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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期和风险溢价的启示 
一 中国国债收益率曲线分解研究 

卢 霖 刘卓识 

[摘 要]虽然国内国债收益率曲线的研究在这些年已取得长足进展，但是关于估算 

和分解收益曲线中所隐含的政策预期和风险溢价成分方面的学术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 

鉴于分解国债收益率的众多实际和理论上的意义，本文采用无套利期限结构模型框架来 

研究对收益率曲线分解，以期在此领域投石问路。我们的实证研究首先从利率预期角度 

解读中国式“格林斯潘之谜”(即我国中长端利率收益率长期偏低，且对短期利率反应不 

敏感)；其次探讨了中长期利率波动之源——风险溢价。我们结果显示：第一，我国偏低 

的中长期国债利率主要反映了未来短期利率预期偏低；对短期利率反应不敏感主要反映 

了我国短期利率较强的均值回归特性。第二，我国中长期收益率波动性主要来 自于风险 

溢价成分，短期利率预期成分一直相对稳定；而风险溢价不仅受到国内因素的影响(特别 

是国内CPI通货膨胀)，也受到国际因素的影响(特别是美国债 10年利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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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近年来我国国债收益率曲线在金融市场的重要性 日益突显：一方面，随着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深 

人推进，国债收益率曲线所包涵的未来政策利率预期信息正被越来越多市场参与者所重视。另一方 

面，公司债／企业债市场的迅速壮大也进一步提升了国债收益率作为基准无风险折现率的重要地位。 

国内学术界关于我国国债收益率曲线的研究在这些年也有长足进展，特别是对于货币政策对 

收益率曲线的影响，以及收益曲线对宏观经济的预测力方面的研究。马骏等(2016)研究表明我国 

短期利率变化对中长期收益率的影响程度比其他主要国家约低 25％左右，但我国债收益率曲线可 

以作为预测未来利、经济增长和通胀趋势工具。郭涛和宋德勇(2008)的研究结果显示中国利率期 

限结构能够为研究制定货币政策提供大量有用的信息。 

然而学术界中关于如何分解我国收益曲线中的预期和风险溢价成分的相关研究仍然非常缺 

乏。大量国外相关研究显示收益曲线不仅包涵未来政策利率预期信息，也包括风险溢价(Duffee， 

2002；Cuthbertson and Nitzsche，2005；Adrian et a1．，2013；Joyce et a1．，2010)。风险溢价反映了债券投 

资者对承担市场回报不确定性风险而要求的回报。债券投资回报的不确定性并不是指未来现金流 

的不确定性(通常债券投资的现金流是完全确定的)，其回报不确定性主要是相对于未来无风险短 

期利率的滚动回报。不论是预期短期利率还是风险溢价，两者均包含了大量有价值的前瞻陛信息。 

关于收益率曲线进行分解的相关研究有许多实际和理论意义。首先，通过分解我们可以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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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债收益率变化背后的驱动原因是预期主导还是风险溢价主导，以协助货币政策制定者了解其政 

