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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eform of interest rate liberalization in China, the main risks of commercial Banks in
China are gradually turned into interest rate risks. However, at present, China's commercial Banks
are not aware of the risk of interest rate, avoid problems such as the lack of interest rate risk tools,
and there are many risks such as repricing risk and base difference risk. Controlling interest rate
risk becomes the main content of risk management of commercial Banks. This article selects 2010-
2016 Shanghai overnight interest rates in the interbank market to simulate variable market interest
rate, our country commercial bank interest rate risk value for empirical research, and to our country
commercial bank interest rate risk management puts forward the corresponding Sugges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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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R模型在我国商业银行利率风险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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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不断推进，我国商业银行主要风险逐渐转变为利率风险。但

目前我国商业银行对于利率风险存在意识浅薄，规避和管理利率风险工具匮乏等问题，还存

在着诸多重新定价风险、基差风险等隐患。管控利率风险成为商业银行风险管理主要内容。

本文选取 2010—2016年上海同业拆借市场中的隔夜拆借利率为模拟市场利率变量，对我国

商业银行的利率风险价值进行实证研究，并对我国商业银行利率风险管理提出了相应的建

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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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巴塞尔银行监督委员会在《利率

风险管理与监督原则》中将利率风险

定义为利率变化使商业银行的实际收

益与预期收益或实际成本与预期成本

发生背离，使其实际收益低于预期收

益，或实际成本高于预期成本，从而

使商业银行遭受损失的可能性。利率

风险可以为银行创造利润、提高股东

价值，但利率风险过度也会给银行带

来收益和资本的损失。

1.1. 文献综述

国外对商业银行利率风险管理的

研究比较早，已经建立了比较完善的

利率风险管理体系。J.P.Morgan 公司

（1983）在其年报里将资产和负债按

期限分成多种类别，计算利率缺口的

数值，第一次提出了利率敏感性缺口

的概念。Morgan and Smth（1997）建

立了动态的利率敏感性缺口规划模

型。上世纪 90年代，J.P.Morgan 公司

（1986）在风险管理实践中摸索出了

一种新的风险度量手段—VaR方法。

1994年，G-30（1994）在《衍生产品

的实践和规则》中向各国金融机构推

荐了 VaR方法。随后，Philippe Jorion
（1996）出版了第一部系统介绍 VaR
概念及应用的著作《风险价值》，该

书系统全面地讨论了 VaR模型的数理

基础、计算过程与应用途径。

国内对商业银行的风险管理研究

起步较晚，随着利率市场化的不断深

入，国内开始重视对风险管理的研

究。牛昂，郑文通（1997）介绍了

VaR 产生的背景、其基本概念和算

法。刘 宇飞（ 1999）全面 介绍了

VaR，指出了其出现对于金融监管的转

变具有重要意义。黄金老（2001）指

出利率进程化中利率风险分为阶段性

风险和恒久性风险。杨锦（2007）通

过对我国商业银行面临的利率风险的

现状进行分析，得出导致利率风险的

主要因素使我国的制度性因素。

1.2. 商业银行的利率风险分类

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在《利率

风险管理与监管原则》中将银行利率

风险分为重新定价风险、基差风险、

收益曲线风险以及期权性风险等四

类，见表 1。

表 1：利率风险主要分类

风险种类 内容

重 新 定 价 风 险

（ Repricing

Risk）

也称为期限错配风险，是最主

要和最常见的利率风险形式。

由银行固定利率下资产、负债

及表外业务的到期时间与浮动

利率下的重新定价期限不符而

导致。

基准风险（Basis

Risk）

也称为利率定价基础风险，在

其他重新定价条件不变的条件

下，银行的资产和负债以不同

的基准利率计息，即利息的收

入和支出不完全匹配时，利差

收入、现金流发生变动所引起

的利率风险。

收 益 曲 线 风 险

（ Yield Curve

Risk）

也称为利率期限结构变化风

险，当由于重新定价的不对称

性使得收益曲线发生斜率及形

态上的变化时，对银行的收益

或内在价值产生不利影响的可

能性。

期 权 性 风 险

（ Optionality

Risk）

也称为选择权风险，客户拥有

提前支取定期存款或提前偿还

贷款的选择权，当利率发生变

动时，银行因此蒙受损失的可

能性。

2.VaR的基本原理及计算方法

2.1VaR的基本原理

VaR（Value-at-Risks），即在险价

值，表示金融资产在各种风险下的暴

露程度。1996年，菲利普·乔瑞定义

VaR 为在正常市场情况下，给定置信

区间内，某种投资工具或者资产组合

在一定的某一时期内的最大损失值。

用数学式表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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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1r  VaRPobP
在上式中 robP 表示概率公式；

