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利 率 结 构
在某一时点每种债务证券所支付的年利率是不同的，因此，债务证券在某一时点的收益率
有一个特定的结构。某些种类债务证券的收益率总是高于另一些债务证券。个人投资者和机构
投资者们必须了解债务证券收益率行情不同的原因，这样才能判断某一特定证券的超额收益是
否弥补了它在其他方面的缺陷。准备筹集资金的公司或政府机构的财务主管们也必须了解收益
率不同的原因，这样他们才能为自己发行的新证券制定适当的收益率。

学习目标
■ 阐述债务证券的各方面特性如何影响其收益率；
■ 说明如何估算某一特定债务证券的收益率；
■ 解释利率的期限结构理论（债务证券的收益率和到期日之间的关系）
。

3.1 影响债务证券收益率的因素
不同的债务证券提供不同的收益率，因为它们各自具有不同的特性。一般来说，其他方面
条件不利的债务证券通常提供更高的收益率来吸引投资者。然而，某些优质债务证券有时也提
供较高的收益率。债务证券收益率受以下几方面特性的影响：
• 信用（违约）风险；
• 流动性；
• 税收状况；
• 期限。
债券的收益率还受一些特殊条款的影响，这些特殊条款将在第7章介绍。

3.1.1 信用风险（违约风险）
因为绝大多数证券都有被拒付的风险，所以投资者必须考虑到证券发行者的信誉。虽然投
资者可以一直选择无风险的政府证券，但有时投资者也会偏好其他一些有风险的证券，如果他
们的收益能补偿风险的话。这样，在其他特性都相同的情况下，风险越大的证券就必须提供越
高的收益来吸引投资者。信用风险对于长期债务证券来说是一个尤其需要考虑的因素，因为长
期债务证券的债权人在一个更长的时间内面临着被拒付的可能性。
1%、2%或者更高一点的信用风险溢价，看起来似乎微不足道。但是对于发行3 000万美
元债务证券来筹集资金的公司来说，增加一个百分点的溢价意味着每年增加30万美元的利息
支出。
投资者不必亲自评估债务证券发行机构的信誉，可以借助于债券评级机构所提供的债券评
级。这些级别的评定是以对债券发行机构的财务分析为基础的。债券的级别越高，预期的信用
风险就越低。随着时间的推移，经济状况有可能改变，公司预期的信用风险也会随之改变。这
样，同一个公司于不同时期发行的债券信用级别可能不同。另外，债券的抵押条款不同也有可
能导致它们的信用等级不同。
1. 评级机构
评级机构向债务证券的发行人收取违约风险评估的费用，然后将评级级别提供给各个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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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介，使用评级结果的投资者是没有成本的。最著名的信用评级机构是穆迪投资服务公司和标
准普尔公司。它们的信用评级分类概况如表3-1所示。穆迪的信用级别高至Aaa级，低至C级；
而标准普尔的级别则是从AAA级到D级。由于这些评级机构采用不同的方法来评定公司及国家
政府的信用等级，因此某一特定债券的级别会因评级机构的不同而不同。然而，由此引起的差
别通常都很小。
表3-1 评级机构的信用评级分类
证券级别

穆迪评级

标准普尔评级

证券级别

穆迪评级

标准普尔评级

最高信用级

Aaa

AAA

低信用级（投机级）

B

B

高信用级

Aa

AA

差信用级

Caa

CCC

中高信用级

A

A

很差信用级

Ca

CC

中等信用级

Baa

BBB

最差信用级

C

DDDD

中低信用级

Ba

BB

法律规定一些金融机构如商业银行只能投资于投资级的债券（investment-grade bonds），
这些债券包括穆迪的Baa级（包括Baa级）以上的债券和标准普尔的BBB级（包括BBB级）以上
的债券。这一规定旨在控制金融机构的证券投资风险。
利用《华尔街日报》
证券收益率的差别
国债和其他证券的收益率在每天的《华尔街日报》上公布，这些信息可以确定债券之间的
收益率差别。收益率差别的产生主要是源于信用风险不同，流动性和税收的不同也会影响收益
率。从表3-2中可以看到，道琼斯公司债券收益率（高信用级别公司发行的债券）高于国债收
益率；高收益率债券（高信用风险级别的公司债）的收益率高于道琼斯公司债券收益率；市政
债券的收益率低于国债收益率，源于市政债券的税收优惠。表中还列示了各种证券上一年的收
益率以及持有这些证券过去一年和过去三年的回报。
表 3-2
收益率(%)
Bond total return index
Treasury, Ryan ALM

总回报(%)

52周

Close

Last

Week ago

High

Low

52-wk

3-yr
1.98

904.20

4.636

4.592

5.257

4.460

5.38

1018.38

4.652

4.620

5.247

4.427

5.74

2.75

198.76

5.667

5.627

6.308

5.442

6.61

3.77

Aggregate, Lehman Bros.

1211.79

5.280

5.250

5.900

5.080

6.65

11.63

High Yield 100, Merrill Lynch

1586.12

7.105

7.039

8.250

6.866

10.48

n.a.

Fixed-Rate MBS, Lehman

1259.43

5.560

5.550

6.230

5.400

7.06

13.65

10-yr Treasury, Ryan ALM
DJ Corporate

Muni Master, Merrill
EMBI Global, J.P. Morgan

335.54
n.a.

3.920

3.890

6.305

3.730

5.03

4.29

n.a.

6.414

7.565

6.391

n.a.

n.a.

2. 信用评级的精确度
评级机构发布的评级结果代表了评级机构的看法，而非保证。信用评级通常被作为衡量违
约风险大小的合理指标。然而，信用评级机构并非永远都能发现公司的财务问题。例如，直到
安然公司破产倒闭前不久，评级机构都没有发现安然公司的财务问题。
评级机构没能发现安然公司的问题的部分原因在于：评级公司假定安然公司的财务报表是
真实准确的，而实际上安然公司的财务报表存在舞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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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流动性
投资者偏好具有流动性强的证券，也就是在可能遭受损失的情况下易变现的证券。因此，
在其他条件都相同的情况下，低流动性的证券就必须提供高收益来吸引投资者。短期证券或者
具有活跃的二级市场的中长期证券都具备较高的流动性。对于在证券的到期日前不需要动用资
金的投资者来说，低流动性的证券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对其他大多数投资者来说，他们都愿意
以低收益来换取高流动性。

3.1.3 税收状况
投资者比较注重证券的税后收益而非税前收益。如果其他特征都相同，应税证券就应该比
免税证券提供更高的税前收益以吸引投资者。对这种应税证券的额外补偿程度取决于个人和机
构投资者的税率水平。适用所得税率高的投资者购买免税证券受益最大。
在评价风险和期限相同而税率不同的证券的预期收益率时，通常都将它们转换为税后收益
率的形式，公式如下所示：
Yat=Ybt(1-T)
式中，Yat，税后收益率；Ybt，税前收益率；T，投资者的边际税率。
投资者缴纳所得税后仅仅保留税前收益的（1-T）倍。
例3-1
假设某一应税证券的税前收益率为14%，如果将它转换为税后收益率的形式，需扣除一定比例的
所得税。税后收益率的具体数额取决于税率T。设某投资者的适用税率是20%，税后收益率就是：
Yat=Ybt(1-T)=14%(1-0.2)=11.2%

