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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险价值、市场风险和
巴塞尔协议Ⅲ
■ Ｍａｘ Ｗｏｎｇ

Ｍａｘ Ｗｏｎｇ
苏格兰皇家银行全球银行业及市场ＶａＲ模型测试主管，新加坡管理大学的
客座教授。目前主要研究金融监管领域的改革以及创新性的风险管理，在
金融领域有着１５年的风险管理经验。曾在多家国际银行担任数量风险经
理，市场战略规划家，期货交易员，结构化产品专家等。

【内容摘要】本文主要介绍巴塞尔协议ＩＩ中市场风险计量模型的演变，重点论述了
ＶａＲ模型在２００８年金融危机中所表现的四个主要缺点。并就其缺点，归纳总结了
当前国际上一些针对系统性风险和创新风险测量的学术论文。危机促使我们重新
审视风险，并着手研究和开发更加健全的风险计量方法。伴随着ＢａｓｅｌⅢ的逐步实
施，这也日显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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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风险计量方法的演变

度量风险。但久期也不能反映所有情况，例如久

如果问一个外行投资人，什么是金融风险，

期相同的两种债券，他们的波动率不同，从而风

他会说他在股票上投资了X美元，在债券上投资

险也会迥异。1952年，马科维茨提出了资本资产

了Y美元，由此分散了风险，投资是安全的。由

定价模型（CAPM, Capital Asset Pricing Model），

此看来，零售投资人考虑的是名义资本金。但名

使用标准差或波动率来度量风险，这为现代风险

义值是具有误导性的风险度量方法，因为即使名

管理奠定了基础。20世纪70年代，金融行业开始

义值相同，长期债券也要比短期债券的风险高。

出现期权交易，1973年著名的Black-Scholes期权

因此，自20世纪40年代，人们开始提出依据久期

定价模型被提出，由此产生了采用敏感性或期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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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ＶａＲ模型的缺点
VaR模型有很多优点：使

－１．４％

－１．０％

－０．６％
％Ｒｅｔｕｒｎ

－０．２％

图１ ＶａＲ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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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简单和直观；市场中有大量
的日数据资料；采用统计说明

的Greek参数来度量风险的方法。敏感性在设置

的方法，由此风险经理可以预
计风险发生概率；与压力测试一样VaR模型也关

交易限额方面非常有用，且现今仍被广泛应用。

注尾部损失。然而，VaR还存在很多缺点。2001

但是，敏感性是局部度量，即它的度量方法仅在

年，Danielsson 等一些研究人员曾给BIS写了一份

市场变动不大时是准确的，若大幅度变动则会低

报告，建议其警惕VaR的一些危险。这篇文章强

估风险。因此，20世纪90年代，银行业开始使用

调了几个关键的危险领域，而这些都在2008年的

一个新工具——压力测试，作为克服这种局部度

次贷危机中一一得到验证。

量缺陷的方法。但压力测试也有其缺点：压力情

笔者这里主要侧重分析2008年危机中所表现

景设置太主观化以及缺乏概率元素。这就意味着

的VaR的四个主要缺点：第一，VaR低估了尾部

风险经理会得出差异较大的压力损失，而且不能

风险。大多数VaR模型是基于资本收益率正态分

确定发生这些损失的概率。

布的假设，例如Riskmetrics 模型就会明确假设正

1994年，JP摩根最早提出了在险价值

态分布。对于其他一些模型，这个假设比较隐

（VaR），它采用了统计分布的方法从而克服了

晦，因为使用具有相关性的风险积聚时，只要联

敏感性和压力测试的缺点。VaR 模型很快被银

合分布呈正态就没有问题。如果我们假设收益服

行广泛采用，并且国际清算银行也于1995年将其

从正态分布，然后推算过去一些风险事件的发生

作为Basel Ⅱ 第一支柱中计量资本充足率的风险

概率，会得出啼笑皆非的结果。例如，2008年次

模型。因此，需要Basel Ⅱ合规的银行以及要求

贷危机期间损失最严重一天的发生概率是37,000

模型回朔性检测验证的银行都采用VaR，并称其

年一次；1987年“黑色星期一”的发生概率是

为内部模型。计算市场风险的最低资本，VaR的

1056 年一次。但事实上，我们已经亲眼目睹在

计算必须使用至少12个月的观测期的数据，满足

过去的20年内此类不可能发生的事件发生了。此

99%的置信区间，以及10天的持有期。

次金融危机引出了一个新观点，认为金融危机是

图1显示了12个月观测期内已实现的收益率

“黑天鹅” 事件，即极其罕见且不可再现（或

分布（数据点是每天的收益率）。VaR是坐标轴

极反常）的事件。因其不可再现性，对于那些厚

左端的损失分位点或左尾的截断点。置信水平

尾事件使用概率统计就不可靠了，这对我们当前
http://www.cfrisk.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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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战。
第二，VaR在危机预警方
面有滞后性，且易产生顺周期
的危险。图2是道琼斯指数的
空头和多头VaR值。 如图所
示，VaR值仅在危机爆发后快

