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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提示 

 

► Albuquerque 等（2017）提出一个简单的资产定价理论，其中需求冲击起着关

键作用。这些冲击引发了估值风险，允许模型解释关键资产定价时刻，如股票溢价，债

券期限溢价以及股票收益与基本面之间的弱相关性。估值风险是股权溢价和债券期限最

重要的决定因素。   

► Pariès 等（2017）认为当政策利率的下限变得有约束力，以及代理商充分沟通

和预期的采购路径时，宏观经济乘数变得越来越强。并且指出了退出策略的明确排序，

首先停止资产购买，并提高政策利率。在宏观经济稳定方面，最优资产购买策略提供了

相当大的收益，并有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抵消政策利率下限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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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估价风险与资产定价 

 

作者：RUI ALBUQUERQUE, MARTIN EICHENBAUM, VICTOR XI LUO,和 SERGIO REBELO，何昕 编译 

 

导读：该文提出了一个简单的资产定价理论，其中需求冲击起着关键作用。这些冲击引

发了估值风险，允许模型解释关键资产定价时刻，如股票溢价，债券期限溢价以及股票收益

与基本面之间的弱相关性。 

 

在标准代理资产定价模型中，预期资产回报率反映了资产收益与代理随机折现因子

（SDF）之间的协方差。这些模式的一个重要挑战是股票收益和可测量基本面特别是消费增

长之间的相关性和协方差在短期和长期看都很弱。Cochrane 和 Hansen（1992），Campbell

和 Cochrane（1999）和 Cochrane（2001）将这种现象称为相关性难题。最近，Lettau 和

Ludvigson（2011）使用不同的方法记录了这个难题。根据他们的估计，占绝大多数资产价

格波动的震荡与几乎所有视野的消费无关。 

可衡量的宏观经济基本面与股票回报之间的基本隔离，几乎涵盖了所有现代资产定价难

题，其中包括股权溢价难题，Hansen和 Singleton（1982）- 拒绝资产定价模式，违反 Hansen

和 Jagannathan（1991）的界限，Shiller （1981）- 关于股票价格波动过度的观察。 

现代实证金融的中心发现是，由于折现因素的变化，资产收益的变化是绝对的（参见

Campbell和 Ammer（1993）和 Cochrane（2011））。一个关键问题是：我们应该如何模拟这

种变化？在经典资产定价模式中，所有不确定因素都载入经济供应方面。在 Lucas（1978）

的树型模型中，代理人面临着随机的禀赋冲击，而在生产经济中，他们被暴露于随机的生产

率冲击。两类模型都从冲击向资产需求抽象。毫不奇怪，这些模型很难同时解决股权溢价拼

图和相关难题。 

我们提出一个简单的资产定价理论，其中由代理人的时间偏好随机变化引起的需求冲击

在确定资产价格方面发挥核心作用。这些冲击相当于对 Campbell和 Ammer（1993）和 Cochrane

（2011）强调的折现率变化进行建模的简约方法。我们的模型意味着这些冲击的运动规律在

确定变量的均衡行为（如股息比率，股本回报和债券收益率）方面发挥了一级作用。我们的

分析是因为时间偏好冲击的运动定律必须与这些变量的时间序列属性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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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的模型中，代表代理人具有由 Kreps和 Porteus（1978），Weil（1989）和 Epstein

和 Zin（1991）所考虑的类型的递归偏好。当风险厌恶系数等于跨期替代弹性的倒数时，递

归偏好降低到不变的相对风险厌恶（Constant Relative Risk Aversion，CRRA）偏好。我

们表明，在这种情况下，时间偏好冲击对关键资产定价时刻（如股权溢价）的影响可以忽略

不计。 

我们考虑两个版本的模型。基准模型旨在突出时间偏好冲击本身所起的作用。这里消费

和股息被模拟为有条件的同方差的随机漫步。然而，虽然这种模式对于阐述目的是有用的，

但它具有明显的经验缺点，例如股权溢价是不变的。因此，我们考虑了模式的扩展版本，其

中消费和股息过程的冲击有条件的异方差。我们发现添加这些功能可以提高模型的性能。 

我们用 1929 年至 2011 年期间的年度数据实施的模拟方法（Simulated Method of 

Moments ，SMM）策略来估计我们的模型。我们假设代理人每月作出决定。然后，我们推导

出模型对年度数据的影响，即我们明确地处理时间聚合问题。 

事实证明，对于一大组参数值，我们的模型意味着 SMM估计器遭受了大量的小样本偏差。

对于 Cochrane（1992）提出的超额收益的可预测性和价格 - 股息率方差的分解的时刻，这

种偏见特别大。鉴于这一事实，我们修改了 SMM程序，专注于模型隐含的小样本时刻的流行，

而不是片刻本身。这种变化在评估模型的经验表现方面有重要的区别。 

我们表明，时间偏好冲击有助于解释股权溢价，只要风险厌恶系数和跨期替代的弹性都

大于一或两个都小于 1。这个条件在估计的基准和扩展模型中是满意的。 

即使估计的代理风险规避程度适中（约为 1.5），我们的模型也可以考虑股权溢价和股

票和债券回报的波动性。最重要的是，扩展模型还考虑了股息率和无风险利率的平均值，差

异和持续性。另外，它反映了短期，中期和长期的股票收益和消费，产出和股利增长等基本

面之间的相关性。该模型还考虑到滞后的股息率的观察到的超额收益的可预测性。 

我们将估值风险定义为由于时间偏好冲击的波动而导致的资产超额回报的一部分。根据

我们的估计，估值风险是资产收益的重要决定因素，而不是传统风险。估值风险是资产到期

日的增长函数，因此我们模型的自然测试是否可以解释债券期限。我们表明，该模型在计算

名义收益率曲线的水平和斜率以及名义收益率的标准差方面做得很好。名义收益率曲线的向

上倾斜的性质反映了我们的模型预测了名义债券事先实际收益率的向上倾斜的收益率曲线。

实际上，在我们的模型中，收益率曲线的斜率完全由估值风险驱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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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个结果与领先的替代品（例如长期风险模型）形成鲜明对比，通常预测向下倾斜

的实际收益率曲线。考虑到这一区别，我们讨论了使用美国和英国数据获得的实际收益率曲

线的斜率的证据。我们还表明，我们模型的估计名义 SDF具有 Backus和 Zin（1994）认为有

必要同时考虑收益率曲线的斜率和债券收益率的持续性的性质。 

现有的论文模式对时间偏好或偏好冲击引起的对资产需求的冲击。例如，Garber和 King

（1983）和 Campbell（1986）在资产定价早期工作中考虑了这些类型的冲击。Stockman 和

Tesar（1995），Pavlova 和 Rigobon（2007），Gabaix 和 Maggiori（2013）研究了偏好冲

击在开放经济模型中解释资产价格的作用。在宏观经济学文献中，Eggertsson 和 Woodford

（2003）模拟了储蓄行为的变化，这是由于时间偏好冲击引起的，使得名义利率的零下限有

约束力。Hall（2014）强调，在解释失业周期性行为时，贴现率变化的重要性。Bai，Rios-Rull

和 Storesletten（2014）强调了需求冲击在产生商业周期波动中的重要性。 

如 Barberis，Shleifer 和 Vishny（1998）和 Dumas，Kurshev等作者所强调的那样，时

间偏好冲击也可以被认为是一种简单的方式来捕捉市场情绪波动对资产价格波动的概念，

Uppal（2009）。最后，在我们自己的独立工作中，Maurer（2012）探讨了时间偏好冲击对

Duffie和 Epstein（1992）偏好的校准连续时间代理模型的影响。 

我们的论文组织如下。在第一部分中，我们使用美国 1929年至 2011年和 1871年至 2006

年期间的数据来记录相关性难题。在第二部分中，我们介绍了我们的基准和扩展模型。我们

在第三节讨论我们的估算策略。在第四节中，我们给出了我们的实证结果，在第五节中，我

们研究了模型对债券期限的实证意义以及股票相对于长期债券的收益。第六节总结。 

一、相关谜题 

在本节中，我们将根据消费增长率，产出，股息和收益来衡量股票收益与基本面之间的

相关性。 

A.数据源   

我们考虑两个样本期：1929 年至 2011 年和 1871 年至 2006 年。对于第一个样本，我们

从 Kenneth 法国网站获得名义股票和债券回报。我们使用 Barro 和 Urs'a（2011）建立的实

际消费支出和实际国内生产总值（2011年）的度量，我们使用国民收入和产品账户数据更新

到 2011 年。我们使用总人口（POP）计算人均变量。我们从 Robert Shiller 的网站获取实

际标准普尔 500收入和股息的数据。我们使用来自 Ibbotson和 Associates 的数据，名义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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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为一个月的国库券，中期国债的名义收益率（约五年），以及长期政府债券的名义收益率

（大约到期时间为 20 年）。我们使用消费者价格指数衡量的通货膨胀率，将名义收益率和

收益率转换为实际收益率和收益率。我们还采用通货膨胀调整后的英国政府债券(指数链接

金边债券)，期限为 2.5 年，5年，10 年，15年和 25年。 

对于第二个样本，我们使用 Nakamura 等人（2013 年）的实际股票和债券收益数据。我

们使用与第一个样本相同的数据来源来获取消费，支出，股息和收入。 

在我们的估计中，我们采用两种实际的债券回报方法。我们的主要措施是从 Luo（2014）

获得的名义上 1年，5年和 20年期国债的事先实际回报。Luo（2014）构建了 1至 5年和 20

年期望通货膨胀的替代模型。他认为，随机漫步模型在预测一年期通货膨胀方面比更复杂的

模型如时变 VAR 方法做得更好，该模型由 Primiceri（2005）考虑。它也比体现明尼苏达先

驱的贝叶斯矢量自回归更好。不过，他认为后一种做法更能预测五至二十年的通货膨胀。 

我们还会报告第二个实际债券收益率的结果：实际获得的名义上 1年，5年和 20年期国

债的实际收益。一年利率是 Mehra和 Prescott（1985）和相关文献中使用的无风险利率的度

量。 

我们计算 G7和 OECD 国家的股票收益和消费增长之间的动态相关性。关于七国集团和经

合组织国家的年度实际股票收益数据来自全球金融统计。这些国家的实际人均个人消费支出

和实际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数据来自 Barro 和 Urs á（2011 年），并由这些作者更新至 2011

年。国家（样本期开始）包括在我们的数据集是：澳大利亚（1901年），奥地利（1947年），

比利时（1947 年），加拿大（1900年），智利（1900年），丹麦（1900 年），芬兰（1923

年），法国（1942年），德国（1851 年），希腊），意大利（1900年），日本（1894年），

韩国（1963 年），墨西哥（1902年），荷兰（1947 年），新西兰（1947 年），挪威（1915

年），西班牙（1941年），瑞典（1900年），瑞士（1900年），英国（1830年）和美国（1869

年）。 

B.实证结果   

表一，面板 A介绍了 1929年至 2011年期间的结果。我们报告了 1年，5年和 10年期间

的相关性。使用 5 年和 10 年重叠观察值分别计算 5 年和 10 年期的相关性。我们报告 Newey

和 West（1987）用 10个滞后计算的异方差一致标准误差。 

表一 



 

 

 
 7 / 70 

 

No.201718 

该表显示了 1年，5 年和 10年期间的相关性。 使用 5年和 10年重叠观察值分别计算 5

年和 10 年期的相关性。标准误差，括号中的 Newey 和 West（1987）异方差 - 与 10 个滞后

一致。对于 1929 年至 2011 年的样本，名义股票收益来自 Kenneth French 网站; 实际消费

支出和实际国内生产总值来自巴罗和乌尔萨（2011 年），并由作者更新为 2011 年，采用国

民收入和产品账户数据。实际标普 500的收益和股息数据来自罗伯特·谢勒的网站。对于 1871

年至 2006年的样本，实际股票和债券回报的数据来自 Nakamura等。（2013 年）。总人口用

于构建人均变量，实际收益是根据消费者物价指数衡量的通货膨胀率从名义收益构成的。 

 

 

三个关键的观察结果可以在表一，面板 A中看到。首先，与 Cochrane和 Hansen（1992）

和 Campbell 和 Cochrane（1999）一致，消费和产出的增长率与我们认为的每一个层面的股

票收益都不相关。第二，股票收益与股利增长之间的相关性与一年期消费与产出增长之间的

相关性相似。然而，五年和十年期间股票收益与股利增长之间的相关性大大高于涉及消费和

产出增长的模拟相关性。第三，股票收益与股利增长之间的相关性模式与涉及盈利增长的模

拟相关性相似。 

表一 B面板报告了 1871年至 2006 年较长采样期的结果。股票收益与消费和产出增长率

之间的一年相关性与对较短样本获得的收益非常相似。 

在这个样本中有证据表明股票收益与五年期消费和产出增长率之间有较强的相关性，但

在 10 年期间，这些相关性再次在统计学上不显著。股息和收益的结果在两个子样本中非常

相似。 

表二从国家产品和收入账户中获得的 1929 年至 2011 年期间使用三种不同的消费量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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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评估了我们的结果对股票收益和消费之间相关性的稳健性。除了一个例外，该表中的相

关性在统计上是微不足道的。例外是股票收益与不可逾越和服务增长率之间的五年相关性，

这是非常重要的。 

表二 

该表显示了 1 年，5 年和 10 年期间的相关性。使用 5 年和 10 年重叠观察值分别计算 5

年和 10 年期的相关性。标准误差，括号中的 Newey 和 West（1987）异方差 - 与 10 个滞后

一致。名义股票收益来自 Kenneth French网站。实际消费措施来自 NIPA数据，实际国内生

产总值由 Barro和 Urs'a（2011）构建，并由作者更新为 2011年，采用国民收入和产品账户

数据。总人口用于构建人均变量，实际收益是根据消费者物价指数衡量的通货膨胀率从名义

收益构成的。 

 

表三报告了七国集团和经合组织国家的股票收益与消费和产出增长率之间的相关性。我

们报告在 1 年，5 年和 10 年期间的相关性。我们计算 G7 和经合组织国家汇总各国数据的相

关性。这个程序意味着时间序列更长的国家在计算中收到更多的权重。再次，在我们考虑的

所有视野下，消费增长与股票收益之间的相关性相对较弱。就是说，产出增长与各种视野下

的股票收益之间的相关性高于美国类似的情况下的相关性。 

我们专注于上述相关性，因为我们发现它们易于解释。人们可能担心股票收益和基本面

之间的协变模式会产生不同的图景，它不是。例如，使用 1959年至 2000年的美国数据，Parker

（2001）认为，考虑到他对消费增长与股票收益之间的协方差的估计，人们将需要 379的风

险规避系数来计算股本溢价。 

表三 

该表显示了 1 年，5 年和 10 年期间的相关性。分别使用 5 年和 10 年的重叠观察值来计

算 5 年和 10 年期的相关性。相关性使用所有国家的汇总数据。标准误差，括号中的 Newey

和 West（1987）异方差 - 与 10个滞后一致。关于七国集团和经合组织国家的年度实际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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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益数据来自全球金融统计。实际国内生产总值来自 Barro 和 Urs'a（2011），并由作者更

