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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指期货交易会降低股市跳跃风险吗?术 

陈海强 张传海 

内容提要：研究股指期货交易对股市跳 跃风险的影 响，不仅对完善金融市场监管，加 

强市场风险管理有着重大意义，而且有助于增进人们对股指期货功能、市场微观结构和信 

息效率的认识。本文基于 5分钟的高频数据研究了沪深 300股指期货交易对股市跳跃风 

险的影响。首先，我们利用非参数方法检测沪深300指数价格 L6vy跳跃；然后将 L6vy跳 

跃分解为大跳和小跳 ，并考察股指期货推 出前后它们各 自的强度、幅度 以及跳跃活跃指数 

的变化；最后检验跳跃风险与股指期货交易活跃程度之 间的 Granger因果关 系。研 究主 

要发现：(1)股指期货交易不会增加大跳强度，相反会平抑大跳幅度，从而减少现货市场 

大跳风险；(2)由于投机交易，股指期货交易会增加小跳强度，因而增加现货市场小跳风 

险；(3)现货市场跳跃风险对期货市场交易行为存在反馈影响，但不同幅度的跳跃产生的 

影响不同。本文研究结果 显示，股指期货推 出对于股市跳跃风险的影响具有双 刃剑的作 

用，我国股指期货功能有待健全。 

关键词：股指期货 L6vy跳跃 非参数方法 Granger因果检验 高频数据 

一

、 引言及文献综述 

2010年4月 16日，我国首支金融期货——沪深 300股指期货(下文简称股指期货)在中国金 

融期货交易所上市 ，标志着我国资本市场发展迈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步 。在此之前，我国股市具 

有以下几个明显的特征：首先是缺少卖空机制，股市只能揭示正面消息而对负面的消息反应不足， 

导致股市暴涨暴跌；其次是受政府干预过多，为明显的政策市，市场投机氛围重，投资者对各种政策 

信息异常敏感，政策往往导致股市异常波动。金融学中将资产价格的不连续变动称之为跳跃，其通 

常被用来刻画金融市场上的异常风险(跳跃 风险)。跳跃风险 ，特别是大的跳跃风险虽然 罕见 ，但 

是一旦发生将会迅速扰乱金融市场秩序，给投资者带来巨大损失。比如，1987年 10月 19日的“股 

灾”事件导致美国道琼斯工业指数 日跌幅高达22．61％，2001年的“9．11”事件，2008年席卷全球的 

金融危机 以及最近的欧债危机也都不同程度地造成股市大跌 。 

股指期货具有价格发现、套期保值以及投机套利等资产配置功能，但其核心功能是套期保值 。 

因此人们期望股指期货的推出能够抑制我国股市剧烈波动、稳定股市，为广大投资者提供规避诸如 

跳跃类风险的工具；然而，也有不少人担心股指期货交易会带来过度投机从而增加股市跳跃风险。 

自从股指期货推出以来 ，其到底是减少还是增加了股市跳跃风险并不明确 ，其 中值得关注的问题有 

以下几点：股指期货交易是增加抑或减少了跳跃发生的频率?加大抑或降低了跳跃幅度?回答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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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问题是政策制定者、市场监管者和投资者都十分关注的热点。 

已有研究主要关注股指期货交易对股市波动 的影响，①但是鲜有文献研究股指期货交易对股 

市跳跃风险的影响，然而这一问题非常重要，原因有以下几点：第一，不少的研究(Chan&Maheu， 

2002；Huang&Tauchen，2006；Lee&Mykland，2008)表明资产收益风险还应该包含跳跃风险并且 

是其不可忽略的一部分。第二，政策制定者、市场监管者和投资者更加关注的是跳跃风险，这是因 

为跳跃会瞬间冲击资本市场及其交易机制，扰乱金融市场秩序，从而对投资者的决策产生重大影 

响 ，见 Becketti&Roberts(1990)。第三 ，不少文献 (Lahaye et a1．，2011；Evans，2011)认为对于股 

指 ，跳跃通常与宏观信息发布、货币政策、政治经济等重大信息 ，特别是未预期到的宏观经济信息有 

关，而股指期货对于股市跳跃风险的影响更多地体现在信息传递效率上，尤其是当突发性重大信息 

对市场冲击时对市场所做出的反应上 ，所以考察股指期货推出对现货市场跳跃风 险的影 响对深入 

理解股指期货价格发现等功能显得异常重要。国内已有不少文献研究我国股市跳跃行为 ，并发现 

中国股市的跳跃风险 占的比例很大。比如 ，陈国进 、王 占海 (2010)发现 ，发生跳跃行为的交易 日占 

全部考察交易 日的 30．4％ ；赵华 、秦可估(2014)发现 ，沪深 300价格在 65％左右的交易 日都发生 了 

跳跃。 

据作者所知 ，已有文献中只有 Becketti&Roberts(1990)和 Darrat＆Rahman(1995)研究 了股指 

期货交易活跃程度(成交量和持仓量)与股市跳跃波动之间的关系，但是两文均存在一定的缺陷。 

首先 ，将所有大的收益变动定义为跳跃并不准确 ，这是因为大的收益变动不一定是因为跳跃 ，也有 

可能是因为高的随机波动(Lee&Mykland，2008)。其次，他们的研究使用的都是低频数据，而 Aft— 

sahalia(2004)特别指出使用年度、月度、日度等低频数据时，很难将跳跃部分从连续部分中分离开。 

此外 ，选取成交量和持仓量作为股指期货交易活跃程度指标时应该考虑预期部分和未预期部分 

(Bessembinder&Seguin，1992)，且可以选取其他更加合适 的指标 (Lucia&Pardo，2010)。最后 ，以 

上关于股市跳跃行为的研究绝大多数建立在 Poisson跳跃过程假设上 ，它只能刻画相对稀少 的大 

跳，但事实上金融数据特别是金融高频数据应包含许多小跳，见 Lee&Hannig(2010)以及 Jing et 

a1．(2012)，而 L6vy跳过程可以同时刻画有限 Poisson类大跳和无穷多小跳 ，从而可以更加准确地 

描述资产价格行为(Carr&Wu，2004)。 

综上 ，关于股指期货交易对股市跳跃风 险影 响的研究远远不 足 ，对 于 中国市场更是 缺乏相 

关研究 ，而这一问题却是政策制定者和市场监 管者关注 的焦 点 ，研究这 一问题对完善 金融市场 

监管 ，加强股市风险管理有着十分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同时还有助于人们对证券市场微观 