表3-3展示了在不同的税前收益率和税率水平下的税后收益率。例如，6%的税前收益率能
给适用10%所得税率的投资者带来5.4%的税后收益，对于适用20%所得税率的投资者来说，税
后收益只有4.8%，依此类推。这张表说明适用所得税率高的投资者偏好免税的证券。
表3-3 不同税前收益和税率水平下的税后收益
税前收益率
税率

6%

10%

5.40%

7.20%

15

5.10

6.80

20

4.80

6.40

8.00

28

4.32

5.76

7.20

34

3.96

5.28

6.60

8%

10%

12%

14%

16%

18%

20%

9.00%

10.80%

12.60%

14.40%

16.20%

18.00%

8.50

10.20

11.90

13.60

15.30

17.00

9.60

11.20

12.80

14.40

16.00

8.64

10.08

11.52

12.96

14.40

7.92

9.24

10.56

11.88

13.20

等价税前收益率的计算
有些时候，投资者想确定某一证券的税前收益率，使之等同于与该证券具有相同风险和期
限的免税证券的税后收益率。我们可以将以上的等式加以变形以达到这个目的：
Ybt=Yat/(1-T)
假定某一所得税率为20%的公司得知某一种免税证券的收益率为8%。为了达到这个税后收
益标准，应税证券的税前收益率必须为
Ybt=Yat/(1-T)=8%/(1-0.2)=10%
在确定税后收益率时，州税和联邦税必须同时考虑。政府债券不缴纳州所得税，市政债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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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也免州税。因为各州政府制定了不同的所得税率，所以某一特定的证券的税后收益率就随
着投资者所处的州不同而有所不同。

3.1.4 期限
债务证券的期限不同是导致其收益率不同的另一个原因。利率的期限结构（term structure of
interest rates）解释了在其他因素如风险不变的情况下债务证券的期限和年收益率之间的关系。
例3-2
图3-1列出了不同到期日的国债的年收益率。图中各点的集合被称为收益率曲线。从图中可以看出，
到期时间相对较短的国债，收益率曲线稍微向下倾斜；而到期时间在6年和6年以上的国债，收益率曲

到期时间

年收益率

1个月

5.1%

6个月

5.0

1年

4.9

2年

4.8

3年

4.7

4年

4.7

5年

4.7

6年

4.6

7年

4.6

8年

4.6

9年

4.6

10年

4.6

20年

4.6

30年

4.6

年收益率（%）

线较为平缓。

月

年
到期时间

图3-1 国债的到期时间与年收益率的关系（2007年3月21日）
图3-1中的利率期限结构表明仅仅在期限方面存在不同的证券就能提供不同的收益率。因为证券的
需求和供给状况会随着期限的变化而变化，证券的价格也会随之变化。本章将对利率的期限结构理论
进行更加深入的探讨。
由于图3-1中的收益率曲线是国债的收益率曲线，因而不含违约风险。AA级公司债券的收益率曲
线的倾斜度与国债相似，但由于存在违约风险溢价，因而任何到期期限的收益率都高于国债。

3.2 解释实际收益率差别
对于金融机构来说，即使收益率的微小差别，也可能相当于数百万美元的借款或投资。收
益率差别经常用基点来度量，1个基点等于万分之一，100个基点等于1%。假定证券Q的收益率
为5.4%，而证券R的收益率为5.1%，则收益率差别为0.3%或30个基点。

3.2.1 货币市场工具的收益率差别
商业票据（信誉卓著的公司发行的短期证券）的利率比国库券的利率略高，因为投资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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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收益率（%）

求以略高的收益来补偿拒付的风险和低流动性。可转让存单的利率高于同样期限的国库券的收
益率，是因为其流动性更低且违约风险更高。
图3-2描述了每种货币市场工具（3个月期）的年收益率。虽然这些收益率在各年之间波动
比较大，但是它们之间的差额几乎不随时间而变化。在经济萧条时期，国库券和其他风险债券
收益的差别明显加大，主要是因为在那段时期违约风险高。

商业票据
国库券

年

图3-2 同期限货币市场工具（3个月期）的年收益率比较

市场的力量导致所有证券的收益朝同一个方向变动。为了说明这一点，假设财政赤字剧增，
政府通过发行大量的国库券来弥补新增的财政赤字。这种行为导致市场上国库券供给增加，迫
使其价格下降，收益率上升。随着国库券收益率的上升，它逐渐接近其他短期有价证券的收益。
公司和个人投资者现在都宁愿购买国库券，而不愿购买风险证券。因为购买国库券他们可不遭
遇风险就能获得几乎同样的收益。需求转向国库券会导致风险证券的需求降低，迫使其价格降
得更低，收益率上升。这样，风险证券的风险溢价就不会完全消失。

3.2.2 资本市场工具的收益率差别
对于资本市场证券来说，市政债券税前收益率最低，然而对于适用所得税率较高的投资者
来说，它的税后收益率却高于长期国债。长期国债的收益率之所以最低，是因为它们完全没有
违约风险，而且在二级市场上很容易变现。在市政债券、公司债券和长期国债三者中，只有当
前两者的收益足够抵偿风险和低流动性时，投资者才会选择它们。
为了分析资本市场的债券收益率如何随风险的变化而变化，图3-3描述了处于两种不同
的风险等级的公司债券的收益率情况。资本市场债券收益率的差别会随着风险预期的变化而
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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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a级公司债券利

Aaa级公司债券利

率与国债利率之差

率与国债利率之差

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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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图3-3 公司债券的收益率差别

3.3 估算适当收益率
以上所讨论的内容揭示了债券的适当收益率的计算，是基于与它相同期限的无风险收益率，
并就不同的特征做相应的调整而得出的。这一模型如下：
Yn=Rf, n+DP+LP+TA
式中，Y n，期限为n天的债务证券的收益率；R f, n，期限为n天的无风险证券的收益率；DP，信
用风险溢价；LP，流动性溢价；TA，由于税收状况不同而设定的税收调整系数。
这些是已确认的导致证券收益率不同的特征（还包括债券的特殊条款，将在第7章介绍）。
虽然期限也是影响证券收益的特性之一，但在这里不把它包括在内，因为这一模型建立在将相
关证券与同一期限无风险证券相比较的基础上。
例3-3
假定3个月期限的国库券年收益率是8%，一个公司计划发行90天期限的商业票据，它需要确定该
商业票据必须提供的信用风险溢价（DP）和流动性溢价（LP），使它能与3个月期的国库券一样吸引投
资者。两者的联邦税收是相同的，但国库券不受地方税影响，而商业票据的最终收入还取决于地方税。
若投资者购买商业票据受到地方税的影响，可就此要求额外收益。
假设该公司认定0.7%的信用风险溢价，0.2%的流动性溢价，0.3%的税收调整系数为出售它的商业
票据的必要条件。商业票据适当的收益（称做Ycp）为：
Ycp,n=Rf,n+DP+LP+TA=8%+0.7%+0.2%+0.3%=9.2%