新为 2011 年，采用国民收入和产品账户数据。总人口用于构建人均变量，实际收益是根据

消费者物价指数衡量的通货膨胀率从名义收益构成的。 

 

我们通过考虑消费增长与股票收益之间的动态相关性来总结本小节。作者如 Parker

（2001），Campbell（2003）和 Jagannathan 和 Wang（2007）发现，在美国战后季度数据

中，股票收益与未来消费增长相关。图 1表明了时刻 t时的收益与时刻 的消费增长率之

间的联系， 从-10年变化至+10年，圆点线表明 95%的置信区间的限制。该数字还报告了涉

及产出增长的模拟相关性。值得注意的三个主要特点。首先，对于美国，英国和加拿大来说，

在时间 t的回报与 t + 1 时刻的消费和产出增长之间似乎都有显着的相关性。其次，这个结

果不符合其他 G7 国家。第三，任何一个样本国家都没有其他的τ值大，因此，我们推断，

即使考虑到动态相关性，股票收益和基本面之间存在较弱的相关性，这取决于消费和产出增

长。然而，由于我们使用美国数据估计我们的结构模型，因此我们评估其与 t股收益和 t + 1

消费增长之间相关性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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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整体上看，本节的结果是引发对资产需求的冲击的动机。经典代理模型将所有不确定

性加载到经济供应方面。因此，他们难以同时考虑股权溢价和相关性难题。这一困难是由

Campbell和 Cochrane（1999）提出的习惯形成模型和 Bansal和 Yaron提出的长期风险模型

2004）和 Bansal，Kiku 和 Yaron（2012）。由 Rietz（1988）和 Barro（2006）提出的类型

的罕见灾害模型也分担了这个困难，因为所有的震撼和灾难都是对模型的供应方。Wachter

（2013）和 Gourio（2012）考虑的具有时变灾害概率的模型可能能够将消费与股票收益之间

的低相关性合理化为一个小样本现象。原因是灾难概率的变化引发了股票收益的变动，而实

际消费增长没有相应的变动。这种力量降低了罕见灾害不足的样本中股票收益和消费之间的

相关性。这个解释可能解释了战后的相关性。但是，我们更加怀疑它是否能够根据表 1，B

面板的结果进行评估，这些结果基于较长的 1871 年至 2006年的抽样期间，包括诸如伟大的

灾难萧条和两次世界大战。 

以下，我们将焦点放在需求冲击上，作为股票收益与基本面之间低关联的来源，而不是

上述的替代方案。我们以最简单的方式模拟这些需求冲击，引入了代表性代理人的时间偏好

的冲击。与引言中的引用一致，这些冲击可以被认为是捕获代理人对储蓄态度的变化，或者

更普遍的是投资者情绪。 

二、模型 

在本节中，我们研究了代表性代理养老金经济体的特性，以改变时间偏好冲击。代表代

理人具有 Epstein 和 Zin（1991）和 Weil（1989）使用的 Kreps 和 Porteus（1978）偏好的

不变弹性版本。代表代理人的终身效用是当前效用和未来效用的确定性的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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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Ct 表示在时间 t 的消耗，δ是正的标量。未来效用的确定性相当于 t + 1 终身效

用的确定值 ，这样一来： 

 

参数ψ和γ分别表示跨期替代的弹性和相对风险厌恶的系数。比例λt+ 1 /λt 决定了

代理商如何权衡当前和未来的效用。我们假设这个比例在时间 t是已知的。我们将λt+ 1 /

λt 称为时间偏好冲击。Skiadas（2009）中的命题 6.9 和 6.18 提供了一套适用于具有偏好

冲击的递归效用函数的公理。 

A.基准模型   

为了突出时间偏好冲击的作用，我们从一个非常简单的随机消费过程开始： 

 

与 是非负的标量。 独立同分布标准正态分布。 

像 Campbell和 Cochrane（1999）一样，我们允许红利 Dt与消费不同。特别是我们假设 

 

其中 是标准正态随机变量，与 无关。为了简化，我们假设股利平均增长率与消

费是同样的 。参数 控制消费和股利冲击之间的相关性。 

变量 决定了代理商如何权衡当前与未来的效用。该比率在时间 t

是已知的。我们参考 为时间偏好冲击，该冲击随着下式变化： 

 

是标准正态随机变量，在 Lucas 的基本模型中， 与 和 无关。 

A.1 CRRA案例   

在互联网附录中，我们以分析的方式解决了这一模式，其中 。这里偏好减少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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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其中 。 

我们用 ， 表示无风险利率和消费要求的回报率。无风险利率取决于时间偏好

冲击的持续性和波动性： 

 

该模型隐含的无条件股权溢价与无风险利率成正比： 

 

 

资料中平均无风险率和消费波动均小。此外，等式（6）中的比例常数 1独立于 。

时间偏好冲击并不能帮助解决股权溢价难题，当偏好是 CRRA形式时。 

B.解决基准模型   

我们将股票回报定义为股利回报。实现的总股本回报由下式决定： 

 

代表股息前股票价格。 

在禀赋过程中确定实现的总回报率是有用的： 

 

其中， 代表支付与总消费相等的股息的资产价格。我们使用以下符号来定义股息

和消费索赔的回报对数，价格 - 股利比率的对数和价格消耗比的对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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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互联网附录中，我们显示由式（1）中定义的效用函数隐含的 SDF的对数由下式给出： 

 

其中 

 

当 时，CRRA 偏好的情况下， 的价值等于一。且 SDF独立于 。 

我们使用 Campbell 和 Shiller（1988）提出的近似来解决模型，其中包括对 和

的表达式进行线性化，并利用对数正态分布的属性。 

使用对数线性泰勒展开，得到 

 

其中 ， ，且 

 

与 是 与 无条件均值。 

与股票市场索赔相关的欧拉方程和消费要求可以写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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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使用未确定系数的方法求解模型。首先，使用表达式（11），（12）和（9）来代

替方程（13）和（14）中的 和 。其次，我们猜测并验证 和 的均衡解

为形式： 

 

该解决方案具有价格 - 股利比率恒定的特性，t + 1没有变动。这个属性是由我们假定

消费和股息的对数遵循随机漫步过程。我们使用未确定系数的方法计算 和

。均衡解决方案具有 的属性。我们在互联网附录中显示，有条件的预期股本

回报率由下式表示： 

 

回想一下， 和 是模型参数的非线性函数。  

使用欧拉方程无风险利率 ， 

 

我们得到 

 

方程（17）和（18）意味着回报率的无风险利率和有条件的期望是 t + 1 的函数减少。

当 t + 1上升时，代理人会相对于现在更重视未来，所以他们想要节省更多。由于无风险债

券的净供应量为零，股票数量不变，总储蓄不能增加。所以，在均衡上，债券和股本的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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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下降，以诱使代理人节省更少。 

Borovika 等（2011）和 Borovika 和 Hansen（2011）强调资产价格对冲击的近似反应,

可以从等式（17）和（18）直接推断出来。回报股票的回报和无风险利率对时间偏好冲击对

应于具有序列相关性 的 AR（1）的响应。 

使用方程（17）和（18），我们可以写出条件股权溢价,如： 

 

我们将估值风险的补偿定义为由于时间偏好冲击的波动率 而导致的资产的一期期望

超额回报的一部分。我们参考一期期望超额回报部分是由于消费和股息的波动作为常规风险

的补偿。  

归因于估值风险 的股权溢价的组成部分由方程（19）中的最后一项给出。由于常数

和 均为正，所以θ<1 是估值风险的必要条件，有助于解释股权溢价（回想

θ在方程（10）中定义）。 

为什么估值风险有助于解释股权溢价的直觉如下。考虑在时间 t购买股票的投资者。在

稍后的时间里，如果 ，那么投资者可能会得到一个偏好的冲击，比如说

的下降，并希望增加消费。由于所有消费者都是相同的，他们都想同时出售股票，所以股权

价格下降。债券价格也下滑，因为消费者试图减少其持有的无风险资产，以提高目前的消费。

由于与一期无风险债券相比，股票无限期延续，所以他们更容易受到这一风险的威胁。因此，

估值风险 引起股本溢价。在 CRRA 案例（θ= 1）中，估值风险对股本溢价的影响通常较

小（见公式（6））。 

有趣的是突出时间偏好冲击与传统的不确定性来源之间的差异，这与经济供应方面有

关。假设没有与股票等资产的实际回报相关的风险。在这种情况下，标准资产定价模型将意

味着股权溢价为零。在我们的模型中，存在由债券和股票与估值风险的不同风险导致的正股

权溢价。代理人不确定将会为未来股息支付多少价值。由于 t + 1 在 t时刻已知，因此这一

估值风险与一期债券无关。但是，由于股票到期日无限，股票并不无关紧要。一般来说，资

产的到期日期越长，其受到时间偏好冲击的风险越高，估值风险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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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最后考虑到对经济有供应方冲击的情况，但代理商是风险中性（γ= 0）。在这种

情况下，由于估值风险而导致的股本溢价部分一直为正，只要ψ<1。直觉如下：股票是长期

存在的资产，其收益可能导致代理人的期间效用的不必要的变化 。就算代理人是风

险中立的，他们也必须因为这不必要的波动收到补偿。 

C.与长期风险模型的关系   

在本小节中，我们简要评论了我们的模型与 Bansal 和 Yaron（2004）率先推出的长期风

险模型之间的关系。这两种模式都强调低频冲击，导致代理 SDF的大量持续变化。为了看到

这一点，可以方便地重写代理代理的效用函数（1） 

 

其中 ，以此表达式的对数，我们得到： 

 

Bansal和 Yaron（2004）在日志（Ct）的过程中引入了高度持久的组件，这是长期风险

的来源。相比之下，我们通过时间偏好冲击的规范，将高度持久的组件引入到 中。从

等式（9）可以看出，这两个规范都可以在 中引起大的持续运动。尽管有这种相似之处，

但两种模型在观测上并不相同。首先，它们对观察到的消费增长， 和资产收益

之间的相关性有不同的影响。其次，两种模式对平均长期债券回报率和利率期限结构有着非

常不同的影响。当我们在第五节讨论我们的实证结果时，我们回到这些点。我们提出了不同

模型对收益率曲线斜率的影响的经验证据。此外，我们评估不同模型的 SDF 是否具有 Backus

和 Zin（1994）认为是解释收益率曲线的斜率和债券收益率持续性所必需的属性。 

D.扩展模型   

刚刚描述的基准模型有助于强调时间偏好冲击在影响资产回报中的作用。但其简单性导

致两个重要的实证缺点。首先，由于消费是一种鞅，与资产回报相关的唯一状态变量为 。

该财产意味着所有资产收益相互高度相关，并与股息率相关。第二和相关的，该模型显示不

断的风险溢价，因此不能产生超额收益的可预测性。 

在本小节中，我们通过允许更丰富的消费模式和股息增长来解决基准模型的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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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是互不相关的标准正态随机变量。我们限制消费和股息的无条件

平均增长率是一样的： 

 

相对于基准模型，公式（21）至（23）包含三个新特征。首先，由数据推动，我们允许

消费和股息增长率的连续相关。其次，如在 Kandel 和 Stambaugh（1990）和 Bansal和 Yaron

（2004）中，我们允许有条件的异方差消费。该特征产生时变风险溢价：当波动率高时，股

票有风险，价格低，预期收益高。高波动性导致更高的预防性储蓄动机，从而无风险利率下

降，加强风险溢价的增加。根据我们的规定，波动性的上涨影响消费和股息的增长。在 Basu

和 Bundick（2015），Kung（2015）和 Fernandez-Villaverde等人提出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

（DSGE）模型中强调了这种相互作用。（2015 年）。这些模式的共同财产是经济冲击的波动

影响预防性储蓄和减少消费的增加。第三，我们允许时间偏好冲击与消费和股息增长率之间

的相关性。在生产经济中，时间偏好冲击一般会导致总消费量的变化。例如，在一个简单的

真实商业周期模型中， 的持续增长将导致代理商减少当前消费并提高投资，以便将来消

费更多。从字面上来看，禀赋经济规范不允许这样的相关性。重要的是，只有时间偏好冲击

的创新进入 和 的运动定律。因此，方程（21）至（23）不会将

长期风险的任何因素引入消费或股息增长。 

由于价格股利比率和无风险利率由基准模型中的单一状态变量驱动，因此它们具有相同

的持续程度。但是，根据我们的实证估计，股价比无风险利率更为持久。解决基准模型的这

个缺点的一个直接的缺点是假设时间偏好冲击是持续性冲击和独立同分布的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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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是不相关的标准正态冲击，把 当成贴现率增长率中低频率的变化，相反，

可以被认为是影响资产需求的投资者情绪的高频变化（例如，Dumas，Kurshev和 Uppal

（2009））。如果 ，我们得到基准模型中使用的时间偏好冲击的规格。其

他东西相等， 越大，时间偏好冲击的持续性越低。 

三、估计方法   

我们使用 SMM估计我们的模型的参数。我们的估计器是最小化经验力矩向量 与相应模

型力矩 之间的距离的参数向量 ，估计方法由下式给出： 

 

我们发现，对于广泛的参数值，该模型意味着在各种时刻方面存在小样本偏差，特别是

超额收益的可预测性。因此，我们重点关注构建 的模型隐含的小样本时刻，而不是时刻

本身的平静。对于给定的参数向量，我们创建 500 个合成时间序列，每个长度等于我们的样

本大小。对于每个样本，我们计算感兴趣的样本时刻。进入标准函数的向量 是合成时

间序列中样本矩的中值。此外，我们假设代理人以每月频率做出决策，并推导出模型对年变

化计算的变量的影响。我们使用具有 10 个滞后的 Newey 和 West（1987）权重矩阵，使用标

准的两步高效 SMM估计方法估计 。后者矩阵对应于我们对经验矩的方差 - 协方差矩阵的

估计。 

估计基准模型时，我们在 中包括以下 19个时刻：消费增长的均值和标准差，股利增

长的平均值和标准差，股息增长率与消费增长率之间的同时相关性，实际股票收益的平均和

标准差，平均值，标准差和自相关性的实际无风险利率，股票收益和消费增长之间的相关性，

股价比率，平均值，标准差和自相关性 1 年，5 年和 10 年的期望，以及股票收益与 1 年，5

年和 10 年期间股利增长之间的相关性。我们约束股息和消费的增长率是一样的。实际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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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估计基准模型时，我们发现 500个合成时间序列中无风险利率的点估计的标准偏差非

