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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目标：在多变量混频ＧＡＲＣＨ模型中实现低频变量选择。研究方法：构
建基于线性波动率预测模型的混频 ＧＡＲＣＨ 模型长期波动成分，在对数似然函
数中引入ＬＡＳＳＯ惩罚项，使用多种优化算法实现惩罚似然函数估计并对算法效
率进行模拟和评估。研究发现：无权重函数约束的多变量混频 ＧＡＲＣＨ 模型在
变量选择上较好克服了变量非标准化、参数跳跃和权重参数不可识别问题；单纯
形法在较小样本量和较少变量数量时提升了变量选择能力和精度，是ＢＦＧＳ的最
优替代算法。研究创新：构建并扩展了多变量混频 ＧＡＲＣＨ 模型变量选择，给
出性质证明和数值模拟，评估并得出模型估计的算法应用条件。研究价值：给出
新的多变量混频ＧＡＲＣＨ 模型变量选择设定，为研究金融市场波动预测性提供
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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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如何准确度量金融波动是学界和业界长期关注的重要问题。Ｅｎｇｌｅ （１９８２）首次提出自
回归条件异方差模型 （ＡＲＣＨ），将条件方差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ｖａｒｉａｎｃｅ）视为波动度量指标，

由资产收益率扰动项平方及其滞后项决定，能较好刻画金融波动所具有的聚集性特征。

Ｂｏｌｌｅｒｓｌｅｖ（１９８６）提出广义自回归条件异方差模型 （ＧＡＲＣＨ），解决了ＡＲＣＨ模型存在的滞
后阶数设定较大、无法刻画 “微弱且长久的记忆性”的问题，是估计金融波动方面的主流模
型。后续研究基于ＧＡＲＣＨ模型进行了诸多扩展，例如ＩＧＡＲＣＨ、ＥＧＡＲＣＨ、ＴＧＡＲＣＨ和

ＦＩＧＡＲＣＨ等。上述ＧＡＲＣＨ模型的扩展均基于单成分条件方差，而Ｄｉｎｇ和Ｇｒａｎｇｅｒ（１９９６）
扩展了传统ＧＡＲＣＨ模型并提出成分ＧＡＲＣＨ模型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　ＧＡＲＣＨ）。在成分ＧＡＲＣＨ
模型中，条件方差由两部分组成，其中ＩＧＡＲＣＨ过程来刻画长记忆成分，ＧＡＲＣＨ过程刻
画短期波动成分。Ｅｎｇｌｅ和Ｒａｎｇｅｌ（２００８）提出Ｓｐｌｉｎｅ－ＧＡＲＣＨ模型，该模型将条件方差分
解为两个成分，其中短期成分为标准ＧＡＲＣＨ 过程，长期成分通过指数二次型过程反映宏
观经济信息。在Ｓｐｌｉｎｅ－ＧＡＲＣＨ 的基础上，Ｅｎｇｌｅ等 （２０１３）提出了混频 ＧＡＲＣＨ 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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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ＡＲＣＨ－ＭＩＤＡＳ），条件方差由长短期两个成分相乘得到，短期成分服从标准 ＧＡＲＣＨ
（１，１）过程，长期成分由低频宏观经济变量的加权平均决定。Ｃｏｎｒａｄ和Ｋｌｅｅｎ （２０２０）印
证了混频ＧＡＲＣＨ模型由于传统ＧＡＲＣＨ模型。混频ＧＡＲＣＨ模型真正实现了低频宏观经
济变量与金融波动率的结合，为分析低频解释变量对长短期金融波动的预测效果提供了基本
框架。

在使用混频ＧＡＲＣＨ模型实证探讨低频解释变量对金融波动的影响时，已有研究往往
考虑单个或少量低频变量对金融波动的影响，忽视了多个变量对金融波动的联合预测效
果。若将对金融波动具有潜在影响的所有低频变量纳入混频ＧＡＲＣＨ的长期波动成分中，
由于宏观经济变量之间存在严重多重共线性，又使得模型无法给出符合经济学理论的参数
估计。Ｆａｎｇ等 （２０２０）将单变量混频 ＧＡＲＣＨ 模型扩展为多变量形式并引入变量选择，
即在似然函数中施加Ａｄａｐｔｉｖｅ－ＬＡＳＳＯ惩罚项后构建惩罚似然函数后通过极大似然估计得
到变量选择结果。但是基于Ａｄａｐｔｉｖｅ－ＬＡＳＳＯ的多变量混频ＧＡＲＣＨ模型的变量选择过程
还存在如下问题：第一，模型并非对某个低频变量进行选择，而是对低频变量滞后期的加
权平均 （即某个新变量）进行选择，而标准化后的低频解释变量在加权平均后并非仍然为标
准化变量，导致变量选择的参数路径不可比较，也不能直接判断低频变量某个滞后期的重要
性；第二，存在参数跳跃问题，即被收缩至０的参数在后续变量选择过程中重新变为非零参
数，影响变量选择结果的判断；第三，当某个低频变量参数收缩至０时，对应的权重参数有
多种取值组合，即权重参数存在不可识别问题；第四，使用ＢＦＧＳ算法进行最优化以获得参
数估计，但ＢＦＧＳ算法可能计算效率较低，难以满足变量选择的较大计算量；第五，在似然
函数中引入Ａｄａｐｔｉｖｅ－ＬＡＳＳＯ惩罚项，需要提前对模型部分参数进行估计以计算自适应权
重，提高了模型估计的复杂程度，而且变量选择结果也受到自适应权重中的部分参数取值的
影响。

有鉴于此，本文放宽常见的Ｂｅｔａ权重函数约束，在混频ＧＡＲＣＨ模型中提出一种基于
线性波动率预测模型的长期波动成分。在考虑无权重函数约束的长期波动成分下，在似然函
数中引入Ｔｉｂｓｈｉｒａｎｉ（１９９６）提出ＬＡＳＳＯ惩罚项，通过线性约束极大似然估计直接进行变
量选择。本文还借助单纯形法、启发式算法、集群智能算法和Ｊａｙａ算法等，对线性约束惩
罚似然函数进行估计，探讨除ＢＦＧＳ算法之外是否存在合适精确的优化算法。通过性质证明
和数值模拟，本文对Ｆａｎｇ等 （２０２０）的模型中变量非标准化、参数跳跃和权重参数不可识
别性问题进行了检验，为无权重函数约束的混频模型变量选择在统计性质和估计效率方面的
优势提供依据，还评估了多种算法的变量选择能力和精度。基于宏观经济和金融市场数据进
行实证检验，为金融波动预测因素的讨论提供了新证据。

本文可能存在的贡献如下：第一，针对包含Ｂｅｔａ权重函数约束的多变量混频ＧＡＲＣＨ
模型变量选择存在的变量非标准化、参数跳跃和不可识别性进行了细致探讨和简要证明，并
基于线性预测模型提出无权重函数约束的多变量混频ＧＡＲＣＨ模型设定及惩罚似然函数形
式。第二，引入包括单纯形法、遗传算法和集群智能算法等多种数值优化算法对惩罚似然函
数进行估计，通过数值模拟检验不同优化算法的变量选择效率和精度，探讨了算法适用性。
第三，使用本文模型尝试回答宏观经济和金融变量以及不确定性信息能否预测股市波动，为
金融波动率预测研究提供了新证据。

本文其余部分安排如下：第一节介绍模型设定，提出无权重函数约束的多变量混频

ＧＡＲＣＨ模型变量选择设定；第二节介绍用于估计包含线性约束的惩罚似然函数的数值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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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法，通过数值模拟评估不同优化算法的变量选择效率和精度；第三节进行股市波动率预测
的实证应用；第四节总结全文和研究展望。