结构与信息传递效率的认识。鉴于此，本文基于沪深 300高频数据，首先利用 Lee& Hannig 

(2010)新提 出的一 种非参 数检 验检 测 出沪深 300指数 价格 中的 L6vy跳跃 ；在此基 础 之上将 

L6vy跳跃风险分解为大跳、小跳，并估计出它们各 自的强度和幅度以及跳跃活跃指数；然后考察 

它们在股指期货推出前后的变化情况；最后基于股指期货成交量和持仓量构造股指期货交易投 

机交易活跃程度指标和套期保值交易活跃程度指标，考察股指期货交易活跃程度对我国股市跳 

跃 风险的影响。 

相比已有文献 ，本文在如下几个方面进行创新 ：第一 ，首次探讨了股指期货交易对股市 L6vy跳 

跃风险(包括大跳、小跳的幅度和强度以及跳跃活动指数)的影响，填补了相关研究的空白；第二， 

首次对中国股票市场 L6vy类跳跃进行检验，其中做检验时基于 Corsi et a1．(2010)中修正形式的已 

实现二次幂 门限变差 (corrected realized threshold multipower variation，记为 C—TMPV)改进 Lee& 

① 一些研究发现股指期货交易会加剧股市波动，相反，另外一些研究发现股指期货会减少股市波动，同时也有一些实证研 

究发现对股市波动没有影响(杨阳、万迪唠，2010；Chen et a1．，2013；Xie＆Mo，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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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nnig(2010)中 L6vy跳跃检验 ；第三 ，选取成交量和持仓量作为股指期货交易活跃程度指标时考 

虑其未预期部分，并且同时选取成交量持仓量之比这一更加合适的指标作为股指期货投机交易活 

跃程度指标；第四，不同于已有的研究单纯采用事前事后 比较分析法或 Granger因果分析法，本文 

则联合使用这两种方法 ，以便得出的结论更加可靠和有说服力 ；最后 ，本文 的分析和推断完全基于 

非参数的方法 ，这样就避免了已有文献 中参数化方法存在模型误设 的可能。 

本文第二部分 阐述 了相关理论分析及研究假设 。第三部分简单描述了本文采用的研究方法。 

第四部分提供了实证分析过程及结果。最后是本文结论和政策建议。 

二 、理论分析及研究假设 

(一)L6vy跳跃扩散模型及股市跳跃风险产生机制 

本文用一个完备的概率空间(Q，F，(F ) ，P)来描述金融市场上的不确定性，其中 F是金融 

市场上的事件域，F 是定义在[0，T]上的市场信息滤波，P是数据生成过程的测度(measure)。同 

Aft．sahalia&Jacod(2012)，设资产在测度 P下的对数价格过程 X ，t∈[0，T]为一个伊藤半鞅(It∈ 

semimartingale)，服从如下 L6vy跳跃扩散模型 ： 

X =X：+X (1) 

其中 和 分别为连续部分和非连续部分(跳跃)，可以继续将其分解为： 
一 ，t 

= X。+Jo 6 ds+Jo d 
r t 

Jo』 (肛一 )(ds，d )+J0』 xtx(ds,d ) (2) 
——————■ ■———一 ———— —一  

其中b ，or 分别为漂移项系数和瞬时波动，两者均为 F 自适应过程， 是标准布朗运动， 为跳跃 

测度 ， 为 L6vy测度 ， 为 的可料部分。分割水平 占用来区分大跳和小跳 ，这里将 L6vy跳跃分解 

为 Poisson跳 (作为大跳 )和其他类型跳跃 (作为小跳 )。对于半鞅 ，在 固定时间区间只能产生有限 

多个大跳 ，却可能产生有限或者无限多个小跳 ，为了刻画跳跃的活动程度 ，定义： 

， =：{r≥0； l△ l <∞}，卢 =： {， } (3) 
0三 

其中 称为跳跃活动指数 ，见 Jing et．al(2012)，△ X=X 一 为 s时刻跳跃 幅度。若 0 E， (0隹 

， )，则 是有限(无限)活动跳跃过程， ∈[0，2]刻画了小跳的发生频率，卢 越大表示小跳越 

活跃 。 

跳跃产生 的机制是什么呢?现代金融市场微观结构理论中不少文献基于信息模 型研究资产价 

格形成过程 ，比如 ，Glosten＆Milgrom(1985)提出了一种市场微观结构模 型，将 收益率分解为小规 

模平滑变化和跳跃性变化 ，前者一般由市场的流动性交易、策略交易和一般信息引发 ，后者则通常 

由市场上重大信息冲击引发。本文对资产价格 L6vy跳跃扩散模型解释如下 ：资产价格变化过程 由 

潜在的信息过程所控制，其中，连续部分由市场上的正常信息所驱动，刻画了可通过标准投资组合 

等策略而对冲掉的正常风险，跳跃部分则由异常信息所驱动，对应异常风险(跳跃风险)，见 Maheu 

&Mccurdy(2004)及陈浪南、孙建强(2010)等；进一步，大跳代表了少有的极端金融风险，通常与宏 

观经济(特别是不可预期的宏观信息)等重大信息或者其他异常信息有关，宏观信息包括央行的货 

币政策，证券市场运行机制，宏观经济运行，国家领导人以及证监会管理层态度等信息(Johannes， 

2004；赵华、秦可佶，2014)；而其他重大异常信息包括某些毫无征兆的信息以及 自然灾害，政治经 

济变故等信息，如 1987年毫无征兆的“股灾”事件，2001年的“9．11”恐怖袭击等。因此，大跳为宏 

观经济等重大信息或者其他异常信息进入金融市场提供了一种机制，其本质上是重大或者异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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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融入市场时所表现出来的价格发现特征(王春峰等，2011)。小跳则刻画了价格在 Ft度、月度等 

