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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使用经过赋权标准偏差周期性因子修正过的 LM 非参数检验法，对沪

深 300股指期货以及现货指数 5分钟收益率的显著跳跃进行了识别。将沪深 300

股指期货和现货指数的跳跃对比分析，发现股指期货对信息冲击更敏感，反应更

为迅速，跳跃次数更多。与股指期货上市前相比，股指期货上市后，沪深 300

股指现货的跳跃频率明显增加，但主要体现为大涨（正跳跃）频率的增加，大跌

（负跳跃）频率几乎没有增加；无论是从 5 分钟收益率的统计特征（收益率的标

准差、极值、偏度和峰度）来看，还是从跳跃的特征（跳跃幅度的均值、标准差

和极端跳跃的幅度）来看，股指期货推出之后，沪深 300 指数现货的波动和极端

尾部风险都明显下降，现货市场暴涨暴跌的尾部风险、特别是暴跌的情形得到了

缓和，市场运行更为平稳。将股指期货和现货指数的主要跳跃时间点与我国宏观

经济指标主要公布时点进行匹配，发现我国股指期货市场的跳跃并非主要来自宏

观信息的冲击。 

根据计算得到 WSD 周期性因子，本文发现股指期货和现货波动率呈现明

显的日历效应。受周末信息冲击影响，相比其他交易日的开盘波动率，星期一早

上的开盘波动率明显放大，在日内股指期货波动率呈现一个并排的双“W”形状，

而现货指数日内波动率大致是一个斜倒的“L”型。 

通过对股指期货开盘显著高开或者低开以及盘中跳跃后的收益率走势进行

分析，发现不同方向不同幅度的隔夜风险以及跳跃，在之后都表现出某些显著的

行为特征；大幅低开或负跳跃导致当日股指期货价格出现反转效应，而次日则表

现为动量效应，而大幅高开或正跳跃会导致股指期货价格在当日以及次日都表现

为显著的反转效应；且中等幅度的隔夜风险或跳跃对未来波动率的影响更大。 

本文根据不同幅度不同方向的隔夜风险及跳跃对波动率的影响，结合我国

股指期货波动具有记忆性较短的特性，从行为金融学视角构建新的 HAR-CJ-MR

模型（异质性市场模型），发现我国股指期货存在显著的杠杆效应，负向跳跃对

未来波动率的影响明显大于正向跳跃；而股指期货跳跃的规模效应很不显著，反

而是中等幅度的跳跃对未来波动率的影响更大。相比常规的 HAR-CJ 模型，本文

提出的 HAR-RJ-MR 对现实数据的解释和拟合均由于常规的 HAR-CJ 模型。 

 

关键词：跳跃；行为金融；HAR 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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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Lee and Mykland(2008) nonparametric jump test is utilized to study the jump 

behavior of China’s stock index future market. Weighted Standard Deviation 

Periodicity Factor is used to correct the test for ignoring the intraday deterministic 

diurnal volatility pattern. Jump behavior of stock index future market is researched 

thoroughly. Stock index future market is found more sensitive to information shock 

and produce more jump than the spot index. Comparing with the spot index before 

Stock index futures is list, the spot index after Jumps more frequently, but mainly 

jumps up and the frequency of jump down barely rise. No matter viewing from the 

statistical characteristic of 5 minutes yields (the standard deviation, extreme value, 

skewness and kurtosis of the yields), or from characteristic of the jumps (the mean, 

standard deviation, extreme value of the jump range),  the volatility and extreme tail 

risks of the HS 300 index after the listing of the index futures a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e extreme tail risk of short-term havoc is reduced, especially the slump 

situation .Anyway, the listing of the index futures make the HS 300 index moves more 

smoothly. Different from foreign research conclusion, the jump of China’s stock 

market has little connection with macro information released. 

According to the WSD Periodicity Factor, the volatility of stock index futures 

and spot index are found to have calendar effect. Influenced by information over the 

weekend, volatility is significantly larger at the opening of Monday morning. The 

intraday volatility of stock index futures is in a double "W" shape, and the spot index 

intraday volatility is roughly in inclined inverted "L" type.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yields after the jumps, the jumps with different 

directions and different sizes are found to have different behavior characteristics after 

the jump. Significantly negative jump will present reverse effect, and show the 

momentum effect by the following day; while significantly positive jump will show 

reverse effect that day and the next day. And moderate jumps have the biggest 

influence on the volatility after the jumps. 

According to different influences of different jumps on the volatility, and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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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ort memory features of volatility in China’s stock index future market, a new model 

of HAR-RJ-MR (heterogeneous market model) is buil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behavioral finance. Significant leverage effect is found in china’s stock index future 

market, meaning that the negative jump has significantly greater influence on the 

volatility after than the positive one. And scale effect is not significant, but the 

moderate jumps have the biggest influence on the volatility. Compared with the 

general HAR- RJ models, HAR-RJ -MR has a better explanation and a better 

goodness of fit. 

 

Key words: jump; behavioral finance; HAR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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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引言 

1.1 选题背景和动因 

由于交易活跃，股票和期货等金融资产的交易价格通常具有“时间连续性”。

但在公布宏观数据、股票业绩异于预期、重大事项公布（如 IPO，兼并收购等）

或自然灾害等事件发生时，金融资产的收益率在短期内有可能出现大幅波动。资

产价格波动过程中出现的显著“不连续”情形，通常称为“跳跃”。本文的工作，

就是对沪深 300 股指期货的日内跳跃现象进行研究，并基于此构建起相应的已实

现波动率模型。 

中国的沪深 300 股指期货1于 2010 年 4 月 16 号推出，4 年来，参与者不断增

多，成交量不断放大，持仓量稳步增长，套利空间日趋缩小，整体在不断与国外

成熟的股指期货市场靠近。已经有不少学者对沪深 300 股指期货进行了研究。但

现有研究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许多文献研究期现套利和套期保值策略，但却很少人从行为金融学角

度对股指期货市场投资者日内交易行为进行研究； 

第二，许多文献对股指期货的价格发现功能进行实证，认为沪深 300 股指期

货具有较好的价格发现功能，但这些研究都没有对跳跃情形进行分析； 

第三，虽有少量文献研究了股指期货的跳跃，但多侧重跳跃的基本特征描述，

缺乏对股指期货跳跃本质特征的深层揭示，很少从投资者行为的角度对跳跃进行

分析； 

第四，虽有少量文献研究了跳跃对未来波动率的影响，发现跳跃对未来波动

率存在规模效应，越大的跳跃对未来波动率的影响越大，但却缺乏更为深入细致

的研究。 

因此，本文希望通过研究，回答以下几个问题：（1）沪深 300 股指期货的推

出，是否像很多人担忧的那样，在日内跳跃和波动方面对现货产生不利的影响？

（2）股指期货日内跳跃与波动的基本特征和模式究竟如何？隔夜信息的影响如

何？是否像国外一样受到宏观经济信息公布的影响？（3）怎样的模型可以较好

                                                             
1
 以下简称“股指期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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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刻画沪深 300 股指期货的日内波动和跳跃现象？ 

 

1.2 研究内容 

针对上述研究目的，本文采用已修正的 LM 跳跃检验法 (Lee and 

mykland,2008
[1]

)对股指期货和现货指数进行跳跃识别，一方面是运用 Boudt, 

Croux and Laurent (2011a)
 [ 2 ]提出的 WSD 周期性因子（Weighted Standard 

Deviation Periodicity Factor）对统计量进行修正，以便能更精确地识别出跳跃。

修正过的 LM 检验法能够在低波动时期识别更多较小的跳跃，在高波动时期排除

掉更多的伪跳跃。另一方面，连续性波动和跳跃性波动分离方法一般使用双幂次

变差方法（Bi-power Variation Measure, 以下简称 BPV）计算日内积分波动率，

会使得跳跃和零收益对日内积分波动率产生显著影响。针对这一不足，本文使用

使用 Boudt, Croux and Laurent (2011b)
 [3]提出的 ROWVar（Realized Outlyingness 

Weighted Variance）作为日内积分波动率，剔除了跳跃对日内积分波动率的影响。 

基于以上改进的 LM 方法，运用 5 分钟高频数据，本文对沪深 300 股指期

货和现货进行了高频跳跃的监测，研究了股指期货提出前后沪深 300 指数现货的

跳跃和波动情形，考察了股指期货高频跳跃和波动的特征。最后基于这些研究结

论，从行为金融学视角构建了新的 HAR-RJ-MR 模型（异质性自回归模型），发

现新的模型能够对我国股指期货已实现波动率的动态变化进行更为合理的解释。 

 本文主要的结论如下：（1）与现货相比，股指期货对高频信息冲击更敏感，

反应更为迅速，跳跃次数更多；（2）与股指期货上市前相比，股指期货上市后，

沪深 300 指数现货的波动和极端尾部风险都明显下降，特别是暴跌的情形得到了

缓和，市场运行更为平稳；（3）我国股指期货市场的跳跃和已实现波动率的特征

包括：A. 跳跃并非主要来自宏观信息的冲击；B. 股指期货和现货波动率呈现明

显的日历效应；C. 不同幅度不同方向的跳跃对未来的波动率具有不同的影响模

式；D.我国股指期货已实现波动率的连续性部分具有较强偏中期记忆性，相比国

外长期记忆性较弱，跳跃部分的记忆性则大约只有 2-3 天时间；E. 在股指期货

的已实现波动率中，相比连续性部分，跳跃部分对未来波动率的影响更大；F.

我国股指期货的已实现波动存在显著的杠杆效应，却不存在跳跃的规模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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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本文的主要贡献 

本文的主要贡献如下： 

首先，本文首次从高频的角度，用大量数据证实，沪深 300 股指期货的推出，

并未像很多人担忧的那样，在日内跳跃和波动方面对现货产生不利的影响；相反，

股指期货上市后，沪深 300 指数现货的波动和极端尾部风险都明显下降，特别是

暴跌的情形得到了缓和，市场运行更为平稳； 

其次，本文首次对沪深 300 股指期货的高频跳跃和已实现波动率特征进行了

深入的分析，考察其基本特征和日历效应，分析其与宏观经济数据公布的关系，

考察隔夜信息的影响，首次发现了股指期货的以下特征：不同幅度不同方向的跳

跃之后，沪深 300 股指期货具有不同的波动率模式；股指期货已实现波动率的连

续性部分具有偏中期记忆性，跳跃的记忆性更短；在股指期货的已实现波动率中，

相比连续性部分，跳跃部分对未来波动率的影响更大；股指期货的已实现波动存

在显著的杠杆效应，却不存在跳跃的规模效应；等等。 

第三，本文首次针对沪深 300 股指期货的市场特征，提出了改良的

HAR-RJ-MR 模型（异质性市场模型），相比一般的 HAR-RJ 模型，HAR-RJ-MR

模型更符合我国股指期货市场的实际，能更好地对已实现波动率进行解释。 

 

1.4 本文结构 

本文结构安排如下： 

第 1章引言，包括选题背景和动因、研究内容、本文主要贡献及全文结构；

第 2 章是文献综述，对跳跃识别、跳跃原因研究、股指期货波动溢出以及基于

HAR模型的已实现波动率估计四方面的相关文献进行了梳理；第 3章是理论模型

及其修正，主要介绍了 LM 跳跃检测模型的构建以及修正过程；第 4 章是数据处

理和样本描述；第 5章是跳跃识别以及跳跃行为特征实证分析；第 6章是基于行

为金融视角的股指期货波动率建模以及实证结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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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献综述 

在高频数据下研究金融资产价格跳跃，是近年来金融和计量领域的一个热点

研究领域。在经典理论和模型中，通常假设资产价格具有连续性。但大量的实证

研究表明，在原有的扩散过程 (diffusion process)基础上加入跳跃过程 (jump 

process)，不但能够很好地解释金融资产收益率的尖峰厚尾现象，而且能够较好

地捕捉资产价格的异常波动现象。与本文研究目的相关的文献大致包括 5 个研究

方向：跳跃的识别与基本特征、跳跃产生的原因、跳跃点前后的市场微观结构、

跳跃溢出以及跳跃对已实现波动率的影响。 

 

2.1 跳跃识别与基本特征 

近年来，随着高频数据的应用，对资产价格日内跳跃的研究成为热点。国

外早期的学者试图在参数模型的框架下将跳跃从扩散过程中分离出来，参数模型

主要是基于 Merton
[4]（1976）的跳跃-扩散模型，利用离散化的日、周、月等低

频数据，采用的估计方法主要是极大似然估计和广义矩估计。这种方法需要引入

跳跃风险价格等其他参数，在模型估计方面比较困难。而且，低频数据也难以完

全反映资产价格对信息冲击的反应，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信息在金融市场中的传

递机制。 

目前使用最广泛且有效的方法是基于已实现波动率的非参数方法。非参数跳

跃识别方法是建立在 Barndorff-Nielsen and Shephard（2004）[5]
(BN-S 检验法)提

出的 BPV 基础上的，而 BPV 又是以已实现波动率为基础提出的。已实现波动率

来自于二次变差理论，是基于事后观测值构造的非参数估计量，它既包含了更多

的历史信息(高频数据)，又免除了参数化设定的约束，而且在隐含条件波动的统

计特征描述和波动预测方面也表现出了优于参数化模型的特点（魏宇，2010）[6]。 

之后的学者在此基础上对跳跃识别进行了深化扩展，提出了多种非参数的跳

跃检验法，其中比较著名的 Andersen，Bollerslev and Dobrev (2007)
[7]的 ABD 检

验法、Lee and Mykland (2008)
[1]的 LM 检验法和 Podolskij and Ziggel (2010)

