

性，因此对一般的变量来说，想构造这种对应的互换组合可能非常困难，甚至无

法顺利实现。 

2.3 资产配置 

从 Markowitz (1952 )的资产组合选择理论开始，资产组合的配置问题就一直

是金融领域的核心研究内容，同时资产配置也是联系学术界和业界最直接的纽

带，无论学术界研究的是任何内容，研究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帮助投资者进行更

合理的资产配置及获得更高的收益。金融中的预测也不例外，预测效果的好坏，

单纯依靠计量上的预测偏差来判断还不够让人信服，如果这种从计量意义上更有

效的预测能够指导投资者进行更好的资产配置并最终转化为实际中的超额回报

（或超额效用）①，我们才能更理直气壮的说：这种预测的确是战胜了其他预测。

否则只有计量上预测偏差较小，无法应用到现实世界，这样的预测很难会得到投

资者的肯定。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本文的实证研究部分还将证明，利用期权隐含

信息的预测无论是从计量上还是从经济意义上都将优于其他预测。 

关于投资者在多种风险资产中选择的问题很早就有人研究，但为了处理方

便，大多数研究都假设资产之间的相关性为常数或者是波动率的函数，如 Kim

和 Omberg (1996 )、Brennan 和 Xia (2002 )、Chacko 和 Viceira (2005 )、Sangvinatsos

和 Wachter (2005 )及 Liu (2007 )等，但实际上资产之间或市场之间的相关性大多

都是时变的，也不是单纯依赖于波动率的大小，这种相关性的时变性对投资者资

产配置的影响与资产的波动率同样可能会对投资者的最优资产配置产生影响。对

这种由于相关性的波动而影响资产配置的研究有，Ang 和 Bekaert (2002 )使用马

尔科夫机制转换模型分析了在高波动率和相关性的情形与低波动率和相关性的

                                                   
① 这里超额回报的含义可能包括均值-方差分析中的超额收益增加或者风险的减少，类似于投资分析中

的评价方法中的夏普比率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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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形下投资者分别选择的最优资产配置；Das 和 Uppal (2004 )将股票收益率的跳

跃风险设定为整个市场的系统性风险，这种系统性风险的增大可能带来资产之间

相关性的提高，进而减少资产分散化的收益，这种影响会改变投资者的最优资产

配置；与前两者研究中间接出现的相关性变化不同，Buraschi 等 (2010 )直接使

用 Wishart 扩散过程①对资产之间的方差协方差矩阵进行建模，研究不同股票市

场之间相关性的变化对投资者最优资产配置和对冲需求的影响，并利用 Wishart

过程的特殊性质得到了资产配置的解析解；等等。这些研究说明，投资者在面对

多种风险资产进行资产配置时的确会显著的受到资产之间相关性变化的影响，而

资产之间相关性的时变性也早已经被已有研究证实是符合现实世界的，因而在进

行资产组合的选择时对资产之间的相关性进行专门的分析和考虑绝对是有必要

的，不是多余的。 

既然资产之间相关性的变化对资产配置会有显著影响，那么如果投资者可以

更为准确的预测资产之间的真实相关性，理论上来讲当然可以帮助投资者的资产

配置更接近于现实世界的最优②。本文研究的是外汇期权中隐含的相关性信息对

资产之间相关性的预测作用，如果这种期权隐含的相关性信息可以更有效的预测

资产之间的真实相关性，那么理论上来讲，当投资者使用这种期权的隐含相关系

数来预测未来汇率之间的相关系数时应该会有利于投资者实现更优的资产配置，

或者获得更高的收益（效用）。虽然对资产配置的研究早从 Markowitz (1952 )就

已经开始了，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实证研究方面都出现了很多颇有份量的研究成

果，但这些研究大多假设投资者利用过去已经发生的信息（后文简称“后向信息”）

来估计方差、相关性等变量，并进而利用这些信息来判断未来如何进行资产配置，

这些研究有 Barry (1974 )、Jobson 等 (1979 )、Jorion (1985 )、Jorion (1986 )、Best

和 Grauer (1991 )、MacKinlay 和 Pastor (2000 )、Pástor (2000 )、Pástor 和 Stambaugh 

(2000 )、Goldfarb 和 Iyengar (2003 )、Kan 和 Zhou (2007 )、DeMiguel 等 (2009 )、

Harvey 等 (2010 )、Martellini 和 Ziemann (2010 )等。相比之下，期权的隐含信息

由于包含有投资者对未来的预期信息而被成为“前向信息”。利用这种前向信息

                                                   
① Wishart 过程由 Bru (1991 )最先提出，Gouriéroux 和 Sufana (2004 )及 Gouriéroux 等 (2009 )对 Wishart

过程的性质及其在多元随机波动率模型应用中的特殊性和便利性进行了研究。 
② 理论上来讲，因为我们无法准确的得知现实世界的真实变量，而只能使用某些与之相关的变量来作

为其代理变量，所以投资者的资产配置是不是真正的最优其实无法得到检验，本文这里用“更接近现实世

界的最优”来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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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计出的变量来指导投资者进行资产配置的研究目前还非常少，尤其是涉及到资

产之间隐含相关性的研究。Jabbour 等 (2008 )研究了投资者的资产配置问题，他

们对模型参数的设定和估计并没有使用历史信息或其他统计信息，而是选择使用

了与市场上期权价格相一致的资产收益率的隐含分布信息，在选择风险资产时，

他们使用了资产组合在最差情景下的条件 VaR（Value at Risk）最小化作为选择

的标准，但他们的问题在于，对资产配置进行建模时他们并没有考虑风险资产之

间的相关性；Kostakis 等 (2011 )也存在类似的问题，在研究资产配置时，他们

利用美国市场上的期权数据提取出了 S&P500 指数的隐含概率分布并利用这种

隐含概率分布信息来帮助投资者进行资产配置，他们发现，期权的隐含概率分布

信息与历史信息相比有利于投资者做出更优的资产配置，但在他们的研究中，可

选的资产仅仅包括一种由市场组合代表的风险资产和一种无风险资产，市场组合

内部的资产构成是固定的，不存在风险资产之间的相关性问题，风险资产与无风

险资产之间更加不需要考虑相关性问题；Aït-Sahalia 和 Brandt (2008 )在研究投资

者的消费和资产配置问题时的确考虑了资产之间的相关性，他们假定投资者可以

投资于股票市场、债券市场及无风险资产这三种资产，他们分别使用了从期权价

格中提取的隐含分布信息作为每种资产收益率的边际分布，但由于市场上并不存

在同时包含股票和债券作为标的资产的期权产品，因此他们无法得到这两种资产

的隐含联合分布，其中最主要是两者之间的隐含相关性信息，作为对隐含相关系

数的替代，他们在研究中使用了历史信息用来估计这两种资产之间的相关系数；

DeMiguel 等 (2012 )及 Kempf 等 (2012 )在研究股票资产的配置问题时使用了期

权的隐含相关性信息来估计资产之间的方差协方差矩阵，两者的方法略有不同，

前者在分析组合的方差时使用了基于历史信息的方差与隐含相关系数及隐含方

差与基于历史信息的相关系数这两种搭配，没有考虑方差和相关系数都是基于隐

含信息的搭配，后者则弥补了前者的不足，他们使用了隐含方差与隐含相关系数

的搭配（在原文中被称为“完全隐含信息”）。虽然上述研究的模型设定及组合选

择标准可能各有不同，但他们均得出了期权隐含信息可以帮助投资者进行更好的

进行资产配置的结论，这也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更好的研究动机及研究结论上的

支持。 

从上文可以看出，期权的隐含信息确实可以帮助投资者更好的进行资产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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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但对这个问题的研究目前还是主要以股票资产作为研究对象，笔者目前还没

有发现基于期权的隐含信息对外汇市场进行资产配置的研究。但实际上，在本文

的导论中已经提到，当前经济全球化和金融一体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研究投资

者如何在全球范围内更好的配置资源已经成为当前非常迫切的一个问题。本文将

首先利用外汇期权中隐含的相关性信息对外汇市场的资产配置进行初步的探讨，

并试图为后续利用期权中隐含的前向信息更好的研究全球资产配置问题做出贡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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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章 外汇期权市场的交易情况及报价机制 

由于参与者众多和交易规模庞大，外汇市场同股票类市场和利率类市场一样

早已经成为全球金融市场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本文在介绍外汇期权市场的交易

情况之前首先将对外汇市场的整体交易情况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3.1 外汇市场的交易情况 

外汇的价格（或者说汇率）是相对于本币来说的，它指的是两种货币之间进

行交换时一种货币可以交换的另一种货币的数量，外汇现货的交易就是利用当前

市场上的汇率作为价格以某种货币买卖一定量的另一种货币。外汇市场的交易主

要是以场外市场的形式来进行的，大多数的交易都是通过银行等金融机构的买卖

报价来实现的，因而对于大多数国家或地区来说，只要存在几家商业银行，一般

就可以形成一个外汇的交易市场。在这些已有的外汇交易市场中，从全球来看交

易规模最大的几个市场为伦敦、纽约、东京、新加坡、瑞士等几个发达国家的外

汇交易市场。由于这些不同的外汇交易市场处在全球不同的时区，通过它们交易

开放时间的互补就形成了全球 24 小时可以连续进行交易的市场。 

从全球范围来看，区域间经济贸易参与者出于贸易的需要每天都会产生大量

的外汇需求，跨区域的金融资本流动每天也都在大量发生，因而市场上每天都在

发生着大量的外汇交易，这些交易主要都是通过场外交易市场来进行的，只需要

有银行报出交易需求者的买卖价格，交易就可以完成。市场上的交易者除了承担

做市任务的大金融机构外还有大量的散户和非金融机构，交易规模很难准确统

计。本文获取这些交易数据的渠道主要是国际清算银行每三年发布一次的调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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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Triennial Central Bank Survey）①。 

与股票类金融市场的交易以期权类产品成交量最大和交易最为活跃相比，外

汇市场上成交规模最大的是以名义本金计算的外汇掉期交易（foreign exchange 

swaps），其次就是外汇现货的交易。据国际清算银行（BIS (2010 )）的统计数据

显示，截止到 2010 年 4 月为止，全球外汇市场的日成交金额已经达到 3.981 万

亿美元，其中外汇掉期交易的日成交金额为 1.765 万亿美元，外汇现货的日成交

金额为 1.490 万亿美元，外汇远期的日成交金额为 4750 亿美元，货币互换的日

成交金额为 430 亿美元，外汇期权及其他产品的日成交金额为 2070 亿美元。外

汇市场交易规模在近十多年来发生了成倍的增长，根据国际清算银行 1998 年以

来的报告和 DeRosa (2011 )的统计，本文在表 3.1 中列出了外汇市场近年来的交

易情况。从表中可以看出，全球范围的外汇市场统计数据显示，除货币互换交易

以外，其余各种外汇资产金融工具不仅交易规模很大，而且近十年来的增长也很

快②。发展中国家也有类似的情况。中国的外汇市场交易规模相比之下虽然一直

很小，但其规模增长一直保持很快的速度。在 2007 年 4 月时，中国的外汇日均

交易额还只有 93 亿美元，占全球外汇日均交易额的 0.2%左右，而在 2010 年 4

月时，中国的外汇日均交易额已经增长到 198 亿美元，虽然只占全球外汇日均交

易额的 0.4%，与 2007 年 4 月相比，中国的外汇日均交易额增幅达到了 112.9%。 

除了交易规模大，增长速度快，外汇市场的交易还存在交易集中的特点，这

个特点表现在交易的对象和交易参与者两个方面。首先，从交易对象来看，根据

BIS (2010 )的结果显示，在 2010 年 4 月，美元作为外汇交易一边的交易占据了

全球外汇日均交易额的 84.9%，其次是欧元占 39.1%，日元占 19.0%，英镑占

12.9%，澳元占 7.6%，瑞士法郎占 6.4%，加元占 5.3%，其余货币交易占比均低 

                                                   
① 国际清算银行（Bank fo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每三年会在全球范围内进行一次关于外汇产品和场

外衍生产品交易规模和交易结构的综合性调查，这项调查旨在通过提高金融市场的透明度以帮助各国货币

政策制定者及市场参与者更好的实现自己的目的。参与这项调查的各国央行通过各自管理范围内的 4000 多

家金融机构的报告将数据提交给国际清算银行，国际清算银行对这些数据进行汇总、计算，并在全球范围

内发布。目前，国际清算银行最近的一次调查报告在 2010 年发布，根据国际清算银行官方网站的信息，下

一次市场调查报告的发布时间是 2013 年。本文所采用的数据来源就是国际清算银行 2010 年的市场调查报

告。由于外汇交易涉及的都是两种货币之间的交易，因而每发生一笔交易都会发生双边记录，因此这些交

易情况数据由不同的银行报给国际清算银行时就存在重复统计的问题。国际清算银行的调查报告对这个问

题进行了处理，即每笔交易只会进入报告一次。 
② 货币互换虽然看似增长更快，但是其交易规模从调查报告开始至今始终处于一个较低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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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外汇市场交易情况 

（单位：十亿美元，数据来源：BIS 调查报告和 DeRosa (2011 )） 

 全球日均交易额  发展中国家日均交易额 

 1998 2001 2004 2007 2010  2004 2007 2010 

外汇现货 568 386 631 1,005 1,490  119 188 203 

外汇远期 128 130 209 362 475  21 47 73 

外汇掉期 734 656 954 1,714 1,765  125 231 277 

货币互换 10 7 21 31 43  3 4 7 

外汇期权和其他 87 60 119 212 207  10 18 24 

全部 1,527 1,239 1,934 3,324 3,981  279 489 585 

 

于 3%，其中除澳元和加元交易占比在近十年来有连续上涨、日元和英镑交易占

比近年来连续下降比较明显以外，其余货币的交易占比均处于一个较为稳定的水

平。由于近年来全球大宗商品交易的景气，矿石、能源等资源的贸易使得市场对

澳元和加元的需求增加，本文将这两种货币交易的增长归因于大宗商品贸易的需

要。另外，国际清算银行还统计了世界上日均交易额最大的几种货币对，在 2010

年 4 月，美元兑欧元交易日均交易额为 1.1 万亿美元，占全球外汇日均交易额的

28%，其次是美元兑日元交易占比为 28%，美元兑英镑交易占比为 9%，美元兑

澳元交易占比为 6%，美元兑加元交易占比为 5%，美元兑瑞士法郎交易占比为

4%，欧元兑日元交易和欧元兑英镑交易占比均为 3%，其余货币对交易占比均低

于 3%，其中除美元兑日元、美元兑英镑交易占比近年来出现明显的下降趋势外，

其余货币对交易占比相对处于一个较为稳定的水平，同时，随着近年来发展中国

家经济和贸易在全球市场上地位的重要性加大，市场上对美元和发展中国家之间

的货币兑换需求出现了明显增加，已经进入全球外汇日均交易额的前列，这些货

币对有美元兑人民币、美元兑巴西雷亚尔等。其次，从交易参与者来看，全球范

围内的外汇市场交易越来越集中在少数几家大的做市商银行。根据 BIS (2010 )

的调查统计，交易量最大的前五家银行集中了全球 55%以上的外汇交易，而这一

数字在 1999 年时还只有 25%，交易量占全球 75%以上交易的银行数在 2010 年

时减少到 1998 年时的三分之一。虽然全球范围内外汇市场交易量在迅速的增大，

但参与外汇市场大规模交易的银行数相比之前却大大的减少了。对这种现象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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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可能解释是金融全球化及其带来的金融机构并购浪潮。另外，BIS (2010 )还对

外汇市场上的参与者结构进行了分析，与 2001 年以前外汇市场上的交易主要是

做市商之间的交易不同，随着电子化交易方式的应用，市场上参与者出现了越来

越多的非做市商机构，到 2010 年，这些非做市商机构与做市商银行之间的交易

额占到了整个外汇市场日交易额 85%以上。 

3.2 外汇期权市场的交易情况 

外汇期权市场是外汇市场上的重要组成部分，同外汇现货交易和外汇远期交

易一样，外汇期权市场的主要交易也是在银行间场外交易市场发生的。外汇期权

的做市商往往同时也是其他几种外汇产品的做市商。外汇期权市场的交易参与者

主要有套期保值者、投机者和其他资产管理者。外汇期权市场在近十年来也出现

了爆炸式的增长，表 3.1 中的数据显示，外汇期权市场的日均交易额从 1998 年

的 870 亿美元发展到 2010 年的 2070 亿美元。虽然相比外汇现货交易和互换交易

来看，外汇期权交易的规模并不算大，但与它们相比，外汇期权交易额的统计采

用的是期权费（或者期权市场价值），而不是期权的标的资产名义本金，因而实

际上期权的日均交易额所代表的名义本金可能远远大于表中的数值。根据 BIS 

(2010 )的调查，截止到 2010 年 6 月，市场上的外汇期权名义本金头寸为 12.1 万

亿美元，其市场价值为 4560 亿美元。市场上交易的期权有 75%以上是基于美元

与其他货币之间的汇率，其中交易量最大的三种期权分别为美元兑欧元、美元兑

日元、美元兑英镑，其次市场上交易量最大的期权是基于欧元与其他货币之间的

汇率，其中交易量最大的三种期权是欧元兑日元、欧元兑英镑、欧元兑瑞士法郎。

另外，外汇资产因其标的资产种类多样性和场外交易的特点，衍生出了多种可以

满足不同投资者需求的外汇奇异期权（或外汇结构性产品），这些外汇奇异期权

既是当前外汇期权市场的重要产品，也是未来期权市场发展创新的主要方向。 

3.3 外汇期权市场的报价机制 

外汇期权与其他期权一样赋予期权购买者在期权到期日（或到期日之前）以

给定的汇率（或执行价格）买入或卖出一定量的外汇给期权出售者的权利，它一

样存在面值、标的汇率、执行价格、到期期限、可否提前执行等因素。但是与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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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资产不同的是，每一种外汇交易涉及的都是两种货币，当对一种货币看涨时就

同时意味着对另一种货币看跌。例如，对于美元兑日元的外汇看涨期权来说，这

种期权的购买者预期美元兑日元的汇率未来会上涨，即看涨美元或看跌日元，因

此这种期权既可以表示成 USD call，又可以表示成 JPY put。 

根据外汇期权可否提前执行可以将外汇期权分为欧式和美式两种，在全球范

围来看，绝大多数外汇期权都是欧式期权，美式期权仅仅占现有外汇期权交易的

很少一部分。本文所使用的外汇期权数据就是欧式外汇期权。 

对于期权的执行价格和其报价方式来说，市场上常见的期权执行价格往往采

用某一具体的标的资产价格的形式来给出，比如说对股票价格来说，当前股票价

格是 25 元，以该股票为标的资产的看涨期权的执行价格为 30、35、40、45、……，

期权的价格也相应的以对应执行价格的形式给出，如 5、4、3、2、……。对外

汇期权来说，有少数市场也是采用这种形式进行报价的，比如美元兑日元汇率的

看涨期权，当前美元兑日元汇率为 80，市场上在交易的看涨期权的执行价格为

81、82、83、84,、……，对应的期权价格为 2、1.5、1、0.5、……。采用这种形

式进行报价的市场主要是各个交易所市场和极个别的国家或地区的银行间市场。

在这种报价方式下，每种执行价格的香草期权在市场上都有一种直接的价格，投

资者看起来非常的直观和明确，投资者不需要经过任何计算就可以买到符合自己

投资需求或预期的期权。但是，这种报价方式也存在它的缺陷：首先，执行价格

分布太广，对于深度实值或虚值的期权，交易量很小，流动性比较差；其次，汇

率的报价一般精确到四位小数，汇率一般没有特别的事件不会发生很大的变化，

变动比较稳定，因而比较难设置执行价格的间隔；第三，多种期限与多种执行价

格使得期权的报价比较复杂。正是因为这些缺陷使得期权交易变得很不方便。由

于外汇期权主要在银行间市场进行交易，主要的市场参与者为做市商银行和其他

金融机构，这种特殊的市场结构使得外汇期权市场成为全球金融市场中最为专业

化的一个市场，而这些专业的市场参与者在外汇期权的交易中形成了独特的报价

和交易方式。在这些主要的银行间市场上，外汇期权的报价并不是采用执行价格

和对应期权价格的形式，而是采用期权的 Delta 和对应期权的隐含波动率的形式

（后文用 Delta-IV 方法），这里所说的隐含波动率指的就是 Black-Scholes 隐含波

动率，投资者可以根据市场上对隐含波动率的报价及 Black-Scholes 期权定价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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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得出期权的实际价格。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市场上的报价采用的都是

Black-Scholes 隐含波动率，但并不是说市场上的投资者都认为 Black-Scholes 期

权定价公式在现实中是成立的，而实际上这种表示方法只是为了报价的方便而使

用了 Black-Scholes 模型作为隐含波动率与期权价格之间的一一映射，这种表示

方法类似于投资者在期权交易中经常参考的隐含波动率曲面。 

同其他期权的 Delta 定义类似，外汇期权的 Delta 就是外汇期权的价格对标

的汇率的一阶偏导数，是用来计算对期权进行对冲或复制时所使用的标的外汇资

产的头寸。与使用执行价格报价的方法相比，采用 Delta-IV 方法报价有一定的便

利性。首先，Delta 的绝对值介于 0 与 1 之间，因此基于任意汇率标的的外汇期

权都可以相同 Delta 的形式报出。因此，这减少了不同标的汇率的外汇期权在报

价时的差异性和复杂性；其次，在实际报价中，看涨期权的 Delta 还要乘以 100，

看跌期权的 Delta 还要乘以-100，这样无论是看涨期权还是看跌期权，市场上都

是以正的 Delta 形式来报出。比如，10 Delta 的看涨期权表示一个深度虚值的看

涨期权，10 Delta 的看跌期权表示一个深度虚值的看跌期权，90 Delta 的看涨期

权表示一个深度实值的看涨期权，90 Delta 的看跌期权表示一个深度实值的看跌

期权。很容易看出，无论是看涨还是看跌期权，大的 Delta 对应的是实值期权，

小的 Delta 对应的是虚值期权，因此，使用 Delta-IV 报价可以使不同在值程度的

期权及其交易的价格更为直观。 

现实中的外汇期权场外交易市场的报价其实更为方便，真正在市场中起着实

际报价作用的并不是对普通的香草期权的单个期权报价，而是对三类特殊的期权

组合的隐含波动率报价，这三类期权组合分别可以反映期权价格的三种不同属

性，即水平、斜率和凸性。这三类重要的外汇期权组合分别为： 

1. 远期平价跨式期权组合（at-the-money forward straddle, 后文简称 ATMS）。

远期平价（at-the-money forward ，后文简称 ATMF）是期权平价关系中的最常

用的一种，它指的是期权的执行价格等于当前市场上标的资产在期权到期日的远

期价格①，根据 Black-Scholes 期权定价公式，这种 ATMF 期权的 Delta 近似等于

0.5（由于存在波动率的影响，等号并不严格成立）。ATMS 就是由一份 ATMF 的

                                                   
① 期权的平价关系共有现货平价（ATM-spot）、远期平价（ATM-forward）、价值中性平价

（ATM-value-neutral）、Delta 中性平价（ATM-Delta-neutral）四种，分别代表：执行价格等于现货价格、

执行价格等于远期价格、执行价格使得相同条件的看涨期权价值等于看跌期权价值、执行价格使得相同条

件的看涨期权 Delta 等于看跌期权 Delta 的绝对值，具体定义及解释见 Reiswich 和 Wystup (200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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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涨期权和一份相同期限 ATMF 的看跌期权组成，这两份期权的 Delta 值大小相