一、基于ＬＡＳＳＯ的多变量混频ＧＡＲＣＨ模型设定

１．多变量混频ＧＡＲＣＨ模型
混频ＧＡＲＣＨ模型将波动分解为长期成分和短期成分，其中短期成分服从ＧＡＲＣＨ （１，１）

过程，长期成分由低频宏观经济信息决定。股票市场在第ｔ＝１，２，…，Ｔ个时段 （月、季
或年）内的第ｉ＝１，２，…，Ｎｔ个交易日的日度收益率服从如下过程：

ｒｉ，ｔ－Ｅ［ｒｉ，ｔ Φｉ－１，ｔ］＝ ｇｉ，ｔτ■ ｔεｉ，ｔ （１）

其中Ｅ （·）表示条件期望，εｉ，ｔ Φｉ－１，ｔ～Ｎ （０，１），Φｉ－１，ｔ表示第ｔ个时段内第ｉ－１个
交易日的信息集合。股票预期收益率为常数μ。式 （１）等号右侧表示随时间变化的波动率

被分解为两个成分，短期波动成分ｇｉ，ｔ和长期波动成分τｔ，收益冲击 ｇｉ，ｔτ■ ｔεｉ，ｔ Φｉ－１，ｔ～
Ｎ （０，ｇｉ，ｔτｔ）。短期波动成分服从线性约束α＞０，β＞０和α＋β＜１下的高频 （日度）

ＧＡＲＣＨ （１，１）过程：

ｇｉ，ｔ ＝ （１－α－β）＋α
（ｒｉ－１，ｔ－μ）

２

τｔ ＋βｇｉ－１，ｔ （２）

长期波动成分τｔ由低频宏观经济信息决定，包含单变量的长期波动成分设定为：

ｌｏｇ（τｔ）＝ｍ＋θ∑
Ｋ

ｋ＝１
φｋ（ω１，ω２）Ｘｔ－ｋ （３）

其中Ｘｔ－ｋ为滞后低频宏观经济变量，Ｋ 为滞后期，一般由 ＡＩＣ准则或经验决定①。

φｋ （ω１，ω２）为无约束Ｂｅｔａ权重函数②，该权重函数由两个参数ω１ 和ω２ 决定，且有φｋ≥０
和∑φｋ＝１。无约束Ｂｅｔａ权重函数的具体设定为：

φｋ（ω１，ω２）＝
［ｋ／（Ｋ＋１）］ω１－１·［１－ｋ／（Ｋ＋１）］ω２－１

∑
Ｋ

ｌ＝１

［ｌ／（Ｋ＋１）］ω１－１·［１－ｌ／（Ｋ＋１）］ω２－１
（４）

式 （１）、式 （２）、式 （３）、式 （４）及线性约束构成了单变量混频ＧＡＲＣＨ模型，模型
参数可由极大似然估计法或准极大似然估计法得到。假设单变量模型的参数空间为Θ。已有
研究揭示了诸多低频宏观经济和金融市场变量以及历史波动信息能显著预测长期波动成分，
但在实证模型设计中往往采用单变量或双变量的长期波动成分建模 （Ｅｎｇｌｅ等，２０１３；郑挺
国和尚玉皇，２０１４；Ｃｏｎｒａｄ和Ｌｏｃｈ，２０１５；Ｂｏｆｆｅｌｌｉ等，２０１７）。为准确识别不同低频变量
对股票市场长期波动的影响方向和效果，Ｆａｎｇ等 （２０２０）将已有文献中出现的潜在低频波
动预测因素同时纳入长期波动成分中，从而将单变量模型扩展为包含Ｊ个变量的多变量
模型：

ｌｏｇ（τｔ）＝ｍ＋∑
Ｊ

ｊ＝１
θｊ∑

Ｋ

ｋ＝１
φｋ（ωｊ，１，ωｊ，２）Ｘｊ，ｔ－ｋ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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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例如低频变量为季度数据，则Ｋ＝１２对应３年滞后数据 （Ｅｎｇｌｅ等，２０１３；Ｃｏｎｒａｄ和Ｌｏｃｈ，２０１５）。

若使ω１＝１，则无约束Ｂｅｔａ权重函数变为约束权重函数。苏治等 （２０１８）指出Ｂｅｔａ权重函数由于其他权重函数。



式 （１）、式 （２）、式 （４）、式 （５）和线性约束组成了多变量混频ＧＡＲＣＨ模型。设多
变量混频ＧＡＲＣＨ的参数空间为ΘＭ＝ ｛μ，α，β，ｍ，θｊ，ωｊ，１，ωｊ，２}，对数似然函数为：

ＬＬＦ（ΘＭ）＝－１２∑
Ｔ

ｔ＝１
∑
Ｎｔ

ｉ＝１

［ｌｏｇ（２π）＋ｌｏｇ［ｇｉ，ｔ（ΘＭ）τｔ（ΘＭ）］＋
（ｒｉ，ｔ－μ）

２

ｇｉ，ｔ（ΘＭ）τｔ（ΘＭ）
］ （６）

２．基于ＬＡＳＳＯ的多变量混频ＧＡＲＣＨ模型
虽然多变量混频ＧＡＲＣＨ模型尽可能将长期波动的潜在影响因素考虑进来，但也存在

诸多问题：首先是严重多重共线性，宏观经济和金融市场变量间具有高度相关性，若直接估
计多变量混频ＧＡＲＣＨ模型，严重多重共线性会导致估计参数不能反映变量对长期波动成
分的影响，估计的变量符号也不符合经济理论 （Ｔｉｂｓｈｉｒａｎｉ，１９９６）；其次为估计效率低，若
在混频ＧＡＲＣＨ模型中增加１个低频变量，将导致参数空间相应增加３个待估参数，包含Ｊ
个低频变量的模型共有３Ｊ＋４个待估参数①，待估参数越多，估计效率越低。为解决上述问
题，将Ｔｉｂｓｈｉｒａｎｉ（１９９６）提出的ＬＡＳＳＯ引入多变量混频ＧＡＲＣＨ模型估计中，通过对参
数θｊｊ＝１，２，…，Ｊ施加Ｌ１ 范数惩罚函数以达到选择对长期波动成分预测效果最优的低
频变量。将式 （６）改写为惩罚对数似然函数：

ＰＬＬＦλ（ΘＭ）＝－１２∑
Ｔ

ｔ＝１
∑
Ｎｔ

ｉ＝１
ｌｏｇ（２π）＋ｌｏｇ［ｇｉ，ｔ（ΘＭ）τｔ（ΘＭ）］＋

（ｒｉ，ｔ－μ）
２

ｇｉ，ｔ（ΘＭ）τｔ（ΘＭ［ ］）－λ∑
Ｊ

ｊ＝１
θｊ （７）

上式中λ为变量选择中的调节参数 （Ｔｕｎｉｎｇ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用于调节对数似然函数和惩
罚项∑ θｊ 的关系，λ越大，收缩到０的θｊ数量越多，当λ足够大或取某个特定值时，非零

θｊ对应的低频变量即为被选出的变量。Ｆａｎｇ等 （２０２０）在对数似然函数中加入Ｚｏｕ （２００６）

提出的自适应Ａｄａｐｔｉｖｅ－ＬＡＳＳＯ惩罚项∑ｗｊθｊ ，其中�ｗｊ＝
１
�θｊ η

。Ｆａｎｇ等 （２０２０）通过估

计包含所有潜在低频解释变量的混频ＧＡＲＣＨ模型，使用参数估计�θｊ 构造惩罚项权重。本
文直接使用Ｔｉｂｓｈｉｒａｎｉ（１９９６）提出的ＬＡＳＳＯ以实现多变量混频ＧＡＲＣＨ模型的变量选择，
相比于自适应 Ａｄａｐｔｉｖｅ－ＬＡＳＳＯ而言，基于ＬＡＳＳＯ的混频 ＧＡＲＣＨ 模型选择优势在于：

