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容提要] 本文重点研究VaR风险管理技术的基本理论和主要方法，并针对中国上证指数的实际数据予以详

细的分析和应用，对各类方法的有效性进行了比较和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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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R风险管理模型是一种用于测量

与控制金融风险的量化工具，度量在

给定置信度水平下金融资产在某一持

有期内将面临的最大潜在损失。作为

一种综合性的风险测量和管理工具，

VaR风险管理技术最早提出于1993年并

很快应用于银行内部的资本风险管理，

1994年JP摩根银行首度公布了其使用

的风险管理模型RiskMetrics，其后十

几年间VaR技术得到了不断的开发和完

善，并已逐渐发展成为包含利率、汇

率、证券价格等多种风险因素在内的、

可全面评估金融资产风险水平的最有

效的工具之一。

一、VaR风险管理模型的基本思想

按照定义，VaR指的是在目标投资

期内、给定置信水平条件下某一金融

产品或投资组合所承受的预期最大损

失。其数学含义可表述为，假设未来组

合头寸价值为 f(w)，给定置信水平c，

那么在时间区间L内持有者将要遭受的

损失不超过VaR的概率应为c。若用F(w)

表示头寸变化值ΔV的累积分布函数，

那么在持有期L内置信度为c的VaR值

应满足：

c=1-Prob(ΔV≤VAR)=1-F(VAR)

VaR是对资产在给定时间区间上的

可能损失的一个预测，因此可以利用

金融头寸未来收益率的预测分布来计

算。例如，运用日收益率Rt，资产在1

天持有期内的VaR值可通过Rt+1在给

定t 时刻已知信息下的预测分布来计

算。因此，VaR的研究核心在于对资产

未来收益率分布的预测上，对收益率

分布特征的不同假设将导致不同的VaR

风险管理模型。

模型基本可分为参数模型、半参

数模型和非参数模型三大类。在参数

模型中，资产收益率被假定为服从某

一特定分布，如正态分布、t分布等，分

布的参数可由其历史收益率数据估计

得出；半参数模型只考虑对资产收益

率尾部分布的近似表达，而不是对整

个收益率分布进行建模，如Hill尾指

数模型；非参数模型则假定资产未来

收益率的分布与历史收益率的分布完

全一致，从而可以利用收益率的历史

数据来直接给出或模拟得出未来收益

率的概率分布，如历史模拟和蒙特卡

罗模拟。本文着重分析和应用以下3种

常用的VaR模型。

1.方差——协方差模型

该模型假定资产收益率服从正态

分布，通过估计样本历史数据得出每

日收益率分布的均值μ和标准差σ，

假设r*表示某一置信水平下的最低收

益率，根据分位数          ，可求得

r*=μ-ασ，从而作为1天持有期内的

最大绝对损失VaR值。

2.历史模拟法

作为一种非参数VaR模型，历史模

拟法不要求对资产收益率的分布形态

作任何假定，仅以历史收益率可以在

未来重复自身为假设前提，即在每一

样本期间内收益率均服从相同的独立

分布，以此根据历史样本期间内资产

收益率的频率分布来估计未来时期内

的VaR值。

3.GARCH模型

由于GARCH模型能够捕捉波动聚类

行为，因此较其他波动率估计方法更

能掌握VAR模型的估计。GARCH(p,q)模

型表述如下：

其中{εt }是一个独立同分布的随

机变量序列，均值为0，方差为1，αo>0，

αt≥0，βj≥0，           。由于一

般异方差模型均认为各时点上收益率

服从具有时变方差的条件正态分布，

即               ，其中It-1表示过去

的信息集。假定U1-α为标准正态分布1-

α水平分位数，则有              。

经变换得，VαRt= -μt +Utσt 。因此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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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Kupiec检验结果