等、符号相反，加起来刚好抵消，因此 ATMS 的 Delta 为 0。由于 ATMS 是由两

份平价期权的组合，因此其报价反映的是期权价格（或隐含波动率曲线）的水平

属性。现实市场的外汇期权做市商一般均有 ATMS 的隐含波动率报价，后文用

SIV 表示 ATMS 的隐含波动率报价。 

2. 风险逆转期权组合（risk reversal，后文简称 RR）。RR 组合是由一份看涨

期权的多头（空头）和一份相同 Delta 绝对值的看跌期权空头（多头）组成的，

市场上对 RR 组合的报价就是这两份期权隐含波动率报价的差。由期权的定价公

式和 Delta 的性质易知，除了 ATMF 期权以外，其余 Delta 绝对值水平相同的看

涨期权和看跌期权对应的执行价格是不同的。RR 组合中的这两份期权同时为实

值期权或虚值期权，它反映的是市场上看涨市场与看跌市场的两种投资者之间的

力量差异，因而可以作为市场上期权价格（或隐含波动率曲线）的偏斜程度。现

实市场上的外汇期权做市商一般有多种 RR 组合的报价，最常见的有 10 Delta RR

和 25 Delta RR 两种，分别表示 Delta 值为 0.1（或 10%）的虚值看涨期权和虚值

看跌期权的风险逆转组合及 Delta 值为 0.25（或 25%）的虚值看涨期权和虚值看

跌期权的风险逆转组合。用公式表示为： 

[10] [10] [10]c pRR IV IV   

[25] [25] [25]c pRR IV IV   

3. 蝶式期权组合（butterfly，后文简称 BF）。BF 组合是由一份看涨期权和

一份相同期限且相同 Delta 绝对值的看跌期权隐含波动率之和减去 ATMF 

Straddle 的隐含波动率报价的两倍。BF 组合主要反映的是市场上看涨和看跌的投

资者力量之和与处于中间的投资者力量的差异，因而可以作为期权价格（或隐含

波动率曲线）凸度表示。与 RR 组合的报价类似，现实市场上的外汇期权做市商

一般也有多种 BF 组合的报价，最常见的有 10 Delta BF 和 25 Delta BF 两种。用

公式表示为： 

[10] ( [10] [1 ) / 20]c pBF IV IV SIV    

[25] ( [25] [2 ) / 2]5c pBF IV IV SIV    

综上，外汇期权场外交易市场上对同一期限最常见的隐含波动率报价有上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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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类（共五种）合约的报价，即 ATMF Straddle、10 Delta RR、25 Delta RR、10 Delta 

BF、25 Delta BF，对每一种期权组合都有多个期限的隐含波动率报价，最常见

的报价期限有 1 周、1 个月、2 个月、3 个月、6 个月、1 年等。 

虽然以组合形式的报价看似使得外汇期权的报价机制显得更为复杂了，但这

种报价使得市场上外汇期权的报价种类大大减少，复杂程度大大降低，本来应该

充满个性化交易的场外交易产品反而变得比较标准化了。实际上，越是复杂的金

融产品，其中所能提取的信息含量应该越多（Christoffersen 等 (2012 )），这可能

也是迄今为止以外汇期权作为研究对象的研究数量大大少于以股票期权和债券

期权作为研究对象的研究数量的原因之一。 

 



外汇期权中的隐含相关性：预测及其应用 

36 

 

 

第 4 章 汇率相关性的预测 

鉴于金融资产之间的相关性在资产组合分析及金融风险管理研究中的重要

性，结合本文后续对全球市场上资产配置的研究，本文接下来将首先对外汇市场

上的相关性从预测的角度进行实证研究。另外，基于前文中对期权隐含信息在金

融预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的分析，本章也对现实市场上的外汇期权交易数据中所

隐含的汇率之间相关性的信息在预测方面的能力进行了比较性的研究。最后，本

章还讨论了不同预测信息的组合是否可以有效的提高预测能力。 

4.1 数据 

4.1.1 数据描述 

本文所使用的外汇期权数据为从彭博（Bloomberg）数据库获得的场外交易

市场（OTC）欧式外汇期权隐含波动率报价，报价频度为日。由于人民币汇率期

权交易 2011 年才开始在中国的银行间市场推出，交易还非常不活跃，结合本文

的研究目的，本文选择使用美元作为本币，选择美元兑欧元及美元兑日元这两种

汇率作为汇率相关性的研究对象，根据第 3 章对于外汇期权交易情况的介绍，这

两种汇率的外汇期权是全球日成交金额最大的两种外汇期权，因此本文获取的外

汇期权报价包含美元兑欧元、美元兑日元、欧元兑日元这三种符合外汇三角关系

的汇率，所获得的报价数据包含当日期权买卖报价，本文使用期权买卖报价的中

间价格作为本文所使用的外汇期权价格。对每一种标的汇率对应的外汇期权都有

1 周到 1 年中多个期限的波动率报价，有一周、一月、二月、三月、六月、一年

等①。结合本文对相关性预测及其应用的研究目的，本文选择 1 个月、3 个月、6

个月、1 年这四个到期期限的外汇期权报价数据。这些报价的样本区间为 2000

年 1 月 1 日到 2012 年的 8 月 31 日②，仅在工作日有报价。由于本文需要对比不

                                                   
① 在本文的第 3 章曾经介绍过，实际上，从彭博数据库可以获得的期限还有隔夜、2 周、3 周等，但

一方面大多数市场都有这六个期限的外汇期权合约报价，另一方面除了这六个期限外的其余期限的期权大

多买卖价差很大，并以此推断它们的交易并不是非常活跃。 
② 这个区间为截止到 2012 年 8 月 31 日从彭博数据库（Bloomberg）可以得到的所有期权报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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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信息对相关性的预测作用，本文还需要用到这几种外汇的现汇汇率报价，这三

种外汇期权所对应现汇汇率的历史报价来自 Onada@Rate，且在工作日和非工作

均有报价①。另外，由于要估计已实现序列时需要用到更早期的汇率数据，因此

现汇汇率的数据样本更早期一些，从 1998 年 12 月 15 日②全球银行间市场开始报

价时开始，到 2012 年 8 月 31 日。据 Onada 网站的说明，这些外汇现汇汇率也

是来自场外交易市场上的汇率报价，因此汇率数据与期权数据同为场外交易市场

的报价，避免了因为交易的活跃程度不同所带来的问题，更有利于本文实证部分

的研究。 

为了较为清晰的说明本文所使用外汇期权的数据质量，本文在计算汇率之间

的相关系数前首先对所获得的外汇期权原始隐含波动率报价数据进行初步的描

述性分析。表 4.1-4.2 是对本文所使用的三种外汇期权原始隐含波动率报价数据

的描述统计分析结果，其中表 4.1 是对三种外汇期权隐含波动率买卖报价中间价

的分析，表 4.2 是对这三种外汇市场交易成本或市场流动性（用买卖价差与买卖

中间价的比来代表）的一个横向比较。对每种外汇期权的分析，表中的分析结果

都包含了本文所使用的四种到期期限的五种期权组合的报价（ 4 5 20  种）。 

从表 4.1 中所列期权买卖报价中间价的描述性统计量可以看出，对三种汇率

标的来说，其平价跨式期权组合报价（后文使用 SIV 表示）均为正值，且欧元

兑日元期权的 SIV 报价及其波动均高于其余两种汇率；风险反转组合的报价（后

文用 RR 表示）均为负值，说明市场上对虚值看跌期权的报价高于对虚值看涨期

权的报价；蝶式组合的报价（后文用 BF 表示）均为正值，说明市场上对虚值期

权的报价高于平价期权。另外，对同一种汇率标的的期权来说，三类组合的报价

绝对值均随期限的增加而变大，而这与期权的理论价值规律也是一致的。由于三

类期权组合的构成不同，单从对组合的报价我们无法分析市场三种组合的供需的

大小及市场流动性的好坏，表 4.2 中所列的买卖价差（卖价减去买价）与中间价

的比率（spread ratio）从交易成本的角度对这个问题提供了一定的解释。从表 4.2

                                                   
① 由于外汇期权报价仅在工作日有报价，而汇率则在工作日和非工作日均有报价，所以本文在后续

计算中在计算不同的序列时分别采用不同的数据及其对应日期，只有当同时使用这两类序列时才使用两者

共有的日期，这样可以最大程度的利用所得数据中的信息，尽可能的避免因随意删除而造成的信息流失。 
② 实际上，欧元作为记账货币从 1999 年 1 月 1 日才开始进入国际金融市场，由于 Onada 报出的是银

行间市场上各报价银行报出的平均价格，从数据可以看出，银行间市场对欧元汇率的报价甚至早于欧元真

正投入使用的时间。由于本文只有在求一年期已实现波动率和相关系数时才会用到该小段数据，因此这段

时间的报价对本文的实证研究影响可以忽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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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所列数据可以看出，对于三种汇率的四种期限期权合约来说，SIV 的价差比率

都是最低的，并且其波动幅度很小，表现比较稳定，这也是本文后续实证研究中

选择使用期权 SIV 报价作为提取隐含相关系数序列的原因之一①。比较特殊的是

欧元兑美元的 RR 期权组合的价差比率，其 3 月期期权的价差比率也比较低，但

不同的是，其波动幅度远远高于其他期权，表现非常不稳定，这说明其交易成本

并不是一直很低，只是均值表现出来比较低而已。另外，表中欧元兑美元期权的

RR 组合报价均值有正有负，而其他几种汇率期权均值都为负，出于欧洲经济体

和美国经济体联系的密切性，在没有发生危机的时候，市场预期欧元兑美元汇率

的变化是比较稳定的，不会出现大幅的下跌，尤其是比较短期的预期（1 月期的

欧元兑美元 RR 组合价差比率均值为正）。 

 

                                                   
① 另一个原因是，本文所获得的数据中，除了 SIV 报价外的其余组合报价均从 2003 年底才开始，并

且开始一年内的数据缺失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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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买卖报价中间价的描述性统计量 

   EURUSD  USDJPY  EURJPY 

期限 合约  均值 标准差 最大值 最小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大值 最小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大值 最小值 

1M 

V1M  10.7997 3.1377 28.8850 4.6750  10.5705 3.0864 38.4200 5.8506  12.0975 4.7918 48.4200 4.6500 

10R1M  -1.0076 1.7794 2.3300 -7.5800  -2.6134 3.0568 1.4150 -19.0450  -3.5092 3.1022 -0.0500 -19.0925 

25R1M  -0.5435 0.9677 1.3125 -4.1925  -1.4259 1.6389 0.7700 -10.2475  -1.9307 1.6737 0 -10.4350 

10B1M  0.7667 0.4491 2.8200 0.2000  1.1196 0.5406 3.9025 0.3750  1.1288 0.5797 4.9300 0.3994 

25B1M  0.2443 0.1296 0.8225 0.1000  0.2992 0.1132 0.8175 0.1125  0.3168 0.1574 1.8600 0.1250 

3M 

V3M  11.0096 2.8853 24.6525 5.0000  10.5642 2.5789 27.3875 6.1004  12.1237 4.2444 33.9600 5.2000 

10R3M  -1.2625 2.1946 2.0025 -8.1200  -3.4828 3.3009 1.5000 -19.9075  -4.4901 3.5409 -0.0400 -19.4025 

25R3M  -0.6622 1.1776 1.1250 -4.3850  -1.8548 1.7206 0.8000 -10.3550  -2.4253 1.8908 -0.2500 -10.5225 

10B3M  1.0742 0.5970 3.3675 0.3500  1.3527 0.6384 4.2575 0.4500  1.4356 0.7560 4.5950 0.4500 

25B3M  0.3203 0.1684 0.9050 0.1188  0.3320 0.1283 0.8975 0.1250  0.3697 0.2175 1.5675 0.1500 

6M 

V6M  11.1683 2.6900 22.2875 5.1003  10.6735 2.3837 22.1350 6.4004  12.2547 4.0446 29.3500 5.6500 

10R6M  -1.3459 2.3864 1.8250 -8.2200  -4.0914 3.5113 2.0000 -20.2000  -5.2312 3.9403 -0.7000 -19.7725 

25R6M  -0.7153 1.2729 1.0250 -4.4150  -2.1585 1.8116 1.4500 -10.3675  -2.7826 2.0550 -0.4000 -10.5025 

10B6M  1.2808 0.7085 3.6375 0.4250  1.5988 0.7128 4.6025 0.6000  1.7297 0.9400 5.0300 0.5250 

25B6M  0.3741 0.2004 1.0125 0.1250  0.2108 0.1573 1.0700 -0.5500  0.4285 0.2731 1.7575 0.1500 

1Y 

V1Y  11.2900 2.5548 19.9125 5.5500  10.8298 2.3571 18.9075 6.5500  12.4073 3.9909 26.3500 6.1250 

10R1Y  -1.4971 2.5712 1.8750 -8.5250  -4.7600 3.7659 2.5500 -20.6025  -5.9416 4.2590 -0.8000 -19.9600 

25R1Y  -0.7507 1.3494 1.0250 -4.5000  -2.4882 1.9039 1.4000 -10.3525  -3.1752 2.2519 -0.4250 -10.4650 

10B1Y  1.4551 0.8123 3.9475 0.4750  1.9028 0.8266 5.2650 0.6525  2.1100 1.1853 5.9500 0.5750 

25B1Y  0.4178 0.2272 1.0875 0.1250  0.3983 0.1656 1.1250 0.0375  0.4742 0.3086 2.0875 0.1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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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价差比率的描述性统计量 

  EURUSD  USDJPY  EURJPY 

期限 合约类型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1M 

V1M  0.0307 0.0097  0.0355 0.0128  0.0480 0.0209 

10R1M  0.3227 9.9013  -0.3519 1.1019  -0.4481 0.5840 

25R1M  0.1856 9.6847  -0.3259 1.7926  -0.4597 0.4754 

10B1M  0.3917 0.1663  0.3277 0.1779  0.5390 0.3539 

25B1M  0.8449 0.4178  0.8312 0.5764  1.2419 1.0037 

3M 

V3M  0.0270 0.0082  0.0313 0.0096  0.0415 0.0150 

10R3M  -0.0407 7.1399  -0.0986 2.9358  -0.3184 0.4812 

25R3M  -0.0724 3.0979  -0.1333 1.9299  -0.3202 0.1803 

10B3M  0.2574 0.0918  0.2443 0.1123  0.3575 0.2042 

25B3M  0.5998 0.2198  0.6695 0.4029  0.9241 0.6441 

6M 

V6M  0.0244 0.0079  0.0290 0.0087  0.0393 0.0235 

10R6M  -0.0434 9.8833  -0.2508 2.1744  -0.2488 0.1181 

25R6M  0.1472 8.3392  -0.2377 2.2350  -0.2720 0.1452 

10B6M  0.2070 0.0796  0.1938 0.0312  0.2944 0.1583 

25B6M  0.4977 0.1716  0.5955 0.3694  0.8361 0.5208 

1Y 

V1Y  0.0225 0.0078  0.0254 0.0093  0.0369 0.0134 

10R1Y  -0.4346 11.3801  -0.1863 2.5362  -0.2224 0.2322 

25R1Y  -0.1286 4.0165  -0.2029 3.3317  -0.2341 0.1321 

10B1Y  0.1817 0.0717  0.1473 0.0686  0.2361 0.1180 

25B1Y  0.4421 0.1541  0.4991 0.3597  0.6614 0.3827 

4.1.2 基于历史信息的相关系数 

根据本文第 2 章的内容，基于历史数据的相关系数分为三类：已实现相关系

数、基于历史数据的简单算术平均相关系数（后文中简称“历史相关系数”）、

RiskMetrics 的指数加权平均相关系数。由于现实世界中真实的相关系数序列无

法得到，因此参照已有研究，本文在后续的实证研究中选用汇率之间的已实现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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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数序列作为现实世界真实相关系数的代理变量，比较其余相关系数序列对已

实现相关系数序列的预测能力，以此作为本文对相关性预测的分析标准。利用第

2 章的方法，本文将利用外汇现汇汇率得到的已实现相关系数序列
r 、历史相关

系数序列
h 及指数加权平均相关系数序列

EWMA 进行了描述性分析，结果列在表

4.3 中。其中，对于历史相关系数序列，本文参照已有研究，采用预测期前一期

的相关系数作为代表，即表中的
h 。表 4.3 中的结果显示，已实现相关系数序列

及其他两类相关系数序列均值都显著为正，且期限越长的相关系数序列其均值和

波动率都越小。由于在计算相关系数时采用了滚动计算，窗口之间的重叠期较多，

自相关比较严重，表 4.3 中所列的 t 统计量为经 Newey-West 调整的 t 统计量，后

续表中数据也是如此，本文在正文中不再做特别说明。 

表 4.3 各相关系数序列的描述性统计量 

 期限 均值 标准差 T 值 最大值 最小值 偏度 峰度 

r
 

1M 0.3115 0.3292 30.01 0.8987 -0.6930 -0.5242 -0.5242 

3M 0.3043 0.2744 35.18 0.8450 -0.4370 -0.1716 -0.8462 

6M 0.2944 0.2539 36.74 0.7884 -0.2921 0.0443 -0.1120 

1Y 0.2816 0.2322 38.40 0.7053 -0.0589 0.2966 -1.3594 

h
 

1M 0.3139 0.3282 30.56 0.8988 -0.6930 -0.5342 -0.2875 

3M 0.3106 0.2727 35.82 0.8450 -0.4370 -0.2069 -0.7915 

6M 0.3014 0.2552 36.73 0.7884 -0.2921 -0.0107 -1.1152 

1Y 0.2885 0.2394 36.76 0.7053 -0.0589 0.2105 -1.4690 

E  

1M 0.3179 0.2853 34.95 0.8497 -0.5761 -0.3703 -0.4968 

3M 0.3151 0.2641 37.16 0.8214 -0.3829 -0.1791 -0.8252 

6M 0.3053 0.2516 37.42 0.7769 -0.2440 -0.0017 -1.1451 

1Y 0.2924 0.2378 37.21 0.6945 -0.0372 0.2018 -1.4798 

说明：1. 表中的 t 值均为经 Newey-West 调整的 t 统计量；2. 由于表格和页面空间的限制，表格中的

EWMA 暂时用
E 来表示；3. 表中的峰度数据为理论峰度值减去 3 后的调整峰度值。 

另外，由于在本文第 5 章对相关性风险溢酬的分析中还会用到三种汇率的方

差风险溢酬，因此本文这里也对得到的已实现波动率序列先进行了描述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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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列在表 4.4 中。对于已实现波动率来说，无论是哪种期限，EURJPY 的波动

率均值及标准差均高于其余两种汇率，最大值显示，极端情况下，EURJPY 的短

期波动率甚至可以接近其他两种汇率波动率的两倍，这说明欧元与日元的相对价

值变化比较大，研究 EURUSD 与 JPYUSD 之间的相关性对于分析这种变化很有  

帮助。 

表 4.4 各汇率已实现波动率的描述性统计量 

期限 汇率 均值 标准差 T 值 最大值 最小值 偏度 峰度 

1M 

EURUSD 0.0909 0.0307 94.49 0.2185 0.0000 0.6922 1.5506 

USDJPY 0.0885 0.0311 91.35 0.2482 0.0000 0.8805 2.5532 

EURJPY 0.1055 0.0475 70.75 0.4152 0.0000 1.8502 7.8469 

3M 

EURUSD 0.0909 0.0295 97.63 0.1923 0.0000 0.0429 1.3621 

USDJPY 0.0892 0.0265 106.98 0.1904 0.0000 0.1741 2.7789 

EURJPY 0.1061 0.0437 77.12 0.3043 0.0000 1.1380 3.8099 

6M 

EURUSD 0.0901 0.0302 94.47 0.1671 0.0000 -0.5616 1.4858 

USDJPY 0.0883 0.0262 106.92 0.1628 0.0000 -0.7921 3.2970 

EURJPY 0.1054 0.0428 78.01 0.2448 0.0000 0.4075 1.5068 

1Y 

EURUSD 0.0879 0.0325 85.62 0.1385 0.0000 -1.2032 1.4483 

USDJPY 0.0855 0.0293 92.54 0.1384 0.0000 -1.4376 2.7998 

EURJPY 0.1027 0.0441 73.80 0.1958 0.0000 -0.3535 0.3789 

说明：表中的 t 值均为经 Newey-West 调整的 t 统计量。 

 

除了基于历史信息的相关系数序列和本文后面介绍的隐含相关系数序列外，

本文在第 2 章还提到了利用时间序列模型对相关系数序列的分析。多元 GARCH

模型是这类时间序列模型的代表，它可以被用来分析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常用

的多元 GARCH 模型有 VEC 模型、BEKK 模型、DCC 模型等，但无论是哪种模

型，所有的 GARCH 类模型首先必须要求所分析的时间序列具有条件异方差性

（ARCH 效应）。具体到本文所分析的 EURUSD 与 JPYUSD 这两种汇率之间的

相关性而言，则需要两种汇率的变动率序列具有 ARCH 效应。由于本文要进行

的是相关性的样本外预测，需要滚动估计和计算各样本内区间的相关系数，而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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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特别的是，对 JPYUSD 汇率的变动率数据来说，大多数窗口的样本在经过 LM

（拉格朗日乘子法）的 ARCH 效应检验后发现其条件异方差效应并不显著，无

法利用 GARCH 模型来进行建模，因此对本文所研究的对象来说，多元 GARCH

模型并不适用。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在对汇率相关性的研究和预测中，如果

GARCH 模型不适用时，隐含相关系数序列总是可以用的，这也是本文所分析的

汇率隐含相关系数的一个优势。 

4.1.3 外汇期权的隐含相关系数 

根据本文第 2 章关于外汇期权隐含相关系数的计算公式（2.13），为了求得

两种汇率之间的隐含相关系数，我们需要标的汇率满足三角关系的三种外汇期

权。在本文的研究中，美元、欧元及日元这三者货币的汇率之间满足三角关系 

 log log logt t tEURUSD USDJPY EURJPY   (4.1) 

（4.1）式中的汇率的表示方法 AB 表示一单位的货币 A 可以兑换的货币 B

的数量，或者货币 A 用货币 B 表示的价格。（4.1）式中所使用的三种汇率表示

方法均为国际金融市场上通用的汇率表示方法，其中 EURUSD 为直接标价法，

USDJPY 为间接标价法，EURJPY 也是直接标价法。由于本文研究的是两种汇率

之间的相关性，为了使本文的研究经济含义更直观，本文将上述两种标价法统一

为直接标价法，即研究欧元及日元这两种货币的美元价格之间的相关性，这时

（4.1）式变为 

 log log logt t tEURUSD JPYUSD EURJPY   (4.2) 

进而有 

 EURUSD JPYUSD EURJPYR R R   (4.3) 

其中 R 表示对应汇率的对数变动率。另外，根据 USDJPY JPYUSDRR   可知，两

种汇率对数变动率的波动率相等，因而可以将市场上对 USDJPY 期权的隐含波

动率报价直接作为 JPYUSD 变动率的波动率用于计算。从而，利用式（2.13），

（4.2）中的汇率对数三角关系可以转化为 

 

2 2 2

,
2

eu ju ej

eu ju

eu ju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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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中的 ,eu ju 即 EURUSD 及 JPYUSD 汇率变动率之间的外汇期权隐含