[8]的

PZ 检验法等。另外还有 Jiang and Oomen (2008)
[9]

 则提出了“方差互换”的跳跃识



文献综述 

5 
 

别方法，由于国内缺乏相应市场数据，方差互换方法在中国无法使用。 

国内对跳跃的研究则主要集中在实证上，王春峰、姚宁与房振明等（2008）

[10]采用 ABD 检验法，对上证综指已实现波动率中的跳跃行为进行研究，发现上

证综指日内发生显著跳跃的比例是相当高的，跳跃方差序列不仅具有自相关性，

而且具有聚集效应。陈国进、王占海(2010)
[11]采用 NS 检验法，利用沪深 300 指

数 1 分钟高频数据对不同市场周期下的跳跃行为进行实证，发现我国 A 股市场

的跳跃行为具有明显的聚集现象，连续性波动和跳跃性波动持续的时间较成熟市

场较长，且规模效应具有显著性，但杠杆效应不具有显著性。杨科和陈浪南

(2011)
[12]采用 Corsi 等(2010)

[13]修正的已实现门阀多次幂变差（C_TMPV）的方

法，对2000年至 2008年的上证综合指数日内高频数据波动率序列进行跳跃识别，

实证结果显示中国股市高频波动率跳跃存在较强的正相关性，以及较强的长记忆

性。孙晨(2012)
 [14]首次在国内使用经过 WSD 周期性因子修正的 LM 检验法，对

05年至 10年的沪深 300指数及个股（万科）进行显著性跳跃检验，并分析对比

了两者跳跃行为的差异，尤其是在日历效应方面的差异。 

虽然国内学者对股票市场的跳跃已有较多研究，但是对股指期货市场的跳跃

研究较少，尤其是很少考虑股指期货跳跃下的行为特征和跳跃下期现货的信息传

导机制，很少从投资者行为的角度进行分析。 

 

2.2 跳跃产生的原因 

随着跳跃识别和计量技术的快速发展，近几年国外学者试图对跳跃产生的

原因进行解释。Barndorff-Nielsen and Shephard(2006)
[15]研究发现跳跃发生的日期

与宏观经济信息的释放有紧密联系。Huang（2007）[16]实证表明资产价格波动中

的跳跃部分与市场信息的融入有着直接关系。Lee and Mykland（2008）[1]采用高

频数据研究了跳跃与信息发布的关系，发现导致个股发生跳跃的大多是公司层面

的信息，但引发指数跳跃的均为宏观经济信息。Evans(2011)
[17]实证表明，美国

债券、期货、外汇市场大约三分之一的日内显著跳跃行为与美国宏观经济公布显

著相关；股指期货相比国债期货以及外汇期货，对信息冲击更敏感，更容易产生

跳跃行为。Miao，Ramchander，and Zumwalt（2013）[18]实证表明，美国股指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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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日内价格跳跃与宏观经济公布相关：10:00-10:01 这 1 分钟的 48%-56%的跳跃

收益可归因于 10:00 的某个消息公布，其中幅度最大的 20 个跳跃的 70-80%的收

益可归因于 10:00 的某个消息公布。但 Joulin 等(2008)
[19]认为，大部分的价格跳

跃行为并不是信息冲击的结果，而是流动性危机（liquidity micro-crises）比如说

流动性突然大幅减少的原因。王春峰，郝鹏，房振明(2011)
[20]研究发现 91%以上

的日内显著跳跃均集中在开盘后 5 分钟内，作者认为市场积累的大量的隔夜信息

在开盘时迅速融入，并通过极端的价格反应形式表现出来；在日内 94%有且只发

生一次跳跃，作者认为这表征了显著跳跃在日内是一种信息瞬间完全融入的激烈

的价格发现形式。 

 国外最近几年大多从宏观信息发布是否超预期的角度，使用发布的真实值

与预期值之间的差额，来考察跳跃幅度与宏观信息的相关性，发现大部分价格跳

跃与宏观信息发布有关。我国目前几乎没有人从宏观信息发布角度研究跳跃，且

在主要的宏观指标发布时点也没有发现股指期货存在显著跳跃行为，这其中的原

因值得深入思考。 

Asgharian 等（2011）[21]从行为金融学的角度，将已实现跳跃作为新信息

到达的标志，利用事件研究的方式对投资者行为如何影响市场均衡价格做了深入

探讨，认为投资者在牛市中倾向于对好消息过度反应，跳跃之后的反转效应是投

资者过度反应的表现。Fung and Lam（2010）[22]验证了亚洲主要股指期货市场受

美股消息影响后在开盘会出现跳空高开或低开现象，他认为开盘的这种跳跃行为

是投资者对消息过度反应的结果，实证表明考虑了交易成本后反转交易策略能获

得显著超额收益。Kudryavtsev(2012)
[23]研究了股票价格的日内行为，发现股价在

发生大幅跳跃后，在日内短期间会出现反转，而在第二日又会朝跳跃的方向出现

反转，即出现“reversals of reversals”行为。 

国外学者从投资者行为方面对跳跃进行了很多有效的研究工作，认为投资者

在不同的市场阶段对信息冲击产生不同的反应，从而导致不同幅度不同形态的跳

跃现象。而国内对跳跃下投资者行为研究这块几乎还是空白。本文希望从这个角

度对股指期货市场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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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股指期货对现货的影响 

目前国内学者通过各种实证方法表明沪深 300 股指期货市场对新信息的反

映速度快于现货市场，股指期货在信息传递中居于主导地位。那么股指期货的推

出到底是稳定了现货指数还是增加了现货指数的波动？ 

一部分学者认为股指期货增加了现货指数的波动。Bae,Kwon and Park（2004）

[24]对韩国市场进行研究时，发现 KOSPI200 股指期货交易在加速市场信息传递

效率的同时，也增加了现货市场价格波动性。Zhong,Darrat and Otero(2004)
[25]发

现在墨西哥市场，股指期货的上市的确加大了现货市场的波动性。韩戍和李小芳

（2010）[26]发现香港恒生指数期货在不同时期对香港恒生指数现货市场有着不

同的影响，即在短期股指期货会加剧现货市场的波动，而长期股指期货在一定程

度上减缓现货市场的波动。华仁海、刘庆富（2010）[27]认为从冲击反应角度来

看，股指期货对来自股指现货的冲击反应速度较快且持久，股指现货对来自股指

期货的冲击相对比较迟缓且短暂，认为股指期货加剧了现货市场的波动。王卓群

（2012）[28]研究表明，自 10 年股指期货上市以来,沪深 300 指数在高频数据下

的波动性出现了显著上升，另外沪深 300指数成分股之外的股票波动性也出现了

显著上升。他认为股指期货的引入并没有提高现货市场的定价效率。 

也有很多学者研究发现股指期货发挥了减震器的作用，减缓了现货市场的波

动程度。Gulen and Mayhew（2000）[29]将实证样本扩展到全球 25 个国家，发现

大多数国家的在推出股指期货后现货市场波动不变或出现一定程度的降低。Faff 

and Mckenzie（2002）[30]进一步研究发现股指期货的推出还可以降低指数收益率

的日历效应。Sakthivel and Kamaiah (2010)
[31]发现 Nifty 股指期货的引入降低了印

度股票市场的波动，原因在于股指期货的引入提高了市场效率，同时发现股指期

货交易的引入改变了股票市场波动率的结构。具体来讲，股指期货的引入增加了

近期消息的冲击而减弱了旧消息的不确定性冲击。 

从国内的研究来看，现有关于股指期货波动率溢出的研究大多利用仿真数

据或者很短的真实数据，没能从较长视角观察股指期货对现货的波动影响。另外

对于股指期货是否加剧现货市场的波动，笔者觉得从跳跃视角分析重大信息融入

后股指期货市场的跳跃行为对现货市场的动态影响，更能体会股指期货对现货指

数的波动溢出真实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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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基于 HAR模型的己实现波动率的估计 

早期关于波动率的研究模型主要包括 Engle (1982)
[32]和 Bollerslev (1986)

[33]

提出的 ARCH 和 GARCH 族模型以及 Taylor(1986)
[34]提出的随机波动(SV)模型，

这些模型一般使用日收益率的平方对波动率进行估计，丢失了重要的日内信息。

“己实现波动率”理论被提出后，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关注如何对己实现波动率

进行建模和估计，这些研究多围绕着长记忆性及不对称性、跳跃、模型优劣的判

断、预测结果对比等方面展开。 

为了刻画日波动率的动态特征，在已实现波动率以及异质市场假说基础上，

Corsi (2009)
[35]首次提出了异质自回归模型（HAR 模型），该模型考虑持有期的不

同，将投资者分为短期、中期和长期三类，利用日己实现波动率、周平均己实现

波动率和月平均己实现波动率，分别代表三类投资者的交易行为。由于模型形式

简单且能够很好地刻画波动率长记忆、尖峰厚尾以及自相关的特征，HAR-RV 模

型得到广泛的应用。但是，HAR-RV 模型虽然考虑了异质投资者行为对波动率的

不同影响，却没有区分连续性波动和跳跃性波动的不同影响，忽略了波动率的杠

杆效应。因此，Andersen 等(2007)
[7]将日内已实现波动率分解成连续性波动率和

跳跃性波动率，构建了 HAR-CJ 模型研究不同的日内波动信息对日波动的影响，

发现所有的日波动、周平均波动和月平均波动的可预测性几乎都来自于连续性波

动部分，而跳跃性波动的可预测性很差。 

王春峰、姚宁等人(2008)[10]在国内较早将己实现波动率分解为连续性波动

率和跳跃性波动率，并应用 HAR-RV-CJ 模型对上证综指的己实现波动率进行预

测，表明二次变差中的连续样本路径成分是中国股市已实现波动率预测的决定性

因素；柳会珍，张成虎和李育林（2011）[36]的实证表明，对于短期的波动预测，

包含跳跃和滞后绝对日收益率以及杠杆效应的波动模型表现最好，然而对于提前

1 月的长期预测，RV-CJ 模型(波动率分离为连续性与跳跃性两部分)预测效果较

其他模型更佳。他认为跳跃对于长短期波动率预测都很重要，而波动率的杠杆效

应只具有短期性。赵华(2012)
[37]

 将已实现极差方差分解为连续和跳跃成分，进

而构建包含连续和跳跃成分的杠杆异质性自回归(LHAR-RRV-CJ)模型，实证结果

表明跳跃对中国股市的短期波动影响较大，对长期股市波动影响较小。并且，杠

杆效应对短期股市波动影响较大，但不影响长期股市波动。杨科，陈浪南（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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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采用上证综指 2000-2008 年的高频数据，在考察了中国股市已实现波动率的特

征(即具有长记忆性、结构突变、不对称性和周内效应的特征并且结构突变只能

部分解释已实现波动率的长记忆性)的基础上，构建了一个自适应的不对称性

HAR-D-FIGARCH 模型，该模型对样本内数据的拟合效果最好。以上研究都没

有考虑隔夜风险带给日波动率的影响，也没能考虑不同方向不同幅度的跳跃下投

资者行为的差异对日波动率的影响。 

在现有的股票市场交易机制下，股市的非交易时间的长度要远远长于交易

时间，大量的信息在非交易时间积累，从而形成了隔夜信息。投资者倾向于在早

盘集合竞价阶段利用隔夜信息进行激进的交易，导致股市的高开或者低开，从而

产生隔夜风险。早期的研究一般都直接忽略隔夜风险对日内波动率的影响。

Taylor(2007)
[39]基于隔夜交易对标准普尔 500 期货市场预测能力进行研究，发现

加入隔夜信息的模型所产生的波动预测能使得 VaR 估计更加精确。Tseng 等

(2012)
[40]利用台湾的日内高频数据研究发现，当考虑隔夜波动时，每日已实现波

动的预测能力显著提升。Andersen 等(2011)
[41]却将隔夜波动看成一个频繁的波动

率跳跃过程，试图使用前一日的波动率对其进行解释，发现隔夜风险的滞后项以

及连续性波动对隔夜风险具有显著的影响，不存在不对称效应，但是跳跃性波动

的影响并不显著。 

国内关于隔夜风险对股市影响的相关研究还比较薄弱。王春峰(2011)
[42]运用

SV 模型，对中国股市中隔夜信息的影响做了实证研究，验证了隔夜信息对波动

性影响存在着普遍的杠杆效应，并提出在开盘一小时后隔夜信息才会充分融入到

市场价格中。刘红忠、何文忠(2012)
[43]使用交叠样本法和 ARMA-GARCH 模型

对深圳成指和上证综合指数进行实证研究，分析了沪深两个股市的午间和夜间休

市对股票收益率造成的影响，发现两个市场均存在着持续且稳定的“隔夜效应”。

任德平[44]（2013）通过对样本期 247 个交易日已实现波动率（包含隔夜收益）

进行检验分析，发现样本期间内有 117 个交易日存在显著性跳跃性波动，约占总

样本的 47.36%，远高于美国纽约股票市场跳跃波动所占比例 26%（Giot（2010）

[45]），另外，对剔除隔夜收益的已实现波动率同样进行跳跃性波动检验，发现样

本期间内离散跳跃性方差明显减少了，只有 50 个交易日存在显著性跳跃波动，

样本期内的跳跃波动减少了 57.26%，这说明隔夜价格波动在沪深 300 股指期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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跳跃波动中占据重要的地位，也间接反映出隔夜信息是导致价格大幅波动的重要

