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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极端金融事件一般被认为是发生概率极小的

“黑天鹅”事件而被主流研究所忽略。 更有甚者，传
统经济学和金融学理论与模型往往基于平稳随机过

程采用连续扩散假设，难以刻画和分析风险从逐步

积累到突然全面爆发的过程，未能全面考虑金融风

险突变和传染的非线性机制。 因此，极端金融事件

的风险激增机制使得其系统性风险研究至今仍是一

个颇具挑战性的世界难题。

一、文献综述和研究贡献

　 　 为对风险实施有效管理和预警，学者们提出了

大量系统性风险的测度方法。 由于对系统性风险认

识角度和关注特征的不同，不同方法在系统性风险

研究中各有其适用之处。 但相比其他方法，Ｇｒａｙ 等

（２００７）倡导的未定权益分析（ＣＣＡ）方法综合运用

历史的账面信息和前瞻性的市场信息，表现出对极

端金融事件更稳定的预测效果（Ｂｉｓｉａｓ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２），
得到了学者们的广泛应用。

但是，ＣＣＡ 方法过于严格的理论假设和单一的

风险信息源均与现实中极端金融事件引发的风险激

增机制存在内在冲突，其风险测度的准确性受到质

疑（Ａｋｔｕｇ，２０１４）。 一方面，传统 ＣＣＡ 方法以经典期

权定价理论为基础并采用连续扩散假定，将宏观部

门的资产价值波动限制为平稳随机过程，没有考虑

到极端金融事件冲击下损失可能出现的跳跃性波

动；另一方面，捕捉风险激增的前瞻特征对 ＣＣＡ 方

法的风险信息源提出了新的要求。 传统 ＣＣＡ 方法

直接使用资产的市场波动信息来表示连续扩散的动

态特征，考虑极端金融事件的风险激增机制后，就需

要在原有波动信息基础上挖掘蕴含的跳跃性风险信

息。 进一步的问题在于，单纯依赖金融市场只能得

到市场价格跳跃性波动信息，而宏观部门资产价值

的跳跃性风险信息对应的是系统性风险激增的信

息，两者存在市场风险层面和宏观风险层面的不

匹配。

已有跳跃扩散设定仅适用于研究微观金融市场

的跳跃风险，无法直接用于系统性风险领域的跳跃

参数估计。 传统 ＣＣＡ 方法多使用与宏观部门经济

关联紧密的金融资产价格波动率来代替前瞻性信

息，在连续扩散假设下，使用金融市场信息来近似表

征宏观部门权益不确定的做法具有一定合理性；然
而，一旦考虑到宏观部门的权益价值在极端金融事

件冲击下可能发生的跳跃性变动，再纯粹依据金融

市场信息来判定宏观层面的跳跃波动性则可能引起

显著的误差：金融市场的资产价格既包括与经济基

本面相关的信息，也包括短暂性、投机性甚至非理性

等因素所引起的信息（费兆奇，２０１４）；宏观部门权

益的跳跃行为不仅仅是市场跳跃信息的简单反映，
而且还包含宏观经济波动所引起的“宏观跳跃”。
因此，要全面准确地反映宏观部门的风险激增机制，
就不仅要依赖金融市场交易信息，还要进一步考察

宏观经济波动信息。
可见，在跳跃 ＣＣＡ 方法框架下构建一个能有效

衔接金融市场和宏观经济信息的前瞻性因子非常重

要。 为此，本文基于混频动态因子模型，综合利用金

融市场信息和宏观经济因素以合成能准确捕捉宏观

风向的混频宏观动态因子，再将其应用于跳跃 ＣＣＡ
方法，提出一种能更有效地监测极端金融事件系统

性风险的预警方法———宏观跳跃 ＣＣＡ 方法，以求能

够在事前更准确监测宏观部门的系统性风险动态。
混频宏观动态因子本质上是一种合成指数，该指数

通过综合利用各类重要变量的信息，力求客观衡量

一个国家或部门的整体运行情况。

二、极端金融事件的系统性风险测度

　 　 我国银行业不仅在金融体系中起主导作用，而
且与其他宏观部门关联紧密，因而在整个国民经济

体系中具有系统重要性地位。 因此，本文主要以银

行部门为例进行研究，选取 Ａ 股上市的银行机构为

样本，并通过加总各个机构市值和负债数据来代表

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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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部门的数据。
１．数据说明。 由于我们的研究目的是探讨极端