①为了估计Ａｄａｐｔｉｖｅ－ＬＡＳＳＯ惩罚项权重需首先估计包含所有潜在解释变量的模型，增加了
模型估计的复杂程度；②参数η的选择也决定了变量选择结果，Ｚｏｕ （２００６）证明变量选择
得到的模型接近真实模型的概率在η＝２时最高，但这限于线性回归，并非适用于非线性模
型，而使用ＬＡＳＳＯ惩罚项并不受制于此问题。

根据式 （４）和式 （５）可知，在考虑Ｂｅｔａ权重函数时进行变量选择，是对滞后低频变
量的加权平均值对应的参数进行惩罚，而非直接对各个滞后期低频变量的参数进行惩罚。第
一，这导致变量选择选出对长期波动成分影响最大的低频变量组合 ｛Ｘｊ，ｔ－ｋ ｊ＝１，２，…，

Ｋ}，并非直接对低频变量及其滞后项进行选择。虽然Ｂｅｔａ权重函数降低了待估参数空间

ΘＭ 的维度，但不能对低频变量的不同滞后期进行选择。第二，Ｔｉｂｓｈｉｒａｎｉ（１９９６）和Ｚｏｕ
（２００６）针对包含标准化解释变量的线性模型进行变量选择，但在多变量混频ＧＡＲＣＨ模型
的对数似然函数中引入惩罚项时，由于低频变量的自相关性，Ｂｅｔａ权重函数导致低频变量
的加权平均非标准化，变量参数路径θλ 在某一λ取值下不可比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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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均值方程和短期波动成分包含３个参数，长期波动成分包含３Ｊ＋１个参数。
低频变量的参数是λ的函数，也被称为模型参数路径 （马景义等，２０１７）。



性质１ （非标准化）：假设低频变量Ｘｊ 为标准化变量，基于Ｂｅｔａ权重函数的加权平均
变量�Ｘｊ＝∑φｋ （ω１，ω２）Ｘｊ，ｔ－ｋ为非标准化变量。

证明：假设Ｅ （Ｘｊ，ｔ）＝０且ｖａｒ（Ｘｊ）＝１，则有Ｅ （�Ｘｊ）＝０。当Ｅ （Ｘｊ，ｔ－ｍＸｊ，ｔ－ｎ ｍ≠
ｎ）≠０ 时，有 ｖａｒ （�Ｘｊ）＝１＋ ∑ｃｏｖ （Ｘｊ，ｔ－ｐ，Ｘｊ，ｔ－ｑ），其 中 ｐ ≠ｑ。当 且 仅 当
Ｅ （Ｘｊ，ｔ－ｍＸｊ，ｔ－ｎ ｍ≠ｎ）＝０时，�Ｘｊ为标准化变量。

第三，低频变量的Ｂｅｔａ权重分布在不同λ取值下出现差异，导致各低频变量的θｉ，λ路径
随着λ变化而跳跃或波动，若参数路径收缩至０后再发生跳跃，导致参数非零，无法准确判
断收缩至０的λ取值，亦无法判断对应变量是否被选择①。最后，使用Ｂｅｔａ权重函数存在参
数识别问题，即当第ｊ个低频变量的参数θｊ 随着调节参数λ的增加而收缩为０时，对应的
Ｂｅｔａ权重参数中的ωｊ，１和ωｊ，２无法被识别。

性质 ２ （参数跳跃）：假设低频变量 Ｘｉ 在λ＝λｍ 时的长期成分参数估计值为
｛�θｉ，ｍ，�ωｉ，１，ｍ，�ωｉ，２，ｍ λｍ}，在λ＝λｎ ＞λｍ 时 的 参 数 估 计 为 ｛�θｉ，ｎ，�ωｉ，１，ｎ，�ωｉ，２，ｎ λｎ}。若

φｋ （ωｉ，１，ｎ，ωｉ，２，ｎ）≈φｋ （ωｉ，１，ｍ，ωｉ，２，ｍ），即权重分布相似，则应有�θｉ，ｎ＜�θｉ，ｍ。若权重分布发生
改变，存在参数估计 ｛�θ＊ｉ，ｎ，�ωｉ，１，ｎ，�ωｉ，２，ｎλｎ}使得�θｉ，ｎ＞�θｉ，ｍ，特别是若�θｉ，ｍ＝０，参数估计收
缩至０后将再跳跃至非零参数值，无法确定该变量是否被选择。

证明：令λ∈ ［０，λｍａｘ］，假设权重参数在λ∈ ［０，λ＊）时保持不变，在λ∈ ［λ＊，

λｍａｘ］时发生改变。惩罚似然函数为：ＰＬＬＦλ （ΘＭ）＝ＬＬＦ （ΘＭ）－λ∑ θｊ 。假设低频变
量Ｘｉ在λ＝λｍ＜λ＊时�θｉ，ｍ收缩至０。根据变量选择ＬＡＳＳＯ的性质，若权重参数不变，对任
意λ＞λｍ，有�θｉ，ｍ＝０。由于权重参数在λ∈ ［λ＊，λｍａｘ］时改变，导致权重分布和ＬＬＦ
（ΘＭ）取值改变，此时相当于对一个新的低频变量对应的参数施加惩罚。若新的低频变量的
参数在λｎ∈ ［λ＊，λｍａｘ］收缩至０，则会出现参数跳跃，即在λ∈ ［λｍ，λ＊］时，�θｉ＝０，在

λ∈ ［λ＊，λｎ］时，�θｉ≠０。
性质３ （不 可 识 别）：假 设 低 频 变 量 Ｘｉ 在λ＝λｍ 时 的 长 期 成 分 参 数 估 计 为

｛�θｉ，ｍ，�ωｉ，１，ｍ，�ωｉ，２，ｍ λｍ}，�θｉ，ｍ＝０，权重参数ωｉ，１和ωｉ，２的任何取值均不影响变量选择结果②。
因此，本文考虑一种新的无权重函数约束的线性长期波动成分，该成分基于传统收益和

波动率线性预测模型，即收益和波动直接由滞后预测因子决定，具体如式 （８）所示
（Ｐａｙｅ，２０１２）。若多变量混频ＧＡＲＣＨ模型的长期波动成分服从式 （８），基于变量选择可
以决定某个低频变量的哪个滞后期在预测长期波动成分的重要性最高，无须考虑参数识别和
参数路径问题。由于惩罚似然函数不涉及新的惩罚项，极大似然估计量仍然满足相合性，因
此相合性和Ｏｒａｃｌｅ性质无须证明 （Ｇｅｅｒ，２０１６）。

ｌｏｇ（τｔ）＝ｍ＋∑
Ｊ

ｊ＝１
∑
Ｋ

ｋ＝１
θｊ，ｋＸｊ，ｔ－ｋ （８）

式 （１）、式 （２）、式 （８）和线性约束构成了多变量混频ＧＡＲＣＨ模型，对数似然函数
形式仍然同式 （７）所示，仅参数空间发生变化。对应的惩罚似然函数为：

ＰＬＬＦλ（ΘＭ）＝－１２∑
Ｔ

ｔ＝１
∑
Ｎｔ

ｉ＝１
ｌｏｇ（２π）＋ｌｏｇ［ｇｉ，ｔ（ΘＭ）τｔ（ΘＭ）］＋

（ｒｉ，ｔ－μ）
２

ｇｉ，ｔ（ΘＭ）τｔ（ΘＭ［ ］）－λ∑
ｊ，ｋ
θｊ，ｋ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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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见Ｆａｎｇ等 （２０２０）中的表２的参数路径。

