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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航运金融衍生品的出现使得航运期现货价格具有马尔科夫性质，导致现有理论或模型无

法准确预测航运期现货价格波动特征。 相比于既有研究，本文所用方法考虑了航运期现货收益

率波动特征难以预测问题，并且克服了现有动态套期保值模型普遍无法解决的现货收益率波动

不连续导致的期现货收益波动错位问题，以及用历史数据估计收益率波动特征失真问题。 即本

文通过估计因素模型计算时变贝塔系数进而得出动态套期保值率的方法本质上是一种理性预

期，更适合于航运市场避险方面。 本文计算了澳大利亚至中国航线海岬型船的离散时变套保

率，并且与其他 ４ 种常用套期保值模型计算结果进行比较，发现相较于其他方法，本文模型可以

用最低成本锁定同等水平风险。 这种低成本不仅体现在可用尽可能少的期货头寸对冲现货波

动风险，而且离散时变套保率避免了连续模型频繁改变组合中期货头寸而增加手续费和保证金

成本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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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与研究综述

航运市场涉及跨国、跨地区贸易，受国际政治、经济及突发事件等人为因素影响，同时天气、气候、地震及

火山等自然变量也使得航运市场充满变数。 人为与自然因素共同作用，决定了航运价格波动性较强。 航运价

格波动直接影响船舶贸易成本、贸易企业利润和航运货物价格。 如铁矿石价格与 ＢＤＩ 指数经常表现出较强

相关性就是因为航运价格被直接计入铁矿石采购成本中。 航运价格的波动给船东、租船人和贸易商等主体的

正常经营带来不确定性，如 ２００８ 年金融危机导致我国港口贸易量增速下滑近 ６ 个百分点［１］，催生了航运市场

参与主体对航运经营风险管理的需求。 利用金融工具规避由航运价格波动带来的经营风险是航运经营风险

管理的重要内容。 目前应用范围较广的金融避险工具主要是远期运费协议 ＦＦＡ 和航运期权等金融衍生工

具，这些衍生金融工具是以某船型或某航线租金或运费为标的的金融产品，是目前国际航运市场重要的风险

管理工具。 上海航运运价交易有限公司副总裁吴笛表示：“目前我国中小贸易企业普遍难以获得优惠运价，
也难以通过长期协议将运价锁定在比较低的范围；而大型企业经常会被征收多重附加费，导致无法锁定实际

运价。 利用航运衍生金融工具，这些问题都能迎刃而解。”以上表述说明，在实践中，航运价格波动风险可以

通过金融工具来对冲，以保障进出口或贸易企业利润。
航运衍生金融产品在我国仍属新生事物，能充分利用金融工具进行有效避险的航运和贸易企业较少。 在

国际上，应用金融工具规避航运价格波动风险已经成为主流，尤其是 ＦＦＡ 合约，数据表明，２００９ 年以来每年

ＦＦＡ 成交量都超过 １００ 万手。 ＦＦＡ（ｆｏｒｗａｒｄ ｆｒｅｉｇｈｔ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ｓ）是一种规定了航线、价格、数量等内容的远期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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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协议，干散货 ＦＦＡ 交易是目前运费衍生品市场上最为活跃的产品。 因此，本文也应用 ＦＦＡ 合约这种金融工

具来讨论航运市场金融动态避险方法及其适用性。
目前，关于利用金融工具规避航运价格波动风险的理论研究相对较少，无论研究方法还是基础理论都没

有形成公认统一可行的范式和框架。 因为航运市场和金融市场都充满不确定性，不同因素影响下收益率在不

同时段都表现出不同波动特征，而且这种波动特征变化并不具备周期性，也就是无论航运现货价格还是期货

价格都是马尔科夫过程。 因此，几乎不存在一种理论或模型可以在实践中重复实现风险有效对冲，即使短期

内存在，也会因套利行为而迅速失效。 航运经济学家 Ｋａｖｕｓｓａｎｏｓ 对于 ＦＦＡ 在实际应用方面的研究目前较为

有代表性，其研究发现不同航线 ＦＦＡ 存在较大流动性差异，导致套期保值效率在不同航线上存在差距［２］。 近

期的研究多为介绍和推广使用 ＦＦＡ 或航运金融方面的实证类研究。 如 Ｊｏｈｎ 和 Ｊｅｆｆｒｅｙ［３］调查发现几乎所有船

东和承租方都关心航运衍生品市场的发展，尤其对 ＦＦＡ 和航运期权的避险和投资功能非常感兴趣。 殷明

等［４］的研究表明各种船型市场的远期运费的买卖价差与 ＦＦＡ 正相关。 许遵武［５］认为运费期货等衍生产品的

创新和应用在对冲、控制风险的同时也引发了新的风险。
ＦＦＡ 本质上是一种期货合约，应用 ＦＦＡ 对冲航运价格波动风险实质上就是套期保值。 套期保值方面的

研究主要分为两大类：一是套期保值动机类研究，此类研究通常针对某一类具体企业展开，从其财务状况入手

研究套期保值动机［６－９］，我国近年来此方面的研究也逐渐成熟［１０－１２］。
另一种是实操类研究，主要针对最优套期保值率计算问题。 套期保值的核心工作是计算最优套期保值

