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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介绍了两类不同假设条件下的模型的构造、
验证及拓展，
并就这两类模型的特点和存在的缺陷进行评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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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顿模型指出违约债券的价格依赖于

莫顿模型
莫顿（１９７４）首先用 Ｂｌａｃｋ－Ｓｃｈｏｌｅｓ 期权

定价方法推出了违约债券的估价公式［１］。莫
顿假定公司的资产价值 Ｖ，资本结构由简单
的股权 Ｅ 和债权 Ｄ 组成，
债权看作公司发行
的到期日为 Ｔ，面值为 Ｆ 的零息债券。如果
在到期日，当资产价值 Ｖ 低于其债务面值 Ｆ
时发生违约，资产转让给债权人。因此，在到
期日 Ｔ，
股票持有人的收益为：
ＥＴ＝ｍａｘ｛Ｆ－ ＶＴ，
０｝；对债权人的支付为：
ＤＴ＝ｍｉｎ｛ＶＴ，Ｆ｝＝Ｆ－ ｍａｘ

为：
ＪＤｔ＝［Ｖｔ－ ＳＤｔ］－ ［Ｖｔ－ ＳＤｔ－ ＪＤｔ］。因此，违约证

证券的到期日，资产的波动率、无风险利率

券的价值可以看作两个看涨期权之间的值，

以及债务债权的杠杆比率。该模型可应用于

因此我们通过 Ｂｌａｃｋ－Ｓｃｈｏｌｅｓ 期权定价公式

以风险资产为基础的违约证券估值分析中，

解得每一类违约证券的价值为：

如可转换债券，
可通知偿还债券等。然而，
沿
及 Ｍｅｒｔｏｎ（
Ｂｌａｃｋ 和 Ｓｃｈｏｌｅｓ（
１９７３）
１９７４）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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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传统的结构化模型存在 ２ 个薄弱点：①模
型中得到的信用利差与现实相差太大，即使
运用过高的波动率和资产负债率也难达到；
②模型中假设过于严格，如固定利率，只存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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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斯达夫—斯维茨模型
龙斯达夫与斯维茨 （
Ｌｏｎｇｓｔａｆｆ ａｎｄ

追随 Ｂｌａｃｋ 和 Ｃｏｘ 的假定，进
１９９５）
Ｓｃｈｗａｒｔｚ，

｛Ｆ－ ＶＴ，０｝。公司的债权可以看作由买入一个

在单一种类的债务，违约只发生在到期日，

一步考虑了利率期限结构的随机运动对违约

无风险零息票债券和和卖出一个以公司价

以及严格绝对的优先权，这些假设与现实不

风险的重要作用，将违约证券估值模型扩展

值为基础的，执行价格为 Ｆ 的看跌期权构

符，限制了模型在实践中的应用。此后，
大量

模型假定利率由不确
到随机利率的条件下［２］。

成。可以直接运用 Ｂｌａｃｋ－Ｓｃｈｏｌｅｓ 期权定价公

的专家学者发展了莫顿模型，他们通过放松

定性的 Ｖａｓｉｃｅｋ 随机过程来描述，短期无风

式得到违约零息债券在 ｔ 时刻的价格：

莫顿模型中的限制性假设，建立了更符合现

险利率服从动态过程：
ｄｒｔ＝（ａ－ ｂｒｔ）ｄｔ＋!ｒｄＷｒ（ｔ），

实的一般化模型。

其中，
ａ 是向均值调整的速度，系数 ｂ 是无风

Ｄｔ＝ＢＳ（Ｖｔ，Ｆ，ｒ，!，Ｔ－ ｔ）＝ｅ－ ｒ（Ｔ－ ｔ）Ｆ［Ｎ（ｄ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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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ｌ 为衡量公司债务债权的杠杆比
率，Ｎ（ｄ）为标准正态分布的累计分布函数，
ｌ、
ｄ２、
ｄ１ 分别为：
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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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莱克—科克斯模型

险利率 ｒｔ 的长期均值，
!ｒ 是瞬时标准差。龙

布莱克与科克斯（Ｂｌａｃｋ ａｎｄ Ｃｏｘ，
１９７６）

斯达夫与斯维茨假定违约边界值为常数 Ｋ，

首先放宽了莫顿模型中违约只能发生在到

当公司资产价值低于边界值时，
发生违约，
债

期日的限制，引入了可在债务期限任何时点

券持有者得到挽回率为 δ的证券面值。则违

随时发生的违约时间 τ
：
τ
＝ｉｎｆ｛ｔ：Ｖｔ≤Ｋｔ｝，其中

约债券的价值在 ｔ 时刻的表达式为：

Ｋｔ 为违约边界，它是使得公司继续运作的最

Ｄ（ｔ，
Ｔ）＝ＦＰ（ｔ，
Ｔ）［１－ δ
Ｑ（Ｖ／Ｋ，ｒ，Ｔ）］

小的公司价值，表示为：
Ｋｔ≡Ｃｅ

。布莱克

－ #（Ｔ－ ｔ）

（
３）

其中，
Ｑ（Ｖ／Ｋ，
ｒ，
Ｔ）为违约概率，违约债券

与科克斯进一步将债务分为优先债务（ｓｅ－

的价值依赖于公司资产价值 Ｖ 和违约边界

ｎｉｏｒ ｄｂｅｔ）和次级债务（ｊｕｎｉｏｒ ｄｅｂｔ），表示为：

Ｋ。该模型不仅放松了固定利率的限制，并且

收稿日期：２００５－ ０８－ １５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７０１７１００５）
作者简介：王琼（１９７０－ ），
女，陕西西安人，博士后，
研究方向为金融风险控制和金融产品创新；
袁泽沛，
男，
教授、博士生导师；冯宗宪，男，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
方向为理论经济学、金融经济学、国际金融学。