因素之一。 

从上面的研究可以看出，尽管 HAR-CJ 模型对未来波动率具有良好的预测能

力，但是目前在金融风险度量、资产定价以及金融衍生品定价方面，存在着对波

动率更精确预测的需求。为了提高模型的预测能力，学者们根据行为金融学理论

和市场运转机制不断往模型中加入一些变量，例如张小斐和田金方(2011)
[46]在

HAR-RV 模型中引入投资者心理和市场交易机制,构造了新的 HAR-L-M 模型，从

不对称效应的这一角度考虑了投资者心理对未来波动率的影响，但他们忽略了资

产价格过程中的跳跃对未来波动率的持续影响。Clements and Liao（2013）[47]用

Hawkes 模型描述了跳跃的自激性，发现在预测模型中加入投资者对跳跃的预期

等变量后能大大的提高预测精度，并且发现跳跃的自激性和跳跃波动率的水平存

在很强的相关性。通过对投资者行为进行研究，从行为金融学视角改善波动率预

测模型，也是本文努力的方向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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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理论模型和研究方法 

3.1 LM 跳跃检验法 

本文跳跃的识别方法是采用 Lee and Mykland（2008）[1]提出的非参数识别方

法—LM 检验法。 

在文献综述中提到的几种可行的非参数方法中，LM检验方法和ABD检验方

法的零假设为在t 时刻没有跳跃点，其他检验的零假设都是在所考察的时间窗口

内(对于5min高频数据，考察时间窗口通常是一个交易日)没有跳跃点，因此LM

检验方法和ABD检验方法能够找到跳跃的确切时点和跳跃的幅度。根据

Theodosiou and Zikes(2009)
[48]和Dumitru and Urga(2011)

[49]的结论，LM检验法在

选择统计量的拒绝域时，使用了最值方法，较为谨慎，而ABD检验法在跳跃发

生时，犯第一类错误的概率较大，容易产生过度拒绝原假设的问题。为了谨慎起

见，本文采用LM方法进行跳跃识别。 

   LM 检验法的原理十分直观：LM使用一个基于某5分钟间隔对数收益率与当

日平均已实现波动率的比值超过某个阈值来进行判断。如果在某个时间间隔内发

生了跳跃，那么这个时间间隔内的收益率绝对值会变的异常的大，如果相对于当

日平均已实现波动率的比值比较大，那么就判定为发生了跳跃。也就是说，是否

发生跳跃，是要根据当时的波动率来决定的，跳跃是一个相对概念，在一个低波

动率交易日，一段时间间隔内1%的价格变动相对于当日的平均价格波动幅度来

说可能构成一次跳跃，而在一个剧烈波动的交易日，一段时间间隔内5%的价格

波动仍然可能不被认为是跳跃。 

下面来看看Lee and Mykland (2008)[1]构建的检验统计量。设1天分为M个区段，

/T M  表示每一个区段的时间长度，定义 ,ln t ip 为第t天第i个时点的资产价格

的对数， , , , 1ln lnt i t i t ir p p   为第t天第 ( )i 个时点的对数收益率，定义统计量如

下： 

,

,
ˆ

t i

t i

r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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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
ˆ

t i 为局部波动率，Lee and Mykland (2008)[1] 建议用积分波动率的均值 ,t̂ is 来

替代 ,
ˆ

t i ，即： 

,

1
t̂ i ts BPV

M
                          （3.2） 

其中BPV（双幂次变差）2是积分波动率的估计值。如果
1it 
与

it 之间的收益

率 ,t ir 与当日积分波动率的均值的比值，超过一定阈值，那么就可以认为在
it 处发

生了跳跃。 

Lee and Mykland (2008)[1]研究发现，在有限样本情况下，简单地采用正态分

布分位数作为临界值会过度拒绝原假设。为了克服这个问题，Lee and Mykland 

(2008)[1]利用标准化收益率序列的最大值的极限分布的临界值做假设检验: 

max ( )
ni A n

n

J i C

S


 
                    （3.3） 

其中， 的累计分布函数为： ( ) exp( )xP x e    ，
,

,

( )
ˆ

t i

t i

r
J i


 ，n为样本中观察

值的个数， 1 
 ２ ，

1/2

1

1
S

(2log )
n

n
 ，

1/2

1/2

1 1

(2log ) log log(log )

2 (2log )
n

n n
C

n



 


  。 

统计量的临界值由 log( log(1 ))     来决定， 为某一给定的显著性水

平。如果
( ) n

n

J i C

S



 ，则拒绝原假设：在(t, i)时刻没有跳跃。 

但是，LM方法也存在不足。本文针对其两个不足加以改进，最终使用修正

后的LM方法来识别跳跃。具体改进之处在下两个小节中加以介绍。 

 

3.2 WSD 周期性因子修正 

金融高频数据很重要的一个统计特征-“日历效应”(Calendar Effects)，即收

益率、波动率、买卖价差或者市场流动性等金融变量在日内、周内、月内表现出

                                                             
2
 见 3.3 节积分波动率的改善中关于双幂次变差的概念 



理论模型和研究方法 

13 
 

较稳定的和周期性的运动模式。Mclnish and Wood(1990)
[50]通过5分钟交易数据进

行实证研究，首次发现波动率在日内表现出明显的“U”型结构。孙艳、何建敏和

周伟(2011)
[51]通过分析沪深300股指期货1分钟、10秒钟和1秒钟的高频数据发现，

绝对收益率和价格持续期呈现出明显的日内效应。 

构建LM的检验统计量时，为了使得局部波动率在出现跳跃时依然稳健，对

局部波动率的定义中隐含了在考察时间窗口内（当日），局部波动率是不变的，

即用日平均波动率代替。但是实际上一段时间内的局部波动率会受到跳跃以及日

历效应的影响。LM检验法在计算局部波动率时使用了BPV估计，从3.3节公式

（3.13）可以看出， BPV的计算很容易受到跳跃的影响，尤其当连续出现两次

跳跃时，由BPV计算出来的局部波动率会变得非常大，导致整个时间窗口内的跳

跃识别统计量偏小。而日历效应同样严重影响局部波动率的稳定，比如我们观察

到的，股指期货开盘时波动率更高，在下午现货收盘后的15分钟波动率升高，在

股指期货交割日的多空对战更激烈，在宏观经济数据公布前的一段时间内波动率

似乎更大，等等。 

本文使用Boudt, Croux and Laurent (2011a)[2]提出的基于加权标准偏差的周期

性因子（WSD周期性因子）对LM检验统计量进行修正，消除日历效应的影响，

提高跳跃识别的精度。 

中国的股指期货和现货市场具有明显的日历效应，这就使得时间窗口内 ,t ir 附

近的局部波动率 2

,
ˆ

t i 中包含一个周期性因子 2

,t if 。同一星期的同一日内时间点的

局部已实现波动率拥有相同的周期性因子，例如样本期内所有周一上午 9：30 至 

9：35 的已实现波动率拥有相同的周期性因子，同理，样本期内所有周三下午

14:00至14:05的已实现波动率拥有相同的周期性因子。 

传统的周期性因子估计量是基于收益率序列
,1; , ; ,,...,

t it i n t ir r 的标准差的，但是

当存在跳跃时，跳跃点处异常大的收益率会使得所属时间点的周期性因子也变得

很大导致失真。Boudt，Croux and Laurent (2011a)[2]基于最短半标度估计量（the 

Shortest Half scale estimator）提出的WSD周期性因子解决了这个问题。WSD周期

性因子计算简单，不需要任何的位置估计，能够在出现跳跃时保持一致性：将具

有相同时间属性的
,1; , ; ,,...,

t it i n t ir r 收益率序列按照从大到小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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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2; , ; ,...
t it i t i n t ir r r   ， f x   为向下取整函数，令

, , / 2 1t i t ih n    ，按照顺序

将以上收益率序列划分为 , , 1t i t in h  个包含 ,t ih 个相连观察值的子区间

     
, , , , ,1; , ; , 2; , 1; , 1; , ; ,,..., , ,..., ..., ,...,

t i t i t i t i t it i h t i t i h t i n h t i n t ir r r r r r  
，每个子区间内首尾相减，得

到 , , 1t i t in h  个新的序列
, , , , ,; , 1; , 1; , 2; , ; , 1; ,, ,...,

t i t i t i t i t ih t i t i h t i t i n t i n h t ir r r r r r     ，定义最短半标

度估计量 shortH 如下： 

  
, , , , ,, ; , 1; , 1; , 2; , ; , 1; ,0.741*min , ,...,

t i t i t i t i t it i h t i t i h t i t i n t i n h t ishortH r r r r r r        

在 shortH 统计量的基础上可以定义一种周期性因子，如下： 

,

,

2

,1

ˆ ,
1

t ishortH

t i
M

t ii

shortH
f

shortH
M 




                 （3.4） 

其中M为每个交易日的收益率观察值个数。Boudt, Croux and Laurent (2011a)[2]认

为 ,
ˆ shortH

t if 虽然对跳跃非常稳健，但是在 ,t ir 服从正态分布的假设下的有效性只有

37%，因此提出了一种折中的办法，既确保正态分布假设下标准差的有效性，又

确保对跳跃的稳健性，即 ,
ˆ WSD

t if 统计量： 

                   
,

,

2

,1

ˆ

1

t iWSD

t i
M

t ji

WSD
f

WSD
M 




                  （3.5） 

其中 

,

,

2

; , ; ,1
,

; ,1

[ ]
1.081*

[ ]

t i

t i

n

l t i l t jl
t j n

l t il

d r
WSD

d













；           （3.6） 

[ ] 是权重函数，定义如下 

 
1 6.635

[ ]
0

if z
z

else



 


                （3.7） 

; ,l t id 为收益率的离散度 

; , 2

; ,

,

( )
ˆ

l t j

l t i shortH

t j

r
d

f
 ；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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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出，WSD统计量根据标准化的收益率
; , ,

ˆ/ shortH

l t j t jr f 构造收益率的离散

度（outlyingness），将跳跃点通过权重函数赋值为0剔除掉，并保证了在收益率

服从正态分布的假设下统计量具有69%的有效性。 

令 WSD

iFJ 为经过调整的LM跳跃检验统计量，定义如下： 

    
,

W S D

, ,
ˆ ˆ

t iWSD

i WSD

t i t i

r
FJ

f s
                          （3.9） 

WSD

,
ˆ

t is 为经过周期性因子调整后的考察时间窗口内收益率序列（
, ,

ˆ/ WSD

t i t ir f ）

的平均已实现波动率（通过公式3.2计算）。很明显，当某个时间点周期性因子

较大时，会导致整个统计量的值变小；而当某个时间点周期性因子较小时，会导

致整个统计量的值变大。 

Boudt, Croux and Laurent (2011a)[2]实证显示，使用WSD周期性因子进行修

正后，能够在周期性波动率偏小的时间窗口内检测到相对小的跳跃，也能够在周

期性波动率偏大的时间窗口内减少虚假跳跃识别。这样就能够精准捕捉信息冲击

产生的跳跃，以及流动性不足产生的跳跃，排除价格无规则运动带来的影响。 

3.3 积分波动率的改善 

定义某资产的连续对数价格过程为 tp ，则有连续时间变化的集合 1{ }n

t tp  。

假设对数价格过程 tp 是半鞅过程。当有跳跃存在时， tp 满足： 

( ) , 0,t t t t tdp dt t dw dq t                         (3.10) 

其中 t ， ( )t 分别表示收益在同一时刻的条件均值和条件波动， tw 是标准布朗

运动 ， tq 是标准化的计数过程，当 t 时存在跳跃时 tq =1，不存在跳跃时 tq =0，

而 t 表示跳跃的幅度。 

令 M + 1 表示日内等间距的价格观测值的数量，从而将一天划分为 M 等

份， 1 1 1/, ,...,t t M tp p p   ，则一天内总共 M 次收益，定义第 t 天的第 i 个日内收益

率为 ,t ir ，计算公式为 , 1 / 1 ( 1)/t i t i M t i Mr p p      。Andersen and Bollerslev(2001)
[52]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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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已实现波动率（Realized Variation）如下： 

2

,1

M

t t ii
RV r


                                   (3.11) 

并指出当 M 时，
tRV 依概率一致收敛于总波动率，它包括积分波动率

（Integrated Volatility）和由跳跃贡献的波动率之和的渐进一致估计，即 

2 2

, ,
0

1

lim ( )
tN

t

t M t k
M

k

RV s ds 




                      (3.12) 

其中，
tN 表示第 t 日内发生跳跃的次数， ,t k 表示发生第 k 次跳跃时的跳跃幅度。 

之后，Barndorff-Nielsen and Shephard (2004)[5]提出了双幂次变差（BPV）

的概念： 

2

1 , ,( 1) 12
( ) ,

1

M

t t i t ii

M
BPV r r

M
 





 


 ２其中             (3.13) 

