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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绿色债券与企业环境社会责任 

李戎 

中国人民大学中债研究所 

绿色债券是支持企业绿色转型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金融工

具。那么，绿色债券的发行是否有助于提高企业环境社会责任

呢？本文利用上市公司绿色债券发行数据和 ESG 指标，采用双重

差分法分析绿色债券发行后，上市公司的环境社会责任是否显著

提高。初步分析的结果表明，绿色债券对上市公司环境社会责任

的影响不显著，这可能是由于现阶段发行绿色债券的上市公司数

量较少，导致处置组样本量较少，控制组样本量过大。下一步，

本文将采用倾向匹配得分法选取合适的控制组，进行更加精准的

分析。 

(一) 引言及相关文献 

日益严峻的全球气候变暖问题迫使各国决策者重点关注经

济增长和环境的可持续性问题。联合国最新的可持续发展目标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报告指出，全球气候灾害

频率上升的问题是由全球经济增长模式导致的。原因在于，各国

经济增长普遍依赖于化石燃料的消费，过度的碳排放带来了生态

困境和气候变化。近年来，全球范围内对这一经济增长模式进行

了反思，然而，现有的可再生能源解决方案尚未达到预期的效果

以充分发挥潜力。 

在经济的各个部门中，工业部门是碳排放最大的部门，传统

的工业增长的模式塑造了最近几十年来气候变化的轨迹。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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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各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以支持绿色金融创新，试图通过

金融手段倒逼工业部门进行增长模式的转变。联合国全球环境规

划署指出需要重新定位全球资本市场以保障到 2030 年实现可持

续发展目标。 

在这一战略的指导下，资本市场和公司融资机制成为了转变

发展模式的主要政策工具。因此，绿色债券或气候债券开始在全

球资本市场中逐渐占据重要地位。2009 年，世界银行在全球资

本市场首次推出了绿色债券，目标是恢复全球可持续性生态系统

中的环境和社会平衡（世界银行，2009 年）。继亚的斯亚贝巴

行动议程之后，绿色债券开始吸引个人和机构投资者的注意力，

2016 年，来自中国、欧盟和美国的债务人开始占领绿色债券市

场。联合国全球契约（2019 年）报告发布后，绿色债券再次在

全球投资者中占据重要地位。 

从增长限制的角度来看（Meadows，1974），绿色债券的引

入在全球可持续性战略中占有重要地位。随着自然资源消费继续

推动不受约束的经济增长，那么现有的自然资源不仅将开始迅速

减少，而且对自然资源的需求增加可能会造成社会阶层的失衡。

因此，为了解决环境和社会问题，绿色债券可能被视为一种可行

的解决办法。然而，绿色债券的生态和社会影响还没有得到充分

的讨论。尽管绿色债券是支持可持续发展和绿色转型的重要金融

工具，但没有足够的证据表明这种金融产品如何在全球范围内同

时发挥金融和绿色转型这两个关键作用。那么，绿色债券对企业

的环境社会责任究竟带来了何种影响，现阶段的绿色债券能不能

推动绿色转型？这一问题将是本研究的重点。本研究旨在通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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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绿色债券发行对企业环境和社会责任的影响，并根据研究结果

给出基于绿色债券促进可持续发展的相关建议。 

 

相关文献综述 

Zerbib（2019）对绿色债券的社会生态影响评估进行了最早

的研究，作者通过分析环境偏好对绿色债券溢价的影响。作者强

调，提高环境质量的需求是绿色债券需求的主要驱动因素。这些

发现与 Agliardi 和 Agliardi（2019）获得的结果相关，他们分

析了供给侧方面。作者发现，股东的环保意识和政府的环保税收

优惠可以对绿色债券的价格产生积极影响。考虑到中国上市公司

的业绩，Zhou 和 Cui（2019）分析了绿色债券发行公告对公司社

会责任（CSR）活动的影响。Rebredo（2018）进一步报告说，绿

色债券交易产生的积极环境外部性简化了可再生能源解决方案

在全国的实施和推广。Wang 和 Zhi（2016）等人研究了绿色债券

融资参与环境保护的可能机制。Clapp 等人（2015 年）的研究对

绿色债券在构建低碳经济中的作用进行了全面分析并提出了一

系列建议。Flammer（2020）进行的研究中，讨论了绿色债券在

塑造对环境负责的企业方面的重要性，同时指出了利用绿色债券

作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公共政策工具的重要性。Flammer

（2020）专注于环境方面，Braouezec 和 Joliet（2019）分析了

绿色债券在塑造社会责任企业方面的作用。 

上述研究证明了企业向社会生态进化的运营和战略转型，以

及绿色债券作为公共政策工具的工具化。在中国背景下，Ng

（2018）提出了实施机构合法性和政策层面重组以确保绿色债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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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持的不同方案。在绿色债券运作的制度化过程中，有必要保护

投资者的利益，同时解决气候变化问题。这方面对于确定投资者

对绿色债券的需求至关重要。Gianfrate 和 Peri（2019）的研究

在欧洲绿色债券市场上对此进行了分析，将绿色债券的需求和供

给端结合起来，讨论其生态影响。Huynh 等人（2020）从投资组

合多样化的角度进一步分析了绿色债券，指出了这些资产的潜在

避险性质，并解释了为什么这些新金融工具对投资者具有吸引

力。Nguyen 等人（2018）在越南的案例中指出，对实现高经济

增长的偏好可能会阻碍绿色金融解决方案的实施。国际上普遍存

在的政治不稳定被认为是这一障碍背后的第二个主要原因。在类

似的背景下，Urban 等人（2018）已经表明，可持续发展的倾向

推动了绿色债券的增长。然而，决策者认识到绿色债券潜力的作

用在创造积极的社会生态溢出效应方面仍然至关重要。Banga

（2019 年）考虑了发展中国家的这一研究问题，因为绿色债券

的发行可能对这些国家至关重要。 

虽然许多研究在不同背景下考虑了绿色债券的社会生态影

响，但缺乏全面的可持续发展政策框架。理论上，绿色债券可以

用作确保工业部门承担社会和环境责任的政策工具，但这一点尚

未得到实证证实。尽管绿色债券是在千年发展目标制度期间形成

的，但在可持续发展时代，绿色债券的作用变得更加重要，因此，

需要解决全面政策框架的缺失问题。 

 

(二) 绿色债券和企业环境社会责任概述 

2.1 绿色债券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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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债券是一种实践先行、理论跟随的债券工具，通过对现

有应用进行总结、归纳进而得出相关概念。就目前来看，全球范

围内对绿色债券已有多种不同又重叠的定义，但各国尚未形成一

个统一、明确的定义，各国对绿色债券的定义和范围划定也各有

差别。 

《绿色债券原则》中对绿色债券的定义为：绿色债券是一种

用来为合格绿色项目提供融资和再融资的债券工具，合格绿色项

目需满足四大核心要素的要求，即（1）募集资金用途；（2）项

目评估与遴选流程；（3）募集资金管理；（4）报告。 

根据我国《绿色债券发行指引》的定义来看，绿色债券指的

是在绿色低碳项目发展期间使用的募集资金，项目种类涵盖节用

于节能减排领域的技术改造项目、用于能源清洁领域的高效技术

项目、用于开发新能源的项目、用于开发非常规水资源的项目、

用于防治污染的项目以及用于节能与环保领域的项目等。可以

说，绿色债券可被视作企业遵循可持续发展战略要求而出现的融

资行为，属于中长期融资工具的一种。2021 年证监会等三部委

联合印发的《绿色债券支持项目目录》中统一了绿色债券的界定

标准，并进一步规范了绿色债券支持项目，使绿色债券管理结构

更加严谨科学并与国际标准看齐。 

与传统企业债券不同，绿色债券有鼓励企业重视环保的价

值，因此其在发行政策上享有一定优惠，例如，多地通过政府补

贴降低绿色债券的发行成本，在特别通道进行审批提升发行审核

效率。尤其是绿色企业债和公司债较绿色金融债突破更多企业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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券限制，享有更低频率披露、部分无关资金补值还贷、上市公司

子公司可发等权利。 

从定义中不难发现，绿色债券可以将社会环境利益、企业经

济利益二者之间相结合，在形式上有所创新，能够对企业内部的

经济结构予以稳定，同时能够在金额上提高社会的绿色环保投资

规模。也正因如此，绿色债券市场在国内的发展得到了相关政府

部门的支持，政府部门下发的优惠政策主要包括如下三类：一是

项目总投资中 80%都可用于绿色债券的发行，以便于获取更多募

集资金。在此情况下，若绿色债券本身利息较低且占比较高，则

会令企业降低融资成本，有益于绿色债券发行条件的优化；二是

政府部门已经明确提出了绿色债券发行企业不会受到债券发行

指标的限制，企业资产负债比在 75%以下时需要对债券发行规模

进行核定，此时不会考察其他信用类型产品。根据《证券法》可

知，绿色债券的发行不受 40%这一约束指标的影响，可以在规模

上扩大发行，有益于融资风险的下降；三是募集而来的资金不仅

可用于绿色项目的开发与建设，还可以用于运营资金的补充、银

行贷款的偿还，比例不再是过去的 40%，而增至 50%，这一点是

普通债券发行所无法享受的。可见，我国对于绿色债券的发行在

政策方面的支持力度较大。 

2.2 企业环境社会责任 

随着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的高速提升，发展工业造成的环境

问题日益凸显，空气污染、水资源短缺、能源紧张因给生产生活

带来的影响被经常性诟病。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发展理念和对气候变化意义重大的双碳目标都要求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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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作为社会的细胞，不能再仅关注利润最大化，而是应该将在生

态环境保护方面包括法律责任和道德责任在内的企业社会责任

纳入经营决策之中，从而推进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的提升。 

企业环境社会责任的驱动主要来自主观与客观两方面因素。

主观因素为企业环境社会责任对企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能够帮助企业树立良好的品牌和社会形象，从而提升产品的知名

度和消费者满意度。同时，溢出效应指出企业环境社会责任的树

立可以带动其供应链的绿色转型，从而形成环保体系，保证长期

利益的实现。客观因素为社会大众对企业看法的转型，当太多企

业能够提供就业岗位后，社会更加关注企业作出的额外贡献。此

外，针对环境议题，国内外发布多项公约与立法规范企业的环境

行为，使企业承担环境社会责任成为经营的必然要求。 

绿色声誉是企业环境社会责任的衡量指标之一，企业的绿色

声誉是以绿色管理已获得一定成果为前提，与其他同业竞争者相

比，一个企业凭借绿色管理历史和前景对其利益相关者产生的吸

引力。这意味着企业的绿色声誉将直接影响企业的经营成果。具

体来说，一个企业优秀的绿色声誉可以为其赢得利益相关者的认

同和支持，即迎合消费者日益增加的绿色产品需求、符合融资资

信考察体系的要求以降低融资成本、保持绿色供应链的竞争力、

获得雇员的忠诚和政府的支持以及赢得环保组织和媒体的赞扬

与宣传，从而获得更多的利润。 

绿色声誉的实现并非一蹴而就，需要通过大量专项资金的投

入并在专业人士的经验指导下经过漫长积累和实践检验形成，并

在绿色管理的不断创新和改进后形成增值。并且，稍有不慎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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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环境丑闻都会使这种企业的无形资产迅速贬值甚至难以被修

复和改观。因此，实现绿色声誉对于企业并非易事，因此给企业

竞争力带来的增值更加珍贵且显著。 

2.3 绿色债券对企业环境社会责任的影响分析 

绿色债券的实质就是将绿色概念与债券的经济意义相结合,

由于其旨在专门用于投资解决环境问题的绿色项目，因此自然与

企业环境社会责任密不可分。《绿色债券支持项目目录》显示，

如若发行绿色债券，企业必须通过绿色项目的审核，这意味着企

业申报经营活动必然属于环保范畴，从而对企业环境社会责任起

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同时，绿色债券的发行需要聘请第三方机

构对绿色项目的属性进行认证评估，并保证按时披露募集资金的

使用情况，特别是绿色金融债，需要每季度披露绿色债券募集资

金的使用情况，这意味着企业环境保护相关信息披露力度加大，

起到了对企业环境社会责任履行的监督作用。 

然而事实情况也并非绝对乐观。首先，为了得到政府对绿色

债券的优惠政策并享受审批的快速通道，同时绿色公司债和企业

债确实允许一部分资金用于公司其他项目的补贴和还贷，这意味

着绿色债券发行人可能存在债券“漂绿”的行为，即通过声称的

方式发行绿色债券却将募集资金用于高污染高排放项目，从而没

有真正与企业环境社会责任挂钩。其次，作为可持续发展时代的

新兴产物，绿色债券的公共监管相对缺失，非强制的分权化私人

治理模式使绿色债券发行认证的第三方机构标准良莠不齐，无法

形成统一的评估标准，缺乏对企业环境社会责任影响的可靠性。

第三，由于全社会对环境信息披露意识的相对淡薄，可能出现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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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化的披露信息，不能完全反映出绿色债券是否切实作用于企业