随着时间的推移，商业票据的适用收益率可能会改变，这或许是由于无风险收益率、信用
风险溢价、流动性溢价和税收调整系数发生了变化所致。
一些公司会推迟它们的商业票据发行计划，直至经济复苏，这样就可降低信用风险溢价。
然而即使是这样，由于市场利率的增加，商业票据的收益率也可能增加。
例3-4
随着时间的推移，信用风险溢价从0.7%降低为0.5%，但是无风险收益率从8%增加为8.7%，那么
商业票据的适用收益率（假设税收调整系数和流动性溢价不变）为：
Ycp=Rf,n+DP+LP+TA=8.7%+0.5%+0.2%+0.3%=9.7%
在这个例子中，推迟发行商业票据的策略得到一个事与愿违的结果。即使信用风险溢价降低了
0.2%，总体的利率水平却上升了0.7%，结果商业票据的净收益率增加了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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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例所示，证券收益率的提高并不一定意味着信用风险溢价的增加。
这里对收益率的估算方式也可以运用于长期证券。例如，某个公司想发行一种20年期的公
司债券，它可以用新发行的20年期的长期国债的收益率作为20年期的无风险收益率，并将信用
风险溢价，流动性溢价等因素考虑在内，来决定以什么收益率出售公司债券。
一个更简单并且更普遍关系是债务证券的收益率与当前的无风险收益率及证券的风险溢价
（RP）正相关。这个风险溢价囊括了债券所有的风险特征，包括信用风险和流动性风险。
利用《华尔街日报》
评估收益率曲线
图3-4是《华尔街日报》公布的主要收益率曲线图。从
图3-4中可以看到，主要的收益率曲线稍微向下倾斜。根据
纯粹预期理论，该收益率曲线显示了市场利率下降的预期。
图中还显示了一年前的此时的收益率曲线。可以看到，与现
在收益率曲线相比，初期的收益率曲线上短期利率更低，而
长期利率更高，因此更为平缓。投资者投资时可以利用收益
率曲线比较不同期限证券的收益率；政府在融资时可以利用
收益率曲线确定新发行证券的期限；公司在融资时也要评估
收益率曲线，无论公司选择何种期限的融资，其借款成本都
要受到主要国债收益率的影响。

证券的收益率曲线
目前票据、债券的到期收益率
一年以前

星期三

（月）

（年限）
期限

图 3-4

3.4 期限结构理论
在所有影响债券收益的因素中，最难理解的是期限。出于这个原因，有必要深入探讨债券
的期限和年收益率之间的关系（利率的期限结构）。
许多理论可以用来解释债券的期限和年收益率之间的关系，包括纯粹预期理论、流动性溢
价理论和分割市场理论。这里将对这些理论逐一进行阐述。

3.4.1 纯粹预期理论
根据纯粹预期理论（pure expectations theory），利率的期限结构（如收益率曲线的形状所
反映的）是纯粹由对未来利率的预期决定的。
1. 预期利率上升的影响
为了了解利率预期如何影响收益率曲线，假定短期证券和长期证券的年收益率相同；也就
是收益率曲线是平缓的。然后假定投资者预期利率上升，他们会将大部分资金用于短期投资，
这样他们就能在利率上升时迅速再投资于高收益的证券上。当投资者涌入短期市场而远离长期
市场时，会导致如图3-5中A板块所示的收益率曲线的调整。短期市场资金供给的增加会导致年
收益率下降。同时，长期市场资金供给的减少会导致收益率的上升。
即使短期证券的年收益率低于长期证券的年收益率，投资于短期证券的投资者们还是很满
足，因为他们预期利率会上升。他们就能够在短期证券到期时投资于更高利率的证券以补偿先
前投资于短期证券所遭受的利息损失（如果实际利率上升）。
假定那些打算发行证券来筹集资金的人也预期利率上升，他们愿意将利率长期锁定在现有
水平上。这样，借款人就愿意发行长期证券而不愿发行短期证券。这就会导致短期资金的需求
降低。短期证券的收益率就有下降的压力。同时，长期资金的需求增加，导致长期资金的收益
率上升。总之，利率上升的预期导致不同期限市场上资金的需求和供给的变化，从而迫使原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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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缓的收益率曲线（标示为YC1）向上旋转（逆时针旋转）并变得倾斜（YC2）。
板块A：利率预期突然上升的影响
3个月期（短期）
无风险债务

10年期（长期）
无风险债务

收益率曲线

3个月期
资金数量

资金数量

10年期
资金数量

预期利率↑→在短期市场上（如3个月期）投资者的资金供给↑，同时，在长期市场（如10年
期）投资者的资金供给↓。在长期市场上借款者的资金需求↑，同时，在短期市场上借款者的
资金需求↓。因此，如图中所示，收益率曲线向上倾斜。
板块B：利率突然下降的影响

3个月期
资金数量

资金数量

10年期
资金数量

预期利率↓→在长期市场上（如10年期）投资者的资金供给↑，同时，在短期市场上（如3个
月期）投资者的资金供给↓。在短期市场上借款者的资金需求↑，同时，在长期市场上借款者
的资金需求↓。因此，如图中所示收益率曲线向下倾斜。

图3-5 利率预期如何影响收益率曲线

2. 预期利率下降的影响
下面考虑如果投资者和资金需求者都预期利率下降，收益曲线会如何变动。投资者会选择
进行长期投资而不愿进行短期投资，因为他们在利率下降之前能锁定利率水平。资金需求者则
愿意借入短期资金，因为一旦利率下降，他们能够重新以更低的利率借得资金。
基于对未来利率下降的预期，投资者短期资金供给减少，长期资金的供给增多。这将会给
短期收益率以上升的压力并迫使长期收益率下降，如图3-5的B板块所示。总之，利率下降的预
期会导致收益曲线的形状向下旋转（顺时针旋转）。
3. 代数形式
投资者关注收益率曲线以确定不同期限的证券的收益率。投资者或者选择与他们的预期投
资期限相匹配的证券进行投资，或者购买较短期限的证券并每次债券到期时进行再投资。如果
某一特定的投资策略能在整个投资期内产生较高的投资收益，投资者就会使用这个策略。这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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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影响不同期限的证券的价格和收益率，收益率重新调整的结果，使不同投资策略的预期收益
率趋同。如果投资者对证券期限不敏感，他们会希望任何证券的收益都等于连续投资短期债券
的累计收益。也就是说一份2年期的证券所能提供的收益应等同于连续投资两份1年期的证券所
获得的收益，一份4年期的证券提供的收益应等同于连续投资于两份2年期证券或4份1年期证券
所获得的收益，依此类推。
例3-5
为了描述这些恒定关系，考虑以下2年期证券和1年期证券的利率之间的关系：
(1+ti2)2=(1+ti1)(1+t+1r1)
式中， ti 2，t时刻2年期证券的即期利率； ti 1，t时刻1年期证券的即期利率； t+1r 1，未来t+1时刻的市场预
期年利率。
变量i代表市场即期利率，它是已知的；r代表着将来某一时刻的预期利率，它是不确定的。等式
的左边代表购买一份2年期的证券的投资者所获得的持有期收益，而右边表示购买一份1年期的证券并
在它到期时再投资于一份新的1年期证券所获得的持有期收益。如果时间t代表今天， t+1r 1可通过将等式
变形进行计算：
1+t+1r1=(1+ti2)2/(1+ti1)；t+1r1=(1+ti2)2/(1+ti1)-1
变量t+1r1是远期利率（forward rate），估算远期利率可以预测将来利率的发展趋势。举一个比较具
体的例子，假定现在（t时刻）2年期的证券的年收益率为10%，1年期的证券的年收益率是8%，远期利
率可以这样估算：
r =(1+0.1)2/(1+0.08)-1=0.120 370 4