策效力。其次，风险溢价体现了市场参与者对利蓦苤／通货膨胀风险及其补偿态度，因此研究国债溢 

价变动有利于跟踪和理解市场对风险情绪的变化。另外，对于风险中性投资者而言，公允国债收益 

率应该只取决于未来短期利率预期，风险溢价过高意味着国债利率被严重高估，反之意味着被低 

估。政府可以通过评估风险溢价水平来优化发债期限结构，降低融资成本。 

本文采用无套利利率期限结构模型框架来研究对收益率曲线分解。期限结构模型最早发端于 

Vasicek(1977)，其中短期利率变化遵循 Ornstein．Uhlenbeck过程。而 Cox et a1．(1985)在其基础上 

引入平方根过程假设，克服了 Vasicek模型中短期利率可能为负的缺陷①。然而上面两种模型都是 

单因子模型，Duffle and Kan(1996)，Dai and Singleton(2000)，Duffee(2002)等学者进一步拓展，开 

发出一系列多因子期限结构模型。然而这些模型的因子大多为潜在因子(Latent Factors)，估算过 

程较为复杂，而且存在过度识别(Over Identification)问题。最新一代期限结构模型，比如 Joslin et 

a1．(2011)(简称 jsz)，和 Adriann(2013)(简称 ACM)，则致力于解决过度识别问题，并简化模型估 

算方法。 

本文的模型估算采用 Adrian et a1．(ACM)提出的分步回归估算法。和以往模型(包括 JSZ模 

型)通过最大可能估计(Maximum Likelihood Estimation，MLE)的主流估算方法不同，ACM通过普通 

最dx-"乘法(OLS)回归来估算模型参数。该方法的主要优势包括：(1)回归法估算有分析解，无需 

求助数值解，因此速度快捷、估算结果稳定；(2)ACM估算法避免了最大可能估计法中有关利率曲 

线估计模型误差的不合适假设，即利率曲线估计模型中误差项之间不存在序列相关性的假设。但 

是为了确保估算结果的严谨性和稳定性，我们还进行了如下两种交叉比较分析：(1)与其他主流模 

型(如 JSZ)的结果比较；(2)与不同样本区间估算的结果比较。上述分析肯定了ACM模型估算结 

果的稳定性和严谨性。 

我们通过ACM模型的利率分解结果来探讨当下我国国债市场的两个热点问题。第一，解读中 

国式“格林斯潘之谜”，即长端利率长期偏低，且对短期利率变化缺乏敏锐反应；第二，探索中长期 

利率波动之源——风险溢价，并分析国际国内宏观因素对其影响。我们结果显示：我国偏低的中长 

期国债利率主要反映了未来短期利率预期偏低；对短期利率反应不敏感主要反映了我国短期利率 

较强的均值回归特性。我国中长期收益率波动性主要来 自于风险溢价成分，短期利率预期成分一 

直相对稳定；而风险溢价不仅受到国内因素的影响(特别是国内CPI通货膨胀)，也受到国际因素 

的影响(特别是美国债 10年利率)。 

我们论文具体结构如下：第二节介绍了ACM模型框架，第三节讨论了本文所用数据以及模型 

估算细节(譬如所用因子数和模型稳定性分析)，第四节对模型实证结果进行分析，第五节给出了 

论文结论。 

二、模型框架 

本文采用 Adrian et a1．(2013)(ACM)所提出分步回归估算法来分解收益率曲线。ACM模型基 

于标准的动态期限结构模型框架②，假设短期无风险利率 rl是 K一维状态变量 的线性方程 

=Jo+ 1 ． (1) 

①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各大央行大力推进宽松货币政策，一些欧洲国家的利率降至负数。在这种情况下，允许利率为 

负的模型特性反而成为优势。 

② 即指 Gaussian dynamic term structure model(GDT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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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在真实概率测度(P)下遵循以下随机仿射结构方程 

=IX+ 一1+ ， ～N(0， )． (2) 

根据期限结构模型的无套利假设 ，n期零息债券P 在 t时刻的价格等于n一1期债券P 。在 t+ 

1时刻价格的折现预期 ： 

P 
． 

= E ( +1 P _I．川)． (3) 

其中 + 是随机折现因子，其定义如下： 

+l=exp(一 1 A：A 一 一A： -1／2 +1)． (4) 

我们设定 t时刻的风险价格 A 是状态变量 的一个线性方程： 

A =∑ (Ao+A1 )． 

投资者如果持有 n期零息债券一个时期 ，他在 t至 t+1时刻获得的超额收益如下： 

rx 
一

1．H1= logP +l
，

‘一l — Z0gP 
，

I — r￡． 

根据 ACM，我们最终可以把上述超额收益公式转化成下面的模型 

rx 
一 1．1+1=Ef( 一1．1+1)+卢：_1．f ⋯ +e -1．c+1． 

其中 ：_1' =Cov ( ” ， ：+ )∑～，而误差项 e 满足独立同分布(i．i．d)，e _1， ～N(O， )。 

另外在利率水平和因素呈线性关系的假设下，ACM指出 其实是一个常数卢 一 。上述债券当期 

超额收益公式可以写成下面的线性方程： 

一 1．1+1= ：一1(A0+A1 )一÷(卢：一1 卢 一1+or )+卢：一 +1+e 一1， 1 (5) 