率，即一单位现货头寸对应的期货头寸数量。 早期的最优套保率计算是基于马科维兹均值方差原理，后逐渐

发展到目前公认套期保值本质是在期货和现货市场间做投资组合。 随着金融市场日渐成熟，套期保值理论、
工具和方法逐渐多样化。 发展到今天，套期保值理论的核心问题依然是最优套期保值率确定问题，本质上是

资产组合中各资产配比问题。 现有最常用的套期保值模型可以分为静态套保模型和动态套保模型两类。
静态套保模型主要包括 ＯＬＳ、ＶＡＲ 和 ＥＣＭ 类模型，由于这类模型主要考虑期货和现货收益率间的线性

关系，无法满足现实中长期情况下期货价格和现货价格出现较大波动时呈现的非线性关系，使得所计算的最

优套期保值率存在误差。 因此静态模型目前在理论和实践中应用较少，近期内代表性研究有 Ｂａｌｋｅ 和

Ｆｏｍｂｙ［１３］的门限协整模型以及 Ｄｏｎａｌｄ 和 Ｙｉｕ［１４］提出的分数协整自回归移动平均模型（ＡＲＦＩＭＡ）。
动态套保模型目前应用较为广泛，最主要的一类是 ＡＲＣＨ 类改进模型。 动态模型可以更好的捕捉期现

货收益率波动分布特征，预测期现货收益波动。 为更准确模拟和预测期现货收益率波动特征，逐渐发展出了

ＧＡＲＣＨ，ＢＧＡＲＣＨ，ＢＥＫＫ，ＥＣＭ⁃ＢＧＡＲＣＨ（１，１），Ｃｏｐｕｌａ⁃ＥＣＭ⁃ＧＡＲＣＨ，ＤＣＣ⁃ＧＡＲＣＨ，ＣＣＣ⁃ＧＡＲＣＨ 和 ＭＲＳ⁃
ＧＡＲＣＨ 等多种模型。 如我国学者王玉刚等［１５］以及唐韬和谢赤［１６］都应用 ＣＯＰＵＬＡ 函数和 ＧＡＲＣＨ 函数相结

合计算最优套期保值率。 在最近阶段研究，Ｍａｒｋｏｖ 转化和卡尔曼滤波理论逐渐应用到动态套保模型中，代表

性研究有 Ｍｏｎｉｃａ 等［１７］应用 Ｍａｒｋｏｖ 转化 ＧＡＲＣＨ 模型研究能源期货套期保值。 除此之外，很多理论和方法都

被应用于动态套期保值率的计算中，如 Ｌａｕｒａ 等［１８］用指数对冲模型研究亚洲期权套保；余星等［１９］基于等价鞅

测度建立期权动态套保模型；尹力博和韩立岩［２０］基于长期视角研究原油期货套保策略。
综合以上研究，发现各类理论模型目标皆为更准确描述资产收益率波动特征，以便准确得出最优套保率，

这一点在目前的理论研究中正在逐步实现。 但应用到实践中，仍存在以下问题亟待解决：
第一，各类模型仍基于资产组合方差最小化以及单位风险下组合收益最优化框架，需要收益率和风险可

微，在连续情况下求解。 但实际应用中，现货收益率波动往往不具备连续性。
第二，没有将需要套保资产收益率波动特性考虑到模型中，只追求准确模拟和预测期现货收益率波动特

征。 如 Ｃｏｐｕｌａ 函数虽可将不同边际分布结合成多维联合分布，能更准确描述金融数据分布特征，但仅限于金

融属性较强且收益率波动具有高频和聚类特征的标的物套保中，如外汇、期权等。 对于收益率波动不具备波

动聚类特征的商品来说，并不适用。 从本文列举文献中也可以看出，不同的套保模型所应用的对象也不尽

相同。
第三，没有考虑套保数据采样时间。 由于套保品种多为大宗商品，较易受宏观经济状况和政治局势影响，

且多数套期保值时间跨度较大，导致同一品种在不同时间段内呈现截然不同的波动特征，对其收益率的影响

因素和风险源等都不相同。 也就是说，在某一时间段内对某一类资产收益率波动特征模拟较好的模型在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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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段不一定适用。 即任何一种模型都不具备纵向稳健性。
因此本文在所选取变量观测值时间段内对航运价格收益率波动特征进行分析。 采用基于卡尔曼滤波的

状态空间模型估计航运市场 ＡＰＴ 模型，并结合 ＣＡＰＭ 模型得到离散时变 β 系数，以此为基础提出基于 β 系数

的航运市场动态套期保值组合构造方法。 这种方法同时考虑了现货收益率波动不连续问题、航运期现货收益

率波动特征变化问题以及期现货收益率残差不存在波动聚类问题。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所讨论动态避险方法

只有在同时满足以上三种情况时存在理论可行性，这也是此类研究不可避免的局限性。
本文将按如下顺序展开研究：首先，分析航运价格收益率波动特征及其影响因素；其次，选择适合此波动

特征的估计模型，并详细介绍和解释模型应用的合理性，同时推导因素模型与 β 系数的参数关系体系并估计

时变因素敏感系数，计算最优套期保值率；最后，验证本研究结论的实践应用价值并总结全文。

航运市场风险来源

１、供求主体多元化

目前，航运市场主要由航运商、贸易商、生产商和金融公司等参与者组成，且越来越多的航运商、货主、金
融机构等加入航运金融衍生品市场，并逐渐成为干散货 ＦＦＡ 交易的主力。 交易者增多使得 ＦＦＡ 的流动性逐

