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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基于非参数回归的条件异方差检验 

王 霞 洪永淼 

内容提要：现有基于参数模型构造的条件异方差检验往往存在模型设定偏误问题。为了避免模型误设对检验结 

果的影响，并且捕获多种条件异方差现象，本文基于非参数回归构造了不依赖于特定模型形式的条件异方差检验统 

计量。该统计量可视作条件方差和无条件方差之间差异的加权平均，在原假设成立时渐近服从标准正态分布。数值 

模拟结果表明本文统计量具有良好的有限样本性质，也说明条件均值模型误设会导致错误地拒绝条件同方差的原假 

设，凸显了本文引入非参数方法构造条件异方差检验的必要性。实证分析采用本文统计量探讨了国际主要股指收益 

率的条件异方差现象 ，得到 了与 Engle(1982)不同的检验结果 ，可能意味着股指收益率呈现 出非线性动态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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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Nonparametric Regression Based Test for Conditional Heteroskedasticity 

Wang Xia& Hong Yongmiao 

Abstract：The existing parametric specification based test for conditional heter0skedasticity generally suffer from model 

misspecificati0n problem． To avoid this problem and capture various form of conditional heteroskedasticity，this paper 

proposes a model free test for conditional heteroskedasticity． The test statistic could be regarded as the weighted distance 

between conditional and unconditional variance，and has a convenient asymptotic standard normal distribution under the 

null hypothesis．Monte Carlo studies not only demonstrate the well behavior of our test in finite samples，but also show that 

the misspecification of conditional mean model could lead to the false rejection of the conditional h0moskedasticity，which 

highlights the necessity of introducing the nonparametric conditional mean mode1． In an application to test conditional 

heteroskedasticity in stock returns，we obtain some results which differ from Engle’S(1 982)test，indicating the nonlinear 

dynamics of stock retur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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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士  
一

、 了J 百 

自 Engle(1982)提 出 ARCH模型刻画随机过 

程波动的自相关特征 以来 ，条件异方差现象在经济 

计量分析中得到了普遍关注。忽略随机过程中存在 

的条件异方差现象，不仅使得参数估计量不再是渐 

近有效的(Engle，1982)，而且会导致某些检验统计 

量的渐近分布发生改变。以序列不相关的假设检验 

为例 ，Box和 Pierce(1970)、Ljung和 Box(1978)构造 

的 Box．Pierce—Ljung统计量 以及 Durlauf(1991)基于 

谱分布函数构造的检验统计量均依赖于条件同方差 

的假设条件。若序列存在条件异方差，则上述统计 

量会存在严重的过度拒绝现象。 

鉴于条件异方差在经济计量分析 中发挥的重要 

作用 ，现有大量文献探讨 了条件异方差的检验问题。 

对于不存在 ARCH效应的原假设和存在至多 q阶 

ARCH效应的备择假设，Engle(1982)对均值方程回 

归残差 的平方项 e 建立 AR(q)模型，构造了 LM形 

式 的检验统计量。由于该统计量计算简便并且局部 

渐近有效 ，其在实证分析 中得到了广泛应用。Hong 

(1997)从频域 的角度 ，基于残差平方项样本 自相关 

系数的加权平均构造 了条件异方差的单边检验统计 

量。Hong和 Shehadeh(1999)采用核函数作为加权 

本文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状态空间混频模型及其在宏 

观经济中的应用”(71371160)；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条件独 

立性及 其相关 假设：基于特 征函数 的计量检 验和实 证研究 ” 

(71401160)的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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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数，同样基于残差平方项样本自相关系数的加权 