我们可以把不同期限和时期的上述超额收益公式整合成一个系统方程 

rx=卢 (Ao‘ +A1 l一)一 一(B ec(∑)+ ‘ )‘ +卢1，+E (6) 

其中 是一个 N×T的债券当期超额收益矩阵，p=[ 。卢：⋯ ]是一个 K×N因素负荷矩阵， ， 

和 LⅣ分别是 T×1和N×1的只包含 1的向量，X一=[xo l 2⋯ 川]是一个 K×T的状态因子矩 

阵，B =[vec(fl。 。’⋯vec(／3 ] 是一个 N× 矩阵，V=[ 。 口 ⋯ ]是个 K×T矩阵，E 

是误差项 e 组成的N×T矩阵。 

和标准期限结构模型一样，在 ACM模型框架下我们也可以将 n期即期利率Y 表达成状态变 

量的线性方程①： 

Y ． =一logP 
． 
／n=(C +d )／n (7) 

其中C ，d 的解如下： 

d =J1+d n_l(中 一A1) 

C = + C 
一

l+d 
一 l( 一A0)一0．5(d 一l∑d 一l+ ) 

上述解的初始条件为：d。=J，；c =0。 

根据上述零息债券公式(3)和(4)以及递归演算，我们可以将零息债券重新表述为 

-。g 
． 

= 一
E (i 

“)一E(‘ “( A “A i)) 

+E(∑ col (1ogM,小 ，logP． )) (8) 

所以即期利率可写成： 

① 具体推导细节不再赘述，请参考 Adrian et a1．(2o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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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叫 = 
1 E

t

,

、

i= n-I 

)+ 1 E (。= n~-I E+ (丢A A )) 
一

音E (∑col+ (10g 小i，logPn-l-i,t+l+i)) 
上述方程等号右边第一部分反映了短期利率预期，而第二加第三项反映了风险溢价。所以我们可 

以将即期利率分解成预期和风险溢价两部分： 

Y =短期利率预期(凡期，时间t)+风险溢价(It期，时间t) 

其中， 

短期利率预期(n期，时间f) 音Et( rf+ ) 音(cn+dn t) 
风险溢价(n期，时间t)=1 E

t( Et+i(丢A AⅢ)) 
一  1 E (∑ COL+ (1og +l+ ，log Pn-l-i

,
t+l+i)) 

=Y ． 一短期利率预期(n期，时间t) 

其中短期利率预期公式里c = +c +d=_dz，d =J。+d ，初始条件是 c =0，d。= 。。 

三、数据与模型估算 

(一)数据 

本文使用的国债利率数据来自中债公司估算的即期国债收益率，样本为月度(月末)数据，其 

区间从 2002年1月至2015年 l2月，包括 168个月份。国债利率包括 1个月、1年、2年、3年、4年、 

直至 10年，共 11个期限。图1显示了 1年、5年和l0年的即期收益率。我们可以看到，自2002年 

以来，国债收益率大致已经走过了4个小周期，分别是2002—2006年，2006—2009年，2009—2013年， 

2013—2015年(样本结束之年)。表 1显示了国债收益率的统计摘要，其中2年、5年和 10年利率 

曲线的均值分别为2．7l％、3．17％和 3．62％，标准差为 0．72％、0．60％、和0．57％。 

表 1 中国国债即期收益率统计摘要 

资料来源：Wind，作者计算。 

注：样本 区间从2002年 1月至2015年 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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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中国国债即期收益率：1年、5年和 10年(2002年 1月一2015年 12月) 