金融事件的系统性风险预警效果，因而样本时间跨

度要尽可能涵盖对银行部门有重要冲击的极端金融

事件，最终选择 ２００７ 年 １ 月至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为样本

期。 违约临界点一般用短期负债加上长期负债的一

半，或是直接用总负债水平来表示，大量实证研究均

表明二者计算结果基本一致。 本文选择总负债水平

作为违约点，以尽可能谨慎测度银行部门的系统性

风险。 本文选择应用较为广泛的申银万国银行指数

来表征银行部门的前瞻性走势。 扩展到跳跃 ＣＣＡ
方法后，本文综合使用日度的银行指数、月度的广义

货币供应量 Ｍ２ 和季度 ＧＤＰ 合成银行部门的混频宏

观动态因子。 考虑到我国国债市场仍不发达，其对

应利率价格信号作用有限，而人民银行发布的存款

基准利率在我国有更广泛影响，为此本文选取 １ 年

期存款基准利率作为无风险利率。 作为对比的证券

部门和保险部门均采用与银行部门类似的处理方

法，即通过分行业加总各个机构来代表证券部门和

保险部门的数据，同时以申银万国证券指数和申银

万国保险指数代表市场信息数据。 以上所有数据来

源于 Ｗｉｎｄ 数据库和 Ｒｅｓｓｅｔ 数据库。
２．传统 ＣＣＡ 方法的实证研究。 银行部门权益

波动率的计算方法主要包括基于期权的隐含波动

率、历史滚动波动率和 ＧＡＲＣＨ 波动率。 基于期权

交易的隐含波动率具有最优良的前瞻性信息，但我

国目前还没有完善的股票期权交易数据，因而本文

主要考虑使用历史滚动波动率和 ＧＡＲＣＨ 波动率。
根据计算，银行部门对应指数的 ２０ 日滚动标准

差和 ＧＡＲＣＨ （１， １） 计算的波动率基本一致，但

ＧＡＲＣＨ（１，１）结果更平滑，更适合表示我国银行部

门的波动特征。 得到银行部门权益波动率后，再根

据 ＣＣＡ 方法即可得到银行部门的系统性风险指

标 ＤＤ。
本文基于传统 ＣＣＡ 方法计算的银行部门 ＤＤ

显示，随着 ２００８ 年第一季度经济下滑和美国金融危

机的愈演愈烈，我国银行部门的系统性风险开始快

速上升，但期间主要 ＤＤ 的下滑只出现在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其后一直徘徊于低位，直到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雷曼兄

弟的倒闭使得 ＤＤ 开始继续下跌。 ＤＤ 的走势基本

可以反映银行部门风险的动态变化，这也验证了

ＣＣＡ 方法在我国实践中的适用性。 然而，从对极端

金融事件的预警效果来看，ＤＤ 只能作为一种辅助

性的风险测度指标。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我国经济指标尚

可，但进入下行周期的趋势已明显存在，ＤＤ 下降较

好地反映了这一趋势。 但是，ＤＤ 预警存在一个明

显的问题，即在危机发生之前 ＤＤ 下降幅度较小，难
以对潜在系统性风险提供明确信号，而等到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至 １０ 月出现更低值时，美国金融危机的影响已

深入我国实体领域，宏观政策已错过最佳介入时机。
再考虑 ２０１３ 年初和 ２０１４ 年末 ＤＤ 快速下降的现

象，虽然这对 ２０１３ 年的“钱荒”事件有一定预测作

用，但直到“钱荒”事件发生 ＤＤ 都未跌破 ２００８ 年的

平均水平，缺乏明确的预警信号。 此外，股票市场的

“噪音”信息也使得对“股灾”的预警存在较多干扰，
特别是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出现了 ＤＤ 大幅上升的现象。