该性质易于证明。根据式 （５），若某个变量参数收缩到０，在某个调节参数区间内，若根据性质２，权重参数取
值不影响权重分布时，仍然是对同一个变量参数进行收缩，此时任何权重参数取值也就不影响惩罚似然函数值。



在变量选择过程中，调节参数λ的取值至关重要，直接决定了变量选择的最终结果。参
考Ｆａｎ和Ｔａｎｇ （２０１３），本文使用广义信息准则 （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ｚｅ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Ｃｒｉｔｅｒｉｏｎ，ＧＩＣ）
确定调节参数λ的取值，在某个λ取值下的ＧＩＣ计算方法如下：

ＧＩＣλ＝ １

∑Ｎｔ
｛２［ＬＬＦ（�ΘＭ）－ＰＬＬＦλ（�ΘＭ）］＋ｌｏｇ［ｌｏｇ（∑Ｎｔ）］·ｌｏｇ（３Ｊ＋５）�θλ } （１０）

其中 �θλ 表示在λ 取值下非零估计参数�θｊ，ｋ的个数。选定调节参数λ的取值集合
｛λｎ}，计算各个λｎ 取值下的对数似然函数，使得ＧＩＣ最小的λｎ 值即为最优取值。秦磊和
谢邦昌 （２０１６）使用相似的ＢＩＣ信息准则决定λ的最优取值。除了使用ＧＩＣ，还可以选取
足够大的λ，通过低频变量对应的参数收缩至０的顺序判断各变量在预测长期波动成分中
的重要性。

二、数值优化算法与数值模拟

１．数值优化算法
在不同调节参数的取值和在线性约束下，对基于ＬＡＳＳＯ的多变量混频ＧＡＲＣＨ模型变

量选择的参数进行估计，对应包含线性约束条件下的最优化问题：

ａｒｇｍａｘ
ΘＭ

ＰＬＬＦλ（ΘＭ），λ∈ ｛λｎ}

ｓ．ｔ．＞α＞０，β＞０，α＋β＜１ （１１）

对于λ∈ ｛λｎ}，使得ＧＩＣ最小的λ即为最优调节参数。在最优调节参数下，非零�θｊ，ｋ对
应的变量即为变量选择得到的变量。上述最优化问题需要数值优化算法进行估计。已有研究
多使用ＢＦＧＳ算法求解上述最优化问题①。但是ＢＦＧＳ算法在估计高维数据中仍然存在收敛
速度低的问题，极大限制了多变量混频ＧＡＲＣＨ模型变量选择的估计效率。

本文尝试在估计基于ＬＡＳＳＯ的多变量无权重函数约束的混频ＧＡＲＣＨ模型时引入其他
优化算法，探究各算法的运算 （收敛）效率并比较各算法的估计精度。主要算法简介如下：
单纯形法 （Ｎｅｌｄｅｒ－Ｍｅａｄ，ＮＭ）：Ｎｅｌｄｅｒ和 Ｍｅａｄ （１９６５）提出的ＮＭ 单纯形法是优化算法
中较为重要的算法之一，能够应对线性和非线性目标函数最优化问题，而且不需要任何梯度
运算。遗传算法 （Ｇｅｎｅｔｉｃ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ＧＡ）：Ｈｏｌｌａｎｄ （１９７５）在其专著 《Ａｄａｐｔｉｏｎ　ｉｎ　Ｎａｔ－
ｕｒａｌ　ａｎｄ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ｓ》系统性论述了遗传算法。遗传算法是模仿自然界生物进化机制
发展的随机全局搜索和优化方法，具有自适应性，能在搜索过程中自动获取和积累有关搜索
空间的知识，并自适应控制搜索过程以求得最优解，主要用于解决大型复杂优化问题 （岳嵚
和冯珊，２００９）。粒子群优化算法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　Ｓｗａｒｍ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ＰＳＯ）②：由 Ｋｅｎｎｅｄｙ和

Ｅｂｅｒｈａｒｔ（１９９５）提出的粒子群优化算法是一种集群智能算法，源于复杂适应系统，受鸟群
捕食行为的启发，通过模拟鸟群飞行集体觅食协作使群体达到最优的过程，实现全局最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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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ＦＧＳ算法即Ｂｒｏｙｄｅｎ－Ｆｌｅｔｃｈｅｒ－Ｇｏｌｄｆａｒｂ－Ｓｈａｎｎｏ算法。在估计混频ＧＡＲＣＨ模型的 Ｍａｔｌａｂ、Ｒ和Ｏｘｍｅｔｒｉｃｓ等代
码中，往往使用ＢＦＧＳ算法。

粒子群算法属于集群智能算法的一种，集群智能算法还包括人工群蜂算法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Ｂｅｅ　Ｃｏｌｏｎｙ，ＡＢＣ）、生物
地理学算法 （Ｂｉｏ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ｂａｓｅｄ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ＢＢＯ）等，本文以粒子群优化算法为例，其他算法估计结果相似所以不
再赘述。



（陈晋音等，２０２０）。Ｊａｙａ算法：Ｒａｏ （２０１６）提出了Ｊａｙａ算法①。相比于进化算法和集群智
能算法，Ｊａｙａ不需要计算梯度，也不需要设定各种算法参数，因而更加灵活。

本文将使用上述算法和ＢＦＧＳ算法对式 （１１）中包含线性不等式约束的机制问题进行估
计，对比不同算法的估计效率和估计精度。

２．数值模拟结果分析
本文使用数据生成过程 （Ｄａｔａ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ｎｇ　Ｐｒｏｃｅｓｓ，ＤＧＰ）构造三个数据集进行数值模

拟。三个数据集具有部分相同的数据和参数如下：假设每季度有Ｎｔ＝６０个交易日；低频解
释变量服从联合标准正态分布，Ｘｉ和Ｘｊ 的相关系数为０．５　ｉ－ｊ ，滞后期Ｋ＝１；预期收益
率、ＧＡＲＣＨ模型参数和长期波动成分截距参数设定为 ｛μ，α，β，ｍ}＝ ｛０．００５，０．０５０，

０．９００，－０．０４５}；εｉ，ｔ～Ｎ （０，１）即生成正态分布随机数。数据生成过程如下②：

ｒｉ，ｔ－０．００５＝ ｇｉ，ｔτ■ ｔεｉ，ｔ （１２）

ｇｉ，ｔ ＝０．０５０＋０．０５０×
（ｒｉ－１，ｔ－０．００５）２

τｔ ＋０．９００×ｇｉ－１，ｔ （１３）

ｌｏｇ（τｔ）＝－０．０４５＋∑
８

ｊ＝１
θｊＸｊ，ｔ－１ （１４）

模拟数据集一的样本数量为２４个季度 （共１４４０个日度观测）；模拟数据集二的样本数
量为２４个季度 （共１４４０个日度观测）；模拟数据集三的样本数量为３６个季度 （共２１６０个
日度观测）。低频变量参数设定如下：

数据集一：｛θｊ}＝ ｛０，０，０．３，０．２，０，０．１，０，０}
数据集二：｛θｊ}＝ ｛０，０，０．７，０．９，０，１．１，０，０}
数据集三：｛θｊ}＝ ｛０，０，０．７，０．９，０，１．１，０，０，０．５，０．２，０，０}
通过上述ＤＧＰ过程生成三个模拟数据集后，使用基于ＬＡＳＳＯ的多变量混频ＧＡＲＣＨ