渐增强，进而吸引更多交易者参与其中。 但很多企业并不将航运金融衍生品视为避险工具，而视其为投机工

具，导致很多操作能力弱、风险认识不足的航运企业判断失误，在操作 ＦＦＡ 时承受巨大风险甚至倒闭。 而很

多有实力的大型货主和贸易商在利用 ＦＦＡ 套期保值的同时，通过低位建仓、以期推现、哄抬市场和卖空套利

等模式操纵市场，赚取利润。 还有很多金融机构利用金融杠杆进行投机获利。 因此，航运市场波动不但受基

本供求因素影响，还受预期、投机等金融因素影响。
２、影响因素复杂化

（１）自然因素

不同季节的气候、风浪条件对航运成本影响较大，因此季节和天气状况对航运价格的影响必须予以重视，
这种天气风险溢价会计入航运成本中。 从需求角度来看，大量的已有研究检验发现，包括进出口总额等多数

航运大宗贸易品数据都表现出一定季节特征，这导致对航运的需求具有季节性。 从供给角度看，恶劣天气会

使船舶停运滞留等泊，降低供给，造成运力下降。
（２）贸易地区经济发展状况

贸易水平是航运业基础，航线相关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决定贸易水平。 贸易方经济发展水平决定了干散货

原材料供需水平，货物供求量的变化会影响航船供需，进而影响航运价格。 由于我国进出口总额与船价表现

出一定季节特征，本文采用 Ｘ１２ 方法对二者对数序列进行季节调整。 对调整后序列进行平稳性检验，见表 １：
表 １　 我国进出口总额与船价对数序列单位根检验结果

变量
水平值

（常数和时间趋势）
水平值

（含常数项） 一阶差分

ｌｎＰｔ
－３ １２

（０ １００１）
－２ ５１

（０ １００２）
－１０ ０８∗∗∗

（０ ００００）

ｌｎＩＯｔ
－２ ２８

（０ ４３６５）
－１ ９２

（０ ３１９４）
－９ ０２∗∗∗

（０ ００００）
注：表中数据为 Ｔ 统计量；括号内为 Ｐ 值； ∗∗∗代表 １％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原假设。

表 １ 中 ｌｎＰ ｔ 和 ｌｎＩＯｔ 表分别表示船价与我国进出口总额对数序列。 表 １ 结果表明，我国进出口总额与船

价对数序列都为不平稳时间序列，且都为 Ｉ（１）序列。 对二者进行协整检验，判断二者是否具有长期均衡关

系，结果见表 ２。
表 ２　 我国进出口总额与船价对数序列协整检验结果

原假设 特征根
迹统计量

（Ｐ 值）
Ｍａｘ⁃Ｅｉｇｅｎ 统计量

（Ｐ 值）
０ 个协整向量 ０ ２６ ２６ １３（０ ００３４）∗∗∗ １７ ５３（０ ０４４０）∗∗∗

至少一个协整向量 ０ １６ ８ ６０（０ ００３４）∗∗∗ ８ ６０（０ ００３４）∗∗∗

注：括号内为 Ｐ 值；∗∗∗代表 １％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原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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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结果显示，我国进出口总额与船价对数序列存在协整关系，表明二者具有长期均衡关系。 这种长期

均衡关系表明贸易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与航运价格这一系统中不存在破坏均衡的内在机制。
（３）政治因素

政治事件尤其是突发性事件，对航运需求和运价的影响最为直接。 如瘟疫、流行性疾病、重大恐怖袭击事

件、局部战争或动乱、贸易战、经济和金融危机、国际关系变化、汇率和股市重大波动等都会对航运价格产生影

响。 比较有代表性的事件有苏伊士运河关闭、伊朗革命、索马里海盗、美国的反倾销调查都曾对相关航线船价

产生过较大影响。
３、航运价格波动特征

本文分别观察航运现货价格、期货价格和市场平均价格的收益率波动特征。 其中现货价格用澳大利亚至

中国航线海岬型船日租金月平均值代表，因海岬型船是在远洋航行中可以通过好望角或者南美洲海角最恶劣

天气，载重在 １０ 万吨以上的干散货船，被视为矿砂主要船种，是常见干散货船。 澳大利亚的必和必拓是铁矿

石三巨头之一，且煤炭、铝土矿资源丰富，是我国黑色干散货重要进口国，所以此航线和船型价格具有一定代

表性。 波罗的海指数（ＢＤＩ 指数）是由几条主要航线即期运费加权计算而成，由波罗的海灵便型指数（ＢＳＩ）、
波罗的海巴拿马型指数（ＢＰＩ）和波罗的海海岬型指数（ＢＣＩ）三部分组成，反映的是散装原物料的即期市场行

情。 因此可以将 ＢＤＩ 指数视为航运市场均价，其收益率可视为运价市场收益率，其波动可视为航运市场风

险。 期货价格用 ＦＦＡ 价格月度数据表示。 观测值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至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共 ６３ 个月度数据。 分别对三