t+1 1

从定义上说，这个利率意味着一年之后，1年期的证券的利率必须等于12.037%，这样连续投资于
两份1年期的证券才能产生等同于投资于一份2年期的证券所产生的收益。如果一年后（在t+1时刻）的
实际年利率超过（低于）12.037%，连续投资于两份1年期的证券的收益就会超过（少于）一份2年期
的证券的收益。

远期利率有时可以用来作为市场对利率的一致预测的近似值，因为如果市场有不同的预期，
现有的2年期和1年期的证券的需求和供给就会根据这个信息调整。当然，不能保证远期利率能
准确地预测未来的利率水平。
表 3-4
1年期远期利率与即期利率的差别越
可能的情况
收益率曲线形状
对未来利率的预期
大，预期未来的年利率变化越大。如果利
向上倾斜
高于即期利率
1. t+1r1 > ti1
率的期限结构仅仅受利率预期的影响，则
2. t+1r1 = ti1
平直
等于即期利率
表3-4中的关系成立。
3. t+1r1 < ti1
向下倾斜
低于即期利率
各种各样期限的远期利率都可以确
定。在估算任何期限的证券的利率变化时都可以应用这里所描述的关系。
前面的例子可以用来确定其他远期利率。例如，根据纯粹预期理论，一个预计持有期为3
年的证券收益率的恒等关系为：
(1+ti3)3=(1+ti1)(1+t+1r1)(1+t+2r1)
式中，ti3，t时刻3年期债券的即期利率；t+2r1，未来t+2时刻的市场预期年利率。
其他变量都已经确定。如果将变量之间的关系做一个变形，我们能够得出两年后1年期证券的
利率：
1+t+2r1=(1+ti3)3/(1+ti1)(1+t+1r1)；t+2r1=(1+ti3)3/(1+ti1)(1+t+1r1)-1
如果一年后1年期证券的远期利率 t+1r 1已知，这个数字连同实际的1年期证券的即期利率和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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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期证券的即期利率可以用来估算两年后的1年期证券的远期利率。回顾刚才的例子，假定
ti 1=8%，预期 t+1r 1为12.037%。
例3-6
假定一份3年期证券即期年利率是11%。由此可知，两年后的1年期证券的远期利率是：
r =[(1+ti3)3/(1+ti1)(1+t+1r1)]-1=[(1+0.11)3/(1+0.08)(1+0.120 37)]-1

t+2 1

=1.367 631/1.21-1=13.027 36%
这样，市场预期两年后1年期证券的年利率为13.027 36%。

收益率曲线能用来预测超过一年的证券的年利率。例如，前一个例子提供的信息也能用来
确定1年后未来两年的远期利率。
根据纯粹预期理论，紧接着2年期的投资之后的1年期的投资所产生的收益应等同于3年期
的投资所产生的收益。这个等式如下所示：
(1+t+1i3)3=(1+ti1)(1+t+1r2)2
式中，t+1r2，未来t+1时刻2年期证券的市场预期年利率。
将公式变形，t+1r2能分离出来：
(1+t+1r2)2=(1+ti3)3/(1+ti1)
例3-7
假定时下1年期和3年期证券的即期利率分别为8%和11%。有了这些信息，t+1r2就可以估算出来：
(1+t+1r2)2=(1+ti3)3/(1+ti1)=(1+0.11)3/(1+0.08)=1.266 325
(1+t+1r2)=1.266 325 1/2=1.125 3
r =0.125 3

t+1 2

这样，市场预期一年后2年期证券的年收益率为12.53%。

纯粹预期理论的前提是远期利率能完全替代未来的利率水平。如果它们之间有偏差，投资
者会利用这个偏差。
例3-8
为了说明这一点，假定例3-7中1年后的1年期远期利率为12.037%。如果远期利率偏高，1年后的
即期利率就应该小于12.037%。因此，持有2年期的可用资金的投资者投资于2年期的证券所获得的收
益就会高于连续投资于两个1年期的证券所获得的收益。他们的行为就会导致2年期证券的价格上升，
而1年期证券的价格下跌。证券的收益将和证券的价格呈相反方向变化。投资者对远期利率偏差所采取
的行动会最终消除这个偏差。

如果远期利率与未来利率之间没有偏差，金融市场就是有效的，市场远期利率所提供的信
息不能被投资者用来创造超额收益。随着一些新的信息的出现，投资者的偏好会改变，收益率
会做出调整，隐含的远期利率也会变化。
如果预期长期利率等于相同持有期内连续的短期利率的几何平均数（就如纯粹预期理论所
揭示的），长期利率就会比短期利率更稳定。如果连续的短期利率的预期随时间而变化，这些
短期利率的平均数就比单个的短期利率更稳定。因而，长期利率就比短期利率更稳定。

3.4.2 流动性溢价理论
一些投资者偏好持有短期证券胜过长期证券。因为期限越短，流动性越强。这样，只有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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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流动性溢价的情况下他们才愿意持有长期证券。虽然长期证券能在到期之前变现，但它们
的价格对利率变化更加敏感。短期证券一般被视为流动性更强，因为它们能够很容易、无损失
地变现。
对短期证券的偏好使收益曲线向上倾斜。对于某一时点的投资者来说，流动性可能是更为
重要的因素。流动性溢价会随着时间而变化。相应地，收益率曲线也随着流动性溢价的变化而
变化。这就是流动性溢价理论（liquidity premium theory），也被称做流动性偏好理论。
图3-6反映了纯粹预期理论与流动性溢价理论的结合。每一张图都表示市场不同的利率预
期。尽管利率预期不同，收益曲线受流动性溢价影响的方式几乎都差不多。
情形1：市场预期