环境社会责任从而回归保护环境的本质价值。 

本文的主要研究目的就是考察绿色债券的发行，对上市公司

的环境社会责任是否有正向的影响，为今后进一步使用金融政策

工具推动绿色转型提供参考。 

 

(三) 数据和实证设计 

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本文以 A股上市公司 2013-2020 年的数据作为分析样本，共

搜集到 4631 家 A 股上市公司连续 8 年的数据，共计 37048 个观

察值，各家上市公司的数据均来自 Wind。在剔除样本中财务数

据缺失的上市公司后，最终获得 2329 家上市公司 18632 个有效

观测值。 

在本文的上市企业样本中，绿色债券发行始于 2016 年，彼

时有两只绿色债券成功发行，募资总额 15 亿元。最近五年来，

上市公司的绿色债券发行数量呈现波动上升趋势，发行额度在

2016-2019 年之间明显上升，但是受到疫情影响，在 2020 年的

发行数量和额度都有所下降，随后在 2021 年有一定程度的回复。

相信随着疫情的控制和绿色转型的不断深入，绿色债券的发行规

模将进一步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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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016 年-2021 年上市公司发行绿色债券数量和总额 

 

实证策略和变量设定 

本文采用双重差分法进行分析，其原理为将样本中的企业分

为处置组和控制组，其中处置组为样本期间发行过绿色债券的企

业，控制组为样本期间从未发行过绿色债券的企业。通过分析两

组公司的相关指标，考察绿色债券是否有效提升企业环境社会责

任。 

2.1 被解释变量 

华证 ESG 评价体系以 ESG 的核心内涵和发展经验为基础，结

合国内市场的实际情况，自上而下构建了三级指标体系。该体系

具体包括了 3 个一级指标、14 个二级指标、26 个三级指标一级

超过 130 个底层数据指标，涉及 AAA-C 共九档评级。从覆盖企业

数量和时间来看，华证 ESG 评级均有较好地参考价值。因此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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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取 Wind 中华证 ESG 评级数据考察样本中上市公司在环境表现

（E）、社会责任（S）与公司治理（G）三个方面的综合表现。 

对于华证 ESG 评级结果，按照 AAA-C 的评级结果由高到低的

顺序进行赋值，最高 AAA 级赋值为 9，以此类推，最低级别 C赋

值为 1。具体赋值结果如下表所示： 

评

级 

A

AA 

A

A 

A B

BB 

B

B 

B C

CC 

C

C 

C

赋

值 

9 8 7 6 5 4 3 2 1

 

2.2 实证策略和主要解释变量 

本文关注发行绿色债券对于上市公司环境表现、社会责任与

公司治理（ESG）的综合影响，所以采用绿色债券的虚拟变量为

关键解释变量。绿色债券变量从第一次发行绿色债券起赋值为1，

否则为 0，例如上市公司 2017 年第一次发行绿色债券，则 2017

年及以后年份都赋值为 1，以前年份赋值为 0。按照这一方法，

本文将上市公司分为了曾经发行过绿色债券的处置组和从未发

行过绿色债券的控制组。组间的 ESG 指标的差异，即为绿色债券

对企业环境社会责任的影响。 

2.3 控制变量 

本文采用的控制变量包括：资产回报率（ROA）、高管薪酬

（PAY）、股权集中度（TOP 10）、机构持股（INST）、资产负

债率（Lev）、成长能力（GROWTH）、公司规模(SIZE)、上市年

龄（AGE0 和公司属性（PROPER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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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定义 

变 量

名 

变量内涵 度量方法 

ESG 环境、社

会与公司治理 

华证ESG评级数据，取值为1-9，

赋值越高，ESG 表现越好 

GREE

N 

绿色债券 1 代表发行绿色债券，0 代表未

发行绿色债券 

ROA 资产回报

率 

税后净利润/总资产 

PAY 高管报酬 管理层年度薪酬总额的对数 

TOP1

0 

股权集中

度 

前十大股东持股比例合计 

INST 机构持股

比例 

机构持股比例合计 

Lev 资产负债

率 

期末负债总额。期末资产总额 

GROW

TH 

成长能力 营业收入同比增长率 

SIZE 公司规模 总资产的对数 

AGE 上市年龄 截止当期上市年限的对数 

PROP

ERTY 

公司属性 1 代表国有企业，0 代表非国有

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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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构建 

 

ESGi,t=αi+β·GREENi,t+ƳXi,t-1+PRO_GREENi,t+εi,t 

 

其中 i表示上市公司个体，t 表示年份，ESGi,t为因变量，即

代表上市公司在时间 t 的环境、社会与公司治理；GREENi,t是代

表上市公司 i 

Varia

ble 

 

Obs 

 

Mean 

S

td.De

v. 

  

Min 

 

Max 

ESG  

18632  

6

.5249 

1

.2399 

1 9 

GREEN  

18632  

0

.0037 

0

.0607 

0 1 

ROA  

18632  

0

.0279 

0

.8228 

-1

4.3017 

10

8.3657 

PAY  

18632  

6

.2437 

0

.7643 

3.

0643 

9.

7342 

TOP10  

18632  

0

.5582 

0

.1523 

0.

0132 

1.

0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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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时间 t 是否发行过绿色债券；Xi,t-1 为控制变量集，

PRO_GREENi,t 为上市公司的公司属性与上市公司是否发行过绿色

债券的交互项，εi,t为随个体和时间而改变的扰动项。此外，本

文还控制了企业固定效应。 

实证分析 

4.1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4.2 回归分析 

从下表中看出，绿色债券的发行，并不能够提高企业 ESG 指

标，即绿色债券对提高企业环境社会责任的影响不显著。这一结

果在是否施加控制变量和时间固定效应的情况下都是稳健的。究

INST  

18632  

0

.4236 

0

.2260 

0.

000001 

3.

2673 

Lev  

18632  

0

.4617 

0

.2398 

-0

.1947 

8.

6118 

GROWT

H 

 

18632  

0

.1757 

1

.5753 

-3

.7281 

10

7.0656 

SIZE  

18632  

1

3.283

5 

1

.5232 

6.

951 

21

.9275 

AGE  

18632  

0

.4251 

0

.7059 

0 4.

3567 

PROPE

RTY 

 

18632  

0

.4251 

0

.4947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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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原因，可能是由于我国绿色债券刚刚起步，A股四千余家上市

公司中，绿色债券的发行只有一百余支，导致处置组样本量较少，

估计结果可能有偏。为此，本文需要对控制组进一步进行处理，

以便重新深入探索绿色债券的影响。 

表: 双重差分回归结果 

 

Variable 

Reg1 Reg2 Reg3 

 

Coef. 

P

>|t| 

 

Coef. 

P>

|t| 

 

Coef. 

P>

|t| 

GREE

N 

-0.

0028 

0

.987 

0

.1870 

 

0.277 

0.

0039 

0.

984 

ROA       -0

.0042 

0.

125 

PAY      0.

0098 

0.

707 

TOP1

0 

     -0

.1883 

0.

196 

INST     0.

3578 

0.

000 

Lev     -0

.6299 

0.

000 

GROW

TH 

    0.

0023 

0.

507 

SIZE      0.

2632 

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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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E     -0

.3621 

0.

000 

PROG

REEN 

     0.

1324 

0.

645 

年份 NO  Y

ES 

 YE

S 

 

cons

tant 

6.5

249 

0

.000 

 

6.389 

 

0.000 

 

3.9970 

0.

000 

 

本文首先关注的指标是上市公司是否发行过债券，筛选掉从

未发行过债券的公司，还剩下 564 家上市公司的 4512 个观测值。

描述性统计如下： 

表：剔除从未发行过债券的上市公司后的描述性统计 

 

Variable 

 

Obs 

 

Mean 

St

d.Dev 

  

Min 

 

Max 

ESG  

4512  

7.

0882 

1.

1666 

1 9 

GREEN  

4512  

0.

0153 

0.

1227 

0 1 

ROA  

4512  

0.

0344 

0.

0610 

-2.

071 

0.3

858 

PAY  

4512  

6.

6636 

0.

8242 

3.6

093 

9.6

488 

TOP10  0. 0. 0.1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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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12  6089 1601 272 116 

INST  

4512  

0.

5178 

0.

2226 

0.0

000 

1.1

229 

Lev  

4512  

0.

5655 

0.

2023 

0.0

198 

3.2

619 

GROWTH  

4512  

0.

1673 

1.

1828 

-0.

9971 

71.

2345 

SIZE  

4512  

14

.6334 

1.

7830 

9.7

290 

21.

9276 

AGE  

4512  

2.

5338  

0.

6619 

0 4.3

567 

PROPER

TY 

 

4512  

0.

6134 

0.

4870 

0 1 

 

    接下来，本文对新的样本进行了双重差分的回归分析。

结果发现，在剔除掉从未发行过债券的公司样本后，绿色债券对

上市公司 ESG 仍然未体现出显著影响。这一结果仍然存在两种可

能，第一是现阶段绿色债券确实没能提升企业的环境社会责任；

第二种可能是控制组范围仍然过大，需要进一步缩小。为了获得

更为严谨的实证结果，本文接下来的分析将使用倾向得分匹配的

方法选取出合适的控制组。 

表：剔除掉从未发行过债券的公司后的实证结果 

 

Variable 

Reg4 Reg5 Reg6 

 P>  P>|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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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ef. |t| Coef. t| Coef. t| 

GREEN -

0.002

8 

0.

987 

-0

.0082 

 

0.962 

-0.

1032 

0.6

06 

ROA       0.4

094 

0.3

32  

PAY      0.1

045 

0.0

44 

TOP10      0.2

691 

0.2

98 

INST     0.0

634 

0.6

22 

Lev     -0.

5156 

0.0

21 

GROWTH     -0.

0140 

0.0

00 

SIZE      0.1

377 

0.0

04 

AGE     -0.

3088 

0.0

07 

PRO_GR

EEN 

     0.1

207 

0.6

80 

年份 N

O 

 YE

S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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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a

nt 

7

.0883 

0.

000 

7.

1086 

 

0.000 

5.2

747 

0.0

00 

 

(四) 结论 

本文关注绿色债券对企业环境社会责任的影响。利用上市公

司绿色债券发行数据和 ESG 指标，采用双重差分法分析绿色债券

发行后，上市公司的环境社会责任是否显著提高。初步分析的结

果表明，绿色债券对上市公司环境社会责任的影响不显著，这可

能是由于控制组选取的问题导致的。下一步，本文将采用倾向匹

配得分法选取合适的控制组，进行更加精准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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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债券信用评级模型研究 

类承曜 邓晴元 

(一) 背景 

1.1. 我国信用债违约情况概述 

（一）信用债违约趋于常态化 

自 2014 年“11 超日债”成为我国首例违约债券以来，债券

市场违约现象频现，“刚性兑付”的预期不断被打破，债券违约

日益增多。如图 1 所示，从首次违约的时间分布来看，2015-2016

年、2018-2019 年为两次违约高峰。2014 年-2016 首次违约主体

数量持续增加，2016 年，煤炭、钢铁、机械、有色等产能过剩

行业成为违约的高风险领域，并出现了以东特钢为代表的违约事

件。16 年上半年内新增 12 个违约发行人，实质违约债券 25 只，

超过了 14、15 年两年违约的案例总量。直到 16 年四季度启动供

给侧改革，大量淘汰过剩产能，“剩”者为王，过剩产能行业龙

头基本面出现明显转机，2016 年达到阶段性高峰，新增 28 家违

约主体。2017 年首次违约主体和金额均大幅下降，之后 2017 年

年底融资环境收紧，2018 年强监管、紧信用和资管新规等一系

列监管措施出台，带来非标转标、表外回表的去杠杆的过程，导

致信用收缩和配置退潮之后违约的出现，2018 年-2019 年新增违

约主体数量和金额陡增，其中 2019 年新增违约主体数量和金额

为历年最高，共 43 家违约主体、涉及违约金额 1753.3 亿元。2020

年信用债违约延续常态化，累计违约率再创新高，2020 年以来，

共有 140 只信用债发生违约，其中包括 28 家新增违约主体。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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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仅上半年，债券违约规模就已接近 984 亿元，大幅超过 2020

年的同期水平。 

 

图 1  信用债违约规模与数量 

数据来源：Wind 

 

（二）违约主体以民企为主，违约国企数占比持续上升 

从违约主体属性来看，信用债违约主体主要分布在民营企

业，但违约国企数占比持续上升。2014 年以来违约的民企共 138

家，占比 79.2%；国企 36 家，占比 20.7%。如果说民企是 17-19

年违约潮的主角，2020 年国企信仰的冲击则更为明显。2020 年

1-11 月违约国企数占比已达到 36.0%。违约国企不仅包含校企背

景的弱资质国企，如清华紫光、北大科技园，也有国资委背景的

永城煤电、华晨汽车等，国企债刚兑信仰受到较大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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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违约主体性质情况 