常大。所以在这里，我们报告结果对应于我们将无风险中位数的中值与我们的点估计值完全

相符的情况。 

对于基准模型，向量 包括九个参数： ，相对风险厌恶系数; ψ，跨期替代的弹性; δ，

时间偏好率; ，消费增长冲击的波动; ，控制消费与股息增长冲击之间相关性的参数; 

，股息增长冲击波动; ，持续时间偏好冲击; ，创新对时间偏好冲击的波动; 和μ，

股息和消费的平均增长率。 

在扩展模型中，向量包括九个附加参数： 和 ，用于控制消费和股利增长的连续相关; 

和 ，用于控制波动对消费和股息增长率的影响; 控制时间偏好创新对消费和股息影响

的 和 ; ，它控制着持续的波动; ，创新对波动的波动; 和 ，暂时冲击对时间

偏好的波动。在估计扩展模型时，我们将以下六个时刻添加到 中：消费增长的一阶序列

相关; 5年和 20年期债券的平均收益率; 超额股权回报的斜率系数为 1年，3年和 5年的滞

后期股息率。 

四、实证结果   

在正文中，我们讨论了当我们使用实际债券收益率的事前测量来估计模型时获得的结

果。在互联网附录中，我们报告当我们用事后测量实际债券收益率来估计模型时获得的结果。 

表 IV 报告了我们的参数估计以及标准误差。几个功能值得注意。首先，基准和扩展模

型的风险厌恶系数分别相当低，分别为 1.5和 2.4。我们以合理的精度估计这个系数。其次，

在两种模式中，替代的跨期弹性略大于一。第三，在两种模型中，点估计符合评估风险的必

要条件为正值θ<1。第四，控制 t的增长率的连续相关性的参数 估计接近于 1两个模型，

分别在基准模型和扩展模型中分别为 0.991 和 0.992。第五，扩展模型中消费波动持续性的

参数 也相当高（0.997）。时间偏好和波动性冲击的高度持续性是我们估计量中小样本偏差

的根本原因。 

表四 

基准和扩展模型的参数估计。估计假定代理人以每月频率做出决策，并使用以年度频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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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的模型变量。该估计使用具有 10 个滞后的 Newey 和 West（1987）加权矩阵的标准两步

高效 GMM 估计方法。加权矩阵对应于经验矩的方差 - 协方差矩阵的估计。参数估计的标准

误差报告在括号中。 

 

A.资产定价时刻的影响 

表五将基准和扩展模型所隐含的小样本时刻与估计的数据时刻进行比较。回想一下，在

估计模型参数时，我们强加了无条件的消费和股息平均增长率是相同的限制。为了评估我们

的结果对这个限制的稳健性，我们提供了估计的数据时刻有和没有这个限制。除了一个例外，

受限和无约束的数据时刻估计是相似的，考虑到采样不确定性。消费的平均增长率是例外，

其中约束和无约束的估计在统计学上是不同的。 

表五 

该表将基准和扩展模型所隐含的小样本时刻与估计的数据时刻进行比较。模型参数的估

计规定了消费和股息的无条件平均增长率相同的限制。为了评估结果对这一限制的稳健性，

该表给出了两个版本的估计数据矩，并且没有限制。报告在括号中的估计数据矩的标准误差

为 Newey和 West（1987）异方差一致，为 10个滞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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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股权溢价   

表五显示，基准模型和扩展模型都产生了较大的股本溢价，分别等于 5.81 和 3.88。尽

管两种模式的风险规避程度相当温和，但这一结果仍然存在。相比之下，长期风险模型需要

高度的风险规避才能匹配股本溢价。 

A.2无风险利率   

对股权溢价的一些解释的一个问题是它们意味着无风险利率的波动程度相对较高（参

见，例如，Boldrin，Christiano 和 Fisher（2001））。表五显示，我们的模型隐含的无风

险利率和股票市场收益的波动与数据中估计的波动率相似。 

A.3相关难题   

表六报告了模型对股票收益与消费和股息增长相关性的影响。在基准模型中消费和股息

遵循随机漫步。此外，时间偏好冲击的增长率的估计过程接近随机漫步。因此，模型所暗示

的股票收益和消费增长之间的相关性在不同的视野中基本相同。股票收益与股息增长之间的

相关性也是类似的。 

表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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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表将基准和扩展模型所隐含的小样本时刻与估计的数据时刻进行比较。模型参数的估

计规定了消费和股息的无条件平均增长率相同的限制。为了评估结果对这一限制的稳健性，

该表给出了两个版本的估计数据矩，并且没有限制。报告在括号中的估计数据矩的标准误差

为 Newey和 West（1987）异方差一致，为 10个滞后。 

 

 

在扩展模型中，消费和股息增长率方差的持续变化可能导致这些变量的条件均值持续变

化。因此，这种模式产生了不同视角的股票收益和基本面之间的相关性。 

基准模型在匹配数据中的股票收益和消费增长之间的相关性方面表现良好，因为这种相

关性在所有的视野都是相似的。相比之下，股票收益和股利增长之间的经验相关性随着时间

的推移而增加。估计程序选择与长期相关性相匹配，并且在匹配年度相关性方面不太好。这

种选择是由于模型在股票收益和股利增长之间产生较低的相关性比在股票收益和消费增长

之间产生低相关性更为困难。该属性反映了股息增长率直接进入股票回报方程的事实（见等

式（11））。 

我们在表 I中报告的估计意味着，对于这两个模型，基本面和回报之间的相关性实际上

是相反的。这种经验缺点的来源是长期风险模型的所有不确定性源于禀赋过程。 

A.4股价比率   

在表五中，我们看到基准模型和扩展模型都很好地匹配了平均的股息率。基准模型有些

低估了股息率的持续性和波动性。扩展的模型在匹配这些时刻做得更好。这个模型所暗示的

时刻在他们的样品对应物的两个标准误差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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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七显示了证据，证明了超额回报是基于滞后的股息比率来预测的。报告在滞后的股息

率下，一年，三年和五年持有期间超额股权回报的回报结果。斜率系数为-0.10，-0.27 和

-0.42。 分别为 0.07, 0.14, 和 0.26。 

基准模型的模拟结果显示在表七的顶部。在这个模型中，消费是一个有条件的创新的鞅。

所以，通过建设，超额收益在人口中是不可预测的，每月的频率。由于我们将模型聚合到年

度频率，所以时间聚合产生少量的可预测性（参见标题为“Model（plim）”的列）。 

表七 

该表格报告了在滞后的股息率下，一年，三年和五年持有期间的超额股权回报率的回归

结果。标有“模型（中位数）”的列报告了我们模型隐含的小时刻的流行程度，而标有“模

型（Plim）”的列报告了自己的时刻。标准误差，括号中的 Newey和 West（1987）异方差 - 

与 10个滞后一致。 

 

Stambaugh（1999）和 Boudoukh，Richardson 和 Whitelaw（2008）认为，超额收益的可

预测性可能是小样本偏差和价格 - 股利比率持续存在的假象。我们的结果与这个假设是一

致的。标有“模型（中位数”）的列报告了我们模型所隐含的小样本时刻的流行趋势。1年，

5年和 10年期的斜率系数分别为-0.05，-0.14和-0.21。在每种情况下，中值蒙特卡罗点估

计值都包含在相应数据估计的两个标准偏差带内。 

表七也表明了扩展模型的结果。由于消费的条件异质性，消费增长的高波动期是高预期

股权回报期和较低的股权价格期。因此，原则上，该模型能够产生人口的可预测性。在我们

估计的参数值，这个可预测性是相当小的。然而，一旦我们允许小样本偏差的影响，扩展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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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在回归斜率系数方面表现相当好。最后，我们注意到，基准模型低估了回归 。考虑到

采样不确定性，扩展模型在这个维度上表现更好。 

Cochrane（1992）提出将股息率变动分解为三个部分：超额收益，股息增长和无风险利

率。虽然这种分解不是添加剂，但像 Bansal和 Yaron（2004）这样的作者则用它来比较这三

个组分在模型和数据中的重要性。  

在我们的样本中，由于超额收益波动导致的股息率变动百分比的点估计为 102.2％，标

准误差为 30％。 股息增长率为-14.5％，标准误差为 13％。最后，无风险利率为-20.4％，

标准误差为 14.8％。这些结果与 Cochrane（1992）和 Bansal和 Yaron（2004）的结果相似。 

基于基准模型隐含的小样本时间，股利率变动幅度的分数由超额收益，股息增长和无风

险利率分别为 34.6，-2.8 和 54.2。所以这个模型清楚地夸大了无风险利率的重要性，并低

估了超额收益对于股息率的差异的重要性。    

扩展模型基本上比基准模型更好。基于扩展模型所暗示的小样本时间，分红比率的变动

幅度分别为超额收益，股息增长率和无风险利率分别为 51.2，-38.5 和 5.6。归因于超额收

益的分数只是点估计的两个标准误差。归因于股息增长的分数完全在点估计的两个标准误差

之内。    

将这些结果与 Bansal 和 Yaron（2004）的结果进行对比是有趣的。他们的模型也将价格 

- 股利比率的差异的大部分归因于超额收益。同时，他们的模型大大夸大了股息增长在会计

差价中的作用。  

A.5价格与股利比率与无风险利率之间的相关性   

我们现在讨论我们的模型对价格 - 股利比率和无风险利率之间相关性的影响。表 V 报

告说，我们对这种相关性的估计为 0.27，标准误差为 0.11。基准模型预测，这种相关性应

该是急剧下降的（-0.95）。这个结果的直觉很清楚。当对时间偏好的速度感到震惊时，代

理人希望以债券和股票的形式节省更多。因此，股利率必须上升，才能清除股票市场，无风

险利率必须下调，以清除债券市场。扩展模型在数据的这个维度上做得更好（-0.20）。回

想一下，对 的积极冲击驱使无风险利率下降。由于 为负数，同样的冲击降低了股息增

长率，导致了股息率下降。因此，扩展模型体现了一种在无风险利率与股息率之间产生正相

关关系的力量。这一力量有助于大大降低基准模型中这些变量之间的明显负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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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我们的模型与 Bansal，Kiku和 Yaron（2012）进行比较很有趣。该模型中的长期风险

冲击引起了相当大的正相关：0.65。直觉很简单。导致股息增长率持续变化的震荡导致股价

上涨，因为股权现在代表股息流动较高。股利在短期内并没有太大的变化，所以股息率上涨。

与此同时，震惊使代理商想要从债券持有和转为股权。因此，无风险利率必须上调，以清除

债券市场。其他事项相等，长期风险冲击引发了股价与无风险利率之间的正相关。与我们的

模型相反，Bansal，Kiku 和 Yaron（2012）的模型并没有体现任何会导致价格 - 股利比率

和无风险利率之间负相关的力量。最终的结果是他们的模型夸大了这种相关性。 

我们犹豫使用这种相关性作为一种试验，在我们的模型和 Bansal，Kiku 和 Yaron 之间

进行选择有两个原因。首先，这种相关性的点估计对采样周期选择是敏感的。1983年之前的

相关性为正（0.39），1983 年后为负（-0.42）。其次，这种相关性的迹象在七国集团国家

之间有很大差异，对 1983 年的样本又一次敏感性（见表八）。 

表八 

该表格显示了 G7 国家的日志价格与股息比率与事先无风险利率之间的相关性。G7 国家

的实际股息率，名义短期利率和消费者物价指数的年度数据来自全球金融统计。我们通过从

名义无风险利率中减去滞后通货膨胀来构建事先无风险利率。标准误差，括号中的 Newey和

West（1987）异方差 - 与 10个滞后一致。 

 

五、债券期限溢价   

正如我们上面强调的那样，估值风险在基准和扩展模型中产生股权溢价方面起着重要的

作用。由于估值溢价随资产的到期日增加，评估我们模型合理性的自然方法是评估其对名义

和实际债券收益率的影响。 

本节的组织结构如下。首先，我们估计通货膨胀的随机过程，修改禀赋流程，以使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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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与通货膨胀相关。其次，我们使用模型隐含的标称 SDF对名义债券进行定价。然后，我

们显示扩展模型在计算名义收益率曲线时做得很好。第三，我们得出与不同期限的名义债券

相关的事前预期实际收益。我们认为，在我们的模型中，名义收益率曲线的向上倾斜的性质

反映了事前实际收益率曲线的向上倾斜的性质。第四，我们评估我们的扩展模型中估计的名

义 SDF是否具有 Backus 和 Zin（1994）认为有必要同时考虑收益率曲线的斜率和债券收益率

的持续性的性质。 

A.引入通货膨胀 

使得 代表名义 SDF的对数： 

 

代表通货膨胀率，由 计算， 是经济名义价格水平。 

受 Stock和 Watson (2007)的规范的驱动，我们假设通货膨胀根据以下随机过程演变： 

 

与 是无关的独立同分布标准正态冲击。我们修改扩展模式中的禀赋流程，以允

许通货膨胀影响消费增长率： 

 

与我们模型相关的术语是 。 

与 代表与通货膨胀过程相关的参数： 

 

我们的估计是最小化经验力矩向量 与相应模型力矩 之间的距离的参数向量， 

 

是 方差 - 协方差矩阵。 由下式给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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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九报告了我们的结果。 参数 与 超过 0.9，所以通货膨胀的水平和波动性相当持

久。有趣的是，通货膨胀与消费增长之间的溢出效应参数为负（-0.50），但估计不准确，

标准误差为 0.39。这种不精确性与我们对消费增长与通货膨胀（0.68）之间的协方差估计的

大标准误差（1.09）是一致的。显然，我们不能否认这个协方差为零的假设。 

表九 

 

 

当我们关注消费增长与通货膨胀之间的相关性时，我们得出了类似的结论。虽然该相关

性的点估计为 0.41，但标准误差为 0.20（见表十一）。所以我们不能否认这个相关性接近

零的假说。 

Piazzesi和 Schneider（2007），1952年至 2006年间考虑的样本期的相关性为-0.27，

标准误差为 0.14。0.27 相对应的标准误差为 0.14。所以，对于他们的抽样期，我们不能排

除这个相关性为零的假设。 

表十 

该表将扩展模型所暗示的名义债券收益的平均值和标准差与估计的数据时间进行比较。

标准误差，括号中的 Newey 和 West（1987）异方差 - 与 10个滞后一致。名义债券收益率的

数据来自 Ibbotson和 Associates。短期，中期和长期债券分别有 1,5和 20 年期限。为了评

估通货膨胀溢出对消费增长的作用，在名义债券定价中，我们在最后一栏中报告了扩展模型

与溢出参数设定的债券收益率 ，设为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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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一 