相关系数①，或可以表述为欧元与日元的美元变动率之间的相关系数， 2

eu 、 2

ju 及

2

ej 分别为 EURUSD、USDJPY 及 EURJPY 三种汇率变动率的方差。。 

根据（4.3）式，为了得到上述两种汇率之间在某一期限内的隐含相关系数，

我们需要使用每种汇率在对应期限的隐含波动率，而在第 3 章外汇期权市场交易

机制一章中本文曾经详细的介绍了场外交易市场上的外汇期权报价方式，在场外

交易市场中外汇期权并不是以单个看涨或看跌期权（普通香草期权）的形式报出

的，而是以期权组合的隐含波动率来报出的，其中的 SIV 反映的是期权价格或

隐含波动率的水平属性，本文在后文的研究将主要利用 SIV 来计算汇率之间的

隐含相关系数。另外，在外汇期权市场上除了报出 SIV 以外还会报出风险逆转

期权组合及蝶式期权组合的价格，本文的第 3 章介绍过，这两类组合的报价分别

反映了外汇期权市场上的斜率信息和凸度信息，因此，本文在后面还将分别简单

的分析加入这两种组合的隐含波动率报价信息后计算得出的汇率之间的隐含相

关系数。由于这两类期权组合的特殊性，基于这两类报价得到的汇率之间的隐含

相关性会否具有特别的经济含义，本文随后也将进行详细的分析。 

结合前文的表述，对于隐含相关系数序列的计算方法，本文要说明的是，根

据本文第 3 章中所介绍的外汇期权的报价方式，除了平价跨式期权组合的报价

SIV 以外，其余组合的隐含波动率报价并不是直接报出某种期权的隐含波动率，

而是报出几种期权的隐含波动率的简单算术组合，因此无法直接作为隐含波动率

来使用。下面本文将说明如何从除 SIV 以外的其他报价中提取信息来得到本文

所研究的汇率之间的相关性。 

在本文的第 3 章曾经介绍过，外汇期权交易市场上存在三类（共五种）外汇

期权合约的报价，根据前文的简记方法，这些报价分别为 SIV、RR[10]、RR[25]、

BF[10]及 BF[25]，并且他们满足如下关系式： 

[10] [10] [10]c pRR IV IV   

[25] [25] [25]c pRR IV IV   

                                                   
① 为了避免表述的混乱，本文在后文中涉及到汇率的表达时均采用英文 AB 的形式表达，即一单位货

币 A 可以兑换的货币 B 的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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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 [10] [1 ) / 20]c pBF IV IV SIV    

[25] ( [25] [2 ) / 2]5c pBF IV IV SIV    

其中， [10]cIV 和 [10]pIV 、 [25]cIV 和 [25]pIV 分别表示 Delta 绝对值为 10%

的深度虚值看涨和深度虚值看跌期权、Delta 绝对值为 25%的深度虚值看涨和深

度虚值看跌期权，这四种期权均为普通香草期权。观察上述关系式，当 SIV、

RR[10]、RR[25]、BF[10]、BF[25]均以报价的方式给出时，上述四个方程中刚好

仅有 [10]cIV 、 [10]pIV 、 [25]cIV 、 [25]pIV 这四种普通香草期权的隐含波动率为

未知变量，因而可以很方便的求出。略去简单的推导过程，本文得到下述表达式： 

1
[10]

2

1
[10]

2

1

[10] [10]

[10] [10]

[25] [25]

[

[25]
2

1
[25 25] [25]]

2

c

p

c

p

IV SIV BF RR

IV SIV BF RR

IV SIV BF RR

IV SIV BF RR

 

 



 



 





 

根据上文的分析，在利用这几种外汇期权的隐含波动率计算汇率之间的隐含

相关系数时，不仅可以使用 SIV 的报价，还可以利用前面计算出的 [10]cIV 、

[10]pIV 、 [25]cIV 、 [25]pIV 这四种普通香草期权的隐含波动率。因而，利用（4.4）

式本文一共可以得到五个隐含相关系数序列，本文接下来将分别对这五个隐含相

关系数序列进行简单的比较分析。  

分析本文从彭博数据库所获得的外汇期权原始报价数据可知，其中，SIV 报

价的样本期较长，是从 2000 年 1 月 1 日开始一直到 2012 年 8 月 31 日（本文获

得数据的时间），并且对全样本进行分析后鲜有发现缺失值；而对其他两类组合

的隐含波动率报价数据样本期较短，是从 2003 年 10 月才开始一直到 2012 年 8

月 31 日，并且前两年的样本缺失情况比较严重。同时，由于对 [10]cIV 、 [10]pIV 、

[25]cIV 、 [25]pIV 的计算要同时使用所有五种期权组合的隐含波动率，这就要求

这五种组合在计算的当日均有报价，而在 2004 年末之前的样本中，这五种组合

的报价无法全部存在的样本非常多，这使得在该样本期中经计算所得的 [10]cIV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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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pIV 、 [25]cIV 、 [25]pIV 缺失值更多。由于本文后续研究所使用的隐含相关

系数主要是基于市场对 SIV 的报价所得到的，这里引入其他几种组合报价仅仅

是要对它们的信息进行简单的比较，因此本文首先单独对利用 SIV 报价得到的

相关系数序列在全样本的范围内进行描述性分析，然后再利用删除掉缺失值较多

的前期样本后的剩余样本对由 SIV、 [10]cIV 、 [10]pIV 、 [25]cIV 、 [25]pIV 分别

计算得到的隐含相关系数序列进行比较。 

表 4.5 是利用 SIV 得到的隐含相关系数序列的描述性分析结果，对该序列的

分析所用的样本范围为 2000.1.1 到 2012.8.31。表 4.5 中所列的异常值个数说明，

本身表中的异常值数非常少，仅有到期期限为 6 个月的合约计算得出了绝对值超

过 1 的相关系数。由于（4.4）式本身并没有额外的限制使得通过三种汇率的隐

含波动率报价得到的相关系数在-1 到 1 之间，如此少的异常值数说明外汇期权交

易的场外交易市场定价效率非常高。另外，表 4.5 中所列期权隐含的相关系数标

准差小于表 4.3 中所列的已实现相关系数标准差，期权价格中隐含的投资者对汇

率相关性的预期比现实世界的汇率相关性变动还要稳定。 

表 4.5 利用 SIV 得到的隐含相关系数序列的描述性统计量 

im  异常值数 均值 标准差 T 值 最大值 最小值 偏度 峰度 

1M 0 0.3818 0.1948 51.01 0.7904 -0.3592 -0.4216 -0.5581 

3M 0 0.3874 0.1734 57.86 0.7423 -0.2428 -0.4032 -0.6607 

6M 1 0.3890 0.1630 61.70 0.7065 -0.1819 -0.4484 -0.5781 

1Y 0 0.3888 0.1595 62.93 0.6774 -0.1812 -0.5215 -0.3656 

说明：1. 表中的 t 值均为经 Newey-West 调整的 t 统计量；2. 对于相关系数来说，异常值表示绝对值

大于 1 的情况，其余统计量是去掉异常值后的计算结果，其中，6 个月到期期限的隐含相关系数异常值为

-1.9242。 

 

在分析利用其他在值程度期权得到的隐含相关系数前，我们先在表 4.6 中列

出利用不同期权组合报价之间的关系式计算得到的五种不同在值程度的期权隐

含波动率的描述性统计量，它们分别为 SIV、 [10]cIV 、 [10]pIV 、 [25]cIV 、 [25]pIV ，

对这些序列的分析所用的样本范围为 2004.10.1 到 2012.8.31。从表 4.6 中可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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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对不同汇率标的及各种期限的期权来说，虚值看跌期权 [10]pIV 及 [25]pIV 的

隐含波动率均值及标准差均明显的高于其他期权合约，与以往关于外汇期权隐含

波动率曲线是一个微笑曲线（volatility smiles）的结论不同，本文这里发现的外

汇期权隐含波动率曲线实际上是类似股票市场的“波动率假笑”（volatility 

smirk）。从最大值可以看出，这两种期权的隐含波动率极端值也大大高于其他期

权合约，但这种极端的现象对以 EURUSD 为标的的期权来说表现却不是特别明

显，这反映出 EURUSD 汇率受极端情况的影响相对较小，与表 4.1 中的结论一

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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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6 SIV、IVC10、IVP10、IVC25、IVP25 的描述性统计量 

   EURUSD  USDJPY  EURJPY 

期

限 
类型 

 
均值 

标准

差 

最大

值 

最小

值 

偏

度 
峰度 

 
均值 

标准

差 

最大

值 

最小

值 

偏

度 
峰度 

 
均值 

标准

差 

最大

值 

最小

值 

偏

度 
峰度 

1M 

SIV  10.67 3.69 28.89 4.68 1.44 3.02  10.82 3.71 38.42 5.85 2.08 6.84  12.43 5.59 48.42 4.65 1.95 6.13 

IVC10  10.97 3.88 29.38 4.95 1.90 4.65  10.60 2.96 32.66 5.66 1.59 5.21  11.78 4.80 43.20 4.72 1.81 5.30 

IVP10  12.12 4.63 33.51 5.10 1.17 1.75  13.35 5.59 50.61 6.62 2.28 7.14  15.56 7.59 60.64 5.52 1.94 5.88 

IVC25  10.67 3.66 28.19 4.76 1.69 3.89  10.37 3.11 34.21 5.54 1.86 6.28  11.75 4.95 44.35 4.61 1.86 5.72 

IVP25  11.29 4.07 31.02 4.84 1.27 2.18  11.86 4.52 43.92 6.39 2.22 7.18  13.79 6.44 53.70 5.06 1.94 6.06 

3M 

SIV  10.91 3.45 24.65 5.00 0.99 1.46  10.73 3.06 27.39 6.10 1.31 2.19  12.45 4.92 33.96 5.20 1.22 2.11 

IVC10  11.37 3.67 28.23 5.50 1.63 3.59  10.30 2.39 22.04 5.84 0.59 0.26  11.54 4.10 29.15 5.33 1.18 1.74 

IVP10  12.82 4.64 28.43 5.58 0.69 0.13  13.91 5.14 40.64 7.60 1.75 3.98  16.41 7.32 47.16 6.38 1.21 2.15 

IVC25  10.90 3.40 25.74 5.08 1.30 2.53  10.12 2.50 23.23 5.71 0.86 0.88  11.55 4.25 29.80 5.15 1.14 1.71 

IVP25  11.69 3.93 25.76 5.21 0.75 0.49  12.04 3.91 33.04 6.85 1.56 3.18  14.18 5.96 39.51 5.63 1.19 2.08 

6M 

SIV  11.08 3.23 22.29 5.10 0.57 0.24  10.80 2.75 22.14 6.40 0.74 0.18  12.61 4.67 28.99 5.65 0.77 0.36 

IVC10  11.67 3.46 25.86 5.67 1.28 2.22  10.31 2.29 17.11 6.20 0.11 -1.14  11.58 3.85 23.98 5.70 0.74 0.12 

IVP10  13.26 4.63 25.50 5.85 0.38 -0.72  14.53 4.90 36.08 7.98 1.36 2.34  17.23 7.43 43.72 6.90 0.75 0.43 

IVC25  11.09 3.15 23.31 5.22 0.90 1.24  10.07 2.30 18.01 5.98 0.26 -0.87  11.52 3.95 24.71 5.59 0.72 0.08 

IVP25  11.95 3.78 23.08 5.32 0.40 -0.47  12.28 3.57 27.85 7.09 1.10 1.34  14.52 5.81 35.21 6.11 0.75 0.37 

1Y 

SIV  11.24 3.07 19.91 5.55 0.26 -0.48  10.97 2.66 18.91 6.55 0.23 -1.09  12.82 4.62 26.35 6.13 0.45 -0.67 

IVC10  11.95 3.28 23.67 6.40 1.02 1.31  10.45 2.47 16.02 6.38 0.08 -1.51  11.82 3.84 22.64 6.10 0.44 -0.81 

IVP10  13.66 4.65 23.65 6.10 0.20 -1.14  15.35 4.84 33.59 8.08 0.92 0.86  18.24 7.75 41.69 7.38 0.40 -0.59 

IVC25  11.25 2.95 20.91 5.84 0.57 0.36  10.10 2.39 15.30 6.00 0.02 -1.47  11.60 3.88 22.61 6.06 0.42 -0.87 

IVP25  12.15 3.70 20.88 5.66 0.18 -0.97  12.65 3.42 24.71 7.34 0.57 -0.23  15.03 5.90 32.64 6.64 0.41 -0.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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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7 利用不同在值程度期权得到的隐含相关系数的描述性统计量 

im
 

类型 均值 标准差 T 值 最大值 最小值 偏度 峰度 

1M 

(0) 

SIV 0.3516 0.2039 34.22 0.7904 -0.3592 -0.2512 -0.6316 

IVC10 0.4144 0.1717 49.29 0.8072 -0.1831 -0.2494 -0.5999 

IVP10 0.2960 0.2236 26.26 0.7596 -0.2786 -0.2048 -0.8708 

IVC25 0.3869 0.1872 41.13 0.8043 -0.2881 -0.2715 -0.5691 

IVP25 0.3188 0.2168 29.15 0.7718 -0.3336 -0.2154 -0.5691 

3M 

(0) 

SIV 0.3537 0.1856 37.94 0.7423 -0.2428 -0.1706 -0.8048 

IVC10 0.4431 0.1440 61.83 0.7719 -0.0186 -0.2291 -0.6972 

IVP10 0.2853 0.2176 26.08 0.6833 -0.3061 -0.1961 -0.8593 

IVC25 0.4052 0.1630 49.65 0.7672 -0.1342 -0.2268 -0.7616 

IVP25 0.3113 0.2047 30.24 0.7146 -0.2469 -0.1429 -0.9297 

6M 

(0) 

SIV 0.3553 0.1772 40.29 0.7065 -0.1819 -0.1879 -0.8422 

IVC10 0.4631 0.1283 73.20 0.7451 0.0774 -0.2690 -0.8202 

IVP10 0.2753 0.2279 24.24 0.6605 -0.2916 -0.2422 -0.8982 

IVC25 0.4179 0.1482 56.89 0.7315 -0.0572 -0.2853 -0.8020 

IVP25 0.3062 0.2023 30.39 0.6785 -0.2043 -0.1316 -1.0190 

1Y 

(0) 

SIV 0.3525 0.1750 40.63 0.6774 -0.1812 -0.2082 -0.7495 

IVC10 0.4680 0.1319 72.36 0.7362 -0.0711 -0.3670 -0.6392 

IVP10 0.2586 0.2382 21.88 0.6511 -0.3399 -0.0875 -1.1698 

IVC25 0.4273 0.1400 61.78 0.6958 -0.0255 -0.3605 -0.6679 

IVP25 0.2946 0.2054 28.90 0.6566 -0.2185 -0.0774 -1.0956 

说明：1. 表中的 t 值均为经 Newey-West 调整的 t 统计量；2. 对于相关系数来说，异常值表示绝对值

大于 1 的情况，其余统计量是去掉异常值后的计算结果，在该表中，期限一列括号中的数字表示由于所

求出的相关系数异常值的个数。 

 

表 4.7 分别列出了利用不同在值程度的期权信息得到的隐含相关系数序列

的描述性分析结果，对这些序列的分析所用的样本范围为 2004.10.1 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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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8.31。由于该表中所列的各隐含相关系数序列主要用于简单的比较分析，

表中不再单独报告每个序列中的异常值个数，仅分别给出了每个到期期限的所

有数据集中因异常值而被删掉的观测值个数。通过分析，加上这些不同在值程

度期权的信息后，异常值的个数并没有增加，这进一步说明了市场对外汇期权

定价的有效性。从表 4.7 中还可以看出，利用虚值看跌期权 [10]pIV 及 [25]pIV 得

到的隐含相关系数均值都明显低于其他期权，而利用虚值看涨期权 [10]cIV 及

[25]cIV 得到的隐含相关系数均值却明显高于其他期权。对这个现象的一个可能

的解释是，不同汇率的看跌期权中含有的独特信息较多，而看涨期权中含有的

共有信息较多，换句话说就是，当汇率下跌时，这种汇率受到的冲击更多的是

对它自身独特的冲击，对其他汇率的影响较小，而当汇率上涨时，这种汇率受

到的冲击更多的是对不同汇率共同的冲击。另外，比较有趣的是，看跌期权的

隐含相关系数均值是随着期限的增加而减小的，这与已实现相关系数的规律一

致，而其他期权的隐含相关系数均值都是随着期限而不断增加的。 

4.1.4 波动率与相关系数序列之间的相关性 

表 4.8 中列出了各种汇率的波动率与前文所得的相关系数序列之间的相关

系数。由于任何汇率都是某两种货币的相对价格，因此两种货币的价值受到的

冲击都可能会影响到汇率的变动。利用该表中的相关性结果我们可以分析不同

货币的美元价格变动到底应该归因于自身货币价值的变动还是应该归因于美元

价值的变动所引起的两种货币的美元价格同时的变动。如果某汇率（在本文中

指的是 EURUSD 或 JPYUSD）的波动率与相关系数之间的相关性为负，则说明

该汇率所受到的重要冲击主要是单独对欧元或日元价值的冲击，它可能仅仅会

单独影响到该货币兑美元的汇率；相反，如果某汇率的波动率与相关系数之间

的相关性为正，则说明该汇率所受到的重要冲击比较可能是对美元价值的冲击

或者是其他对欧元与日元价值同时的冲击，因而可能会同时影响到欧元与日元

兑美元的汇率。在表 4.8 中，无论是隐含序列还是已实现序列，各个期限下各

种汇率的波动率与 EURUSD 及 JPYUSD 之间的相关系数序列均为负相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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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隐含序列的负相关程度还大于已实现序列，这说明在期权价格所隐含的信

息中，上述用于解释波动率及相关系数之间相关性的效应与现实世界是一致的，

而且程度更加严重。在所有得到的相关系数中，EURUSD 及 JPYUSD 之间的相

关系数序列与 EURJPY 的波动率相关性最大，从一定程度上说明这两者中间所

包含的共同信息最多。 

表 4.8 汇率的波动率与相关系数序列之间的相关系数 

隐含 IVEU IVJU IVEJ im  

IVEU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IVJU 

0.7351 0.7867 1.0000 1.0000     

0.8243 0.8479 1.0000 1.0000     

IVEJ 

0.8753 0.8930 0.8669 0.8865 1.0000 1.0000   

0.9020 0.9109 0.9096 0.9293 1.0000 1.0000   

im  
-0.4660 -0.5043 -0.7486 -0.5172 -0.7483 -0.7836 1.0000 1.0000 

-0.5636 -0.6216 -0.6163 -0.7001 -0.8252 -0.8636 1.0000 1.0000 

已实现 RVEU RVJU RVEJ r  

RVEU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RVJU 

0.5379 0.6460 1.0000 1.0000     

0.7002 0.7241 1.0000 1.0000     

RVEJ 

0.7057 0.7803 0.6897 0.7587 1.0000 1.0000   

0.8096 0.8124 0.7803 0.8185 1.0000 1.0000   

r  
-0.1907 -0.2775 -0.1767 -0.2823 -0.7200 -0.7426 1.0000 1.0000 

-0.3348 -0.4168 -0.3539 -0.4364 -0.7652 -0.8199 1.0000 1.0000 

说明：1. 表中每对变量之间均列出了四个数值，左上、右上、左下、右下依次分别代表期限为一个

月、三个月、六个月和一年的相关系数；2. 经检验，表中所有列出的相关系数均在 1%的置信水平下拒绝

了相关系数为零的原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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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预测 

4.2.1 全样本期的样本外预测 

在本文的 4.1 节中我们得到了基于不同信息的相关系数序列，这些序列包

括历史相关系数序列、基于 RiskMetrics 方法得到的指数加权移动平均相关系数

序列、从外汇期权价格中提取出的隐含相关系数序列，在现实世界未来难以琢

磨的情况下，理论上，这些相关系数序列都可以被投资者用于对市场上汇率之

间相关系数的预测。当然，使用这些不同的信息得到的预测序列不会完全相同，

那么投资者究竟该选择何种信息来用于预测呢？本文接下来将利用现实世界的

数据来综合比较这几个相关系数序列对样本外的预测能力。也正是因为本文的

最终目的是要寻找到对现实世界更有效的预测，本文不进行过多样本内的性质

分析，而仅仅着眼于这些相关系数序列对样本外的预测能力。 

本章将主要从计量的角度来分析和比较这些相关系数序列对样本外的预测

能力，比较的标准将基于两种方法。第一种方法就是较为简单直观的计算每个

预测序列的均方根预测误差（root-mean-squared-prediction-error, RMSPE），即： 

  
2

1

1
ˆ

t t

T

t

RMSPE
T

 


   

其中，T 为样本的个数，
t 为现实世界中两种汇率之间的真实相关系数，

ˆ
t 为所使用的相关系数预测值。第二种方法是计算 Campbell 和 Thompson 

(2008 )及 Rapach 等 (2010 )所使用的样本外预测 2R 统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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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ˆ
t 与 t 分别为基于两种信息的相关系数预测值，从 2

OSR 的构造可以

看出，与第一种比较方法中的 RMSPE 相比，该 2

OSR 值实际是对两个预测序列的

样本外预测 MSPE 之间的直接比较，当 2

OSR 大于零时，说明 ˆ
t 的预测能力强于

t ，反之，则说明 ˆ
t 的预测能力弱于 t 。该方法的优势在于其可以使用 Cl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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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West (2007 )提出的经 MSPE 调整的统计量来检验 2

OSR 统计上的显著性，进而

可以判断一种预测是否显著优于另一种预测。这种经 MSPE 调整的统计量为： 

     
2 2 2

1 1 1 1 1 1 1
ˆ ˆ

t t t t t t tf            
      
 

 

在得到每个对应样本的上述统计量后，Clark 和 West (2007 )将
1{ }tf 
序列对

常数做回归并计算出常数项对应的 t 统计量（考虑到本文所使用样本的自相关

性，该 t 统计量需要经过 Newey-West 调整），利用该 t 统计量可以对其进行标准

正态分布的上尾单边检验并得到对应的 p 值，进而判断 2

OSR 在统计意义上是否

显著大于零。本文在第 2 章文献综述部分已经提到过，该统计量是对 Campa 和

Chang (1998 )所使用的 Diebold 和 Mariano (1995 )统计量的修正。 

对于样本外检验区间的选择，本文将先不考虑各种预测信息的特殊性，将

所有可获得样本中除去在计算各相关系数序列时所使用的样本后剩余的样本全

体作为检验样本。除了本文在前文得到的三个相关系数序列可以用于预测外，

在本文的第 4.2.3 部分还将研究不同预测信息的组合所具有的预测能力是否强

于单独信息的预测能力，本文随后对此进行分析。由于本文在决定组合权重时

需要使用过去的样本滚动进行计算，这个窗口设为共三年 750 个样本（由于相

关系数的数据中含有隐含相关系数序列，其报价仅有工作日的报价，因此本文

近似每年有250个相关系数的样本），因此前750个样本不能再用于样本外检验。

为了与后文组合预测部分的样本外检验区间保持一致以进行比较，本文此处选

择用于检验的全样本也为除去前面 750 个样本（从 2000 年 1 月 1 日到 2002 年

11 月 24 日之间的样本）的剩余样本，即将样本区间 2002 年 11 月 25 日到 2012

年 8 月 31 日作为样本外检验区间。在本章后续的预测分析中均采用此样本区间

为全样本区间。 

在具体比较几种相关系数序列的预测能力前，本文首先在图 4.1-4.4 中展示

了这几个相关系数序列分别与已实现相关系数的时间序列图，从直观上对这些

序列的属性及它们的预测能力产生初步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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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 相关系数时间序列图（1 月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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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 相关系数时间序列图（3 月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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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3 相关系数时间序列图（6 月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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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4 相关系数时间序列图（1 年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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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 4.1-4.4 中可以看出，EURUSD 与 JPYUSD 之间的相关系数在大多数