当M 时，可以得出：
2

,
0

lim ( )
t

t M
M

BPV s ds


  。 

可以看出，RV 与 BPV 的差，即为波动率中的由跳跃贡献的部分，定义为 JV。

,

1

-
tN

t k

k

JV RV BPV 


  ，这样就把资产价格的波动率中的扩散部分和跳跃部分分

离开来了，能直接对跳跃部分产生的波动率进行研究。 

前面3.1节LM跳跃检验法中已经提到，BPV的计算很容易受到跳跃的影响。

而在收益率序列中出现零收益率时，统计量又会偏大，容易产生过度识别问题。

本文将使用Boudt, Croux, and Laurent (2011b)[3]推荐的ROWVar（Realized 

Outlyingness Weighted Variance）替代BPV。 

2

, , , 21
,

,
,1

[ ]
( ) * , =( )

ˆ1
[ ]

M

t i t i t ii
t t i shortHM

t i
t ii

d r r
ROWVar c d

fd
M











 



其中             （3.14） 

其中离散度 ,t id 的分布服从自由度为1的 2

1 分布，受到跳跃影响的收益率的

离散度会分布在 2

1 的极端尾部。为了实现稳健性和有效性之间的平衡，Boudt, 

Croux, and Laurent (2011)[3]强烈建议采用95%分位值作为 2

1 的临界值，因此此时

的 1.081c  。 

实证表明，在跳跃扩散过程中积分波动率的计算中加入权重函数，使得计



理论模型和研究方法 

17 
 

算出来的连续性波动部分（ROWVar）的估计量与积分波动率非常一致。ROWVar

避免了跳跃和零收益对积分波动率计算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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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数据处理和样本描述 

4.1 数据基本情况和数据来源 

本文的研究标的是沪深 300 股指期货以及对应的现货指数(沪深 300 指数)。

沪深 300 指数从 2005 年 4 月 8 日起开始对外发布。由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

券交易所中规模大、流动性好的最具代表性的 300 只股票组成的指数。样本覆盖

了沪深两市 60%左右的市值，具有良好的市场流动性。我国沪深 300 股指期货从

2010年 4月 16日开始正式交易，是以沪深 300指数作为标的物的金融期货合约，

合约月份分为当月、下月及随后两个季月，最后交易日为合约到期月份的第三个

周五，最后交易日即为交割日。随着交割日的临近，下月合约的交易量在某个时

点会超过当月合约，此时主力合约转变为下月合约。本文研究的对象为沪深 300

股指期货主力合约和沪深 300 指数。 

沪深 300 指数期货的交易时间为上午 9:15-11:30，下午 13:00-15:15，当月合

约最后交易日交易时间为上午 9:15-11:30，下午为 13:00-15:00。本文研究的沪深

300 股指期货的样本范围是从 2010 年 4 月 16 日至 2013 年 11 月 21 日（共 871

个交易日），沪深 300 指数的样本范围是从 2005 年 4 月 8 日至 2013 年 11 月 21

日，整个样本数据又分为两个子样本：2005 年 4 月 8 日至 2010 年 4 月 15 日（共

1222 个交易日），以及 2010 年 4 月 16 日至 2013 年 11 月 21 日（共 871 个交易

日），前一个样本用于对比股指期货的出现是否加剧现货指数的跳跃次数和跳跃

幅度。沪深 300 指数和沪深 300 股指期货的 5 分钟高频数据均采用等间隔抽样

法获得，为 5 分钟间隔的收盘价，二者的数据均来自于天软高频数据库。国外学

者根据测试结果倾向于使用 5min 高频数据，本文因此也是采用 5min 高频收益

率。 

对股指期货和现货价格的 5 分钟高频数据进行处理，得到股指期货和现货的

5 分钟高频收益率时间序列。由于股指期货每天的交易时间为上午 9:15-11:30，

下午 13:00-15:15，每天的收益率观察值为 54 个，因此 2010 年 4 月 16 日至 2013

年 11 月 21 日股指期货的数据量为 871*54=47034 个。而对于的现货指数由于每

天的收益率观察值只有 48 个，第一个样本区间 2005 年 4 月 8 日至 2010 年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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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日共计 58656 个数据量，第二个样本区间 2010 年 4 月 16 日至 2013 年 11 月

21 日共计 41808 个数据量。 

4.2 数据描述性统计分析 

首先，分别对沪深 300 指数和沪深 300股指期货 5 分钟收益率序列进行ADF

平稳性检验和 ACF 序列相关性检验。ACF 检验使用的统计量是 Box-Ljung 统计

量。选择滞后阶数为 1 阶、5 阶和 15 阶，分别计算对应的 Box-Ljung 统计量。 

 

表 4-1  沪深 300 指数和沪深 300 股指期货的平稳性检验 

      ADF 统计量 Q（1） Q(5) Q(15) 

沪深 300 指数 

（2005 -2010） 

-207.3** 78.910** 137.772** 143.443** 

沪深 300 指数 

（2010 -2013） 

-199.0** 69.244** 81.833** 85.340** 

股指期货 -223.4** 41.901** 92.042** 113.579** 

注:Q(p)表示滞后期为 p 的收益率序列的 Ljung-Box 统计量，该统计量在不存在序列相关的零假设下，

服从自由度为 p 的卡方分布；**表示在 0.05 的水平下统计显著。 

 

由沪深 300 指数收益率的 ADF(Augmented Dickey-Fuller)单位根检验结果可

以看出，沪深 300 指数的 5 分钟收益率序列的 ADF 统计量为分别为-207.3 和

-199.0，在 95%的置信水平下，可以拒绝序列有单位根的原假设，可以认为沪深

300 指数的 5 分钟收益率序列是平稳序列。同样的，沪深 300 股指期货收益率

的 ADF 单位根检验统计量为-223.4，在 95%的置信水平下，可以拒绝序列有单

位根的原假设，所以可以认为，沪深 300 股指期货的 5 分钟收益率序列是平稳

序列。 

再考察沪深 300 指数和沪深 300 股指期货的收益率序列的序列相关性。本

文使用的统计量是 Box -Ljung 统计量。选择滞后阶数为 1 阶、5 阶和 15 阶，

分别计算对应的 Box -Ljung 统计量。从表中可以看出，所有 Box -Ljung 统计量，

在 95%的置信水平下，可以拒绝不存在序列自相关的原假设，所以沪深 300 指

数以及股指期货 5 分钟的收益率序列存在序列自相关。 

下面将再对两个子样本区间的沪深 300 指数 5 分钟收益率序列，和股指期货

5 分钟收益率序列进行统计性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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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沪深300指数和股指期货对数收益率的统计特征 

 

沪深 300 指数 

（2005-2010） 

沪深 300 指数 

（2010-2013） 

股指期货 

（2010-2013） 

抽样间隔 5 分钟 5 分钟 5 分钟 

均值 0.0034 0.0011  -0.0011  

标准差 0.2615 0.1674  0.1761  

最大值 4.0827 2.1368  2.7057  

最小值 -2.5428 -1.8804  -2.8696  

偏度 0.0456 0.3269  0.3908  

峰度 7.4238 5.5669  10.1116  

 

从上表可以看出，无论是从收益率标准差、最大值和最小值、偏度和峰度来

看，股指期货推出后，指数现货的日内表现都要优于期货推出之前： 

首先，平均的波动率从26%下降至16.7%，意味着股指期货推出后，现货市

场的高频平均波动下降了接近一半； 

第二，最大收益率从4.0827下降至2.1368，最小收益率从-2.5428上升至

-1.8804。也就是说，现货指数的极端尾部风险降低幅度相当可观； 

第三，从偏度来看，股指期货推出前的现货指数的偏度接近0，说明大涨和

大跌的出现频率大致相当，再结合其较大的极值，可以判断，股指期货推出前，

现货市场的正负尾部风险出现的频率大致相同，但暴涨暴跌幅度都很大；股指期

货推出之后，尽管大部分时间处于熊市，但现货指数的偏度上升至0.3269，说明

大涨频率也高于大跌频率，较低的极值则说明涨跌幅度都较为温和； 

第四，从峰度来看，股指期货推出后，现货指数的峰度明显下降，意味着极

端涨跌的概率下降。 

总之，从最基本的平均统计特征来看，股指期货的推出，并没有像很多人所

担忧的那样，加剧了现货市场的下跌和波动，反而是在期货推出之后，现货市场

暴涨暴跌的尾部风险、特别是暴跌的情形得到了缓和。 

最后，我们单独观察股指期货的基本统计特征，可以看到，其均值为负，标

准差、最大值和偏度略大于同期现货，最小值和峰度则较明显地大于同期现货。

这说明，股指期货的平均日内波幅与同期现货差不多；大涨频率也高于大跌频率；

但暴涨暴跌的总频率明显大于同期现货，而且大跌的幅度明显高于同期现货。总

之，股指期货似乎更多地吸收和迅速反映了一些极端因素和不利因素，但却并未

传导给现货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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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跳跃和隔夜风险行为特征实证分析 

5.1 期现货跳跃识别及跳跃统计分析 

5.1.1 期现货跳跃频率分析 

运用经WSD周期性因子和ROWVar修正后的LM检验法，我们检验了沪深

300 股指期货与现货指数收益率序列中的跳跃点。根据每天的观察值的不同，股

指期货的局部时间窗口 k =115，指数现货的局部时间窗口 k =108，选择显著性水

平α=0.05，则临界值为 log( log(1 ))     =1.65。在股指期货跳跃点检验中，

由于n=47034，通过计算 nS 、Cn 的值，得到 * n nS C  =4.27，若经过周期性因子

WSD调整后的 ( )J i >4.27,则说明在(t,i)时刻存在跳跃。同理得到沪深300现货指数

的 ( )J i 的临界值分别为4.30（股指期货推出前）和4.25（股指期货推出后）。 

检验结果表明：在样本期内，沪深300 股指期货收益率序列中被识别出的

显著性跳跃共有164 次，跳跃点占收益率样本总数的0.3487%，至少发生过一次

显著跳跃的交易日天数为150 天，占样本中总交易天数的17.22%。 

股指期货推出前，现货指数收益率序列中被识别出的显著性跳跃共49次，

跳跃点占收益率样本总数的0.0835%，至少发生过一次显著的跳跃的交易日的天

数为47天，占样本中总交易天数的3.8462%。股指期货推出后，现货指数收益率

序列中被识别出的显著性跳跃共98次，跳跃点占收益率样本的总数的0.2344%，

至少发生过一次显著的跳跃的交易日的天数为93天，占样本中总交易天数的

10.6774%。可见，股指期货上市后的现货指数的日内跳跃次数显著增加了。 

图5-1报告了指数现货和股指期货的跳跃序列图。可以看出，除了股指期货

的跳跃频率大于现货的跳跃频率，期货推出后的跳跃频率大于推出前的跳跃频率

之外，跳跃还具有一定的聚类现象。 

这样的统计结果，是否可以直接推论，认为股指期货的推出导致现货市场

的跳跃频发，具有不良后果呢？我们接下来对股指期货和现货指数的跳跃进行更

为深入的分析，发现这一草率的结论被否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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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股指期货已实现波动率中的跳跃部分序列图 

 

        （b）沪深300指数已实现波动率中跳跃部分序列图（2010.4至2013.11） 

 

(c)沪深300指数已实现波动率中跳跃部分序列图（2005.4至2010.4） 

 

图5-1沪深300指数和股指期货的跳跃序列图 

5.1.2 期现货正负跳跃幅度的分类分析 

    在跳跃发生时，由扩散过程贡献的收益与跳跃引起的收益相比很小，近似可

忽略。所以本文将跳跃发生时点处的收益率，全部认定为跳跃收益率（或称之为

“跳跃幅度”）。表5-1报告了指数现货和股指期货的正负跳跃幅度的分类统计

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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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 沪深300指数现货和股指期货的正负跳跃幅度统计 

 

沪深 300 指数 

（2005-2010） 

沪深 300 指数 

（2010-2013） 

股指期货 

（2010-2013） 

跳跃方向 + - + - +  +           - 

跳跃频率   24.00 25.00 71.00 27.00 93.00       71.00 

均值  0.9908 -1.0558 0.7230 -0.6499 0.8037      -0.6760 

标准差  0.8375 0.5031 0.3375 0.3284 0.4487      0.4163 

最大值 
  4.0827   

[2008/11/21] 

-0.3056 2.1368 

[2013/8/16]  

-0.2813 2.7057      -0.1933 

[2010/11/23] 

最小值 
0.1678        -1.8861 

[2009/2/26] 

0.2996 -1.8804 

[2013/6/25] 

0.1537      -2.8696 

      [2013/6/25 ] 

注：除跳跃次数外所有项均为百分比；方括号内为最大值和最小值发生的日期。 

 

从表5-1展示了以下几个重要的现象： 

（1）尽管股指期货推出后，现货指数的跳跃次数显著上升，然而细分正跳

和负跳之后可以看出，显著增加的是正跳跃的次数，负跳跃的次数只增加了2次； 

（2）从正负跳跃幅度的均值、标准差、极值来看，我们得到了与第4章类似

的结论：股指期货推出之后，沪深300指数现货的平均跳跃幅度、极端跳跃幅度

和跳跃幅度波动都明显下降，市场的平稳性明显上升； 

（3）观察股指期货的正负跳跃情形，也可以得到与第4章类似的结论：股指

期货总的跳跃次数明显大于相同时间段的现货指数的跳跃次数；正负跳跃的平均

幅度和波动程度均高于同期现货；与同期现货差异特别大的是负跳跃：股指期货

的负跳跃次数几乎是同期现货的三倍，最大暴跌幅度也远超过同期现货。总之，

股指期货似乎更多地吸收和迅速反映了一些极端因素和不利因素，但却并未传导

给现货市场。 

值得一提的是，股指期货推出之后，我国股市总体处于熊市，现货市场为何

呈现更多的正跳跃呢？从股票实盘操作的经验来看，沪深300指数的正跳跃一般

是“国家队”救市产生的，主要是社保基金等大主力大手笔买卖大盘蓝筹股所致

（主要是中石油中石化以及银行股）。 

5.1.3 期现货跳跃幅度的时间特征分析 

接下来，我们对沪深300期现货跳跃的时间特征进行分析。表5-2报告了日

内不同时段的分类统计结果；表5-3则展现了星期内不同时间的分类统计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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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 沪深300 指数现货和股指期货跳跃的日内分时段统计 