－３０％

１４，０００

－２５％

１２，０００

－２０％
－１５％
Ｓａｍｅ ｂｅｎｉｇｎ ＶａＲ
（ａｂｏｕｔ ２％）

－１０％

Ｓｙｍｍｅｔｒｙ ｏｆ
ｌｏｎｇ／ｓｈｏｒｔ

－５％

５％

警，这在金融历史上的大多数

１０％

的危机中都得到了证实。这

１５％

８，０００
６，０００

０％

速上涨，并没有出现早期的预

１０，０００
Ｉｎｄｅｘ ｌｅｖｅｌ

预测和管理风险都是很严重的

％ ｒｅｔｕｒｎ

国际研究

４，０００
ＶａＲ （ｌｏｎｇ）

Ｌａｔｅ ｗａｒｎｉｎｇ
ｏｆ ｃｒｉｓｉｓ

ＶａＲ （ｓｈｏｒｔ）

２，０００

Ｄｏｗ Ｊｏｎｅｓ ｉｎｄｅｘ

Ｓｅｐ－０４ Ｍａｒ－０５ Ｓｅｐ－０５ Ｍａｒ－０６ Ｓｅｐ－０６ Ｍａｒ－０７ Ｓｅｐ－０７ Ｍａｒ－０８ Ｓｅｐ－０８

种滞后归因于历史数据的使
用，在危机初期，历史的数据

图２ 道琼斯指数的ＶａＲ值

并不能对未来进行良好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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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较高。使用VaR来计算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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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要求，意味着繁荣时期的

快速上涨和最低资本要求的提
高会迫使银行在市场下跌时减
少头寸。换言之，资本政策扩
大了经济周期的波动性。这种
危险被称为顺周期性，在Bas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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Ⅲ的改革议程中也有所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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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VaR在牛市较低，在熊

图 ３ 期权偏斜指数（Ｓｋｅｗ）变动

第三，VaR不能检测到风险的变化趋势，

隐含波动率偏斜（Skew）在危机爆发的前几个

只能在波动发生时出现改变。在图2中，2005年

月已被检测出达到峰值，但VaR中却没有任何预

初的VaR与2007年9月金融危机前的VaR大致相

警显示。

等，约为2%。但是，金融危机的风险不是应该

第四，VaR模型是对称的——多头和空头头

在顶峰时最大？在危机回顾中，许多专家意识到

寸显示相同的VaR（如图2所示）。但危机只会

系统性风险在2007年末，即次贷危机依始向银行

在市场下跌时爆发，因此对于危机而言，市场顶

业溢出时最高。还有一些其他的预警例如期权价

峰的多头应该比空头头寸的风险更大。同样，在

格的偏斜指数（Skew，虚值看跌期权波动率与

谷底的空头头寸应该更具风险。如图4所示，收

虚值看涨期权波动率之差）。如图3所示，期权

益率分布的统计偏斜指数（Statistical Skew）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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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传染VaR（CoV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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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对另一家银行的溢出风险，
更重要的是计量一家银行对整
个银行系统的溢出风险。这种
两个VaR之间的制约关系是通
过分位数回归的运算得来的。
第二，Satchkov (2010)提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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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稳定VaR，这个新VaR模型使
图４ 统计偏斜指数（Ｓｋｅｗ）变动

用双重机制——稳定和不稳定

解释上述情况。与期权隐含波动率偏斜不同，统

的样本分布。两种机制的权重都由一系列前瞻性

计偏斜指数（Statistical Skew）并没有在市场顶峰

的系统性风险指标所决定。显然，这个模型只有

附近出现明显的变动，其分布呈有效对称性。因

在指标预测准确时才有效。而且，找出适用于所

此，收益率分布的分位点（VaR）对于多头和空

有市场的指标也是很具挑战性的。

头头寸都是相同的。

第三，笔者于2011年提出了泡沫VaR
（bubble VaR 或buVaR）模型。这个模型计量特

三、ＶａＲ模型的新发展

定市场的周期和VaR模型的范围，从而克服以上

Basel III的改革试图解决一些（但不是全部）

所提到的四个缺点。相应的风险度量提供了一个

问题。例如，压力VaR的引入，尝试着构建一个

坚实的资本缓冲以应对极端事件，并且可以更前

坚实的资本缓冲以应对顺周期的危险。另一个重

瞻性的在危机之前度量风险。所以，buVaR是逆

要的发展是在信用交易中引入了增量风险计提

周期风险度量，即在繁荣时提供坚实的资本缓

（Incremental Risk Charge, IRC）。这项举措是意

冲，而在危机发生时释放缓冲。另外，多头和空

识到由于信用衍生品的快速创新，使得目前技术

头头寸的buVaR是不相等的，这可以反映危机风

水平的模型已经不能覆盖违约风险、评级迁移和

险的方向性。

违约相关性等问题。BIS针对模型建立公布了一
系列的指引。

本文，我们讨论了Basel Ⅱ框架下市场风险
模型的缺点。这些缺点在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表

在学术领域，2008年次贷危机后出现了许多

现突出。伴随着Basel Ⅲ改革的推进，金融行业

针对系统性风险和创新风险测量的学术论文。笔

不仅仅需要关注计量风险的模型还要关注风控的

者选取其中几篇有代表性的论文，简单做一个介

文化。只有当具备敏感性和有道德的风险经理掌

绍。

握了这些模型，我们才能期望未来建立一个更具

第一，普林斯顿大学的Adrian和纽约大学
的Brunnermeier（2009）提出了一个新VaR模

有活力的银行系统。
（编译：陈俊 天弈风险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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