P 表示某资产或资产组合在持有期内

的价值损失；c表示选定的置信水平；

VaR 表示置信水平 c 下的风险价值，

即可能达到的损失上限。

2.2.VaR模型的计算方法

VaR 模型的计算通过根据模拟收

益率的不同形式来划分，而其估计的

结果取决于收益率的拟合的准确程

度。目前比较常用的计算 VaR的方法

主要有：模拟参数收益率概率分布的

参数模拟法和不需要收益率概率分布

的非参数模拟法。本文研究使用参数

模拟法，所以重点介绍参数法，非参

数法不另做介绍。

参数法的核心是对资产价格或收

益的方差协方差矩阵的估计。代表是

方差——协方差法。

方差——协方差法假定了风险因

子或者金融资产是线性和正态的，即

在持有期限内，资产的价值变化与收

益率的关系呈线性，收益率服从正态

分布。对于现实中的金融资产时间序

列分布中的厚尾性及异方差性该假设

不能准确的描述，但其操作简单的优

点使得其被广泛应用。

假设资产的初始价值为 0M ，利

用金融工具进行投资，回报序列为

}{ tP ， 每 期 收 益 率 为 tR ， 令

1

1
t






t

tt

P
PPR ， tR 的均值为 

，
方差

为
2 。给定置信水平 c及标准正态分

布下相对应的取值 ，则可以求出

VaR值，具体计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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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中 




R ， 则

 R 。于是，

tZMRMVaR P   0
*

0 )(

其中， Z 为值 对应的标准正态

分布分位数， P 为金融工具收益的标

准差， t 为持有期限。

3.我国商业银行利率风险度量实证研究

3.1实证数据的选择及数据分析

利率衡量的是单位货币在单位时

间内的价值。在利率市场化条件下，

利率的决定是通过资金供求双方达到

均衡状态时。1996年我国建立了银行

间同业拆借市场，在我国银行间同业

拆借市场上，上海银行间同业拆放利

率是目前市场化水平最高的利率。目

前，上海银行间同业拆放利率对外公

布的利率品种包括了隔夜，1 周、2
周、1个月、3个月、6个月、9个月及

1年期限等不同期限的 8种拆借利率，

其中最为活跃利率品种为隔夜拆借利

率。因此，本文选取上海银行间同业

拆放利率中的隔夜拆借利率为样本，

应用 Eviews7 软件对样本进行数据分

析。

本文样本选取的时间跨度为 2010
年 1月 4日至 2016年 12月 30日，样

本容量为 1748个，用于样本内模型估

计。数据来源于上海同业拆借利率网

站。在模型估计前，选取置信水平为

95%，持有期为 1天来进行预测。

（1） 平稳性检验。

图 1：隔夜拆借利率时间序列图

由图 1 可以发现其波动频繁，数

值变动不平稳，具有趋势性，为了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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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隔夜拆借利率的趋势性，对其取对

数 收 益 率 ， 令

)log()log(r 1 ttt shiborshibor
。

图 2：对数收益率时间序列图

从图 2 可以看出，收益率序列围

绕着一定的均值波动，不存在明显的

趋势，利用 ADF平稳性检验，证明其

平稳性，结果如表 1。可以看出，该序

列的 t值在 1%、5%及 10%的置信水平

下，均明显小于 t统计量的临界值，因

此拒绝单位根假设，即认定序列是平

稳的。因此，后续分析均基于对数收

益率序列展开。

表 2：ADF检验结果

ADF
检验值

1%
检验值

5%
检验值

10%
检验值

-37.75897 -3.433892 -2.862991 -2.567590

（2）正态性检验。

若收益率服从正态分布，则可以

直接由分位数求出相应置信区间下的

收益率，因此，先用 Q-Q 图法检验时

间序列是否具有正态性，由图 3可知

出现左下方向上弯曲，右上方向下弯

曲的情况，则说明数据存在厚尾现

象。

图 3：时间序列 Q—Q图

进一步，采用直方图法对数据进

行处理，如图 4：

图 4：时间序列直方图

由图 4 可知，该序列的偏度为

0.72，峰度为 21.17，Jarque-Bera 统计

量为 24177，均远大于正态分布的参数

估计。因此拒绝正态分布的原假设，

认定该序列并非正态分布，存在尖峰

厚尾现象。

（3）自相关检验。

图 5：时间序列相关图

由图 5 可以看出，时间序列的各

阶自相关系数与偏自相关系数均不为

0，且在 5%的置信水平下，可以拒绝

其不存在一阶自相关的原假设，即可

以认定其存在序列自相关。

（4）条件异方差性检验。

先通过最小二乘法用 AR（1）模

型估计方程，然后对残差序列进行一

阶滞后的 ARCH—LM 检验，得到表

2，发现其 F统计量及
2R 统计量都是

显著的，说明序列存在着 ARCH 效

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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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时间序列的 ARCH-LM 检验
F-

statistic

120.4847 Prob.F(1,1

743)