 时间段 跳跃次数  跳跃比 均值 标准差 最大值 最小值 

股指期货 

(2010-2013) 

 

9:15-9:30 10 6.10% -0.0709 0.6303 0.7553 -0.8526 

9:30-10:30 25 15.24% 0.1593 0.8392 1.7038 -1.2171 

10:30-11:30 38 23.17% 0.3625 0.8515 1.3223 -1.4999 

13:00-14:00 51 31.10% 0.2199 1.0985 2.7057 -2.8696 

14:00-15:00 14 8.54% -0.0369 0.6015 0.9677 -1.0128 

15:00-15:15 26 15.85% -0.0382 0.3247 0.5055 -0.5519 

沪深300指数 

(2010-2013) 

 

9:30-10:30 7 7.14% 0.4835 0.9642 1.7432 -1.0899 

10:30-11:30 41 41.84% 0.4475 0.6018 2.1368 -1.0496 

13:00-14:00 34 34.69% 0.2834 0.7191 1.6315 -1.8804 

14:00-15:00 16 16.33% 0.1514 0.7844 1.4276 -0.6966 

    

从表5-2可以看出，沪深300股指期现货的日内分时段特征表现为： 

（1）现货指数的跳跃主要发生在10:30-11:30和13:00-14:00这两个时段，它

们也分别是最大正跳跃和最大负跳跃出现的时段，早上开盘后1小时的跳跃频率

是最低的； 

（2）股指期货的跳跃则略有不同，主要发生在13:00-14:00和10:30-11:30这

两个时段，其中13:00-14:00时段出现了样本期内最大的正跳跃和最大的负跳跃； 

（3）在现货开盘前和收盘后的两个15分钟时段里，股指期货都有相当频率

的跳跃，共占比21.95%，说明其对现货收盘之后的信息与隔夜信息（如国外市场

的变化、投资者情绪等）有所反映，但其跳跃幅度都不太大。 

    

表 5-3  股指期货跳跃次数的周内统计 

 时间段 跳跃次数 跳跃比 均值 标准差 最大值 最小值 

股指期货 

(2010-2013) 

 

星期一 26 15.85  0.4086 0.6431 1.9409 -0.8157 

星期二 32 19.51  0.2217 1.0176 2.7057 -2.8696 

星期三 28 17.07  0.0107 0.9068 1.7038 -1.2291 

星期四 34 20.73  0.2870 0.7602 1.9947 -1.2171 

星期五 44 26.83  -0.0232 0.8453 2.0186 -1.7487 

沪深300指数 

(2010-2013) 

星期一 15 15.31  0.4819  0.4721  1.1073  -1.0496  

星期二 20 20.41  0.3433  0.7672  1.4276  -1.8804  

星期三 18 18.37  0.2159  0.7806  1.7432  -0.9464  

星期四 21 21.43  0.3467  0.6624  1.6315  -1.0899  

星期五 24 24.49  0.3553  0.7698  2.1368  -0.8643  

     

继续观察表5-3的结果，可以发现：无论是股指期货还是指数现货，周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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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跳跃的次数相对较多，面临周末的不确定性，周五投资者更容易出现一致性反

应。而投资实践中感受到的“黑色星期二”也是有一定证据支持的，股指期货在

星期二发生跳跃的次数比星期一和星期三都多，且正负最大跳跃都是发生在星期

二的；对应的现货指数同样在跳跃次数上具有同样的特征，且最大跌幅也是发生

在星期二的。其中受隔周消息影响较多的周一，却总是跳跃最少的，在跳跃幅度

上也并不突出。     

5.1.4 跳跃与宏观信息发布 

Evans(2011)[17]实证表明， 美国债券、期货、外汇市场大约三分之一的日内

显著跳跃行为与美国宏观经济公布显著相关；股指期货相比国债期货以及外汇期

货，对信息冲击更敏感，反应更大。Miao，Ramchander，and Zumwalt （2011）

[18]实证表明，美国股指期货日内价格跳跃与宏观经济公布相关：10:00-10:01这一

分钟的48%-56%的跳跃收益可归因于10:00的某个消息公布，其中幅度最大的20

个跳跃的70-80%的收益可归因于10:00的某个消息公布。 

周舟，成思危（2013）[53]总结了wind经济日历中发布的受到资本市场广泛

关注的宏观经济信息的种类和发布时间，包括反映经济增长、货币政策、通胀以

及经济预测的14种关键指标，我们将其列在表5-4中。从表中可以看出，大部分

宏观经济信息公布在10:00整，其次是10:30、9:30以及11:30等。 

从我们检测到的跳跃来看，股指期货大部分跳跃是发生在13:00-14:00以及

10:30至11:30这两个时间段，沪深300指数超过3/4的跳跃发生在10:30至11:30以及

13:00-14:00这两个时间段。这意味着沪深300期现货市场上的跳跃基本是在宏观

经济数据公布之后发生的，但并没有非常直接的归因证据。笔者认为，在几乎其

他所有资产被过度投机爆炒的情况下，最具风险意识的中国股票市场反而集中反

映了其他资产潜在的暴跌风险和经济长期转型的不确定性，悲观情绪明显，这使

得中国股市对短期的经济数据反映并不敏感，跳跃自然很难直接与宏观经济数据

的公布相联系。 

 

表5-4  我国宏观经济信息发布种类及时间 

指标名称 9:00 9:30 10:00 10:30 11:00 11:30 13:30 15:30 16:00 17:00 

CPI同比（%）  9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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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DP当季同比（%）   6        

M2同比（%）  1 2     3 1 2 

PMI 19          

PPI同比（%）  9 10        

工业企业利润累计同比（%）   13        

工业增加值同比（%）   13    3 1   

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同比（%）   13    3 1   

汇丰PMI    19       

汇丰PMI（预览）    13       

贸易顺差（亿美元）     16 19     

全社会用电量累计同比（%）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  13    3 1   

新增人民币贷款(亿元)   12     4 1 2 

总计 19 19 102 32 16 19 9  2 4 

注：表格数据来自周舟，成思危（2013）
[53]

 

5.1.5 小结 

在对沪深 300 股指期现货的跳跃进行深入分析之后，我们认为，股指期货的

推出，并没有像很多人所担忧的那样，加剧了现货市场的下跌、波动和跳跃，反

而是在期货推出之后，现货市场暴涨暴跌的尾部风险、特别是暴跌的情形得到了

相当程度的改善和缓和。而作为衍生品，股指期货在大多情况下，天然对信息反

映更为敏感和迅速，特别是负面信息，从我们的研究来看，股指期货似乎更多地

吸收和迅速反映了一些极端因素和不利因素，但却并未传导给现货市场。 

 

5.2 股指期货隔夜风险和跳跃行为特征实证分析 

5.2.1 显著隔夜风险后走势分析与投资者行为 

在现有的股票市场交易机制下，股市的非交易时间的长度要远远长于交易

时间，大量的信息在非交易时间积累，从而形成了隔夜信息。隔夜信息通常会集

中体现在早盘的集合竞价中，导致股市在开盘时产生高开或者低开，从而产生隔

夜风险。国外对股票市场以及股指期货市场开盘的过度反应研究已经较多，Fung 

and Lam（2001）[54]
,Wolf and Yu（2005）[55]分别实证了美国S&P500 指数期货与

香港HIS指数期货市场的日内价格反转现象（3年数据），发现股指期货高开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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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开后会出现价格反转，在1h后反转收益最大，指定反转交易策略在考虑买卖价

差效应、交易成本后能获得显著超额收益。Fung and Lam（2010）[56]验证了亚洲

主要股指期货市场受美股消息影响后在开盘会出现过度反应现象，在考虑了交易

成本后，实行反转交易策略能获得显著超额收益。王春峰(2011)[42]运用SV模型，

对中国股市中隔夜信息的影响做了实证研究，验证了隔夜信息对波动性影响存在

着普遍的杠杆效应，并提出在开盘一小时后隔夜信息才会充分融入到市场价格中。 

下面将从统计角度分析隔夜风险导致开盘显著高开或者低开后市场的走势

情况，以期发现投资者面对不同幅度不同方向的隔夜风险后的操作行为，进而分

析隔夜风险所包含的信息含量。为保证研究的稳定性，剔除掉股指期货刚上市半

年的数据，即研究样本从2010年11月22日至2013年11月21日。 

开盘收益率绝对值大于0.7%的定义为显著隔夜收益，按照正负又分为大幅低

开和大幅高开；收益率绝对值在0.5%至0.7%之间的定义为中等幅度隔夜收益，

按照正负又分为中幅低开和中幅高开。之后对开盘5min、10min、15min、20 min、

25 min、30 min和45 min分钟的5 min区间收益率、全天的累积收益、今明两天的

累计收益，以及次日开盘收益做一个正负统计。所有累计收益都是指相对于开盘

价的收益，前45min统计的是指分区间收益率。结果报告在表5-5到5-8中。 

 

表5-5   大幅低开后收益率走势统计 

% 5m  10m  15 m 20 m 25 m 30m  45 m Today 2Ds 次日开盘 

正收益比例 37.93 41.38 65.52 58.62 37.93 48.28 41.38 41.38 37.93 65.52 

负收益比例 62.07 58.62 34.48 41.38 62.07 51.72 58.62 58.62 62.07 34.48 

均值 -0.12 -0.04 0.03 0.06 -0.04 -0.09 0.00 -0.27 -0.55 0.04 

最大值 0.90 0.35 0.39 0.50 0.30 0.53 0.55 3.72 4.81 1.13 

最小值 -0.92 -0.58 -0.17 -0.24 -0.56 -0.95 -0.42 -2.10 -6.90 -1.59 

标准差 0.40  0.18  0.11  0.17  0.20  0.28  0.21  1.26  2.45  0.50  

注：开盘收益在[-0.7%,-2.76%]内的交易日有29个 

 

从表5-5中可以看出，当股指期货大幅低开时，在开盘后的10分钟内，股指期

货总体上体现动量效应：大部分交易日在5-10min内持续下跌，5-10min内收益率

均值为负；待现货集合竞价确定开盘价后，临近现货开盘以及现货开盘后5min

内，大概率会出现反转；但开盘45min总体看来，并没有看到显著的反转效应；

而从全天来看，只有41.38%的开盘显著大幅低开的交易日出现了正收益，全天收

益均值为-0.27%，即日内反转效应不明显；今明两天的累计收益率来看，6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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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大幅低开导致两日累计收益率为负，且收益率均值为-0.55%，两日来看动量效

应更明显；但是次日开盘为正的概率高达65.52%，可见大幅低开后第二日开盘出

现明显的反转效应。从今日以及今明两日的累计收益率的标准差较大，说明波动

率较大，但从均值为扩大的负值来看，大幅低开后大概率是一个持续下跌的过程。

可见股指期货相比现货，对重大利空消息更敏感。 

 

表5-6   中幅低开后收益率走势统计 

% 5m  10m  15 m 20 m 25 m 30m  45 m Today 2Ds 次日开盘 

正收益比例 50.00 35.29 55.88  52.94 38.24 44.12 52.94 52.94 47.06 61.76 

负收益比例 50.00 64.71 44.12  47.06 61.76 55.88 47.06 47.06 52.94 38.24 

均值 -0.08  -0.05  0.00  -0.04  -0.01  -0.02  0.03  0.11  0.16  0.05  

最大值 0.42  0.24  0.17  0.19  0.73  0.40  0.39  4.01  7.75  0.64  

最小值 -0.56  -0.38  -0.28  -0.76  -0.34  -0.95  -0.18  -3.90  -3.16  -1.11  

标准差 0.27  0.15  0.12  0.21  0.21  0.24  0.14  1.71  2.16  0.40  

注：开盘收益在(-0.7%,-0.5%]内的交易日有34个。 

 

当股指期货中幅度低开时，表5-6显示，10min内略微表现为动量效应，临近

现货开盘的5分钟，收益率反转的交易日开始增多至55.88%，从45min内总体来

看，并没有看到显著的反转效应。全天来看，累计收盘收益率为正的有52.94%，

且均值为0.11%，体现微弱反转效应，但是从均值来看，最大值和最小值都很大，

可见中幅低开后收益率走势分化非常明显。次日开盘收益率为正的概率为61.76%，

在第二日开盘也存在一定程度的反转效应。但两个交易日累计收益率为负的有

52.94%，可见中幅低开在日度收益率走势上表现为微弱的动量效应。 

 