模型进行变量选择。使用数据集一和二模拟时的调节参数取值范围为λ∈ ［０，１２０］，取值
间隔为１；使用数据集三模拟时的调节参数取值范围为λ∈ ［０，５００］，取值间隔为５。在估
计线性约束下的惩罚似然函数时，分别使用ＢＦＧＳ、ＮＭ 单纯形算法、遗传算法、粒子群优
化算法和Ｊａｙａ算法。每个数据集模拟５０次，用识别正确和错误变量的平均个数衡量估计精
度，每次模拟得到识别正确和错误的变量个数，对识别正确 （错误）的变量个数加总后除以
模拟次数５０次，得到识别正确 （错误）变量的平均个数，同时将识别正确 （错误）变量的
平均个数除以对应数据集中真实非零变量的个数，得到识别正确率和错误率。本文还探讨了
当所有低频变量的参数收缩至０时λ的平均取值λａｖｅｒａｇｅ，以检验不同算法对调节参数λ取值
区间的敏感度。

基于数据集一的数值模拟结果如表１所示。单纯形算法平均选出２．６８０个正确变量，
优于ＢＦＧＳ算法 （２．４６０个）。单纯形算法平均选出０．５８０个错误变量，也低于ＢＦＧＳ算
法 （０．６６０个），比ＢＦＧＳ算法能更好地避免错误变量。虽然遗传算法具有较低的选择错
误变量个数的能力 （０．４００个和０．５４０个），但不能很准确地选择正确变量。对集群智能
算法和Ｊａｙａ算法，参数路径存在不收敛问题，导致８个变量均被选择，因此并不适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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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ａｙａ在梵文中意为 “胜利”，具体算法原理见Ｒａｏ（２０１６）。

该数据生成过程的式 （１４）可以认为是单个变量的多个滞后期，也可以理解为多个变量的滞后１期。



变量混频ＧＡＲＣＨ模型的变量选择。通过查看每次模拟结果，ＢＦＧＳ和单纯形算法的变量
选择精度存在差异的原因，主要在于单纯形算法具有更好的较小参数的识别能力。例如，

对数据集一中的非零参数，ＢＦＧＳ算法往往将θ５ 收缩至０，而单纯形算法能更准确识别出
较小参数。对于所有低频变量参数收缩至０时的最大λ的平均值，ＢＦＧＳ、单纯形和遗传
算法差别不大。

表１ 数值模拟结果 （数据集一）

算法 算法参数 正确变量平均个数 错误变量平均个数 λａｖｅｒａｇｅ

ＢＦＧＳ － ２．４６０ （８２．０％） ０．６６０ （２２．０％） ９２．９６０

ＮＭ － ２．６８０ （８９．３％） ０．５８０ （１９．３％） ９７．４４０

ＧＡ
Ｐｏｐ＝５００；Ｇｅｎ＝５０　 １．８４０ （６１．３％） ０．４００ （１３．３％） ９０．７２０

Ｐｏｐ＝１００；Ｇｅｎ＝５０　 ２．１００ （７０．０％） ０．５４０ （１８．０％） ８４．８４０

ＰＳＯ
ＰａｒＮｕｍ＝１００　 ３．０００ （１００％） ５．０００ （１６６．７％） １２０．０００

ＰａｒＮｕｍ＝５００　 ３．０００ （１００％） ５．０００ （１６６．７％） １２０．０００

Ｊａｙａ － ３．０００ （１００％） ５．０００ （１６６．７％） １２０．０００

　　注：进化算法和集群智能算法需要设定部分参数。遗传算法中Ｐｏｐ为种群数量，Ｇｅｎ为最大世代数。

粒子群算法中ＰａｒＮｕｍ为粒子数量。正确 （错误）变量个数后括号中的数字为识别正确 （错误）率。

表２ 数值模拟结果 （数据集二）

算法 算法参数 正确变量平均个数 错误变量平均个数 λａｖｅｒａｇｅ

ＢＦＧＳ － ２．９２０ （９７．３％） ０．３４０ （１１．３％） １１５．０２０

ＮＭ － ２．９４０ （９８．０％） ０．４４０ （１４．７％） １１７．６８０

ＧＡ
Ｐｏｐ＝５００；Ｇｅｎ＝５０　 ２．７６０ （９２．０％） ０．９８０ （３２．７％） １２０．０００

Ｐｏｐ＝１００；Ｇｅｎ＝５０　 ２．４２０ （８０．７％） １．０６０ （３５．３％） １２０．０００

ＰＳＯ
ＰａｒＮｕｍ＝１００　 ３．０００ （１００％） ５．０００ （１６６．７％） １２０．０００

ＰａｒＮｕｍ＝５００　 ３．０００ （１００％） ５．０００ （１６６．７％） １２０．０００

Ｊａｙａ － ３．０００ （１００％） ５．０００ （１６６．７％） １２０．０００

　　注：进化算法和集群智能算法需要设定部分参数。遗传算法中Ｐｏｐ为种群数量，Ｇｅｎ为最大世代数。

粒子群算法中ＰａｒＮｕｍ为粒子数量。正确 （错误）变量个数后括号中的数字为识别正确 （错误）率。

基于数据集二的数值模拟结果如表２所示。单纯形算法仍然具有最优的变量选择能
力，识别的正确的变量个数为２．９４０个，稍优于ＢＦＧＳ算法 （２．９２０个）。ＢＦＧＳ算法的
变量选择能力大幅提升的原因在于数据集二的参数取值较大，避免了ＢＦＧＳ算法对较小取
值参数不敏感的问题。相比ＢＦＧＳ算法 （０．３４０个），单纯形算法选择了较多的错误变量
（０．４４０个）。由于变量参数取值较大，遗传算法选择正确变量的能力也大大提升，但是仍
然无法避免大概率选出错误变量的问题，集群智能算法和Ｊａｙａ算法仍然存在参数路径不
收敛的问题。基于数据三的数值模拟结果如表３所示，结论与表１和表２类似，在此不再
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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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数值模拟结果 （数据集三）

算法 算法参数 正确变量平均个数 错误变量平均个数 λａｖｅｒａｇｅ

ＢＦＧＳ － ４．６２０ （９２．４％） ０．４２０ （８．４％） ３５７．０００

ＮＭ － ４．４４０ （８８．８％） ０．６００ （１２．０％） ４０３．６００

ＧＡ
Ｐｏｐ＝５００；Ｇｅｎ＝５０　 ４．３５０ （８７．０％） ０．４５０ （９．０％） ４５０．０００

Ｐｏｐ＝１００；Ｇｅｎ＝５０　 ３．１５０ （６３．０％） １．３００ （２６．０％） ４３５．２５０

ＰＳＯ
ＰａｒＮｕｍ＝１００　 ３．０００ （６０．０％） ５．０００ （１００％） ５００．０００

ＰａｒＮｕｍ＝５００　 ３．０００ （６０．０％） ５．０００ （１００％） ５００．０００

Ｊａｙａ － ３．０００ （６０．０％） ５．０００ （１００％） ５００．０００

　　注：进化算法和集群智能算法需要设定部分参数。遗传算法中Ｐｏｐ为种群数量，Ｇｅｎ为最大世代数。

粒子群算法中ＰａｒＮｕｍ为粒子数量。正确 （错误）变量个数后括号中的数字为识别正确 （错误）率。

综合三个数据集地模拟结果来看，在样本较小和变量较少时，单纯形算法具有较好的变
量选择精度，能较好地选择正确变量，避免大概率选出错误变量；在样本量较大和变量较多
时，ＢＦＧＳ算法的变量选择能力较优。ＢＦＧＳ和单纯形算法整体性能优于遗传算法、集群智
能算法和Ｊａｙａ算法等。单纯形算法可被视为ＢＦＧＳ在样本量和变量数量较小时的替代算法。