0.0000

Obs*R-

squared

112.8240 Prob.Chi-

Square(1)

0.0000

是否存在 ARCH 效应也可以应用

残差平方的自相关图来验证。

图 6：残差平方相关图

由图 6 可以看出，收益率序列是

存在条件异方差性的，其各阶的自相

关（AC）、偏自相关（PAC）系数均

不为 0，且 Q 统计量均是显著的，表

明了残差平方序列具有较强的相关

性。

3.2建立 GARCH模型求得 VaR值

本文使用 GARCH(1,1)模型对利率

的波动性进行分析，建立条件均值方

程 为 ttt urccr  1)1( ， 结 果 如

下：

图 7：GARCH（1，1）估计结果

图 7为估计的 GARCH（1，1）模

型，估计结果为：

条 件 均 值 方 程 ：

ttt urr  12724.00008.0
条 件 方 差 方 程 ：

ttu   
2
1-t

2
1

2
t 7398.03675.00003.0

由表 3可以看出，均值方程中滞后项

的相伴概率为 0。残差、ARCH 项、

GARCH 项的相伴概率均为 0，低于

0.05的置信水平，这可以看出方差方

程是显著的，模型能够较好地拟合数

据。对方差方程进行条件异方差检

验，取滞后阶数为 2，得到 F统计量的

伴随概率为 0.9680，可以认为模型已

经充分消除了条件异方差效应。

由 tZMRMVaR P   0
*

0 )( ，

以 数 据 的 经 验 分 布 估 计 分 位 数




005.0Z 1.644854 ， 由 模 型 估 计




t 1.1076，假设银行每日投放在同

业拆借市场的资金为
710 元人民币，

则 根 据 可 得
365i
irR  ， 可 的




P 3034.54，令持有期 1t  ，则

可以计算出 VaR，即银行投放于同业

拆借市场的一千万元人民币，在 95%
的置信水平下由于利率波动所导致的

损失不超过 10万元。

4.小结

（1）我国的银行同业拆借市场跟

股票市场类似，都存在波动聚集性，

具有尖峰厚尾的特征。同业拆借市场

的收益率受到前一天的影响，即存在

自相关性。

（2）GARCH 模型存在对条件分

布的假设不正确的问题，所以没有完

全解决同业拆借收益率序列中“尖峰

厚尾”的问题，这种情况主要是由于

t 的无条件分布存在厚尾现象，而且

在大多数情况下 t 的条件分布也是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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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态的。利用 VaR模型进行正态分布

假设计算时，收益率分布厚尾现象越

突出，其数值的估计偏差越大，对商

业银行的风险管理会产生影响。

5.结论与展望

运用 VaR方法测度利率风险可以

在一定程度上提高我国金融市场整体

的监管水平。监管部门可以以风险评

估作为基础，选择适合的风险水平，

利用 VaR方法对市场风险进行有效监

管。对于银行业来说，加强 VaR模型

应用于利率风险管理，对商业银行利

率风险的管理具有重要意义。

5.1数据信息系统创建

VaR模型的运用需要大量的数据来

作数据支撑，数据的缺乏容易造成不

准确的参数估计，进而影响估计得损

失值。如果想利用 VaR方法进行利率

风险管理，就需要大量数据作建模基

础。为了更好的做好风险控制，商业

银行要积极主动的积累利率变动的数

据，能够利用历史模拟与方差—协方

差法两种方法相互配合，发挥其各自

优势，进而度量利率风险。

5.2置信水平、持有期长度的选择要

量身定做

我国商业银行在利用 VaR 模型

时，会有一些不利因素，实际能力的

制约和数据的不足。结合现有实际情

况，持有长度选取 1个交易日，置信

水平选择 95%，是目前较好的选择。

但是，随着我国进行金融体制的改

革、经济结构调整，金融市场变幻莫

测，其他利率、汇率、金融资产价格

波动等可能带来的风险，商业银行也

应该加以度量和预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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