平方和构造了条件异方差的检验统计量。Hsiao和 

Li(2001)在参数均值模型的假定下 ，借助非参数核 

估计方法测度矩条件 E{[ ( l X)] (X)}与 0之 

间的差异，构造了条件异方差的检验统计量。su和 

Ullah(2012)采用参数条件均值模型和非参数条件 

方差模型，基于非参数拟合优度构建了条件异方差 

的非参数检验统计量 。近年来 ，国内学者也关注 了 

条件异方差检验问题 ，如史秀红(2008)提 出了针对 

EGARCH模型的拉格 朗 日乘数检验 统计量。这些 

文献不仅丰富了相关领域的理论研究成果，而且为 

研究人员考察实际经济金融序列是否存在条件异方 

差现象提供了重要 的理论工具。 

然而，上述检验统计量均依赖于条件均值或条 

件方差模型的特定参数设定形式。事实上 ，部分学 

者发现 ARCH模 型不 能准确地描述所有 资产收益 

率的波动特征 ，从 而提 出了多种 形式 的．ARCH模 

型 ，如 IGARCH、EGARCH、非对称 GARCH等。条件 

异方差模型形式 的多样化在增加建模 灵活度 的同 

时，也使得建模时极易出现模型设定偏误问题。特 

别地 ，现有文献 中条件异方差统计量 的检验功效依 

赖于条件均值模型和条件方差模型的函数形式 (Su 

和 Ullah，2012)，当模 型设定偏误时 ，检验结果一般 

是不可靠的。 

为了避免模型设定偏误问题 ，并且更加灵活地 

捕获线性和多种形式的非线性条件异方差特征 ，本 

文拟基于 Hardle和 Tsybakov(1997)提出的非参数 

条件异方差模型 ，在非参数框架下构造条件异方差 

的检验统计量。具体地，本文将运用非参数方法中 

的局部线性 回归估计条件方差和无条件方差 ，并基 

于二者之间差异 的加权平方和构造条件异方差 的非 

参数检验统计量。 

本文其他部分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介绍条 

件同方差的原假设和备择假设；第三部分基于局部 

线性回归构造条件异方差的非参数检验统计量；第 

四部分探讨该统计量 的渐近性质 ；第 五部分运用蒙 

特卡洛模拟考察统计量 的有限样本性质 ；第六部分 

为实证分析，考察国际主要股票市场综合指数收益 

率序列是否存在条件异方差现象；最后是结论。 

二、原假设与备择假设 

为了避免模型设定偏误对检验结果的影响，本 

文参照 Hardle和 Tsybakov(1997)，采用如下非参数 

模型刻画随机变量的条件异方差现象 ： 

yl=厂(X )+ ，t=1，2，⋯，n (1) 

其中，解释变量 是 d 维向量 ，其可能包括被 

解释变量的滞后项或者外生解释变量，，(X )是关于 

的未知函数 ， = (X )E 是 回归残差 ，满足 E(8 

I )=0，E(s I )= ( )，E(8 )= 。模型 

(1)不存在条件异方差 的原假设和备择假设可以表 

述为 ： 

嗍。：Pr[ ( )= ]=1，V ∈G (2) 

∞ ：̂Pr[ ( )= ]>0， ∈G (3) 

其中，G为 ，取值 的定义域。显然， ( ) 

=var( l X = )=E( IX = )。 

Engle(1982)曾提出了如下条件异方差模型： 

yl l 一 ～Ⅳ(X ，h ) 

hf= 0+ 1占2
卜 1

+ ⋯ + 
p
s

2

c_ p (4) 

s = —X 卢 

其中， 一 表示直至 t一1期可获得的数据信 

息，包括外生变量 以及被解释变量的滞后项 。对于 

上述 ARCH模型 ，条件同方差 的原假设为 ： 

0：or1 or2 = ⋯ = or口 = 0 

Engle(1982)进一步对式 (4)所示 的模 型构造 

了统计量豫 ～ ：检验原假设 。是否成立，其中 

R 是条件方差模型的拟合优度。与模型(4)采用线 

性条件均值和条件方差模型不同的是 ，模型 (1)采 

用非参数模型刻画条件均值和条件方差的动态特 

征 。这一方面避免了模型设定偏误对检验结果的影 

响，另一方面也使得本文统计量能够捕获多种形式 

的条件异方差现象。 

三、检验统计量 

根据式(2)和式(3)所示的原假设与备择假设， 

可以通过度量条件方差 ( )与无条件方差 盯 之 

间的差异考察模型(1)是否满足条件 同方 差的原假 

设。由于条件方差 ( )是不可观测的，我们需要 

在构造统计量之前对其进行估计①。注意到： 

① 此处先假设无条件方差 是已知的，后文将探讨其估计 

问题。正如后文所述，由于无条件方差估计量的收敛速度快于统计 

量 的收敛速度，采用其估计值代替真实值不会对统计量的渐 

近分布等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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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 ( )= var( I X = )=E( l Xt= ) 