低频数据下变动幅度不明显而在高频数据下明显的不连续变动，代表了除极端风险外的其他异常 

风险 ，通常与高频 交易等程序化交 易策略有关 (An．sahalia&Jacod，2012)，比如 2013年 的光大 

“8．16乌龙指”事件。因此大跳 、小跳代表着两类不同的跳跃风险，区分两者对投资者 的决策很有 

必要，这是因为，一般来说投资者风险厌恶水平不同，面对不同幅度的跳跃风险时做出的决策往往 

也不同。 

(二)股指期货交易对现货市场影响 

根据信息模型，资产价格过程由潜在的信息过程所控制，股指期货交易对现货市场信息结构有 

什么影响呢?不少学者认为股指期货交易可以迅速反映现货市场信息，提高市场信息传递的效率， 

从而增加市场的有效性。比如，Cox(1976)通过建立一个模型说明若期货价格能够对融入市场的 

新信息迅速做出调整 ，且这一价格发现过程能够通过套利机制转移到现货市场 ，则股指期货交易能 

够增加市场上可获得的信息 ，降低信息的不对称性 ，从而提高现货市场 的有效性 ，并且在实证上验 

证 了这一点 。同时 ，其他一些研究则表明股指期货交易可以增加现货市场的深度 ，提高现货市场的 

流动性，因而降低股市波动。比如，Grossman&Miller(1988)和 Grossman(1988)的研究均表明基于 

期货和现货市场间的指数套利提高了现货市场深度；Froot&Perold(1995)认为股指期货交易加速 

了市场宽度信息的传播，从而增加市场深度。 

(三)研究假设 

1．股指期货交易对大跳风险的影响 
一 方面，由资产价格 L6vy跳跃风险产生机制可知，大跳风险通常与宏观经济(特别是未预期的 

宏观经济信息)等重大信息或者与其他异常信息冲击有关。因此股指期货 的交易对大跳 的强度 没 

有什么影响，据此提出假设一 ： 

H1：股指期货推 出对大跳 强度没 有影 响，股 指期货 交易 活跃程度 不是 大跳强 度 的 Granger 

原因。 

另一方面，股指期货推出会提高市场信息流的质量和速度，增加市场深度，提高现货市场流动 

性，因而股指期货交易可以缓和宏观信息(特别是不可预期的宏观信息)等重大信息或者其他异常 

信息对现货市场的冲击，即表现在平抑跳跃幅度上。据此提出假设二： 

H2：股指期货推出会减少大跳幅度 ，股指期货交易活跃程度是大跳幅度的 Granger原因。 

综上分析，可以看出股指期货交易不会直接增加股市大跳风险(极端金融风险)，即若 H1与 

H2成立 ，则可 以得出股指期货交易可以减小大跳风 险。历史上 ，股指期货遭受最大的质疑是一度 

被认为是 1989年“股灾”事件的罪魁祸首，①然而后来不少研究表明股指期货交易并不是导致股市 

崩盘的主要原 因，而最多是帮凶，这同本文的分析一致。 

2．股指期货交易对小跳风险的影响 

尽管股指期货交易不会增加股市大跳风险，但是，还是有不少人指责股指期货交易，特别是投 

机交易会增加股市跳跃风险，本文认为股指期货交易增加的应该是小跳风险。Becketti&Robe,s 

(1990)认为股指期货交易会增加股市跳跃波动的一个原因是股指期货交易使得股市发生更多跳 

跃。并且这里存在两个渠道：首先，由于具有低交易成本、高杠杆等优良特性，股指期货吸引大量投 

机性交易者到股市中从而增加市场投机行为，比如，Chen et a1．(2013)等一些研究表明我国股指期 

货市场推出初期存在明显的投机交易，而投机行为会增加股指期货市场小跳风险，小跳风险随后会 

① 比如，1987年 lO月 19 13发生“股灾”后，布兰迪委员会(Brady Commission)认为指数套利和组合保险加剧了股市的崩溃 

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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溢出到现货市场导致现货价格发生跳跃 ；其次 ，股指期货的推出会促进期货与现货市场之间的程序 

化交易发展，比如，数据显示自从沪深 300股指期货推出以来，国内基于指数套利等一些程序化套 

利策略大量展开，到2013年国内程序化交易占总交易量的比例已从两年前的 5％急增到 20％一 

30％，而一些研究表明程序化交易可以增加跳跃波动，特别是使得小跳的发生更加频繁。比如， 

Harris et a1．(1994)从日内程序化交易数据中发现，指数套利以及其他非套利的程序化交易都会立 

即引起 s&P 500指数期货和现货 日内价格的变化，但不会触发极值波动(大跳)。据此提出假 

设三： 

H3：股指期货交易增加小跳强度(跳跃活动指数)，股指期货投机交易活跃程度是小跳强度的 

Granger原因 

3．现货市场跳跃行为对期货市场交易行为影响 

反过来 ，股市跳跃风险也会对股指期货交易行为产生反馈影响。比如 ，Harris et a1．(1994)发 

现当股市价格发生变化时，期货和现货市场间的程序化交易会增加。一些人甚至担心股市跳跃风 

险会引发所谓 的“瀑布效应”(Cascade effect)：股指价格的突然下跌会激发降低股指期货价格有关 

的程序化交易展开，而股指期货价格下跌的信息又会反馈到股市，导致股指下跌，如此恶性循环。 

由前面 的分析 ，大跳、小跳刻画了两类不同的跳跃风险 ，面对大跳 、小跳风险时 ，风险厌恶水平不 同 

的投资者在期货市场上做出决策往往不同，据此提出假设 四： 

H4：现货价格跳跃风险对股指期货交易行为产生反馈影响，且大跳、小跳产生的影响不同。 

三、研究方法——L6vy跳跃检验 

为了提取股指价格跳跃风险，本文采用 Lee&Hannig(2010)新 提出一种 L6vy类跳跃检验 ，其 

包括检测大跳的 Gumbel检验和检测小跳的 QQ检验。不同于其他跳跃检验，这一检验不仅可以识 

别 L6vy大跳和小跳，而且可以对 日内跳跃发生的时间、方 向、频率以及幅度做 出推断。假设在时间 

[0，T]内，资产价格可等间距观测到，即t =iAt，i=0，1，⋯，n=[T／At]([ ]表示取整)，且对任意的 

田>0有 ： 

sup sup I b( )一b(t )l=0 (At 一 ) (4) 

sup sup Il0g盯(u)一logcr(t。)I=O。(At 一 ) (5) 