情况下都为正值，而且期限越长，这种现象越明显。已实现相关系数的时间序

列波动幅度大于其他相关系数序列，这说明不同的相关系数序列在用于预测时

会出现真实相关系数大时低估相关系数而真实相关系数小时会高估相关系数的

情况。对已实现相关系数序列进行的自相关性分析发现，已实现相关系数序列

有很强的自相关性，一阶自相关接近 1，因此具有一定的均值回复性。随着期

限的增加，已实现相关系数序列会变得更加平滑，历史相关系数及指数加权平

均相关系数与之相似，但隐含相关系数序列的这种现象不是特别明显。另外，

由于都是基于历史数据而得到的相关系数序列，指数加权相关系数序列与历史

相关系数序列比较相似，尤其是对于期限较长的相关系数，因此为了简化分析，

后文在分析组合信息的预测家资产配置时仅仅采用了历史相关系数与隐含相关

系数的组合，而没有考虑指数加权平均相关系数序列。 

表 4.9 中列出了对各个相关系数序列预测能力的比较结果。要说明的是，

表中的 2

1OSR 在计算时以历史相关系数作为预测比较的基准， 2

2OSR 在计算时以隐

含相关系数作为预测比较的基准， 2

3OSR 在计算时以 EWMA 相关系数作为预测

比较的基准。这里我们首先分析基于全样本的单个信息预测能力。从全样本的

范围来看，对于所有四个期限来说，与历史相关系数序列与 EWMA 相关系数

序列相比，隐含相关系数序列的 RMSPE 值最小，经 Clark 和 West (2007 )检验

的 2

1OSR 和 2

2OSR 均为显著大于零，说明隐含相关系数相较于历史相关系数和

EWMA 相关系数序列来说其预测的优势是显著的。另外，EWMA 相关系数序

列与历史相关系数序列相比并没有体现出绝对的预测优势，虽然对 1 月期和 1

年期来说，无论是从 RMSPE 还是 2

1OSR 来说，EWMA 的预测优势是显著的，但

是对 3 月期和 6 月期来说，EWMA 的预测比历史相关系数预测效果要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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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9 相关系数的预测能力 

 全样本 大幅度波动样本 

期限  相关系数类型 RMSPE 
2

1OSR  P 值 
2

2OSR  P 值 
2

3OSR  P 值 RMSPE 
2

1OSR  P 值 
2

2OSR  P 值 
2

3OSR  P 值 

1M 

单个 

h  0.3448       0.5534       

EWMA  0.3225 0.1249 ***     0.5472 0.0225 ***     

im  0.2738 0.3691 *** 0.2791 ***   0.5304 0.0816 *** 0.0604 **   

组合 

Mean 0.2934 0.2760 *** 0.1726 *** -0.1476 --- 0.5202 0.1164 *** 0.0961 *** 0.0379 ** 

DMSPE 1.0   0.2852 0.3155 *** 0.2178 *** -0.0580 --- 0.5190 0.1205 *** 0.1003 *** 0.0424 ** 

DMSPE 0.9   0.2736 0.3701 *** 0.1802 *** 0.0016 *** 0.4984 0.1891 *** 0.1705 *** 0.1171 *** 

3M 

单个 

h  0.2738              

EWMA  0.2814 -0.0557 ---            

im  0.2327 0.2780 *** 0.3161 ***          

组合 

Mean 0.2396 0.2344 *** 0.2748 *** -0.0604 ***        

DMSPE 1.0   0.2365 0.2541 *** 0.2935 *** -0.0331 ***        

DMSPE 0.9   0.2230 0.3371 *** 0.3721 *** 0.08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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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9 续） 

 全样本 大幅度波动样本 

期限  相关系数类型 RMSPE 
2

1OSR  P 值 
2

2OSR  P 值 
2

3OSR  P 值 RMSPE 
2

1OSR  P 值 
2

2OSR  P 值 
2

3OSR  P 值 

6M 

单个 

h  0.2801              

EWMA  0.2837 -0.0261 ---            

im  0.2369 0.2848 *** 0.3030 ***          

组合 

Mean 0.2490 0.2096 *** 0.2296 *** -0.1052 ---        

DMSPE 1.0   0.2449 0.2357 *** 0.2551 *** -0.0687 ---        

DMSPE 0.9   0.2311 0.3192 *** 0.3365 *** 0.0481 ***        

1Y 

单个 

h  0.2177              

EWMA  0.2173 0.0030 **            

im  0.2010 0.1475 *** 0.1449 ***          

组合 

Mean 0.1981 0.1718 *** 0.1693 *** 0.0285 ***        

DMSPE 1.0   0.1925 0.2180 *** 0.2157 *** 0.0827 ***        

DMSPE 0.9   0.1772 0.3371 *** 0.3351 *** 0.2224 ***        

说明：表中 P 值的计算均为根据 Newey-West 计算出的 t 统计量得到，并且是（>0）的单向检验，***、**、*分别表示在 1%、5%、10%的置信水平下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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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大幅波动样本期的样本外预测 

本文第 4.2.1 部分的结论说明，在全样本的范围内，隐含相关系数序列的预

测比历史相关系数序列及 EWMA 相关系数序列更有效。在市场大幅度波动时，

各种变量的不确定性都大大增加，对这些变量的预测变的更为困难，那么隐含

相关系数预测的这种优势在市场存在大幅度波动时是否仍然存在？本文接下来

将对这一问题进行分析。 

在前文曾经分析过，期权由于其未来到期的性质，其价格信息中包含了投

资者对未来的预期信息，这种特性是单纯使用历史信息所不具备的，因此本文

认为，当市场上存在较大幅度的波动或者存在显著的跳跃时，期权的隐含信息

与其他信息相比会显得更为有效。Christoffersen 等 (2012 )在对期权隐含信息应

用于金融市场上的预测进行研究时曾归纳了期权隐含信息在预测中占有优势的

几种情形，这些情形包括：期权市场交易非常活跃，从而期权市场上买卖价差

较小时；期权执行价格的分布范围比较广，从而在不需要对资产的收益率及波

动率做任何特定的假设时；期权的到期期限种类比较广，从而可以对多个期限

进行预测时；期权对应的标的资产可以被唯一确定时（国债期权在交割时可以

选择最小交割债券，因此不符合这个条件）；期权只有在到期日可以被执行（欧

式期权）；标的资产的波动率具有比较强的持续性；在待预测区间内标的资产发

生了结构性变动，这很难用时间序列模型准确的刻画，用历史数据也很难对这

种突然的变化进行准确预测；在预测资产的高阶矩时，期权的非线性性质显得

更为有效；期权隐含的信息是风险中性信息，在进行现实世界的预测时期权隐

含信息是有偏的预测，那么从理论上来讲，当风险溢酬比较小的时候，期权隐

含的信息在预测时比较准确；等等。对比本文的研究内容，本文所使用的外汇

期权数据基本符合 Christoffersen 等 (2012 )所总结的这些情形。在这些情形中，

值得特别注意的一种情形就是当标的资产在发生结构性的变动或者是跳跃时的

变动时，期权隐含信息在预测中具有更大的优势①。对这种市场处于大幅波动时

预测准确性的分析对投资者判断和调整其资产组合的风险结构尤其重要，与本

                                                   
① BIS 的季度报告（FX volume during the financial crisis and now，BIS Quaterly Review, March, 2012）

显示，在 2008 年金融危机期间，外汇期权的交易量出现了大幅增加，高于非危机时期的交易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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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内容一致的是，本文还将在第 6.1 节中引入损失函数模型并计算方差加权

的 RMSPE 指标来比较不同信息预测的准确性。 

那么该如何界定市场的大幅度的波动呢？根据已有资料及相关公开信息的

分析和表述，本文采用一种比较简单直观的度量方法来进行界定。将所有全样

本期的汇率波动率排序后取波动率最高的前十分之一作为“大幅度波动样本”。

另外，与收益率、波动率等其他变量相比，通常相关系数涉及到的是两种资产，

而对于汇率之间的相关系数尤其特别，它涉及到的两种汇率中实际上包含了三

种货币的信息，本文的相关系数涉及到的三种货币分别为美元、欧元与日元，

对应的三种汇率分别为欧元兑美元、日元兑美元、欧元兑日元，三种汇率的波

动并不完全一致，到底应该采用那种汇率来确定本文的大幅度波动样本呢？本

文根据 4.1 节表中对汇率波动率与相关系数序列之间相关性的分析选择与相关

系数序列相关性最大的欧元兑日元汇率（无论是隐含序列还是已实现序列结论

都一致）作为本文选择大幅度波动样本的对象。另外，当分析各个序列在大幅

度样本期的预测能力时，本文仅仅分析基于一个月期限的短期预测，由于大幅

度波动往往都是市场上的突然冲击引起的，所以投资者对市场大幅度波动预测

往往也都是短期的，过于长期的预测分析经济意义不大。 

对一月期的欧元兑日元汇率的月已实现波动率进行排序分析后得到前十分

之一的分位数为 14.77%（年化后的波动率），本文近似取 15%在全样本范围内

对样本进行截取。本文从现汇汇率数据的 3568 个样本中共筛选出 336 个大幅度

波动样本，对这些汇率的大幅度波动样本以年限作为划分的描述性分析如表

4.10 所示①。从表 4.10 中的数据可以看出，欧元兑日元的汇率月波动率在 2008

年和 2009 年的大幅度波动样本明显多于其他年份，且 2008 年汇率月波动率的

均值大大高于其他月份的波动率均值，这与当时发生的美国次贷危机时期相符

合，尤其是 2008 年金融危机最严重时，其月波动率最高达到 41.52%，这个值

比其他月份月波动率最高值的两倍或更多，是非常罕见的大幅度波动。 

                                                   
①值得说明的是，表中每个年限都有对应的样本数，而实际上本文中的相关系数、方差、波动率等

变量都是某个区间段上的变量，由于本文所有的已实现相关系数及已实现方差和波动率均是根据（2.1）

式中时间标记来处理的，因此表中所列年限对应的样本或其代表的日期只是所分析变量对应区间段的到

期时间（右端点），本文在接下来章节中与本章一致，因此在必要时还进行了相应的时间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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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0 大幅度波动样本期 EURJPY 月波动率的描述性统计量 

年限 样本数 均值 标准差 最大值 最小值 

2003 15 0.1566 0.0066 0.1673 0.1502 

2004 11 0.1537 0.0016 0.1572 0.1508 

2007 17 0.1556 0.0020 0.1591 0.1507 

2008 103 0.2719 0.0866 0.4152 0.1585 

2009 110 0.1690 0.0150 0.2076 0.1500 

2010 50 0.1875 0.0258 0.2217 0.1500 

2011 30 0.1684 0.0064 0.1777 0.1606 

 

表 4.11 是对提取出的大幅度波动样本期已实现相关系数的描述性分析，用

于帮助了解市场大幅度波动与相关系数变动之间的关系，为了方便比较，表中

还列出了对全样本期的已实现相关系数的描述性分析结果。从表中的数据可以

看出，在本文所使用的样本范围内，与全样本期相关系数均值显著为正相比，

大幅度波动样本期的相关系数均值显著为负，与全样本期相差非常大。在选择

性的分析了 2008 年到 2009 年现汇汇率样本后，欧元兑美元汇率的不断贬值和

日元兑美元的不断升值支持了这个差异。对这种现象可能的解释是，在金融危

机发生后，日元一直以来的长期低利率政策使得危机时投资者对其降息幅度的

预期相对低于欧元和美元，因此日元这时反而出现相对的升值。当然，这种现

象和解释仅限于本文所使用的样本区间内。 

表 4.11 大幅度波动样本期已实现相关系数的描述性统计量 

范围 均值 标准差 T 值 最大值 最小值 偏度 峰度 

全样本 0.3464 0.3294 23.79 0.8988 -0.6930 -0.7054 -0.1034 

大幅样本 -0.1561 0.3120 -3.65 0.6483 -0.6920 0.4329 -0.1614 

说明：1.表中的 t 值均为经 Newey-West 调整的 t 统计量。2. 第一行是对全样本期已实现相关系数序

列的分析，第二行是对大幅度波动样本期已实现相关系数序列的分析。 

 

在表 4.9 的右栏中列出了三种不同相关系数序列在大幅度波动样本期时预

测能力的比较结果。从表中可以看出，对 1 个月期限的相关系数来说，当市场

存在大幅度波动时，隐含相关系数的预测优势并没有发生变化，虽然 RMS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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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有大幅度的增加，但隐含相关系数的预测误差仍然显著的小于其余两种相关

系数序列。 

对于期权来说，它们的一个重要用途就是被投资者用来更好的利用和规避

市场上的风险。当市场出现大幅波动时，资产收益的风险大大增加，市场对虚

值期权的需求就会大幅增加，这时非平价期权价格中反而可能含有更多的信息，

而本文之前所分析的隐含相关系数序列都是利用 SIV 报价得到的。为了更多的

挖掘期权中的隐含相关性信息，本文接下来将对平价期权与虚值期权隐含相关

信息的预测能力进行简单的分析，结果列在表 4.12 中。由于虚值期权的样本期

较短，因此表 4.12 中的全样本区间与虚值期权的样本期一致，为 2004.10.1 到

2012.8.31。比较意外的是，即使是在全样本范围内，虚值看跌期权的隐含相关

系数序列预测能力也略微好于平价期权，而这种优势在大幅度波动样本期变得

更大了。与看跌期权不同，虚值看涨期权的预测能力始终比从 SIV 中提取的隐

含相关系数要差。对这个结果可能的解释是，在 2004 年末到 2012 年期间市场

在大多数时间内始终处于一个比较波动的状态，因此即使是全样本，虚值看跌

期权的预测能力也略有优势。而虚值看涨期权在市场大幅波动时并没有虚值看

跌期权那样的受欢迎度，因此在预测汇率相关性方面并没有比 SIV 更多的信息

含量。 

表 4.12 大幅度波动样本期的预测与非平价期权 

  全样本  大幅度波动样本 

合约类型 

 

RMSPE 
2

OSR  

P 值 

（>0） 

 

RMSPE 
2

OSR  

P 值 

（>0） 

SIV  0.2954    0.5381   

IVC10  0.3188 -0.1649 ---  0.6108 -0.2882 --- 

IVP10  0.2948 0.0038 ***  0.5085 0.1070 *** 

IVC25  0.3052 -0.0679 ---  0.5745 -0.1398 --- 

IVP25  0.2928 0.0170 ***  0.5180 0.073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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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 不同预测信息的组合 

在以往对金融市场预测的研究中，有很多关于期权隐含信息预测的研究结

论虽然肯定了期权隐含信息在预测中更优的表现，但它们也认为期权隐含信息

与历史信息各自含有特别的信息，两者无法完全包含对方所包含的信息，这些

研究有 Walter 和 Lopez (2000 )、Pong 等 (2004 )、黄薏舟和郑振龙 (2009 )、

Christoffersen 等 (2012 )等，因此从理论上来讲，通过不同预测值的组合来进行

预测有可能比单独利用某种信息的预测能力要更强，这种组合方法最早由 Bates

和 Granger (1969 )证实了其提高预测能力的作用，后续关于金融市场预测的研

究还有 Mamaysky 等 (2007 )、Rapach 等 (2010 )等。具体到本文的研究内容，

由于基于期权隐含信息的预测对现实世界来说是有偏的，特别是在存在风险溢

酬或者风险溢酬比较大的时候，因此基于历史信息所得的预测与基于期权隐含

信息所得的预测两者的组合有可能更好的提高其预测能力。需要特别说明的是，

Rapach 等 (2010 )使用宏观变量定义了经济增长的繁荣、正常和衰退时期，并

对这三种时期分样本研究了股权溢价的预测，他们发现，基于不同信息的预测

组合值在经济增长处于衰退的时期表现尤其的好，这可以用因经济增长衰退时

不确定性增加而导致的预测难度加大来解释。类似的，在本文的 4.2.2 部分对大

幅度波动下各种信息的预测能力进行了比较，接下来，本文还将在比较的对象

中增加各种预测的组合作为新的预测值并对其在全样本时期与大幅度波动样本

时期的预测能力进行分析。 

基于不同信息预测的组合可以表示成多个基于单个信息的预测值的加权平

均值，如果记 , 1
ˆ
c tf  为在 t 时刻对 1t  时刻的预测组合值， , 1

1

ˆ
N

i t
i

f 

为N 个基于单

个信息的预测值，则 , 1
ˆ
c tf  可以表示成 

 , 1 , , 1

1

ˆ ˆ
N

c t i t i t

i

f f 



  (4.5) 

其中， , 1

N

i t i



表示赋予 N 个基于单个信息的预测值的权重，需要注意的是，

权重 ,i t 的时间下标为 t ，不同于预测值的时间下标 1t  ，这表示上述预测值的

权重都是事前变量，在第 t 期预测第 1t  期的变量时这些权重是已知的。对于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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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预测组合的表达式来说，最关键的内容就是每个预测值在组合中权重的选择，

权重设定方法的不同对该种组合方法的预测能力具有很大的影响。这些权重可

以是始终不变的，如设定每个预测值具有等权重
1

N
，这种设定操作起来比较简

单方便，这些权重也可以是时变的，每预测一步都需要根据最新发生的变量值

更新这些权重，如每次预测都根据这些预测过去的表现来调整它们在组合中的

权重，这种设定操作起来就会稍微复杂一些。不过有意思的是，与已有关于资

产组合选择的研究结论相似，并不是看似越精确越复杂的设定在预测中表现并

不一定优于上述等权重的简单设定。实际上相关的研究已经表明，简单的等权

重加总反而比其他复杂一些的方法在预测中表现更好，见 Timmermann (2006 )

及 Rapach 等 (2010 )等。 

结合上文中对权重设定的分析，本文参照 Rapach 等 (2010 )的研究将利用

上述两类方法来确定组合中的权重。 

第一类方法使用简单的算术平均方法，设定每个预测值的权重相等且为

1

N
： 

 
, 1 , 1

1

1ˆ ˆ
N

c t i t

i

f f
N

 



   (4.6) 

第二类方法由 Stock 和 Watson (2004 )提出，这类方法在每一步预测时都会

根据过去单个预测的样本外表现来决定该预测所占的权重，过去表现越好的预

测值其所获得权重越大，过去表现越差的预测值其所获得的权重越小。这种方

法被称为贴现的均方根预测误差（discount mean square prediction error, DMSPE）

组合方法，它的权重设定为 

 
1 1

, , ,

1

N

i t i t j t

j

   



   (4.7) 

其中 ,i t 被定义为： 

  
1 2

1

, 1 , 1
ˆ

t
t s

i t s i s

s m

ff 


 

 



   (4.8) 

公式中的 即为预测的贴现因子，m 为计算组合权重所用的时间窗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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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 MSPE 值比较小的预测值，DMSPE 方法会赋予比较小的权重。当贴现因

子取值为 1 时，这些 MSPE 没有进行任何贴现，贴现因子没有影响到这些预测

误差的权重，当贴现因子取值小于 1 时，距当前比较近的预测误差所获得的权

重比较大。在本文对组合预测的研究中将分别令贴现因子等于 1 和 0.9，分别代

表未贴现和贴现的两种情形。关于窗口长度的选择，在 4.2.1 部分已经提到过，

本文使用前 750 个样本作为估计组合权重的窗口。表 4.13 列出了利用两类方法

得到的组合预测的描述性统计量，从各统计量来看，组合预测介于隐含相关系

数与历史相关系数之间。 

表 4.13 组合预测的描述性统计量 

c  类型 均值 标准差 T 值 最大值 最小值 偏度 峰度 

1M 

Mean 0.3524 0.2531 34.04 0.8251 -0.5261 -0.4674 -0.4487 

D(1.0) 0.2921 0.2593 36.47 0.8143 -0.5054 -0.0550 -1.1965 

D(0.9) 0.2922 0.2671 34.86 0.8727 -0.6038 -0.0761 -0.9924 

3M 

Mean 0.3578 0.2142 40.18 0.7528 -0.3302 -0.2438 -0.8280 

D(1.0) 0.3040 0.2430 42.01 0.7242 -0.3190 -0.0647 -1.3644 

D(0.9) 0.3089 0.2400 44.23 0.7459 -0.2982 -0.0703 -1.3296 

6M 

Mean 0.3571 0.2007 42.56 0.7434 -0.2142 -0.2202 -0.9977 

D(1.0) 0.3151 0.2369 44.61 0.7339 -0.2083 -0.1454 -1.4468 

D(0.9) 0.3168 0.2323 46.73 0.7270 -0.2066 -0.1375 -1.3987 

1Y 

Mean 0.3585 0.1856 47.15 0.6781 -0.1025 -0.1116 -1.3043 

D(1.0) 0.3257 0.2244 46.79 0.6779 -0.1057 -0.2452 -1.4776 

D(0.9) 0.3201 0.2281 44.21 0.6780 -0.0806 -0.1978 -1.5016 

说明：1. 表中的 t 值均为经 Newey-West 调整的 t 统计量。2. 由于空间的限制，表中的 Mean 表示等

权重的均值组合预测；D(1.0)和 D(0.9)分别表示贴现因子为 1.0 和 0.9 的 DMSPE 预测。 

 

由于在单独信息的预测过程中，EWMA 方法并没有有效的提高历史相关系

数的预测能力，并且两者都是基于历史信息得到的相关系数序列，因此为了避

免信息的混淆，在本文的组合预测部分将仅仅考虑历史相关系数与期权隐含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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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数的组合，不考虑向组合中加入 EWMA 相关系数的信息。对组合信息的

预测能力分析结果也被列在表 4.9 中。表中相关系数类型一列中的 Mean 就代

表算术平均加权，DMSPE 代表的是贴现的均方根误差方法。表中的结果显示，

在全样本范围内，对于各种期限的预测来说，三种组合信息的预测均显著战胜

了历史相关系数和EWMA相关系数，但是或者是基于RMSPE、或者是基于 2

OSR ，

仅有 DMSPE, 0.9  可以在所有期限战胜隐含相关系数，其余两种组合信息仅

在 1 年期的预测中比隐含相关系数的预测能力更强。对于大幅度波动样本来说，

对于 1 月期的预测来说，三种组合信息的预测能力均显著战胜了历史相关系数、

EWMA 相关系数及隐含相关系数。并且，单从 RMSPE 的大小来说，不同期限

的贴现均方根误差（ 0.9  ）组合预测战胜了等权重均值组合预测和未贴现的

均方根误差（ 1  ）组合预测。这些结果说明，无论是对全样本还是大幅度波

动样本来说，不同信息的组合虽然不一定可以在任何情况下战胜所有的单独信

息预测，但是组合信息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显著优于单独信息中预测表现最差的，

在少数情况下可以显著优于所有的单独信息预测。因此，本文认为，从本章所

选择的计量标准来看，不同单独信息的组合有利于不同单独信息预测能力的改

善。 

4.3 本章小结 

经过对已有研究中计算相关系数的方法的总结，结合本文所选用样本的特

点，本文利用外汇现汇汇率数据和期权价格数据共得到了已实现相关系数序列、

历史相关系数序列、指数加权平均相关系数序列和隐含相关系数序列这四个相

关系数序列。其中，外汇期权隐含相关系数序列是本文研究的重点，本文在进

行后续分析前首先对外汇期权隐含相关系数序列的获取进行了更全面的讨论。

由于外汇期权交易以组合形式报价的特殊性，本文首先利用不同组合中普通香

草期权之间的关系得到了不同在值程度的普通虚值看涨和看跌期权隐含波动

率，并对由这些不同在值程度期权分别得到的隐含相关系数序列进行了横向比

较，比较结论发现，利用虚值看跌期权 [10]pIV 及 [25]pIV 得到的隐含相关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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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值都明显低于其他期权，而利用虚值看涨期权 [10]cIV 及 [25]cIV 得到的隐含