该表报告了通货膨胀与 1 至 5 年，10 年和 20 年期间实际消费增长之间的相关性。分别

使用 5年，1年和 20年重叠观察值计算 5年，10 年和 20年期的相关性。标准误差，括号中

的 Newey和 West（1987）异方差 -与 10个滞后一致。 

 

B.模型对名义收益率曲线的影响 

表十报告了短期（一年）国库券，中期政府债券（约五年）和长期国债（约 20 年）的

名义收益率的平均和标准差）。该表还报告了数据的那些时刻的估计扩展模型的含义。除了

一个例外，该模型在名义收益率曲线的水平和斜率以及名义收益率的标准偏差方面做得很

好。例外的是，该模型略低于 20年名义收益率的标准差。 

名义收益率曲线的向上倾斜的性质反映了事实，在我们的模型中，事前实际收益率曲线

向上倾斜（见表十三）。我们使用上文讨论的通货膨胀过程所预期的通货膨胀率来推算这些

事前的实际收益。 

根据我们的模式，长期债券的风险溢价随着债券到期日增加而增长，因为较长的到期日

资产更多地面临估值风险。预期 1 至 5 年和 20 年期间预期相应名义债券的实际收益分别为

0.58,1.46和 2.81。名义收益率曲线的斜率实际上与事先预期的实际收益率曲线的斜率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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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我们的主要竞争对手的收益曲线模型的预测相比，这是值得对比的。Bansal和 Yaron

（2004）率先推出的长期风险模型可以产生向上倾斜的名义收益率曲线（例如，参见 Bansal

和 Shaliastovich（2013））。但是，这样做的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消费增长与通货膨

胀之间存在消极协方差。 

要了解这一说法，请记住，如 Piazzesi和 Schneider（2007）以及 Beeler 和 Campbell

（2012）所强调的那样，长期风险模型通常意味着负债长期债券收益率和负债券期限溢价。

事实上，Beeler 和 Campbell（2012）发现，Bansal，Kiku和 Yaron（2012）模型的 20年期

实际债券收益率为-0.88。这种结果的直觉是，在长期的风险模型中，代理商担心在未来的

一些未来状态下，消费增长可能会急剧下降。由于真正的债券承诺在世界各国支付一定的支

出，所以他们提供了针对这种可能性的保险。真实债券的到期日越长，其提供的保险越多，

其价格越高。所以真正的溢价是向下倾斜。由于类似的原因，标准稀有灾害模型也意味着实

际债券的期权结构呈下降趋势，长期债券的实际收益率为负（例如，Nakamura 等人（2013

年）的基准模型）。 

对于这些模型产生向上倾斜的额定收益率曲线，工作中必须有力量来抵消向下倾斜的实

际收益率曲线的影响。例如，考虑到 Bansal和 Shaliastovich（2013），他们在长期风险模

型中产生了向上倾斜的名义收益率曲线。他们的结果的关键是他们在一个抽样期工作，消费

增长和通货膨胀的持续成分之间存在负相关（见表四）。鉴于其规格，导致通货膨胀持续增

长的震荡使长期债券的实际收益率低下，消费增长持续低迷。所以长期名义债券特别危险，

名义收益率曲线向上倾斜。 

一个关键问题是：通货膨胀和消费增长之间相关性的迹象有多强？表十一显示了 1929

年至 2011 年和 1952 年至 2011 年的样本期间的不同层面的相关性。对于完整样本，1 年，5

年，10 年和 20 年相关的点估计值为正。我们不能否认一年相关性接近于零的假设。在所有

情况下，相关性与零无统计学差异。对于战后时期，点估计为一年和五年相关性为负数，但

10 年和 20 年相关性为正。但是，再一次，没有一个相关性在统计上与零不同。我们得出结

论，消费增长率与通货膨胀之间的强烈负相关关系是基于向上倾斜的名义收益率曲线的弱基

础。 

我们现在讨论关于实际收益率曲线斜率的其他证据。表十二报告了 2.5 年期债券收益率

与 5年，10年，15年和 20 年期债券收益率之间的差异。我们的基准样本期为 1985年至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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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在每种情况下，较长期债券的平均期望收益率高于 2.5年期债券。一个可能关注近期金

融危机对这些结果的影响。如表十二所示，如果我们使用 1985年至 2006年的抽样期，定性

结果不受影响。 

表十二 

顶部面板根据英国央行的月度英国国债数据报告实际收益率曲线的斜率。底部面板根据

FRED 经济数据的每月美国 TIPS 数据报告实际收益率曲线的估计斜率。如括号所示，标准误

差为 Newey和 West（1987）异方差-与零滞后和 10 滞后一致。 

 

表十二还报告了美国 2004 年 7 月至 2015 年 11 月期间美国财政国内保护证券（TIPS）

数据的实际收益率曲线的斜率。与 Alvarez 和 Jermann（2005）一致，我们发现该术语实际

收益的结构向上倾斜。此外，像 Campbell，Shiller 和 Viceira（2009）一样，我们发现长

期 TIPS的平均实际收益率是正的。在我们的样本中，平均值等于 1.54，标准误差为 0.21。 

我们得出的结论是以我们基于模型的结果为前提的一些暗示性计算，即消费增长与通货

膨胀的协方差不是债券收益率的重要决定因素。表十三报告了短期（一年期）国库券，中期

国债（约五年）和长期国债（大概到期日）的事前实际收益率的平均和标准差 20 年）。五

年（20）年期债券的事前收益率计算为五年（20）年名义收益率与前五年（20）年通货膨胀

率之间的差额（收益率按年度表示）。在所有情况下，我们使用上述通货膨胀流程计算预期

通货膨胀。表十三的结果与我们其他证据一致：事前实际收益率曲线呈向上倾斜，长期实际

收益率为正。该表还表明，我们的模型对于实际收益率曲线的这一措施的水平和斜率做了很

好的考虑。 

表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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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表将扩展模型所暗示的实际债券收益率的小样本均值和标准差的估计与估计的数据

时刻进行比较。标准误差，括号中的 Newey和 West（1987）异方差-与 10个滞后一致。关于

事先实际债券收益率的数据来自 Luo（2014）。名义债券收益率的数据来自 Ibbotson 和

Associates。短期，中期和长期债券分别有 1,5和 20年期限。 

 

B.1收益曲线斜率和债券收益率持续的会计 

Backus和 Zin（1994）研究了与名义收益率的两个关键特征一致的名义 SDF的对数的特

征：收益率曲线向上倾斜，收益率高度持续。这些性质可以总结如下：首先，标称 SDF的对

数必须具有负序列相关性，以考虑标称收益率曲线的正斜率。第二，标称 SDF 的对数形式必

须接近独立同分布.但仍然有一个小的可预测组件。我们的基准模型和扩展模型中的标称 SDF

的对数都满足了这两个属性。 

Backus 和 Zin（1994）使用关于债券收益率的平均值和自协方差的数据估计了标称 SDF

的对数的各种自回归-移动平均（ARMA）模型表示。标称 SDF的最佳统计拟合是 ARMA（2，3）。

对于这样的表示，他们压力的属性在扩展模型的对数标称 SDF的脉冲响应函数中最容易看到。 

 

为了推断我们的模型对标称 SDF 的 ARMA 表示的影响，我们进行如下。首先，我们为标

称 SDF的日志生成 1000 个合成时间序列，每个长度等于我们的样本大小。对于 1000个合成

时间序列中的每一个，我们估计了标称 SDF 对数的 ARMA（2,3），并计算出创新的脉冲响应

函数。图 2 显示标称 SDF 的对数的平均脉冲响应函数以及在 1000 个合成时间序列中计算的

95％置信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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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扩展模型的估计 SDF具有 Backus 和 Zin（1994）认为需要解释向上倾斜的名义收益

率曲线和债券收益率持续的两个特征。我们已经表明，我们的模型产生了向上倾斜的名义收

益率曲线。所以我们通过简要讨论名义收益的序列相关来得出结论。1年，5年和 20年收益

率的一阶自相关为：0.91（0.05），0.95（0.04）和 0.97（0.04），其中标准误差在括号中

表示。模拟量统计量为 0.81,0.92 和 0.94。所以我们的模型清楚地产生了名义债券收益率的

经验上合理的持续性。 

 

 

B.2长期股权溢价 

基准和扩展模型意味着股票收益与20年前实际债券收益率的差异大致为1％。在数据中，

股票收益率与 20年期以前实际债券收益率的差异大致为 4.16％，标准误差为 2.39。因此，

考虑到采样不确定性，基准模型和扩展模型都与数据一致。 

在我们的模型中，股权对长期债券的积极溢价反映了无限期到期资产与 20 年期到期资

产之间的差额。与此观点相一致，Binsbergen等（2011）估计标准普尔 500 指数价值的 80％

相当于前五（10）年累计的股息。 

重要的是要强调，我们的模型中的股本溢价并不仅仅是由溢价期限来驱动。一种看法是

为了考虑股权溢价回购两种替代债券收益率的替代措施的结果。第一个措施是 20 年期和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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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期债券的收益率之间的差额。第二个措施是债券收益率与债券年收益率之间的差额。表十

四报告结果。令人惊讶的是，由于预期的股本溢价和期限溢价不变，基准模型表现不佳。在

模型斜率在斜率估计值的一个标准误差范围内，扩展模型更好。此外，两种模型与这些回归

中的 相当低的事实是一致的。 

表十四 

 

我们总结了 Binsbergen，Brandt和 Koijen（2012）的一个有趣的观察。使用 1996年至

2009年期间的数据，这些作者将标准普尔 500指数分解为短期和长期股息条形。第一个投资

组合使持有人能够将指数的实现股利长达三年。第二个投资组合是对剩余股息的索赔。

Binsbergen，Brandt 和 Koijen（2012）发现，短期股息投资组合的风险溢价高于长期股息

投资组合，即有股票期权溢价。他们认为这种观察与习惯形成，长期风险和稀有灾害模型不

一致。我们的模型也很难计算 Binsbergen，Brandt 和 Koijen（2012）负面股票期权溢价。

当然，我们的样本与他们的差异很大，其负面的股票期权溢价结果受到最近的金融危机的严

重影响（参见 Binsbergen 等人（2011））。另外，Boguth 等人（2012）认为，由于小额定

价摩擦的影响，Binsbergen，Brandt 和 Koijen（2012）的结果可能会有显着的偏差。 

六、结论 

在本文中，我们认为允许需求冲击大大提高了代理代理资产定价模型的表现。具体来说，

它允许模型考虑股权溢价，债券期限溢价以及低风险厌恶程度的相关性难题。根据我们的估

计，估值风险是股权溢价和债券期限最重要的决定因素。 

虽然我们的模型与股票和债券回报的许多特征一致，但它确实存在一些实证的缺点。例

如，模型很难产生价格-股利比率和无风险利率之间的非负相关性。如上所述，长期风险模

型产生的数据远远大于数据中观察到的相关性。这个结果表明，将长期风险纳入我们的模型

将提高模型的表现。类似地，我们的模型低估了时间 t的股票收益和时间 t+1 的消费增长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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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正相关性。我们怀疑，更为复杂的信息结构，代理人可以获得关于未来消费流动的消息，

这有助于解决这个问题。 

 

 

原文链接：http://onlinelibrary.wiley.com/doi/10.1111/jofi.12437/abstract 

作者：波士顿大学，欧元区经济政策研究中心，西北大学，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和芝加哥

联邦储备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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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央银行资产购买的最佳行为 
 

 

作者：Matthieu Darracq Pariès 和 Michael Kühl，何昕 编译 

 

导读：该文分析了中央银行政府债券购买在估计欧元区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中的影

响。在模型中，中央银行的资产购买与代理成本扭曲了银行在贷款和债券之间的资产配置，

家庭在交易政府债券时面临交易成本是相关的。银行部门的这种摩擦导致期限过高的时间变

化，并允许中央银行政府债券购买的信贷渠道。考虑到像欧洲央行实施的特别资产购买计划，

我们表明，当政策利率的下限变得有约束力，以及代理商充分沟通和预期的采购路径时，宏

观经济乘数变得越来越强。从规范的角度来看，利率政策和资产购买在正常和危机时期都具

有强大的战略互补性。在名义利率达到有效下限的环境中，最佳货币政策是将政策利率保持

在较低的时间内，并进行资产购买。我们的结果也指出了退出策略的明确排序，首先停止资

产购买，并提高政策利率。在宏观经济稳定方面，最优资产购买策略提供了相当大的收益，

并有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抵消政策利率下限的成本。 

 

一．引言 

在全球金融危机期间，央行开始采取各种形式的非常规货币政策，其中之一是资产购买

计划。在大多数情况下，中央银行的资产购买一度部署，一旦通过减息实行更宽松的货币政

策立场的范围已经用尽。结合政策利率未来路径的一些形式的前瞻性指导，在正常时期远远

超出了标准做法。一些货币当局也清楚地表明退出策略的顺序。虽然资产购买的总体影响已

经被深入讨论，但是对于资产购买计划采取的形式的后果，知之甚少。 

本文旨在通过对欧元区域的 DSGE 估计模型来讨论非常规货币政策的最优行为。本文的

目的是双重的：一方面，我们根据时间表和信息集代理商对各种数量的政府债券购买计划进

行评估。这对于政策利率的现实下限情景来说是这样做的，其中“现实”意味着它是基于观

察到的（和预期的）冲击。另一方面，我们以基于福利的方式讨论资产购买的最优性。在这

方面，我们在较低限度的情况下显示政策利率最优资产购买情况以及如何稳定经济。该文件

尤其侧重于政策利率与资产购买的前瞻性指导之间的相互作用。关于福利评估，我们首先忽

略对政策利率下限的约束。 

在本文的第一部分，我们考虑中央银行的特别资产购买计划，而不是以经济状况为条件

的以规则为基础的政策。尽管中央银行最近推出的方案，如欧洲央行的资产购买计划，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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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调整了通胀前景的重大变化，但由于前所未有的性质，第一次实施可能被视为政策转变。

因此，我们的主要兴趣是针对一次性购买计划的意外公告进行评估。在这方面，我们遵循关

于政府产出乘数的文献（Christiano，Eichenbaum 和 Rebelo，2011a）。具体来说，我们在

一个无约束的环境中，在政策利率下限的情况下分析特设项目的宏观经济转移。这种偶尔约

束的约束给模型带来了一些非线性，使中央银行资产购买的宏观经济乘数对潜在的危机情况

相当敏感。此外，我们讨论特设计划的具体方式。总而言之，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中央银