其中O 表示概率极限下同阶无穷小。 

考虑如下逐点跳跃检验统计量 ： 

—  

T ； ， ∈( ⋯] (6) ^ ，—一 ， 、 ‘⋯ J J 、 ， 
√△ 

其中 
一

O't
l 

：  

Z (△ ( )， )Z1( (tj一 )， 一 ) (7) 

为瞬时波动 的估计量， 为满足一定条件的随机门限函数，本文取 =c ，其中c 为常数，取 

c =3， 为瞬时波动辅助估计量，采用长度为 2L+1的非参数滤波迭代法估计，其 中窗宽 L=25， 

迭代次数 Z=5，核函数取高斯核。函数 Z，( ，Y)为：当 ≥Y时，z ( ，Y)=I I ；当 >Y时，z 

( ，，，) (号，，)手r( ，孚)，其中r(．)为Gamma函数， (．)为标准正态的分布 
函数。 

不 同于 Lee&Hannig(2010)基于已实现门限方差估计瞬时波动，本文采用 Corsi et a1．(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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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C—TMPV估计瞬时波动，从而避免了前者对门限选择的敏感 ，特别 是因门限选择不当而出现 的 

检验偏误。可证明当X =0，t∈(t ，t ]，K一。。，△ K一0，且 △￡一0时以上逐点检验统计量趋于 N 

(0，1)分布 ，且有 ： 

d 

max i T l— S +C (8) 
t∈(‘ —l，ti]，0≤ ≤ ～  

其中 为 Gumbe1分布，其分布函数为exp(一e )，且有： 

C
o

= (21ogn 一 ： ㈩  

易得绝对值形式的检验统计量在显著水平为 下的拒绝域为[ q +c ，+。。)，其中q 为 Gumbe1 

分布的Ot分位数。 

上面的检验称为 Gumbel检验，其对应的是 L6vy大跳检验。不同于对 L6vy大跳逐点进行 

Gumbel检验，Kvy小跳的检验则是将前面所有时间点上的检验统计量 {T ，T ：，⋯， }看作一 

个整体进行多重检验。当资产价格在整个时间区间[0，T]上不存在 L6vy跳跃时，检验统计量序列 

{ ⋯ ，⋯， }渐近收敛于I．I．D N(O，1)的n—K个随机变量，因此在极限情况下，这 n— 个 

检验统计量的 QQ图应成45。直线，故称之为 QQ检验。为确定 L6vy小跳发生的时间，定义时间 t 

处的信念测度 ： 

b(t )=m。 (0，2(r(i))) (10) 

其 中Z(r)为经采用局部多项式平滑而修正过的信念测度。设 &为预定的错误检测率 ，则当 b(t )≥ 

1一&时，我们认为在时间t 处有一个跳跃发生。 

综合运用 QQ和 Gumbel检验可把大跳、小跳风险分离开来 ：将每 日大跳 、小跳发生的次数相加 

便可得大跳、小跳的日跳跃强度 A a
,
t和 A ；为 了计算跳跃 幅度；当检测到某--d,的时间区间(t ， 

t ]存在L6vy跳跃时，假设相比漂移项(在高频抽样下可忽略)和扩散部分L6vy跳跃部分占主导，因 

此可以用收益率的绝对值 l r(t )l来近似 t 处的跳跃幅度，将13内大跳、小跳的跳跃幅度相加便得 

到大跳 、小跳 的 日跳跃 幅度 Kb
,
t和K ；最后，因为正跳、负跳分别代表着“好”的和“坏”的风险，本文 

也考虑 了正跳和负跳风险，正跳 、负跳的强度与幅度可类似得到。 

四、实证分析 

(一)股指期货交易活跃程度指标选取 

已有文献通常将交易量 Vol 和持仓量 O， 分别作为衡量股指期货投机交易活跃程度和套期保 

值交易活跃程度的指标。然而 ，最近一些文献认为 当交易量持仓量之 比 

Z 

SV = (1 1) 
U 』· 

满足单调增或单调 减 的条 件时 ，这一 指标 可更好 地刻 画期 货市 场上 投机 行为所 占的 比重 ，见 

Lucia&Pardo(2010)。另外，根据 Bessembinder＆Seguin(1992)，交易量 Vol 与持仓量 D， 通常具 

有明显正的持续性，即具有很强的可预测性 ，因此选择它们作为股指期货交易活跃程度指标时应 

考虑其预期部分和未预期部分 。本文运用 ARIMA(P，d，q)模 型对 交易量 Vol ，持仓量 D， 进行建 

模并将得到的拟合值代表预期部分，分别记为 EVol 和EOI ，而残差部分 z 和 UOI 则代表未 

预期的交易活跃程度冲击。根据理性预期理论 ，股指期货市场上预期的成交量 EVol ，预期的持 

仓量 EOI 所包含的绝大部分信息已经被现货市场的价格所反映，而没有被反映的信息才会对现 

货市场的跳跃产生影响。因此 ，本文只考虑将未预期 的成交量 UVol 和交易量持仓量之 比 SV,作 

为股指期货投机交易活跃程度指标，而未预期的持仓量 UOI 作为股指期货套期保值交易活跃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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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指标 。 