组数据进行平稳性检验可以发现期货价格、航运现货价格和市场平均价格均为平稳时间序列。 检验结果见

表 ３：
表 ３　 期货价格、航运现货价格和市场平均价格平稳性检验结果

变量
水平值

（常数和时间趋势）
水平值

（含常数项）

ＦＦＡｔ
－２ ９６

（０ １５１５）
－２ ９６∗∗

（０ ０４４３）

Ｐｔ
－４ ３７∗∗∗

（０ ００４９）
－４ ３６∗∗∗

（０ ０００８）

ＢＤＩｔ
－３ １５

（０ １０４８）
－３ ３２∗∗

（０ ０１８１）
注：表中数据为 Ｔ 统计量；括号内为 Ｐ 值；∗∗∗和∗∗分别代表 １％和 ５％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原假设。

表 ３ 中 ＦＦＡｔ、Ｐ ｔ 和 ＢＤＩｔ 分别表示期货价格、现货价格和市场平均价格。 表 ３ 数据表明，三组观测值皆为

平稳时间序列。 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 ２００８ 年金融危机后，各国吸取教训注重经济结构优化调整，保持经济

稳定发展。 “新常态”正是对这一时期经济发展状况的最准确概括。 这一段时间内较少发生突发性政治事件

和较明显全球性危机，表明此段时间航运市场价格只受一般经济变量和季节等常规变量影响。 此时的航运风

险可以通过资产组合方式进行规避。
为进一步观察航运现货价格、期货价格和市场平均价格的波动特征，本文分别对三者对数收益率进行 ＡＲ

（１）回归，并对模型的残差序列进行 ＡＲＣＨ 效应检验。 检验发现现货价格对数收益率残差序列不具备 ＡＲＣＨ
效应，期货价格对数收益率残差序列具备 ＡＲＣＨ 效应，市场平均价格对数收益率残差序列不具备 ＡＲＣＨ 效

应。 结果见表 ４：
表 ４　 航运现货价格、期货价格和市场平均价格对数收益率 ＡＲ（１）模型 ＡＲＣＨ 检验结果

变量 Ｆ 统计量 Ｐ 值

ｌｎＰｒｔ １ ９８ ０ １２８２
ｌｎＦＦＡｒｔ ３ ７６∗∗ ０ ０１５９
ｌｎＢＤＩｔ ０ ９１ ０ ４３９９

注：∗∗代表 ５％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原假设。

表 ４ 中 ｌｎＰｒｔ、ｌｎＦＦＡｒｔ 和 ｌｎＢＤＩｔ 分别代表航运现货价格、期货价格和市场平均价格对数收益率。 表 ４ 结

果表明，在本文数据观测值范围内，航运现货收益率方差和航运市场收益率方差不具备 ＡＲＣＨ 效应，只有期

货价格收益率方差具备 ＡＲＣＨ 效应。 此时 ＧＡＲＣＨ 类动态套期保值模型难以对数据波动特征进行准确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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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 ＯＬＳ 和 ＥＣＭ 等静态模型无法得到时变套保率，无法实现低频状态下动态实时调整避险组合。 鉴于此，
本文尝试采用基于卡尔曼滤波的状态空间模型估计航运市场 ＡＰＴ 模型，得出时变参数，并利用 ＡＰＴ 模型和

ＣＡＰＭ 之间的参数关系体系计算时变 β 系数，据此计算时变套期保值率，以期达到动态避险的目的。
目前航运金融衍生品市场尚不成熟，实践中可行避险工具较少。 由前文文献分析可知，当前应用最广且

较行之有效的工具是 ＦＦＡ。 因此本文针对 ＦＦＡ 工具尝试性研究具有现实可行性的离散航运价格动态风险规

避方法。

动态套期保值率计算

在实践中，多数情况并不需要对标的物收益率波动进行准确描述，因为现货价格并不像期货价格那样高

频时变，也就是存在期现货价格波动错位问题。 同时，频繁改变组合中期货头寸会增加手续费和保证金成本，
因此 ＧＡＲＣＨ 模型得出的高频时变套保率现实可行性较低。 投资者一般只在期现货价格波动较大时才调整

头寸，或仅做定期调整。 因此离散型时变套保率即可满足现实要求，也避免了期现货价格波动错位问题。
根据前文所述，本文所选取的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至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共 ６３ 个月度航运现货价格收益率不具备 ＡＲＣＨ