数据来源：Wind  

 

（三）违约主体行业分布集中于制造业，地域集中于东部地

区 

从违约主体行业分布来看（图 3），信用债违约较为集中的

行业包括制造业、综合、批发与零售贸易、建筑业、交通运输与

仓储业等，制造业占比达到 42%。从违约主体地域分布来看（图

4、图 5），信用债违约集中分布于东部地区。北京市违约主体

数和违约金额均居于首位，违约主体数量为 22家，占比为 12.4%；

广东违约主体数量居于第二位，江西省、西藏自治区无违约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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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违约主体行业分布 

数据来源：Wind 

 

图 4  违约主体地域分布 

数据来源：Wind 

 

图 5  违约主体地域分布地图 

数据来源：Wind  

 

（四）违约主体信用评级整体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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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违约主体评级来看，信用债违约主体发行时和违约前评级

均较高， 其中 AA级主体占比最高，并且评级中枢有上移趋势。

对于发行时信用主体评级，AA 级及以上主体占比为 82.8%，对于

首次违约前一个月违约主体评级相对分散， AA 级及以上主体占

比为 38.2%，A-级及以上占比为 68.4%。今年广受关注的永煤控

股、华晨汽车、紫光集团违约前一个月外部评级为均为 AAA 级。 

 

图 6  违约主体债券发行时主体评级 

数据来源：Wind  

 

图 7  违约主体违约前一月主体评级 

数据来源：Wind  

（五）对市场的影响 

国内债券市场，违约逐步常态化叠加违约债券处置效率不够

充分（处置时间长、回收率低等
1
），对市场定价、投资者、企

 
1
 详见中债研究所 2020 年报告《债券违约处置机制与债券市场风险化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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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都有重大影响。2016 年以来市场对信用风险的担忧逐渐加大，

高低等级信用债信用利差逐步走阔，AAA 和 AA 评级的短融、中

票评级利差持续飙升。尤其是自 2016 年违约事件增多后，高低

评级间利差的飞速扩大。从大的经济环境看，随着经济增速放缓，

发债主体的经营能力和偿债能力将会继续分化，未来可能的信用

风险事件暴露将对低等级信用债价格形成持续性冲击。另外一方

面，债券违约会造成机构投资者的持仓久期的变化。在债务违约

高企、信用风险加大的背景下，机构为了维持流动性稳定和控制

信用风险，纷纷控制持仓久期，越来越倾向于持有短久期的债券。

相应的，发行人也调整发行债券的期限，新发行的债券中 1年以

内的债券在总体中的占比提升。但从发行成本上来看，尽管整个

债券市场利率有所下行，但是企业主要的债券融资品种期限在 1

年以下的短期票据发行利率反而是在相对上升的，也反映出机构

投资者持仓偏好集中加剧竞争。而债券违约带来的另一个结构是

信用债净融资额减少。违约频现后，企业利用债券作为融资渠道

的能力下降，信用债净融资额总体减少，对国内资本市场有着不

利的影响。 

1.2. 信用评级体系现状 

（一）评级普遍虚高，主体区分度低 

目前，国内评级机构将主体评级主要划分为 9个等级，遵循

全球标准，但评级尺度不同，从实际评级结果来看，等级整体分

布变化不大，出现了“评级虚高”的现象，大部分发行人集中在 

AA 级及以上，且集中度不断提高，以至于市场认为国内的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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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信用评级只分为五个等级，为 AAA 级、AA+ 级、AA 级、AA- 级

和其他等级。 

由于评级集中度太高，导致评级的风险区分效果较差，无法

体现评级对象在行业、客户维度上的风险差异。例如，同样是 AAA 

级，个体间风险差异太大，既有风险极低的大型银行，也有处于

过剩产能、经营效益较差的煤炭钢铁等企业，评级结果无法实现

有效的风险区分。对比国际三大知名评级公司，以 BBB 级为投

资和投机的分水岭并在 A 级、AA 级以及 AAA 级之间实现有效

的风险区分。Miles 等（2018）实证发现从平均信用利差来看，

中国的 AAA(AA+)的信用评级等同于国际评级机构 A（BBB）评级，

中国同一评级的平均利差达到 58bps，而美国和欧洲债券市场同

一信用评级的平均利差在 9bps 至 18bps，充分显示了中国债券

信用评级区分度低，，无法客观、准确、及时地揭示债券的信用

风险，对投资者的预警能力不足。 

（二）评级机构主标尺与标准不一致，评级结果无法横向比

较 

国内同一评级机构采用统一的主体评级主标尺，因此不同的

等级符号可以直接排序，即 AAA 级优于 AA 级优于 A 级，如此

类推，甚至两个同样为 AA 级的发行人也可以进行比较，只要获

得其实际的信用评分即可。但是在不同评级机构之间，虽然等级

符号及信用等级的核心定义基本一致，但不同评级机构的评级标

准与质量不同，使得等级符号无法直接进行比较，容易导致债券

定价的错乱，投资者需要根据评级机构声誉来区别对待不同评级

机构的信用评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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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评级动态管理不足，预警功能弱 

监管机构往往要求评级机构对发行人进行定期跟踪，动态监

测其信用风险水平，必要时采取措施进行风险预警，为投资者提

供时效性较强的评级动态管理。但是违约发行人评级调整情况来

看，大部分评级机构对发行人的风险监控不到位，大部分违约主

体在违约前至少一个月并没有被大幅下调等级，这无法为投资者

提供可以信任、可以预见的信息。比如今年违约事件永城煤电债

券主体违约前为 AAA 级，虽然债券违约为债券市场的正常现象,

但是 AAA 级债券突然违约却与市场预期不同，更加凸显了当前债

券评级系统未能为投资人提供足够的客观评价，未能实现有效的

动态预警功能。 

综上，我国信用债违约趋于常态化，“刚性兑付”的预期，

“国企信仰”等不断被打破，我们需要更加市场化的方式预测债

券违约。尤其在我国债券违约处置效率尚不足的背景下，踩雷会

给投资者带来严重的威胁，进而对资本市场定价，企业融资都具

有深远影响。能够提前得到债券违约预警，以尽可能降低“踩雷”

风险，对银行、基金等风险厌恶的债券持有者具有重要意义。然

而，我国目前信用评级体系仍然存在评级普遍虚高，主体区分度

低；标准不一致，结果无法横向比较；评级动态管理不足，预警

功能弱等广为诟病的问题。我们希望基于我国信用债的情况，构

建一个市场化的，具有区分度，且具备一定预警功能的违约评估

模型。 

(二) 文献综述 

1.1. 基本 logistic 模型： 



 

 
 
 

 
- 30 -

对于信用债违约风险的预测，国内外学者都做过不同程度的

探讨。但是最早的信用债违约预测模型被划分到了企业财务困境

预测模型的范畴，而在企业财务困境研究中，多元判别分析模型

和 logistics 模型是最常见的两种模型。 

Beaver（1966）和 Altman（1968）是最早提出使用判别分

析来预测企业财务困境的。Beaver 和 Altman 之后，对财务困境

的预测的研究逐渐丰富起来。Beaver（1966）考虑了 30 个他认

为可能能够预测企业财务困境的财务比率，通过单变量判别分

析，具有最佳预测能力的比率是营运资金占总资产的比率和净收

入占总资产的比率，这两个比率分别正确识别了样本中 90%和

88%的破产企业和非破产企业。Altman（1968）是第一个使用多

元判别分析来解释财务比率在预测破产中的相互作用的研究。他

从 22 个财务指标中甄选出 5 个指标，分别是：营运资本占总资

产的比率、留存收益占总资产的比率、息税前利润占总资产的比

率、权益市值占债务账面值的比率、销售收入占总资产的比率，

然后利用这五个指标构建了经典的 Z-score 模型，该模型被世界

各国广泛应用。1977 年，Altman、Haldeman 和 Narayanan 扩展

了 Z-score 模型，将指标数增加到 7个，分别反应了企业的资产

报酬率、收入的稳定性、债务偿还、累计盈利、流动比率、资本

化率和规模这七个方面，建立了第二代的 Z-score 模型。 

在国内，陈静（1999）最早通过对国内市场 ST 公司的实证

分析，建立了判别分析财务预警的模型，她建立了一元判别模型

和多元判别模型，用于预测我国上市公司财务状况。张玲（2000）、

张爱民等（2001）、王丽（2008）等在使用方法和模型的应用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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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上做了一定的创新性研究，拓宽了判别分析模型在我国上市公

司财务预警方面的应用。张玲（2000）以中国实际营运上市公司

的财务比率为依据推导建立了一个财务危机判别分析模型。张爱

民等（2001）在经典的 Z-Score 模型基础上，采用主成分分析方

法，建立了一种新的预测企业财务困境的模型———主成分预测

模型。王丽（2008）通过把我国上市交通运输企业数据代入现有

的经典“Z-Score”模型，最终建立了适合我国上市交通运输行

业财务预警的“Z-Score”模型。 

但是Z-score模型和以Z-score模型为基础推导建立的其他

模型均存在着假设上的局限性，多元判别分析模型要求自变量的

样本必须服从正态分布，并且两类样本必须具有等协方差，但是

在现实生活中，大部分实际数据都不能满足这个前提假设。相较

于判别分析模型，Logistic 等非线性数值模型没有这一要求。

因而，目前 Logistic 模型被广泛应用于预测企业财务困境或企

业的违约风险。在国外，Ohlson（1980）最早在研究中使用了

logit模型，他检验了企业财务比率和其他因素是否与破产有关。

他的研究不仅关注模型的预测能力，还关注模型的系数估计。总

的来说，他的模型中包括四个方面的变量：总资产与国民生产总

值价格水平指数的比值；总负债与总资产的比值；业绩指标或业

绩指标的组合（营业收入与总资产的比值和/或经营性现金流入

与总负债的比值）；度量流动性的指标（流动资金与总资产的比

值、流动资产与流动负债的比值）。Saretto（2004）应用一个

简单的分段常数风险模型研究了如何利用财务比率预测公司债

券违约，以及违约概率如何与预期股票收益相关。最后，通过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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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logit 模型发现，公司的规模、当前业绩、杠杆率、流动性以

及所属的集团/行业对预测企业财务困境有显著影响。 

刘旻（2001）是国内比较早应用 Logistic 回归模型分析上

市公司财务风险的，他利用 Logistic 分析方法,筛选出了 11 个

财务指标并建立预警模型。戴红军等（2009）在传统财务预警指

标的基础上加入衡量公司盈余管理程度的预警指标，采用主成分

分析和 Logistic 回归构建了企业财务危机预警模型。2014 年，

“11 超日债”成为我国首例违约债券，随着违约债券日益增多，

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信用债券违约风险因素。随着可用数据

的增多，在样本选择上，也不再采用上市公司的 ST 公司作为企

业违约样本，而是以在中国债券市场发行债券并违约的企业作为

样本。徐占东和王雪标（2016）利用 Pls 提取因子，建立了基于

Pls-logit 模型的财务危机预警模型。潘泽清(2018)应用

Logistic 模型，以国内 2016、2017 年债券违约企业作为样本构

建风险预警模型。实证结果发现，26 个财务指标中，销售净利

率、总资产增长率、资产负债率、流动负债比率 4个财务指标可

以作为企业债务违约风险预警指标。张永东(2019)采用 ADASYN

过采样算法，人工合成了违约类与非违约类企业数量大致相当的

样本，构建了 AD－Logistic 预警模型，克服由于非均衡信用债

样本带来的违约样本分类预测精度下降的难题。 

除了建模外，比较这几类模型的优劣也是一个重要的研究方

向。Barniv 等 (2002)提出 logit 模型是文献中最常用的方法。

吴世农等（2001）以我国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分析了 Fisher

线性判定分析、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和 Logistic 回归分析三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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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发现，相对于同一样本，Logistic 预测模型的错误率最低，

较多元判别方法和 Fisher 线性判定分析更加优越和稳健。李晓

奇（2011）通过对比分析各类财务预警模型后，得出 Logistic

回归模型最适合用于建立我国的财务预警模型的结论。 

综上，基于 Altman（1968）的经典 Z-score 框架，后续研

究发现 Logistic 回归更适于构建信用违约评估模型。而 logit

回归和 Logistic 回归仅区别于采用了不同的表达形式，可以相

互转化，因此本初步研究将采取线性的 logit 模型。 

1.2. 机器学习模型： 

近年来，机器学习被广泛应用于金融领域研究中。集成学习

算法是目前最流行的机器学习算法之一，在集成学习理论中，弱

学习器被称为基础模型，这些模型可作为设计更复杂模型的构

件。在大多数情况下，基础模型本身的性能并不是非常好，这要

么是因为具有较高的偏置（如低自由度模型），要么是因为方差

太大导致鲁棒性不强（如高自由度模型）。集成学习算法的思想

是通过将这些弱学习器的偏置和 / 或方差结合起来，创建一个

强学习器（也称“集成学习模型”），从而获得更好的性能。 

按照弱学习器之间是否存在依赖关系可以分为以下两类：一

是弱学习器之间不存在强依赖关系，一系列的个体学习器可以并

行生成。作为该类中最常见的算法代表，随机森林算法是由多棵

决策树组成的集成学习模型，在处理分类问题时，其以 CART 分

类树 4 为基础模型。根据大数据集理论，随机森林算法并行训

练速度快，不存在过拟合的问题，具备很好的泛化能力。二是弱

学习器之间存在强依赖关系，一系列的个体学习器基本必须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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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成，该类的代表算法包括 GBDT、XGBoost 和 LightGBM 等。