(二 )数据及描述性统计量 

为提取现货市场 中 L6vy跳跃风险，我们采用沪深 300指数 5分钟高频数据，数据来源于 

CSMAR高频数据库，样本区间为2008年4月 16日至 2012年4月 16日。采用 5分钟高频数据是 

为了降低市场微观结构噪音的影响，同时为了避免隔夜信息的影响，我们只考虑 日内收益，所以对 

应每日的对数收益率观测值为48个。为计算股指期货的活跃程度指标，我们采用股指期货合约 日 

度数据 ，样本 区间为 2010年 4月 16日至 2012年 4月 16日，数据来源于 Wind金融数据库。在 中 

国金融期货交易所同时上市的有当月、下一个月、当季和下一季(3月、6月、9月和 12月)四个品种 

的股指期货合约，到期 日为到期月的第三个星期五。因到期 日不同每支合约有着不同的生命周期， 

为了构造连续合约，本文将每日四个未交割合约的成交量和持仓量进行加总。 

以2010年4月 16日为分界线，前后时段分别对应股指期货推出之前的489个交易 日和之后 

的483个交易日。这样的划分方式便于考察股指 L6vy跳跃风险在股指期货推出前后是否发生了 

变化，以及进一步地研究股指期货交易活跃程度与L6vy跳跃风险之间的 Granger因果关系，从而评 

估股指期货推出对我国股市跳跃风险的影响。实证分析中预定的错误检测率 &，Gumbel检验以及 

QQ检验显著性水平 OL及 OL均设为 5％。 

图 1A 沪深 300对数收益 图 1B 股指期 货交易量、持仓量及其 比 

注：图1B中实线为股指期货成交量(×E4：份)；点划线和虚线分别为股指期货持仓量(×E3：份)和成交量持仓量之比。 

图 1A给出了沪深 300指数对数收益率序列图，从中可看出存在明显的跳跃行为。图 1B给出 

了股指期货 日交易量 Vol ，日持仓量 D， 及日交易量持仓量之比SV,的时间序列图。从中可以看出 

日交易量 Vol 在股指推出之初急剧增长随后减少最后又增加，而 日持仓量 0， 则保持不断增长 ，日 

持仓量 0I,远低于 日交易量 Vol 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股指期货市场内浓厚 的投机氛 围。表 1是沪 

深 300指数现货和期货的一些描述性统计量。对于现货市场，从中可以看出收益率具有明显尖峰 

厚尾的分布特征；标准差在股指期货推出之后有所降低；收益率的均值和中位数均非常小，而最大 

值、最小值与标准差之比却非常大，比如在整个样本期，最大值与标准差之比高达 17．333，表明存 

在跳跃。对于股指期货市场，日交易量持仓量之比SV,在股指期货推出之初高达 26，说明在股指期 

货推出之初急剧增长的交易量主要是由投机交易所驱动，随后 日交易量持仓量之比SV,降低表明 

市场投机行为所占的比重开始降低，市场趋于理性；最后，日交易量 z ，日持仓量 D， 的4阶偏 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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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系数(PACF)均显著为正，表明它们具有很强的可预测性。 

(三)股指期货推出前后 L6vy跳跃特征变化 

首先，为了尽可能准确估计出瞬时波动，需要选择窗宽 K和门限 ，其 中窗宽 必须满足条件 
1 

K一∞且 △ K一0，本文取 At= ，K=240，即 K=5At 叭。① 对于沪深 300指数 ，检验统计量个 
斗 U ，U 叶  

数 n—K=46464，由Lee&Hannig(2010)中表 l，采用线性插值的方法选取 QQ检验需所要的合成 

数据组数 m=5115。L6vy跳跃检验结果表明跳跃具有集聚性 ，QQ检验出的跳跃个数 比 Gumbel检 

验出的跳跃个数多，所以用 Poisson跳跃扩散模型来刻画沪深300指数价格是不准确的，需用更加 

一 般的 L6vy跳跃扩散模型对其建模。② 

表 1 沪深 300现货和期货描述性统计量 

对 数收益 

个 数 最小值 中位数 均值 最大值 标准差 偏度 峰度 j—B检验 

— 1．5094 1．4896 2．4523E5 

整体 46656 —．0．0438 0．0416 0．0024 一O．O213 14．2315 
E一5 E一5 (0．0001) 

2．1 512 3．0595E4 

之前 23472 —0．0225 0 0．0416 0．0028 O．1633 8．5836 
E一5 (0．0001) 

— 3．6898 8．1978 8．6705E5 

之 后 23184 —0．0438 0．0250 0．0018 —0．7142 32．9253 
E一5 E一6 (0．0001) 

PACF 股指期货 

变量 最小值 中位数 均值 最大值 标 准差 1 2 3 4 

Vol 1．4614 1．3266 
6．1868 5．7970 2．O184 0．8006 0．3146” 0．1205’ O．1509 

(份 ) E4 E5 

0I． 0．8975 9．4142 9．1625 1．7619 2．7994 
0．9755 0．1818 0．0214 0．0l68  ̈

(份 ) E3 E3 E3 E4 E3 

SV 2．3828 7．2663 6．1911 26．68l6 3．6117 0．8878 0．3058 0．2262 0．0684 

注：J-B检验为 Jarque—Bera正态性检验 ；括 号为 P值 ； 、”分别代表在显著水 平 5％ 、1％上显著。 

其次 ，图 2A给出了大跳和小跳的 日跳跃 强度 曲线 ，⑧从 中可以看 出跳跃 强度具 有明显的时 

变性，其中大跳强度变化没有什么规律，在股指期货推出前大跳强度逐渐增加 ，并且在股指期货 

推出附近(对应横坐标 489天)达到极值点，随后减小、增大，最后有减少的趋势；小跳强度则相比 

股指期货推出之前增大明显，随着时间推移，股指期货市场的投机活跃程度降低，小跳强度有减 

少的趋势。表 2则详细展示 了股指期货推 出前后大跳 、小跳 、正跳 、负跳 的强度 以及跳跃活跃 指 

数的变化 。可 以看出，股指期货 推出后各种跳跃的强度均增大 ，正式地 ，Wilcoxon秩 和单边检 验 

和 Kolmogorov。Smirnov单边检验(备择假设均为股指期货推出之前跳跃强度大)表明只有小跳和 

正跳的强度显著增大；对于大跳强度，Wilcoxon秩和检验显示其显著增加，而 Kolmogorov-Smirnov 

检验显示其增加不显著 ，对于负跳强度这两个检验均显示增加不显著 。据此 ，假设 1的第一部分 

成立 

① 理论上 Lee＆Mykland(2008)认为 可取 x48--~252×48之间，并建议对于5分钟高频数据选取K=270，本文K值 

与之接近 。 

② 由于篇幅限制 L6vy检验结果省略，备索。 

③ 这里将 日内QQ检验的信念测度 6(f )相加，然后使用利用局部多项式平滑估计出大跳、小跳的强度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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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A 沪深 300大跳小跳强度 