表5-7   大幅高开后收益率走势统计 

% 5m  10m  15 m 20 m 25 m 30m  45 m Today 2Ds 次日开盘 

正收益比例 44.44  51.85  62.96  25.93  48.15  40.74  33.33  37.04  37.04  40.74  

负收益比例 55.56  48.15  37.04  74.07  51.85  59.26  66.67  62.96  62.96  59.26  

均值 -0.03  0.00  0.06  -0.12  0.00  -0.04  -0.03  -0.32  -0.48  0.00  

最大值 0.63  0.14  0.43  0.29  0.44  0.46  0.23  2.01  1.99  2.96  

最小值 -0.60  -0.20  -0.08  -0.56  -0.34  -0.49  -0.34  -3.42  -3.78  -0.92  

标准差 0.25  0.08  0.12  0.20  0.17  0.23  0.14  1.42  1.50  0.67  

注：开盘收益在[0.7%,2.96%]内的交易日有27个。 

 

从表5-7 中可以看出，当股指期货大幅高开时， 开盘后10min中内反转效应

和动量效应都不明显，且标准差很小，可见股指期货高开之后就横盘等待现货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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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但是在临近现货开盘的最后5min，表现为明显的续涨动量效应，但是在现货

开盘后的5min却存在明显的反转效应，且在45min内，反转效应持续存在。一个

比较合理的解释是，由于隔夜信息的影响，股指期货高开引发现货集合竞价高开，

继而导致股指期货在9:25-9:30这5分钟继续呈现动量效应。而现货开盘后，熊市

下的“处置效应”使得投资者有落袋为安的想法，因而全天的反转效应都非常明

显。从全天的波动率相对较小，且均值为负可以推测，大幅高开后大概率全天是

一个震荡向下的走势。这是熊市投资者信心不足的表现。 

从全天累计收益以及两天累计收益来看，反转效应更明显，竟然有62.96%

的交易日出现负收益，次日开盘收益为负的概率也略大。从累计收益率为负值也

能说明大幅高开后的反转效应非常明显。 

 

表5-8    中幅高开后收益率走势统计 

% 5m  10m  15 m 20 m 25 m 30m  45 m Today 2days 次日开盘 

正收益比例 58.82  61.76  58.82  29.41  44.12  41.18  50.00  35.29  50.00  52.94  

负收益比例 41.18  38.24  41.18  70.59  55.88  58.82  50.00  64.71  50.00  47.06  

均值 0.06  0.03  0.07  -0.05  -0.04  -0.02  0.00  -0.14  0.25  0.02  

最大值 0.53  0.35  0.76  1.33  0.66  0.71  0.42  4.79  3.77  1.15  

最小值 -0.39  -0.43  -0.26  -0.45  -0.54  -0.39  -0.52  -3.54  -3.37  -1.32  

标准差 0.23  0.14  0.21  0.29  0.23  0.23  0.19  1.49  1.74  0.54  

注：开盘收益在[0.5%,0.7%)内的交易日有34个。 

 

从表5-8中看出，中等幅度高开时，60%左右的交易日在现货开盘前的15分

钟内延续涨势，表现为动量效应，现货开盘后的5min中内出现很明显的反转效应，

当日出现负收益的概率为64.71%，且均值为负，标准差相对中幅下跌也较小，可

见当天总体体现为反转效应。两天累计收益为正的概率是50%，收益率均值稍大

于0，且最大值和最小值都较大，波动率较大，可见后市分化较为明显。总之，

开盘体现动量效应，收盘体现反转效应，后市走势没有明显规律。 

通过上面的分析，对股指期货开盘显著高开或者低开后的市场行为，可概

括为如下几点： 

（1）当股指期货开盘大幅低开时，开盘后观察到的是明显的恐慌性下跌，

体现为动量效应，但是第二日开盘会出现明显的反转效应，这可能是比较好的抛

售机会。但是当日和两日累计收益率为持续扩大的负值，可见开盘大幅下跌会使

得投资者恐慌，出现持续下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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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等幅度低开在日内没有发现明显的反转效应和动量效应，但是从最

值来看，中幅低开后全天累计收益率走势分化比较明显，全天的收益率标准差在

四种情形下是最大的，甚至比大幅低开时的波动率还大。次日开盘收益率为正的

概率61.76%，说明次日开盘也存在一定程度的反转效应。 

（3）大幅高开时，股指期货高开后在高位横盘等待现货集合竞价，在临近

现货开盘的最后5min，表现为明显的续涨动量效应，但等到现货开盘后则出现非

常显著的反转效应，且全天累计收益以及两日累计收益的均值为负，次日开盘大

概率低开，体现非常强的反转效应，这是漫漫熊市下投资者缺乏信心的典型表现。 

（4）中等幅度高开时，在现货开盘前的15分钟大概率表现为动量效应，在

现货开盘5min出现明显的反转效应，全天累计收益来看，存在一定程度的反转效

应，后市波动率较大，走势分化严重，不具有明显规律。 

从当日收益率的均值和标准差来看，只有中幅低开后当日累计收益率均值为

正，但是标准差也最大，可见中幅低开后走势分化非常明显；其次是中幅高开，

收益率分化也非常明显，剩下依次是大幅高开、大幅低开。可见大幅高开和大幅

低开从平均日内收益率来看，存在微弱的反转效应，因此当日已实现肯定波动率

较低。 

5.2.2 隔夜风险对已实现波动率的影响 

从前一节的结果可以大致看出，开盘大幅上涨和大幅下跌后日内已实现波

动率可能会降低。接下来考察隔夜信息与已实现波动率各部分的影响关系。表5-9

报告了结果。 

 

表5-9  隔夜风险对波动率的影响 

 

大幅低开 中幅低开 

 

CV RJ RV CV RJ RV 

平均值 1.78  0.64  1.94  1.86  0.89  1.96  

最大值 4.27  1.38  4.27  5.66  1.52  5.66  

最小值 0.39  0.00  0.56  0.44  0.00  0.44  

   大幅高开 中幅高开 

 

CV RJ RV CV RJ RV 

平均值 1.22  0.58  1.37  1.66 0.82 1.87 

最大值 2.56  1.32  2.56  4.82 1.53 4.82 

最小值 0.47  0.00  0.62  0.53 0.00 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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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幅高开 微幅低开（） 

 

CV RJ RV CV RJ RV 

平均值 0.95  0.77  1.09  1.30  0.84  1.46  

最大值 2.25  1.77  2.68  7.49  5.11  7.49  

最小值 0.18  0.00  0.18  0.20  0.00  0.20  

注：微幅高开次数为49次，微幅低开次数为293次。其中CV为连续性波动率，RJ为跳跃性波动率，RV为已

实现波动率。 

 

    从表5-9可以看出，在中幅低开和中幅高开下，已实现波动率（RV）、连续

性波动率（CV）以及跳跃性波动率（RJ）都全面大于大幅低开以及大幅高开的

情况，且无论是平均值，最大值都是同样的情况，可见，我国股指期货市场的开

盘大幅高开和大幅低开均可以理解为对信息的过度反应，因而全天交易时段的价

格走势反而出现回落或者震荡，导致波动率较小；而在中幅高开或者中幅低开时，

却存在动量效应，波动率加大。平均来看，大幅低开时的波动率会大于大幅高开

时的波动率，从前一节可知大幅低开时容易出现恐慌性下跌，波动率变大。这也

仍然是熊市的典型特征。 

从对波动率的整体影响来看，中幅低开会有更大的连续性波动率，体现为动

量效应；其次是大幅低开，会造成投资者恐慌导致延续性下跌，从而导致波动率

变大；然后是中幅高开时，这个由上节的标准差较大可知走势分化比较严重；最

后是大幅上涨，一方面熊市中高开后做空的投资者变多，另一方面熊市中现货投

资者存在处置效应，高开后的卖压会导致股指横盘震荡或略微下行，因此波动率

反而不大。 

5.2.3 日内显著跳跃后的走势分析与投资者行为 

      下面仍然通过统计方法看看显著日内跳跃后股指期货收益率的日内走势，

以考察日内跳跃后投资者行为的变化。由于日内跳跃的时间更短，反转更快，且

跳跃时点具有随机性，因此考察的窗口相对较小，为跳跃前 5 分钟、跳跃发生 5

分钟以及跳跃后 15 分钟内每 5 分钟的收益率序列。然后对五分钟高频收益率序

列进行正负统计。根据前面的跳跃识别的结果，股指期货 2010 年 11 月 22 日至

2013 年 11 月 21 日中，日内跳跃幅度绝对值大于 0.8%属于大幅正跳跃和大幅负

跳跃，绝对值位于 0.5%与 0.8%之间定义为中幅正跳跃以及中幅负跳跃。其中大

幅负跳跃个数是 14 次，中幅负跳跃 14 次，正跳跃个数是 29 次，中幅正跳跃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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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结果报告在表 5-10 到 5-11 中。 

 

表 5-10  显著负跳跃下股指期货 5 分钟收益率序列变化趋势 

大幅负跳跃 

（14 次） 
前 5m 跳跃窗口 后 5m 后 10m 后 15m 

当日 

开盘 

次日 

开盘 

当日 

累计 

两日 

累计 

正收益比例% 28.57 0.00 78.57 57.14 57.14 35.71 78.57 21.43 21.43 

负收益比例% 71.43 100.00 21.43 42.86 42.86 64.29 21.43 78.57 78.57 

均值 -0.10 -1.12 0.24 0.01 0.04 -0.04 0.24 -0.71 -0.75 

最大值 0.27 -0.84 1.03 0.72 0.64 1.06 0.90 1.90 2.01 

最小值 -0.52 -2.87 -0.28 -0.89 -0.24 -0.69 -0.70 -3.08 -3.06 

标准差 0.20 0.52 0.37 0.35 0.24 0.41 0.40 1.21 1.42 

中幅负跳跃 

（14 次） 
前 5m 跳跃窗口 后 5m 后 10m 后 15m 

当日 

开盘 

次日 

开盘 

当日 

累计 

两日 

累计 

正收益比例% 42.86 0.00 78.57 71.43 71.43 35.71 42.86 21.43 35.71 

负收益比例% 57.14 100.00 21.43 28.57 28.57 64.29 57.14 78.57 64.29 

均值 -0.01 -0.66 0.03 0.04 0.07 -0.22 -0.22 -0.35 -1.43 

最大值 0.17 -0.51 0.17 0.37 0.30 1.21 1.25 2.08 0.88 

最小值 -0.13 -0.79 -0.30 -0.37 -0.20 -2.04 -1.11 -2.36 -6.02 

标准差 0.08  0.09  0.11  0.19  0.14  0.68  0.60  1.13  2.13  

 

在大幅负跳跃下，78.57%的交易日在跳跃后 5 分钟内存在反转效应，之后第

二个和第三个 5 分钟区间继续反转的只有 57.14%；当日累计收益为负的交易日

占 78.57%，两日累计收益为负的交易日也占 78.57%，均值分别为-0.71%和-0.75%，

为持续扩大的负值，可见略微存在动量效应；在发生日内大幅负跳跃下，当日开

盘低开的概率为 64.29%，次日高开的概率高达 78.57%，可见大幅负跳跃下，明

显的反转效应出现在第二日开盘。除了跳跃发生后的 15min 的走势情况与开盘大

幅负跳跃不同外，其他变化与开盘跳跃具有一致性。这主要是因为开盘跳跃的

15min 中没有受到现货的制约，股指期货投资容易出现反应过度，体现为动量效

应。而盘中跳跃受到现货跌幅的限制，因此体现为反转效应。 

在中幅负跳跃下，78.57%的交易日在跳跃后 5 分钟内存在反转效应，之后第

二个和第三个 5 分钟区间继续反转的也达到了 71.43%，可见中幅负跳跃下及时

反转效应很明显。在发生日内中幅负跳跃下，当日开盘低开的概率为 64.29%，

隔日继续低开的概率 57.14%，说明中幅负跳跃主要是在市场情绪偏悲观时发生。 

两日累计收益率的均值相比当日累计收益急剧减小，且最大值只有 0.88%，远小

于当日累计收益最大值 2.08%，而最小值为-6.02%，可见中幅跳跃在次日整体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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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表现为动量效应。但标准差较大，说明分化也较严重。 

 

表 5-11  显著正跳跃下股指期货 5 分钟收益率序列变化趋势 

大幅正跳跃 

（29 次） 
前 5m 跳跃窗口 后 5m 后 10m 后 15m 

当日 

开盘 

次日 

开盘 

当日 

累计 

两日 

累计 

正收益比例% 62.07  100.00  24.14  37.93  44.83  48.28  51.72  72.41  79.31  

负收益比例% 37.93  0.00  75.86  62.07  55.17  51.72  48.28  27.59  20.69  

均值 0.05  1.11  -0.11  -0.05  -0.01  0.02  0.04  0.88  1.44  

最大值 0.49  2.71  0.29  0.67  0.89  0.74  0.59  4.00  7.75  

最小值 -0.34  0.80  -0.44  -1.01  -0.34  -0.86  -0.62  -1.84  -2.58  

标准差 0.16  0.40  0.19  0.36  0.27  0.40  0.34  1.55  2.20  

中幅正跳跃 

（21 次） 
前 5m 跳跃窗口 后 5m 后 10m 后 15m 

当日 

开盘 

次日 

开盘 

当日 

累计 

两日 

累计 

正收益比例% 52.38 100.00 28.57 57.14 38.10 57.14 61.90 76.19 71.43 

负收益比例% 47.62 0.00 71.43 42.86 61.90 42.86 38.10 23.81 28.57 

均值 0.04 0.63 -0.02 -0.01 -0.04 0.20 -0.07 0.75 0.55 

最大值 0.23 0.79 0.39 0.30 0.37 2.37 0.37 2.43 5.14 

最小值 -0.16 0.50 -0.24 -0.54 -0.31 -0.70 -1.32 -0.94 -2.72 

标准差 0.12  0.09  0.16  0.20  0.15  0.63  0.43  0.87  1.84  

 