XGBoost
2
是一种提升树模型，在 2014 年被首次提出后，因其优

良的学习效果以及高效的训练速度而获得广泛关注和应用。

XGBoost 支持在选择最佳分裂点进行枚举时并行化，训练速度

快，其损失函数引入了一阶和二阶导，并加入正则项，控制了模

型的复杂度，防止过拟合。相对于传统的逻辑回归等机器学习算

法，XGBoost 在变量挖掘方面更具优势：逻辑回归的变量选择更

依赖于业务经验，而 XGBoost 特有的树结构具备从原始变量中

通过组合获取隐含信息的特性，对陌生业务领域的分析更具优

势。 

(三) 基本 logistic 模型 

1.3. 方法 

样本匹配 

我们选取所有信用债 2015-2020 年（截止至 10 月）的数据。

通过删除缺失“总资产”数据的变量进行缺失值预处理，得到有

效总样本 90649 个，其中违约债券样本 287 个。由于违约债券样

本（坏样本）和未违约债券样本（好样本）比例悬殊过高，直接

进行回归估计将存在过度拟合的问题。因此，借鉴 Altman（1968）

的方法，我们基于行业、年份、规模和地区（省份）四个维度
3
，

以及 3-5 倍的匹配原则
4
进行样本匹配。 

首先将违约债券的所属 Wind 行业一级分类划分为 4 组，如

下表所示。 

 
2
 Extreme Gradient Boosting。 
3
 Altman（1968）采用了行业、年份、规模三个维度进行匹配，考虑到我国债券违约地域性显著的特征，

我们引入地区（省份）维度。 
4
 Abadie 等（2004）建议一对四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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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分组 Wind 行业一级分类 样本数 样本占比（%） 

1 工业 85 29.62 

2 
材料 37 12.89 

能源 12 4.18 

3 

可选消费 53 18.47 

日常消费 24 8.36 

房地产 22 7.67 

医疗保险 2 0.7 

4 

信息技术 12 4.18 

公用事业 23 8.01 

金融 17 5.92 

总计  287 100 

表 1 行业分组 

同时，将违约债券所属省份按照地域及经济发展水平划分为

8组，如下表所示。 
地区分组 省份 样本数 样本占比（%） 

1 

黑龙江省 4 1.39 

吉林省 4 1.39 

辽宁省 14 4.88 

2 
北京 38 13.24 

天津 2 0.7 

3 

河北省 21 7.32 

河南省 4 1.39 

山东省 22 7.67 

山西省 17 5.92 

4 

上海 6 2.09 

江苏省 30 10.45 

浙江省 26 9.06 

5 

福建省 9 3.14 

广东省 19 6.62 

广西壮族自治区 1 0.35 

6 

内蒙古自治区 4 1.39 

宁夏回族自治区 2 0.7 

甘肃省 11 3.83 

青海省 3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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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1 0.35 

7 

湖北省 9 3.14 

湖南省 2 0.7 

安徽省 21 7.32 

8 

四川省 13 4.53 

重庆 2 0.7 

陕西省 2 0.7 

总计   287 100 

表 2 地区分组 

针对每个违约样本，我们选出与其所属行业（4组）、地区

（8组）分组相同，且年份一致的样本，随机排序
5
后，按照 4个

的基准（3-5 个间浮动）筛选规模近似的“好样本”进行匹配。

最终给 247
6
个坏样本匹配了 870 个相似的好样本，总样本量为

1117 个。我们将全部样本按 7:3 随机分为训练组和测试组。 

基本模型 

我们采用 logit 模型，通过对指标加权给出每个债券的评分

并转换为其违约概率。假设变量 通过解释变量

的线性方程以及随机项 和指标 相联系， 

 

 

可以得到， 

 

因此， 

 

其中， 

相互独立， 是估计系数。 

 
5
 保证样本除 4 个基本特征外被随机抽取。 
6
 从 287 个经过预处理的样本中删除存在缺失值的，最终得到 247 个有效“坏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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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色地带 

尽管我们设计信用债违约模型时进行各项调试尽可能提高

了其准确性，利用得到的模型进行预测时依然会存在估计错误，

而且概率并非低到可以忽略。尤其在判别债券是否会违约的临界

点附近，坏样本和好样本的区别更加模糊。因此，我们借鉴Altman

（1968）的方法，识别出这一灰色地带，以进一步降低投资者更

加关注的二类错误率。 

根据 Altman 的研究，存在“灰色地带”，即可以观察到错

误分类的 Z-score 范围，当 Z-score 处于灰色地带时，模型是失

效的，我们无法根据 Z-score 有效判断公司是否有破产风险。同

样，在本文研究中，logit 回归拟合结果同样存在灰色地带，需

要确认灰色地带的范围。由于违约公司部分特质存在特异性，模

型解释力有限，灰色地带将比 Z-score 模型中的范围更大，若根

据所有出现错误的样本对应的值确定灰色地带的上下界，那么大

部分可以正常预测的样本也将归入这个范围，模型可正常预测区

间极小。 

对此，本文将根据出现错误样本的概率，获得一个能将大部

分错误样本包含在内的灰色地带范围，确认时主要遵循以下几个

原则：（1）由于实务中对存在违约风险的公司的识别更为重视，

因此我们主要关注二类错误，即更关注灰色地带下界的确定，上

界则定为之前确定的分界点；（2）尽量将出现二类错误的样本

归入灰色地带；（3）在尽量降低二类错误率的基础上，保证整

体错误率足够低。 

指标构建 



 

 
 
 

 
- 38 -

模型中的因变量为债券是否违约，具体的，包含未按时兑付

本息、展期等 Wind 中包含的所有违约类型。自变量为影响债券

违约的因素，包含 5 大类 26 个指标。我们旨在从中筛选出最具

有解释力度的变量，构建信用债违约评估模型。指标库基于基础

债项指标和国家开发银行
7
采用的基本财务指标，包括衡量债券

主体的公司规模、偿债能力、盈利能力、成长能力和营运能力。

我们在偿债能力中引入指标“货币资金占短期有息负债比”，并

加入债项指标，融资成本指标，企业性质指标以及地区发展指标

四大类。全部指标如下表所示。 
类别 变量名 算法 含义 

债项指

标 

有无担保人 有担保人=1，无担保人=0  

发行规模 债券的实际发行总额  

票面利率 
对于非增发的固定利率/浮动利率/累进利率债券，提

取其上一财年末所在计息周期的票面利率 
 

发行期限 从起息日至到期日的时间长度  

基本财

务指标 

总资产  公司

规模 主营业务收入  

资产负债率 总资产/总负债 

偿债

能力 

EBITDA 利息倍

数 
（营业利润+折旧+摊销+财务费用）/财务费用 

流动比率 流动资产/流动负债 

速动比率 （流动资产-存货）/流动负债 

带息负债比率 
（短期借款+一年内到期的长期负债+长期负债+应付

利息）/负债总额 

现金流动负债

比率 
经营现金净流入/年末流动负债 

货币资金占短

期有息负债比 
货币资金/（短期借款+应付债券） 

毛利率 主营业务利润/主营业务收入 

盈利

能力 

营业利润率 主营业务利润/主营业务收入净额 

总资产报酬率 息税前利润总额/平均资产总额 

ROE 净利润/平均所有者权益 

主营业务收入

同比增长率 
 成长

能力 
净利润同比增  

 
7
 参见《国开信用评级手册附册一：评级工具与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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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率 

总资产周转率 主营业务收入净额/平均资产总额 

营运

能力 

应收账款周转

率 
主营业务收入净额/应收账款平均余额 

存货周转率 主营业务成本/存货平均余额 

融资成

本指标 

净财务费用与

负债比 
（利息支出+手续费+其它财务费用）/负债合计  

净财务费用与

负债比/ROA 

（（利息支出+手续费+其它财务费用）/负债合计）

/ROA 
 

企业性

质 
是否为国企 国企=1，非国企=0  

地区发

展指标 
GDP   

表 3 指标库 

所有财务数据来自 Wind，地区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CSMAR

和财政部官网。 

(四) Logistic 模型结果 

1.4. 变量选择 

我们从自变量间相关性低，logit 回归的显著性（变量的解

释力度）高以及模型的预测能力（主要考察测试组二类错误率）

高三个标准筛选变量。 

首先通过计算自变量两两相关系数，标识出相关系数绝对值

大于 0.6 的指标组合（在这些组合内后续筛选最多保留 1 个变

量）。进一步，通过逐步加入变量法进行回归，比对了不同指标

的显著性以及模型最终的精度，确定了 8 个预测能力最好的指

标：债券有无担保人、发行规模、票面利率、发行期限，发债主

体 EBITDA 利息倍数、货币资金占短期有息负债比、净财务费用

与负债比以及是否为国企
8
，如下表所示。 

 
8
 由于我们基于行业、年份、规模和地区（省份）四个维度进行了样本匹配，衡量公司规模、盈利能力、

成长能力和运营能力的基础财务指标以及地区发展指标在回归模型中不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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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 计算方法 含义 

有无担保

人 
有担保人=1，无担保人=0 

债项指

标 

发行规模 债券的实际发行总额 

票面利率 
对于非增发的固定利率/浮动利率/累进利率债券，提取其上一

财年末所在计息周期的票面利率 

发行期限 从起息日至到期日的时间长度 

EBITDA 利

息倍数 
（营业利润+折旧+摊销+财务费用）/财务费用 

衡量偿

债能力 
货币资金

占短期有

息负债比 

货币资金/（短期借款+应付债券） 

净财务费

用与负债

比 

净财务费用/公司总负债 

净财务费用为利息支出、手续费支出、其他财务费用的总和。 

衡量融

资成本 

是否为国

企 
国企=1，非国企=0 

衡量企

业性质 

表 4 模型指标 

1.5. 最终模型 

(一) 相关系数 

变量 
有无担

保人 

发行

规模 

票面

利率 

发行期

限 

EBITDA

利息倍

数 

货币资

金占短

期有息

负债比 

净财务

费用与

负债比 

是否

为国

企 

有无担保

人 
1.000    

发行规模 -0.093 1.000     

票面利率 0.113 -0.213 1.000     

发行期限 0.241 0.217 -0.041 1.000    

EBITDA利

息倍数 
0.000 -0.003 -0.043 0.019 1.000   

货币资金

占短期有

息负债比 

-0.018 0.010 -0.020 -0.014 0.020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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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财务费

用与负债

比 

0.039 -0.133 0.364 -0.247 -0.060 -0.037 1.000 

是否为国

企 
-0.009 0.077 -0.457 0.303 0.040 -0.018 -0.454 1.000 

表 5 相关系数 

变量间的相关系数均小于 0.5，在合理范围内。 

logit 回归结果 

表 6 第一列给出了全样本回归结果，第二列给出了将样本

随机分为训练组和测试组后训练组的结果。 
 (1) (2) 

 全样本 训练组 

变量 default default 

   

有无担保人 -1.344*** -0.930** 

 (0.366) (0.435) 

发行规模 0.0572*** 0.0631** 

 (0.0207) (0.0258) 

票面利率 0.328*** 0.417*** 

 (0.107) (0.135) 

发行期限 -0.209*** -0.214** 

 (0.0807) (0.102) 

EBITDA利息倍数 -0.198*** -0.240*** 

 (0.0340) (0.0436) 

货币资金占短期有息负债比 -0.0100*** -0.0112*** 

 (0.00291) (0.00363) 

净财务费用与负债比 0.412*** 0.467*** 

 (0.0782) (0.0977) 

是否为国企 -2.340*** -2.450*** 

 (0.310) (0.368) 

Constant -1.782* -2.353** 

 (0.914) (1.131) 

   

Observations 951 673 

Standard errors in parentheses 

*** p<0.01, ** p<0.05, * p<0.1 

表 6 回归结果 

基础债项指标中，有无担保人和发行规模对于全样本在 1%

的置信度下显著影响债券是否违约，训练组中在 5%的置信度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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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著；票面利率和发行期限在全样本和训练组中都在 1%的置信