相关系数均值却明显高于其他期权。对这个现象的一个可能的解释是，不同汇

率的看跌期权中含有的独特信息较多，而看涨期权中含有的共有信息较多，换

句话说就是，当汇率下跌时，这种汇率受到的冲击更多的是对它自身独特的冲

击，对其他汇率的影响较小，而当汇率上涨时，这种汇率受到的冲击信息中更

多的是对不同汇率共同的冲击信息。虽然对这些不同在值程度期权中的隐含相

关系数进行了横向的比较，但由于市场流动性不好和所得样本区间较短等因素，

本文在预测部分都是采用的平价期权的隐含相关系数作为外汇期权隐含相关系

数的代表。 

本文还对汇率的波动率序列和汇率之间的相关系数序列之间的相关性进行

了简单的分析。分析结论显示，无论是隐含序列还是已实现序列，各个期限下

三种汇率的波动率序列与 EURUSD 及 JPYUSD 之间的相关系数序列均为负相

关的。这说明这些汇率所受到的重要冲击主要是单独对本国货币的冲击，它可

能仅仅会单独影响到该种货币兑美元的汇率。而且隐含序列的负相关程度还大

于已实现序列，这说明在期权价格所隐含的信息中，市场对这种单独冲击效应

的预期与现实世界是一致的，并且程度比现实世界更加严重。在所有得到的相

关系数中，EURUSD 及 JPYUSD 之间的相关系数序列与 EURJPY 的波动率相

关性最大，从一定程度上说明这两者中间所包含的共同信息最多。 

在进行完上述分析后，本文接下来对汇率之间相关性的预测进行了实证研

究。参照已有关于预测的研究，本文利用已实现相关系数序列作为现实世界中

汇率之间相关系数的代理，并对其他三种相关系数与已实现相关系数的样本外

预测偏差进行了分析和比较，这部分内容本文主要分三步进行。 

第一步，本文在全样本的范围内对三种相关系数的预测能力进行了比较。

在全样本范围内，隐含相关系数相较于历史相关系数和 EWMA 相关系数序列

来说其预测的优势是显著的，EWMA 相关系数序列与历史相关系数序列相比并

没有体现出绝对的预测优势，虽然对 1 月期和 1 年期来说，EWMA 的预测优势

是显著的，但是对 3 月期和 6 月期来说，EWMA 的预测比历史相关系数预测效

果要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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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步，由于市场在出现大幅波动时，各个变量变动的不确定性都大大增

加，准确的进行变量预测变得更加困难，本文接下来对市场在处于大幅度波动

时不同相关系数序列在短期预测时的表现进行了比较。本文利用汇率的波动率

大小作为标准从全样本中提取出了市场大幅度波动的样本并对在这些大幅度波

动样本期不同相关系数的预测表现进行了比较，尽管所有相关系数序列的预测

偏差都大大增加，但是外汇期权隐含相关系数的预测优势地位并没有明显变化。 

第三步，除了分析单个预测，本文还引入了由隐含信息和历史信息的组合

预测以改善单独信息的预测能力，结果显示，无论是对全样本还是大幅度波动

样本来说，不同信息的组合虽然不一定可以在任何情况下战胜所有的单独信息

预测，但是组合信息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显著优于单独信息中预测表现最差的，

在少数情况下可以显著优于所有的单独信息预测，因此，从计量标准来看时，

不同单独信息的组合有利于不同单独信息预测能力的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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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章 相关性风险溢酬 

在上文讨论了汇率之间相关系数的时变性及对这种时变相关性的预测之

后，本文接下来将从资产定价的角度分析这种时变相关性对投资外汇资产所带

来的影响——相关性风险溢酬，同时这种相关性风险溢酬也是影响隐含相关系

数对现实相关系数预测能力的主要因素，本文将这种相关性风险溢酬看作是对

隐含相关系数预测能力的解释。 

在第 4 章中，本文分别利用外汇现汇汇率及外汇期权的报价数据得到了已

实现相关系数序列及隐含相关系数序列，并将已实现相关系数序列作为现实世

界真实相关系数的代理变量进行了预测能力的研究。根据以往关于资产定价的

研究，在本章中，我们将现实世界相关系数序列与风险中性世界相关系数序列

的差定义为汇率之间相关性的风险溢酬。对于这个相关性风险溢酬序列，本章

接下来将对其相关属性及其所包含的信息含量进行详细的分析。 

5.1 相关性风险溢酬 

5.1.1 相关性风险溢酬的时间序列 

根据以往资产定价领域的研究，对于一个随机变量来说，其在现实世界的

值与其在风险中性世界的值之间存在的偏差即为该随机变量的风险溢酬。本文

接下来将使用该方法对汇率之间相关性的风险溢酬进行量化的研究。本文将汇

率之间相关性的风险溢酬定义为现实世界相关系数序列与风险中性世界相关系

数序列之间的差，即 

 , , ,[ ] [ ]P Q

t T t t T t t TCRP E E    (5.1) 

其中 ,t TCRP 表示在 t 到T 时间段内的相关性风险溢酬，上标 P 表示现实世界

的测度，上标 Q 表示风险中性世界的测度， ,t T 表示 t 到T 时间段内汇率之间的

相关系数。由于变量之间的相关性都包含有特定的时间期限，比如有两种汇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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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一个月内的相关性表现与一年内的相关性表现很可能差异很大，而且在不

同的经济状态下也可能不同，同样的，相关性风险溢酬也具有与变量的相关性

对应的期限属性，因而利用不同到期期限的已实现相关系数序列及隐含相关系

数序列我们可以得到相关性风险溢酬的期限结构。本文所使用的隐含序列和已

实现序列均第 4 章一致，由于本章内容不涉及不同信息的组合及样本外检验，

因此不需要像第 4 章专门空出三年的估计窗口期。本章所使用的样本即为

2000.1.1 到 2012.8.31 的全样本。下面是对本章所得到的相关性风险溢酬序列一

些常见属性的分析。 

1. 描述性分析 

表 5.1 中列出的是不同期限的相关性风险溢酬序列的描述性统计量，图 5.1

是这些相关性风险溢酬的时间序列。从表中可以看出，所有期限的相关性风险

溢酬均值显著为负，结合图 5.1 来看，相关性风险溢酬序列在更多的时间里是

处于坐标轴的下方。这个相关性风险溢酬大多数情况下为负的结论与 Mueller

等 (2012 )的结论一致，也与已有对股票市场上相关性风险溢酬的研究结论中的

符号一致。相关性风险溢酬为负的经济含义为：当市场上的资产对相关性风险

存在正的暴露时，即资产的回报与相关性的变动正相关时，当市场收到相关性

正的冲击时（本文认为市场这时的境况在变差），资产的回报也相应增多，这种

资产可以在市场变差的时候提供更高的回报，因此是一种好的资产，投资者投

资这种资产时只需要获得较低的收益率，也即相关性风险溢酬为负的。那么汇

率相关性风险溢酬的大小如何衡量呢？均值近似为-0.07 的相关性风险溢酬到

底影响有多大呢？结合表 4.2 中对已实现相关系数的描述性统计量，相关性风

险溢酬的均值-0.07 约占已实现相关系数的均值（近似为 0.30）的 23%。 

表 5.1 中不仅列出了全样本期相关性风险溢酬的描述性统计量，还列出了

大幅度波动样本期相关性风险溢酬的描述性统计量，从两者的对比可以看出，

相关性风险溢酬在大幅度波动期间均值的绝对值大幅增加，波动率也大幅增加，

并且在全样本期间表现平稳的中长期相关性风险溢酬序列在市场大幅度波动样

本期内也变成了非平稳序列，这些情况从图 5.1 中也可以看出。另外，两者相

比较的另一个比较明显的变化是相关性风险溢酬序列偏度的符号。在全样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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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下，由于相关性风险溢酬多数情况下是负数，而且负的极端情况也比较多，

因此其偏度是负的，溢酬的分布是左尾长；在大幅度波动的样本下，相关性风

险溢酬均值绝对值变得更大了，也即负的更严重了，但是其正的极端值的概率

也增大了，溢酬的分布变为了右尾长，这种情况也可以结合图 5.1 中 2008 年到

2010 年期间相关性风险溢酬的时间序列变化来互相验证。 

表 5.1：相关性风险溢酬的描述性统计量 

期限 均值 标准差 T 值 最大值 最小值 偏度 峰度 ADF 检验 

全样本 

1M -0.0612 0.2756 -5.66 0.8624 -1.0286 -0.6239 0.5933 *** 

3M -0.0706 0.2272 -7.33 0.4937 -0.8789 -0.7175 0.3028 *** 

6M -0.0774 0.2259 -8.47 0.5595 -0.7996 -0.5450 0.0109 ** 

1Y -0.0826 0.1858 -11.01 0.4242 -0.5889 -0.4250 -0.4217 ** 

大幅度波动样本 

1M -0.3811 0.3697 -7.51 0.8020 -0.9697 0.9395 0.4666 ** 

3M -0.2905 0.3571 -5.73 0.5032 -0.8789 0.3889 -0.8487 --- 

6M -0.3402 0.3082 -7.85 0.4374 -0.8209 0.5733 -0.3712 --- 

1Y -0.2353 0.1642 -10.46 0.1176 -0.5197 0.3346 -0.7273 --- 

说明：1. 表中的 t 值均为经 Newey-West 调整的 t 统计量。2. ADF 检验的原假设为：被检验序列有单

位根，如果结果显著则说明原假设被拒绝，其中，***、**、*分别表示原假设在 1%、5%、10%的置信水

平下被拒绝，---表示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不能被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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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 不同期限相关性风险溢酬的时间序列 

2. 自相关和条件异方差 

表 5.2 中列出了不同期限的相关性风险溢酬序列的自相关检验结果。利用

Godfrey LM 检验的前 6 阶①
LM 统计量对应的 P 值显示相关性风险溢酬序列存

在严重的自相关性。 

表 5.2 相关性风险溢酬序列的自相关检验 

  1M  3M  6M  1Y 

阶数  LM P 值  LM P 值  LM P 值  LM P 值 

AR(1)  2799.89 0  2955.20 0  2991.02 0  2983.66 0 

AR(2)  2800.59 0  2955.30 0  2991.10 0  2985.53 0 

AR(3)  2801.41 0  2955.66 0  2991.25 0  2985.76 0 

AR(4)  2802.18 0  2955.80 0  2991.34 0  2985.77 0 

AR(5)  2802.35 0  2955.92 0  2991.54 0  2985.84 0 

AR(6)  2802.77 0  2956.25 0  2991.66 0  2986.05 0 

 

                                                   
① 本文起初检验了前 12 阶的结果，与本文这里报告的前 6 阶结果无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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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3 是对不同期限的相关性风险溢酬序列的 ARCH 效应检验结果。

Portmanteau Q 检验和 LM 检验均显示相关性风险溢酬序列无 ARCH 效应的原

假设被拒绝。相关性风险溢酬序列有较强的条件异方差效应。 

表 5.3 相关性风险溢酬序列的 ARCH 效应检验 

  1M  3M 

阶数  Q P 值 LM P 值  Q P 值 LM P 值 

1  2630.16 0 2627.63 0  2906.60 0 2903.44 0 

2  4891.30 0 2628.01 0  5693.61 0 2903.44 0 

3  6800.68 0 2629.08 0  8362.83 0 2903.47 0 

4  8374.61 0 2630.63 0  10912.46 0 2903.56 0 

  3M  1Y 

阶数  Q P 值 LM P 值  Q P 值 LM P 值 

1  2947.69 0 2944.39 0  2921.78 0 2918.24 0 

2  5819.37 0 2944.49 0  5761.40 0 2919.57 0 

3  8604.23 0 2945.02 0  8500.55 0 2920.45 0 

4  11309.63 0 2945.08 0  11141.30 0 2920.51 0 

 

3. 结构性变化 

在对表 5.1 的分析中，相关性风险溢酬在全样本期和大幅度波动样本期的

大小及波动均有较大差异，因此本文接下来借助 Chow 检验来分析相关性风险

溢酬序列是否存在断点效应。结合图 5.1 时间序列的变化，本文所选择的断点

为美国次贷危机发生的时间，以雷曼兄弟的倒闭作为标志事件的话，断点设为

2008 年 9 月 15 日。对各期限相关性风险溢酬序列的 Chow 检验结果列在表 5.4

中，结果显示，短期期限的相关性风险溢酬在金融危机发生前后的断点效应比

较明显，1 月期和 3 月期相关性风险溢酬的 Chow 检验 F 统计量均在 1%的置信

水平下显著，而 6 月期和 1 年期相关性风险溢酬的 Chow 检验 F 统计量则无法

拒绝断点前后参数没有变化的原假设。这说明，即使是在金融危机发生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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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期限的风险溢酬序列变化也比较平稳，而短期期限的风险溢酬序列在金融

危机发生后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投资者预期的变化更容易在短期期限的风险

溢酬中体现出来。 

表 5.4：相关性风险溢酬的 Chow 检验结果 

Model F 统计量 P 值 

1M 30.5473 0.0000 

3M 13.1327 0.0003 

6M 0.5038 0.4779 

1Y 0.1794 0.6720 

 

4. 预期形成机制 

根据本文获取相关性风险溢酬的方法，相关性风险溢酬就是现实世界相关

系数与本文隐含相关系数的差，实际上也就是隐含相关系数对现实世界的预测

偏差，本文第 4 章对预测能力的分析本质上正是基于这种风险溢酬的大小。而

实际上，风险溢酬已经是一种事后的分析，如果站在事前来看，隐含相关系数

中所包含的预期信息是否跟当前已经发生的相关系数（或者是本文中所用的历

史相关系数）也有关系，这种预期的形成当中有没有包含历史相关系数的信息，

这个问题也很值得我们研究。实际上，这个问题就是对隐含信息预期形成机制

的讨论。 

首先本文将简单介绍下已有研究中常用来分析的几种预期形成机制，陈蓉

和郑振龙 (2009 )对这些常见的预期可能形成机制总结如下： 

（1）静态预期。预期变量等于当前的变量，对本文来说，由于相关系数是

一段区间内的变量，静态预期也就是对下一期相关系数的预期（即这里的隐含

相关系数）等于本文中的历史相关系数，即： 

 [ ]t T tE X X  

（2）推定预期。市场根据当前变量的变化调整对未来的预期，即： 

1[ ] ( )t T t t tE X X X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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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适应性预期。市场根据过去 t k 期时对第 t 期变量的预期和第 t 期变

量的已实现值之间的差异来调整对未来的预期，即： 

 [ ] [ ]t T t t t k tE X X X E X       

（4）回归预期。市场根据实际变量对均衡变量的偏离
tX 来调整对未来的

预期，即： 

[ ] ( )t T t t tE X X X X      

相关系数的预期形成机制到底属于上文提到的哪一种，本文接下来将对这

四种形成机制一一进行检验。首先，对于回归预期来说，由于市场上的均衡相

关系数应该是多少，我们很难得到，因此无法对回归预期进行验证。其次，根

据（1）、（2）、（3）三种机制的设定，只要验证（2）或（3）成立就可以否定静

态预期机制。因此本文接下来仅对相关系数预期是否推定预期和适应性预期进

行检验。 

根据上文的分析，本文的隐含相关系数代表对未来的预期，本文的历史相

关系数代表当前的相关系数，因此，在进行预期形成机制的分析之前，我们首

先要得到隐含相关系数与历史相关系数的偏差序列（后文简称“隐含历史偏差

序列”）。接下来，我们利用得到的隐含历史偏差序列来检验隐含相关系数的预

期形成是否属于推定预期。根据上文对推定预期的设定形式，本文将隐含历史

偏差序列对历史相关系数的差分序列进行回归。经 ADF 单位根检验，除了 1

年期的隐含历史偏差序列是在 5%的置信水平下拒绝了序列存在单位根的原假

设以外，其余期限的隐含历史偏差序列以及各期限的历史相关系数差分序列均

是在 1%的置信水平下拒绝了序列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因此本文直接利用推

定预期的设定形式进行回归分析。由于各序列存在的自相关性，回归中所有的

系数显著性检验的 t 统计量均为经 Newey-West 调整的 t 统计量。回归的结果列

在了表 5.5 中。根据表中  系数的显著性结果可以得出，短期（1 月期）和长期

（1 年期）的隐含相关系数预期均含有推定预期的因素，而中期（3 月期和 6

月期）的隐含相关系数预期中并不含有推定预期的因素。这说明，外汇期权中

包含的投资者对短期和长期的预期依赖于历史相关系数的变化，而投资者对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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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的预期并没有历史相关系数的变化，更多的是根据他们自身的因素来判断。 

表 5.5 隐含历史偏差序列对历史相关系数差分序列的回归结果 

期限 截距项   

1M 0.0625*** -0.4131*** 

3M 0.0711*** -0.1805 

6M 0.0800*** 0.0783 

1Y 0.0857*** 1.3942*** 

说明：1. 表中的 t 值均为经 Newey-West 调整的 t 统计量。2.其中，***、**、*分别表示系数为零的

原假设在 1%、5%、10%的置信水平下被拒绝。 

 

在进行了推定预期的检验后，本文接下里对隐含相关系数预期是否含有适

应性预期进行检验。根据上文对适应性预期的设定，本文对隐含历史偏差序列

进行一阶自回归分析，分析的结果列在了表 5.6 中。从表中的结果可以看出，

无论是哪种期限的隐含历史偏差序列均存在较强的自相关性，因此隐含相关系

数预期的适应性调整机制显著。 

综合表 5.5 和表 5.6 的分析结果，本文认为，隐含相关系数作为预期的预期

形成机制不属于静态预期，其中，短期（1 月期）和长期（1 年期）的隐含相关

系数预期中同时包含有推定预期和适应性预期的因素，而中期（3 月期和 6 月

期）的隐含相关系数预期仅仅包含适应性预期的因素，不存在推定预期的因素。 

表 5.6 隐含历史偏差序列的一阶自回归结果 

期限 截距项   

1M 0.0625*** -0.9367*** 

3M 0.0711*** -0.9806*** 

6M 0.0800*** -0.9848*** 

1Y 0.0857*** -0.98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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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 相关性风险溢酬的期限结构 

在本文第 5.1.1 部分对相关性风险溢酬的时间序列性质进行分析后，本文接

下来对同一时间点对应的相关性风险溢酬期限结构中含有的信息进行分析。在

统一各个期限相关性风险溢酬序列的起始点后，本文得到了四个分别代表短期

（1 个月）、中期（3 个月和 6 个月）、长期（1 年）的相关性风险溢酬序列用来

表示其期限结构。本文 5.1.1 部分的图 5.1 即为不同期限相关性风险溢酬序列的

时间序列图。 

1. 相关性分析 

首先，本文分析了各个期限相关性风险溢酬之间的相关性，结果列在表 5.7

中。从表中的结果可以看出，不同期限的相关性风险溢酬序列之间均为正相关，

并且 6 月期和 1 年期的风险溢酬序列之间的相关性相对非常高，而 1 月期和 1

年期的风险溢酬序列之间的相关性则相对最低。这个结论与图 5.1 也比较一致，

较长期的 6 个月和长期的 1 年期相关性风险溢酬序列波动比较平缓，相关性较

高，而短期的 1 个月相关性风险溢酬序列波动相对剧烈一些，与 1 年期的风险

溢酬序列差异较大。 

表 5.7 不同期限相关性风险溢酬序列之间的相关性 

 1M 3M 6M 1Y 

1M 1.0000    

3M 0.6086 1.0000   

6M 0.4316 0.7730 1.0000  

1Y 0.3092 0.5139 0.7286 1.0000 

说明：所有相关系数均在 1%的置信水平下显著。 

 

2. 主成分分析 

在分析完各期限相关性风险溢酬序列之间的相关性之后，本文接下来对相

关性风险溢酬的期限结构进行了主成分分析，结果列在表 5.8 中。从表中各个

主成分的因子得分可以看出，第一主成分中近似等权重的包含了各个期限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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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风险溢酬，因此反映的是整个风险溢酬期限结构的水平变动，该主成分解释

了整个结构方差的 67.72%（超过了三分之二），这与对期限结构的相关性分析

结论一致，各期限风险溢酬之间的相关系数均处于较高的水平（最低也有

30.92%）；第二主成分代表的是短期的风险溢酬减去长期的风险溢酬，反映的

是风险溢酬期限结构的斜率因素，该主成分解释了整个方差结构的 19.18%，前

两个主成分累积解释了整个方差结构的 86.90%；第三主成分代表的是短期和长

期的风险溢酬之和减去中期的风险溢酬，反映的是风险溢酬期限结构的凸性因

素，该主成分解释了整个方差结构的 9.36%，前三个主成分累积解释了整个方

差结构的 96.26%。因此，前三个主成分几乎包含了整个期限结构变动的所有信

息。这个对相关性风险溢酬期限结构的主成分分析结果与对利率期限结构的主

成分分析结果非常相似，这也为本文后续进一步从相关性风险溢酬中提取关于

利率的信息含量提供了依据。 

表 5.8 相关性风险溢酬期限结构的主成分分析 

溢酬序列 1M 3M 6M 1Y 

特征值 2.7089 0.7671 0.3744 0.1495 

方差解释比例 67.72% 19.18% 9.36% 3.74% 

累积解释比例 67.72% 86.90% 96.26% 100.00% 

因子得分 

主成分 1（水平） 0.4186 0.5419 0.5531 0.4745 

主成分 2（斜率） 0.7532 0.1946 -0.2766 -0.5642 

主成分 3（凸度） 0.4796 -0.5790 -0.2996 0.5874 

主成分 4 -0.1659 0.5773 -0.7265 0.3339 

5.2 相关性风险溢酬的信息含量 

本文的 5.1 节首先利用现实世界与风险中性世界相关系数的差异得到了各

个期限的相关性风险溢酬序列，之后本文对相关性风险溢酬序列的属性从时间

序列和期限结构两个维度进行了详细的分析。本节将在 5.1 节的基础上进一步

分析相关性风险溢酬序列中的信息含量。对于这个问题，本文也将从两个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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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展开分析。 

首先，本文所用相关系数与各个汇率的方差之间的关系式为： 

 
2 2 2

,2ej eu ju eu ju eu ju         (5.2) 

根据（5.2）式，EURUSD 与 JPYUSD 之间的相关系数与三种汇率的方差

之间的关系密不可分。那么，同样作为二阶矩的信息，本文所分析的汇率之间

相关性风险溢酬与汇率的方差风险溢酬之间有没有相关关系，二者中有没有共

同的信息或影响因素，本文接下来将在 5.2.1 部分对这个问题展开分析。 

其次，本文 5.1 节中对相关性风险溢酬期限结构的主成分分析结果与已有

研究中对利率期限结构的主成分分析结果非常的相似，而不同货币的汇率变化

与它们的利率变化之间又存在着天然的联系，因此我们认为汇率的相关性风险

溢酬中或许包含有利率变化的信息，本文将在 5.2.2 部分对这个问题展开分析。 

5.2.1 相关性风险溢酬与方差风险溢酬 

为了研究这两种风险溢酬之间的关系，本文接下来首先需要得到各汇率的

方差风险溢酬序列。与相关性风险溢酬的计算类似，对汇率方差风险溢酬序列

的计算也依赖于外汇期权的隐含波动率报价与汇率的已实现波动率或已实现方

差（见 Carr 和 Wu (2009 )），汇率的方差风险溢酬等于汇率的已实现方差减去

外汇期权的隐含方差。本文在表 5.9 中对文中涉及到的三种汇率的方差风险溢

酬序列进行了描述性分析，为了比较的方便，本文在表中也列出了相关性风险

溢酬序列的描述性统计量，用 CRP 表示。从表中的各统计量结果可以看出，所

有的方差风险溢酬均值都显著为负，这与多数已有对方差风险溢酬的研究结论

一致；从（5.2）式中的 ,2 eu ju eu ju   来看，相关系数对 EURJPY 方差的影响要

通过乘以 EURUSD 和 JPYUSD 的波动率才能实现，因此相关性风险溢酬的大

小与方差风险溢酬的大小数量级并不一致；相比于其他两种汇率，EURJPY 的

方差风险溢酬波动率最大，表现最不稳定；除了 1 年期的各汇率的方差风险溢

酬序列无法拒绝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其余期限的方差风险溢酬均拒绝了单位

根的原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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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9 各汇率方差风险溢酬的描述性统计量 