情形2：市场预期

情形3：市场预期

利率稳定不变

利率上升

利率下降

含流动性
溢价

期限

不含流动
性溢价

含流动性
溢价
年收益率

不含流动
性溢价

年收益率

年收益率

含流动性
溢价

期限

不含流动
性溢价

期限

图3-6 在三种不同的利率预期下流动性溢价对收益率曲线的影响

基于流动性溢价的远期利率的估算
纯粹预期理论和流动性溢价理论相结合，在给定持有期内，长期证券的收益就不一定等于
同一期限的连续短期证券投资的收益。例如，一份2年期的证券的收益率是这样决定的：
(1+ti2)2=(1+ti1)(1+t+1r1)+LP2
式中的LP 2代表一份2年期证券的流动性溢价。2年期的证券所产生的收益应该高于连续投资于
两份1年期债券所产生的收益，超过的部分正好补偿了投资者因证券的低流动性而蒙受的损失。
流动性溢价和期限之间的关系表示如下：
0<LP1<LP2<LP3<…<LP20
这里的下标代表到期年限。这意味着流动性溢价对1年期与20年期证券的年收益差的影响比对1
年期与2年期证券的年收益差的影响更大。
如果流动性溢价影响了收益率曲线，远期利率就高估了人们对未来市场利率的预期。计算
远期利率更准确的公式必须把流动性溢价包括在内。上面的公式可以重新表述为：
2
t+1r 1=(1+ ti 2) /(1+ ti 1)-1-[LP 2/(1+ ti 1)]
例3-9
重新用前面例子中的数据：i1=8%，i2=10%。假定2年期证券的流动性溢价为0.5%。远期利率为：
r =(1+ti2)2/(1+ti1)-1-[LP2/(1+ti1)]

t+1 1

r =1.12/(1+0.08)-1-[0.005/(1+0.08)]=0.115 74

t+1 1

前面估算的一年后的1年期远期利率（12.037%）应该高估了市场对未来利率的预期，因为长期证
券利率通常包括流动性溢价。如果考虑到流动性溢价的因素，收益率曲线所要揭示的对未来利率的预
期就应该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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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流动性溢价存在，收益率曲线仍然能够用来解释利率预期。水平的收益率曲线可以解
释为市场预期利率将略有下降（如果没有流动性溢价因素的影响，收益率曲线将会略向下倾斜）。
收益率曲线略向上倾斜可以解释为预期利率没有变化。因为如果流动性溢价被略去，收益率曲
线就应该是水平的。

3.4.3 分割市场理论
根据分割市场理论（segmented markets theory），投资者和借款者选择不同期限的证券来满
足他们预计所需的现金流。例如，养老基金和人寿保险公司通常偏好长期投资来匹配他们的长
期负债。商业银行更偏好于短期投资来匹配他们的短期负债。如果投资者和借款者只参与满足
他们特殊需求的期限的市场，那么市场就被分割了。也就是说，投资者（或借款者）只可能在
他们的资金需求改变时才会从长期市场转向短期市场或从短期市场转向长期市场。根据分割市
场理论，投资者通常是优先根据需求而不是对利率的预期在长期投资和短期投资两者之间做出
选择的。
例3-10
假定大多数投资者持有的资金只能在较短的期限内投资，因此主要的投资对象就是短期证券。再
假定大多数的资金需求者需要长期的资金，因此愿意发行长期证券。结果是短期证券的收益率下降，
长期证券的收益率上升。总之，在以上所描述的假想情况中，收益率曲线将向上倾斜。
现在考虑相反的情况，大多数投资者想进行长期投资而多数借款者需要短期资金。根据市场分割
理论，短期证券的收益将上升而长期证券的收益将下降。如果投资者的资金供给和借款者的资金需求
在短期市场和长期市场能够更加均衡的话，短期证券和长期证券的收益率会更接近。

我们的例子只是将期限市场分割成短期和长期。实际上，各种期限的市场都存在。在短期
市场范围内，一些投资者偏好1个月或者更短的期限，而另一些投资者却偏好1～3个月的期限。
不管存在多少期限市场，不同期限的证券的收益率都会受投资者和借款者想参与能够最大程度
满足他们的需求的期限市场的意愿的影响。一个仅需要30天的资金周转的公司不会考虑为此目
的发行长期债券。只拥有短期资金的资金供给者们不能进行长期的投资，例如10年期的定期存
单不容易兑现。
1. 该理论的局限性
分割市场理论的局限性是一些借款者和存款者有选择不同的期限市场的灵活性。例如，一
个需要长期资金的公司如果预期利率下降的话，它最初会先进行短期融资。持有长期资金的投
资者如果预期利率要上升，他们也会选择进行短期投资。一些持有短期可用资金的投资者愿意
购买具有活跃的二级市场的长期证券。
一些金融机构集中投资于某一特殊的期限市场，另一些金融机构却有更多选择。商业银行
多数从短期市场取得资金却将投资分散于短期、中期和长期市场。储蓄机构一贯以来都专注于
吸收短期资金进行长期投资。如果不同期限市场是完全分割的，某一市场利率的调整不会影响
其他的市场。然而，事实证明不同期限市场的利率变化是相继的，证明了各个市场之间是相互
影响的，暗示着资金可以在不同市场之间进行转移。注意分割市场理论与纯粹预期理论关于不
同期限市场可以完全替代的假设是矛盾的。
2. 隐含的道理
虽然市场不是完全分割的，对不同期限的偏好会影响不同期限的证券的价格和收益率，从
而影响收益率曲线的形状。因此，分割市场理论似乎能够部分解释收益率曲线的形状，但它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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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唯一的解释。
分割市场理论中一个的变相提法更灵活的观点是偏好归宿理论（preferred habitat theory）。
它提供了一个利率期限理论的折中解释。这个理论揭示了虽然投资者和借款者都会集中于某一
个特定的期限市场，但某些意外事件的发生会使他们离开这个市场。例如，资金来源大多数是
短期资金的商业银行会选择短期投资作为资金原始的归宿。但是，他们希望从预期的利率下降
中获益，就会反过来选择中期或长期的证券。偏好归宿理论承认原始的期限市场会影响收益率
曲线，但是认为利率预期会诱使市场参与者们偏离原来的市场。

3.4.4 期限结构理论的研究
人们对利率的期限结构理论已经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对每种理论都进行了深入的探讨。研
究者们的研究表明利率预期对利率的期限结构有很强的影响。然而，研究发现远期利率通常是
不准确的，这意味着存在其他因素影响利率的期限结构。例如，流动性溢价就能产生连续的正
的预测偏差，这意味着远期利率高估了未来的利率水平。学者们有研究证明利率预期或流动性
并不能解释收益率和期限之间关系的变化，因此，这种变化可以用分割市场理论来做出解释。
总体的研究结论
虽然研究的结果不同，但是存在一些证据证明纯粹预期理论、流动性溢价理论、分割市场
理论都具有一定的正确性。因此，如果用期限结构来分析市场的未来利率预期，投资者必须先
排除流动性溢价和不同期限分割的市场的特殊情况等因素的干扰。