行的资产购买更加强大，i）在政策利率达到有效下限的环境中，ii）下限期间的持续时间

越长，iii）该计划得到充分的沟通和预期，以及 iv）当前的指导补充了延长政策利率的剥

离日期，超出代理人的期望，这是根据正常时期的政策如何制定的。 

在第二部分，我们采取规范的观点，并应用 Eggertsson 和 Woodford（2003）提出的类

似的最优政策概念，以获得政府债券购买的途径。政府债券的最佳路径和短期利率得到承诺

（类似于 Adam和 Billi（2006））。包括资产购买在内的最优政策利用两种政策手段之间的

战略互补性。它们具有独特的传播渠道和不同的宏观经济稳定性质，不应被视为完美的替代

品。在模型有效性的范围内，存在有效利率下限的最优政策显示：i）较低的约束约束下限

约束和强力使用前瞻性指导，ii）活动资产购买政策和 iii）排序的退出策略，首先停止资

产购买，并提高政策利率。在宏观经济稳定方面，最优资产购买策略提供了相当大的收益，

并有可能大幅度抵消与政策利率下限约束相关的成本。 

通过各种渠道影响财务价格，信贷条件和支出决策的非常规政策的有效性已有证据：直

接影响目标市场中的资产价格（参见例如，汉考克和 Passmore（2011））或 Altavilla，Giannone

和 Lenza（2014 年）），由于程序的信号效应而导致的期望变化（特别参见 Krishnamurthy

和 Vissing-Jorgensen（2011）,Gilchrist和 Zakrajek（2013）或 Joyce，Lasaosa，Stevens，

和 Tong（2011）），以及通过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的投资组合决策的更多间接影响。在构成

本文实证基础的欧元区，资产购买对主权收益率和融资成本（特别是银行贷款利率）的传递

显得尤为重要，可能将重点放在基于银行的传播渠道上特别是欧洲央行（2015））。因此，

我们专注于政府债券购买以及通过投资组合重新平衡对银行信贷渠道的影响。 

在我们的模型中，银行业的摩擦会影响长期国债的定价，并创造一个期限溢价。传统货

币政策通过影响消费和储蓄决策对经济产生影响，就像没有银行业的传统模式。它还融入了

银行的融资成本和银行资产评估。通过这些渠道，常规货币政策影响向非金融机构提供贷款。

在均衡上，银行的资本结构和资产构成与贷款和政府债券的超额收益联合确定。银行业摩擦

确实限制了主权债券市场的套利，导致了溢价期内的内生时间变化，这可能会通过传统货币

政策使宏观经济稳定复杂化。如果政策利率达到下限，情况尤其如此。通过传达政策利率的



 

 

 
 38 / 70 

 

No.201718 

未来路径（前瞻性指导），货币政策可能会通过期限结构的期望假设对长期利率产生影响。

然而，期货溢价并不直接受到前瞻性指导的影响，如果下行限制短期利率，央行资产购买可

以用作货币政策工具，影响长期利率。 

更准确地说，我们的建模策略包括将最小的摩擦集合引入具有令人满意的经验性质的已

建立的 DSGE 模型中，以便考虑主权持有与贷款合同之间的银行投资组合决策。DSGE 模型的

规范首先从 Smets 和 Wouters（2007）论文中引用了非财务块和估计策略。我们引入一个分

部的银行部门，包括 Gerard，Neri，Sessa和 Signoretti（2010）和 Darracq Pari`s，Kok

和 Palenzuela（2011），并允许风险公司债务合同存在，Bernanke，Gertler 和 Gilchrist

（1999）具有预定的贷款利率。最后，对于银行投资组合分配摩擦，我们遵循Gertler和Karadi

（2013）的做法。在我们的模式中，中央银行的资产购买与代理成本限制银行在贷款和债券

之间的资产配置，家庭在交易政府债券时面临交易成本是相关的。 

DSGE模型的估计丰富了本文沿着两个维度的分析。首先，它能够设计危机场景，比紧密

相关的文献中考虑的更为现实。我们会认为，中央银行特设资产购买计划评估的宏观经济乘

数在这方面具有令人满意的经验合理性。第二，估计为欧元区提供了一套现实的结构性商业

周期冲击。这种震荡分布有助于量化来自最佳政策行为的稳定收益。 

我们的论文与危机加剧的货币政策框架的规范性辩论有关。在本次讨论开始时，

Eggertsson 和 Woodford（2003）驳斥了“纯粹的”量化宽松政策（即旨在以超额准备金替

代短期资产的政策）在利率下限的有用性，条件是一些适当的形式前进指导得到实施。后来，

C'rdia 和 Woodford（2011）重新审视了目标资产购买的潜在收益，在金融体系受到严重破

坏的情况下，非常规政策可以提供充分的信贷宽松。我们的模式还包括各种摩擦，在无风险

利率和最终借款利率之间创造楔子。这些楔子在我们的模型的一般均衡中内生确定。我们的

论文也靠近 Ellison 和 Tischbirek(2014)或者 Jones 和 Kulish(2013)的结论，他们提供了

在正常时期使用活跃资产购买策略作为附加工具的论据，以及当政策利率达到有效下限时。

我们通过明确地推出资产购买的最优路径与政策利率的最优路径共同作出贡献。据我们所

知，我们是第一个讨论基于估计模型的政策措施与精简的银行业类似于一些现实世界特征的

最佳相互作用。 

本文的其余部分如下。第 2 节描述了 DSGE 模型的主要特征，突出了中央银行资产购买

转移至关重要的关键摩擦以及模型的经验表现。第 3 节介绍了 DSGE 模型的估计。第 4 节首

先比较标准货币政策和非标准货币政策冲击，然后在货币政策利率受限于有效下限的情况下

探讨中央银行资产购买的宏观经济乘数，中央银行实施特别资产购买程序，还对程序的实现

设计进行了一些灵敏度分析。第 5节得出最优政策，并阐述了通过循环和危机时期两种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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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结合的可取性。 

二、模型 

该模式包括投资资本项目的家庭，货物生产者，资本生产者，非金融公司（称为企业家）

以及资助非金融公司项目的银行。由于家庭无法直接向实体部门提供储蓄，银行需要中介这

些资金。企业家和银行都面临着内生性的借款限制。此外，贷款市场在不完全竞争的情况下

运作。因此，贷款市场的金融摩擦和市场力量造成借款条件低效。实体部门相当标准，价格

和工资交错。 

该模型基于 Smets和 Wouters（2007）关于实体部门的文章，并结合了 Gertler 和 Karadi

（2011 年，2013 年），Gerali 等人的银行部门中的元素。模型经济沿着平衡增长的道路发

展，由中间产品生产技术进步和正稳态通货膨胀率 的积极趋势 驱动。在模型的描述中，

股票和流量变量以实际和有效的方式表达（除非另有说明）：它们被价格水平和技术平衡增

长路径趋势所缩小。 

2.1家庭 

经济居住着一个连续的异质无限生活家庭。每个家庭的特点是其劳务的质量， 。

在时间 t，一般家庭 h的跨期效用函数是 

 

以β为时间偏好率。根据其过去的消费η，家庭 h 从消费综合指数 Ct（h）中获得有效

性，相对于内部习惯，同时从供给其均匀劳动力 中获得不利。效用还包括消费偏好冲击

。技术的增长率由γ给出，σc是替代的跨期弹性。 

每个家庭 h在以下预算约束下最大化其跨期效用： 

 

在均衡上，家庭在消费，小时和存款上的选择是相同的。家庭问题关于政府债券持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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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条件是： 

 

瞬时家庭有效性具有以下函数形式 

 

其中 是正比例参数。家庭问题在消费，劳动和存款方面的一级条件是： 

 

2.2劳动供给和工资制定 

中间产品生产者利用一部分劳动者生产的劳动投入 。这些劳动密集型人员在竞争环境

中运作，并且形成了一系列差异化的劳动力服务 ，使用了 Kimball 的技术。 

Kimball聚合器由下式定义： 

 

我们考虑以下函数形式： 

 

该参数ψw 确定需求曲线的曲率的函数具有在限制ψw=0 的情况下降低到标准 Kimball

聚合器的优点。 

差异化劳动是由连续的工会产生的，这些工会改变了均匀的家庭劳动力供应。每个联盟

是差异化劳动的垄断供应商，并将其工资定为交错的基础，向家庭支付名义工资率 。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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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时期，任何一个工会都面临一个不变的概率 ，即对所有差异化劳动力供应商来说，

最优调整名义工资。 

我们将其后的 表示为实际工资总额，以有效方式表示，中间生产者支付由劳动者提供

的劳动投入， 代表重新优化工会所要求的有效实际工资。 

当他们不能重新优化时，按照以下索引规则，过去通货膨胀和稳定通货膨胀的工资是按

照索引进行的： 

 

其中 是通货膨胀率。 

考虑到在不久的将来，他们可能无法最佳地选择名义工资， 被选为在劳动密集型

劳动者的劳动力需求下最大化其跨期利润。联盟受到时变税率 的影响，这受到

定义的冲击的影响。 

2.3银行 

银行业由家庭拥有，分为银行家，零售分行和贷款人员。首先，银行家收集家庭存款，

并向零售贷款分行提供资金。与 Gertler 和 Karadi（2011 年，2013 年）一样，银行家可以

转移资金和存款人对他们施加激励约束，迫使银行家囤积足够的净值。这造成了与银行资本

摩擦相关的融资成本楔。第二，零售贷款部门从银行家获得资金，并分配给贷款人员。在零

售板块中，由于垄断竞争行为的银行和其利率环境下名义上的刚性，导致了第二个楔子。在

银行业第三部门，贷款人员将贷款合同延伸给企业家，这意味着与信用风险补偿相关的第三

笔融资成本。 

2.3.1银行家 

每个时期，家庭成员的一小部分（1-f）是工人，而一小部分是企业家，剩余的质量 f

（1-e）是银行家。银行家在下一个时期面临剩余银行家的概率 ，再次成为工人的概率

（1- ）。当银行家退出时，累计收入转入各自家庭，新进银行家从家庭收到初始资金。总

体而言，家庭每个时期 t 将真实数量 转移给新的银行家。如本节稍后所示，银行家的决

定是相同的，所以我们将重点关注代表银行家的决策问题。 

银行家在竞争性市场中经营，向零售贷款分行贷款， 和购买政府证券， ，价格

为 。为贷款活动提供资金，银行家从住户那里收到存款利息，总利息为 ，累积净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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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WB。他们的平衡，实际上是 

 

银行家从 t期到 t+1 年期间的净值的累积来自于向零售贷款银行贷款的总利息，政府债

券持有量的总回报 ，零售贷款和贷款人员活动的利润（和损失） ，每个银行家净值

的单位减去存款支付的总利息： 

 

且 

 

迭代这个方程式意味着： 

 

其中 ， 。银行的目标是在退出行业时最大限度

地发挥其终端净值，每个期间以概率（1-ζb）发生。因此，给出每个银行家的价值函数： 

 

使用（8），值函数可以递归地写入如下： 

 

其中 

 

与 Gertler 和 Karadi（2013 年）一样，银行家可以转移一小部分资产，并将其转移给

家庭，而不需要成本。在这种情况下，存款人强制中介人的违约，只会收回资产的剩余部分。

相应的激励兼容性约束是 



 

 

 
 43 / 70 

 

No.201718 

 

私人贷款的转移率为λ，政府证券的转移率为λδ。在此后考虑的参数值下，假设约束

总是在稳态附近结合。鉴于他们的初始净值，银行家的期限结束问题包括最大化 ，鉴于

其初始净值，银行家的期末合约问题包括最大限度地利用私人部门贷款 和政府证券 ，

服从激励约束（9）： 

 

其中 且 服从于 

 

 

注意，转移流 在决策问题中被银行家认为是外生的，这意味着 。 

这个问题的一级条件可以表示为： 

 

其中μ是与激励约束相关的拉格朗日乘数。 

汇集在银行家身上，一小部分ζ继续运作到下一个时期，而其余的则从行业中退出。新

的银行家被赋予与旧银行家资产成正比的起始净值。因此，银行家净值的总体动力是由下式

决定 

 

2.3.2零售贷款分行和贷款人员 

由 j指数的零售贷款分支机构连续统一提供贷款人员差异化贷款。贷款人员的融资需求

总额按 CES 汇总差异化贷款 。差异化贷款是种不完美替代。具有替代的弹

性 ，贷款平均收益为 。 

零售贷款分行是垄断竞争对手，它们从银行家征收资金，并将“名义利率”设定为“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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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沃（1983）”，每个时期都面临一个可以重新优化的概率 1-ξ，如果零售贷款部门不能重

新优化利率，利率将保持在上一期间水平： 。 

零售贷款支行 j选择 以最大化其跨期利润： 

 

贷款人员的需求是由下式给出的： 

 

最后，贷款人员完全竞争。他们从零售贷款部门获得一期贷款，其总价值总额为 在

t期开始。他们将贷款合同延伸到支付 的企业家。贷款人员没有其他资金来源，所以他

们向企业家提供的贷款数额等于他们获得的资金数额。贷款官员力求最大限度地提高跨期收

入的折扣，使其决策问题的一阶条件给出 

 

零售分行和贷款人员的损益转回银行家。 

2.4企业家 

如前所述，每个时期，代表家庭成员的一小部分是企业家。像银行家一样，每个企业家

都面临下一个时期剩下企业家的概率ζ，再次成为一名工人的概率（1-ζ）。为了保持企业

家的份额不变，我们假设相似数量的工人随机成为企业家。当企业家退出时，他们的累积收

益将转移给相应的家庭。同时，新进企业家也从家里获得初始资金。总体来说，家庭每个时

期都会向企业家转移真实数量Ψ，最后，随着时间的推移，企业家对杠杆和贷款利率的决定

与其净值无关，因此是相同的。因此，我们将强调代表企业家的决策问题。 

然后，有效资本存量可以以名义租金率 出租给中间商品生产商。最后，在 t+1 期

末，企业家以 Q 价格向资本生产者出售贬值资本存量 。因此，从 t 期到 t+1 期间，

总资本的名义总资本回报率由下式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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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是通货膨胀率。 

每个企业家的资本回报都会受到乘数的特殊冲击 的影响。这些冲击是独立的，并且

跨越时间跨越企业家分配。 服从于 ，均值是一，方差 是时变的。对于企业

家来说，资本的期望收益为 

 