度下显著。衡量偿债能力的 EBITDA 利息倍数、货币资金占短期

有息负债比，衡量融资成本的净财务费用与负债比以及是否为国

企在全样本和训练组中都在 1%的置信度下显著影响债券是否违

约。 

担保人是除了发行债券的公司和购买方的第三方，一般债券

的担保人包括政府、银行或者发行公司财力雄厚的母公司等。当

发行公司无力支付利息时，由担保人承担相应的付息还本的义

务。一般来讲，有担保人的发行公司信用风险较低。首先，有担

保人的债券信用风险较小。政府或者银行在对公司进行担保前，

一定会进行充分详尽的背景调查，然后再为信用良好财务风险小

的公司做担保。反过来，有债券担保人也可以证明发行公司所暴

露的信用风险较小。因此是否有担保人就成为可以判断公司债券

风险高低低的直接标准。其次，有担保人的债券更不容易发生挤

兑风险。当有担保人时，债权人的权利得到了双重保障，从而对

负面消息的耐受度更强。因此，较小的负面舆论不会过度发酵，

保证了发行公司的资金使用效率，而且避免了因为挤兑而加剧甚

至造成严重的短期流动性风险，更有利于公司继续还本付息。进

一步的，有当地政府或者银行做担保，说明发行公司在当地有一

定的影响力，也是公司业务能力财务水平的一种间接证明。而一

般在地方有影响力的公司盈利能力更好，也更不容易发生违约。 

一般而言，公司的发行规模越大，债券的违约概率就越大。

首先，发行的规模越大，公司的还款压力越大。简单来说，债券

发行规模越大说明公司所背负的债务越大，还款难度有所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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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违约可能也会增大。另外，发行规模越大，间接反映出公司

的财务压力越大。说明公司现有的盈利能力不足以弥补资金需

求。这些支出可能有负面的，例如弥补亏损，也可能是积极的，

例如公司可能处于业务拓展或者升级阶段。但不论如何，都说明

了目前公司的财务状况处于一些风险之下，因此这些债券发生违

约的可能性也会增加。 

票面利率与债券违约概率有显著关系，因为票面利率是债券

发行主体信用评级的直接体现。票面利率越大，发生违约的概率

越大。首先，票面利率与企业的信用评级高度相关。票面利率低

说明发行公司信用风险小。反之，票面利率高则说明发行公司信

用风险较大，这样的债券本身风险就相对较高，发生违约的概率

也就较高。另外，虽然信用债券的利率主要由发行主体的信用评

级决定，但是也是以无风险利率为基准的。在忽略时间限制的情

况下，比较不同年份发行的债券时，票面利率越高隐含可能无风

险利率越高。但是一般无风险利率高点都处于经济增长低迷的时

段。对于一些顺周期的行业例如能源、建筑、地产等，容易受到

经济下行的影响，若未来经济持续下行，或者因短期经济下行引

发财务危机，都会增加债务违约的可能。 

发行期限也显著影响债券违约概率。一般而言，发行期限长，

要求发行主体的信用等级越高。因此发行期限就较短的债券本身

就包含了一部分信用风险较高的公司所发行的债券，甚至包括一

些因为短期财务危机而对资金有迫切需求的公司。另一方面，发

行期限短的债券，短期资金成本比长期资金成本要低，在经济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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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时其风险被掩盖，一旦经济下行，公司盈利能力下降，就有可

能导致违约的发生。 

EBITDA 利息倍数是衡量偿债能力的常用指标。EBITDA 利息

倍数是企业生产经营所获得的息税前利润，与利息费用的比率

（企业息税前利润与利息费用之比）。它是衡量企业支付利息能

力的重要指标。企业生产经营所获得的息税前利润与利息费用相

比，倍数越大，企业的应付利息相对其盈利而占比越小，支付利

息费用的能力越强，债券越不易违约。 

货币资金占短期有息负债比是基于机器学习，最新提出的衡

量偿债能力的指标。这个指标是货币资金/（短期借款+应付债券）

计算得出，也是从资金结构上体现企业的偿债能力。但是与一般

的流动比率不同，它更加关注短期以现金偿付债务的能力，反映

公司财务状况是否存在突发性违约的资金断裂可能。这种资金断

裂可能来自于内部经营性现金流或外部融资性现金流恶化。相比

其他的流动比率，该指标更能及时体现企业的偿债能力。流动比

率中除了货币资产，还包括了一些对于偿债价值并不太高的资产

例如短期投资和存货，而货币资金是流动资产中流动性最好的资

产，也是对于债权人安全系数最高的资产。因此货币资金占短期

有息负债比可以更好地反应负债企业无力偿债的可能。企业货币

资金占短期有息负债越高，偿债能力越强，违约概率越低。 

净财务费用与负债比是参考张伟华等（2018）使用的衡量上

市公司债务融资成本的指标。该指标为净财务费用与公司总负债

的比值。净财务费用为利息支出、手续费支出、其他财务费用的

总和，直接地体现了企业负债的资金总成本，即融资成本。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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偿债能力，融资成本也是影响违约概率的重要因素。一方面，融

资成本越高，在负债已存在的前提下，企业付出的成本越高，还

款的难度越大，违约可能性越高；另一方面，融资成本越高，反

应企业不惜一切代价的借款行为，说明其内部很可能已经出现资

金链断裂等情况，违约可能性更高。 

国企发行债券的违约概率较低。一方面，国企本身有政府背

书，且与银行关系较好，在财务危机面前更有可能获得银行的资

金渡过难关。因此国有企业的债券信用风险较低，违约概率也较

低。另一方面，国有企业一旦违约，不仅造成国企债券的挤兑，

以至于破产，更会对债券市场造成较大的负面影响，甚至有可能

在一定范围内引发信用危机，造成严重的连锁反应。这样严重的

后果会形成倒逼机制，使得国有企业及当地政府会尽最大可能不

违约，甚至放弃一定的经济利益。在这种强烈的软约束下，国企

的违约率会大大降低。但值得注意的是，2020 年 11 月下旬，河

南省政府旗下的永城煤电控股集团一笔评级为 AAA 的短期融资

券发生违约，打破了国有企业的刚付神话。随着国家去杠杆进一

步深化，虽然国有企业在付息能力方面仍然具有一定优势，但其

优势将会不断减弱。 

1.6. 模型准确度 

在确保总体准确率较高的情况下，尽量使得二类错误率降

低，我们调整判别债券是否违约的临界点（cutoff 值）为 0.47。

也即，模型估计出的违约概率高于 0.47 认为该债券会违约，反

之，若模型估计出的违约率低于 0.47，则认为该债券不会违约。

得到模型估计准确度结果如下图所示。 
 违约债券 未违约债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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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Type II 

error 
+ - 

Type I 

error 

Correctly 

classified 

全样本 196 35 15.15% 42 678 5.83% 91.90% 

训练组 142 24 14.46% 28 479 5.52% 92.27% 

测试组 57 10 14.93% 62 197 23.94% 77.91% 

表 7 模型准确度 

全样本中，总的准确率达到 91.90%，二类错误率为 15.15%。样

本随机分为训练组和测试组后，测试组总的准确率为 77.91%，二

类错误率为 14.93%。总体来看，对于投资者而言 15%左右的二类

错误率仍有优化空间，因此我们在下一节中识别并去除灰色地带

进行调整。 

1.7. 去除灰色地带结果 

首先，观察图表1好样本与坏样本logit拟合值的核密度图，

可以看到，好坏样本的预测值存在较大重合，说明确实存在无法

用模型进行解释的范围。但同时，好样本预测值的分布是右偏的，

集中度很高，说明我们仍可以根据本文模型进行拟合并给出投资

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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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 好/坏样本 核密度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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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2是临界点为 0.47 时二类错误分类样本预测值的直方

图，可以看到二类错误分类样本预测值集中区域的左端点在0.05

至 0.07 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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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2 二类错误分类样本 直方图（临界点=0.47） 

 

根据对二类错误率和总预测正确率的权衡比较，随着cutoff

减小，当 cutoff 为 0.06 时，二类错误率处于较低水平，总正确

率高于 cutoff 为 0.05 和 0.07 时，因此最终确定 0.06 为灰色地

带左端点。以下是去除灰色地带后模型的准确度结果。 
 违约债券 未违约债券  

 + - 
Type II 

error 
+ - 

Type I 

error 

Correctly 

classified 

全样本 196 3 1.51% 42 522 7.45% 94.10% 

训练组 142 3 2.07% 28 377 6.91% 94.36% 

测试组 57 4 6.56% 62 151 29.11% 75.91% 

表 8 模型准确度（去除灰色地带） 

去除灰色地带后，模型总体准确率仅略有升高，但二类错误

率显著降低，从 20%左右减少到全样本的 2%左右和测试组的 7%

以内。 

1.8. 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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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借鉴 Altman（1968）构建 Z-score 的框架，经过样本

匹配解决了非均衡信用债样本问题，利用 logit 模型构建了我国

信用债违约的评估模型。最后，模型包含有无担保人、发行规模、

票面利率、发行期限、EBITDA 利息倍数、货币资金占短期有息

负债比、净财务费用与负债比、是否为国企 8个指标，主要从债

券性质，企业偿债能力、融资成本和是否国企的性质四个维度衡

量债券的违约概率。 

最终，去除好坏样本的预测值存在较大重合的灰色地带后，

取临界违约概率为 0.06 时，测试组样本总体准确率达到 75%，

二类错误率低于 7%。 

(五) Xgboost模型结果 

（该部分只是初步结果，将进一步完善） 

姜富伟等（2021）在最新的 working paper 中指出，影响债

券收益的并不完全类似于我们传统分析股票收益的那些指标，而

是流动性与价格下行风险。参考他们和Chenxi Yinghui等（2020）

的做法，我们新增构建了 6个流动性指标和 8个下行风险指标。

具体的，流动性指标包括：bondnonzerotrade（窗口区间有交易

的天数占比）；Turnover；High-low Spread；Dispersion；HH

比率；Amihud 比率。下行风险指标包括：ES5_收益率; ES10_收

益率; ES5_估价收益率中债; ES10_估价收益率中债; VaR5_收益

率; VaR10_收益率; ES5_估价收益率中债; ES10_估价收益率中

债; 

姜富伟等（2021）由于中国债券市场交易数据不完善的原因，

仅采用美国数据为样本进行了研究。我们采用了中国债券的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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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其中在构建下行风险度量指标时，采用了中债估值收益率，

发现构建的指标对债券违约有极好的预测效果。 

 

指标解释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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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r1 有无担保人
var2 发行规模
var3 票面利率
var4 发行期限
var5 ind
var6 国企
var7 gdp
var8 总资产
var9 主营业务收入
var10 资产负债率
var11 EBITDA利息倍数
var12 流动比率
var13 速动比率
var14 带息负债比率
var15 现金流动负债比率
var16 货币资金占短期有息负债比
var17 毛利率
var18 营业利润率
var19 总资产报酬率
var20 ROE
var21 主营业务收入同比增长率
var22 净利润同比增长率
var23 总资产周转率
var24 应收账款周转率
var25 存货周转率
var26 净财务费用与负债比
var27 净财务费用与负债比ROA
var28 bondnonzerotrade
var29 turnover
var30 hlspread
var31 dispersion
var32 hh
var33 amihud
var34 ES5_收益率
var35 ES10_收益率
var36 ES5_估价收益率中债
var37 ES10_估价收益率中债
var38 var5_收益率
var39 var10_收益率
var40 var5_估价收益率中债
var41 var10_估价收益率中债  

表 9 变量对照表 

预测准确度： 

整体准确度    二类错误率 

阈值 = 0.00, 准确率 = 24.40%, FN =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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阈值 = 0.02, 准确率 = 88.24%, FN = 0.89% 

阈值 = 0.04, 准确率 = 91.50%, FN = 1.79% 

阈值 = 0.06, 准确率 = 91.72%, FN = 2.68% 

阈值 = 0.08, 准确率 = 92.81%, FN = 3.57% 

阈值 = 0.10, 准确率 = 93.68%, FN = 3.57% 

阈值 = 0.12, 准确率 = 93.68%, FN = 4.46% 

阈值 = 0.14, 准确率 = 93.90%, FN = 5.36% 

阈值 = 0.16, 准确率 = 93.90%, FN = 6.25% 

阈值 = 0.18, 准确率 = 94.12%, FN = 6.25% 

阈值 = 0.20, 准确率 = 94.34%, FN = 6.25% 

阈值 = 0.22, 准确率 = 94.34%, FN = 6.25% 

阈值 = 0.24, 准确率 = 94.55%, FN = 6.25% 

阈值 = 0.26, 准确率 = 94.77%, FN = 6.25% 

阈值 = 0.28, 准确率 = 95.21%, FN = 6.25% 

阈值 = 0.30, 准确率 = 94.99%, FN = 7.14% 

阈值 = 0.32, 准确率 = 94.77%, FN = 8.04% 

阈值 = 0.34, 准确率 = 94.99%, FN = 8.04% 

阈值 = 0.36, 准确率 = 95.21%, FN = 8.04% 

阈值 = 0.38, 准确率 = 94.99%, FN = 8.93% 

阈值 = 0.40, 准确率 = 94.99%, FN = 9.82% 

阈值 = 0.42, 准确率 = 94.99%, FN = 9.82% 

阈值 = 0.44, 准确率 = 94.99%, FN = 10.71% 

阈值 = 0.46, 准确率 = 94.99%, FN = 10.71% 

阈值 = 0.48, 准确率 = 94.77%, FN = 1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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阈值 = 0.50, 准确率 = 94.77%, FN = 12.50% 