= E( l = )一E( 一 = ) = ：( )一 。( ) 

因此，给定一组观测数据{ ， } ： ，我们只需 

估计条件期望 咖：( )=E( I X = )和 qb。( )=E 

( lX = )即可得到条件方差 ( )的估计量。考 

虑到 和 与 之间可能存在非线性关系，上述 

两个条件期望可能是高度非线性的，本文采用非参 

数方法得到其估计量。这不仅避免了模型设定偏误 

问题，还使得本文统计量能够同时适用于考察线性 

以及多种非线性模型是否存在条件异方差现象 。具 

体地，本文将采用局部线性回归方法得到上述两个 

条件期望的估计值。与 Nadaraya．Watson核估计相 

比，局部线性回归不仅能够减小内部区域的估计偏 

差，而且还可以自动修正边界问题。 

为了估计 咖 ( )，考虑如下局部加权最小二乘 

问题 ： 

mi 
．∑[y=f一8o一 ( 一 )] K (X 一 ) (5) 卢

E 嘲 +1 

其中，卢=( ，卢。) 为(d +1)×1维参数向量， 

( )=h K(x／h)，K：啸 一啸为核函数，h=h 

(n)为带宽 。求解式 (5)可得 ： 

=  ( )=(X WX) X WV， ∈厕 (6) 

其中， 表示第 t行元素为 [1(X 一 ) ]的 n 

×(d +1)维矩阵，Y表示第 t行元素为 的rt维列 

向量，W=diag[K (X 一 )，⋯，K̂ (X 一 )]。 

( )的估计值由局部截距项的估计值给出，即： 

)= ( )yf (7) 
其中，W(t)=e s [1 ] K(t)／h 为有效核函 

数 ，e ：(1，0，⋯，0) ，S =X WX。类 似地 ，可 知 

( )=E[ IX = ]的局部线性估计为： 

，
( )： 

t= l 
(X, -~ l y~ (8) 

由此可以计算条件方差 or ( )的非参数估计值 

( )= ：( )一 ( ) 。进一步地，我们可以构造 

如下二次方形式的检验统计量 ，通过度量条件方差 

( )与无条件方差 之间的差异以考察式(2)所 

示的原假设是否成立： 
1 n 

= 口(X )[ ( )一 ] (9) 
置  

式(9)相当于条件方差与无条件方差之间差异 

的加权平均，其中a：啸 一啸 是关于条件变量X，的 

加权函数，主要用于控制不可信估计量对检验结果 

的影响。事实上，在有限样本情况下，极端值附近的 

观测样本比较稀疏，这使得条件期望 咖 ( )和 ： 

( )在该取值附近的非参数估计结果并不准确。为 

了使得检验结果更加可靠，Ait．Sahalia等(2001)、 

Chen和 Hong(2010)等引入了加权函数 a(·)来避 

免或者降低不可信估计量对检验结果的影响。 

式(9)所 示 的检 验 统 计 量 具 有 如 下 标 准 化 

形式 ： 

SMhO．,O： ： ：：：二 ： f10) 

bh 

其 中， b 和 分别表示检验统计 量 nh 

渐近均值和渐近方差的估计量，其表达式为： 

a m= ／ f ( )[$ ( )+3$；( ) 

一 4 ：( ) 。( )一40" ]dxfK (f)dr (11) 

西 。m。=2fa2( )[$ ( )+3 i( )一46，( ) 。( ) 

一 4tr ] dxf[J (r) (7．+ )dr]。咖 (12) 
为 了改善统计量 在有限样本情 况下的检验水 

平 ，本文进一步构造了如下有 限样本形式 的检验统 

计量 ： 

s h o ： ： ： (13) 
D m 

其中，c 和 ̂ ，ho 分别表示 有限样本均值 和 

方差的估计量 ，其表达式为 ： 

。 

( 
。 2 

t 1 ( ) 1≤r< 《n ： 、 n ， 
× ( ； )】 (15) 

其中，； ： 一 。(X )表示非参数回归残差项 。 

在式 (9)给出的条件异方差检验统计量中，由 

于无条件方差 是未知的，所以需要采用其估计值 

予以替代： 

：  (yl一$ ( )) (16) 