企业家对能力利用的选择与独特的冲击无关，意味着： （17） 

企业家从商业贷款部门为自己的净资产净值和一期贷款 （按实际消费价格指数进行

表示）融资购买资本存量。 

（18） 

当贷款人可以产生的创业收入低于商定的贷款还款时，将会发生违约。在 t+1阶段，一

旦实现了总体冲击，这将会导致特定冲击低于一定阈值 ，由 

（19） 

其中 是在期间 t确定的名义贷款利率和 是定义的公司杠杆 

（20） 

表示在违约的情况下，银行可以追回的企业家资产（资本回报总额）的份额。当银行

接管企业家的资产时，他们必须支付监督费用。 

贷款合同中的贷后贷款人 表示的事后可以表示为: 

(21） 

其中  

我们假设企业家是近视的，企业家的期限结束的问题在于最大限度地提高下一期贷款利

率和杠杆的净值回报率： 



 

 

 
 46 / 70 

 

No.201718 

 

在贷方（15）的参与约束下，默认阈值 和 

 

经过一些操纵，贷款利率和杠杆率的一阶条件导致 

 

其中 

 

正如本节开始所预期的那样，解决问题的方法表明，所有企业家都选择相同的杠杆和贷

款利率。此外，合同问题的特征意味着事后返还贷款人 将与事先返回 不同。对数

线性方程（22）和参与约束（15）可以看出，后期收益的创新主要受 RKK，t的创新驱动。 

最后，总结跨企业家，一小部分ζe 继续运行到下一个时期，而其余的从行业退出。新

企业家被赋予了与老企业家资产成正比的净资产。因此，企业家净值的总体动力是由下式给

出： 

 

在估计中，我们也对企业家的净值引入了冲击，可以将时间转移给新企业家 或作为

对企业家生存概率的乘数冲击 进行合理化。 

2.5资本生产者 

使用投资品，家庭拥有的完全竞争企业的一部分，生产固定资本存量。在 t期初，这些

公司以实际价格（以消费品计）Qt 购回折旧资本股 。然后，他们使用分散货物增

加各种股票，并面临调整成本。增加的股票在期末以相同的价格卖回企业家。资本存量生产

者的决策问题由下式给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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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从于 

 

2.6最终和中间商品生产者 

最终生产者是完全竞争的企业，生产最终成品 ，以有效的方式表达，可用于消费和投

资。这种生产是使用 Kimball（1995）技术的差异化中间产品 Yt（z），z∈[0,1]（也用有

效术语表示）的连续体获得的。再次，Kimball聚合器是由下式定义的 

 

其中： 

 

在中间产品部门，企业 z∈[0,1]是垄断竞争对手，并通过使用共同的科布-道格拉斯技

术产生差异化产品： 

 

2.7政府部门和货币政策工具 

公共支出 处于稳定状态，以有效的方式表示，随机冲击 。政府通过劳动税，产品税

和一次总付转让公共支出，使政府债务 以实际有效的方式表示，按照 

 

在实证分析中，我们忽视了公共债务的动态，并假设调整了一次总付税 Tt来确保 

 

为了引入长期的主权债务，我们假设政府证券是支付几何衰减券的永久性（cg第一期，



 

 

 
 48 / 70 

 

No.201718 

（1-τg）cg 第二个，（1-τg）2cg 第三个等...）。因此，从期间 t 到期间 t+1 的主权债

券的名义回报率是 

 

在政府部门内，货币当局控制存款利率 。与 Smets和 Wouters（2007）类似，货币当

局遵循利率反馈规则，其中包括滞后通货膨胀率，滞后产出差距及其首要差异。产出差距定

义为实际价格和灵活价格产出之间的对数差。反应函数还包含非系统分量 。 

写在偏离稳定状态的情况下，估计中使用的利率规则具有以下形式： 

 

2.8市场清算 

在私人信贷市场中，由于零售银行分行的利率设定名义上的刚性，以下条件成立 

 

此外，在均衡中，零售贷款和贷款人员的单位净值的银行家一次性转账转移给予了利润

和损失 

（29） 

现在我们可以使用银行家的激励约束（9）和一阶条件（12）-（13），从等式（11）重

写银行家价值函数 的递归公式。这给了银行杠杆和中介利差之间的关系： 

 

其中 。 

最后，在政府债券市场上，固定供给由家庭，银行家和中央银行分配：  

货物市场的市场清算条件如下： 

 

劳动市场的均衡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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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其中 且 ， 是工资分散指数。 

3估计 

在本节中，我们介绍了与 Smets和 Wouters（2007）类似的 DSGE模型的估计。使用贝叶

斯似然法估计欧元区数据的模型。从 1995 年 1 月到 2014 年，我们考虑 10 个主要宏观经济

季度时间序列：产出，消费，固定投资，工时，实际工资，国内生产总值平减指数通货膨胀

率，三个月短期利率，银行贷款，银行贷款利差（GDP加权）10年欧元区主权利差。数据在

估算前不被过滤，除了线性退化的贷款外。我们将冲击次数限制为观察到的变量的数量。在

“Smets和 Wouters”（2007）中，我们介绍了政府支出冲击与生产率冲击之间的相关性， 。 

外部冲击可分为三类：有效冲击与低效冲击、金融冲击和政策冲击。 

3.1关键投资组合重新平衡参数的后验分配 

该模型的大多数参数在估计中保持不变。由于估计中使用的大多数数据未被过滤，因此，

特别是在财务方面的一些深入参数可以捕获模型的稳态和周期性。在附录中，我们详细记录

了金融模块的校准策略和先前分配的选择。关于其他结构参数，先前的分布类似于 Smets和

Wouters（2007）。 

以平均值和 80％密度间隔为特征的估计参数的后验分布报告在表 1和表 2中。我们重点

关注推动中央银行资产购买传输的关键参数：银行家在政府债券的相对转移率，δb，家庭

投资组合摩擦， 和零售贷款利率的刚度参数ξ。所有这些参数在估计中相对较好地识别，

因为后验分布与先前分布相比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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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特设计划下的资产购买 

在本节中，我们试图揭示中央银行政府债券购买计划在存在较低债券约束对政策利率的

情况下的总体影响。然而，在我们通过考虑有效下限来讨论资产购买计划之前，我们将标准

货币政策冲击与资产购买进行比较，并构建具有约束力约束的内生期限对策率的现实危机场

景。这种偶尔约束的约束将一些非线性纳入模型，并使中央资产购买的宏观经济乘数对潜在

的危机情景敏感。此后，我们专注于特设计划的具体方式。总而言之，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

中央银行的资产购买更加强大，i）在政策利率达到有效下限的环境中，ii）下限期间的持

续时间越长，iii）该计划得到充分沟通和预期，以及 iv）当通过向前指导补充政策利率超

出代理商期望的提前日期时，它将得到补充。 

4.1利率下调与资产购买 

标准货币政策住宿一方面，中央银行资产购买另一方面导致信贷渠道和银行资产负债表

条件不同。本集团对两套冲动响应函数（IRFs）进行了对比，分析了其对广泛宏观经济形势

的影响，以及银行的盈利能力和资本状况。首先，中央银行意外削减关键利率，而第二次央

行宣布资产购买计划。我们在像 Gertler 和 Karadi（2013）这样的 DSGE 模型中实现：资产

购买冲击 以固定政府债券供应的百分比表示，遵循 AR（2）流程， 

 



 

 

 
 51 / 70 

 

No.201718 

在正常情况下，通过提高净利息收入以及一般均衡效应，政策降息对银行利润有利。图

1给出了泰勒规则残差下单标准偏差负冲击的 IRF（见蓝色虚线）。暂时降低短期利率变动，

使结构升级，直接支持银行体系成熟度转型活动的盈利能力。在模型中，贷款利率由于贷款

利率环境中名义上的刚性而对货币市场利率的回应缓慢。此外，短期利率下降导致主权债券

价格上涨，为银行提供温和的持有收益。最后，改善经济状况和增加资产价格，有利于企业

的信誉，退休率下降。信贷质量的这种有利发展使银行在设定贷款利率时可以放下信用风险

补偿。谈到货币政策冲击的宏观经济乘数，产出上升 0.3％，季度通胀率上升至 0.05％。标

准货币政策干预需要跨越银行体系的强大的传播渠道：通过跨期代替支出决策，在财务方面，

通过资产定价决策的折现因素实际上。因此，信贷乘数相对较低，实际贷款增长 0.25％，企

业贷款利率高于政策利率，过去两年的通行期几乎全部在模型中，信用风险补偿较低。 

相比之下，APP 需要强大的投资组合再平衡渠道，激励银行放宽信贷条件，提高贷款利

润率和发起更多的信用风险。图 1显示了模拟 ECB2015 年 1月 APP（见黑线和灰色阴影区域）

的央行资产购买计划的 IRF。银行资本结构决策中的模拟摩擦在证券和贷款之间嵌入了有限

的投资组合分配。在这种情况下，中央银行的资产购买确实影响了政府债券收益率，并压缩

了该资产类别的超额收益。传播期限被压缩约 60bps（年度）。较低的政府债券收益率会鼓

励银行摆脱主权债券和增加贷款敞口。在该计划过程中，政府债券的银行销售约占中央银行

资产购买的三分之一。因此，银行因其证券投资组合而获益匪浅。这种再平衡机制导致中间

人的贷款书上较窄的“所需”超额收益平衡。主要利差的传递到零售贷款人所要求的贷款回

报率约为 0.8。与标准货币政策宽松相比，借贷成本较低的信贷扩张是模式中央资产购买的

关键传播机制。净利息收入因此在模拟的头两年下降，这在中期下降了银行的净值。与标准

货币政策冲击一样，信贷质量与经济活动和资产价格一起提高，有利于银行盈利。总体而言，

财政状况的放松刺激投资和产出，产生通货膨胀压力和反周期货币政策调整。产出乘数达到

0.35％，季度通货膨胀率上涨 0.04个百分点与标准货币政策冲击相比，APP 传输的通货膨胀

相对较低，产出更多：实际上，APP 主要通过压缩整体外部经济中的财务溢价，从而需要比

标准货币政策冲击更强的成本渠道。在模拟中，我们允许货币政策利率与泰勒估计相符。政

策利率的上涨部分缓解了央行资产购买的扩张效应。 

通过比较利率下调和资产购买的传播，我们已经说明了两种政策工具之间潜在的战略互

补性。它们具有独特的传播渠道，不同的宏观经济稳定性质，不应被视为完美的替代品。在

此背景下，本文的其余部分旨在探索标准和非标准货币政策措施的最佳组合。我们首先从货

币政策利率受限于有效下限的具体配置开始，中央银行实施具体的资产购买计划（见第 4节）。

这项工作使我们能够评估中央银行资产购买的宏观经济乘数，并对计划的实施设计进行一些

敏感性分析。在第二阶段，我们采取更广泛和更规范的观点，考虑到通过循环结合两种仪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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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可取性（见第 5节）。总而言之，我们首先评估与危机前中央银行引入的方案类似的方案

效率，然后才调查最优政策设定。 

 

 

4.2利率的有效下限 

为了在政策利率的有效下限下评估政府债券购买，我们依靠在下行的财政乘数的并行文

献，我们将央行资产购买视为外部过程（Christiano，Eichenbaum和 Rebelo，2011b;Woodford，

2011b）。利率的有效下限实施如下： 

 

当中央银行首先引入资产购买计划作为额外的政策工具时，他们主要侧重于提供采购路

径的指导，而不是提供特定的应急措施，通常在制定政策利率时会做到。虽然资产购买计划

也取决于具体目标，但我们的做法类似于一些中央银行引进的方案。例如，美联储在几个月

内宣布采购平均采购路径。从这个沟通的道路上，可以得出预期的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欧

元系统在 2015 年 1 月宣布扩大资产购买计划时，选择了类似的做法。关于中央银行持有的

政府债券存量的基本路径，我们假设在购买时达成点这与中央银行持有的最大债券存量相

符。在这段时间之后，股票以特定的速度展开，这可以由市场组合的到期期限确定。 

4.3构建现实的下限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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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期利率达到有效下限通常会引入资产购买计划，作为额外的政策工具，因此通过标准

措施进一步放松货币政

策的范围已经用尽。为

了分析这样的策略配

置，我们模拟一个内生

的下限情景。这就要求

选择可以严重压制经济

状况的冲击，使政策利

率达到下限。指定中央

银行利率政策如方程

（36）意味着下限期的

长度变为内生性：随着

时间的推移，经济复苏，

政策利率恢复到稳定状

态。在大多数文献中，下限情景是由例如 Eggertsson 和 Woodford（2003）所做的单次冲击-

折扣因子冲击产生的。由于我们的模型具有令人满意的数据一致性，它允许在金融领域中有

根据真实观察结合的有根据的冲击。 

 

通过对欧元区估计模型的镜头，实现了较为现实的低债券情景设计，首先构建了再现欧

元区危机突出特征的冲击，然后将这些冲击注入模型中，并附有偶尔的约束力对短期利率的

制约。这种方法与 Christiano 等人（2015 年）相似。但是，我们不依赖模型之外产生的冲

击。相反，我们用截至 2014 年底的官方预测来延长历史数据 4，我们使用模型的估计一阶近

似来过滤与我们的可观察变量集合相一致的结构性冲击，没有下限约束关于短期利率。我们

考虑除了货币政策冲击之外的所有冲击（即泰勒规则残差）。更重要的是，我们有兴趣显示

宏观经济乘数对潜在的下限情景的敏感性以及冲击选择的合理性程度。关于 ELB的建模，我

们利用预期的冲击，基本上遵循 Laseen 和 Svensson（2011）。在这方面，我们允许一个内

生时期，其中有效零下限是有约束力的，类似于 Holden（2016）。 

按照这些方式，我们定义了三种不同的情景，这些情景与用于产生冲击的样本和达到有

效下限的日期不同。为了进入下限，我们对待两个时期（图 2 中的（a）），并遵循类似于

Christiano等人（2015）的方法。他们将一个阈值定义为零下限。第一个是欧元区存款机构

的利率达到零水平。虽然已经进一步下降，但我们认为这是第一个时期。第二期是欧洲央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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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长德拉吉表示：“欧洲央行的主要利率已经达到其下限”。鉴于官方预测，第一期为五年，

我们称之为长期下降期。第二期较短，约三年。在这两种情况下，潜在的冲击是相同的。我

们从 2007 年底开始模拟经济。为了进一步提高结果的稳健性，我们还利用了我们样本开始

的所有冲击（图 2（b））。在这里，我们只看长时间的下限。通过针对击中下限的特定日期，

我们可以隐式控制策略速率约束的约束时间。进入和退出下限都是内生的，这是我们估计的

冲击。然后，三种情景用于评估资产购买，同时为我们的方法带来现实主义和实用主义的大

量要素。 

4.4资产购买在名义利率下限的乘数 

我们现在打算更详细地研究中央银行资产购买在利率下限方面的独特特征，使用我们对

欧元区的 DSGE 估计模型以及前一部分的较低情况。即将分析的基准计划旨在复制 2015 年 1

月宣布的欧洲央行 APP。政府债券在一年内逐步收购。随着证券持有至到期，债券投资组合

随着时间的推移而缩小。 

相反，在第 4.1节中对 Gertler和 Karadi（2013）的 AR（2）过程规范进行了研究，购

买的运动规律可以表示为 AR（1）过程，其中使用新闻来更精确地匹配该计划：关于未来购

买的公告可以解释为关于未来创新的消息。正式描述，接近 Kuhl（2016），是 

（27） 

 