３．模型数值模拟对比
本文使用数值模拟为性质２描述的参数跳跃问题提供模拟证据并印证无权重函数约束的

线性长期波动成分设定的优势。仍然假设每季度有Ｎｔ＝６０个交易日，２４个季度；低频解释
变量为８个，服从联合标准正态分布，Ｘｉ 和Ｘｊ 的相关系数为０．５　ｉ－ｊ ；其余参数设定为
｛μ，α，β，ｍ}＝ ｛０．００５，０．０５０，０．９００，－０．０４５}；εｉ，ｔ～Ｎ （０，１）即生成正态分布随
机数。每个变量考虑Ｋ＝１２个滞后期，权重参数为 ｛ω１，ω２}＝ ｛２，５}，低频变量参数设
定同数据集一，具体如下：

ｒｉ，ｔ－０．００５＝ ｇｉ，ｔτ■ ｔεｉ，ｔ （１５）

ｇｉ，ｔ ＝０．０５０＋０．０５０×
（ｒｉ－１，ｔ－０．００５）２

τｔ ＋０．９００×ｇｉ－１，ｔ （１６）

ｌｏｇ（τｔ）＝－０．０４５＋∑
８

ｊ＝１
θｊ∑

１２

ｋ＝１
φｋ（２，５）Ｘｊ，ｔ－ｋ （１７）

本文使用ＢＦＧＳ和ＮＭ算法对多变量混频ＧＡＲＣＨ模型进行估计。考虑到模拟次数较
多，限于篇幅原因，对每种算法本文仅展示随机选取的５次模拟结果。模拟参数路径如图１
所示。第１行的５个子图表示在权重函数约束下的参数路径，第８次、第２５次和第３０次模
拟的参数跳跃问题尤其明显。第２行的子图表示在无权重函数约束下基于ＢＦＧＳ算法估计的
参数路径，第３行的子图表示在无权重函数约束下的基于 ＮＭ 算法估计的参数路径，各参
数路径相对平缓，而且基本没有出现参数持续性跳跃。从图１的模拟参数路径对比来看，使
用式 （８）的长期波动成分设定能够解决性质２描述的参数跳跃性质，更有利于判断参数收
缩路径、选择的变量和收缩至０时的调节参数取值。

三、实证应用

本文使用实际数据集探讨模型的应用效果：其一为基于低频宏观经济和金融数据的股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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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参数路径模拟结果对比

注：图１展示了模拟的参数路径对比，横轴为调节参数取值，纵轴为θ参数取值。每图图示表示使用

的估计算法、权重函数和模拟序号，例如 “ＢＦＧＳ－Ｌｉｎｅａｒ－０８”代表在无权重函数约束下使用ＢＦＧＳ算法

的第８次模拟结果。第１行为包含权重函数约束的模拟参数路径，第２行为不包含权重函数约束时基于

ＢＦＧＳ算法的模拟参数路径，第３行为不包含权重函数约束时基于ＮＭ算法的模拟参数路径。

波动率预测，选择对股市波动率预测效果最强的低频变量；其二为评估经济不确定性对中国
股市波动的预测效果，探讨何种不确定性信息具有较强的溢出效应。

１．股市波动率预测效果评估
本文首先基于宏观经济和金融数据集探讨本文模型的实际应用效果。已有文献讨论的关

键问题为：宏观经济和金融市场变量的波动率预测能力能否超越历史波动信息 （Ｅｎｇｌｅ等，

２０１３；Ｆａｎｇ等，２０２０）。本文对此问题进行解答。使用Ｆａｎｇ等 （２０２０）构建的美国宏观经
济和金融市场实时数据集，该数据集包含２０个季度宏观经济和金融市场变量：实际ＧＤＰ增
速 （ＲＧＤＰ），工业产值增速 （ＩＰ），失业率 （ＵＲ），新建住房数量 （ＨＳ），实际企业利润
增速 （ＣＰ），实际个人消费增速 （ＰＣ），ＣＰＩ，ＰＰＩ，芝加哥联储国家活动指数 （ＣＦＮＡＩ），
企业新增订单数量增速 （ＮＯ），货币供给量增速 （ＭＢ），消费者情绪指数变化率 （ＣＳ），实
际ＧＤＰ波动 （ＲＤＶ），通货膨胀波动 （ＩＶ），期限利差 （ＴＳ），违约利差 （ＤＳ），股市收益
（ＭＫＴ），短期反转因子 （ＳＴＲ），隐含波动率 （ＶＩＸ），已实现波动率 （ＲＶ）。时间跨度为

·５５１·一种基于ＬＡＳＳＯ的多变量混频ＧＡＲＣＨ模型设计与优化算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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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６９年１季度至２０１８年４季度，共２００个季度。股票市场数据为美国Ｓ＆Ｐ５００日度对数收
益，共１２６１１个交易日。变量描述性统计如表４所示。