图 2B 沪深 300跳跃指数 

注：图2A中实线和点划线分别为大跳小跳的目跳跃强度曲线。 

再次，图2B给出了沪深 300日跳跃活动指数p 的时序图，①其从另外一个角度刻画了小跳发 

生的频繁程度。从中可以看出沪深 300日跳跃活动指数大于 0，表 明沪深 300应该包含无穷多小 

跳，且股指期货推出之后跳跃活跃指数增大明显，即小跳变得更加频繁 ，Wilcoxon秩和单边检验和 

Kolmogorov．Smirnov单边检验(备择假设均为股指期货推出之后跳跃活跃指数大)印证了小跳的频 

率在股指期货推 出后显著增大(见表 2)，因此假设 3第一部分成立 。小跳强度 (跳跃活跃指数)显 

著变大的可能原因如下：一方面，股指期货投机交易会增加期货市场跳跃风险并溢出到现货市场； 

另一方面 ，基于期货和现货市场间的指数套利等程序化交易策略大量展开 ，从而增加小跳的发生概 

率 ，即体现在小跳强度(跳跃活跃指数)增加上。 

最后 ，图 3A和图 3B分别给出了大跳和小跳的幅度。可明显看 出跳跃 幅度具有时变性和聚集 

性，大跳、小跳的幅度在股指期货推出之后呈明显的减小趋势，且小跳的发生时间间隔亦有减小的 

趋势，即小跳变得更加频繁，这同上面对小跳强度以及跳跃活跃指数的分析相吻合。表3具体地给 

出了大跳 、小跳 、正跳和负跳的 日跳跃 幅度(跳跃幅度都取绝对值 )的描述性统计量 。从 中可以看 

出，股指期货推出后，大跳、小跳、正跳和负跳的日跳跃幅度相比推出之前均减小，Kolmogorov． 

Smirnov单边检验和 Wilcoxon秩和单边检验(备择假设均为股指期货推出之前跳跃幅度大)均拒绝 

① 尽管 QQ检验可以很好地识别小跳，但是当跳跃幅度非常小时，从有限离散观测值中识别出小跳是极其困难的。为了使 

关于小跳推断的结论更加稳健。本文同时考虑跳跃活跃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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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L6vy跳跃强度及跳跃活动指数前后变化 

时间段 均值 中位数 最大值 标 准差 KS检验 RS检验 

大跳 

整体 O．1529 O 5 0．5179 

0．0599 一2．9577 

之前 0．1136 0 4 0．4476 (
0．3403) (0．0015) 

之后 0．1921 O 5 0．5776 

小跳 

整体 0．1890 0 3 0．4860 

0．0971” 一4．1429 

之前 0．1302 O 3 0．4090 
(0．0193) (1．7144E一5) 

之 后 0．2479 0 3 0．5465 

正跳 

整体 0．2056 0 6 0．5577 

0．1302 一5．4461 
之前 0．1302 0 4 0．4702 

(4．7797E一4) (2．5747E一8) 

之后 0．2810 O 6 0．6235 

负跳 

整体 O．1364 0 5 0．4638 
0．0248 一1．2861 

之前 0．1136 0 5 0．3986 (
0．9982) (0．1984) 

之后 0．1591 O 4 0．5203 

B 

整体 0．5001 0．4613 1．6907 0．2784 
0．5130 一16．5187” 

之前 0．3656 0．3033 1．4968 0．2309 
(3．1577E一57) (2．6918E一61) 

之 后 0．6361 0．6094 1．6907 0．2556 

注：Ks检验为 Kolmogorov-Smirnov检验，Rs检验为 Wilcoxon秩和检验，其中括号内为 P值， 、”分别代表在显著水平 5％、1％ 

上显著。 

图 3A 沪深 300大跳幅度 

各 自原假设 ，表明跳跃幅度减小显著。原因可解释为股指期货交易能够迅速反 映现货市场信息从 

而降低宏观信息等重大信息或者其他极端异常信息对现货市场的冲击，即表现为现货跳跃幅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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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B 沪深 300小跳幅度 

减小 ，因此假设 2的第一部分成立 。同时，本文也考察了股指期货推 出对正跳 、负跳幅度对称性的 

影响，然而 Kolmogorov-Smirnov和 Wilcoxon秩和双边检验在整个样本期 以及股指期货推 出前后均 

不能拒绝跳跃幅度是对称性的这一假设。 

表 3 L6vy跳跃幅度前后变化 

时间段 最小值 均值 中位数 最大值 标准差 KS检验 RS检验 

大跳 

整体 0．0042 0．0109 0．0O87 0．0438 0．0066 
0．3586’ 3．3530” 

之前 0．0047 O．O128 O．0124 0．0416 0．0068 
(9．0460E一5) (3．9973E一4) 

之 后 0．0042 0．O097 0．0079 0．0438 0．0062 

小跳 

整体 0．0035 0．0071 0．0059 0．0168 0．0031 
0．6044” 6．8655 

之前 0．0038 0．0097 0．0100 0．0168 0．0037 
(2．1303E一14) (3．3128E一12) 

之 后 0．0035 0．0057 0．0052 O．011O O．O016 

正跳 

整体 0．0035 0．0084 0．0073 0．0416 0．0048 

．
4805“ 5．4871“ 

之前 O．OO4O O．O1l3 O．O1O6 0．0416 0．0062 
(1．0039E一9) (2．0434E一8) 

之 后 0．0035 0．0071 0．0064 0．0250 0．0041 

负跳 

整体 一0．0438 —0．0093 —0．0074 —0．0035 0．0060 
0．4208” 4．7357‘ 

之前 0．0038 O．O109 0．0102 O．0205 0．0047 
(6．6081E一6) (1．0914E一6) 

之后 0．0061 0．0081 0．0061 0．0438 0．0038 

注：KS检验为 Kolmogorov·Smirnov检验 ，Rs检验为Wilcoxon秩和检验，其中括号内为 P值， 、”分别代表在显著水平5％、1％ 

上显著 。 

(四)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对成交量 z；，持仓量 D， 直接运用 Box—Jenkins方法建模：用 ARIMA(5，0，0)拟合交易量 z ， 

l63 



陈海强 、张传海 ：股指期 货交易 会降低股 市跳跃风险吗? 