资料来源：Wind。 

(二)模型估算方法 

本文的模型估算采用Adrian et a1．(ACM)提出的分步回归估算法。和以往通过最大可能估计 

(Maximum Likelihood Estimation，MLE)的主流估算方法不同，ACM通过普通最小二乘法(OLS)回归 

来估算模型参数。该方法的主要优势包括 ：(1)回归法估算有分析解 ，无需求助数值解，因此速度 

快捷、估算结果稳定；(2)ACM估算法避免了最大可能估计法中有关利率曲线估计模型误差的不合 

适假设 ，即利率曲线估计模型中误差项之间不存在序列相关性的假设。ACM分析表明在此假设条 

件下，对债券超额收益的预测将受到负面影响。 

我们将在下面简单介绍一下 ACM模型具体估算方法，更多技术细节请参考Adrian et al。(201 3)。 

第一步：通过普通最小二乘法(OLS)估算状态变量动态方程(即公式(2))。我们用主成分分 

析(Principal components analysis，PCA)方法从所有不同期限利率中提取出K个主成分以代表状态 

变量。在本步骤中，我们将估算出 中， ，以及误差项 。 

第二步：我们将超额收益系统方程(6)重新写成下面的简约形式模型 

r27=a‘ +／3 V+c __+E (9) 

其中模型里的 V=[ ，⋯V ]可以通过第一步的回归估算获得。在本步，我们通过回归法估算 

出[a c]，以及 or =trace(E E')／NT，并通过卢来构建公式(6)里的 。 

第三步：我们在这一步通过横截面回归估算出风险价格参数 A。和A 。根据公式(6)和(9)，我 

们可知 a=卢 A。一(B uec(∑)+or t~)／2，c=卢 A。。通过回归分析得到 

A。=(卢 ) 卢(a+(B vec(∑)+or ‘ )／2) (10) 

A =(卢卢 ) 3c (11) 

第四步：通过回归法估算短期无风险利率模型(公式(1)，加上误差项得到下面模型)的参数 。和 。． 

r￡=Jo+ 1 ‘+E (12) 

(三)确定主成分因素个数 

在 ACM模型中，状态变量(即因子)是根据主成分分析法从所有不同期限利率数据中提取出 

来的。表2显示前五个主成分对总方差贡献率分别达到88．5％、9．4％、1．4％、0．4％和0．1％，这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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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主成分对总方差的累计贡献率已经达到99．9％。因此我们认为模型中合理的因子个数最多不 

会超过5个。同时主流利率期限结构文献认为拟合利率曲线常常需要3个因子，比如水平因子、斜 

率因子和曲度因子。为了确定具体的因子个数，我们比较了3、4、和5个因子模型的拟合度，以及 

利率分解结果。首先，从模型拟合利率数据的角度来看 3因子模型明显不如4因子和5因子模型 

(主要根据均方差评估，具体见表 3)，但是 4因子和 5因子模型对利率数据拟合度较为相似，对于 

不同期限利率的拟合度互有高下。其次，通过比较4因子和5因子模型的利率分解结果(图2)，我 

们发现这两个模型所分解的5年和 1O年利率的预期成分和风险溢价非常类似，几无分别。根据上 

述分析，我们选择4因子模型(ie K=4)为默认模型，这是因为在拟合数据，分解结果非常类似的条 

件下，我们优先考虑因子更少(即更简化)的模型。 

(A)4因子和5因子模型估算的利率预期成分比较 

(B)4因子和5因子模型估算的风险溢价比较 

一 l眸 利率风险溢价 因子模型 ⋯ 1O年利率风险溢价一5因子模型 
— — 5年利率风险溢价．4因子模型 ⋯ 5年利率风险溢价一5因子模型 

图2 不同因子模型国债收益率分解比较 

(四)交叉比较分析 

但是为了确保估算结果的严谨性和稳定性，我们还进行了如下两种交叉比较分析：(1)与其他 

主流模型(如JSZ)的结果比较；(2)与不同样本区间估算的结果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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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不同模型估算比较：我们通过 jsz模型①重新对中国收益率曲线进行分解，并将其和 ACM 

进行比较。图3显示了这两个模型所分解的5年和 10年利率的预期成分和风险溢价。我们发现 

两者结果差别微乎其微。 

2．不同样本估算比较 ：我们比较了全样本(从2002年 1月至2015年 12月)和部分样本(即全 

球金融危机后，从2008年 9月至2015年 12月)的模型估算结果(见图4)。我们发现虽然全样本 

和部分样本的模型分解结果有一定温和分歧，但是差别主要体现在预期或风险溢价的绝对水平，而 

他们的趋势走向则非常类似。 

总体来看，上述两种交叉比较分析显示了 ACM模型估算结果的稳定性和严谨性。 

表2 国债收益率曲线主成分对总方差贡献 

注：样本区间从 2002年 1月至 2015年 12月。 

表 3 国债即期利率拟合优度测试一不同因子个数ACM模型的均方根 

注：样本区间从 2002年 1月至 2015年 l2月。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在本节，我们通过4因子 ACM模型(基准模型)的利率分解结果来探讨当下我国国债市场的 