期限 溢酬序列 均值 标准差 T 值 最大值 最小值 偏度 峰度 ADF 

1M 

EURUSD -0.0028 0.0064 -11.09 0.0182 -0.0464 -1.8903 8.5262 *** 

JPYUSD -0.0036 0.0081 -11.69 0.0332 -0.1173 -3.3500 29.8058 *** 

EURJPY -0.0034 0.0157 -5.42 0.1279 -0.1336 -0.4147 22.6508 *** 

CRP -0.0612 0.2756 -5.66 0.8624 -1.0286 -0.6239 0.5933 *** 

3M 

EURUSD -0.0031 0.0060 -12.87 0.0208 -0.0408 -1.0306 5.2513 *** 

JPYUSD -0.0034 0.0064 -13.22 0.0242 -0.0540 -0.4802 5.7649 *** 

EURJPY -0.0029 0.0139 -5.24 0.0788 -0.0785 1.0823 12.5856 *** 

CRP -0.0706 0.2272 -7.33 0.4937 -0.8789 -0.7175 0.3028 *** 

6M 

EURUSD -0.0033 0.0061 -13.44 0.0175 -0.0311 -0.6688 3.1120 *** 

JPYUSD -0.0035 0.0058 -14.92 0.0158 -0.0300 -0.1831 0.8354 *** 

EURJPY -0.0031 0.0126 -6.12 0.0480 -0.0567 0.4973 5.7131 ** 

CRP -0.0774 0.2259 -8.47 0.5595 -0.7996 -0.5450 0.0109 ** 

1Y 

EURUSD -0.0036 0.0063 -14.32 0.0097 -0.0287 -0.8080 1.8139 --- 

JPYUSD -0.0038 0.0061 -15.15 0.0097 -0.0217 -0.2574 -0.7046 --- 

EURJPY -0.0036 0.0118 -7.52 0.0286 -0.0533 -0.3848 2.6224 --- 

CRP -0.0826 0.1858 -11.01 0.4242 -0.5889 -0.4250 -0.4217 ** 

说明：1. 表中所有的 t 值均为经 Newey-West 调整的 t 值。2. ADF 检验的原假设为：被检验序列有单

位根，如果结果显著则说明原假设被拒绝，其中，***、**、*分别表示原假设在 1%、5%、10%的置信水

平下被拒绝，---表示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不能被拒绝。 

 

表5.10中列出了汇率相关性风险溢酬序列与三种汇率对应期限的方差风险

溢酬序列之间的相关系数。各个期限的相关性风险溢酬序列与三种汇率方差风

险溢酬序列之间均为负相关关系，其中只有 1 个月期限时相关性风险溢酬序列

与 EURUSD、JPYUSD 的方差风险溢酬序列的相关性不显著，结合公式（5.2）

来看，这个结论说明投资者在短期内对 EURJPY 方差风险的担心主要来

EURUSD 和 JPYUSD 这两种汇率相关性变动的风险，长期来看则同时来自这两

种汇率方差变动风险和汇率之间相关性的变动风险。在所有显著的相关系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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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性风险溢酬序列与 EURJPY 的方差风险溢酬序列之间的相关系数的绝对值

最大，尤其是短期来看，远远超过其他两种汇率。这个分析结论也可以近似的

结合公式（5.2）来看，为了方便分析，我们这里再列出公式（5.2）： 

2 2 2

,2ej eu ju eu ju eu ju         

在公式（5.2）中，假设所有的变量之间没有相互影响时，当 EURUSD 和

JPYUSD 的方差给定时，EURJPY 的方差对 ,eu ju 的导数即为 2 eu ju  ，而当

JPYUSD 和 EURJPY 的方差给定时，经推导 EURUSD 的方差对 ,eu ju 的导数即

为式 2 2 2

, ,2 (1 )eu ju ej eu ju juju       对 ,eu ju 的导数，换做当 EURUSD 和 EURJPY

的方差给定的情形时有类似的表达式。由于在 2 2 2

, ,2 (1 )eu ju ej eu ju juju       中

根号项内 2

ej 多减了一部分正数，因此 2 2 2

,(1 )ej eu ju ju ej     ，这使得

EURUSD 的方差对 ,eu ju 的导数绝对值小于 ju2 ej  。由于方差风险溢酬本身可

以看作是两种方差的差异，而相关性风险溢酬本身可以看作是两种相关系数的

差异。因此如果近似的将公式（5.2）中的方差项和相关系数项分别换做方差风

险溢酬和相关性风险溢酬时，在表 5.9 中所列的三种汇率的方差风险溢酬大小

比较接近的情况下，从上面的分析来看，EURJPY 的方差风险溢酬受到相关性

风险溢酬的影响更大，二者之间的负向相关性更大。 

表 5.10 相关性风险溢酬与方差风险溢酬之间的相关系数 

 期限 EURUSD JPYUSD EURJPY 

CRP 

1M -0.0111 -0.0278 -0.4717*** 

3M -0.2622*** -0.2437*** -0.6000*** 

6M -0.3174*** -0.1672*** -0.6057*** 

1Y -0.3893*** -0.1064*** -0.5627*** 

说明：表中***表示在对应相关系数在 1%的置信水平下显著，没有加*表示在 10%的置信水平下仍为

不显著。 

 

进一步的，本文在表 5.11 中列出了相关性风险溢酬序列与各汇率的方差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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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溢酬序列之间的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用来反映两者之间的领先滞后关系。

表中加重的字体表示该行的原假设至少 10%的置信水平下被拒绝了。要说明的

是，由于表 5.9 中显示 1 年期的方差风险溢酬序列均为非平稳时间序列，因此

本文对与 1 年期的方差风险溢酬统一做差分处理，然后再与相关性风险溢酬进

行格兰杰因果检验分析，表中的方差风险溢酬均用其对应的汇率名称表示。从

格兰杰因果检验的结果可以看出，从 1 个月和 3 个月期来看，各汇率的方差风

险溢酬对相关性风险溢酬的单向影响比较明显，从 6 个月和 1 年期的结果来看，

方差风险溢酬对相关性风险溢酬的影响开始减弱，相关性风险溢酬的反向影响

开始增强。特别的，1 年期 EURUSD 和 JPYUSD 的方差风险溢酬单向影响相关

性风险溢酬，而相关性风险溢酬单向影响 EURJPY 的方差风险溢酬，对这个结

论可能的解释是，由于对欧元兑日元的需求不如其他两种货币的交易，对

EURJPY 的交易量相对小于对 EURUSD 和 JPYUSD 的交易，信息应该是从后

两者传导到 EURJPY 的汇率，在长期缺少其他随机冲击因素干扰的情况下，这

种现象尤其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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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1 相关性风险溢酬与汇率方差风险溢酬的格兰杰因果检验 

期限 原假设 统计量 P 值 

1M 

EURJPY 不是 CRP 的格兰杰原因 19.31 <0.0001 

CRP 不是 EURJPY 的格兰杰原因 1.91 0.1665 

EURUSD 不是 CRP 的格兰杰原因 8.45 0.0036 

CRP 不是 EURUSD 的格兰杰原因 0.00 0.9719 

JPYUSD 不是 CRP 的格兰杰原因 8.35 0.0039 

CRP 不是 JPYUSD 的格兰杰原因 1.13 0.2874 

3M 

EURJPY 不是 CRP 的格兰杰原因 3.94 0.0473 

CRP 不是 EURJPY 的格兰杰原因 0.02 0.8771 

EURUSD 不是 CRP 的格兰杰原因 3.13 0.0768 

CRP 不是 EURUSD 的格兰杰原因 5.06 0.0244 

JPYUSD 不是 CRP 的格兰杰原因 4.90 0.0268 

CRP 不是 JPYUSD 的格兰杰原因 0.43 0.5130 

6M 

EURJPY 不是 CRP 的格兰杰原因 1.23 0.2676 

CRP 不是 EURJPY 的格兰杰原因 0.13 0.7159 

EURUSD 不是 CRP 的格兰杰原因 2.10 0.1475 

CRP 不是 EURUSD 的格兰杰原因 3.71 0.0540 

JPYUSD 不是 CRP 的格兰杰原因 1.04 0.3071 

CRP 不是 JPYUSD 的格兰杰原因 0.45 0.5030 

1Y 

EURJPY 不是 CRP 的格兰杰原因 0.23 0.6315 

CRP 不是 EURJPY 的格兰杰原因 15.00 0.0001 

EURUSD 不是 CRP 的格兰杰原因 30.78 <0.0001 

CRP 不是 EURUSD 的格兰杰原因 0.46 0.4962 

JPYUSD 不是 CRP 的格兰杰原因 70.40 <0.0001 

CRP 不是 JPYUSD 的格兰杰原因 1.33 0.2490 

说明：1. 所有格兰杰因果检验的阶数均为 1 阶；2. 因为 1 年期的方差风险溢酬非平稳，其差分序列

经过检验是平稳的，所以表中对应的分析是对其方差风险溢酬取差分后的分析结果，其余期限的方差风

险溢酬均为平稳序列，对应的分析是其方差风险溢酬的原序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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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 相关性风险溢酬与利率 

为了研究相关性风险溢酬与利率之间的关系，本文首先需要引入各种货币

对应的利率数据。本文所采用的欧元、日元和美元利率数据分别为对应的 1 个

月、3 个月、6 个月和 1 年期的 LIBOR 利率，数据来自美联储圣路易斯分行网

站，其 LIBOR 利率来源于英国银行家协会（British Bankers’ Association, BBA）。

表 5.12 是对各个利率的描述性分析结果。表中值得注意的数据是，三种利率的

均值都是显著大于零的，并且日元的利率均值水平大大低于相同期限的欧元和

美元利率。另外，通过计算，如果将欧元、日元和美元均看作投资者可以选择

的资产，则欧元的利率均值与标准差之比（或夏普比率，Sharpe ratio）高于同

期限的美元和日元。 

表 5.12 利率的描述性统计量 

期限 均值 标准差 T 值 最大值 最小值 偏度 峰度 ADF 检验 

1M 

EUR 0.0273 0.0138 108.0329 0.0519 0.0036 -0.1477 -1.0874 --- 

JPY 0.0024 0.0025 50.1971 0.0106 0.0004 1.3337 0.5595 --- 

USD 0.0274 0.0210 70.7645 0.0682 0.0019 0.3883 -1.2335 --- 

3M 

EUR 0.0286 0.0136 114.0726 0.0539 0.0058 0.0002 -1.1491 --- 

JPY 0.0030 0.0030 54.5514 0.0109 0.0005 1.0926 -0.1517 --- 

USD 0.0284 0.0207 74.2970 0.0687 0.0025 0.3871 -1.2066 --- 

6M 

EUR 0.0296 0.0130 123.2827 0.0544 0.0088 0.1168 -1.2101 --- 

JPY 0.0037 0.0033 61.2236 0.0119 0.0006 0.7860 -0.6566 --- 

USD 0.0296 0.0202 79.6253 0.0711 0.0038 0.4029 -1.1512 --- 

1Y 

EUR 0.0311 0.0126 133.6857 0.0551 0.0119 0.1865 -1.2251 --- 

JPY 0.0047 0.0037 67.2707 0.0133 0.0008 0.4737 -1.1558 --- 

USD 0.0317 0.0191 89.7223 0.0750 0.0072 0.4709 -0.9826 --- 

说明：ADF 检验的原假设为：被检验序列有单位根，如果结果显著则说明原假设被拒绝，其中，***、

**、*分别表示原假设在 1%、5%、10%的置信水平下被拒绝，---表示原假设没有被拒绝，序列非平稳。 

 

表 5.13 中列出了相关性风险溢酬与各利率之间的相关系数。从表中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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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出，相关性风险溢酬与各种货币的利率之间均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并

且期限越长，负相关性就越大。另外，相比于欧元和美元来说，相关性风险溢

酬与同期限的日元利率之间的负相关性最大。对这个现象可能的解释是，日元

利率长期处于非常低的水平，因此投资者对日元利率的预期也处于较低的水平，

相同利率变动的情况下，日元对相关性风险溢酬的边际影响会比较大。 

表 5.13 相关性风险溢酬与利率之间的相关性 

 期限 EUR JPY USD 

CRP 

1M -0.0352* -0.0931*** -0.0563*** 

3M -0.1161*** -0.1451*** -0.1167*** 

6M -0.2091*** -0.2415*** -0.1525*** 

1Y -0.3164*** -0.4118*** -0.2166*** 

说明：表中，***、**、*分别表示相关系数在 1%、5%、10%的置信水平下显著。 

 

在分析完相关性风险溢酬与各种货币利率之间的相关性后，本文接下来利

用格兰杰因果检验来分析二者之间的信息包含情况及领先滞后关系，分析的结

果列在表 5.14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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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4 相关性风险溢酬与各国利率的格兰杰因果检验 

期限 原假设 统计量 P 值 

1M 

EUR 不是 CRP 的格兰杰原因 0.26 0.6129 

CRP 不是 EUR 的格兰杰原因 0.42 0.5187 

JPY 不是 CRP 的格兰杰原因 0.19 0.6670 

CRP 不是 JPY 的格兰杰原因 1.27 0.2603 

USD 不是 CRP 的格兰杰原因 1.65 0.2636 

CRP 不是 USD 的格兰杰原因 2.62 0.1054 

3M 

EUR 不是 CRP 的格兰杰原因 1.41 0.2349 

CRP 不是 EUR 的格兰杰原因 4.13 0.0422 

JPY 不是 CRP 的格兰杰原因 --- --- 

CRP 不是 JPY 的格兰杰原因 --- --- 

USD 不是 CRP 的格兰杰原因 1.47 0.2255 

CRP 不是 USD 的格兰杰原因 1.05 0.3058 

6M 

EUR 不是 CRP 的格兰杰原因 1.17 0.2788 

CRP 不是 EUR 的格兰杰原因 8.16 0.0043 

JPY 不是 CRP 的格兰杰原因 --- --- 

CRP 不是 JPY 的格兰杰原因 --- --- 

USD 不是 CRP 的格兰杰原因 1.81 0.1781 

CRP 不是 USD 的格兰杰原因 1.66 0.1969 

1Y 

EUR 不是 CRP 的格兰杰原因 2.80 0.0940 

CRP 不是 EUR 的格兰杰原因 10.77 0.0010 

JPY 不是 CRP 的格兰杰原因 --- --- 

CRP 不是 JPY 的格兰杰原因 --- --- 

USD 不是 CRP 的格兰杰原因 0.46 0.4982 

CRP 不是 USD 的格兰杰原因 0.34 0.5607 

说明：1. 所有格兰杰因果检验的阶数均为 1 阶；2. 所有期限的利率在经过 ADF 检验后均不平稳，

而它们的差分是平稳的，因此表中的分析均是针对利率的差分序列进行的。3. 表中---代表的是，由于日

元利率非常低，差分之后的序列无法估计出二者向量自回归模型的结果，因此也就无法进行格兰杰因果

分析，这种情况对 3 个月、6 个月和 1 年期比较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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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表 5.11 类似，表 5.14 中使用加重的字体表示该行的原假设至少 10%的

置信水平下被拒绝了。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显示，短期（1 个月）来看，相关

性风险溢酬与利率之间的领先滞后关系并不明显，而对其余期限来说，相关性

风险溢酬只与欧元利率的差分存在领先滞后关系，并且主要是相关性风险溢酬

单向领先欧元利率的变化，只有在 1 年期时才产生欧元利率变化对相关性风险

溢酬微弱的影响。对这个单向结果的解释是，相关性风险溢酬中包含更多的是

投资者的预期信息，当市场预期未来各国货币利率发生变化时，这种预期将首

先反映在相关性风险溢酬中，因而其相对于利率变化反而具有领先作用，并且

对利率的预期更多的是偏长期的预期，短期相关性风险溢酬中包含的其他信息

比较多。那为什么只有欧元利率的变化结果比较显著呢？对这个结果可能的解

释是，在表 5.12 中利率的描述性分析中，本文曾提到了表中比较有意思的结论，

将货币作为可以投资的资产时，欧元的夏普比率相对其他两种货币最高，因而

其暴露在相关性风险中的敞口最大，相关性的变化对欧元的影响最大，相关性

风险溢酬中所反映欧元利率变化的信息相对最多。 

5.3 本章小结 

本文利用代表现实世界的已实现相关系数序列及代表风险中性世界的隐含

相关系数序列之间的差异得到了汇率的相关性风险溢酬序列。之后，本文从时

间序列和期限结构两个维度对汇率相关性风险溢酬序列的属性进行了分析。 

从时间序列的维度来看，所有期限的相关性风险溢酬均值显著为负，结论

与 Mueller 等 (2012 )的结论一致，也与已有对股票市场上相关性风险溢酬的研

究结论中的符号一致。所有期限的相关性风险溢酬序列都体现出了强自相关性

和条件异方差效应。以 2008 年 9 月 15 日雷曼兄弟公司的倒闭作为金融危机的

标志事件时，短期期限的相关性风险溢酬在金融危机发生前后的断点效应比较

显著，而 6 月期和 1 年期相关性风险溢酬的 Chow 检验 F 统计量则无法拒绝断

点前后参数没有变化的原假设，这说明，即使是在金融危机发生的时候，长期

期限的风险溢酬序列变化也比较平稳，而短期期限的风险溢酬序列在金融危机

发生后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投资者预期的变化更容易在短期期限的风险溢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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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体现出来。另外，本文利用相关性风险溢酬序列对隐含相关系数作为汇率之

间相关系数的预测时的预期形成机制进行了讨论，讨论结果发现，相关系数的

预期形成机制并不属于静态预期，其中，短期（1 月期）和长期（1 年期）的隐

含相关系数预期中同时包含有推定预期和适应性预期的因素，而中期（3 月期

和 6 月期）的隐含相关系数预期仅仅包含适应性预期的因素，不存在推定预期

的因素。 

从期限结构的维度来看，不同期限的相关性风险溢酬序列之间均为正相关，

并且 6 月期和 1 年期的风险溢酬序列之间的相关性相对非常高，而 1 月期和 1

年期的风险溢酬序列之间的相关性则相对最低。对相关性风险溢酬期限结构的

主成分分析结果与已有研究中对利率期限结构的主成分分析结果非常类似，第

一主成分所解释的整体方差比重非常大，它的构成中近似等权重的包含了各个

期限的相关性风险溢酬，因此反映的是整个风险溢酬期限结构的水平变动，该

主成分解释了整个方差结构的 67.72%（超过了三分之二），第二主成分和第三

主成分分别反映了风险溢酬期限结构的斜率因素和凸性因素，前三个主成分累

积解释了整个方差结构的 96.26%，几乎包含了整个期限结构变动的所有信息。 

在分析完相关性风险溢酬序列的属性后，本文结合它所具有的属性对相关

性风险溢酬序列中所包含的信息进行了分析和挖掘。 

首先，本文从汇率的方差之间所满足的统计等式出发对汇率的相关性风险

溢酬和方差风险溢酬中所共同包含的二阶矩信息进行了分析。对各个汇率的方

差风险溢酬与相关性风险溢酬之间的相关性分析结果发现，各个期限的相关性

风险溢酬序列与三种汇率方差风险溢酬序列之间均为负相关关系，除了 1 个月

期限时的相关性风险溢酬序列与 EURUSD、JPYUSD 的方差风险溢酬序列的相

关性不显著，并且在所有显著的相关系数中，相关性风险溢酬序列与 EURJPY

的方差风险溢酬序列之间的相关系数的绝对值最大。对相关性风险溢酬序列与

各汇率的方差风险溢酬序列之间的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显示，1 个月和 3 个月

期各汇率的方差风险溢酬对相关性风险溢酬的单向影响比较明显，从 6 个月和

1 年期的结果来看，方差风险溢酬对相关性风险溢酬的影响开始减弱，相关性

风险溢酬的反向影响开始增强。特别的，1 年期 EURUSD 和 JPYUSD 的方差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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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溢酬单向影响相关性风险溢酬，而相关性风险溢酬单向影响 EURJPY 的方差

风险溢酬，对这个结论可能的解释是，EURJPY 作为场外交易市场报价的交叉

汇率，它的交易量相对小于对 EURUSD 和 JPYUSD 的交易，信息应该是从后

两者传导到 EURJPY 的汇率，在长期缺少其他随机冲击因素干扰的情况下，这

种现象尤其明显。 

除了研究汇率相关性风险溢酬与各汇率的方差风险溢酬之间的关系，本文

还根据汇率相关性风险溢酬期限结构的主成分分析与利率期限结构比较相似的

结果对相关性风险溢酬与各个货币的利率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对二者相关

性的分析结果显示，相关性风险溢酬与各种货币的利率之间均有显著的负相关

关系，并且期限越长，负相关性就越大。相比于欧元和美元来说，相关性风险

溢酬与同期限的日元利率之间的负相关性最大。对这个现象可能的解释是，日

元利率长期处于非常低的水平，因此投资者对日元利率的预期也处于较低的水

平，相同利率变动的情况下，日元对相关性风险溢酬的边际影响会比较大。此

外，本文也利用格兰杰因果检验分析了汇率的相关性风险溢酬与各个货币利率

之间的信息包含及领先滞后关系，结果发现，短期（1 个月）来看，相关性风

险溢酬与利率之间的领先滞后关系并不明显，而对其余期限来说，相关性风险

溢酬只与欧元利率的差分存在领先滞后关系，并且主要是相关性风险溢酬单向

领先欧元利率的变化，只有在 1 年期时才产生欧元利率变化对相关性风险溢酬

微弱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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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 章 相关性预测与资产配置 

资产配置是金融研究领域中的核心内容，任何投资者或资产组合的管理者

是否能够通过资产配置获得超额收益才是检验该投资者或资产组合管理者是否

成功的评判标准，而投资人如何更好的选择资产配置以获得成功从根本上讲则

决定于投资者或组合管理者对未来的预测能力。对于预测来说，由于历史数据

相对容易获得，处理起来也比较便利，因而在已有研究中被广泛使用，但将它

们用于样本外预测时的表现却非常差，很难被用于实际预测，因此近年来越来

越多关于预测的研究开始寻找对历史数据的替代品，期权由于其包含前向信息

的特性而逐渐被重视起来。本章将从资产配置的角度出发来分析期权隐含相关

性信息的作用。本文在第 2 章已经对近年来期权隐含相关性在资产配置领域的

研究进行了比较详细的介绍，关于如何将期权信息用于改善资产配置的研究到

目前为止还非常少，特别是在外汇市场上的研究。本章将从这个角度出发对期

权隐含相关性的应用进行进一步的实证研究，目的在于通过现实世界的数据说

明利用期权隐含的相关性信息可以对投资者的资产配置有非常实际的帮助，这

也为本文对期权隐含相关性信息的研究提供了更好的经济意义和结论支持。 

本文关于期权隐含相关性对投资者的资产配置存在改善作用的研究是建立

在第 4 章期权隐含相关性信息对外汇之间相关性的预测基础上的。本文第 4 章

的结论表明，外汇期权的隐含相关性信息与历史信息相比可以更有效的预测两

种汇率之间的相关系数，但根据第 4 章实证研究中所使用的对预测效果的衡量

标准来看，本文仅仅使用了 RMSPE 及 2

OSR 等计量标准，而这些计量标准都无法

明确的衡量投资者在实际投资中所面临的收益及风险的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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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损失函数模型 

6.1.1 模型 

本节首先考虑一个比较简单直观的模型。该模型不考虑资产组合的具体配

置权重的变化，而仅仅考虑预测结果的好坏可能对已有资产组合所带来的系统

性的额外风险。参照 Campa 和 Chang (1998 )中提出的衡量资产组合方差变动的

损失函数，本文也采用了经方差加权的 RMSPE（即 WRMSPE）来分析相关系

数的预测对资产组合的影响。假定一个以美元作为本币的投资者持有欧元和日

元的头寸在组合中的权重分别为
1w 与

2w ，则该组合的方差 2

p 为： 

 
2 2 2 2 2

1 1 1 2 12 2 22p w www         (6.1) 