用 ARIMA(1，1，1)拟合持仓量 D， ，将其分解为预期部分(拟合部分)和未预期部分(残差部分)。① 

表 4给出了股指期货交易活跃程度指标——未预期的交易量 u 2 、成交量持仓量之 比 s 、未预期 

持仓量 UOI 与沪深 300指数价格的大跳强度 A 、大跳幅度 ，c 、小跳强度 A 、小跳 幅度 ，c 
． 

以及 

跳跃活跃指数 之间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的结果。 

表 4 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变量 X UVol Uoi SV 

y 原假设 (1 ，1 ) F检验 P值 (1 ，1 ) F检验 P值 (1 ，1 ) F检验 P值 

v 亡 (1，1) 0．0740 0．7857 (1，1) 0．5872 0．4439 (1，1) 0．5925 0．4418 
b t 

v； (1，1) 0．0158 0．9000 (7，2) 3．4599 0．0322 (15，3) 2．1417 0．0942 

yC=~x (5，1) 2．8449 0．O152 (1，1) 0．0OO1 0．9936 (3，1) 4．6367 0．0033 
A 

V≠ (1，1) 10．4306 O．00l3 (8，2) 3．7499 0．0242 (5，1) 10．3030 O．00l4 

V 缸 (3，lO) 1．7785 0．1504 (1，10) 0．8343 0．3615 (1，10) 1．O915 0．2967 
K b

，
f 

V鸯 (1，1) 0．2869 0．5925 (7，1) 5．1238 0．0241 (t5，3) 2．3730 0．0696 

V亡 (5，1) 2．4161 0．0352 (1，1) 0．0143 0．9049 (19，1) 2．3225 0．0O13 
，( 

． f 

v鸯 (1，1) lO．4l21 0．O013 (8，2) 2．8534 0．0586 (5，1) 10．2536 O．0O15 

yC=~x (2，10) 4．7690 0．0089 (1，10) 1．0497 0．3061 (3，10) 3．4467 0．0l66 
卢l 

v； (1，1) 0．0703 0．7910 (7，1) 2．6323 0．1O54 (9，1) 0．2132 0．6466 

注 ：横轴所列变量为 ，包括未预期成交量 UVol 、未预期持仓量 UOl 、成交 量持仓 量之 比 sV ；纵轴所列 变量为 Y，包括大跳强 

度 A 、大跳幅度 61f、小跳强度 A 、小跳幅度 K ； 、‘分别为 、Y的滞后阶数，由AIC准则选取；y 、y舀 分别表示 不是Y的 

Granger原因和是的 Granger原因； 、 分别代表在显著水平5％、1％上显著。 

首先，对于大跳风险有以下发现。第一，大跳强度 A 与投机交易活跃程度(u％z 和 s )之间 

并不存在显著的双向 Granger因果关系 ，套期保值交易活跃程度不是大跳强度 A 的 Granger原因。 

这与前面的理论分析相吻合 ，大跳通常反映了与宏观经济等重大信息或者与其他异常信息有关 的 

重大事件，本质上可看作重大信息，特别是未预期到的宏观经济信息融入市场时出现极端价格变化 

的发现过程，因此投机交易和套期保值交易活跃程度均不是大跳强度 A 的 Granger原因。据此， 

假设 1第二部分亦成立，再加上前面第一部分已成立，所以假设 1成立。第二，股指期货投机交易 

活跃程度(UVol 和 s )与套期保值交易活跃程度 (UOI )均不是大跳 幅度 ，c 的 Granger原 因，因 

此假设 2的第二部分不成立。这与前面的理论分析相悖 ，股指期货交易可 以提高市场信 息的传 

递效率 ，增加市场深度 ，从而缓和重大信息对现货市场的冲击 ，即对大跳幅度 Kb应该产生平抑作 
用，前面的实证结果也表明大跳幅度 ，c 在股指期货推出后减小显著，出现这一,t情况的可能原因 

如下 ：首先 ，我国股指期货市场准入 门槛过高 ，比如 ，机构投 资者 (特别是基金 )还未被 准入 ，保证 

金制度执行严格，导致期货市场价格的信息含量偏少，信息传递效率低，很多信息可能由现货市 

场率先反映；其次，期货市场的参与者绝大多数为散户投资者，散户投资者缺乏经验只能根据现 

货市场的走势亦步亦趋。总之，本应在价格发现中起着主导地位的股指期货还没有完全发挥其 

价格发现的功能，这与 Yang et a1．(2012)的发现一致。这也说明了为什么大跳强度 A 及幅度 

K 均是未预期持仓量 UOI 的Granger原因：当市场出现重大信息冲击时，风险规避者可能首先根 

① 文献中通常用移动平均法去掉 ％z 和 O， 的时间趋势，我国股指期货发展还处于初期，样本内无明显的时间趋势故直接 

用 Box．Jenkins法建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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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现货市场上价格跳跃的信息而非期货市场上的信息而紧急采取套期保值，规避风险，即未预期 