3.4.5 解释期限结构理论

年收益率

为了解释这些理论如何同时影响收益率曲线，假定以下条件成立：
（1）基于预期利率变化来选择债券期限的投资者和借款者都预期利率上升；
（2）大多数的借款者需要长期资金，而大多数的投资者只有短期资金可用于投资；
（3）投资者具有流动性偏好。
条件（1）涉及纯粹预期理论，得出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收益率曲线向上倾斜。该
曲线可以用图3-7的曲线E来表示。条件（2）按分割市
场理论也支持向上倾斜的收益率曲线。当条件（1）和
E+S+L
条件（2）同时作用时，适当的收益率曲线形状类似于
E+S
曲线E+S。条件（3）是关于流动性的，它会使长期证
E
券因为流动性低而收益率更高。当这个条件融入前两
个条件中时，收益率曲线形状类似曲线E+S+L。
在这个例子中，所有的条件都会使长期证券的收
益率相对高于短期证券的收益率。实际上，有时会有
一些互相抵消的条件存在，当一个条件给收益率曲线
期限
以向下倾斜的压力，而另一个条件给收益率曲线以向上
图3-7 上述三个条件对收益率
倾斜的压力的情况是可能发生的。例如，将条件（1）
曲线形状的影响
改为预期未来的利率下跌，这个条件本身就能导致向下倾斜的收益率曲线。它与一些导致收益率
曲线向上倾斜的条件共同作用，就会产生一个部分抵消的结果。如果利率预期的效果超过了流动
性溢价和分割市场的效果，那么收益率曲线就向下倾斜。相反，如果流动性溢价和分割市场的效
果超过了利率预期的效果，收益率曲线就向上倾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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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6 期限结构的应用
利率的期限结构被用来预测利率水平、预测衰退、进行投资和融资决策，具体分析如下。
1. 预测利率水平
在任何时点上，收益率曲线的形状都可以用来分析投资者和借款者对未来利率水平的总体
预期。纯粹预期理论中曾提到，向上倾斜的收益率曲线产生于对利率上升的预期，而向下倾斜
的收益率曲线产生于对利率下降的预期。然而对于未来利率的解释必须谨慎，因为流动性和特
殊的期限偏好会影响收益率曲线的形状。虽然，众所周知利率预期是影响收益率曲线形状的主
要因素，但曲线的形状要对未来的利率预期提供一个更合理的指示（尤其是如果流动性溢价被
考虑在内的话）。
虽然投资者能用收益率曲线来解释市场对未来利率的一致预期，但他们有自己的投资预测。
通过比较他们的利率预期和收益率曲线所揭示的利率预期的区别，他们就会利用这个区别。例
如，如果存在向上倾斜的收益率曲线，预示着市场预期利率上升，预期利率不变的投资者就可
以投资于长期证券从而受益。在他们看来，长期证券被低估了，因为它们的价格反映了市场关
于利率上升的预期。这样的策略只有在投资者的预期优于市场预期时才能奏效。
2. 预测衰退
一些分析家认为水平的或者是倒置的收益曲线预示着近期会发生经济衰退。基本原理是已
知一个正的流动性溢价，这样的收益率曲线反映预期利率下跌。通常与此相关联的是可贷资金
的需求减少，这将导致衰退。
2000年收益率曲线出现了平缓或些微导致的情况，收益率曲线的形状反映了经济放缓的预
期。2001年，经济显著衰退。2007年3月，收益率曲线出现些微倒置，导致市场参与者对经济
衰退的预测。
3. 投资决策
如果收益率曲线向上倾斜，一些投资者即使只拥有短期资金也力图从投资于长期证券中获
益。二级市场为此提供便利，被称为“驾驭收益率曲线”。考虑一条向上倾斜的收益率曲线，1年
期的债券提供7%的年收益率，而10年期的债券能以10%的息票利率按票面价购买。一个持有1年
期可用资金的投资者决定购买10年期的债券并在一年后在二级市场上出售。如果这份10年期的债
券1年后能以购买时的价格出售，投资者就比投资于1年期的债券多盈利3%。这个策略的风险在
于近期债券出售价格的不稳定性。如果向上倾斜的收益率曲线被解释为市场一致的利率上升的预
期，那么预期债券的价格将会下跌。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当投资者认为从收益率曲线得出的利率
预测是错误的时，他才可能在短期内购买长期债券。虽然收益率曲线所揭示的预期利率常常不同
于实际的利率水平，但是投资者很难事先知道市场是高估还是低估了未来的利率水平。
收益率曲线通常被金融机构所关注，这些金融机构的负债期限和资产期限明显不同。设想
一家银行通过短期存款取得大多数的资金并将这部分资金用于提供长期贷款或购买长期证券。
向上倾斜的收益率曲线对银行比较有利，因为短期存款的年利率明显低于长期投资的年利率。
银行的差价收益比收益率曲线呈水平时更高。一些商业银行利用向上倾斜的收益率曲线，加大
短期存款和长期投资所占的比例。然而，如果银行确信向上倾斜的收益率曲线预示着未来利率
上升（如预期理论所反映的），则它的负债的成本日渐增加，因为未来的存款必须以更高的利率
才能获得。如果利率上升，任何先前以固定利率提供的长期贷款将来都会产生相对低的收益。
4. 融资决策
收益率曲线对于要发行债券的公司来说非常有用。通过分析当前的不同期限的债券的利率，
公司能够估计不同期限的公司债券必须支付的利率。这使它们能够确定所发行的债券的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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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7 收益率曲线的形状为什么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
如果当前的经济状况以同样的方式影响所有期限的利率，则收益率曲线的形状不变。然而，
经济状况对短期收益率的影响与对长期收益率的影响是不同的。
例3-11
假定刚过去的7月，收益曲线向上倾斜的幅度很大，如图3-8中所示的收益率曲线YC1。之后财政部
决定调整债务结构，削减1 000亿美元的长期国债，增加短期国债的供给。这导致对短期资金需求的大
幅增加、长期资金需求的大幅减少，从而使短期利率上升、长期利率下降，进而导致新发行的短期证
券的收益率上升、长期证券的收益率下降。现在，收益率曲线是YC2，比刚刚过去的7月平缓了很多。

长期利率

长期市场

短期利率

短期市场

资金数量

年收益率

资金数量

短期

长期
期限

图3-8 美国财政部短期资金需求增加而长期资金需求减少的潜在影响

3.4.8 收益率曲线怎样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
收益率曲线的特定形状随时间的推移而改变，如图3-9所描述的。从图中可以看到，5年以
内的证券的收益率曲线的变化更明显，而期限更长的证券的收益率曲线逐渐变平。收益率曲线
不总是向上倾斜。20世纪80年代初，短期证券的年收益率更高，因为那个时期利率水平非常高，
使得人们纷纷预期利率下降。虽然自1982年以来，收益率曲线基本上都向上倾斜，但是倾斜的
程度一直在变化。

3.5 利率的国际结构
各个国家里影响收益率曲线的因素是不同的，因此收益率曲线在任何时点的形状也随着国
家的不同而有所区别。图3-10展示了6个不同的国家在给定的时点的收益率曲线。每个国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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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债年收益率（%）