表４ 描述性统计：股市波动率预测效果评估

变量 观测数 最小值 最大值 均值 标准差 偏度 峰度

日度收益率变量

Ｓ＆Ｐ５００收益率 １２６１１ －９．９４　 ４．７６　 ０．０１　 ０．４６ －１．００　 ２５．４５

季度宏观经济和金融市场变量

ＲＧＤＰ　 ２００ －１０．３７　 １１．１６　 ２．３９　 ３．００ －０．９７　 ６．４２

ＩＰ　 ２００ －２９．０３　 ２１．１６　 ２．１８　 ６．２８ －１．０９　 ７．２０

ＵＲ　 ２００ －０．９７　 １．７７　 ０．０１　 ０．３７　 １．４９　 ７．３６

ＨＳ　 ２００ －６９．０３　 ２３６．０３　 ６．９３　 ４２．１２　 １．７１　 １０．０３

ＣＰ　 ２００ －８８．０１　 ４０７．３５　 １１．２６　 ３７．２９　 ６．１２　 ６５．４７

ＰＣ　 ２００ －１３．１８　 １０．０５　 ２．８９　 ２．９７ －１．３２　 ８．６５

ＣＰＩ　 ２００ －８．８５　 １６．７４　 ４．０６　 ３．３１　 ０．８７　 ５．６０

ＰＰＩ　 ２００ －３７．７９　 ３１．６０　 ３．８９　 ７．６１ －０．２８　 ８．６４

ＣＦＮＡＩ　 ２００ －３．４１　 １．９２ －０．０２　 ０．８３ －１．５０　 ７．１２

ＮＯ　 ２００　 ２７．２７　 ７１．９０　 ５５．１０　 ７．４３ －０．８５　 ４．４５

ＭＢ　 ２００ －１９．９３　 ８２．５０　 ８．３７　 １２．３４　 ３．５２　 ２０．０１

ＣＳ　 ２００ －１４．７０　 １６．５０　 ０．０３　 ５．１５　 ０．０８　 ３．８０

ＲＤＶ　 ２００　 １．７６　 ９９．０４　 １０．１１　 １３．２１　 ３．３４　 １７．４２

ＩＶ　 ２００　 １．３９　 １８２．５３　 １３．７４　 ２６．６９　 ３．４０　 １５．８２

ＴＳ　 ２００ －１．４３　 ３．８０　 １．６８　 １．２１ －０．４７　 ２．５５

ＤＳ　 ２００　 ０．５６　 ３．０２　 １．０８　 ０．４４　 １．７６　 ６．８７

ＭＫＴ　 ２００ －９．７２　 ７．２９　 ０．４９　 ２．８８ －０．６８　 ３．９１

ＳＴＲ　 ２００ －８．６６　 ７．６６　 ０．４６　 １．８８ －０．１０　 ７．１６

ＶＩＸ　 ２００　 １４．１６　 ５０．３８　 ２３．３２　 ４．９２　 １．５０　 ７．６６

ＲＶ　 ２００　 ８．１４　 １１４３．４０　 ７０．１０　 １１４．２２　 ６．８０　 ５８．０６

　　实证分析考虑两种长期波动成分设定，第一种设定是将各低频变量的Ｋ＝１阶滞后期作
为解释变量，在长期波动成分中则有２０个解释变量；第二种设定是将每个低频变量的Ｋ＝
１２阶滞后期作为解释变量，对应２４０个解释变量。考虑到ＮＭ算法和ＢＦＧＳ算法的适用性，
对包含第一种设定和第二种设定的多变量模型分别使用ＮＭ和ＢＦＧＳ算法。

在仅考虑滞后１期低频宏观经济和金融市场变量时的变量选择结果如图２所示。多数变
量参数在λ≤６０时已收缩至０，例如代表宏观经济基本面的实际ＧＤＰ增速和工业产值增速
等。诸如ＰＰＩ，消费者情绪指数，ＶＩＸ和 ＭＫＴ等指标，则对长期波动成分具有较好的预测
能力，特别是股市收益因子 ＭＫＴ对应参数在λ＝１３０时收缩至０。在仅考虑滞后１期低频变
量时，对股票市场长期波动影响最大的变量是金融市场变量。以实际ＧＤＰ增速和工业产值
增速为代表的宏观经济基本面信息在预测股市波动中的作用实际被高估。

在长期波动成分中引入每个低频变量的１２个滞后期后进行变量选择，结果如图３所示。
在图３中，每个子图代表某个变量的１２个滞后期的参数收缩路径。本文发现，包括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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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宏观经济与金融市场变量参数路径 （Ｋ＝１）

注：图２为当Ｋ＝１时的宏观经济与金融市场变量参数路径，横轴表示调节参数取值，纵轴为θ
参数。

ＧＤＰ增速、工业产值增速、货币供应量、ＣＦＮＡＩ指数、实际ＧＤＰ波动率和通胀波动率等
宏观经济变量不同滞后期的参数较快收缩至０，例如工业产值增速ＩＰ的１２个滞后期变量
（图３第２子图）对应参数均在λ＜５０时收缩至０，说明工业产值增速对未来股市波动的预测
效果较弱。包括期限利差ＴＳ、违约利差ＤＳ等金融市场变量的参数也较快收缩至０，例如违
约利差ＤＳ的１２个滞后期变量 （图３第１６子图）对应参数在λ＜７５时均收缩至０。对于

ＨＳ，ＭＫＴ，ＳＴＲ，ＶＩＸ和ＲＶ等变量及其滞后期，对股市长期波动具有较明显的影响。代
表房地产发展的新增住房数量 ＨＳ对股市波动具有较强的预测作用，如图３第４子图所示，

ＨＳ滞后３期对应的参数在λ＞１５０时才收缩至０，说明美国房地产市场与股市波动具有较强
的联动性，考虑到房地产市场是虚拟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房地产市场与股票市场的高度联
动进一步印证虚拟经济脱离实体经济而自我膨胀发展的事实 （蒋彧等，２０２１；钱宗鑫等，

２０２１）。特别注意的是，代表历史股市波动的ＶＩＸ和ＲＶ是对股市长期波动预测能力最强的
变量，其中ＶＩＸ的滞后３期、ＲＶ的滞后１期变量在其他参数均收缩至０时仍然非零。本文
印证了Ｆａｎｇ等 （２０２０）的实证结果，即历史波动信息对股市长期波动的预测能力仍然优于
低频宏观经济和金融市场变量，因此从一种新的混频ＧＡＲＣＨ模型设定视角为金融波动率
预测问题提供了新证据。

基于图２和图３的股市波动率预测因子选择研究可得如下结论：第一，宏观经济基本面
信息在预测股市波动中的作用被高估；第二，金融市场变量特别是历史波动率信息仍然是最
有效的股市波动预测因子；第三，在全球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背离的背景下，房地产市场与
股票市场之间具有较强的联动特征。对于投资者而言，为规避股市波动时应更多关注于历史
股市波动信息，而非宏观经济基本面信息；对政策制定者和监管者而言，除关注历史波动信
息外，还应重点关注房地产市场与股票市场之间的联动关系，避免房地产市场过热导致的股
市剧烈波动以及金融体系不稳定。

２．经济不确定性溢出效应
本文的第二种实证应用为探讨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经济不确定性信息对中国股票市场

（沪市）波动的溢出效应，旨在筛选出对中国股票市场影响最强的不确定性信息，既能扩展
不确定性信息溢出对股市波动的影响研究，亦能为中国股票市场波动风险防范提供依据。近
年来，大量研究探讨不确定性信息对金融波动的影响，根据金融波动的 “反周期”特征，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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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宏观经济与金融市场变量参数路径 （Ｋ＝１２）

注：图３为当Ｋ＝１２时的宏观经济与金融市场变量的参数路径，横轴表示调节参数取值，纵轴为θ
参数。每个子图代表某个低频变量的１２个滞后期，“Ｌ１”表示变量滞后１期。考虑到变量个数较多，将

各变量放在２０个子图中，每个子图中包含１２条线，代表该变量的１２个滞后期在变量选择中的参数路径。

设定相同的坐标轴取值范围以使得不同子图中的参数收缩路径可以相互比较。

衰退或不确定性较高的时期，金融波动越剧烈 （Ｅｎｇｌｅ等，２０１３）。例如Ａｓｇｈａｒｉａｎ等 （２０１３）
指出宏观经济不确定性越高，美国股市波动越剧烈；雷立坤等 （２０１８）、夏婷和闻岳春 （２０１８）
分别研究了中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股市波动的影响效应。然而，关于中国以外的不确定性信
息对中国股市波动的溢出效应研究不足。面对诸多不确定性信息，投资者和政策制定者及监管
者如何更好应对外部不确定性冲击。本部分将对此问题进行探讨。

·８５１·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２０２１年第１２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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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考虑的不确定性度量指标如下：美国、德国、意大利、英国、法国、加拿大、日本、
俄罗斯、巴西、新加坡、韩国和澳大利亚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标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ｏｌｉｃｙ　Ｕｎｃｅｒ－
ｔａｉｎｔｙ，ＥＰＵ），以及美国的宏观不确定性 （Ｍａｃｒｏ　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ｙ，ＭＵ）和金融不确定性 （Ｆｉｎａｎ－
ｃｉａｌ　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ｙ，ＦＵ）。考虑到中国香港市场与内地市场之间的密切关联，本文还纳入了中国
香港ＥＰＵ和中国内地ＥＰＵ。股市收益率为上证综指日度对数收益率，不确定性指标为月度数
据，时间跨度为２００３年１月至２０２０年１２月。上证综指来自 ＷＩＮＤ数据库，各国家和地区的