阈值 = 0.52, 准确率 = 94.77%, FN = 12.50% 

阈值 = 0.54, 准确率 = 94.34%, FN = 14.29% 

阈值 = 0.56, 准确率 = 94.12%, FN = 15.18% 

阈值 = 0.58, 准确率 = 94.12%, FN = 15.18% 

阈值 = 0.60, 准确率 = 94.12%, FN = 15.18% 

阈值 = 0.62, 准确率 = 94.12%, FN = 15.18% 

阈值 = 0.64, 准确率 = 94.34%, FN = 15.18% 

阈值 = 0.66, 准确率 = 94.77%, FN = 15.18% 

阈值 = 0.68, 准确率 = 94.77%, FN = 15.18% 

阈值 = 0.70, 准确率 = 94.77%, FN = 15.18% 

阈值 = 0.72, 准确率 = 94.77%, FN = 15.18% 

阈值 = 0.74, 准确率 = 94.34%, FN = 16.96% 

阈值 = 0.76, 准确率 = 94.12%, FN = 17.86% 

阈值 = 0.78, 准确率 = 93.90%, FN = 19.64% 

阈值 = 0.80, 准确率 = 94.12%, FN = 19.64% 

阈值 = 0.82, 准确率 = 93.90%, FN = 20.54% 

阈值 = 0.84, 准确率 = 93.03%, FN = 24.11% 

阈值 = 0.86, 准确率 = 92.81%, FN = 25.89% 

阈值 = 0.88, 准确率 = 92.37%, FN = 27.68% 

阈值 = 0.90, 准确率 = 91.72%, FN = 30.36% 

阈值 = 0.92, 准确率 = 91.50%, FN = 32.14% 

阈值 = 0.94, 准确率 = 90.41%, FN = 36.61% 

阈值 = 0.96, 准确率 = 89.32%, FN = 4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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阈值 = 0.98, 准确率 = 85.62%, FN = 57.14% 

阈值 = 1.00, 准确率 = 75.60%, FN =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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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非标理财产品的理论定价与风险管理 

陈锐 

(一) 非标理财产品概述 

近年来，理财产品市场作为各商业银行的重点开拓对象，各

商业银行都加大理财产品创新的步伐，争夺市场，国内理财产品

市场规模迅猛增长，其对投资者的吸引力也日益增长。理财产品

主要包含标准化理财产品和非标准化理财产品两种。其中最夺人

眼球也一度极受市场追捧的是形形色色的非标准化理财产品。 

顾名思义，非标准化产品是与标准化产品相对应的，随着产

品类型的增多和监管的完善，非标准化理财产品的范围也在不断

扩充。非标债权资产的首次正面定义出现在《中国银监会关于规

范商业银行理财业务投资运作有关问题的通知》（银监发[2013]8

号）一文；而 2015 年 3 月 15 日发布的《证券期货经营机构落实

资产管理业务“八条底线”禁止行为细则》中，证监会阐释非标资

产不局限于非标债权，而是包括非标准化债权类资产、非标准股

权类资产（未上市公司股权）。此后，银行业金融机构在发展信

贷资产收益权转让业务，也诞生了一类非非标金融产品。为将诸

如此类产品纳入监管，2018 年《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

务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资管新规”）及 2020 年《标准化

债权类资产认定规则》（以下简称“认定规则”）进一步明确了

“标”与“非标”的范围。 

 

表 1 非标理财产品历史沿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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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文件 主要内容 

2013/3/25 

《中国银监会关于规范商业银行理

财业务投资运作有关问题的通知》

（银监发[2013]8 号） 

首次正面定义非标 

2015/3/15 
《证券期货经营机构落实资产管理业

务“八条底线”禁止行为细则》 

证监会阐释“非标资产”同

样包括非标准化债权、非标

准股权类资产（未上市公司

股权） 

2016/4/28 

《关于规范银行业金融机构信贷资产

收益权转让业务的通知》（银监办发

[2016]82 号） 

银行可以将信贷资产拿到

银行业信贷资产登记流转

中心，形成信贷资产流转和

收益权转让相关产品——
非非标 

2018/4/27 

《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

指导意见》 

（资管新规） 

针对资管业务十大问题进

行监管，包括过渡期安排 

2018/9/30 
《商业银行理财业务监督管 理办法》

（“理财新规”） 

与资管新规要求保持一

致，规范产品运作，实行

净值化管理 

2020/7/3 《标准化债权类资产认定规则》 

对资管新规及相关文件

中的非标定义进行明确， 

“非非标”被定义为非标

资产。 

 

在认定规则中，标准化产品定义为债券、资产支持证券等固

定收益产品，除去非标除外资产（存款（包括大额存单）以及债

券逆回购、同业拆借等形成的资产），“标”以外的理财产品则

全部属于“非标”。这一划分使得非非标理财产品纳入了监管范

围，避免了监管空白，同时也防止定义重叠，具有实质性意义。 

由于非标理财产品具有较高的灵活性，挂钩多种投资标的，

获得较高的收益，故在前期规模发展迅速。2018 年以来监管机

构陆续出台多项监管规定，规范资管行业发展，不符合标准的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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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理财业务压降，非标资产规模受到一定影响。目前资管过渡期

即将结束，在各项资管规定下，非标仍旧存在压降趋势。然而银

行业理财登记托管中心数据显示，2021 年上半年银行理财产品

资产配置中有 13.08%为非标准化债权类资产，意味着非标产品

仍具有一定规模。 

 

 

资料来源：银行业理财登记托管中心 

图 1 2021 年上半年银行理财产品资产配置情况 

 

非标准化理财产品的条款设计往往比较复杂，其挂钩标的、

挂钩方式不尽相同，因此非标产品的理论定价方法与风控原理成

为了加强该类产品监管时十分重要的问题。对此，本文将非标准

化产品分为固定收益部分和衍生合约部分，在衍生合约部分由挂

钩资产数量划分为挂钩单资产、挂钩多资产产品。 

对于挂钩单资产的非标理财产品而言，根据挂钩资产性质，

一部分产品与利率、汇率相挂钩，对此阐述几种常见的利率期限

结构理论，并简要说明其优缺点；另一部分产品与股票、股指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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钩，此类产品应当以 Black-Scholes 期权定价模型为基础，以模

型假设的改进、期权种类的变化为条件，推导出定价公式的解析

式。 

对于挂钩多资产的非标准化理财产品，除运用 B-S 公式外，

还应考虑资产之间的相关性，目前常用的数值方法有 Copula 函

数等。然而目前国内非标准化产品的条款设计并没有特别复杂，

鲜有涉及彩虹期权等挂钩多资产标的的期权。 

确定定价模型也是确定风险管理方法的过程。一方面，根据

挂钩标的价格拟合的分布，可以相应地应用 VAR 模型计算在险价

值，从而概括金融机构的市场风险。VaR 模型测量风险更加明了，

统一了风险计量标准，且可以事前计算，对于确定必要资本和提

供监管提供了必要且更为简洁的依据。 

(二) 挂钩单资产非标产品定价 

（一）挂钩单资产非标产品划分 

非标准化理财产品种类繁多，设计条款复杂，在理论定价和

风险管理方面很难得出通用的解析式。因此，在非标理财产品的

理论定价与风险管理中，通常将复杂的非标产品分解为固定收益

部分和衍生合约部分，将两部分各自定价。 

固定收益部分的定价较为简单，目前标准化债权类资产理论

定价已有明确的解析解。而在衍生合约部分，根据挂钩标的的数

量，可以将其划分为挂钩单资产、挂钩多资产的非标产品。根据

挂钩资产数量、类型，推导并应用不同的模型，进而使用各类数

值方法计算得出衍生合约部分的价格和波动情况。 

单资产是指挂钩标的为单一资产（或单一指数资产）。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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挂钩标的类型，此类非标产品的衍生合约部分又可以分为两类：

一是挂钩利率、汇率类单资产，二是挂钩股票、股指类单资产。

对于前者，通常在利率期限结构理论的基础上建立定价模型，而

对于后者，通常采用 Black-Scholes 及其改进后的模型进行理论

定价。 

（二）运用利率期限结构的理论定价 

根据不同挂钩资产所需的不同利率期限，利率期限结构模型

大致可以分为三大类：Nelson-Siegel 系列模型，仿射利率期限

结构模型和 Heath-Jarrow-Morton 远期利率模型。 

1. Nelson-Siegle 系列模型 

Nelson and Siegel (1987)引入了一个简洁的计量模型来分

析利率的期限结构： 

       (1) 

此模型中仅有三个因子，极大的简化了模型的估计难度；此

外，在实证中该模型可以生成大多数类型的收益率曲线，并且能

够拟合各个不同国家的收益率曲线。鉴于上述两个优点，

Nelson-Siegel 系列利率期限结构模型被众多金融机构采用。根

据国际清算银行 Bank fo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 (2005)

的数据，全球 13个主要国家央行中就有 9家使用 Nelson-Siegel

模型或者其扩展模型来估算本国的国债收益率曲线。 

自建立 Nelson-Siegel 模型以来，通过改变其参数的数量或

使用不同的方程，学者们对 Nelson-Siegel 系列模型进行了广泛

的研究。例如，两因子 Nelson-Siegel 模型(Diebold, Piazzesi, 

and Rudebusch (2005))，三因子 Nelson-Siegel 模型(Bli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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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和四因子 Nelson-Siegel 模型(Svensson (1994), 

Björk and Christensen (1999))。 

传统的 Nelson-Siegel 模型有一个重要假设是模型参数的

非时变性，这个假设虽然简化了参数估计的过程，但是对模型在

时间序列上的拟合有相当不利的影响。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Diebold and Li(2006)提出动态 Nelson-Siegel 模型，该模型由

一个测量方程和一个转换方程构成： 

            (2) 

     (3) 

其中，  是表示 t 时刻即期利率的 N×1 列向量，包含 N个

不同的到期时间。矩阵 H是因子载荷矩阵。时变因子 是表示 t

时刻因子值的 K×1 列向量，矩阵 是 K×K 的单位矩阵， 是 K

个因子的长期均值。矩阵 是 K×K 的转移矩阵。 

该模型通过引入时变参数将截面内数据拟合与时间序列建

模分开，极大的提升了模型对利率时序变化的预测能力。Diebold 

and Li (2006)的实证结果表明，动态 Nelson-Siegel 模型不仅

提供了良好的样本内拟合，还可以相对准确的预测未来的利率变

化，特别是中长期的利率预测。动态 Nelson-Siegel 模型采用两

步估计方法，虽然相比传统 Nelson-Siegel 模型复杂一些，但是

两步回归都是简单的最小二乘，所以整体的估计过程还是非常简

单的。 

基于简单的估计方法和对数据的良好拟合，动态

Nelson-Siegel 模型被应用在很多不同的数据集，例如日本、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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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和英国市场的国债券利率曲线(Diebold, Li, and Yue 

(2008))，美国市场的公司债利率曲线(Yu and Salyards 

(2009))，巴西市场的国债利率曲线(Vicente and Tabak (2008))

和中国市场的国债利率曲线(Luo, Han, and Zhang (2012))。近

年来也有不少学者关注估参方法改进，例如在时序模型的估计上

引入自适应回归算法(Chen and Niu(2014))。 

动态 Nelson-Siegel 模型能够较好地预测未来利率波动，但

它一直存在一个理论上的缺陷。Nelson-Siegel 模型并不是基于

无套利框架提出的，那么类似的 Nelson-Siegel 系列模型拟合的

利率曲线并不能排除套利机会，参见 Filipovic (1999)，

Diebold,Piazzesi, and Rudebusch (2005) 和Krippner (2006)。

不满足无套利条件对于未来利率波动的预测并没有很大的影响，

但是无法将 Nelson-Siegel 系列模型应用于利率类衍生品的定

价与对冲。为了解决这个问题，Christensen, Diebold, and 

Rudebusch (2009) 和 Christensen, Diebold, and Rudebusch 

(2011)通过增加一个带限制的截距项，将 Nelson-Siegel 模型推

导成一类特殊形式的仿射利率期限结构模型，进而使调整过后的

Nelson-Siegel 模型符合无套利条件： 

 (4) 

此类 Nelson-Siegel 模型兼具仿射利率期限结构模型和动

态 Nelson-Siegel 模型的优点，并且能够应用在利率类衍生品的

定价与对冲中。 

2. 仿射利率期限结构模型 

其通常也被称为短期利率模型，主要研究短期利率的动态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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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该类模型最初由 Vasicek (1977) 和 Cox, Ingersoll, and 