效应。 本文利用基于卡尔曼滤波的状态空间模型估计航运市场 ＡＰＴ 模型，并结合 ＣＡＰＭ 模型得到离散时变

β 系数，以月为时间跨度动态调整套期保值组合头寸，既克服了期现货价格波动错位问题又避免了连续型套

保率现实可行性低的弊端。
１、时变 β 系数的估计

现有国内外有关 β 系数时变性研究多把 β 系数时变的原因归于宏观和微观经济变量变化。 本文着眼于

跨期条件下时变 β 系数存在性问题，基于共同期望等基本理论假设，将 ＣＡＰＭ 和 ＡＰＴ 相结合。 丁志国等［２１］

的研究表明 ＣＡＰＭ 存在跨期悖论，即如果证券 β 系数跨期不变且 ＣＡＰＭ 成立，则必须要求所有证券的 β 系数

相等且为 １，即它的 β 系数等于市场组合，这与 ＣＡＰＭ 理论前提相悖。 ＡＰＴ 模型是一种因素模型，在一定程度

上克服了以上 ＣＡＰＭ 模型的缺点，认为资产收益率受多种经济因素的影响，但没有给出具体影响因素，而这

些因素只能凭投资者经验自行判断选择，因此具有一定主观性。 在现实中，任何一种资产的收益率都会受多

方面因素影响，所以当资产收益率 ｒｉ 受多因素影响时（为简化分析，本文选择 ４ 个最直接影响因素），多因素

ＡＰＴ 模型为：
ｒｉ ＝ αｉ ＋ ｂ１ｔＦ１ ＋ ｂ２ｔＦ２ ＋ ｂ３ｔＦ３ ＋ ｂ４ｔＦ４ ＋ εｉ （１）

　 　 （１）式中 ｒｉ 为资产收益率，本文中为航运现货收益率；αｉ 为截距项，Ｆ１、Ｆ２、Ｆ３ 和 Ｆ４ 分别为我国 ＰＭＩ 指
数，我国干散货进口量，ＢＤＩ 指数和 ＦＦＡ 价格。 选取依据是：总结现有关于国际干散货航运市场影响因素的

研究，可以发现航运价格的影响因素主要包括四类，分别是运力供求类、航运成本类、市场均价类和货物供求

类因素。 ＰＭＩ 指数可以代表我国对于干散货进出口的总运力供求情况；干散货进口量可以表示航运货物需

求；ＢＤＩ 指数是市场公认的干散货航运均价；ＦＦＡ 价格反映了真实的航运成本。 而且，本文所选时段期现货收

益波动无聚类特征且不存在典型突发事件，因此本文仅选择实践中行业分析师最常用的对航运价格影响最直

接的需求因素（ＰＭＩ 指数和干散货进口量）、市场波动（ＢＤＩ 指数）和期货价格（ＦＦＡ）作为 ＡＰＴ 模型中影响因

素。 ｂ１ｔ、ｂ２ｔ、ｂ３ｔ和 ｂ４ｔ分别为资产收益率各影响因素所对应的因素敏感系数，εｉ 为残差向量。 根据式（１），在无

套利假定下，ｒｉ 与 ｂ１ｔ、ｂ２ｔ、ｂ３ｔ和 ｂ４ｔ应该满足如下线性方程，否则会存在套利机会：
ｒｉ ＝ λ０ ＋ λ１ｂ１ｔ ＋ λ２ｂ２ｔ ＋ λ３ｂ３ｔ ＋ λ４ｂ４ｔ （２）

　 　 当一项资产不受任何因素影响时，其对应的因素敏感系数 ｂｉｔ（ ｉ ＝ １，２，…，４）应该为 ０，此时资产收益率等

于无风险收益率，因此 λ０ ＝ ｒｆ，ｒｆ 为无风险收益率。 而当某一影响因素敏感系数为 １ 时，如 ｂ１ｔ ＝ １ 时，此时资产

收益率全部由这一因素影响，其他影响因素敏感系数 ｂ２ｔ、ｂ３ｔ和 ｂ４ｔ为 ０，则 λ１ ＝ ｒ１－ｒｆ。 同理可得 λ２ ＝ ｒ２－ｒｆ，λ３ ＝
ｒ３－ｒｆ，λ４ ＝ ｒ４－ｒｆ。 将以上各表达式代入式（２）中，并令 ｒｎ ＝ δｎ（ｎ ＝ １，２，…，４），ｒｎ 为对应各单因素影响时的资产

收益率，可得：
ｒｉ ＝ ｒｆ ＋ （δ１ － ｒｆ）ｂ１ｔ ＋ （δ２ － ｒｆ）ｂ２ｔ ＋ （δ３ － ｒｆ）ｂ３ｔ ＋ （δ４ － ｒｆ）ｂ４ｔ （３）

　 　 （３）式中 ｒｉ 为多因素影响情况下的资产收益率。 ＣＡＰＭ 标准模型为 ｒｉ ＝ ｒｆ＋ ｒＭ－ｒｆ( ) βｉ，其中 ｒＭ 表示市场收

益率，本文中用 ＢＤＩ 收益率表示，根据其建模原则可知 β 反映的是某种资产的风险对整个市场风险的敏感程



２５２　　 管理评论 第 ３０ 卷

度，因此有：

βｉ ＝
ρｉＭσｉ

ρＭＭσＭ

＝
Ｃｏｖ ｒｉ，ｒＭ( )

σ２ ｒＭ( )
（４）

　 　 将（１）式代入（４）式中：

βｉ ＝
Ｃｏｖ ｒｉ，ｒＭ( )

σ２ ｒＭ( )
＝
Ｃｏｖ αｉ ＋ ｂ１ｔＦ１ ＋ ｂ２ｔＦ２ ＋ ｂ３ｔＦ３ ＋ ｂ４ｔＦ４ ＋ εｉｉ，ｒＭ( )