 

中央银行资产购买计划

的模拟表现为一方面资产购

买下限情况与另一方面资产

购买下限情况的差异。图 3显

示了三种不同下限情景下所

选宏观经济变量的反应：每种

情况下，方程（37）产生的资

产购买概况是完全相同的。黑

线对应于图 2 中的图（b）的

情况，即由全系列结构冲击产

生的长下限周期。虚线的蓝线

（虚线红线）说明了我们在金融危机之后开始反事实模拟，并反映了一个长期（短期）的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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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期。此外，虚线紫色线代表没有下限约束的情况，并且与第 4.1节的 IRF 大致相似。 

 

 

 

在定性上，各种下限情景的反应大致相似，但显示出一些显着的定量差异。从政府支出

的文献中可以看出，下限环境导致更高的产出乘数（Christiano 等人，2011a;Woodford，

2011b）。该财产扩展到中央银行资产购买，Gertler 和 Karadi（2011年，2013 年）或 Ferrero

（2012年）也有记录。这些结果背后的直觉是政府债券购买对产出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并最

终推动通货膨胀。由于政策利率受制于其下限，因此政策利率上升带来的反周期效应不见了。

因此，通过提高政策利率，银行融资成本的恶化不存在，从而刺激了银行的平等和贷款的发

起。实际上，当政策利率不受限制时，贷款利率扩张压缩率几乎是 3倍，下降 20个基点（年

度），而其他情况下则为 50 个基点。贷款增加也被忽略，是下限模拟的两倍。此外，反周

期货币政策在通货膨胀预期的上升中遏制，限制了实际利率的下降，与其他情况相比，整体

产出乘数降低了三倍。 

在各种下限形式中，宏观经济乘数的数量差异似乎部分地与下限期间的持续时间有关。

对于 2007 年之前不会引发冲击的情况，政策利率维持在较低的水平，政府债券购买具有最

强的宏观经济影响，刺激产出高达 1％以上，年通货膨胀率约为 0.5pp 同时，尽管结合下限

约束的持续时间相似，但两种情况之间的反应也不尽相同。因此，我们已经说明了非线性的

一些相关层面：政府债券购买的宏观经济乘数取决于下限期的长短，更一般地说，取决于潜

在的危机冲击类型。 

4.5沟通策略和预期效果 

我们现在检查我

们以前的结果对于中

央银行和私人代理之

间信息不对称的敏感

度。为此，我们考虑

采购的相同实际路

径，但采取不同的公

告策略。各种模拟是

在较低的环境下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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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因为它是评估资产购买的相关政策配置。潜在的下限情景对应于图 2 中面板（a）的长

绑定时间段。 

 

图 4显示了所有结果。基准案例（粗体黑线）假设代理人完全意识到程序的所有功能，

它与图 3中的虚线蓝色线条相同：公告令人惊讶，但采购路径和退绕路径全部已知。这最接

近 2015年 1月的欧洲央行 APP，因为市场参与者预计所购资产将持有至到期。在第二种情况

下，展开路径是代理人知道的，但每个时期（蓝色虚线）的购买都是惊喜。在第三种情况下，

整个计划令人吃惊：采购和退绕路径都是未知的，并且按期间（红色虚线）意味着惊喜。第

四种情况类似于第二种情况，区别在于实际展开速度更快（青色虚线）时，代理商预期展开

速度会较慢。这意味着他们在前期装卸期间面临着正面的惊喜，在展开期间也面临着负面的

惊喜。在最后一种情况下，我们在采购路径和退绕路径（红色星星线条）中结合了积极的惊

喜。我们将分析局限于稳定的惊喜（正或负）的情况，这意味着代理人无法了解该计划的实

际特征。更明确的学习方法将是值得研究的，但这将超出本文的范围。 

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该计划的正确预期导致了短期内最大的宏观经济反应（粗黑线）。

对于债券市场尤其如此：只有在这种情况下，主权收益在公布该计划后才会大幅下滑，并且

在实际购买实际实施之前很久。相比之下，当程序的所有功能都出乎意料（红色虚线）时，

效果最小。这种情况是一个极端的情况，因为代理商可以看到采购，但他们不知道在下一个

时期的采购将继续下去。然而，这种情况使我们能够一方面展现关于卸载路径的知识的重要

性。另一方面，响应可以解释为程序的流量效应，因为代理商不会考虑将来的股票。最接近

完全宣布的节目是代理人仅“感到”惊讶的程序（见虚蓝色线条和洋洋红星线）。在这里，

输出随着延迟而上升。差异可以追溯到程序的预期效果。由于这些计划包含了一些令人惊讶

的因素，债券市场随着购买而调整，使得投资组合的再平衡发生了一些延迟。前期加载时较

小的惊喜会抑制输出膨胀（见青色虚线）。在投资组合意外更快的展开过程中也是如此。 

总的来说，当假设不同的信息集时，政府债券购买向实体经济的转移确实会发生变化，

尽管根据对图 4中的回应的目视检查，一些配置产生了彼此非常接近的结果。 

为了测量和比较规格结果，我们制定了更多的产量乘数的定量指标。然而，我们关注数

字乘法器，并且不提供 Woodford（2011b）所做的乘法器的解析表达式。鉴于我们模式的丰

富结构，分析解决方案将难以获得和解读。因此，产出乘数被定义为相对于累积库存（即中

央银行的资产负债表简档）的累积收益。这个现值乘数（PVMP）用时间偏好率来衡量未来。

这个概念倾向于 Mountford 和 Uhlig（2009）的财政倍数，反映出今天的产出增长对于代理

商而言比明天的产出增长更有价值。我们计算一年和十年的两个倍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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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信息集合的乘数在表 3的（a）中基于不同的底层下限情景（即具有绑定下限约束的

短或长持续时间）来呈现。结果证实了我们以前的发现：完全预期该计划产生最强的短期和

中期产出的改善。这对于两种下限情景都是定性的，尽管对较长的下限持续时间的影响更强。

相反，完全意外的程序在两个视野上提供最小的输出乘数。代理人不能对未来的购买和股票

的演变构成期望。因此，似乎“股票效应”是资产购买计划有效性的关键。转向其他信息集，

意外前载的短期效应显然

是相同的，因为程序主要在

卸载部分上有所不同。正如

预期的那样，来自积极意外

的计划的产出增长大于“意

外的上载”情况，但是它们

在数量上非常接近。 

 

4.6资产购买和再投资策略的时间表 

虽然前面的敏感性分析一直都是为资产购买计划提供了相同的时间表，但我们现在更加

重视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的路径，首先讨论预期的采购前期，然后转向卸货战略。 

在基准计划中，购买在第一年内公布和分发（回想起第一季度的采购令人惊讶）。在图

5 中，我们将基准程序（黑色实线）与其他三个程序进行对比。第一个实施两年平均分配的

季度资产购买（蓝色虚线），具有与基准计划相同的最大库存效应（每季度的采购量较小）。

其次，我们允许再投资政策与基准模型的初始路径（红色虚线）相结合。再投资意味着政府

债券的最高库存在放松开始前一年保持不变。再投资计划遵循与基准模式相同的购买路径，

并具有与两年计划相同的退货路径。第三，我们显示一次性购买具有类似的股票效应（青色

虚线），指出当前的分析从购买计划的任何实施约束中抽象出来，在这种情况下可能会变得

具有约束力（例如发行人或发行人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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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有这些情况

下，再投资计划显示出

最 大的对产出和通货膨胀

的 最大影响，其次是两年

期 计划。然而，一次性购

买计划对主要变量的平均影响较小。根据宏观经济影响，不同方案的排名可能与中央银行资

产负债表的平均增长较大或较小有关。 

为了控制资产负债表平均增长中各个方案的差异，我们再次回顾一下现值产出乘数。它

们在表 3 的面板（b）中介绍了不同的前加载路径。不同的预期购买路径几乎没有改变政府

债券购买对中期产出的（相对）有效性。

十年期间的产出乘数在基准（一年）计

划，两年计划和“再投资一年”计划中

都是相同的。然而，短期来看，定量效

应差异较大。在这三个方案中，两年期

计划对平均购买单位的产出产生了最大

的短期回应。显然，对程序的时间轮廓

的预期影响特别是在短期内影响输出乘

法器。通过将宣布的程序与一次性程序

进行比较，也可以看出这一点。在这种

情况下，短期乘数远低于所宣布的方案，但长期影响大致相似。这使我们得出结论，中央银

行在完全预期的资产购买计划中的资产负债表的平均规模对于产生产出（和通货膨胀）收益

是重要的。在这方面，由于对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的影响相同，再投资政策可以提供有意义

的宏观经济放大。同时，每单位购买的产出乘数对于节目的时间分布也不太敏感，即使是在

下限。 

 

现在我们来讨论卸货战略。图 6 显示了输出（y 轴）上的现值乘数作为一次性购买的卸

载速度的函数。这个数字清楚地表明了关系中的非单调性。从短期持有量开始，产量乘数迅

速增加。在四年半的时间内达到最大值后，产量乘数下降。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似乎在产量

乘数方面有稳定。这些结果对我们经济中的长期政府债券持续时间至少是 5 至 10年不敏感。

该结果表明，在单位购买的有效性方面存在不符合基础债券期限的最佳卸货路径。换句话说，



 

 

 
 59 / 70 

 

No.201718 

持有至到期的中央银行投资组合可能不是主导的退出策略。 

总而言之，考虑到一个方案的“单位”效率与其一生中的累积持有量有关，本节表明，

持有资产到期的中央银行可能比早期的卸货战略更有效，这些策略将精确地减少累计持有。

放松债券投资组合的速度似乎削弱了该计划对资产价格及其对更广泛经济的影响。相比之

下，对于同样的累积期权，一个非常持续的计划将意味着在该计划的初始阶段，当融资限制

更为紧密，利率下限有约束力，从而减少宏观经济乘数时，资产购买量就会小得多。 

4.7前瞻性利率指引 

我们研究了在内生创造的下游环境中购买政府债券。获得的结果的一部分与下限结合的

期间的长度有关，即保持。关于下限持续时间的期望与基本冲击的结构，其对经济的影响以

及方程（36）中制定的下限的政策行为有关。 

政策制定者可以通过对政策利率的前瞻性指导，来影响经济的下行：他们可以承诺保持

政策利率不变，超出代理人根据经济状况和历史行为所预期的提前期的货币政策。为了调查

前瞻性指导对政府债券购买结果的影响，我们从内生零下限情景出发，假定政策利率在一段

给定的时期内是固定的。为了解决利率前瞻性指引的影响，我们考虑了前几节的基准程序，

并改变了利率保持固定的期限。关于前瞻性指导的建模，我们再次依赖 Laseen 和 Svensson

（2011）。 

图 7 显示了经济在 2 季度，4 季度和 6 季度前瞻性指导方面的反应，偏离了估计泰勒规

则下资产购买计划的传输，即我们将前瞻性指导下的影响与没有前进指导相对的观点使我们

只 能突出前瞻指导的影响。

相 应的产出乘数在表 4 中给

出。政府债券购买在使用

资 源方面显着更有效-通过

延 长利率期限：远期指导期

间 越长，资产购买计划越有

效。前瞻性指导原则对资

产购买具有非常强的宏观经济放大效应。这个结果也与Carlstrom，Fuerst和Paustian（2015）

所述的 DSGE模型中的“前向引导难题”有关。政府债券购买的有效性要强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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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比较表 4和表 3，结果是政府债券购买与政策利率超过几个季度的前瞻性指导相比，

增加了内生下限环境的有效性。这个结果背后的原因是值得的。用于创造内生下限环境的潜

在危机冲击首先意味着标准货币政策规则受到限制：所有代理人都认为，政策利率不能再进

一步下降，并将最终根据泰勒法则再次升值经济条件有明显改善。绑定下限约束实际上可以

解释为“紧缩”前向指导，保持利率高于其应用。在这种情况下，资产购买计划与底层的冲

击动态相互作用，并被放大，因为它们消除了一些“紧缩”的前瞻性指导。只有减轻“紧缩”

前进指导，才能与之前的模拟进行比较。相反，本节实施的“宽松”前瞻性指导只是通过保

持固定利率和支持其效应来影响资产购买计划。 

 

从这个角度来看，一

读 结果是中央银行可以通过

将其与政策利率的前瞻性指导相结合，在内生下限环境中提高其资产购买计划的有效性。虽

然从不同的角度来看，这个论点类似于 Woodford（2012）对“量化宽松”与前瞻性指导之间

的战略互补性的论述。 

五、最优政策下的资产购买 

在讨论了特设资产购买计划的一般性质后，我们打算为中央银行持有的政府债券存量制

定最佳路径。与标准货币政策（Woodford（2011a））所遵循的方法类似，我们假定政策制

定者设法尽量减少跨期损失函数： 

（39） 

受制于非负值约束： （40） 

作为利率的有效下限，并符合所有一级条件。我们假设中央银行有执法技术从“永恒

的角度”承诺实行最优政策行为。更具体地说，目标函数的形式如下： 

 

在本节中，我们认为中央银行持有的短期利率和政府债券存量都是最佳的基准最优政策

行为。为了评估债务政策的稳定能力，我们还考虑到只有短期利率最优化的情况。在该部分

的后面，下限环境相关的配置与无约束分配形成对比。我们首先回顾一下将经济带入下限的

具体危机情景下的最优资产购买策略。该第一个配置链接到上一节的政策评估，并构成了通



 

 

 
 61 / 70 

 