Ross (1985)提出，Duffie and Kan (1996)和 Dai and Singleton 

(2000)总结了该类模型的各种形式，并对模型的解析解解法和模

型估计进行了广泛的分析： 

   (5) 

仿射利率期限结构模型中的“仿射”指该类模型中，零息债券

的利率可以由一组状态变量的仿射函数形式给出。仿射利率期限

结构模型有许多优点，例如具有符合利率实际波动的均值回归因

子，可以便捷的引入随机波动率以及利息债券价格的解析解；且

大部分仿射利率期限结构模型框架下都可以推导出利率类衍生

产品的解析解。该模型的这些优点极大地促进了仿射利率期限结

构模型的研究，如 Chan, Karolyi, Longstaff, and Sanders 

(1992)，Chen and Scott (1992)， Duan and Simonato (1993)，

Longstaff and Schwartz (1993)，Brown and Schaefer (1994)，

Duffie and Singleton (1997)，Duan and Simonato (1999)，

Dai and Singleton (2000)，Duffee and Stanton (2012)。 

仿射过程的条件特征函数一般都能够得出解析形式，参见

Liu, Pan, and Pedersen (1999) ， Duffie, Pan, and 

Singleton(2000) 和 Singleton (2001)，因此该类函数可以对

奇异利率类衍生品定价。很多学者也大量地研究了仿射利率期限

结构模型对标准化利率类衍生品的定价与对冲，例如，Chen(1996)

在单因子仿射模型中增加一个带随机波动的均值回归因子，使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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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可以对债券期权以及更复杂的债券衍生品定价。Munk (1999)

通过引入随机持续期方法，将欧式附息债券期权的价格由一组欧

式零息债券期权组合给出。Singleton and Umantsev (2002)用

一种快速数值解法，为欧式附息债券期权提供了一个半解析解，

该方法与 Duffie, Pan, and Singleton (2000)中用来对欧式零

息 债 券 期 权 定 价 的 傅 里 叶 反 变 换 方 法 思 路 相 同 。

Collin-Dufresne and Goldstein (2002)提出了对附息债券收益

率密度的埃奇沃思展开式，然后近似地为互换期权定价，其矩由

相关零息债券的联合矩计算得到。Schrager and Pelser (2006)

基于近似掉期利率动态变化的仿射结构，在欧式附息债券期权定

价的速度和准确性方面进行了扩展研究，这篇文章使用的估计方

法与 Munk (1999)中的类似。 

3. Heath-Jarrow-Morton(HJM)模型 

Heath, Jarrow, and Morton(1992)推导了利率期限结构模

型的无套利条件，最早的相关文献来自 Richard(1978)。HJM 模

型最大的贡献是构建了一个大一统的框架，可以用来给利率类衍

生品定价。选择瞬时远期利率作为建模对象，HJM 模型隐含着对

当前利率期限结构的完美拟合，这是 HJM 模型与仿射利率期限结

构模型的显著区别之一。 

(三) 运用 Black-Scholes模型进行理论定价 

1. Black-Scholes 期权定价理论 

基于 Black-Scholes 模型的期权定价理论及其衍生模型构

成了期权定价的主流理论。Black and Scholes (1973)提出如下

假设：1）短期利率固定不变；2）股票价格服从一个连续的随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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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3）股票收益的波动率固定不变；4）股票不支付红利; 5）

没有交易成本；6）期权是欧式期权；7）能够以短期利率借贷；

8）卖空不受限制。在此基础上，构建一个完全对冲股票价格波

动风险的组合 。时间 后， 由于组合是无风险的，该

组合的收益率也应该等于无风险利率，即： 

   （6） 

其中 ， 是期权价格对股票价格和时间的偏导数。简单

整理公式（6）之后可得微分方程： 

          （7） 

根据期权的定义，结合期权价格边界条件，求解微分方程（7）

即可推导得出期权价格： 

  （8） 

通过上述的假设，可以推导出欧式期权价格的解析解。然而

一方面，对于欧式期权，原始模型中关于波动率，股票价格

波动以及无风险利率的假设都与实际情况有相当的出入；另

一方面，对于奇异期权，其理论价格还需要在 B-S 公式的基

础上做进一步的推导。对于这两方面的改进顺其自然的成为

期权定价的主要方向。 

2. 对于 B-S 不合理假设改进的后续研究 

（1）基于固定波动率假设的改进。对于波动率固定不变的

假设，目前学术界采用三种方式对其进行修正：时变波动率模型，

价变波动率模型和随机波动率模型。 

Merton et al. (1973) 首次将时变波动率引入期权定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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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他将波动率定义为随时间变化的一个函数： 

          （9） 

在保持 Black-Scholes 模型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他们得

出了修正后的期权定价参数： 

  （10） 

  （11） 

但是引入时变波动率假设的模型并不能推导出现实中存在

的波动率微笑现象，也无法解释 Black (1976)所发现的波动率

与股票价格存在负相关关系的现象，因此价变波动率模型应运而

生。价变波动率指波动率由股票价格与时间同时决定，Cox (1975)

他们提出的固定波动 率弹性模型 (Constant Elasticity 

Volatility, CEV)将波动率定义为 ，Cox and Ross 

(1976)则在 CEV 模型的基础上提出了平方根模型。在股票价格服

从随机过程 情况下，平方根可以得到期权价

格的解析解： 
  

  （12） 

对 Black-Scholes 模型固定波动率假设最著名的改进是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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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波动率模型。随机波动率模型的基本假设是股票价格服从随机

过程，波动率服从随机过程 ： 

  （13） 

  （14） 

相对于局部波动率模型，随机波动率模型的收益率分布更接

近实际观察值 Renault and Touzi (1996) 证明随机波动率模型

能够解释波动率微笑现象；此外，随机波动率模型更加灵活。 

随机波动率模型的核心在于对于波动率的假设。Johnson 

and Shanno (1987)首次提出的模型将股票价格和波动率分别描

述为几何布朗过程和 Ornstein-Uhlenbeck 过程： 

  （15） 

Hull and White (1987) 假设： 

  （16） 

（2）基于股票价格连续变化假设的改进。Merton (1976)

他们引入了同时包含连续与跳跃过程的混合股票收益变化路径： 

  （17） 

其中 与 为相互独立的维纳过程和泊松过程。通过使用

与 Black-Scholes 模型相同的无套利方法，他们得到了带跳跃期

权定价模型的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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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明考虑到跳跃风险后，期权的价格等于一系列

Black-Scholes 模型给出的期权价格之和。 

Scott (1997)综合了价格跳跃和随机波动率两个方面，通过

引入傅里叶变换，建立了包含一系列收益率变化特征的跳跃扩散

期权定价模型，并且提高了计算效率。在研究中，他们将价格的

运动过程定义为： 

  （19） 

而即期利率则定义为： 

  （20） 

其中： 

  （21） 

运用傅里叶变换，得到期权价格： 
   

 

 

（22） 

（3）基于固定利率假设的改进。针对 Black-Scholes 模型

固定利率的假设，现有文献多是加入随机利率的考量。Grabbe 

(1983)在外汇期权的定价模型中引入了随机利率和不同的边界

约束，并得到了有关欧式期权价格的偏微分方程。Hilliard et 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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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在货币期权中引入了具有不同时变波动率的债券，在利率

平价成立的条件下建立了随机利率期权定价模型。 

2. 对于奇异期权定价的后续研究 

对于股权类衍生合约部分的定价，除 B-S 公式对欧式期权进

行理论定价外，其后续研究也推导了标的资产更复杂的期权的估

值，如复合期权、回望期权、障碍期权等。 

（1）复合期权。复合期权是标的资产为期权的期权，Geske 

(1979a) 提出的复合期权估值理论，表明如果标的为欧式期权，

可以得出估值公式。 

（2）派息股票的美式看涨期权。如果在看涨期权的有效期

内支付现金股利，那么在支付前行使看涨期权可能是最佳选择。

因此，支付股利股票的美式看涨期权可以看做复合期权。基于

Geske (1979a) 复式期权模型，Roll (1977), Geske (1979b)

和 Whaley (1981)推导出已知股息股票的美式看涨期权的估值

公式。 

（3）选择人期权。该类期权在一定期限内可由多头选择该

期权为看涨期权还是看跌期权，其中看涨期权和看跌期权通常有

相同的执行价格和相同的到期剩余时间。基于复合期权的框架，

Rubinstein(1991)评估了在场外市场交易的选择人期权。Gao, 

Zhang and Ha(2018)运用选择人期权定价模型，对实物进行估值

和优化。 

（4）重置期权。如果相关指数水平在某个预先指定的未来

日期高于最初的行使价，权证的行使价将被重置为当时的指数水

平，即重置期权的底限值会随着指数水平的上升而自动调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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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期权的结构仍然是一个复合期权，Gray 和 Whaley (1997)也阐

述了重置期权定价的推导过程。Xue, Qin and Deng (2018)对具

有多个行权重置和重置日期的外部重置期权进行定价，并研究了

其对冲参数 Delta 和 Gamma。 

（5）回望期权。回望期权是收益依附于标的资产一段时期

内最大或最小价格的期权。以欧式回望看涨期权为例，其收益等

于最后标的资产价格超过期权有效期内标的资产达到的最低价

格的数量。Goldman, Sosin 和 Gatto (1979)给出了这些“逢低

买入”和“逢高卖出”期权的定价公式。 

（6）障碍期权。障碍期权是指在一定时期内，当某些预先定

义触点实现时，该期权就会生效（或失效）。Rubinstein 和

Reiner (1991)针对大量的障碍期权提出了定价方法。

Krzyzanowski和 Magdziarz (2020)，Staelen和 Hendy (2017)

同样应用此模型对障碍期权进行定价，但在数值计算方法上

进行了改进。 

2. 对于 B-S 不合理假设改进的后续研究 

（1）基于固定波动率假设的改进。对于波动率固定不变的

假设，目前学术界采用三种方式对其进行修正：时变波动率模型，

价变波动率模型和随机波动率模型。 

Merton et al. (1973) 首次将时变波动率引入期权定价模

型。他将波动率定义为随时间变化的一个函数： 

          （9） 

在保持 Black-Scholes 模型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他们得

出了修正后的期权定价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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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11） 

但是引入时变波动率假设的模型并不能推导出现实中存在

的波动率微笑现象，也无法解释 Black (1976)所发现的波动率

与股票价格存在负相关关系的现象，因此价变波动率模型应运而

生。价变波动率指波动率由股票价格与时间同时决定，Cox (1975)

他们提出的固定波动 率弹性模型 (Constant Elasticity 

Volatility, CEV)将波动率定义为 ，Cox and Ross 

(1976)则在 CEV 模型的基础上提出了平方根模型。在股票价格服

从随机过程 情况下，平方根可以得到期权价

格的解析解： 
  

  （12） 

对 Black-Scholes 模型固定波动率假设最著名的改进是随

机波动率模型。随机波动率模型的基本假设是股票价格服从随机

过程，波动率服从随机过程 ： 

  （13）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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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于局部波动率模型，随机波动率模型的收益率分布更接

近实际观察值 Renault and Touzi (1996) 证明随机波动率模型

能够解释波动率微笑现象；此外，随机波动率模型更加灵活。 

随机波动率模型的核心在于对于波动率的假设。Johnson 

and Shanno (1987)首次提出的模型将股票价格和波动率分别描

述为几何布朗过程和 Ornstein-Uhlenbeck 过程： 

  （15） 

Hull and White (1987) 假设： 

  （16） 

（2）基于股票价格连续变化假设的改进。Merton (1976)

他们引入了同时包含连续与跳跃过程的混合股票收益变化路径： 

  （17） 

其中 与 为相互独立的维纳过程和泊松过程。通过使用

与 Black-Scholes 模型相同的无套利方法，他们得到了带跳跃期

权定价模型的解： 

  

表明考虑到跳跃风险后，期权的价格等于一系列

Black-Scholes 模型给出的期权价格之和。 

Scott (1997)综合了价格跳跃和随机波动率两个方面，通过

引入傅里叶变换，建立了包含一系列收益率变化特征的跳跃扩散

期权定价模型，并且提高了计算效率。在研究中，他们将价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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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过程定义为： 

  （19） 

而即期利率则定义为： 

  （20） 

其中： 

  （21） 

运用傅里叶变换，得到期权价格： 
   

 

 

（22） 

（3）基于固定利率假设的改进。针对 Black-Scholes 模型

固定利率的假设，现有文献多是加入随机利率的考量。Grabbe 

(1983)在外汇期权的定价模型中引入了随机利率和不同的边界

约束，并得到了有关欧式期权价格的偏微分方程。Hilliard et al. 