持仓量 UOI 会增多。第三，大跳强度 A 及其幅度 ，c̈ 均 不是股指期货投机交易活跃程度(u 

和 S )的 Granger原因，因为面对极端金融风险时绝大多数投资者首先考虑的是规避风险而不是 

投机交易 。 

其次，对于小跳，发现如下：第一，小跳强度 A 及幅度 ，c 与股指期货投机交易活跃程度( z 

和 5 )之间存在双向的Granger因果关系。出现这一现象有其合理解释。一方面，我国股指期货 

推出以来，市场投机氛围重，绝大多数交易为日内等短线交易，同时程序化套利策略纷纷出炉并创 

造出惊人的交易量，而期货投机交易和程序化交易均可增加现货市场的小跳风险，特别是使得小跳 

强度 A 增大，据此假设 3第二部分成立 ，再加上假设 3第一部分成立 ，因此假设 3成立。另一方 

面，如上所述 ，股指期货价格发现功能还比较弱 ，现货在价格发现中占主导 ，使得股指期货投资者可 

能基于现货价格小幅度的跳跃信息进行投机交易。第二，这里有一个有趣的结果：不同于大跳强 

度 Ä 及其幅度 K 均是套期保值交易活跃程度(UOI )的 Granger原因却不是投机交易活跃程度 

(u 和 ．s )的 Granger原因 ，小跳强度 A 及其 幅度 ，c 均不是套期保值交易活跃程度 (UOI )的 

Granger原因却是投机交易活跃程度 (U 和 s )的 Granger原 因，这印证了本文前 面假设——面 

对不同幅度的跳跃风险，投资者的决策是不同的，面对大跳风险时在股指期货市场进行套期保值， 

规避风险；相反，面对小跳风险时进行股指期货投机交易，以期获利，这跟现实世界很吻合，因此假 

设 4成立 。 

最后 ，对于跳跃活跃指数 ，同小跳强度 A ，投机交易活跃程度( Z 和 SV,)是 的 Granger 

原因，再次表明股指期货市场上投机交易越活跃 ，现货市场小跳发生越频繁 ，解释同小跳强度 A⋯ 

同样 与套期保值交易活跃程度(UOI )不存在 Granger因果关系；但不同于小跳强度 A⋯ 跳跃活 

跃指数 不是投机交易活跃程度 (UVol 和 SV,)的 Granger原 因。综合对小跳强度和跳跃活跃指数 

的分析 ，假设 3成立。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一方面，股指期货投机行为与现货市场上小跳行为密切相关，它会导致小 

跳发生更加频繁；相反，股指期货套期保值行为则对现货市场上大跳幅度产生影响，它可以缓和极 

端异常信息对市场的冲击，即平抑大跳的幅度，然而 Granger原因并不显著，这可能与我国股指期 

货功能不够健全有关 ，因此，股指期货交易对 于股市跳跃风险的影响具有双刃剑 的作用。另一方 

面 ，股市跳跃风险也会对期货交易行为产生反馈影响 ，特别是 当股市因极端异常信息冲击而产生大 

跳时，股指期货套期保值的交易行为变得更加活跃。 

五、结论和政策建议 

基于非参数的 L6vy跳跃检验 ，两样本的非参数检验和 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本文研究了股指 

期货交易对我 国股市跳跃风险的影响。主要结论如下 ：第一 ，中国股市存在显著的 L6vy跳跃特征 ， 

即不仅存在大跳而且存在小跳，跳跃具有无限活动，同时跳跃强度和跳跃幅度具有聚集性和时变 

性；第二，L6vy跳跃风险特征在股指期货推出的前后具有显著性差别，两样本的 Kolmogorov．Smirnov 

检验和 Wilcoxon秩和检验表明股指期货推出后，小跳、正跳的强度和跳跃活跃指数均显著增加，而 

各种跳跃的跳跃幅度均显著减小 ；第三 ，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结果显示 大跳 的强度及其幅度与投 

机交易活跃程度 (未预期的交易量和成交量持仓量之比)之间并不存在显著的双 向 Granger因果关 

系，但两者均是套期保值交易活跃程度(未预期的持仓量)的Granger原因；小跳强度及其幅度与投 

机交易活跃程度存在着双向的 Granger因果关系，投机交易活跃程度是跳跃活动指数的 Granger 

原 因。 

总之，股指期货的推出对于我国股市跳跃风险的影响具有双刃剑的作用：股指期货市场上投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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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与现货市场的小跳行为密切相关，投机行为使得小跳发生更加频繁；相反，套期保值行为可缓 

和宏观经济等重大信息或者与其他极端异常信息对市场的冲击，平抑大跳风险的幅度，然而股指期 

货套期保值交易活跃程度为大跳幅度减少的 Granger原因并不显著。反过来，现货市场大跳风险 

会引发股指期货市场套期保值交易，这与我国股指期货功能不够健全有关，出现这一状况，可能跟 

我国股指期货市场准入门槛过高 ，交易机制限制严格；股指期货市场投机氛围浓厚 ；投资者经验不 

足等 因素有关 。但是 ，相信随着我国股指期货交易制度 的完善 ，比如允许机构投资者 的进入 ，加大 

个人投资者投资经验的教育，股指期货价格发现、规避风险的功能必将得到强化，股指期货交易对 

股市跳跃风险将产生更加积极的影响。 

最后 ，值得一提的是本文对股指期货交易与股市跳跃风险关系的研究有助于人们更好地 了解 

股指期货价格发现等功能在股指期货推出初期的发挥情况；增进人们对证券市场微观结构与信息 

效率的理解 ；同时为政策制定者和市场监管者完善金融市场监管 ，加强股市风险管理以及为推出其 

他金融衍生产品提供重要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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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es Index Futures Trading 

— — Evidence from 

Reduce Stock Market Jump Risk? 

the Chinese Stock Market 

Chen Haiqiang and 

(The Wang Yanan Institute for Studies 

Zhang Chuanhai 

in Economics，Xiamen University) 

Abstract：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impact of stock index futures trading on the stock market jump risk has great implication 

in improving financial regulations and risk management．It also helps to understand the function of futures markets
，
market 

microstructure and information efficiency．Based on the 5一minute high-frequency data，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effects of 

CSI 300 index futures trading to the jump risk of the spot market．We first use a nonparametric method to detect L6vy．type 

jumps in CSI 300 index，and then decompose them into big and small jumps．And the changes of the jump intensity，jump 

size as well as jump activity index，before and after the launch of the index futures，are investigated to evaluate the impact 

of the index futures trading．We further examine the Granger causality relationship between jumps and trading activities in 

futures markets．The main findings are summarized as follows：(1)Index futures trading doesn’t increase the intensity of big 

jumps，in contrast，it mitigates the size of big jumps and thus reduces the spot market jump risk；(2)Index futures trading 

increases the intensity of small jumps due to the speculative trading in the futures market，hence increases the jump risk； 

(3)The spot market jump risk generates a feedback effect to the trading activities in the futures market，but jumps with 

different sizes generate different impact．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imply that the impacts of futures trading on the jump risk 

are double—edged，and the efficiency of Chinese futures market needs to be further improved． 

Key W ords：Index Futures；L6vy Jump；Nonparametric Method；Granger Causality；High一~equeney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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