                    失败次数

方差-协方差法          15

历史模拟法 15

GARCH模型 13

收益率的条件分布为正态时，VαRt是

σt的线性函数。

由于VaR风险管理模型只是一种根

据历史数据或假定的统计参数建立的

预测模型，对同一资产的未来风险状

况，不同模型有可能估算出不同的VaR

值，而且各VaR值之间还可能存在较大

的差异。因此，在将模型应用于实际风

险管理过程之前，金融机构和监管部

门首先会对VaR风险管理模型的准确性

和测量精度进行检验和评估，例如巴

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明确要求，应使

用返回检验来判断金融机构内部VaR模

型的有效性。

比较常用的检验方法之一有

Kupiec于1995年提出的失败率检验法，

其基本思想是如果VaR模型是准确的，

那么资产实际损失额超过VaR值的情况

可视作一个二项分布中的独立事件。

假定N为检验样本中损失值大于VAR的

次数，T为检验样本的个数，若原假设

H o 为显著性水平 p=N/T，Kupiec给出

的极大似然统计值为：

LR = 21n[(1-p)T-N P N ]+21n[(1-N/

T)T-N(N/T)N ]

在原假设条件下，该统计量服从

自由度为1的χ2分布，如果LR值超过

了临界值则拒绝原假设。

二、实证分析

本文主要通过对上证股指收益率

进行实证分析以计算其VAR值，总样本

数据取自2000年1月6日至2006年7月

26日上证指数调整后的收盘价，并分成

估计样本和检验样本两个部分，其中

估计样本（2000年1月6日-2005年5

月25日）的1400个数据用以估计不同

VaR模型的参数值，对股指收益率的VaR

值进行预测；检验样本（2005年5月26

日-2006年7月26日）的255个数据用

于预测VaR值，并评价各VaR模型的有

效性。设第t日的股指收益率为Rt，上

证指数的收盘价格为 Pt，则Rt=1n(Pt/

Pt-1)。

统计指标显示，预测样本偏度为

0.743043,凸度为9.82189,表示收益率

分布较正态分布呈现左偏、尖峰。JB统

计值的相伴概率近似为0，也表明了收

益率呈非正态分布。利用上述3种方法

分别计算预测样本的VaR值：

1.方差——协方差法

预测样本均值为-0.000196，标准

差0.012986，因此95%置信水平下的每

日VaR 值为 VαR = -0.000196-1.65×

0.012986 = -0.021623。

2.历史模拟法

将估计样本内的股指收益率由小

到大排列，建立经验分布函数，在某一

置信度水平下求出相应的左尾概率。

用左尾概率与估计样本总数相乘，根

据该值从经验分布函数中找出相应位

置的数据，即为VaR预测值。本文中预

测样本总数与左尾概率乘积为1400×

0.05=70，对应的经验分布函数中第70

项收益率值为-0.02065794。

3.GARCH模型

本文采用EVIEWS对评估样本数据

建模，根据AIC值判定模型阶数，经过

比较发现GARCH(1,1)模型对数据的拟

合效果最佳：

Rt =-0.000170 + αt

给定过去信息条件下 R t+1 的分布

应为N(μ, σt +1)，通过模型算出估计样

本收益率的条件波动率序列{σt }，再

根据置信度95% 条件下日VaR 表达式

μ-1.65σt，计算出检验样本的日VaR

序列值{VαRt}。例如要预测检验样本第

一天置信度为95%的VaR值，根据模型，

μ=-0.000170, σt+12 = 0.000149，可

得                              ，

低于当天实际收益率-0.0125。

4.结论

分别对以上3种方法计算检验失败

次数，结果见表1。根据Kupiec检验，

在95%置信度水平下、255个样本数据

不能拒绝原假设的失败次数N值应满足

6<N<21，因此结果显示本文使用的这3

种方法都不能拒绝原假设，即在95%置

信度下VAR 值能够较好地覆盖实际损

失。由于Kupiec检验方法的有效性依

赖于样本容量和置信度水平，因此还

可考虑使用混合Kupiec 法或 CD 检验

法，并且选择不同置信度下的VAR值进

行对比研究，以对模型结论作进一步

改进。

实证表明，VAR方法结合了计量经

济学和数理统计等多学科技术，对复

杂多变的金融风险问题进行定量模拟

和研究，并计算出可以描述风险大小

的具体损失价值，较之传统方法具备

更强的可行性和准确性,开创了研究现

代金融风险管理问题的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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