从表5-11可以看出，在大幅正跳跃下，75.86%在跳跃后5分钟内存在反转效

应，之后第二个和第三个5分钟区间继续反转的只有62.07%和55.17%；全天来看，

累计正收益的占72.41%，两日累计正收益也占79.31%，均值也从0.88%上升到

1.44%，可见日内大幅正跳跃在日内存在反转效应，在次日表现为动量效应。在

发生日内大幅正跳跃下，当日开盘高开的概率为48.28%，隔日高开的概率也只有

51.72%，可见大幅正跳跃无法从开盘收益中预测到。总之，大幅正跳跃的即时

反转效应很明显，在日度收益上表现为微弱动量效应，相比开盘大幅高开跳跃，

盘中大幅正跳跃确实能提振投资者做多的情绪。 

在中幅正跳跃下，71.43%在跳跃后5分钟内存在反转效应，之后第二个和第

三个5分钟区间继续反转的只有42.86%和61.90%；全天来看，累计收益为正的交

易日占76.19%，两日累计收益为正的交易日下降为71.43%，从均值来看也从0.75%

下降到0.55%，说明当日整体体现为动量效应，而次日总体体现为反转效应；发

生日内中幅正跳跃下，当日开盘高开的概率为57.14%，隔日高开的概率为61.9%。

可见中幅正跳跃主要在市场情绪偏多的时候发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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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大幅负跳跃与大幅正跳跃是一致的，当日出现反转，次日整体略微

表现为动量效应，因此对波动率的影响不大；而中幅正跳跃时日内表现为动量效

应，次日却略微表现为反转效应。而中幅负跳跃整体上表现为当日反转效应，次

日为动量效应，但次日走势分化较为严重，较大概率出现负跳跃现象。 

5.2.4 日内跳跃下股指期货和现货的动态关系及基差变化 

廖厥椿(2011)
[57]利用DCC-MVGRACH模型对沪深 300股指期货和沪深 300

指数的 5 分钟高频数据进行了实证研究。作者研究发现，沪深 300 股指期货和沪

深 300 指数的收益率呈现动态相关关系。除个别期间出现跳跃外，两者的动态相

关关系总体稳定在 0.5-0.6 之间。那么当发生跳跃时，两者的动态相关性如何呢？ 

当市场有重大或异常信息到达时，如果首先在低交易成本、高流动性和高

杠杆率的股指期货市场得以反映，股指期货的跳跃一定是先于沪深300指数的；

如果股指期货反应更为过度，则股指期货的跳跃幅度将大于指数现货的跳跃幅度。

但从实际情况来看，存在着指数现货监测到跳跃时，股指期货没有监测到跳跃的

情况；也存在着同时发生跳跃时，指数现货的跳跃幅度大于股指期货的跳跃幅度

的情况。也就是说，股指期货并非总是能领先沪深300指数或总是反应过度。 

图5-2给出了3个跳跃的例子，通过1分钟高频数据刻画当出现跳跃时股指期

货和对应现货指数之间的动态关系以及对应基差的动态变化情况。基差率是（F-S）

/S*100，其中F代表期货价格，S代表现货价格。 

 

   

(a)2010年4月20号下午14:05-14:10分 五分钟跳跃窗口收益率为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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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2010年12月22日下午14:11-14:15分  五分钟跳跃窗口收益率为-1.23% 

 

(c)2013年8月16日上午10:51-11:15分  五分钟跳跃窗口收益率为-1.23% 

图5-2 日内跳跃下股指期货与现货的动态变化图 

 

 第一幅图是股指期货对信息冲击做出剧烈反应，现货市场反应较为滞后的

情况，基差急剧放大，且在期货反转时基差达到最大值，之后跟随期货的反转，

基差不断回归均值；第二幅图是股指期货对信息冲击做出剧烈反应，现货反应稍

有滞后的情况，基差也是出现一个跳跃然后迅速回归均值；第三幅图是8.16光大

乌龙事件中，现货反应大于期货的情况。 

从三幅图中可以知道，股指期货和现货面对重大信息冲击时都会表现出过

度反应，大部分情况是股指期货首先作出反应，现货市场稍有滞后，在反应速度

和反应幅度上都比不上股指期货。从图中可以看出，任何一个信息冲击导致的股

指期货的跳跃都大约在5min左右完成的，这与Evans(2011)[17]的研究结果相同，信

息冲击产生的跳跃行为是很短暂的，显著冲击效应大约维持五分钟。现货市场对

于期货跳跃的反应时滞大约是1min，甚至更快。 

下面看看共同跳跃下的情况。表5-12提供了相关的结果。 

表 5-12 沪深300 指数和股指期货共同跳跃幅度比较 

共同跳跃幅度大小 跳跃次数 平均差额 最大差额 最小差额 

股指期货>沪深 300 指数 37 次 0.2698% 1.278% 0.0296% 

沪深 300 指数>股指期货 9 次 0.1177% 0.2450% 0.0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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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4月16日至2011年11月21日期间，沪深300股指期货和现货检测到在同

一天出现跳跃的天数一共是52天，其中有7个交易日股指期货检测到2次以上的跳

跃。跳跃发生在同一天同一时间点的有46次，这46次跳跃的方向完全一致，其中

期货跳跃幅度大于现货的有37次，最大差额为1.278%，最小差额为0.0296%，平

均差额为0.2698%；其中现货跳跃幅度大于期货的有9次，最大差额为0.245%，

最小差额为0.025%，平均差额为0.1177%。可见在同一时间点发生共同跳跃时，

大部分情况是期货跳跃幅度大于现货，也存在少数情况现货跳跃幅度略微大于期

货的。而现货发生跳跃时，与期货的差额相对较小，说明期货总是能很快对现货

做出反应。而大部分时候期货领先发生跳跃时，与现货最大的差距达到1.278%，

平均差额也是现货领先期货时的2倍多。 

以上表现出的股指期货和现货在信息冲击下反应幅度和反应时间上的差异，

说明在日内的交易中，由于衍生产品的股指期货对信息的反应要远快于和大于现

货，有时可能呈现出过于敏感和过度反应的现象，这种日常现象很容易导致参与

者的错觉，觉得股指期货推出后市场波动加大；但实际上股指期货的一些极短期

波动和跳跃并未全都传导到现货市场上，我们之前的研究结果非常明确地表明，

股指期货推出之后，现货市场的暴涨暴跌尾部风险反而是下降了，市场变得更为

平稳。 

5.2.5 股指期货和现货市场波动率的日历效应 

前面从跳跃统计的角度看了跳跃的周内分布和日内分时段分布，发现股指

期货在股市盘前盘后跳跃较多，且在周五跳跃次数略微多一些，但是在日内分布

上，跳跃主要分布在10:30至11:30以及13:00至14:00这两个时间段。下面通过计

算得出股指期货和现货的WSD周期性因子： 

 

图5-3 股指期货WSD周期性因子分布情况（2011.4.16至2013.1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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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4 沪深300指数WSD周期性因子分布情况（2011.4.16至2013.11.21） 

 

从图中可以明显看出，股指期货波动率不仅存在日内效应，而且存在周内效

应。相比其他交易日的开盘波动率，星期一早上的开盘波动率明显放大，主要是

受到周末累计信息的冲击所致。在日内效应方面比较一致，在现货开盘之前的15

分钟内，股指期货波动率收到隔夜消息的影响迅速放大，之后缓慢下降，等待现

货开盘。待现货开盘后，波动率再次迅速放大，大约在10：30附近有一个相对的

平静期，然后又冲高，在中午收盘前迅速下降。中午开盘后又不断冲高，大约在

2点左右波动率会出现一个峰值，然后在收盘前不断下降。待现货收盘后，期货

波动率再次放大。 

而现货市场的波动率分布相对比较单一，几乎只存在日内效应，且呈现斜倒

的“L”型，每天开盘波动率非常大，然后就一直缓慢下降，在中午开盘后会有一

个回升，大约2点左右达到最大值，然后继续回落，收盘前迅速回落。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股指期货在现货开盘前往往会对隔夜和隔周信息具有敏

感的反应，之后在高位或者低位等待现货开盘。待现货开盘后，股指期货波动率

大致会有三次冲高回落，上午两次，下午一次，在现货下午收盘后再次冲高，因

此股指期货的波动率从整个交易时间来看，是一个并排的双“W”形状，而现货指

数的日内波动率大致是一个斜倒的“L”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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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基于行为金融视角的股指期货波动率建模 

在这一章中，我们将对我国沪深300股指期货的已实现波动率进行时间序列

建模。从文献综述中我们已经了解，现有的已实现波动率模型通常引入滞后1日、

1周和1个月的已实现波动率或已实现跳跃。但从前文的研究中我们判断，除大幅

负跳跃外，其余跳跃产生的波动率并不具有长期记忆性，因此在建模时有必要根

据我国的实际情况进行修正，对于波动率的跳跃性部分仅仅考虑前1日以及前3

日平均的影响，对于波动率中的连续性部分也由原来的周平均和月平均的影响缩

短到前3日平均和2周平均（10个交易日）的影响。 

另外，从前文的研究中可以发现，隔夜信息冲击导致开盘收益率的跳跃，会

出现有规律的动量和反转效应，因此会对已实现波动率产生一定的影响。目前文

献中考虑隔夜风险的波动率建模，一种思路是将隔夜波动率直接并入已实现波动

率中，加总后对新的包含隔夜风险的已实现波动率建模，此类模型改善的效果有

限；另外一种思路是将隔夜收益看成一个解释变量，引入到模型中，看看加入隔

夜风险后的模型的拟合效果是否得到改善。但前文的研究表明，实际上我国股指

期货市场的隔夜风险具有不对称效应，开盘时中幅低开会有更大的连续性波动率

以及更大幅度的日内跳跃；大幅低开会使得投资者产生恐慌性抛售，导致延续性

下跌，从而使得波动率变大；大幅高开则因为在熊市中投资者存在处置效应，高

开后的卖压会导致股指横盘震荡缓慢下行，因此波动率反而不大。而前一日不同

幅度的日内跳跃也会对当日已实现波动率产生不同的影响。Aït-Sahalia and 

Jacod(2010)
[58]也发现不同幅度的跳跃对波动率的影响是不同的，认为大跳跃是对

应重大的经济事件冲击的，小跳跃只不过是较大的随机波动而已。综上所述，有

必要将隔夜风险和日内跳跃按照跳跃幅度区分开来。 

 

6.1 HAR-CJ-MR 模型的建立 

本文的模型是建立在HAR-CJ模型的基础上的，下面首先以HAR模型为例来

介绍一般HAR类模型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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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d

tRV 表示每日已实现波动率， w

tRV 表示周平均已实现波动率， m

tRV 表示月

平均已实现波动率。上式可以简化成如下形式： 

1 1

d w m

t d t w t m t tRV c RV RV RV                        (6.2) 

其中，
1 2 1( ... ) /h

t t t t t hRV RV RV RV RV h        ，h=d=1,h=w=5以及h=m=22分别

表示日已实现波动率、周平均已实现波动和月平均已实现波动。 

异质性市场模型(HAR模型)由Muller等人提出，其基本思想是已实现波动率

会受到长期、中期和短期的历史已实现波动率的共同影响。虽然方程(6.22)形式

非常简单，但可以很好地刻画波动率的长记忆、厚尾和自相似特征。 

随着已实现波动率实现了连续性成分和跳跃性成分的分离，Andersen等的研

究表明，将高频波动率分解为连续性成分和跳跃性成分加入到HAR模型中，可

以提高波动率的样本外预测精度。后来的学者参照Andersen（2007）[7]的研究结

论，更多使用以下形式的 HAR-CJ模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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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V c CV CV CV

J J J

  

   

    

  

              （6.3） 

其中，
d

tCV 、
w

tCV 、
m

tCV 分别表示日连续波动率，周平均连续波动率，月平均

连续波动率，
d

tJ 、
w

tJ 、
m

tJ 分别表示日跳跃波动率、周平均跳跃波动率和月平

均跳跃波动率。 

但正如前文所说，在国外比较成功的模型很可能并不完全适合我国的股指期

货市场。根据前文对高频跳跃和波动特征的研究，参考陈国进，王占海（2010）

[11]以及张小斐（2011）[46]对规模效应和杠杠效应的研究，本文建立以下形式的

HAR-CJ-MR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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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d

tCV 、
3d

tCV 、
10d

tCV 分别表示前一日连续性波动率、前三日连续性波动

率的均值和前10日连续性波动率的均值； ,B tJ ， ,S tJ ， 3 ,d tJ 分别表示大幅跳跃性

波动率（ ,B tJ >=2）、小幅跳跃性波动率（ ,S tJ <2）以及前三日跳跃性波动率的均

值，用以考察日内跳跃的规模效应； , 1bp tr  、 , 1mp tr   、 , 1bn tr  、 , 1mn tr  、 , 1s tr  分

别表示大幅正跳跃的开盘收益率、中幅正跳跃的开盘收益率、大幅负跳跃的开盘

收益率、中幅负跳跃的开盘收益率以及所有小跳跃的开盘收益率，以考察隔夜信

息的影响。 

考察开盘跳跃对于日内波动率的影响有利于日内趋势交易者进行趋势判断，

因此作为本文考察的重点，区分得较为详细。由前文的研究可知，隔夜风险是受

到隔夜信息的影响产生的，由于隔夜信息的产生具有随机性，因此隔夜风险不具

有长期记忆特征，因此模型中并没有考虑隔夜风险的中长期影响。 

由于模型（6.4）是基于我国股指期货市场存在的负跳跃时的动量效应

（momentum effect）和正跳跃时的反转效应（reversal effect）构建的，因此取名

为HAR-CJ-MR模型。后续实证中为了对比，还会使用标准的HAR-CJ模型进行对

比分析，以检验HAR-CJ-MR模型的改进效果。 

 