收益率曲线的利率水平和斜率不同。
由于国际金融市场是紧密结
合在一起的，导致各国之间的利
1985年1月2日
率呈相同方向变化。然而，在某
一时点各国的利率水平明显不
同。任何两个国家的风险证券的
利率之间的差别总是接近于无风
1996年10月22日
险利率之间的差别。这意味着利
率的差别主要归结于国家间的总
2000年10月15日
供给和总需求的差异，而不是单
个证券的风险溢价、流动性溢价
2007年3月21日
或其他因素的区别。
2004年2月25日
因为远期利率（本章所定义
的）反映了市场对未来利率的预
期，所以不同国家的期限结构应
期限（年）
该受到以下因素的左右：第一，
图3-9 不同时点收益曲线的特定形状
金融市场的融合，导致一个国家
的利率的变化会影响另一个国家的利率水平。这样，投资者就会通过估算外国的远期利率来预
测外国未来的利率水平，这些因素反过来会影响国内的利率水平。第二，外国证券和一些本国
证券受外国经济的影响，而外国经济又受外国利率水平的影响。如果外国的远期利率能用来预
测外国未来的利率水平，它们就能延伸到预测外国的经济状况。因为汇率也受外国利率水平的
影响，因此，当用外国远期利率来预测外国未来的利率水平时，汇率预测将更为精确。

年收益率（%）

德国

年收益率（%）

日本

年收益率（%）

美国

期限（年）

期限（年）

英国

巴西

澳大利亚

年收益率（%）

年收益率（%）

年收益率（%）

期限（年）

期限（年）

期限（年）

期限（年）

图3-10 6个不同的国家在给定某一时点的收益曲线

如果实际利率是固定的，只要能估算远期利率，任何国家未来的通货膨胀率都可以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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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义利率等于实际利率加上预期的通货膨胀率。因为远期利率代表了未来某一时期的预期的名
义利率，因而它也代表了预期的通货膨胀率加上未来某一时期的实际利率。未来某一时期预期
的通货膨胀率可以用远期利率和实际利率之间的差来估算。

小结
• 在某一时点债务证券的收益率受以下几方面因素

之间的关系。纯粹预期理论认为，收益率曲线的形

的影响：第一，信用风险越高，收益率越高；第

状是纯粹由未来利率的预期决定的。流动性溢价理

二，流动性越低，收益率越高；第三，应税证券

论认为，短期证券比长期证券具有更高的流动性，

的税前收益率必须高于免税证券的收益率；第

所以短期证券的收益就不应高于长期证券。分割市

四，不同期限的证券收益率不同。

场理论认为，投资者和借款者有不同的特殊需求，

• 特定债务证券的适当收益率的计算，是基于与它

导致不同期限证券市场上的供需不同；也就是说，

相同期限的无风险（国债）收益，并就不同的特

不同期限的市场是分割的，从而它们的收益率也不

征做相应的调整而得出的，包括信用风险、流动

相同。当把这三个理论结合在一起时，利率的期限

性、税收状况和其他条款。

结构受利率预期、流动性偏好和资金供需双方对不

• 可用三种期限结构理论解释证券的期限和年收益率

同期限市场的特殊偏好的影响。

针锋相对
收益率曲线会影响借款人对贷款期限的偏好吗？

率费用的不确定性。向上倾斜的收益率曲线说明未

正方：会。假定收益率曲线向上倾斜，借款

来利率会上升，从而导致借款成本将会上升。总之，

者应该利用短期贷款的低利率进行短期贷款。借款

借入连续短期贷款的成本高于借入一笔和已确定期

者可以进行连续短期贷款，而不是一笔和已确定期

限相匹配的贷款的成本。

限相匹配的贷款。

谁是正确的？利用互联网学习此问题的相关

反方：不会。借款者将面临后续所需贷款利

内容，并提出你的看法。

思考与应用题
1. 收益率曲线

收益率曲线受哪些因素影响？金

融市场参与者如何运用收益率曲线？
2. 远期利率

在利率期限结构中，远期利率的含

义是什么？为什么远期利率总是过高地估计预
期未来利率？可以避免偏差吗？
3. 偏好归宿理论

解释偏好归宿理论。

4. 纯粹预期理论

根据纯粹预期理论，解释市场突

然预期利率将上涨，收益率曲线会如何移动？
5. 分割市场理论

若一条向上倾斜的收益率曲线

7. 流动性溢价对远期利率的影响

溢价因素怎样影响远期利率的评估？
8. 流动性对收益率的影响
9. 分割市场理论

若用分割市场理论解释一条下

倾的收益率曲线，意味着长短期市场资金供求
各是什么状态？
10. 信用风险对收益率的影响
11. 流动性溢价理论

12. 影响证券收益率的特征

适用所得税率高的投资

高信用风险对证券

有何影响？

非完全分割，是否应放弃分割市场理论，或将
其部分应用于解释期限结构？

讨论证券收益率和流

动性之间的关系。

由分割市场理论所导致，隐含着什么？若市场

6. 税收对收益率的影响

请说明流动性

解释流动性溢价理论。
确定影响证券收益率

的相关特征。
13. 纯粹预期理论

根据纯粹预期理论，在市场突

者还是适用所得税率低的投资者更多受益于免

然预期利率将下降时，对收益率曲线有何影

税证券？为什么？对于同一时点的市政债券和

响？请做出解释。

公司债券，哪一种税前收益率高？为什么？哪

14. 收益率曲线应用于高风险证券

假定国债的收

一种税后收益率高？假如不考虑税收，同样期

益率曲线略微向上倾斜，从10年期国债6%的收

限的国债比市政债券的提供收益率更高还是更

益率缓慢上升至30年期国债8%的收益率。分别

低？为什么？

画出A级债券和B级债券的收益率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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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影响收益率曲线的多种因素

假定：（1）投资

应

考虑经济状况对违约风险溢价的影响，你

者和借款者预期经济将会衰退、通货膨胀将会

认为违约风险溢价在本学期可能上升还是下

减弱；（2）投资者对流动性溢价的要求少；

降？你如何看待收益率曲线在本学期的变化？

（3）市场存在局部分割并且政府当前倾向于在

说明你的答案的逻辑思路。

短期市场上融资。请解释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

19. 收益率曲线 若纯粹预期理论与流动性溢价理

况下，每个因素怎样影响期限结构；然后解释

论对收益率曲线形状都起作用，一条平缓的收

最终对期限结构的影响。

益率曲线反映了市场怎样的利率预期？

16. 评价国家间利率的差别

有些国家通货膨胀严

20. 危机对收益率曲线的影响 在危机发生时，尽

重，年利率高达50%以上；而另一些国家，如美

管担心利率上升，为了安全，投资者依然会将

国和很多欧洲国家，年利率通常低于10%。你认

资金从股票市场转移到货币市场工具。投资者

为如此高的利率差别是源于国家间的无风险利率

的行为会对收益率曲线产生怎样的影响？为什

不同，还是源于它们的信用风险溢价不同？

么？这种资金转移是基于纯粹预期理论、流动

17. 收益率曲线的全球化

假定美国、法国和日本

性溢价利率，还是分割市场理论发生的？

的收益率曲线是平缓的，若美国收益率曲线突

21. 分割市场理论 若财政部决定主要用发行长期

然变成向上倾斜，你认为法国和日本的收益率

债券来弥补赤字，对利率期限结构有何影响？

曲线会受影响吗？若有，是怎样的？

若长短期市场是分割的，财政部的决定对期限

18. 收益率曲线会对当前的经济状况做出怎样的反

结构有多大影响？

解释金融新闻
解释下列华尔街分析师和投资组合经理们的
言论：

b. “出于对经济衰退的担忧，人们更加重视
债券质量，故低级别债券收益率上升。”

a. “一条一直向上倾斜的收益率曲线，是由
于许多投资者随时准备进入股市所致。”

c. “收益率曲线由上倾转为下倾，是即将发
生经济衰退的警报。”