其中，
1 和

2 分别为 EURUSD 和 JPYUSD 汇率变动率的波动率，  为两

种汇率之间的相关系数。从（6.1）式可以看出，相关系数影响到的仅仅是组合

方差中的协方差项
1 2  。对相关系数预测的偏误较大可能会给已有的资产组

合带来额外的方差或风险，尤其是当市场上汇率的波动（即
1 2  ）较大的时候。

如果假定资产组合中两种货币的权重不发生变动且投资者对欧元和日元的其他

信息预测都比较准确时，那么对资产组合的方差的预测准确程度就仅受对相关

系数预测准确程度的影响。因此，下面定义的损失函数可以反映出相关系数预

测的准确程度对资产组合方差的影响： 

  
2

1 1 1 1, 1 2, 1
ˆ

t t t t tloss        
     

基于该损失函数，Campa 和 Chang (1998 )构造了经波动率加权的 RMSPE

指标作为衡量相关系数预测效果的标准。 

   
2

1, 2

1

,
ˆ

1
t t

T

t

t tWRMSPE
T

   


   

根据上文对模型的表述，与单纯使用前文所使用的 RMSPE 等统计标准相

比，这种 WRMSPE 方法区分了市场处于不同的波动水平时投资者对相关系数

预测的准确性对其资产组合所造成的影响也不同，因而更符合现实，更具有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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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意义。由于在本文的第 4 章对各相关系数序列的预测能力分析时，我们并没

有发现指数加权相关系数相比于历史相关系数有更高的预测能力，在本文的组

合预测中仅仅考虑了隐含相关系数与历史相关系数的组合，为了在分析比较的

结论是出现信息的混乱，在本章所使用的涉及资产配置的两个模型中将仅仅比

较历史相关系数序列、隐含相关系数序列及二者的组合预测相关系数序列。 

6.1.2 实证结果 

利用损失函数模型，本文在表 6.1 中列出了不同相关系数序列的 WRMSPE。

从表中可以看出，考虑了波动率加权后的 RMSPE 结果与表 4.9 的结论相比发

生了略微的变化。从单个信息的预测来看，除了 1 年期的历史相关系数的

WRMSPE 比隐含相关系数的 WRMSPE 低以外，其余期限隐含相关系数在考虑

了波动率后的预测均战胜了历史相关系数。本文曾在第 4 章对相关系数序列的

描述性分析中发现越是长期的相关系数序列变化越是比较平稳，在 1 年期的相

关系数的比较平缓的波动加权预测中，历史相关系数的预测反而好于隐含相关

系数。从组合信息的预测来看，除了 6 月期的隐含相关系数的 WRMSPE 最小

外，其余期限的预测中最小的 WRMSPE 都是组合信息的预测，而在多数情况

下，有贴现的组合预测表现都好于其他组合预测。总体来看，在损失函数模型

考虑了波动率加权的 RMSPE 后，短期（1 个月）和中期（3 个月和 6 个月）隐

含相关系数的预测能力优于历史相关系数，长期（1 年）历史相关系数的预测

能力优于隐含相关系数，而组合预测在所有情况下都优于单个信息中预测表现

差的相关系数序列，有时会同时优于两种单独信息的预测。这个结论与第 4 章

没有考虑波动率加权时的结论相似，不同信息的组合确实可以改善只考虑单独

信息的相关系数的预测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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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1 相关系数预测的 WRMSPE 

期限  相关系数类型 WRMSPE 期限  相关系数类型 WRMSPE 

1M 

单个 

h  0.4851 

6M 

单个 

h  0.3746 

im  0.4651 im  0.3332 

组合 

Mean 0.4571 

组合 

Mean 0.3465 

DMSPE, 1.0   0.4555 DMSPE, 1.0   0.3431 

DMSPE, 0.9   0.4282 DMSPE, 0.9   0.3360 

3M 

单个 

h  0.4118 

1Y 

单个 

h  0.2110 

im  0.3763 im  0.2482 

组合 

Mean 0.3812 

组合 

Mean 0.2212 

DMSPE, 1.0   0.3782 DMSPE, 1.0   0.2219 

DMSPE, 0.9   0.3676 DMSPE, 0.9   0.2001 

6.2 已实现效用模型 

6.2.1 模型 

本文 6.1 节中的模型利用一种非常简单直观的方式使得相关系数的预测优

势从衡量资产组合方差的方面体现出了其经济价值，但一方面，该模型仅仅考

虑了持有外汇的现金这种在现实世界中很少采用的投资方式，并没有考虑风险

资产的投资；第二，最为非常简化的模型，损失函数模型完全没有考虑资产组

合中不同资产配置权重的变动，无法体现出相关系数的预测优势对资产配置的

作用；第三，损失函数模型仅仅考虑了资产组合的方差或风险因素，而实际上，

对资产配置的选择最看重的不仅有资产组合的风险，同样重要或者更重要的是

资产组合还可能给投资者带来超额的收益。参照 Marquering 和 Verbeek (2004 )、

Campbell 和 Thompson (2008 )、Welch 和 Goyal (2008 )、Wachter 和 Warusawitha- 

rana (2009 )及 Rapach 等 (2010 )的研究，本文也将建立一个基于均值-方差（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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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效用函数①的投资者已实现效用模型，但与这些研究不同的是，它们多基于

单种资产的分析，不涉及不同资产之间的相关系数，本文接下来将在这些研究

的基础上建立考虑资产相关性的多风险资产已实现效用模型，并利用该模型来

说明当投资者在现实世界中使用不同的预测信息进行汇率之间相关系数的预测

时是否可以通过资产配置的选择来获得更高的效用。另外，与 6.1 节中的损失

函数模型相比，已实现效用模型中在美元的无风险资产之外还加入了欧元和日

元的风险资产（以股票市场的指数作为代表），并且具有不同风险厌恶程度的投

资者可以通过调整其资产组合中风险资产和无风险资产的相对权重来调整资产

组合的收益和风险，进而获得更大的效用。下面是本文对已实现效用模型的改

进。 

假设市场上存在两种资产，一种资产是无风险资产，另一种资产是以美元

衡量等价值的欧元风险资产与日元风险资产所组成的外汇资产篮子②，这里值得

注意的是，外汇资产不同于本币资产，在计算外国风险资产的超额收益变动时

除了应该考虑这些资产本身的超额收益率以外，由于投资者最终是想把资产的

收益转换为本币的收益，因此还应该考虑汇率的变动。市场上的投资者以美元

作为本币且其风险厌恶系数为  ，效用函数为二次型。投资者在面对这两种资

产进行投资时需要根据这两种资产的预期收益率及所面临的风险大小来决定投

资于风险资产组合的权重。在不考虑交易成本影响的情况下，投资者将以月作

为投资配置的周期，每过一个月投资者都将根据他对下个月各个变量的预测来

调整资产组合中无风险资产和风险资产的权重。根据此设定，本节的已实现效

用模型将仅以对一个月期限相关系数的预测作为代表来进行分析。 

为了比较利用不同信息所获得的相关系数预测对资产组合配置造成的影

响，本文在分析投资者的资产配置时将尽量排除其他因素的干扰。除了在模型

中对两种汇率之间的相关系数所使用的预测值不同以外，其他变量的设置均采
                                                   
① 由于本文研究的是外汇市场上的相关性信息，所需要检验的预测效果仅仅涉及到资产的一阶矩和

二阶矩，因此为了模型计算的便利及经济含义的准确本文选择将投资者的效用函数设定为二次效用函数。 
② 由于本文的研究对象是相关系数的预测，为了使研究问题简便可行，本文假定风险资产篮子中的

欧元和日元资产以美元衡量时价值相等，这样才可以保证篮子的收益率可以简洁的表达为两种资产收益

率的等权重和或平均值，进而利于其方差的分析。在考虑这两种风险资产作为一个篮子组合在投资者整

体资产组合中的权重时，由于相关系数的变化会影响到风险资产组合的方差，进而会使得投资者调整无

风险资产与风险资产组合之间的相对权重变动，这种权重的变动所带来的资产组合收益变动和风险变动

就会引起投资者的效用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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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统一的预测值。同时，这些统一的预测值也不是随意设定的，在后文的实证

研究中，参照 Campbell 和 Thompson (2008 )及 Rapach 等 (2010 )的模型，本文

将分别采用投资决策日之前的五年作为滚动的时间窗口，利用这五年时间的两

种外汇资产月收益率样本均值作为下一个月它们各自的收益率预测值，利用这

五年时间的两种外汇资产月收益率的样本方差作为下一个月它们各自的收益率

方差预测值，除此之外，对风险资产之间的相关系数及风险资产与其对应汇率

之间的相关系数也均采用这种方法来确定。由于本文仅仅研究汇率之间相关性

的预测，因此利用这种方法可以排除其他参数不同所带来的影响，同时这些参

数的获取也是完全遵照现实世界，因此检验结果具有说服力。根据这些所采用

的统一预测值及投资者对未来投资期内汇率之间的相关性所采用的不同预测，

投资者会分别得到不同的资产配置，进而在下一期投资期结束时会实现不同的

资产收益率。根据前文对投资者风险偏好的设定，这些样本外检验区间内资产

组合所产生的已实现收益率及其变化就会给投资者带来不同的已实现平均效用

水平①，这些效用水平的差异就可以看作是投资者采用更加有效的预测方法时所

获得的投资收益。从该模型的阐述来看，与 6.1 节所使用的损失函数模型相比，

样本外已实现效用模型不仅考虑了相关系数的预测准确性对资产组合的风险带

来的影响，还通过样本外检验的方法分析了这种预测准确性对资产组合中各资

产权重的影响并进而产生的对投资者所获得的样本外已实现收益的影响。 

具体来看，在资产之间相关性的其他变量都使用统一的历史长期均值来预

测的情况下，本文首先假设投资者在选择资产配置时将根据历史信息来预测外

汇资产之间的相关性，这时投资者所获得的已实现平均效用记为
1̂ ；其次投资

者将根据期权隐含的相关性信息来预测外汇资产之间的相关性，这时投资者会

获得的已实现平均效用记为 2̂ 。在得到已实现平均效用值 1̂ 和 2̂ 后，我们将根

据已实现平均效用水平的大小来比较采用这两种信息进行预测并选择资产配置

时所带给投资者的收益。 

                                                   
① 在衡量基于不同信息进行预测时投资者的效用时，为简单起见，本文统一比较投资者考虑整个样

本外检验区间内所获得的已实现平均效用。本文将“已实现平均效用”和“平均已实现效用”区分开来，

已实现平均效用指的是资产组合在各期的平均收益和平均方差给投资者所带来的效用，平均已实现效用

指的是资产组合在各期分别带给投资者的效用的平均值，本文所使用的衡量标准为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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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上文对模型的阐述，投资者在第 t 期期末时将根据他对 1t  期的预测来

调整他的资产组合配置。当他将历史均值作为他对下一期汇率之间的相关系数

预测时，具有给定均值-方差效用函数的投资者将投资到外汇风险资产篮子上的

权重为①： 

 1
1, 2

1

ˆ1 t
t

t

r
w

 




 
 
 

  (6.2) 

其中
1t̂r 
是投资者对第 1t  期外汇风险资产篮子的预期收益率减去无风险

利率（对本文模型中的投资者来说，无风险利率即为持有美元资产的无风险收

益率）所得的超额预期收益率， 2

1t 
是投资者采用相关系数的历史均值作为相

关系数的预测值而得到的对 1t  期外汇风险资产篮子收益率的方差的预测值。 

本文接下来将具体说明在该模型中投资者在处于第 t 期的期末时如何形成

对第 1t  期内外汇风险资产篮子收益率的预测。在投资期内，其不仅会获得风

险资产本身的收益率
sr ，还会获得由于汇率变动而带来的美元价值的变动率 s ，

因此投资者对第 1t  期外汇风险资产收益率的预期即为： 

 (1 )(1 )sr s   或 exp( )sr s  

上述两式分别表示一年计一次的普通复利和连续复利的表达形式。由于在

现实世界中，汇率变动率 s 为非常小的数， sr 也不会很大，两者乘积会更小，

因此，为了方便模型的后续计算，本文近似的省去其中的二次以上乘积项，这

时在该模型中投资者对第 1t  期外汇风险资产的预期收益率就可以近似等于利

用过去五年时间窗所得的外汇风险资产平均月收益率与汇率平均月变动率之

和，即： 

 1 s sr   

如果记利用历史滚动窗口估计的欧元兑美元的汇率平均月变动率（作为投

资者对下一期汇率变动率的预期）为 eus ，方差为 2

eu ，日元兑美元的汇率平均

                                                   
① 参照 Campbell 和 Thompson (2008 )及 Rapach 等 (2010 )的研究，本文对风险资产组合的权重也限

制在 0% 与 150% 之间，因此，当权重小于零时取权重为零，当权重大于 1.5 时取权重为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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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变动率为 jus ，方差为 2

ju ，欧元风险资产的平均月收益率为
ser ，方差为 2

se ，

日元风险资产的平均月收益率为 sjr ，方差为 2

sj ，欧元风险资产收益率与欧元兑

美元汇率变动率之间的相关系数为 ,eu se ，日元风险资产收益率与日元兑美元汇

率变动率之间的相关系数为 ,ju sj ，欧元风险资产收益率与日元风险资产收益率

之间的相关系数为 ,se sj ①，美元的无风险利率为
dr ，则在下一期将 1 美元投资

于模型中的外汇风险资产篮子时所获得的超额收益率预期即为： 

  1 , 1 , 1 , 1 , 1, 1

1
ˆ

2
t se t eu t sj t j du t tr r s sr r         

当采用历史相关系数  作为对未来两种汇率之间相关系数的预测时，该外

汇风险资产篮子收益率的方差为： 

 




2 2 2 2 2

1 , 1 , 1 , 1 , 1 , , 1 , 1 , 1

, , 1 , 1 , 1 , , 1 , 1 , 1 1 , 1 , 1

2

2

1
ˆ

4

2 2

t eu t ju t se t sj t eu se t eu t se t

ju sj t ju t sj t se sj t se t sj t t eu t ju t

       

        

       

        

    

  

 

根据上述投资者对第 1t  期外汇风险资产篮子的预期及式（6.2）中的权重

计算方式进行配置时，在第 1t  期末时，投资者会获得其资产组合的已实现收

益率： 

 (1 )p d sr w r wr    

其中， pr 为投资者投资组合的已实现收益率， sr 为外汇风险资产篮子的已

实现收益率。 

在整个样本外检验区间内，投资者利用相关系数的历史均值来进行样本外

的相关系数预测时可以获得的已实现平均效用为： 

 
2

1 1 1

1
ˆ ˆ ˆ

2
     (6.3) 

其中， 1̂ 与 2

1̂ 分别代表投资者将历史均值作为样本外相关系数的预测值时

                                                   
① 本文认为，欧元兑美元汇率与日元风险资产之间的相关性主要是通过其与日元的汇率变动来起作

用的，而这种作用又可以分解为日元兑美元的汇率及两种汇率之间的相关性（欧元兑美元汇率与日元兑

美元汇率），而这两种相关性均已经考虑在本文的模型中，除此之外的其他影响本文不再考虑，因此模

型在计算风险资产组合的方差时并没有考虑欧元兑美元的汇率与日元风险资产之间的协方差。反过来，

日元兑美元的汇率与欧元风险资产之间的协方差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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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个样本外检验区间的各个投资周期内所选择的资产组合已实现收益率的样

本均值和样本方差。 

同理，当投资者将外汇期权隐含相关系数作为他对下一期汇率之间的相关

系数预测时，具有给定均值方差效用函数的投资者投资到外汇风险资产篮子上

的权重为： 

 1
2, 2

1

1

ˆ
t̂

t

t

r
w

 








 
 

 (6.4) 

其中 2

1
ˆ

t 
是投资者采用期权隐含相关系数作为相关系数的预测值而得到的

对第 1t  期外汇风险资产篮子的方差的样本外预测值。在整个样本外检验区间

内，投资者利用外汇期权隐含相关系数来进行样本外的相关系数预测时可以获

得的已实现平均效用为： 

 2 2 2

21
ˆ ˆ ˆ

2
     (6.5) 

其中，
2̂ 与 2

2̂ 分别代表投资者将外汇期权的隐含相关系数作为样本外相

关系数的预测值时在整个样本外检验区间的各个投资周期内所选择的资产组合

已实现收益率的样本均值和样本方差。 

除了比较投资者利用历史相关系数的均值来进行预测所获得的效用与利用

外汇期权隐含相关系数来进行预测所获得的效用外，本文还将考虑第三种，即

投资者将上述两种相关系数的组合作为相关系数的预测值而获得的效用，在前

文的设定下，这种情况下投资者投资到外汇风险资产篮子上的权重为： 

 1
3, 2

, 1

1

ˆ
t̂

t

c t

r
w

 





 
  
 

 (6.6) 

同样，在整个样本外检验区间内，投资者利用组合信息来进行样本外的相

关系数预测时可以获得的已实现平均效用为： 

 3 3 3

21
ˆ ˆ ˆ

2
     (6.7) 

其中， 2

, 1
ˆ

c t  、 3̂ 及 2

3̂ 的定义与（6.2）-（6.5）式中的定义类似。 

对于（6.2）-（6.5）中的 1̂ 、 2̂ 及 3̂ 来说，任意两者之间的差即为改变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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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的预测方式时投资者获得的效用增加值，这个已实现平均效用的增加值被

Rapach 等 (2010 )解释为投资者在进行模型中的预测时为了获得更多的信息或

者更准确的信息而愿意付出的组合管理费用。 

6.2.2 实证结果 

在 6.2.1 的模型中，外汇风险资产篮子中包含了分别以欧元和日元计价的两

种风险资产，这些资产除了获得本身资产变动所带来的收益以外还会获得将这

些收益转换为美元本币时所获得的汇率变动收益。为了更准确的贴近现实，本

文在实证研究部分两种货币计价的股权资产作为投资对象。由于欧元区并没有

一个统一的证券交易市场，对于欧元风险资产来说，本文选择欧元区最大经济

体——德国法兰克福证券交易所的 DAX 指数作为欧元风险资产的代表，对于

日元风险资产来说，本文选择日本东京证券交易所的日经 225 指数作为日元风

险资产的代表，这两种股票指数就构成了模型中的风险资产篮子。本文所选用

的股票指数数据为经股利调整的日收盘价，数据来源于雅虎财经（Yahoo! 

Finance）。本文所选用的无风险利率为美国二级交易市场上 3 月期的国库券利

率（3-month US treasury bill rate in secondary market），数据来自美联储圣路易

斯分行网站，其数据源于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Board of Governors of 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本文所使用的相关系数序列其他现汇汇率数据与第 4 章所使

用的数据一致，不同的是，由于本章所使用的已实现平均效用模型需要利用过

去五年的时间作为窗口滚动预测未来的资产收益率，因此本章对资产配置收益

的样本外检验区间为现汇汇率除去前五年的样本，即 2003 年 11 月 20 日到 2012

年 8 月 31 日。本文所使用的样本外检验区间都是尽可能的使用所有数据，避免

由于信息的损失而造成本文研究的失真。另外，模型中关于对风险资产篮子权

重的选择部分还用到了投资者的相对风险厌恶系数  ，对于这个参数的选择，

Cochrane (2005 )曾总结过，对美国市场投资者的研究中多采用的相对风险厌恶

系数为 1 到 5 之间，风险厌恶系数越大，投资者的风险厌恶程度越严重。本文

选择风险厌恶程度处于中间的 2、3、4 三种投资者进行对比分析（在后文中，

这三种投资者分别被称为轻度、中度、高度风险厌恶者）。对于资产组合中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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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的权重限制，为了更接近现实中大多数的普通投资者，本文参照 Campbell

和 Thompson (2008 )和 Rapach 等 (2010 )的研究，设定每个月资产组合中风险

资产的权重介于月初资产的 0%到 150%之间，即允许投资者以无风险利率从市

场上借不超过期初资产价值 50%的资金用于投资风险资产篮子。 

表 6.2 是对已实现效用模型结果的汇总。由于本节对已实现效用模型的检

验样本区间从 2002 年底开始到 2012 年 8 月 31 日，图 6.1 中展示的是这段区间

内德国 DAX 指数和日本 Nikkie225 指数的时间序列图。从图中可以看出，虽然

在 2007 年 6 月之前两个指数都处于一个上升的状态，但之后随着美国次贷危机

的爆发，两个指数均在短短的时间内跌破了上涨前的位置，之后指数虽有回复，

但始终处于震荡不定的状态。对这段样本外检验区间来说，由式（6.3）所设定

的投资者所获得的已实现平均效用大多数为负值，这从表 6.2 中的结果可以看

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比较的标准依然是已实现平均效用越大越好，或者说

负效用的绝对值越小越好①。 

从表 6.2 可以看出，在本文所采用的样本外检验区间内，当投资者是轻度

风险厌恶者时，他们采用历史相关系数作为现实世界相关系数的预测时可以获

得更高的效用，而当投资者为中度风险厌恶者或高度风险厌恶者时，他们采用

隐含相关系数作为现实世界相关系数的预测时可以获得更高的效用。这个结论

说明，风险厌恶程度比较大的投资者愿意为了获取期权的隐含相关系数信息而

付出一定的信息成本，而风险厌恶程度比较轻的投资者更倾向于使用历史隐含

相关系数进行预测，而不会付出额外的信息成本去获取期权的隐含信息。与第

4 章及本章 6.1 节的结论不同的是，无论是哪种类型的投资者，历史相关系数与

隐含相关系数的组合预测都无法在已实现效用模型中同时战胜两种单个信息的

预测，所有的组合预测获得的已实现平均效用都介于两种单个信息预测之间。

对于轻度风险厌恶投资者来说，均值组合的效果好于 DMSPE 组合，而对于中

度和高度风险厌恶者来说，DMSPE(1.0)的表现则是组合中最好的，DMSPE(0.9)

的表现在组合中最差。这个结果说明，对组合信息的预测来说，方法越复杂或

设定越精确的组合权重方法在现实中的表现未必会优于简单设定的方法。 

                                                   
① 由于本文的目的是比较使用不同预测所得到的效用，而模型得到的效用值数量级比较小，为了更

好的比较模型的结果而又不影响本文的实证结论，本文将表 6.2 中的结果数量级扩大了 400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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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2 已实现效用模型的结果 

  单个  组合 

投资者类型  历史 隐含  Mean DMSPE 1.0 DMSPE 0.9 

2  -4.4347 -4.6054  -4.5154 -4.5363 -4.6353 

3  -5.8820 -5.6904  -5.8854 -5.8610 -5.9204 

4  -6.0741 -5.1606  -5.5534 -5.4741 -5.7159 

 

 

图 6.1 德国法兰克福 DAX 指数与日本 Nikkie 225 指数时间序列图 

说明：图中标记的日期和指数值是为了标出美国次贷危机发生后两国股市发生跳水式大跌的起始时

间及指数所处点位。 

 

进一步的，本文在图 6.1 中标记出了两个代表性指数下跌的区间。由于受

美国次贷危机的影响，不同的国家股市受到冲击的时间不一致，本文为了使分

析不受其他因素的干扰，单纯从指数的时间序列上来看下跌前的最高点和下跌

后的最低点，二者之间的区间作为对应指数的下跌区间，以两个指数下跌区间

重合的部分作为本文接下来分区间讨论所使用的下跌区间。从图 6.1 中所标记

的时间点来看，本文选择两指数的共同下跌区间为从 2007.6.19 到 2008.10.27

之间，全样本中去掉下跌区间后的其余样本作为对比分析的样本。结合模型中

投资者所采用的投资决策时间，本文在表 6.3 中列出了模型的结果。由于在表

6.2 中已经对组合的预测作用进行了分析，而分区间分析后，组合预测的表现并

没有发现太大的变化，本文为了明确比较对象，在表 6.3 中仅仅列出了对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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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系数和隐含相关系数这两个单个信息的分析结果。从表 6.3 可以看出，相