6.2 连续性波动率和跳跃性波动率的特性分析 

    前面在 LM 检验法中，由 ROWVar 计算出积分波动率代表连续性波动部分，

由 RV-ROWVar 代表已实现波动率中的跳跃部分，从而将已实现波动率分离为连

续性部分和跳跃性部分，图 6-1 展示了这两部分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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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ROWVAR代表连续性波动率（CV），realized Jumps代表跳跃性波动率（RJ）。 

图6-1 已实现波动率分解序列图 

       

从图中可以看出，已实现波动率（RV）、连续性波动率（CV）以及跳跃性

波动率（RJ）都具有明显的波动率聚集现象，在2010年刚推出股指期货时的半年、 

2011年末至2012年初，以及2013年钱荒事件时，波动率都具有明显的增大现象。

尤其是在2013年钱荒事件的那段时间，连续性波动率急剧增大，然后后面较长一

段时间内缓慢减小，具有明显的相关性。 

图6-2进一步展现了已实现波动率以及其连续性部分以及跳跃性部分的分

布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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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2  已实现波动率以及分解各部分的形态分布 

 

从图6-2可以看出，已实现波动率（RV）、连续性波动率（CV）和跳跃性

波动率（RJ）都体现出明显的正偏和尖峰厚尾，另外经过RV标准化的收益率序

列基本满足正态分布的假设。 

图6-3报告了已实现波动率及其连续性部分和跳跃性部分自相关检验的结果。

可以看出，已实现波动率（RV）、连续性波动率（CV）具有很强的自相关性，

但是在滞后10期之后自相关系数已经大幅减弱，可见我国股指期货已实现波动率

的长记忆性没有国外成熟市场那么强。而跳跃性波动率（RJ）几乎不具有任何的

自相关性，支持了本文的建模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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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3  已实现波动率以及分解各部分的自相关检验 

 

6.3 HAR-CJ-MR 与 HAR-CJ模型实证结果对比分析 

6.3.1 常规HAR-CJ模型实证结果 

 

                  表6-1 常规HAR-CJ模型回归结果 

     
     Variable Coefficient Std. Error t-Statistic Prob. 

     
     C 0.231604 0.077998 2.969380 0.0031*** 

d  
0.159395 0.038716 4.117040 0.0000*** 

w  
0.521039 0.073106 7.127167 0.0000*** 

m  
0.118511 0.084808 1.397413 0.1627 

d  
0.496218 0.058185 8.528301 0.0000*** 

w  
0.175546 0.152421 1.151721 0.2498 

m  
0.342323 0.310987 1.100765 0.2714 

     
     Adjusted R-squared 0.3817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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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1报告了常规HAR-CJ模型的估计结果，其中 d ,
w ,

m 分别代表日连续

性波动率、周平均连续性波动率和月平均连续性波动率对已实现波动率（RV）

的边际贡献率，其中 d 和
w 在1%水平下显著，但是

m 在10%水平下仍不显著，

可见月平均连续性波动率对未来波动率的影响非常小，而周平均连续性波动率的

边际贡献率为0.52，大于后文HAR-CJ-MR模型的三日平均连续波动率和十日平

均连续波动率的边际贡献率，说明我国股指期货波动率的记忆性最强是一周左右。 

d 、
w 、

m 分别代表日跳跃性波动率、周平均跳跃性波动率和月平均跳

跃性波动率对已实现波动率（RV）的边际贡献率，其中只有
d 在1%的水平下显

著，
w 、 m 在10%的水平下都不显著。这些都证明了我国股指期货市场的跳跃

性波动率的记忆性相比国外市场较短。 

 

6.3.2 HAR-CJ-MR实证结果分析 

            表6-2  HAR-CJ-MR模型回归结果 

     
     Variable Coefficient Std. Error t-Statistic Prob.   

     
     C 0.161034 0.072681 2.215631 0.0270** 

d  
0.145448 0.038120 3.815525 0.0001*** 

3d  0.317497 0.073224 4.335942 0.0000*** 

10d  
0.341148 0.083253 4.097697 0.0000*** 

B  
0.420919 0.066232 6.355252 0.0000*** 

S  
0.775046 0.101726 7.618981 0.0000*** 

3d  
0.226724 0.098592 2.299627 0.0218** 

bn  
0.267651 0.085827 3.118497 0.0019*** 

mn  
1.144465 0.421020 2.718318 0.0067*** 

bp  
0.044574 0.074477 0.598488 0.54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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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p  
0.139991 0.477716 0.293042 0.7696 

s  
0.994523 0.548896 1.811861 0.0704* 

     
     Adjusted  R-squared   0.421066  

     
     

注：***，**，*分别表示1%，5%，10%的显著性水平。 

 

表6-2报告了本文提出的HAR-CJ-MR模型的估计结果，其中 d 、
3d 和

10d

分别代表了日连续性波动率、3日平均连续性波动率和10日平均连续性波动率对

已实现波动率（RV）的边际贡献率。由t检验值可以看出，日连续性波动率、3

日平均连续性波动率、10日平均连续性波动率这三个解释变量都在1%的水平下

显著。这三个系数之和大于0.6，可见连续性波动率对已实现波动率的贡献非常

大。其中，10日平均连续性波动率对未来波动率的影响最大，其次是3日平均连

续性波动率，而日波动率成分对未来波动率的影响最小。可见波动率在超短期存

在反转效应。而10日平均连续性波动率对未来波动率的影响大于3日平均，说明

波动率是存在中长期记忆性的，但相比国外成熟市场更短一些。 

 B  , S  , 3d 分别代表大幅日内跳跃、小幅日内跳跃以及3日平均跳跃性

波动率对已实现波动率的边际贡献，由t检验值可知大幅日内跳跃和小幅日内跳

跃在1%的水平下显著，3日平均跳跃性波动率在5%的水平下显著，大幅日内跳

跃和小幅日内跳跃的系数相对较大，而且小幅跳跃对已实现波动率的影响大于大

幅跳跃的影响，这与前一章的研究结果是一致的，大幅跳跃由于存在反转效应，

对次日波动率的影响反而减小。3日平均跳跃性波动率影响较小，说明跳跃在我

国股指期货市场不具有显著的长期记忆性。可以看出，将跳跃按幅度分开后，对

未来波动率的影响，超过了连续性波动率对未来波动率的影响，这和以往的研究

结论不一致，说明在中国股指期货市场上，跳跃性波动率成分对未来波动率的影

响更大。 

在隔夜风险方面， bn 、 mn 在1%的水平下显著，说明大幅负开盘跳跃以及

中幅负开盘跳跃对已实现波动率的影响很显著，尤其是中幅负开盘跳跃的偏回归

系数为1.14,远大于大幅负跳跃的0.27，说明跳跃的规模效应不存在，反而是中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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跳跃对次日的波动率影响更大。小幅开盘跳跃系数 s 在10%的水平下显著，而

大幅和中幅开盘正跳跃对已实现波动率的影响并不显著，甚至弱于小幅跳跃的影

响，其可能原因是中幅正跳跃是市场常态，处于投资者预期之中，并不会对后期

的波动率产生影响；而在熊市中大幅跳跃确实存在反转效应和处置效应，大涨之

后市场会遭遇强大的卖压，于是会出现一段波动率较小的震荡调整期。 

从以上结果可以看出，我国股指期货波动率存在显著的杠杆效应，即无论

是开盘跳跃还是盘中跳跃，负跳跃对波动率的影响大于正跳跃对波动率的影响；

以往研究发现我国股票现货市场跳跃存在显著的规模效应，即大幅跳跃对未来波

动率的影响大于小幅跳跃对未来波动率的影响，但是从前面实证的结果来看，大

幅跳跃会导致反转效应，对未来波动率影响反而较大，而中幅跳跃存在一定的动

量效应，对未来的波动率影响更大。可见，跳跃的规模效应在我国股指期货市场

是不存在的。 

另外 HAR-CJ-MR 模型的常数项 0.16，小于常规 HAR-CJ 模型常数项值 0.23，

说明不可解释的成分更少。而且常规 HAR-CJ 模型调整后的 2R 为 0.38，也小于

HAR-CJ-MR 模型的 0.42。可见，HAR-CJ-MR 模型相比一般性的 HAR-CJ 模型

更符合我国股指期货市场的实际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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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结论与展望 

本文首先针对 Lee and mykland(2008)[1]提出的 LM跳跃检验法的缺陷进行了

适当的修正，包括对统计量进行 WSD 周期性因子进行修正，以便能更精确的识别

出跳跃。修正过的 LM 检验法能够在低波动率时期识别更多较小的跳跃，在高波

动率时期排除掉更多的伪跳跃。另外针对 LM 检验法使用 BPV 计算积分波动率存

在的缺陷，即跳跃的存在会对较短时间窗口内的局部波动率产生显著的影响，本

文使用 ROWVar 作为日内积分波动率，避免了 BPV 存在的不足。 

利用识别出来的股指期货和沪深 300 现货指数的日内跳跃，本文进一步进

行了统计分析，发现： 

（1）在相同的样本期内，沪深 300股指期货的跳跃次数远远大于对应现货

指数的跳跃次数，说明期货市场对信息更敏感，反应更为迅速。这与其他文献发

现股指期货具有价格发现功能的研究结论是一致的； 

（2）在股指期货上市后，沪深 300股指现货的跳跃频率明显增加，但主要

体现为大涨（正跳跃）频率的增加，大跌（负跳跃）频率几乎没有增加；无论是

从最基本的平均统计特征（5 分钟收益率的标准差、极值、偏度和峰度）来看，

还是从跳跃的特征（跳跃幅度的均值、标准差和极端跳跃的幅度）来看，股指期

货推出之后，沪深 300指数现货的波动和极端尾部风险都明显下降，现货市场暴

涨暴跌的尾部风险、特别是暴跌的情形得到了缓和，市场运行更为平稳； 

（3）对于市场参与者觉得股指期货上市后市场波动加大的直观感受，我们

认为，从日内高频来看，作为衍生产品，股指期货对信息的反应要远快于和大于

现货，股指期货的波动和跳跃的确明显超过现货市场，有时呈现出过于敏感和过

度反应的现象，这种日常现象很容易导致参与者的错觉；但从我们的数据结果来

看，实际上股指期货的一些极短期波动和跳跃，特别是负面跳跃并未传导到现货

市场上，股指期货似乎更多地吸收和迅速反映了一些极端因素和不利因素，但却

并未传导给现货市场，现货市场的波动反而是下降了。 

（4）日内分时段来看，无论是股指期货还是现货指数，大部分跳跃都是发

生在 10:30-11:30 以及 13:00-14:00 这两个时间段，在 9:30-10:30 发生的跳跃都相

对较少，而我国的宏观经济指标的公布时间大部分集中在上午 10:00，可见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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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股市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基本面的影响，但并不十分明显。这与目前熊市下广泛

存在的长期悲观情绪有关，使得市场对短期宏观经济状况的敏感性下降。 

（5）根据测试的 WSD 周期性因子，发现股指期货波动率不仅存在双“W”

型的日内效应，而且存在周一早上开盘波动率明显放大的周内效应。现货指数只

存在日内效应，大致是一个斜倒的“L”型； 

（6）对于隔夜风险，当股指期货开盘大幅低开时，开盘后体现为动量效应，

第二日开盘则出现明显的反转效应，但总体而言，当日和两日累计收益率为持续

扩大的负值；股指期货大幅高开时则总体表现出非常强的反转效应，说明我国投

资者具有处置效应，在盈利时倾向于卖出； 

（7）基于前述特征研究的结果，我们构建了新的HAR-CJ-MR模型，发现比

常规的HAR-CJ模型表现明显提高。该模型表明：我国股指期货波动率是存在偏

中期记忆性的；跳跃在我国股指期货市场不具有显著长期记忆性，记忆性大约只

持续2-3天；与连续性波动率相比，我国股指期货市场上的跳跃性波动率对未来

波动率的影响更大，这与之前王春峰、姚宁等人(2008)[10]结论是不同的；我国股

指期货市场存在显著的杠杆效应，但却不存在规模效应。 

对于未来的进一步研究，笔者觉得还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入手： 

第一，投资者对于跳跃强度的心理预期也会对跳跃发生的概率以及跳跃发生

的幅度产生很大的影响。下一步的研究方向可以对跳跃服从的过程进行建模，考

察跳跃的自激性，进而考虑投资者对跳跃的预期对波动率的影响。 

第二，liu and maheu（2008）[59]和 choi 等（2010）[60]的研究均发现了高频

波动率存在结构突变的证据，我国股指期货市场成立才不到四年，其中成交量在

12 年至 13 年有着质的变化，波动率势必存在不一样的结构模式，如果忽略结构

突变的影响，会过大估计波动率的长记忆性，影响波动率模型的预测效果。因此，

进一步考虑我国股指期货波动率的结构突变特征也是接下来的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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