(1991)在货币期权中引入了具有不同时变波动率的债券，在利率

平价成立的条件下建立了随机利率期权定价模型。 

2. 对于奇异期权定价的后续研究 

对于股权类衍生合约部分的定价，除 B-S 公式对欧式期权进

行理论定价外，其后续研究也推导了标的资产更复杂的期权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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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如复合期权、回望期权、障碍期权等。 

（1）复合期权。复合期权是标的资产为期权的期权，Geske 

(1979a) 提出的复合期权估值理论，表明如果标的为欧式期权，

可以得出估值公式。 

（2）派息股票的美式看涨期权。如果在看涨期权的有效期

内支付现金股利，那么在支付前行使看涨期权可能是最佳选择。

因此，支付股利股票的美式看涨期权可以看做复合期权。基于

Geske (1979a) 复式期权模型，Roll (1977), Geske (1979b)

和 Whaley (1981)推导出已知股息股票的美式看涨期权的估值

公式。 

（3）选择人期权。该类期权在一定期限内可由多头选择该

期权为看涨期权还是看跌期权，其中看涨期权和看跌期权通常有

相同的执行价格和相同的到期剩余时间。基于复合期权的框架，

Rubinstein(1991)评估了在场外市场交易的选择人期权。Gao, 

Zhang and Ha(2018)运用选择人期权定价模型，对实物进行估值

和优化。 

（4）重置期权。如果相关指数水平在某个预先指定的未来

日期高于最初的行使价，权证的行使价将被重置为当时的指数水

平，即重置期权的底限值会随着指数水平的上升而自动调整。重

置期权的结构仍然是一个复合期权，Gray 和 Whaley (1997)也阐

述了重置期权定价的推导过程。Xue, Qin and Deng (2018)对具

有多个行权重置和重置日期的外部重置期权进行定价，并研究了

其对冲参数 Delta 和 Gamma。 

（5）回望期权。回望期权是收益依附于标的资产一段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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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最大或最小价格的期权。以欧式回望看涨期权为例，其收益等

于最后标的资产价格超过期权有效期内标的资产达到的最低价

格的数量。Goldman, Sosin 和 Gatto (1979)给出了这些“逢低

买入”和“逢高卖出”期权的定价公式。 

（6）障碍期权。障碍期权是指在一定时期内，当某些预先定

义触点实现时，该期权就会生效（或失效）。Rubinstein 和

Reiner (1991)针对大量的障碍期权提出了定价方法。

Krzyzanowski和 Magdziarz (2020)，Staelen和 Hendy (2017)

同样应用此模型对障碍期权进行定价，但在数值计算方法上

进行了改进。 

(四) 挂钩多资产非标产品定价 

（一）基于资产相关性假设的后续研究 

挂钩多资产的非标理财产品同样需要将其划分为固定收益

部分和衍生合约部分，在衍生合约部分的定价常用 B-S 公式进行

推导。多资产期权存在资产之间的相关性，如何对相关性提出合

理的假设、借助数值方法计算准确，成为了挂钩多资产产品定价

的重点。 

目前现有文献多是采用 Cholesky 分解法来刻画多资产的相

关性问题。在 Cholesky 分解法中，一般假设相关股票价格、利

率、汇率等波动均服从几何布朗运动，要求遵循正态分布、具有

常数波动率、线性相依性等。因此，Cholesky 分解法存在一定

的缺陷，无法充分刻画资产间的尾部相关性。作为相依关系度量

的一种新方法，Copula 函数借助二分法（即边缘分布和联合分

布的单独拟合）的优势，从而准确地捕捉各资产间动态、非对称、

非线性的相依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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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随机向量 X 的边缘分布为 F，则 X 的联合分布可分解为

两部分： 

  

其中 为 copula 函数，描述相依关系；而 为各个变

量各自拥有的属性特征。如果 是连续的，则 Copula 函数是

唯一的。 

目前已存在众多的参数 Copula 函数表达式，常用表达式有

椭圆 Copula、阿基米德 Copula 和极值 Copula 等。然而，在现

实中，鉴于单一的 Copula 函数很难充分描述金融变量间全面的

相依结构，以及为了更好地拟合多资产收益率同时上涨及同时下

跌的相依结构，有时将几个单 Copula 函数组合进而构成混合

Copula 函数来分析资产间的相依结构： 

 

 (24) 

基于 Copula 函数的二分性，在对多资产理财产品定价时，

先对各期权的边缘分布进行单独拟合，然后通过 Copula 函数对

期权间的尾部相关性进行刻画，最后通过蒙特卡罗模拟等数值计

算方法方法算出理财产品价格。 

（二）对于挂钩多资产奇异期权的后续研究 

同样，针对挂钩不同种类多资产衍生合约，也可以推导出不

同的定价解析式。B-S 的框架也被扩展到多资产。只要每个资产

被允许交易，无风险对冲仍旧是有效的，风险中性定价依旧是可

行的，不影响其通用性。因此，大多数研究沿用了 B-S 模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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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些研究尝试使用高斯分布（Mallam 等，2021）、泊松模型

等描述资产的路径。 

1. 交易所期权 

Margrabe (1978)得出了一个交易期权的估值公式。交换期

权赋予其持有人用一种风险资产或资产交换另一种风险资产的

权利。在某种意义上，对于欧式看涨期权，如果在期权到期时，

期权持有人用无风险债券换取资产，因此 BSM 模型可以看做是

Margrabe 的一个特例。Petroni 和 Sabino (2018)在对交易期权

定价时，由于考虑跳跃扩散过程，采用了泊松模型。 

2. 彩虹期权 

Stulz (1982)和 Johnson (1987)推导出两个或两个以上风

险资产的最大和最小期权的估值公式。许多在交易所交易的期货

合约都可以作为最小值期权进行估值如 CBT 的 T-Bond 期货。

Delpasand 和 Hosseini (2021)基于 Crank-Nicolson 方法和径向

基函数方法，提出了一种高效的混合数值方法来解决双资产彩虹

期权的定价方式。Wang (2020)在最大值和最小值期权定价过程

中考虑了跳跃风险，对于每种资产，都使用典型的跳跃-扩散进

程来描述其价值。  

(五) 非标产品定价案例 

在对非标理财产品进行分类并求得各类的解析解后，可以将

这些定价方法应用于实例，探究现有非标产品的设计、定价与风

险管理。 

吴朔（2016）为了利率挂钩型非标产品的定价，选择了花旗

银行一款含权保本的区间型产品，并构建了 Hull White 利率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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叉树，并引入 HW 信用模型处理方法对定价结果进行了修正，得

到的模拟结果很好地反映了市场价值。 

黄亦鑫（2019）对华夏银行慧盈 700 号 C 款个人结构性存款

产品进行了定价分析与研究。根据该非标产品的条款，挂钩标的

为上海期货交易所的黄金期货，且为保本型产品，因此可以分为

固定收益及欧式期权部分，对于前者采用现金流贴现，后者采用

欧式期权 B-S 定价公式、蒙特卡罗模拟，即可通过模拟的走势图

得到产品的理论价值。结果显示，该产品理论定价与现实价格基

本相符。 

王丹（2015）对中国银行某理财产品进行定价研究，该产品

挂钩标的为英镑/日元即期汇率。在衍生合约部分，该产品嵌入

了上升敲入的看涨障碍期权，又由于与汇率挂钩，该产品属于单

障碍汇率挂钩类触发型期权。由 B-S 偏微分方程得到的理论定价

公式为： 

  

此外，为了改进固定波动率的假设，也可以用 Garch 模型预

测波动率的波动范围，以此计算得到产品价值。 

(六) 非标理财产品的风险管理方法 

根据定价方法，非标理财产品的风险管理可以使用 VaR 模型

以及希腊值定量衡量。VaR 模型统一了风险计量标准，便于风险

的测算及风险信息的交流；而在计算实现方面，常使用蒙特卡洛

模拟法。 

（一）VaR 模型与非标理财产品风险管理 

VaR 主要是用来衡量金融资产的市场风险的。VaR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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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ilippe Jorion 的经典著作《Value at Risk》的定义是:在一

定置信水平下和一定的持有期限内，一个金融产品或是金融产品

组合预期会产生的最大损失。因此，非标准化理财产品的 VaR 指，

在一定置信水平下和一定的持有期限内，一个结构性理财产品或

是组合预期会产生的最大损失。用公式表示是： 

  （26） 

即指产品在持有期内损失超过 VaR 值的概率为 1- c。VaR 值

通常为正数数值，表示产品的最大损失，因此 VaR 越大，风险

越大。根据投资者衡量标准的不同，非标准化理财产品的 VaR 值

可分为三类：相对于期望价值的 VaR 值、相对于初始价值的 VaR

值、相对于基础资产的 VaR 值。 

公式中，需要确定两个重要的参数：持有期和置信水平。对

于非标准化理财产品而言，持有期的选择是根据投资者所持资产

头寸和资产配置灵活性确定的。对于个人投资者，资产头寸配置

方式较为单一，因此持有期限一般就是整个有效期。而对于机构

投资者，由于可以进行资产头寸的不同配置，因此其会考虑在未

到期之前的不同的短时段内持有理财产品可能会遭受到的价值

损失；置信水平主要是根据投资者的风险偏好选择的。如果是风

险极度厌恶的投资者，置信水平会选择在 99%，- 般的情况会选

择 95%，而由于理财产品一般会提供一定的保本条件，因此有些

投资者可能会稍微放松风险限制，把置信水平降低到 90%。 

在参数确定之前，VaR 计算中最为关键的是找出金融产品组

合未来回报的概率密度函数和具体统计分布。寻找未来回报具体

分为三个过程：映射过程、波动性预测过程和估值过程。映射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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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在于用市场因子的函数表示为组合中的头寸，这个过程是较易

实现的。而根据波动性模型和估值模型的不同选择，对于 VaR 存

在不同的计算方法，目前常用的方法为蒙特卡罗模拟法。 

（二）VaR 的计算：蒙特卡罗模拟 

根据投资者持有期的不同，蒙特卡罗模拟方法的适用性以及

计算步骤有所区别。 

1. 持有期为整个产品有效期 

一般情况下，蒙特卡罗模拟的 VaR 计算的第一步是确定结构

性理财产品的初始价值和基础资产。如果非标理财产品设计结构

“固定收益+期权”中嵌入的期权具有解析式，则初始价值将可以

直接通过定价解析式进行计算。如果没有定价解析式，则需要在

模拟价格路径并算出平均收益后，使用蒙特卡罗模拟方法定价。 

蒙特卡罗模拟方法的第二步是选择合适的随机过程，这一步

骤已在定价方法中实现；根据此随机过程产生一系列随机数，并

将其带入随机过程生成挂钩产品的价格路径。进一步，根据产品

说明书中的收益确定公式对每条路径下产品收益进行估计，然后

计算出理财产品在整个持有期期间的期望价值（或期望收益），

最后根据价值（或收益）分布求出在给定的置信水平下的分位数，

这个数就是置信水平下产品的最小价值，通过这个值就能求出

VaR。 

2. 持有期为到期前某段时间内 

对于有一定资金配置能力并希望通过组合投资进行资产保

值增值的投资者，特别是机构投资者，考虑理财产品在持有期阶

段价值的变化也是其进行投资决策关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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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种情况下，VaR 值计算的步骤与持有期为整个有效期基本

相同，但是与持有期为整个有效期的最大不同之处在于，持有期

为整个有效期中每个路径理财产品的价值可以用产品说明书中

明确的收益确定公式可以求出。而持有期为短时期 T期中，每个

路径理财产品的价值不能使用收益确定公式计算，在没有到期的

情况下，理财产品中的期权部分因为还存在不确定性所以保持有

一定的时间价值，因此在没有到期前产品价值的估计需要用结构

性理财产品的具体定价模型。如果使用蒙特卡罗方法计算持有期

为到期前某段时间 T内产品 VaR 值计算量将非常大，因此这种方

法实施起来较为困难。 

而对于结构性理财产品设计结构“固定收益+期权”中嵌入期

权有解析式的情况，以上方法就会变得更为可行。产品价值中固

定收益部分的价值较为简单，关键在于理财产品衍生品部分的计

算。在有解析式情况下，可以把第 i 个路径下挂钩标的在 T日的

价格 s 作为即期价格，然后直接带入解析式 V(R,r,S,H,T)，求

出第 i个路径下理财产品期权部分的价值。使用以上过程重复对

m个路径进行价值估计，最后得到价值分布。 

(七) 总结 

本文首先阐述了非标准化理财产品的定义及范围，并简要介

绍了其发展历程。其次，将非标准化理财产品划分为固定收益部

分和衍生合约部分后，着重分析了衍生合约部分的定价方法。对

于挂钩单资产的非标产品，可以根据其挂钩资产的性质，采用利

率期限结构模型或 B-S 模型；对于挂钩多资产的非标产品，在挂

钩单资产非标产品的基础上，还应使用 Cupula 函数等分析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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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的相关性问题。再次，本文参考了将以上定价原理运用于国

内非标准化理财产品的实例，将定价方法带入现实产品中进行运

用；最后，根据定价模型，本文认为可以通过蒙特卡罗模拟得到

挂钩价格的分布路径，从而计算得出 VaR 值，运用较为简单明了

的 VaR 值衡量非标理财产品的风险，并对其进行风险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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