两个热点问题。第一，解读中国式“格林斯潘之谜”，即长端利率长期偏低，且对短期利率变化缺乏 

敏锐反应；第二，探索中长期利率波动之源——风险溢价，并分析国际国内宏观因素对其影响。 

(一)从利率预期角度解读中国式“格林斯潘之谜” 

我国中长端利率收益率长期偏低，且对短期利率反应不敏感，被称为中国式“格林斯潘之谜”。 

① 我们在估算 JSZ模型时，同样采用4个因子 ，以便于和默认 4因子 ACM模型比较。另外，估算 JZS模型不需要采用所用 

期限的利率(这一点和ACM模型有所区别)，我们最后采用的期限包括 1个月、1年、2年、3年、5年、7年、lO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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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JSZ和ACM模型估算的利率预期成分比较 

(B)4因子和5因子模型估算的风险溢价比较 

— — 10年利率风险溢价一AcM模型 ⋯ lo年利率风险溢价一Jsz模型 
— — 5年利率风险溢价一ACM模型 ⋯ 5年利率风险溢价一JSZ模型 

图3 不同大类模型国债收益率分解比较 

最初“格林斯潘利率之谜”指的是当时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主导的2004—2006年的美元加息周期 

中，美国出现了短期利率上升，长期无风险利率却下降的情况。 

我国中长期利率水平明显偏低主要是相对于经济实际增长速度和净资本回报率而言。样本区 

间内，我国1O年期利率平均值只有3．62％，而最高也不过5．34％，而同期我国实际GDP年化增速 

和税后净资本回报的均值都处在 10％左右。然而，样本内短期国债利率更低，1年即期利率平均只 

有 2．51％，略低于同期 1年期存款基准利率和 7天回购利率的均值 (前者为 2．64％，后者为 

2．76％)。由此来看，我国长期利率虽然绝对水平偏低，但是依然显著高于短期利率。因此，我们 

认为我国长期利率偏低可能更多反映了未来短期利率持续走低的预期。为了证实上述猜想，我们 

将 5年和 10年即期利率分解成未来短期利率预期和风险溢价部分(图5)。我们发现 5年和 1O年 

即期利率其实还要显著高于其相关期限未来短期利率预期的均值。图中未来短期利率预期部分走 

势非常稳定，围绕在2．24％水平附近波动。这一结果确认了中长期利率绝对水平偏低主要反映了 

未来短期利率持续走低的预期。 

我们的结论有别于过去一些文献(如姚余栋和李宏瑾，2011；张雪莹，2014)，这些过往研究将 

长期利率低迷归因于长期经济增长率下降、通货膨胀稳定、人口老龄化等长期宏观因素、以及长 

期债券供给不足等市场结构性原因。我们认为这些原因不能完全解释长期利率偏低，一是上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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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全样本和全球金融危机后样本估算的利率预期成分比较 