Hall和 Carroll(1989)指 出，尽管上述估计量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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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非参数回归估计，但是方差估计量 的收敛速度 

为 n ，快于统计量 廊 的收敛速度 n1／2h-dx／4，因此 

采用无条件方差的估计值代替未知的真实值，不会 

对 的渐近分布产生影响。 

四、检验统计量的渐近性质 

本节将考察检验 统计 量 SM 的渐 近分 布性 

质。在此之前，我们首先陈述推导渐近分布所需施 

加的基本假设 。 

假设 1：①随机过程 W =X ，Y ，t=1，2，⋯，n 

是实数空 间 啸 “上满足 一混合条件的严平稳数 

据生成过程，其中混合系数JB满足∑『_。卢(_『) ¨“’< 

C，0<占<1／3；②对于所有 ∈G c啸 ，X 的边际密 

度函数 g( )是有界连续并且 r(，≥2)阶可导的正则 

函数 ，其中 G作为 的定义域，是实数空 间 啸 上 

的紧集 。 

假设 2：函数 咖。( )、咖：( )依概率 1是关于 

， 的r阶连续可导可测函数。 

假设 3：多元核函数 ： 一厕 是单变量核 函 

数 k：啸一啸 的乘积，即：K(／／,)=n II (u )，其中 

单变量核 函数 k：啸一 啸 是满足李普希兹条件 

(Lipschitz Condition)的对称 、有界、r阶连续可导 函 

数 ，并且进一步满足』： k(“)du=1， u rk(H)du 

=C，<∞，』： ulk(“)du=0，其中z=0，1，⋯，r一1。 

假设 4：a：G一啸 是在 的定义域 G上连续有 

界的权重函数。 

假设 1陈述了在推导统计量渐近分布时，对数 

据生成过程施加的一系列基本假定。假设 1①所述 

的 一混合条件约束了{ }的序列相关程度，是运 

用中心极限定理考察 u统计量渐 近性 质时所 需 的 

基本假设①。非参数领域的相关文献在研究时间序 

列数据时，广泛采纳了 一混合的假定条件，包括 自 

回归移动平均 (ARMA)、双线性 、ARCH／GARCH过 

程等在内的多种数据生成过程均满足 口一混合条 

件。假设 1②是平滑条件，要求条件变量 是连续 

型变量，但是并未对随机变量 的形式施加任何约 

束，既可以是连续型变量，又可以是离散型变量或者 

为两者的综 合形式。假设 2要求条 件期 望是关 于 

的 r阶连续可导的可测函数。假设 3允许本文采 

用高阶核函数。假设 4对加权函数 a( )施加了一 

些宽泛的约束条件以保证式(11)和式(12)中积分 

的存在性。 

给定假设 1～4，可以推导 出当原假设 ∞。成立 

时，检验统计量 SM ～的渐近分布，如定理 1所示。 

定理 1：若 假设 1～4成 立 ，并 且 带 宽 h=0 

(n )满足 2／(d +4r)<A<2／(3d )，则 当原假设 

． d 

成立时 ，SM —  Ⅳ(0，1)。 

该定理的证明主要运用了 Tenreiro(1997)关 于 

弱相依数据生成过程退化 统计量 的中心极 限定 

理。为了推导检验统计量 M 的渐近分布，本文需 

要将其分解为 6个子项 ，从这 6个子项 中可 以推导 

出检验统计量 的渐近均值 以及 3个 同阶的 统计 

量。这3个 U统计量联合决定了本文检验统计量 

的渐近正态特征 以及 渐近方差。该定 理 的证 

明过 程 与 Wang和 Hong(2013)类 似 ，此 处 不 再 

赘述。 

定理 1将 带宽 的阶数约束 为 h=0(n )，2／ 

(d +4r)<A<2／(3d )。许多阶数的带宽均满足 

这一约束条件。为了避免估计条件期望的拉普拉 

斯，并且减少渐近均值和方差中同阶项的个数，本文 

排除了最小化均方预测误差的最优带宽 。定理 1中 

关于带宽的约束意味着 nh “ =o (1)，故仅抽样误 