比表 6.2 对全样本的分析来看，对中度和高度风险投资者来说，在下跌区间的

样本中，隐含相关系数的优势表现的更加明显，即使是对于轻度风险厌恶的投

资者来说，利用两者信息在下跌区间的样本期对资产配置的选择也是一致的。

而对比下跌区间以外的样本来看，对于所有类型的投资者来说，利用隐含相关

系数进行预测和利用历史相关系数进行预测所获得的效用相对大小与全样本的

结果一致。综上，结合表 6.2 和表 6.3 的分析结论我们可以得出，当市场处于意

外的急剧下跌状态时，所有类型的投资者都会更倾向于（中度或高度风险厌恶

者）或者无差异（轻度风险厌恶者）的选择隐含相关系数作为对未来两种汇率

相关性的预测，而对市场上涨或处于震荡波动状态来说，只有中度或者高度风

险厌恶者才会愿意支付一定的信息成本去获得隐含相关系数的信息，而轻度风

险厌恶者宁愿选择历史隐含相关系数去预测汇率之间的相关性。而从金融研究

领域已有的大量关于“股权溢价之谜”及“相关性之谜”①的研究来看，市场上

存在的大多数投资者，其风险厌恶程度不会仅仅限于本文所设定的这三类投资

者的风险厌恶程度，因此从现实世界的风险厌恶程度来看，隐含相关系数相对

历史相关系数在预测未来汇率相关性中的优势也只会比本文的模型在此处得出

的结论更加明显。 

表 6.3 样本分区间的模型结果 

  下跌区间样本  下跌区间以外样本 

投资者类型  历史 隐含  历史 隐含 

2  -28.5588 -28.5588  0.6779 0.4699 

3  -31.6460 -30.9923  -0.3644 -0.2865 

4  -33.1890 -29.3797  -0.2434 0.0310 

6.3 本章小结 

在本章的分析中，本文分别采用了损失函数模型和已实现效用模型来分析

                                                   
① 在 Cochrane (2005 ) 的第 21 章（p.455）对“股权溢价之谜”和“相关性之谜”的讨论中，利用

美国市场上的数据得出的美国市场投资者相对风险厌恶系数可能达到 50 到 250 之间，是本文对相对风险

厌恶系数所设定的 2 到 4 的几乎 20 倍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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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性的预测在全球资产配置中的应用。 

损失函数模型不用考虑投资者资产组合的具体配置权重的变化，而仅仅考

虑预测结果的好坏可能对已有资产组合所带来的系统性的额外风险。由于在实

际的资产组合中，如果假定方差等其他因素不变，相关系数影响到的仅仅是组

合方差中的协方差项
1 2  ，对相关系数预测的偏误较大可能会给已有的资产

组合带来额外的方差或风险，尤其是当市场上汇率的波动（即
1 2  ）较大的时

候，所以损失函数模型实际上就是分析波动率加权的预测偏差。对损失函数模

型中考虑了波动率加权的 RMSPE 的分析结果显示，短期（1 个月）和中期（3

个月和 6 个月）隐含相关系数的预测能力优于历史相关系数，长期（1 年）历

史相关系数的预测能力优于隐含相关系数，而组合预测在所有情况下都优于单

个信息中预测表现差的相关系数序列，有时会同时优于两种单独信息的预测。 

由于损失函数模型没有考虑资产配置中的权重变动，太过简单，只能反映

某个特定角度的问题，结论的说服力有限，本文接下来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拓

展出了考虑汇率之间相关系数的已实现效用模型，该模型中的可选资产不仅包

含美元的无风险资产，还加入了欧元和日元的风险资产，考虑的因素比较全面，

非常接近现实世界。对已实现效用模型的分析结果发现，风险厌恶程度比较大

的投资者愿意为了获取期权的隐含相关系数信息而付出一定的信息成本，而风

险厌恶程度比较轻的投资者更倾向于使用历史隐含相关系数进行预测，而不会

付出额外的信息成本去获取期权的隐含信息，对组合信息的预测来说，方法越

复杂或设定越精确的组合权重方法在现实中的表现未必会优于简单设定的方

法。进一步的，本文利用两种风险资产共同下跌的区间进行了分样本讨论，讨

论结果表明，当市场处于意外的急剧下跌状态时，所有类型的投资者都会更倾

向于（中度或高度风险厌恶者）或者无差异（轻度风险厌恶者）的选择隐含相

关系数作为对未来两种汇率相关性的预测，而对市场上涨或处于震荡波动状态

来说，只有中度或者高度风险厌恶者才会愿意支付一定的信息成本去获得隐含

相关系数的信息，而轻度风险厌恶者宁愿选择历史隐含相关系数去预测汇率之

间的相关性。从金融研究领域已有的大量关于“股权溢价之谜”及“相关性之

谜”的研究来看，市场上存在的大多数投资者，其风险厌恶程度都远远高于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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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所设定的投资者风险厌恶系数，因此从现实世界的风险厌恶程度来看，隐含

相关系数相对历史相关系数在预测未来汇率相关性中的优势应该会比本文已实

现效用模型中的结论更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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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 章 结论 

本文研究了外汇期权隐含相关性对预测汇率之间相关性的作用及这种预测

作用在金融资产配置领域的应用。本文的研究结论显示，无论是从计量层面还

是经济层面上，外汇期权的隐含相关系数在预测两种汇率之间的相关系数时都

表现出了相对优势。对预测的分样本分析、对不同预测信息组合的分析及对资

产配置选择的分析都很好的支持了本文的结论。 

基于外汇现汇汇率之间满足无套利的三角关系的基本假设，本文利用统计

学中两变量之和的方差公式经过变形得出了汇率之间的相关系数，如果将公式

中所有的方差都换成是市场上正在交易的外汇期权的隐含方差或波动率的报

价，那么所得到的汇率之间的相关系数就被定义为是期权报价中隐含的汇率之

间的相关系数。由于外汇期权的交易都是在银行间场外交易市场进行的，满足

三角关系的三种汇率作为标的的外汇期权基本上在这个市场上都有报价，因此

对于大多数常见的汇率来说，这种汇率之间的隐含相关系数都是比较容易得到

的。虽然本文后续的研究主要都是针对欧元兑美元和日元兑美元之间的汇率进

行的，但这种隐含相关系数的提取及后续的研究方法对大多数汇率都是适用的。

本文的研究方法和结论具有比较强的代表性和普适性。 

在实证研究中，本文以欧元兑美元和日元兑美元两种汇率之间的相关系数

作为本文的实证研究对象，分析样本的时间区间为 2000.1.1 到 2012.8.31。本文

对从外汇期权价格中提取出的汇率之间的隐含相关系数序列从三个方面进行了

研究，概括起来分别是对相关性预测的比较、解释和验证。 

首先是各种相关系数序列作为汇率之间相关系数的预测时对它们的预测准

确程度的比较。经过对已有研究中计算相关系数的方法的总结，结合本文所选

用样本的特点，本文利用外汇现汇汇率数据和期权价格数据共得到了已实现相

关系数序列、历史相关系数序列、指数加权平均相关系数序列和隐含相关系数

序列这四个相关系数序列。其中，外汇期权隐含相关系数序列是本文研究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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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本文在进行后续分析前首先对外汇期权隐含相关系数序列的获取进行了更

全面的讨论。由于外汇期权交易以组合形式报价的特殊性，本文首先利用不同

组合中普通香草期权之间的关系得到了不同在值程度的普通虚值看涨和看跌期

权隐含波动率，并对由这些不同在值程度期权分别得到的隐含相关系数序列进

行了横向比较，比较结论发现，利用虚值看跌期权 [10]pIV 及 [25]pIV 得到的隐

含相关系数均值都明显低于其他期权，而利用虚值看涨期权 [10]cIV 及 [25]cIV

得到的隐含相关系数均值却明显高于其他期权。对这个现象的一个可能的解释

是，不同汇率的看跌期权中含有的独特信息较多，而看涨期权中含有的共有信

息较多，换句话说就是，当汇率下跌时，这种汇率受到的冲击更多的是对它自

身独特的冲击，对其他汇率的影响较小，而当汇率上涨时，这种汇率受到的冲

击信息中更多的是对不同汇率共同的冲击信息。虽然对这些不同在值程度期权

中的隐含相关系数进行了横向的比较，但由于市场流动性不好和所得样本区间

较短等因素，本文在预测部分都是采用的平价期权的隐含相关系数作为外汇期

权隐含相关系数的代表。本文还对汇率的波动率序列和汇率之间的相关系数序

列之间的相关性进行了简单的分析，分析结论显示，无论是隐含序列还是已实

现序列，各个期限下三种汇率的波动率序列与 EURUSD 及 JPYUSD 之间的相

关系数序列均为负相关的，这说明这些汇率所受到的重要冲击主要是单独对本

国货币的冲击，它可能仅仅会单独影响到该种货币兑美元的汇率，而且隐含序

列的负相关程度还大于已实现序列，这说明在期权价格所隐含的信息中，市场

对这种单独冲击效应的预期与现实世界是一致的，并且程度比现实世界更加严

重。在所有得到的相关系数中，EURUSD 及 JPYUSD 之间的相关系数序列与

EURJPY 的波动率相关性最大，从一定程度上说明这两者中间所包含的共同信

息最多。在进行完上述分析后，本文接下来对汇率之间相关性的预测进行了实

证研究。参照已有关于预测的研究，本文利用已实现相关系数序列作为现实世

界中汇率之间相关系数的代理，并对其他三种相关系数与已实现相关系数的样

本外预测偏差进行了分析和比较，这部分内容本文主要分三步进行。第一步，

本文在全样本的范围内对三种相关系数的预测能力进行了比较。在全样本范围

内，隐含相关系数相较于历史相关系数和 EWMA 相关系数序列来说其预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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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势是显著的，EWMA 相关系数序列与历史相关系数序列相比并没有体现出绝

对的预测优势，虽然对 1 月期和 1 年期来说，EWMA 的预测优势是显著的，但

是对 3 月期和 6 月期来说，EWMA 的预测比历史相关系数预测效果要差。第二

步，由于市场在出现大幅波动时，各个变量变动的不确定性都大大增加，准确

的进行变量预测变得更加困难，本文接下来对市场在处于大幅度波动时不同相

关系数序列在短期预测时的表现进行了比较。本文利用汇率的波动率大小作为

标准从全样本中提取出了市场大幅度波动的样本并对在这些大幅度波动样本期

不同相关系数的预测表现进行了比较，尽管所有相关系数序列的预测偏差都大

大增加，但是外汇期权隐含相关系数的预测优势地位并没有明显变化。第三步，

除了分析单个预测，本文还引入了由隐含信息和历史信息的组合预测以改善单

独信息的预测能力，结果显示，无论是对全样本还是大幅度波动样本来说，不

同信息的组合虽然不一定可以在任何情况下战胜所有的单独信息预测，但是组

合信息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显著优于单独信息中预测表现最差的，在少数情况下

可以显著优于所有的单独信息预测，因此，从计量标准来看时，不同单独信息

的组合有利于不同单独信息预测能力的改善。 

其次是对隐含相关系数与现实世界相关系数之间差异的分析，或者可以看

作是隐含相关系数预测准确程度的解释。本文利用现实世界的相关系数序列及

代表风险中性世界的隐含相关系数序列之间的差异得到了汇率的相关性风险溢

酬序列。之后，本文从时间序列和期限结构两个维度对汇率相关性风险溢酬序

列的属性进行了分析。从时间序列的维度来看，所有期限的相关性风险溢酬均

值显著为负，结论与 Mueller 等 (2012 )的结论一致，也与已有对股票市场上相

关性风险溢酬的研究结论中的符号一致。所有期限的相关性风险溢酬序列都体

现出了强自相关性和条件异方差效应。以 2008 年 9 月 15 日雷曼兄弟公司的倒

闭作为金融危机的标志事件时，短期期限的相关性风险溢酬在金融危机发生前

后的断点效应比较显著，而 6 月期和 1 年期相关性风险溢酬的 Chow 检验 F 统

计量则无法拒绝断点前后参数没有变化的原假设，这说明，即使是在金融危机

发生的时候，长期期限的风险溢酬序列变化也比较平稳，而短期期限的风险溢

酬序列在金融危机发生后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投资者预期的变化更容易在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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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期限的风险溢酬中体现出来。另外，本文利用相关性风险溢酬序列对隐含相

关系数作为汇率之间相关系数的预测时的预期形成机制进行了讨论，讨论结果

发现，相关系数的预期形成机制并不属于静态预期，其中，短期（1 月期）和

长期（1 年期）的隐含相关系数预期中同时包含有推定预期和适应性预期的因

素，而中期（3 月期和 6 月期）的隐含相关系数预期仅仅包含适应性预期的因

素，不存在推定预期的因素。从期限结构的维度来看，不同期限的相关性风险

溢酬序列之间均为正相关，并且 6 月期和 1 年期的风险溢酬序列之间的相关性

相对非常高，而 1 月期和 1 年期的风险溢酬序列之间的相关性则相对最低。对

相关性风险溢酬期限结构的主成分分析结果与已有研究中对利率期限结构的主

成分分析结果非常类似，第一主成分所解释的整体方差比重非常大，它的构成

中近似等权重的包含了各个期限的相关性风险溢酬，因此反映的是整个风险溢

酬期限结构的水平变动，该主成分解释了整个方差结构的 67.72%（超过了三分

之二），第二主成分和第三主成分分别反映了风险溢酬期限结构的斜率因素和凸

性因素，前三个主成分累积解释了整个方差结构的 96.26%，几乎包含了整个期

限结构变动的所有信息。在分析完相关性风险溢酬序列的属性后，本文结合它

所具有的属性对相关性风险溢酬序列中所包含的信息进行了分析和挖掘。首先，

本文从汇率的方差之间所满足的统计等式出发对汇率的相关性风险溢酬和方差

风险溢酬中所共同包含的二阶矩信息进行了分析。对各个汇率的方差风险溢酬

与相关性风险溢酬之间的相关性分析结果发现，各个期限的相关性风险溢酬序

列与三种汇率方差风险溢酬序列之间均为负相关关系，除了 1 个月期限时的相

关性风险溢酬序列与 EURUSD、JPYUSD 的方差风险溢酬序列的相关性不显著，

并且在所有显著的相关系数中，相关性风险溢酬序列与 EURJPY 的方差风险溢

酬序列之间的相关系数的绝对值最大。对相关性风险溢酬序列与各汇率的方差

风险溢酬序列之间的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显示，1 个月和 3 个月期各汇率的方

差风险溢酬对相关性风险溢酬的单向影响比较明显，从 6 个月和 1 年期的结果

来看，方差风险溢酬对相关性风险溢酬的影响开始减弱，相关性风险溢酬的反

向影响开始增强。特别的，1 年期 EURUSD 和 JPYUSD 的方差风险溢酬单向影

响相关性风险溢酬，而相关性风险溢酬单向影响 EURJPY 的方差风险溢酬，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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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结论可能的解释是，EURJPY 作为场外交易市场报价的交叉汇率，它的交

易量相对小于对 EURUSD 和 JPYUSD 的交易，信息应该是从后两者传导到

EURJPY 的汇率，在长期缺少其他随机冲击因素干扰的情况下，这种现象尤其

明显。除了研究汇率相关性风险溢酬与各汇率的方差风险溢酬之间的关系，本

文还根据汇率相关性风险溢酬期限结构的主成分分析与利率期限结构比较相似

的结果对相关性风险溢酬与各个货币的利率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对二者相

关性的分析结果显示，相关性风险溢酬与各种货币的利率之间均有显著的负相

关关系，并且期限越长，负相关性就越大。相比于欧元和美元来说，相关性风

险溢酬与同期限的日元利率之间的负相关性最大。对这个现象可能的解释是，

日元利率长期处于非常低的水平，因此投资者对日元利率的预期也处于较低的

水平，相同利率变动的情况下，日元对相关性风险溢酬的边际影响会比较大。

此外，本文也利用格兰杰因果检验分析了汇率的相关性风险溢酬与各个货币利

率之间的信息包含及领先滞后关系，结果发现，短期（1 个月）来看，相关性

风险溢酬与利率之间的领先滞后关系并不明显，而对其余期限来说，相关性风

险溢酬只与欧元利率的差分存在领先滞后关系，并且主要是相关性风险溢酬单

向领先欧元利率的变化，只有在 1 年期时才产生欧元利率变化对相关性风险溢

酬微弱的影响。 

最后是对汇率之间相关性的预测在现实世界资产配置中的应用，这也是对

相关性预测能力在现实世界的验证。本文分别采用了损失函数模型和已实现效

用模型来分析这个问题。损失函数模型不用考虑投资者资产组合的具体配置权

重的变化，而仅仅考虑预测结果的好坏可能对已有资产组合所带来的系统性的

额外风险。由于在实际的资产组合中，如果假定方差等其他因素不变，相关系

数影响到的仅仅是组合方差中的协方差项 1 2  ，对相关系数预测的偏误较大

可能会给已有的资产组合带来额外的方差或风险，尤其是当市场上汇率的波动

（即 1 2  ）较大的时候，所以损失函数模型实际上就是分析波动率加权的预测

偏差。对损失函数模型中考虑了波动率加权的 RMSPE 的分析结果显示，短期

（1 个月）和中期（3 个月和 6 个月）隐含相关系数的预测能力优于历史相关系

数，长期（1 年）历史相关系数的预测能力优于隐含相关系数，而组合预测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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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情况下都优于单个信息中预测表现差的相关系数序列，有时会同时优于两

种单独信息的预测。由于损失函数模型没有考虑资产配置中的权重变动，太过

简单，只能反映某个特定角度的问题，结论的说服力有限，本文接下来在已有

研究的基础上拓展出了考虑汇率之间相关系数的已实现效用模型，该模型中的

可选资产不仅包含美元的无风险资产，还加入了欧元和日元的风险资产，考虑

的因素比较全面，非常接近现实世界。对已实现效用模型的分析结果发现，风

险厌恶程度比较大的投资者愿意为了获取期权的隐含相关系数信息而付出一定

的信息成本，而风险厌恶程度比较轻的投资者更倾向于使用历史隐含相关系数

进行预测，而不会付出额外的信息成本去获取期权的隐含信息，对组合信息的

预测来说，方法越复杂或设定越精确的组合权重方法在现实中的表现未必会优

于简单设定的方法。进一步的，本文利用两种风险资产共同下跌的区间进行了

分样本讨论，讨论结果表明，当市场处于意外的急剧下跌状态时，所有类型的

投资者都会更倾向于（中度或高度风险厌恶者）或者无差异（轻度风险厌恶者）

的选择隐含相关系数作为对未来两种汇率相关性的预测，而对市场上涨或处于

震荡波动状态来说，只有中度或者高度风险厌恶者才会愿意支付一定的信息成

本去获得隐含相关系数的信息，而轻度风险厌恶者宁愿选择历史隐含相关系数

去预测汇率之间的相关性。从金融研究领域已有的大量关于“股权溢价之谜”

及“相关性之谜”的研究来看，市场上存在的大多数投资者，其风险厌恶程度

都远远高于本文所设定的投资者风险厌恶系数，因此从现实世界的风险厌恶程

度来看，隐含相关系数相对历史相关系数在预测未来汇率相关性中的优势应该

会比本文已实现效用模型中的结论更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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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要告一段落了，我即将离开待了六年的厦门去新的城市开始新的工作和生活。

虽然现在还像以往一样还能每天路过熟悉的厦大操场，每天进出安静的厦大图

书馆，每天光顾热闹的厦大食堂，但距离毕业一天天的临近已经让我心中时时

充满着感伤，每每静下心来，总会触景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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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校园，还为我们营造了最舒适、最体贴的学习环境。在这里度过的六年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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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他在重视学术的同时，从不放松学校课程的教学工作。作为国内知名教授，

郑老师本不用辛苦的担任教学工作，他却对每一年的本科生教学都非常重视，

对本科生教材的校对更新工作也从不放松，这一点所有厦大经济学院的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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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不断的鼓励鼓励。总结下，一个词概括这些，人格魅力，我觉得最贴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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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这两位老师有了更不一样的感觉，在我心目中他们离我的距离更近了。在

延期的一年中，除了生活上他们对我的帮助和学习上他们对我论文的指导，更

重要的是在我对未来出现迷茫时两位老师一次次对我的肯定和对我的鼓励和支

持。这一年的努力虽然给我带来了最满意的结果，但这不是最重要的，期间获

得结果的过程和人与人之间的情谊才更是让我珍惜的，谢谢两位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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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要感谢林海教授、陈淼鑫副教授，在听他们讲课、做报告的过程中，

在为他们做助教的过程中，我深深的感觉到了这两位老师对学术的热爱和对教

学工作的一丝不苟。他们永远是我学习的榜样。 

我还要感谢厦门大学金融系所有给我上过课和给予我帮助的老师，他们有：

张亦春教授、朱孟楠教授、李晓峰教授、许文彬教授、邱崇明教授、陈国进教

授、江曙霞教授、何孝星教授、林宝清教授、郑荣鸣教授等老师，他们利用最

精彩的课堂演讲把我这样一个金融的门外汉引入了金融学这个最有意思的研究

和学习领域。另外，我还要特别感谢辛苦的担任厦门大学金融系行政工作的老

师们，他们有：辅导员郑淑真老师、教学秘书蔡淑昭老师、潘莉莉老师，感谢

他们对我们的热情帮助和为我们付出的宝贵时间。 

我还要感谢我的所有同门师兄弟们，大家在一个大家庭中共同学习、互相

帮助，让我、让每一个同门都有一种家的感觉，无论是在学校还是在工作岗位，

那种感觉都让人觉得那么的亲切，那么的有安全感。在他们当中，我特别感谢

作为同级的博士生、与我感情最深的刘杨树、吕恺、邓弋威三位同学，他们既

是我的师兄又是我的同学还是我的朋友。他们各自有自己专门的研究领域，他

们在自己的领域都有着扎实的功底，做出了非常好的成绩。尤其是刘杨树，现

在他已经留校成为厦大管理学院的老师了，延期时在跟他一起合租的一年中，

每次在论文遇到困难和方向不明时，他都会跟我耐心的讨论并给出他的建议，

每次在我因为疲倦而心情烦躁时，他都会不厌其烦的听我倾诉，一次次的安慰

我鼓励我，让我在最失落时总感到有一个人那么知心。 

我还要感谢我读博士期间金融系的其他同学和朋友们，他们有：庄金良、

陈华、邱巍、柳维芳、郑亚伍、陈娟、陈玉婵、韩晓雪、钱利珍、李爱迪、陈

蕾等等，博士期间仍然能够保持亲密团结离不开大家对班集体的热爱；感谢师

弟李晓明，在我延期的一年中，作为下一级的班长，他给我及时的传递了各种

学校的通知和信息，把我当作同班同学一样，让我与他们年级之间完全没有距

离感。 

我还要感谢读博期间能够有幸认识的非金融系的好朋友们，他们有：财政

系的张明，台湾研究院的范琴，在厦门工作的张立、洪博雅，在广州工作的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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荆杰、胥爱欢、庄金良、孙娜、董海龙师兄等，在杭州工作的陈志娟师姐、马

长峰师兄，在深圳工作的李红，他们在论文写作和找工作时对我的帮助让我可

以克服种种困难、最终完成论文并找到理想的工作。尤其是财政系的张明，作

为我延期时的论文盟友，每天一起吃饭、一起自习、一起规律的作息，在长期

论文准备和写作的枯燥日子里，我时刻会觉得旁边有一个人陪我一起奋斗，我

们俩的互相鼓励给了我们论文继续前进源源不断的动力。 

最后我要感谢我的父母、兄嫂，是他们在我最累最烦的时候总能想起有人

可以不要求任何回报的让我求助，他们对我的支持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财富，

我相信，有了他们，没有什么困难是克服不了的。 

 

王 磊  

2013 年 3 月 19 日 

厦门美丽时光咖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