金融市场管理
关注收益率曲线的调整
作为评级公司的分析员，请你解释最近收益率

怎样的改变？
c. 一个分析员最近提出，导致收益率曲线移

曲线移动的含义。6个月以前，收益率曲线略为下倾，

动的潜在原因是美国许多大公司对经济衰

在近6个月里长期收益率下降，短期收益率保持不变。

退的预期。解释原因。

某些分析员认为是市场利率预期改变所致。
a. 给定上述收益率曲线，在近6个月里公司会
增加还是减少对长期资金的需求？

d. 收益率曲线的移动对市场上公司债券评级
给出了什么信号？哪种类型的公司的信用
等级最有可能会改变？

b. 收益率曲线的移动表明市场利率预期做了

计算题
1. 推导当前利率

设今天1年期证券的利率预期为

2%，一年后预期为4%，两年后预期为6%。根
据纯粹预期理论， 2年期证券和3年期证券的当

b. 更高的违约风险溢价怎样影响证券应提供的
适当收益率。解释这种关系的逻辑。
3. 税后收益率

1年期市政债券的收益率为7%，1

前利率是多少？

年期公司债券的收益率为11%，你需要在两者之

2. 债务证券收益率

间进行投资选择。如果你的边际联邦所得税率

a. 更高的无风险利率怎样影响证券应提供的适
当收益率？解释这种关系的逻辑。

为30%，并且两种证券没有其他不同之处，你将
投资哪种债券？

第3章 利 率 结 构

4. 税后收益率

在税前收益率一定的情况下，更

高的税率怎样影响投资公司债券的税后收益
率？解释这种关系的逻辑。
5. 远期利率

若 ti 1> ti 2，关于一年后的1年期远期利

率，市场的一致预期会是什么？该利率会高于
还是低于现在的1年期即期利率？请解释。
6. 远期利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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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期利率将会受到的影响。解释这种关系的
逻辑。
7. 远期利率

假设现在3年期证券的年利率为10%，

2年期证券的年利率为7%，用这两个条件估算两
年后的1年期远期利率。
8. 商业票据收益率
a. 一家公司计划出售其90天的商业票据，向投

a. 假定没有流动性溢价，如果2年期利率为8%，

资者提供8.4%的收益率。如果3个月国债的

确定不同的1年期利率情况下的远期利率。解

年利率为7%，违约风险溢价为0.6%，税收调

释在2年期利率不变的情况下，1年期即期利

整系数为0.4%，则适当的流动性溢价是多

率和1年期远期利率之间的关系。

少？

b. 假定流动性溢价为0.4%，按照问题a中相同的

b. 如果由于经济状况的意外变化，违约风险溢

1年期利率确定远期利率。当存在流动性溢价

价上升到0.8%，该商业票据应该提供的适当

的时候，1年期即期利率和1年期远期利率之

收益率是多少（假定没有发生其他变化）？

间的关系发生变化吗？

9. 远期利率

c. 在流动性溢价不变的情况下，如果所提供的1

a. 假设现在2年期的年利率为13%，1年期的年

年期利率不变，2年期利率上升，确定1年期

利率为12%，只用这两个条件可否估算一年

远期利率将会受到的影响。解释这种关系的

后的远期利率？

逻辑。
d. 在2年期利率不变的情况下，如果流动性溢价

b. 假设2年期证券的流动性溢价是0.3%，再结合
上述条件重新估算一年后的远期利率。

上升，所提供的1年期利率不变，确定1年期

资金流动练习
利率结构的影响

3. 如果Carson公司采用发行10年期债券的融

回顾Carson公司的情况，Carson公司获得了金

资方式，解释哪些信息有助于Carson公司

融公司和商业银行的充足的贷款，贷款利率为6个

确定其为10年期债券必须支付的收益率？

月国库券利率（包括风险溢价）且每6个月调整一

即，影响其10年期债券利率支付的主要因

次，因此，Carson公司的资金成本是随着市场利率

素是什么？

的变动而变化的。由于预期美国经济强劲增长，

4. 如果Carson公司采用每6个月浮动一次的浮动

Carson公司计划通过业务扩张和收购在未来有更大

利率贷款的方式融资，解释哪些信息有助于

的增长。预计将需要大量的长期资金，Carson公司

Carson公司确定其为10年期贷款必须支付的

计划通过贷款或发行债券的方式筹资，并决定将于

收益率？即，影响10年期间利率支付的主要

明年发行股票增加资本金。

因素是什么？

1. 假定市场对经济的预期与Carson公司的预

5. 一条向上倾斜的收益率曲线表明，金融机

期是一样的，并且假定收益率曲线主要受

构向Carson公司发放长期贷款的初始利率

利率预期的影响。收益率曲线会向上倾斜

高于其按照可调整短期利率发放浮动利率

还是向下倾斜？为什么？

贷款的初始利率。这意味着贷款方更偏好

2. 如果Carson公司能够获得更多的债务融资从

向Carson公司发放固定利率贷款还是浮动利

事10年期项目，Carson公司会偏好长期固定

率贷款？解释为什么Carson公司对未来利率

利率贷款还是浮动利率贷款？为什么？

的预期不必与一些金融机构预期的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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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综合测试题：

利率预测与投资决策
回答以下问题要求理解经济状况是如何影响利率及债券收益率的（第1～3章）。
你的任务是利用现有经济状况的相关信息，去预测美国和加拿大的利率，相关信息如下：
1. 在过去的6个月里，美国利率下降，而加拿大的利率上升。
2. 去年美国的经济走弱，而加拿大的经济走强。
3. 下一年度美国的储蓄率（储蓄占收入的比例）将有轻微下降，而加拿大的储蓄率将保持
稳定。
4. 美加两国的中央银行将不会采取显著影响利率的政策举措。
5. 你预期下一年度美国经济将明显走强，但与两年前相比经济相对弱一些，而加拿大经济将
保持稳定。
6. 你预期美国的年预算赤字比上年有小幅增长，但比以往五年的平均预算赤字又显著要低。
预期加拿大的预算赤字与上一年度持平。
7. 你预期美国的通货膨胀率会小幅上升，但比前两年的高通货膨胀率要低一些，而加拿大
的预期通货膨胀率将会上升。
8. 基于上周的有关事件，世界各地很多经济学家和投资者（包括你自己）都预期下年度美
元对加元和其他外币的汇率将会走低。这一预期已体现了你对通货膨胀率和经济走势的预期。
9. 最新的美国收益率曲线显示向下倾斜的曲线。而加拿大的收益率曲线则向上倾斜，你认
为证券的流动性溢价是很小的。
问题
1. 利用上述信息，预测美国的利率走势。
2. 利用上述信息，预测加拿大利率的利率走势。
3. 假定美国公司面临的可预期风险增大，请解释最新发行的美国公司债券收益率较之最新
发行的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的变化幅度会有怎样的差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