差的平方项，如[ 。( )一E4, ( )] 、[ ( )一E 

( )][咖：( )一E ：( )]，影响统计量的渐近均值和 

方差 。由于定理 1是在 一混合条件 的假定下推导 

的，检验统计量 SM 同时适用 于横截 面和时间序 

列数据，并且在原假设成立时渐近服从于标准正态 

分布。给 定 观 测 数 据，可 以算 出 (n 

r —一  

一 c )／√D ，并将其与标准正态分布在显著性 

水平为 时的单边临界值 做比较。若 SM > 

z ，则拒绝条件同方差 的原假设。例如 ，在 5％的显 

著性水平下，标准正态分布的单边临界值为 1．645。 

五、蒙特卡洛模拟 

上一节主要探讨 了检验统计量 的渐近性 

质，本节将采用蒙特卡洛模拟考察统计量 M 的有 

① 若随机变量或 向量 { }满足当 一 时，卢( )=sup E 

[supa ， IR(AI )一P(A)I]--~0，其中 是由{X ，T=J，⋯，s}， 

≤s生成的 域，则称{ f是满足芦一混合条件的随机序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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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样本性质 ，并在有 限样本情形 下比较该统计量与 

Engle(1982)、Hsiao和 Li(2001)统计量的优劣。考 

虑如下 6个数据生成过程 ： 

DGP．S1： =1+0．7X + 

DGP．S2： =0．6Yc_l+s 

DGP．s3：l， =1+0．3X +0．2X +s 

DGP．P1： =1+ + 

DGP．P2： =0．6Y,
一

1 + s 

DGP．P3： = 可 +O't~ot 

其中，占 一I．I．D．N(O，1)，并且在 DGP．P1～P13中， 

or 分别等于~／(霹+1)／3，~／[( 一 一3) +0．1]／6．1， 

4o．2+e 1／2。X，由如下AR(1)模型生成： 

X。=0．5X。
一 l+u。， 。一 ，．D．N(0，1)。 

在上述6个数据生成过程中，DGP．S1～s3满 

足式 (2)所 示的原假设 ，从而可 以用于考察统计量 

的检验水平性质 ，DGP．P1一P3生成 的数据存在条 

件异方差，则可用于探讨统计量的检验功效性质。 

对于每个数 据生成过程 ，本文采用样本容量 n 

= 100、200、500、1000随机模拟生成 1000组数据序 

列。在计算统计量之前，每组数据均已采用各 自的 

样本均值和样本方差进行标准化处理。在计算统计 

量 时，我们选择了二阶高斯核函数、截断加权 

函数 口( )=1(1 I≤1．5)。简便起见，此处采用固 

定带宽 h=n 。对于 Hsiao和 Li(2001)构造 的 

检验统计量，我们同样选择二阶高斯核函数和固定 

带宽 h=n 。由于 Hsiao和 Li(2001)的检验统计 

量设定了参数形式的条件均值方程，此处假设条件 

均值方程为线性形式，即 =C+z +E ，其中Z = 

或者 一，。易知 ，对于 DGP．S3和 DGP．P3，该条 

件均值方程存在误设 ，从 而可以考察条件均值模型 

设定偏误对条件异方差检验结果的影响。 

对于 DGP．S1～S3，表 1报告 了 M 、Hsiao和 

Li(2001)以及 Engle(1982)检验 统计 量 在 5％ 和 

10％显著性水平的经验拒绝概率，其中 、Hsiao 

和 Lj(2001)的检验结果基于标准正态分布单边临 

界值得到，而Engle(1982)的检验结果基于 分布 

临界值得到。从表中结果可以看出，对于这三个数 

据生成过程，统计量 b 的经验水平与名义显著性 

水平相差不大，说明本文统计量具有良好的水平性 

质。对于 DGP．S1一S2，正 如 Hsiao和 Li(2001)所 

述，其检验统计量的经验水平明显低于名义显著性 

水平 ，因此 ，在实际应用 中，需采用 自举 (Bootstrap) 