σ２ ｒＭ( )
（５）

　 　 展开（５）式，并利用 Ｃｏｖ εｉｉ，ｒＭ( ) ＝ ０，可得：

βｉｔ ＝
Ｃｏｖ（Ｆ１，ｒＭ）

σ２
Ｍ

ｂ１ｔ ＋
Ｃｏｖ（Ｆ２，ｒＭ）

σ２
Ｍ

ｂ２ｔ ＋
Ｃｏｖ（Ｆ３，ｒＭ）

σ２
Ｍ

ｂ３ｔ ＋
Ｃｏｖ（Ｆ４，ｒＭ）

σ２
Ｍ

ｂ４ｔ （６）

　 　 （６）式中 βｉｔ为资产 ｉ 在多因素影响下的 β 系数，σ２
Ｍ 为市场收益率协方差。 如果用时变模型估计（１）式得

到时变参数，则可根据式（６）求出时变贝塔系数。
套期保值率是指套期保值者在进行套期保值交易时，用以计算所需买入或卖出某种期货合约数量的比

率。 由前文分析可知，现有的套期保值理论本质上是投资组合理论，仍在资产组合方差最小化以及单位风险

下组合收益最优化框架下，本文也在此框架下展开讨论：
ＲＨ ＝ ＲＰ － ｈＲＦ （７）

　 　 （７）式中 ＲＨ 为一段时间内资产组合收益率，ＲＰ 和 ＲＦ 分别为相同时间段内现货头寸收益率和期货头寸

收益率，ｈ 为期货头寸与现货头寸之比，也就是套期保值率。 对（７）式求方差可得：
σ２（ＲＨ） ＝ σ２（ＲＰ） ＋ ｈ２ × σ２（ＲＦ） － ２ｈＣｏｖ（ＲＰ，ＲＦ） （８）

　 　 （８）式即为组合收益率的方差，对（８）式求关于套期保值率 ｈ 的导数并令其等于零可得组合收益率方差

最小套保率，也就是时点风险最小化套期保值率：

ｈ ＝ Ｃｏｖ（ＲＰ，ＲＦ） ／ σ２（ＲＦ） ＝ ρ
σＰ

σｆ
（９）

　 　 （９）式中 ρ 为期货价格收益率和现货价格收益率相关系数，σＰ 和 σｆ 为现货和期货收益率标准差。 目前

常用的 ＧＡＲＣＨ 类模型就是通过准确模拟和预测期现货价格收益率标准差及其相关系数来进行套期保值率

计算。 其中动态套期保值率的计算一般是通过估计每一个时点的条件方差和协方差，用时变的条件方差和条

件相关系数计算时变套期保值率。 比较有代表性的有佟孟华［２２］基于修正的 ＥＣＭ⁃ＢＧＡＲＣＨ（１，１）模型估计沪

深 ３００ 股指期货动态套期保值率。 这类方法主要根据现货和期货价格收益率自身波动情况来估计时变条件

方差，而没有考虑影响期现货价格的现实影响因素，本质上是一种适应性预期模型。 而本文采用的基于 ＡＰＴ
与 ＣＡＰＭ 理论，用时变估计方法估计时变贝塔系数求时变套期保值率的方法本质上是一种理性预期模型，所
得的贝塔系数反映的是资产波动性与市场波动性的关系。 虽然不可避免的存在着理性预期理论普遍存在的

信息缺失导致的指标选取缺乏稳定性问题，但这种方法是值得尝试的。 尤其在航运价格避险应用方面，航运

价格经常受国际政治局势和突发性事件影响，收益率波动变化较大，用价格自身历史数据估计方差会出现失

真。 而本文的方法更注重于对影响因素的考察，在此处应用更为适合。 因此，将套保率 ｈ 用 β 系数进行修正

可得时变套保率：
ｈｔ ＝ ｈ × βｉｔ （１０）

则（１０）式为时变套保率计算公式。 本文分别采用我国 ＰＭＩ，我国干散货进口量，ＢＤＩ 指数、ＦＦＡ 价格和船价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至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月度数据（数据来源：中经网数据库、我的钢铁、中国统计年鉴等）建立状态空间

模型：
测量方程：

Ｐｒｔ ＝ ｓｖ１ｔ × ＰＭＩｔ ＋ ｓｖ２ｔ × ＢＤＩｔ ＋ ｓｖ３ｔ × ＦＦＡｔ ＋ ｓｖ４ｔ × Ｉｔ ＋ ωｔ （１１）
　 　 状态方程：

ｓｖ１ｔ ＝ ｓｖ１ｔ －１ ＋ ｅ１，ｓｖ２ｔ ＝ ｓｖ２ｔ －１ ＋ ｅ２，ｓｖ３ｔ ＝ ｓｖ３ｔ －１ ＋ ｅ３，ｓｖ４ｔ ＝ ｓｖ４ｔ －１ ＋ ｅ４ （１２）
　 　 上式中：Ｐｒｔ 表示航运现货价格；ＰＭＩｔ 表示 ＰＭＩ 指数；ＢＤＩｔ 建表示 ＢＤＩ 指数；ＦＦＡｔ 表示 ＦＦＡ 价格；Ｉｔ 表示

干散货进口量（本文采用大豆进口量、铁矿砂及其精矿进口量、初级形状的塑料进口量和谷物及谷物粉进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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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当月数据加总表示）①； ωｔ 为独立分布的残差项，ｅ１ 是随机扰动项。 首先对价格类数据利用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为