(B)全样本和全球金融危机后样本估算的风险溢价比较 

一 10年利率风险溢价一全样本 ⋯ 10年利率风险溢价一全球金融危机后 

— — 5年利率风险溢价一全样本 ⋯ 5年利率风险溢价一全球金融危机后 

l 

图4 不同样本估算的国债收益率分解比较 

宏观因素也适用于金融危机前一些国外发达国家，但他们的长期利率在金融危机前相当长时间 

内高于我国；二是长期债券规模偏小导致的供给不足虽然会一定程度压低长期利率水平，但恐怕 

也不是主导因素，否则在国债发行量激增的某些时段(例如 2015年)，长期利率也不会出现不涨 

反跌的现象。 

我国长期利率对短期利率亦缺乏敏锐的反映。马骏等(2016)认为这与国债发行结构的缺陷、 

对投资者准入的过度管制、衍生品市场不发达、商业银行市场化定价能力缺失等问题有关。上述原 

因固然重要，但是我们认为更关键的因素恐怕和我国短期利率较强的均值回归特性有关。图6比 

较了我国7天回购利率与国外(美国、日本、欧元区)主要短期利率，可以看到我国短期利率均值回 

归特性显著强于国外。样本 内美 日欧短期利率的均值回归速度 (基于 AR(1)模型)④分别为 

0．002，0．045，0．004，远低于我国7天回购的0．215。由于我国短期利率回归均值偏快，所以当前短 

期利率变化对未来利率预期的影响较为有限，对于长期利率的传导因此也较弱。 

① 均值回归速度计算基于如下 AR(1)模型：y(t)=a+b y(t一1)+err，其中Y(t)是一国的短期利率。均值回归速度即等 

于(1一b)。均值回归速度越高，时间序列 Y(t)越快回归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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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5年收益率分解 

(B)1O年收益率分解 

图5 中国国债即期收益率分解图 

(二)探索中长期利率波动之源——风险溢价 

由于短期利率预期成分一直相对稳定，我国中长期利率波动性的主要来源是风险溢价成分，这 
一

点在图5中有清晰的反映。事实上，风险溢价也是影响美国国债收益率的一个重要因素。其实 

最初美国“格林斯潘之谜”的来源正是因为美联储于 2O04年升息后，风险溢价回落抵消了升息预 

期影响，导致其对长期利率的压制。因此研究哪些因素影响风险溢价对于判断中长期利率的短期 

走势具有重要意义。 

总体来看，可能影响风险溢价的因素众多，包括基本面因素(比如通货膨胀、经济增长)，货币 

政策因素(比如降息、准备金率调整和货币供给)，和国际因素(比如美元走势、美国国债市场)等。 

接下来本文会通过回归量化分析，着重研究上述因素对我国国债利率隐含风险溢价的影响。表 4 

和表5显示了回归量化分析的具体解释标量和估算结果，通过分析我们发现： 

(1)我国中长期国债收益率风险溢价不仅受到国内因素的影响，也受到国际因素的影响。显 

著的国内因素包括：CPI通货膨胀、基准利率、和 M1货币供给；而显著的国际因素包括美国联邦基 

金利率、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非农就业、和美国 CPI通货膨胀。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具有显著解释 

力的国际变量甚至多于国内变量。譬如在全样本分析中，能显著影响我国5年期国债收益率风险 

溢价的国内变量有两个：国内 CPI通货膨胀和一年期存款基准利率，而国际变量有三个：美国1O年 

利率、联储基金利率、和非农就业(见表 4)。对于我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风险溢价，显著的国内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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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也是两个 ：国内CPI通货膨胀和 M1货币供给，国际变量也是三个：美国 10年利率、联储基金利 

率、和美国通货膨胀(见表5)。上述结果显示，CPI通货膨胀是最重要国内因素，美国联邦基金利 

率和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则是最重要的国际因素，此三个变量对我国5年和 1O年期国债收益率风 

险溢价均有显著解释力。 

表4 中国5年期国债收益率风险溢价模型 

注： ．j昔5％显著性水平； 指 10％显著性水平。 

表5 中国1O年期国债收益率风险溢价模型 

注： ．j哲5％显著性水平； 指 10％显著性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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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01 20o4—01 2~ -01 2o08—0l 2010-01 2012—01 2014-01 2016—01 

图6 中外短期利率 

(2)在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前，影响我国中长期收益率风险溢价的主要是国内因素。比如 

对于5年期风险溢价，有显著影响力的因子有7个，其中国内因素占5个(包括 CPI通货膨胀、PPI 

通货膨胀、一年期存款基准利率、存款准备金、M1货币供给和 M2货币供给)，而国际因素只占两个 

(美元人民币汇率、和美国 CPI通货膨胀)。对于 10年期风险溢价，尽管国内因素数据有所减弱。 

但是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国内因素让步于国际因素。影响我国中长期收益率溢价的主要 