方法予以调整。对 于 DGP．S3，Hsiao和 ¨(2001)、 

Engle(1982)检验统计量 的经验拒绝 概率 一般 均明 

显大于名义显著性水平 ，并且随着样本容量的增加 ， 

该拒绝概率也呈现明显的上升趋势。特别地，对于 

Hsiao和 Li(2001)构造的检验统计量，当样本容量 n 

=1000时 ，名义显著性水平为 5％和 10％时的经验 

拒绝 概率高达 0．977和 0．993。这意味着 ，条件均 

值模型设定偏误会导致错误地拒绝条件同方差的原 

假设。因此 ，在采用特定 的参数模 型描述经济金融 

变量之 间关系时，拒绝条件同方差 的原假设并不 意 

味着该模型必然存在着条件异方差现象，条件均值 

模型设定偏误也可能导致 了这一结果。 

表 1 DGP．Sl—S3的检验水平性质 

^  

M h。mo HL ￡ 

5％ l0％ 5％ 10％ 5％ l0％ 

n=100 0．072 0．108 0．002 0．009 0．038 0．O87 

n=200 0．054 O．103 0．002 0．006 0．048 0．084 
DGP．S1 

n=500 0．056 0．098 0．003 0．0l1 0．044 0．090 

n=1000 0．049 0．094 0．003 0．008 0．043 O．091 

n：l0O 0．058 O．101 O．0O1 0．009 0．037 0．067 

n：2OO 0．055 0．098 O．OO1 0．004 0．048 0．O91 
DGP．S2 

n：500 0．063 0．095 0．003 0．006 0．059 0．101 

n：lOO0 0．057 O．081 0．002 O．014 0．058 O．104 

n：100 0．067 0．104 0．064 0．110 0．044 0．069 

n =200 0．054 0．093 0．154 0．259 0．072 0．11O 
DGP．S3 

n=500 0．O5l 0．093 0．689 0．791 0．131 O．190 

n =1000 0．062 0．1O2 0．977 0．993 0．217 0．273 

注 ：(1)LM表不 Engle(1982)ARCH效应 的 LM 检验 ，HL表不 

Hsiao和 Li(2001)的条件异方差检验。 

(2)表中报告了基于标准正态分布或者 分布单边临界值得 

到的 1000次蒙特卡洛模拟的经验拒绝概率下同。 

对于 DGP．P1～P3，表 2报告了在 5％和 10％的 

显著性 水 平， 、Hsiao和 Li(2001)以及 Engle 

(1982)检验统计量基于各 自渐近分布临界值的经 

验拒绝概率。根据表中结果，我们可以得到如下基 

本结论 ：首先 ，本文统计量具有 良好的检验功效 ，能 

够捕获 DGP．P1～P3所示的任意形式条件异方差现 

象 ，并且检验功效随着样本容量 的增加迅速趋 于 

1；其次，Hsiao和 Li(2001)统计量的检验功效一般 

低于本文检验统计量，特别是对于 DGP．P3，当样本 

容量较小时，Hsiao和 Li(2001)统计量的检验功效 

很低，这也说明条件均值模型设定偏误对检验功效 

产生了一定影响；最后，Engle(1982)的检验统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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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赖于线性条件均值和条件方差模型的设定形式 ， 