基期 ＣＰＩ 进行平减，然后对表现出季节特征的数据应用 Ｘ１２ 方法进行季节调整。 为统一量纲及标准化变量

尺度，本文状态空间模型数据均采用对数序列。 其中为衡量期现货价格收益率波动的敏感系数，模型中采用

现货价格对数收益率 ｌｎＰｒｔ 和期货价格对数收益率 ｌｎＦＦＡｒｔ 序列。 对数据进行平稳性检验发现，ｌｎＢＤＩｔ、ｌｎＩｔ、
ｌｎＰｒｔ、ｌｎＰＭＩｔ 和 ｌｎＦＦＡｒｔ 均为平稳序列。 检验结果见表 ５：

表 ５　 状态空间模型对数序列平稳性检验结果

变量
水平值

（常数和时间趋势）
水平值

（含常数项）

ｌｎＰｒｔ
－９ ７５∗∗∗∗

（０ ００００）
－９ ８４∗∗∗

（０ ００００）

ｌｎＰＭＩｔ
－６ ８６∗∗∗

（０ ００００）
－６ ７４∗∗∗

（０ ００００）

ｌｎＢＤＩｔ
－２ ８０

（０ ２０１８）
－２ ９４∗∗

（０ ０４３５）

ｌｎＦＦＡｒｔ
－１０９３∗∗∗

（０ ００００）
－１１ ０２∗∗∗

（０ ００００）

ｌｎＩｔ
－８ ８６∗∗∗

（０ ００００）
－１ １２

（０ ７０１５）
注：表中数据为 Ｔ 统计量；括号内为 Ｐ 值；∗∗∗和∗∗分别代表 １％和 ５％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原假设。

表 ５ 中 ｌｎＰｒｔ、ｌｎＰＭＩｔ、ｌｎＢＤＩｔ、ｌｎＦＦＡｒｔ 和 ｌｎＩｔ 分别为航运现货价格对数收益率、ＰＭＩ 指数对数序列、ＢＤＩ 对
数序列、ＦＦＡ 对数收益率和干散货进口量对数序列。 将以上数据应用于本文状态空间模型（１１）和（１２）中，可
得表 ６ 估计结果：

表 ６　 状态空间模型结果

Ｆｉｎａｌ Ｓｔａｔｅ Ｒｏｏｔ ＭＳＥ ｚ⁃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 Ｐｒｏｂ．
ｓｖ１ ０ ４５６９３９ ２ ５６Ｅ⁃０８ ８０４ ３６９８ ０ ００００∗∗∗

ｓｖ２ ０ ０１４５７４ １ ５５Ｅ⁃０５ ９４０ ３５７８ ０ ００００∗∗∗

ｓｖ３ １ ４２Ｅ⁃０５ ９ ５９Ｅ⁃０８ １４８ １８９０ ０ ００００∗∗∗

ｓｖ４ ０ １０４１７４ ８ ０６Ｅ⁃６３ １ ２９Ｅ＋６１ ０ ００００∗∗∗

注：∗∗∗代表 １％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原假设。

表 ６ 给出了式（１１）和（１２）描述的状态空间估计结果，将 ４ 组序列对应时变系数（因数据较多，文中不便

展示）结合（６）式计算可得航运价格时变 β 系数如图 １：

图 １　 航运价格时变 β 系数 图 ２　 动态套期保值率

　 　 图 １ 给出了以月为单位的航运价格时变 β 系数，反映了所选航线船型的风险对干散货航运市场风险的敏

感性。 现实中可根据市场走势预测选择不同阶段的贝塔系数修正套期保值率用来避险。 时变 β 系数不仅适

①本文选用澳大利亚至中国海岬型船的船价数据，海岬型船主要是矿砂船种，多应用于大宗干散货运输。 根据定义，大宗干散
货多为煤炭、矿石和粮食等。 同时，我国与澳大利亚间大宗商品贸易主要涉及化工原料、矿石和农产品。 其中大豆、铁矿石、
塑料和谷物是主要大宗干散货贸易品类，且这四种商品均在国内期货交易所上市，具有一定金融属性。 因此这里用大豆进口
量、铁矿砂及其精矿进口量、初级形状的塑料进口量和谷物及谷物粉进口量当月数据加总表示此航线和船型干散货进口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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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船承租人，而且适合贸易、生产类型企业和船舶经营者避险操作，也适合经常使用船舶运输的企业进行波段

操作。 除此之外，船承租人、贸易、生产类型企业和船舶经营者还可根据时变 β 系数计算资本成本，及时调整

投资决策。 也可更准确的对某航线某船型进行资产估值。 结合图 １ 时变 β 系数数据与（１０）式计算可得 ＦＦＡ
合约动态套期保值率，见图 ２。

图 ２ 为月度单位的 ＦＦＡ 时变套期保值率，相对于其他模型，本文得出的时变套保率会及时反映影响因素

波动导致的某航线船型风险对整个航运市场风险的敏感程度变化情况②。 保证船承租人、贸易、生产类型企

业和船舶经营者可以及时调整资产组合中期货头寸进而达到避险要求。 更重要的是，及时调整组合中期货头

寸可以节约大量流动成本，做到用尽可能少的期货头寸对冲现货波动风险。
２、套期保值效果比较

为检验本文方法的应用价值，本文应用其他 ４ 种常用套期保值率模型计算相同观测值的套期保值率和套

期保值效果。 套期保值效果可以衡量当按照某套期保值率进行套保时，比不进行套期保值时收益率波动的减

小程度。 通常套期保值效果可以表示为：

Ｈｅ ＝ １ －
σ２ Ｒｈ( )