是三个国际因素，即中美汇率、美国 10年期国债利率、和美国工业产出。比如对于 5年期风险溢 

价，有显著影响力的因子有3个 ，而且全部是上述国际因素。对于 10年期风险溢价，国内因素数据 

上升至两个(中国工业产出、和 M1货币供给)，但上述三个国际因素依然保持显著解释力。 

(3)中国 CPI通货膨胀和美国10年利率是影响我国中长期风险溢价最重要的两个经济变量。 

图7和图 8分别比较了我国 l0年期风险溢价与国内CPI通货膨胀和美国 10年利率，显示出风险 

溢价和这两个变量较强的相关性。表3和表4的分析结果也显示这两个变量的显著性明显高于其 

他变量。首先，在5年和 10年期国债风险溢价的3个不同样本回归分析中，只有这两个变量在至 

少两个回归模型中达到5％显著性水平，并且回归结果符号一致。其次，我们将 3个样本回归结果 

中的T-value(衡量变量显著性的参数)取均值，其中排在前两名的就是中国CPI通货膨胀和美国10 

年利(注：前者在 10年期风险溢价模型中排第一，后者在 5年期模型中排第一)。具体来看，CPI上 

涨会提升中长期风险溢价，这意味着风险溢价的一部分其实反映了通货膨胀风险。另外，美国 l0 

年利率上涨也会引发我国中长期风险溢价上涨，因此美国量化宽松通过压低美国国债收益率也间 

接压低了中国利率曲线，特别是长期利率。 

(4)虽然人民币／美元汇率因素在全样本回归分析中对中长期风险溢价解释力并不显著，但是 

在金融危机前后两个子样本中，汇率的影响却非常显著。这其实是由于全球金融危机前后汇率对 

风险溢价影响的方向正好相反。危机前，人民币升值大致对应风险溢价下跌 ，而危机后人民币贬 

值则对应风险溢价下跌。具体来看(见图9)，我国2l世纪的汇改始于2005年7月21日，在“721 

汇改”后，人民币汇率不再完全盯住美元，此后人民币对美元平稳升值，于是引发热钱涌人，迅速 

压低风险溢价 ，令利率下滑。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为了稳定国内市场，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在 

两年内保持不变。直到 2010年 6月 19日宣布重启汇率改革以及同年 7月开启离岸人民币市场 

后，人民币汇率的双向波动机制才初步形成。“619汇改”后 ，人民币重新启动平稳升值，此后风 

险溢价波动较大，缺乏清晰相关性。不过 2014年年中后，汇率和风险溢价相关性大幅升高，反映 

了人民币汇率贬值和实体经济走弱引发央行释放大量流动性，国债风险溢价因此被压制，国债利 

率也随之下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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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比较中国国债(10年)风险溢价成分与通货膨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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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比较中国国债(10年)风险溢价成分与美国1O年国债利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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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比较中国国债风险溢价与中美汇率 

五、结 论 

7．5 

7．0 

大量国外相关研究显示收益曲线不仅包涵未来政策利率预期信息，也包括风险溢价。然而学 

术界关于如何分解我国收益率曲线中的预期和风险溢价成分的相关研究仍然非常缺乏。本文采用 

m 8 6 4 2 o 之 



金 融 评 论 2017年第4期 

Adrian et a1．(2013)提出的最新无套利期限结构模型框架对我国国债收益率曲线进行分解，并通过 

相关实证结果来探讨当下我国国债市场热点问题。首先，我国中长端利率收益率长期偏低，且对短 

期利率反应不敏感，被称为中国式“格林斯潘之谜”。我们结果显示，我国偏低的中长期国债利率 

主要反映了未来短期利率预期偏低；对短期利率反应不敏感主要反映了我国短期利率较强的均值 

回归特性。其次，根据利率分解结果，我国中长期收益率波动性主要来 自于风险溢价成分，而短期 

利率预期成分一直相对稳定。进一步通过回归分析，我们发现风险溢价不仅受到国内因素的影响 

(特别是国内CPI通货膨胀)，也受到国际因素的影响(特别是美国债 l0年利率)。而且，在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前，影响我国中长期收益率风险溢价的主要是国内因素，但是在危机之后，国内 

因素让步于国际因素。我们还发现全球金融危机前后汇率对风险溢价影响的方向正好相反。危机 

前，人民币升值大致对应风险溢价下跌，而危机后人民币贬值则对应风险溢价下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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