No.201718 

过业务周期分析最佳仪器组合的相关前言。实际上，在约束变得偶尔绑定之前，在重复练习

之前，我们会调查一系列决策者偏好下没有下限约束的最优分配。 

在模式有效性的范围内，利率政策和资产购买在正常和危机时期都具有强大的战略互补

性。在受政策利率下限限制的情况下，最优政策显示：i）更长的下限期和更强的“前瞻性

指导使用”比估计的泰勒规则，ii）活动资产购买政策，以及 iii）明确退出策略的排序，

首先停止（和放松）资产购买，并大大提高政策利率。在宏观经济表现方面，最优资产购买

策略有可能完全抵消政策利率下限约束的成本。 

5.1利率下限优化资产购买策略 

为了产生下限环境，与第 4节相反，我们依靠一个潜在的情景，即将政策利率立即下调

到其下限，而在质量方面与图 2的危机情景类似。不利的金融冲击（风险冲击和银行特定的

冲击）和不利的需求方冲击（投资特定的冲击和政府支出冲击）与经济契约。我们脱离以前

的危机情况的原因是，在我们对最优政策行为的描述中，一旦政策利率下降，中央银行就不

会转向资产购买。相反，在最优配置中，总是存在着积极的债券投资组合管理，大大减轻了

到达下限的概率。由于我们首先想要研究下行最优资产购买策略，所以我们设计一个下行方

式立即结合的场景，并比较在这种环境下执行策略的各种方法。为了在较低限度的环境中得

出最优政策，我们在政策制定者的跨期最大化计划中引入了利率的非消极性约束。在计算方

面，我们再次按照 Holden（2016）的方法处理有关利率约束的偶尔约束的宽松状况。 

关于方程（41）中的损失函数的权重，我们将通货膨胀的惩罚 化为一，并将产出差距

λY 和利率波动率λR 的惩罚设为 0.03。选择这些参数，使得在没有下限和 APP 的情况下，

通货膨胀率和最优策略下的利率与泰勒规则分配大致相同中央银行债券投资组合 的差异

性被设定为使得在危机情况下，购买资产的累计达到 GDP 的 8％左右（类似于欧洲央行 APP

的初始校准）。对于 的相应值，无条件损失函数的这种资产购买波动的成本与利率波动

相关的成本（使用估计的结构性冲击，并且没有较低的约束）。 

请注意，在这里，我们忽略了 Gertler 和 Karadi（2011 年，2013 年）以非常风格化的

方式假设资产购买的低效率成本。原则上，低效率成本会影响资产购买的有效性，但至关重

要的是，我们缺乏微观基础。由于我们的目标是显示最优资产购买策略的一般性质，因此我

们不会对低效率成本（Gertler 和 Karadi（2011,2013））进行敏感性分析。相反，在政策

制定者的目标中引入的惩罚间接地控制了过度依赖这种类型论文的可能的副作用。 

在图 8 中，我们列出了三种不同类型货币政策下的危机冲击的选择变量的反应：i）最

优工具组合（黑色实线），ii）最优利率政策（蓝色虚线），以及 iii）没有资产购买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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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 泰勒规则（点红色虚

线）。介绍最后一种情

况，以显示在没有基于

我 们估计的最优政策行

为 的情况下，经济行为如

何 变化。 

 

事实上，在最优政策行为下，危机情况对产出和通货膨胀的影响比泰勒规定的估计要温

和得多。在后一种情况下，下限约束要早得多。最优政策实际上将利率维持在下限几乎两倍

的水平。这说明了在下限方程（36）描述的策略规则的低效率。其结果是在下行优化货币政

策的文献中是众所周知的。在具体的建模框架中，没有下限约束的最优货币政策可以采取利

率反馈规则的形式，本文中使用的估计泰勒规则将不会有太大的不同（见 Giannoni 和

Woodford（2003a，b））。然而，一旦引入了下限约束，通过反馈规则对“影子”利率 （如

等式（36））中的期望的最佳管理将不会与无约束的情况相同（假设在方程（36））：响应

危机情况下限的约束越大，最优下限时间越长，决策者需要提供的通货膨胀预期越高。关于

最低限度政策行为的这种直觉在 Eggertsson 和 Woodford（2003）的开创性工作中是很好的

框架，可以在一个宽松的意义上解释为需要密集使用前瞻性指导。 

比较两个最优政策环境，中央银行也最优化购买政府债券时，宏观经济配置得到改善。

即使对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的波动性进行了罚款，最优化的组合也是主导的。与伍德福德

（2012）相反，我们的模型中资产购买的传播机制通过银行投资组合重新平衡和信贷条件的

放松来实现，但并不需要具体的“信令渠道”，通过它可以直接支持前瞻性指导政策利率。

因此，尽管最优资产购买策略看起来与大量前瞻性指导一致，但与最优利率政策相比，它也

较之下限更早的起始日期。 

图 9放大到最优策略分配。在这个图中，我们再现了与图 8相同的情况（仅针对最优利

率政策的黑线以及最佳乐器组合标示情况 1的蓝色虚线）。此外，我们添加了另一个最佳工

具组合，其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波动率的罚款与基准情况相比有所减少（见虚线红点，标有

情况 2的点）。更积极的资产购买策略导致进一步的稳定收益，并意味着与其他情况相比，

政策利率提前的提前期。这表明，利用前瞻性指导与债务政策作用较为紧密，可以成为稳定

经济的有力政策手段。因此，经济将较早退出下游环境。我们也可以将这一结果与第 4.7节

关于政策利率前瞻指导的调查结果相关联。最优资产购买策略的稳定收益相对于最优利率政

策而言是有形的。然而，这些收益似乎比通过最优利率政策实现的估计泰勒规则分配的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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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小，或换句话说，通过前瞻性指引“laEggertsson 和 Woodford（2003）”。 

 

最后，图 9还说明了下界工具的最佳测序。随着政策制定者损失函数的具体校准，中央

银行债券投资组合建立了 8个季度以上的仓位开始。计划的时间表不受关于资产购买的活动

立场的影响很大。政策利率保持在 14 个季度以下的水平，无论如何远远超出了资产购买的

结束。在这种精确的情况下，剥离日期相对接近债券投资组合恢复初始规模的时间点。 

5.2通过业务周期的最佳组合 

截至目前，我们已经分析了产生下限环境的危机形势下最优常规和非常规政策的财产。

在这一节中，我们要更详细地阐述前面描述的最优货币政策行为类别实现的宏观经济稳定。

作为第一步，我们抛弃了政策利率的下限约束，并利用了估计 DSGE 模型捕获的商业周期规

律。我们不是调查对特定危机情况的最佳响应，而是激活了我们模型中的所有结构性干扰，

并使用估计的冲击过程来获得

策略效率曲线。为了构建这些效

率曲线，我们在决策者损失函数

中运行通货膨胀的权重网格，并

且对于每个权重组合，我们绘制

了在 y 轴上的理论上的通货膨

胀时刻和 x-轴上的模型一致的

输出差距。 

 

为了量化最优资产购买策

略提供的稳定利益（在没有下限

约束的情况下），我们提出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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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中的四种情况：i）最优利率政策（实线黑线），ii）最优工具组合如图 9中的情况一样，

iii）与密集资产购买（虚线红线）的最佳工具组合，如图 9中的情况 2，iv）与更多的最佳

工具组合密集资产购买（蓝色青色线），我们进一步减少损失函数中的政府债务处罚，以获

得图 9 中的案例 3。可以看出，增加中央银行资产购买策略的行动主张将效率曲线到第三象

限。结合政策手段使货币当局能够将通货膨胀和产出缺口的波动范围限制在仅仅利率政策可

能实现的范围之外。这一结果与银行业金融摩擦在长期和短期利率之间形成一个楔子的事实

有关。资产购买能够直接影响这一楔子，这也与银行的贷款决策有关。 

此外，当两个工具组合时，整体效率曲线变得更陡。这意味着产出和通货膨胀稳定之间

的政策权衡就会减弱。采取积极的资产购买策略（案例 3），从极端“温和”决策者到非常

“鹰派”的牺牲率代表产出差距标准偏差的 1pp。在没有资产购买（黑线）的情况下，相当

数量的产出差距标准差将达到近 3.5 个百分点。 

为了看到结合政策手段的好处，我们在没有资产购买（A 点）的情况下，选择一个效率

曲线上的一点，这样就产生与估计的泰勒规则（E 点）相同的通货膨胀率（和利率）波动率。

这个精确点指的是损失函数中与图 9 中使用的权重相同的权重。现在，允许资产购买与中央

银行资产负债表波动率相同的处罚，如图 9的案例 1所示。事实证明，对于 A点的政策偏好，

资产购买的稳定收益在通货膨胀和产出差距上都相对均匀。从 B点到 C点，或从 C到 D也是

如此，因为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波动性的惩罚减少，资产购买策略更加活跃。因此，虽然总

体效率曲线向内移动，但随着资产购买日益激增而上升，但中期政策偏好的稳定性改善在通

货膨胀/产出差距空间似乎更加相符。 

5.3对投资组合重新平衡摩擦的敏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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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我们的模式具有丰富的银行部门，并且鉴于政府债券购买的有效性取决于银行业务

部门的摩擦，我们现在将回顾这些摩擦是否会对最优资产购买策略的稳定表现产生实际影

响。控制政府债券定价和银行部门投资组合再平衡的中心变量是 。因此，我们重复以前

的运动，并展示不同 值的效率前沿。结果如图 11所示。实线黑线对应于转向参数的估计

值（约为 2）。可以与另外两种情况形成对比，其中分流参数较低（带点划线的蓝色蓝线）

和较大（虚线红线）。 

 

 

由于曲线在尾部彼此非常接近，我们将它们分为三部分：中间部分（面板（a）），左侧



 

 

 
 66 / 70 

 

No.201718 

尾部（Panel（b））和右侧尾部（图（c））。事实证明，两个替代值的效率边界高于基于

转移参数的估计值的效率边界。因此，有证据表明，这种关系有很强的非线性关系。此外，

高分流参数曲线基于左侧尾部的估计值更接近，而低转向参数曲线更靠近右端侧尾。这意味

着效率边界的形状随着不同的分流参数而略有变化。 

关于转移参数大小的非线性在图 12 中更加明确，其中我们将产出差距和通货膨胀的标

准偏差作为 和中等和密集型资产购买策略的函数。从图中可以看出，产出差距和通货膨

胀率的变动似乎是最低的。在我们具体的情况下，这个最小值大致与转移率的估计参数一致。

对于该参数的较低价值，最优债务政策变得不太有效，这就是经济波动较高的原因。对于更

高的价值观，由于债务政策对银行股权的反馈效应，经济变得更加波动。 

 

影响通过银行业向实体经济转移的政府债券购买的另一个重要摩擦是零售银行业务部

门的贷款利率不完善。如果银行无法重置其资产回报率（由于到期转型，指数化计划或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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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承销中的其他僵化），信贷风险敞口的投资组合再平衡将受到限制，相关的融资条件缓

和。在 DSGE 模型中，零售银行摩擦交错贷款利率设定和代理的主要参数是 。我们再次放

大效率曲线对该参数的灵敏度。这在图 13的（a）中示出，其中黑线基于估计的参数值。几

乎完全通过的情况（带有点的蓝色虚线）对应于 接近零，并且仅略低于黑线。非常低的通

过（虚线红线）的情况对应于 接近于一个，并且系统地在黑线之上。效率曲线对 的依赖

性似乎是单调的，但是非线性的，边际稳定成本越强，贷款利率设定的刚性越高。 

 

 

总的来说，这种敏感性分析表明，最优政策行为的有效性取决于通过银行部门的冲动的

传播，这是我们建模选择的原因。 

5.4资产购买和名义利率下限的稳定成本 

在最后一部分中，我们将以前关于效率曲线的分析扩展到下限环境。我们的目标是评估

下限约束的稳定成本，并研究活跃的资产购买策略是否可以有意义地抵消这种扭曲。 

对于下限情况，我们需要依赖于从随机模拟获得的时刻，与在没有偶尔约束约束条件下

得出的理论力矩相比。更具体地说，对于政策偏好网格上的每个点，我们运行模拟产生 500

个时间序列，其中我们绘制每个时间段以及正态分布的每个结构性冲击以及相应的估计标准

偏差。在图 14中，我们提出了所得到的效率曲线（来自立方平滑方法）。图 14基本上是图

10的对应，除了前者是基于模拟的时刻而不是理论的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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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没有资产购买的情况下，下限限制会导致效率曲线向外移动（从虚线的青色线移动到

带有点的虚线红线）：由于受约束的环境较低，可实现的宏观经济结果恶化，因为最优的货

币政策无法充分利用前瞻性指导的 Eggertsson 和 wood Ford(2003)来规避约束。如前所述，

最优资产购买策略的激活提供了效率前沿的向内转变。在没有下限约束的情况下，效率边界

进一步向西南移动。取决于资产购买的强度，这个差距其实可以完全关闭。因此，下限环境

的稳定成本至关重要地取决于对活动资产购买策略的操作限制，即关于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

波动性的政策偏好。 

 

 

最优资产购买策略的这些属性也可以通过观察短期利率的分布来检验。图 15 的左上图

显示了下限情况下短期利率的概率分布，而右侧图表在没有下限约束的情况下显示相同。在

第二行中，显示相应的累积密度函数。红色条纹对应于资产购买的最佳策略，蓝图以最佳方

式进行资产购买。对于这两种情况，有和没有考虑有效下限约束，密度分布具有较小的尾部。

在没有下限约束的情况下，这意味着如果资产购买作为附加政策措施可用，则较大的政策利

率变化（减少和增加）以较低的概率质量发生。对于下限约束的情况，击中下限的概率变得

更小。资产购买明显减少了政策利率的波动，因为可以采取额外的政策手段来稳定经济。然

而，稳定增长主要取决于购买策略的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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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结论 

本文阐述了中央资产购买计划的有效性和适用性。在较低的环境下，我们首先根据实施

设计和沟通策略对特设项目进行评估。我们首先假设中央银行想要为其持有的政府债务强加

一条具体的道路。我们展示了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取决于有关该计划的沟通。此外，我们也表

示，这个计划的成功不仅仅是持续时间。明确沟通的资产购买策略也有利于在支撑经济复苏

的同时，从利率下限的早期出发。我们试图在第一部分中模仿现实世界的特征，并从最优的

政策角度对中央银行的资产购买进行调查。我们认为，在正常时期以及利率下限约束如何约

束的情况下，最优化地结合两种手段的稳定效益。 

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央行积极的债券投资组合管理可以有效补充利率政策。一旦达到

下限，这一点尤其如此。然而，宏观经济稳定增长主要取决于资产购买的潜力来影响期限溢

价。在我们的模式中，保费一词主要来自于银行部门的摩擦。没有这些摩擦，术语溢价消失。

在较低的环境下，资产购买可以用短期政策利率来代替缺乏反应。否则，可以减少银行业摩

擦的政策可能对我们模式中的政府债券购买产生类似的影响。例如，Woodford（2016年）调

查了非常规货币和宏观审慎政策的联合行为，这肯定是进一步研究的一个鼓舞人心的途径。

在本文中，我们认为欧元区是封闭式经济。未来研究的另一个有趣的途径将是调查由财政政

策立场不同利益的异质国家组成的货币联盟中的最优政府债券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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