σ２ Ｒｐ( )
（１３）

　 　 式（１３）中 Ｈｅ 表示套期保值效果，σ２ Ｒｈ( ) 为套期保值组合收益率方差，σ２ Ｒｐ( ) 为不进行套保时的收益率

方差。 从（１３）式中可以看出，套期保值效果本质上衡量的是套期保值后的风险减小程度，并没有体现出组合

收益状况以及套期保值成本情况。 将本文计算的动态套期保值率代入式（１３）可求得本文方法的套期保值效

果，同时应用本文期现货数据计算现有常用的 ＯＬＳ 套期保值比、ＧＡＲＣＨ 套期保值比、最小方差套期保值比、
ＥＣＭ 套期保值比模型的套期保值率和套期保值效果［２２］，结果见表 ７：

表 ７　 不同套期保值模型套期保值结果比较

套期保值类型 套期保值效果 套期保值率

本文方法 ０ ２０５５４２ ０ ２６９６
ＯＬＳ 套期保值比 ０ ２５８３２６ ０ ４８１３
ＧＡＲＣＨ 套期保值比 ０ ２５８０９３ ０ ５３８９
最小方差套期保值比 ０ ２５８２０４ ０ ４７３７
ＥＣＭ 套期保值比 ０ ２３５２２８ ０ ６１８２

由表 ７ 可见，比较各模型所得套期保值率和套期保值效果，可以发现在本文观测值范围内，５ 种方法套期

保值效果几乎相当，说明各算法都可以有效控制套保组合收益率方差且效果大致相同。 但从构造组合所需期

货合约数量来看，本文方法所需合约数量远低于其他方法，只有 ＥＣＭ 模型的 ４４％、ＧＡＲＣＨ 模型的 ５０％等。
这说明在对航运市场风险规避程度相当的情况下，本文方法的成本最低。 也就是本研究的应用价值体现在可

以用较小成本规避同样水平风险。

结论与启示

航运市场存在较大风险，同时受政治、经济、供求、心理、天气、气候和风力等多种因素影响。 尤其是航运

相关金融衍生品的出现，使得航运市场表现出一定金融特征。 这造成了航运收益率波动性较强且无规律，既
影响贸易企业利润和航运货物价格，又给航运相关企业经营带来不确定性。 因此，航运避险金融衍生工具应

运而生，目前航运金融衍生品市场可应用的避险工具较少，相比之下最行之有效的就是 ＦＦＡ。 但当前关于如

何利用航运金融衍生工具避险的研究还没有形成统一的理论体系。 因为航运市场呈现出一定金融特征，航运

价格必然是马尔科夫过程，否则就会出现套利。 因此，几乎任何一种避险理论或模型都具有时效性，无法重复

使用也无法通过稳健性检验。 而国内的研究基本都停留在介绍和推广阶段，对具体如何运用航运金融衍生产

品进行动态风险规避以及更深层次的如何利用航运金融衍生产品建立动态资产组合以更有效的规避风险等

问题均没有深入研究［２３－２５］。

②由于 ＡＰＴ 是因素模型，因此实践中 ＡＰＴ 模型选用何种影响因素要根据所选数据时段期现货价格波动特征以及是否有重大突
发事件导致期现货收益波动出现异常值而定。 本文影响因素选取依据见前文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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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在对航运价格收益率波动特征分析的基础上，提出基于状态空间模型估计因素模型敏感系数，然后

根据参数关系体系计算时变贝塔系数构建航运价格动态套期保值组合方法。 相比于既有研究，本文所用方法

同时考虑了现货收益率波动不连续和航运期现货收益率波动特征难以预测问题。 并且，用时变估计方法估计

时变贝塔系数求时变套期保值率的方法本质上是一种理性预期模型，尤其适合应用在航运市场避险操作方

面。 因为航运市场经常受国际政治局势和突发性事件影响，收益率波动较大，用历史数据估计收益率波动特

征会出现失真。 本文方法同样存在着理性预期理论普遍存在的信息缺失导致的指标选取缺乏稳定性问题。
但从目前实践来看，这一缺陷多数情况下会因所选估计方法而得到克服，即使存在一定偏差，也可忽略不计。

本文在估计出澳大利亚至中国航线海岬型船日租金月平均值收益率时变贝塔系数基础上，根据文中参数

关系体系计算出相应的时变套期保值率。 本文方法计算出的时变套期保值率反映了套期保值组合中 １ 单位

现货所对应期货头寸的数量变化情况，反映了澳大利亚至中国航线海岬型船的风险相对于干散货航运市场风

险的敏感程度变化情况。 保证船承租人、贸易、生产类型企业和船舶经营者可以及时调整资产组合中期货头

寸，用最小成本锁定航运价格波动风险。
本文模型考虑了实际应用中投资者多数情况下只在期现货价格波动较大时才调整头寸或仅做定期调整

这一事实。 得出的离散时变套保率克服了连续模型频繁改变组合中期货头寸而增加手续费和保证金成本的

弊端，也避免了期现货价格波动频率错位问题。 而且，比较 ５ 种套期保值模型计算结果，发现相对于其他常用

方法，本文模型在锁定同样风险水平的情况下，成本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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