ＥＰＵ数据来自Ｂａｋｅｒ等 （２０１６）创建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网站，美国ＦＵ和ＭＵ数据来自Ｓｙｄ－
ｎｅｙ　Ｌｕｄｖｉｇｓｏｎ的个人网站①。ＥＰＵ主要基于各地媒体报纸中出现不确定性相关字词的频率构
建。其中，中国内地ＥＰＵ基于中国内地主要媒体报纸中出现经济、政策和不确定性相关词组
的频率构建，中国香港ＥＰＵ则基于香港主流报纸媒体数据构建②。变量描述性统计如表５
所示。

表５ 描述性统计：经济不确定性溢出效应

变量 观测数 最小值 最大值 均值 标准差 偏度 峰度

日度收益率变量

上证综指收益率 ４３７３ －９．２６　 ９．０３　 ０．０２　 １．５７ －０．５２　 ７．６６

月度经济不确定性变量

中国ＥＰＵ　 ２１６ －１．２１　 １．１４　 ０．０１　 ０．３８　 ０．０６　 ０．３５

美国ＥＰＵ　 ２１６ －０．６４　 ０．６８　 ０．００　 ０．１９　 ０．２５　 １．７５

德国ＥＰＵ　 ２１６ －０．８９　 １．２４　 ０．００　 ０．３９　 ０．３１　 ０．０６

意大利ＥＰＵ　 ２１６ －０．９０　 １．０６　 ０．００　 ０．３２　 ０．０８　 ０．９１

英国ＥＰＵ　 ２１６ －０．９１　 ０．７６　 ０．００　 ０．２９ －０．０８　 ０．０５

法国ＥＰＵ　 ２１６ －１．０８　 １．１３　 ０．００　 ０．３７　 ０．１２　 ０．７４

加拿大ＥＰＵ　 ２１６ －０．６７　 ０．７４　 ０．０１　 ０．２７　 ０．２７　 ０．１３

日本ＥＰＵ　 ２１６ －０．６４　 ０．６４　 ０．００　 ０．２０ －０．１５　 ０．９３

俄罗斯ＥＰＵ　 ２１６ －１．５３　 １．４５　 ０．０１　 ０．５７ －０．０３　 ０．０４

巴西ＥＰＵ　 ２１６ －１．３３　 １．４２　 ０．００　 ０．５０ －０．０３　 ０．１２

中国香港ＥＰＵ　 ２１６ －１．３５　 １．５１　 ０．００　 ０．４８　 ０．１７　 ０．２３

新加坡ＥＰＵ　 ２１６ －０．５７　 ０．６４　 ０．００　 ０．１８　 ０．２４　 ０．４６

韩国ＥＰＵ　 ２１６ －０．８０　 １．１６　 ０．００　 ０．３２　 ０．２５　 ０．８３

澳大利亚ＥＰＵ　 ２１６ －１．６７　 １．２５　 ０．００　 ０．３９ －０．０８　 １．２１

美国ＦＵ　 ２１６　 ０．５４　 １．１１　 ０．６７　 ０．１１　 １．９５　 ３．７５

美国 ＭＵ　 ２１６　 ０．６４　 １．５５　 ０．８８　 ０．１７　 １．４５　 ２．４３

　　考虑滞后１２期经济不确定性的变量选择结果如图４所示。第一，中国内地ＥＰＵ是最主
要的股市波动驱动因素，且各滞后期均具有较大的影响规模 （图４第１子图）。第二，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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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网站为ｐｏｌｉｃｙ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ｙ．ｃｏｍ。Ｓｙｄｎｅｙ　Ｌｕｄｖｉｇｓｏｎ的个人网站为ｓｙｄｎｅｙｌｕｄｖｉｇｓｏｎ．ｃｏｍ。

构建中国内地ＥＰＵ所使用的关键词包含三个层面：（１）不确定性层面：不确定／不明确／不明朗／未明／难料／难
以预计／难以估计／难以预测／难以预料／未知；（２）经济层面：经济／商业；（３）政策层面：财政／货币／证监会／银监会／财
政部／人民银行／国家发改委／开放／改革／商务部／法律／法规／税收／国债／政府债务／央行／外经贸部／关税／政府赤字。构建
中国香港ＥＰＵ所使用的关键词与上述关键词类似。



图４　经济不确定性变量参数路径 （Ｋ＝１２）

注：图４展示了当Ｋ＝１２时的经济不确定性变量参数路径，横轴表示调节参数取值，纵轴为θ参

数取值。每个子图代表某个低频变量的１２个滞后期， “Ｌ１”表示变量滞后１期。考虑到变量个数较

多，将各变量放在１６个子图中，每个子图中包含１２条线，代表该变量的１２个滞后期在变量选择中的

参数路径。设定相同的坐标轴取值范围以使得不同子图中的参数收缩路径可以相互比较 （除最后两个

子图）。ＵＳＦ和ＵＳＭ分别代表美国ＦＵ和 Ｍ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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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德国、意大利、加拿大在内的发达市场ＥＰＵ对中国股市波动具有较强的溢出效应。
美国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经济政策对全球经济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例如金融危机后实施
的量化宽松政策给全球经济带来了深刻影响；德国和意大利是欧盟的发达工业国，与中国之
间存在密切的贸易往来，使得德国和意大利ＥＰＵ与中国股市波动具有较强的关联，体现了

Ｔｒｅｖｉｎｏ（２０２０）提出的信息溢出的基本面渠道。第三，中国香港ＥＰＵ对内地股市波动具有
较强的溢出效应，且强于主要发达市场ＥＰＵ，中国香港是亚洲地区最重要的金融市场之一，
对内地市场存在较强的溢出效应。第四，基于美国宏观和金融基本面的不确定性 ＭＵ和ＦＵ
对中国股市波动的溢出效应并不明显。

对投资者而言，除了关注中国内地和中国香港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外，还应关注美国、
德国、意大利和加拿大等国家的政策变动情况，以便未雨绸缪并及时对投资进行调整，避免
股市波动风险带来的损失；对政策制定者和监管者而言，应加深对信息溢出的基本面渠道的
理解，在应对不确定性信息外溢时，监测美国、德国、意大利和加拿大等发达经济体的政策
不确定性，以防范政策外溢给中国股市带来的异常冲击。

四、主要结论

本文放宽传统混频ＧＡＲＣＨ模型的Ｂｅｔａ权重函数约束，基于线性预测模型设定，在混
频ＧＡＲＣＨ模型中提出一种无权重函数约束的长期波动成分，并引入Ｔｉｂｓｈｉｒａｎｉ（１９９６）的

ＬＡＳＳＯ惩罚函数进行低频变量选择，以确定对长期波动成分预测能力最强的低频变量。本
文通过证明和数值模拟发现，无权重函数约束的混频ＧＡＲＣＨ模型的参数路径克服了变量
非标准化和参数跳跃问题，避免了参数不可识别性，能更好揭示低频变量不同滞后期的影
响。本文还对比了单纯形法、ＢＦＧＳ算法、遗传算法、集群智能算法和Ｊａｙａ算法在估计惩
罚似然函数中的精度和有效性，数值模拟发现，在较小样本和变量数量时，单纯形法具有更
高的变量选择精度，可被视为ＢＦＧＳ的替代算法。本文使用实际数据对无权重函数约束的混
频ＧＡＲＣＨ模型进行了实证应用。未来研究可以考虑基于Ｔｗｉｎ　Ａｄａｐｔｉｖｅ　ＬＡＳＳＯ、Ｅｌａｓｔｉｃ
ｎｅｔ和图结构约束等构建不同的惩罚似然函数，亦可使用诸如坐标上升算法、随机梯度算法
等估计惩罚似然函数，以期探究能否进一步提升估计精度和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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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６１·一种基于ＬＡＳＳＯ的多变量混频ＧＡＲＣＨ模型设计与优化算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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