其检 验功效 明显低 于本 文统计量 以及 Hsiao和 Li 

(2001)统计量，意味着条件均值模型和条件方差模 

型设定偏误会对条件异方差的检验结果产生较大 

影响。 

表 2 DGP．P1一P3的检 验功效 

M 。 。 HL ￡舾 

5％ 1O％ 5％ 1O％ 5％ 10％ 

n：100 0．746 O．817 0．5l9 0．659 0．060 0．093 

n=200 0．943 0．964 0．944 0．975 0．075 O．122 
DGP．P1 

n=500 l l l l 0．133 0．181 

n=1000 1 1 1 l 0．196 0．260 

n：100 0．874 O．916 0．279 0．444 0．209 0．283 

n=200 0．997 1 0．790 0．904 0．359 0．435 
DGP．P2 

n=500 1 1 0．988 0．991 0．527 0．596 

n= 10o0 l 1 0．993 0．993 0．750 0．792 

n= 100 0．400 0．507 0．027 0．070 0．060 0．125 

n=200 0．721 0．794 O．191 0．333 0．145 0．285 
DGP．P3 

n=500 0．997 0．999 0．816 0．899 0．576 0．734 

n=1000 1 1 0．999 1 0．963 0．987 

六、实证分析 

本节主要采用前文构造 的 肘 统计量考察英 

国富时 100指数、日本日经 225指数、美国标普 500 

指数 、中国大陆上证综指和中国香港恒生指数等是 

否存在条件异方差现象。为了避免股票市场周末效 

应的影响，本节采用周度数据，并且选择每周三的收 

盘价作为该周股票指数的数据。若周三因节假日等 

原因没有交易，则依次选择周四和周二的收盘价数 

据替代。对于极个别周二至周四都不存在交易数据 

的样本，则采用前后两周 的数据插值处理。选取 的 

数据样本区间为 1993年 1月 1日至 2013年 8月 28 

Et，共 1076个观测值，数据来源于 Wind数据库。 

本文采用 Dickey和 Fuller(1979)的 ADF统计 

量检验上述 5个股票指数水平序列的平稳性。检验 

结果在 5％的显著性水平表 明这些序列均为一阶单 

整过程，因此，我们对其取一阶对数差分，得到股票 

指数的周度收益率序列。这些序列为平稳过程，从 

而可以应用 Engle(1982)以及前文所述的 M 统计 

量考察其是否存在异方差现象。简便起见 ，本节仅 

在一阶自回归框架下检验异方差 问题 ，即将原假设 

设定为 。：PT[ ( )= ]：1。对于 b ，与 

蒙特卡洛模拟部分类似，本节依然将带宽设定为 h 

= n -4／17

，选 择二 阶高斯 核 函数 和截 断加 权 函数 a 

( )=1(I ≤1．5)。 

通过 Engle(1982)以及 M 统计量 的检验结果 

可知 ，基 于 Engle(1982)统计量和基于 统计量 

的检验结果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在5％的显著性水 

平下 ，Engle(1982)统计量均拒绝 了5个股票指数周 

度收益率序列不存在条件异方差的原假设，而 

统计量则无法拒绝 日经 225指数和中国香港恒生指 

数不存在条件异方差现象的原假设 。之所 以存在这 

种差异 ，可能与 Engle(1982)的线性条件均值和条 

件方差模型设定形式有关。正如上一节蒙特卡洛模 

拟结果所示，条件均值或方差模型的误设可能会导 

致错误 地拒 绝条件 同方差 的原假 设。另 外 ，Engle 

(1982)统计量和 M 统计量检验结果之 间的差异 

也意味着股票收益率序列的条件均值模型可能表现 

为非线性形式 ，因此，研究人员应当在非线性框架下 

探讨股市的可预测性。 

七、结论 

鉴于条件同方差假设在经济建模、参数估计以 

及假设检验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本文基于非参数 回 

归 ，构造 了条件异方差检验统计量。该统计量在原 

假设成立时渐近服从于标准正态分布，能够十分便 

利地应用到实证研究 中。特别地，与现有文献相比， 

本文统计量是基于非参数条件均值和条件方差模型 

构造的，其不依赖于特定 的模型设定形式。这不仅 

避免了条件均值或者条件方差模型设定偏误对检验 

结果的影响 ，而且还能够捕获多种形式 的条件异方 

差现象 。 

本文进一步采用蒙特卡洛模拟考察 了所构建统 

计量的有 限样本性 质。相 对 于 Engle(1982)以及 

Hsiao和 Li(2001)的检验统计量 ，本 文统计量具有 

更加合理的检验水平和良好的检验功效。需要强调 

的是，数值模拟结果表明，条件均值模型设定偏误会 

导致错误地拒绝条件同方差的原假设 。这一方面凸 

显了本文采用非参数条件均值模型替代参数模型重 

新探讨条件异方差检验的必要性；另一方面表明均 

值模型设定偏误能够导致错误地拒绝条件同方差的 

原假设。因此 ，在实证研究 中拒绝条件同方 差的原 

假设并不必然意味着模型存在异方差现象，这可能 

是条件均值或者方差模型设定偏误导致的错误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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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 

最后 ，本文还应用该统计量探讨 了国际主要股 

指收益率序列的条件异方差现象。与 Engle(1982) 

统计量的检验结果不同的是，对于 日经 225指数和 

中国香港恒生指数，本文统计量无法拒绝条件同方 

差 的原假 设 。二 者 之 间检 验 结果 的差 异 可能 与 

Engle(1982)检验统计量 中条件均值和条件方差模 

型的线性设定形式有关。这意味着股票收益率序列 

可能表现为非线性动态特征，因此，研究人员应当在 

非线性框架下探讨股市的可预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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