３．混频宏观动态因子和跳跃参数的估计。 在引

入跳跃扩散假设后，需构建能准确反映银行部门权

益走势的混频宏观动态因子。 借鉴栾惠德和侯晓霞

（２０１５）测算我国实时金融状况指数，再考虑与银行

部门关联的紧密程度，初步选定月度频率的广义货

币供应量 Ｍ２ 和季度频率的国内生产总值 ＧＤＰ。 广

义货币供应量 Ｍ２ 从总量角度反映了宏观流动性状

况，而 ＧＤＰ 是混频因子模型中最能准确刻画经济周

期的基础指标（郑挺国和王霞，２０１３）。
本文的估计结果显示，首先，混频宏观动态因子

与银行指数有大致相同的变动趋势，且都具有波动

聚集性，说明提取的混频宏观动态因子很好地保持

了原始银行指数收益率序列动态特征。 其次，混频

宏观动态因子的波动表现出一定的短周期性，与银

行指数收益率序列围绕 ０ 均值随机波动不同，混频

宏观动态因子的短期走势带有明显的趋势性。 最

后，银行指数收益率序列只能通过其波动率的大小

来推断银行部门权益的风险，而混频宏观动态因子

除了依据波动率，其水平值本身就包含了风险状况

信息。 例如 ２００８ 年第一季度至第二季度期间，银行

指数收益率的波动性虽然反应灵敏，但难以与

２００６—２００７ 年纯粹由牛市引起的高波动率区别开

来。 相比而言，同期的混频宏观动态因子序列持续

处于负值，并在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达到局部极小值，其单

向的负值反应能表明更明确的风险预警信号。
本文的 ＧＡＲＣＨ－ＡＲＪＩ 模型估计结果显示，估计

结果中跳跃参数都是显著的，且修正 ＬＢ 统计量显

示不存在自相关性，说明无论是银行指数收益率还

是混频宏观动态因子序列均具有显著跳跃波动性，
引入的跳跃扩散假设是合适的。 从二者的跳跃方差

来看，银行指数收益率与混频宏观动态因子的跳跃

方差的动态趋势基本一致，出现波动聚集的时期基

本吻合，混频宏观动态因子稍具领先性，且波动幅度

略有差异，一方面说明二者对跳跃风险趋势的判断

接近，另一方面也表明金融市场噪声信号易导致波

动放大，宏观因素的引入有助于修正金融市场过大

的跳跃波动性。 关于跳跃强度参数，银行指数收益

率的估计值 ０．２１４ 反而小于混频宏观动态因子的估

计值 ０．８５６，显示银行指数收益率的跳跃波动性更

大，但跳跃频率却低于混频宏观动态因子，表明宏观

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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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的部分跳跃信息不能被金融市场充分发现，这
也从侧面印证了综合利用金融变量和宏观变量进行

混频估计的正确性。
４．违约距离的计算。 在估计跳跃参数和跳跃方

差之后，结合银行部门资产负债信息，就可以计算出

ＣＣＡ 方法的风险指标———违约距离。 基于传统

ＣＣＡ 方法计算的违约距离记为 ＤＤ，基于跳跃 ＣＣＡ
计算的违约距离记为 ＤＤ－Ｊ，基于宏观跳跃 ＣＣＡ 方

法计算的违约距离记为 ＤＤ－Ｊ－Ｍ。
本文的计算显示，在大部分样本期内，ＤＤ－Ｊ 不

仅与 ＤＤ 步调基本一致，而且二者分离和收敛状态

交替出现。 在系统性风险较小，整体违约距离较大

的时期内，ＤＤ－Ｊ 与 ＤＤ 之差的平均值达到 ２．１，而在

系统性风险急剧上升的时期，ＤＤ－Ｊ 会“跳跃”收敛

到与 ＤＤ 趋于一致，表明跳跃扩散假设的引入使得

ＤＤ－Ｊ 能够反映出极端金融事件冲击下系统性风险

的激增机制。 与 ＤＤ－Ｊ 特征类似，组合违约距离

ＰＤＤ（Ｃｈａｎ－Ｌａｕ ＆ Ｇｒａｖｅｌｌｅ，２００５；Ｓａｌｄｉａｓ，２０１３）同

样对市场负面信息和风险激增现象反应灵敏，但
ＰＤＤ 应用于我国银行部门时会存在反应过度的问

题（吴恒煜等，２０１３），比较而言，ＤＤ－Ｊ 和 ＤＤ 的联动

反应对风险激增的预警信号则更加明确：在系统性

风险较低的时期，ＤＤ－Ｊ 会大于 ＤＤ；更重要的是，若
系统性风险由低水平向高水平演变，ＤＤ－Ｊ 与 ＤＤ 的

差距将跳跃式下降。 ＤＤ－Ｊ 单独作为一个风险指标

存在风险信号识别问题，但结合 ＤＤ 的联动分析则

能有效提高对部门风险压力状况的测度效果。
引入了跳跃扩散虽然使得 ＤＤ－Ｊ 相比 ＤＤ 可以

有效把握跳跃性风险激增特征，但由于预判风险的

前瞻性信息均源于金融市场，因而二者步调是基本

一致的，都不能克服噪声信息对极端金融事件及其

系统性风险预警的干扰问题。 基于混频宏观动态因

子计算的违约距离吸收了宏观经济信息，新信息的

引入使得 ＤＤ－Ｊ－Ｍ 在某些时期与 ＤＤ－Ｊ 存在明显不

同的动态趋势。 从整体上看，ＤＤ－Ｊ 在样本期内阶

段性地呈现上升或下降趋势，与现实中银行部门日

常运行中风险相对平稳变动的特点不符；ＤＤ－Ｊ－Ｍ
除了在极端金融事件爆发期附近出现跳跃性变化，
其他时期的走势都比较平缓。 ＤＤ 和 ＤＤ－Ｊ 的波动

性更大，在金融市场表现较好时期内往往大幅度上

升，而 ＤＤ－Ｊ－Ｍ 则表现出相对平稳的走势。
５．违约距离与极端金融事件。 以分析银行部门

违约距离在 ２００８ 年全球金融危机前后的测度效果

为例，在危机全面爆发之前，ＤＤ、ＤＤ－Ｊ 和 ＤＤ－Ｊ－Ｍ
都有不同程度的领先反应，从 ２００８ 年 ２ 月开始，
ＤＤ、ＤＤ－Ｊ 和 ＤＤ－Ｊ－Ｍ 出现明显下滑，最后到 ９ 月和

１０ 月，金融危机已全面扩散，ＤＤ、ＤＤ－Ｊ 和 ＤＤ－Ｊ－Ｍ
进行最后一轮的深跌，较为准确地测度了当时极端

的系统性风险状况。 引入跳跃因素后，ＤＤ－Ｊ 与 ＤＤ
在危机深刻时期的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和 １０ 月出现收敛状

态，表现出对 ２００８ 年金融危机的预警效果。 回顾

２００８ 年初的货币政策决策，央行除了关注经济增长

和通货膨胀等经济变量的绝对水平，还应从宏观审

慎角度适当考虑系统性风险加剧对金融稳定的冲

击。 但若根据 ＤＤ 和 ＤＤ－Ｊ 来进行决策，仍会面临

噪声信号。 因为在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至 ８ 月期间，ＤＤ 和

ＤＤ－Ｊ 又呈现小幅回升的趋势，且二者始终为离状

态，危机爆发前明显的风险缓释信号极大地制约了

ＤＤ－Ｊ 的预警能力，而危机爆发之时出现的收敛状

态又缺乏预警价值。 ＤＤ－Ｊ－Ｍ 引入宏观经济信息的

重要价值就在于有效避免噪声信号干扰。 从 ２００７
年末开始，ＤＤ－Ｊ－Ｍ 一直处于快速下降趋势，仅在

２００８ 年 ３ 月有一次短暂回升，之后处于持续下降趋

势，并在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出现 ＤＤ－Ｊ－Ｍ 和 ＤＤ 的收敛并

持续收敛至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发出明确预警信号，从而

避免 ＤＤ 和 ＤＤ－Ｊ 在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出现的错误信号，
最终能为政策反应提供三个月左右时间。

６．金融子部门的对比分析。 首先，２００８ 年金融

危机期间前后，证券部门的 ＤＤ 和 ＤＤ－Ｊ 收敛信号

出现于 ２００８ 年 １０ 月，缺乏对 ２００８ 年金融危机的预

警价值；ＤＤ－Ｊ－Ｍ 在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与 ＤＤ 收敛，从而

在原有 ＤＤ 和 ＤＤ－Ｊ 指标基础上提前了一个月的预

警时间，只是效果非常微弱。 保险部门的 ＤＤ－Ｊ 和

ＤＤ 变动较为平稳，且在 ２００８ 年金融危机前后基本

是完全分离的，因此并不具备预警价值，其 ＤＤ－Ｊ－Ｍ
波动性虽有增大趋势，但直到 ２００８ 年 １０ 月才出现

向 ＤＤ 收敛。 其次，证券部门的 ＤＤ 和 ＤＤ－Ｊ 在“钱
荒”事件之前只有小幅下降趋势，ＤＤ－Ｊ－Ｍ 出现了

快速下降，只是未达到收敛状态而缺乏预警价值。
保险部门的 ＤＤ－Ｊ 波动极小，并没有向 ＤＤ 收敛，而
ＤＤ－Ｊ－Ｍ 虽然与 ＤＤ 在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至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期间存在收敛，但此后两个月却出现大幅度上升。
最后，２０１５ 年“股灾”事件前后，证券部门的违约距

离呈现较好的预警效果，证券部门的 ＤＤ 和 ＤＤ－Ｊ
在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至 ４ 月期间持续上升，但二者在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出现跳跃式下降并处于收敛状态，即使不依

赖 ＤＤ－Ｊ－Ｍ 的引入也能提前两个月左右发出明确

预警信号，而引入 ＤＤ－Ｊ－Ｍ 后预警时间提前至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保险部门的 ＤＤ－Ｊ－Ｍ 和 ＤＤ－Ｊ 虽然都有向

ＤＤ 收敛，但均发生在违约距离上升过程中，仍然没

有预警意义。
各个子金融部门对比分析表明，证券和保险部

门系统性风险的相对稳定性，而银行部门在极端金

融事件爆发期则表现出更大的脆弱性，因而有必要

重点监测银行部门的系统性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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