２００６·６ 月号·科技进步与对策

１４５

科技哲学与科学方法

考虑了利率与公司资产价值变化之间的相

近年来金融危机和金融事件的不断发生，使

杰罗、兰德和特布尔（Ｊａｒｒｏｗ，Ｌａｎｄｏ ａｎｄ

关关系。同时，在该模型中，
资产结构也更加

公司不仅会因为经济因素中平常条件的变

１９９７）通过信用等级转移矩阵确定
Ｔｕｒｎｂｕｌｌ，

复杂，优先权规律也更多。然而，由于模型框

化（如长期利率、公司经营状况、税收政策

违约强度，将违约强度过程看作有限状态的

架的复杂性，龙斯达夫与斯维茨并没有给出

等）引起违约，而且突发性的异常变化，如金

马尔可夫过程，提出了基于信用等级的定价

微分方程的闭式解。另外，由于模型中违约

融事件、金融危机等，同样会引发不可预料

模型，
简称 ＪＬＴ 模型。

边界是外生给定的，也就是说，违约边界与

的违约。基于期权理论的结构化模型以连续

假定违约时间 τ与无风险利率 ｒ 相独

资产价值水平无关，因此该模型存在一个重

时间的扩散过程描述资产价值，公司资产价

立，在有限状态空间 Ｓ＝｛１，
２，…，
Ｋ｝中，违约

要缺陷，即不能保证公司债务到期时，对债

值的变化属于平稳过程，因此不会因公司价

发生在首次击中违约状态的时间，违约时间

权人的支付不大于违约时公司的价值。换言

值的突然下降而违约。经典的结构化模型基

可进一步表示为：
＝ｉｎｆ｛ｔ∈０，
１，…，
Ｔ｝∶
Ｃｔ＝Ｋ｝，
τ
∶

之，公司可能在债务到期时，公司资产价值

本假设条件与现实的市场发生偏差，使模型

其中，离散时间的转移过程 Ｃ 为带有转移矩

高于违约边界值 Ｋ 但低于债务的面值，在这

在新的市场环境中面临挑战。近年来，一种

阵的奇次马尔可夫链。
与泊松过程相似，
在短

种条件下，尽管公司资产价值总在临界值之

新的约化模型（Ｒｅｄｕｃｅｄ－ｆｏｒｍ ｍｏｄｅｌｓ）引起了

从状态 ｉ 到状态 ｊ 的概率记为：
时间 "ｔ 内，

上，
公司也并非真正能偿付债务。

越来越多的重视［３］。该类模型放弃了对企业

Ｐ｛Ｋｔ＋"ｔ＝ｊ Ｋｔ＝ｉ｝＝λｉ，ｊ"ｔ

Ｂｒ ｉｙｓ—ｄｅ Ｖａｒ ｅｎｎｅ 模型

价值的假设，将违约看作由强度（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Ｂｒｉｙｓ 和 ｄｅ Ｖａｒｅｎｎｅ（１９９７）针对这一缺

决定的不可预测的泊松事件，强度消除了对

下，未来债券的变化由随机过程来描述。因

陷将布莱克和科克斯，龙斯达夫和斯维茨违

资产结构的依赖，使得模型采用市场中易于

此得到连续时间的违约强度矩阵 Λ：

约边界推广到随机利率环境下，假定债权人

得到的公司信用等级变动以及债券信用利

受到一个安全约定保护，使债券持有者被允

差等数据进行违约风险证券定价，因此也称

许触发提前破产，即赋予债券持有者让公司

之为基于强度的约化模型［４］。根据强度获取

破产或公司重组的权利。假定随机违约边界

的资料途径不同可将约化模型分为以 Ｊａｒ－

ｖ（ｔ）为安全约定触发点，表示为：
ｖ（ｔ）＝!·Ｆ·Ｐ（ｔ，

Ｌａｎｄｏ 和 Ｔｕｒｎｂｕｌｌ（１９９７）为代表的基于信
ｒｏｗ，

& λ１ λ１，２
’λ１，２ λ２
’
…
Λ＝ …
’
λ
λ
’
’ Ｋ－ １，１ Ｋ－ １，２
λ
λＫ，２
Ｋ，
１
(

Ｔ），其中，
Ｐ（ｔ，Ｔ）为面值为 １ 的无风险零息债

用 等 级 的 强 度 模 型 和 以 Ｄｕｆｆｉｅ－Ｓｉｎｇｌｅｔｏｎ

其中，
λｉｊ 为马尔可夫链中从 ｉ 到 ｊ 跳跃

券价值，
０≤!≤１。Ｂｒｉｙｓ 和 ｄｅ Ｖａｒｅｎｎｅ 假设

（
、
１９９７）
Ｈｕｌｌ 和 Ｗｈｉｔｅ （２０００，２００１）、
Ｓｃｈ(ｎ－

公司在 ｔ 时刻发行零息债券（面值 Ｆ，期限为

Ｈｏｕｗｅｌｉｎｇ 和 Ｖｏｒｓｔ （２００１）为 代
ｈｕｃｈｅｒ （２０００）、

，使
Ｔ）的单一同质债权以及剩余权益（股权）

表的基于信用利差的强度模型。

用风险中性定价技术得到时刻 ｔ 违约风险零

２．１

１．４

息债券的价格 Ｄｔ：

在给定初始信用等级的违约债券条件

…
…
…
…
…

λ１，Ｋ－ １
λ２，Ｋ－ １
…

λ１，Ｋ )
λ２，Ｋ *
*
…

*

λＫ－ １ λＫ－ １，Ｋ *
*
λＫ，Ｋ－ １ λＫ，Ｋ +

的转移强度。
假定违约与挽回率为外生变量，违约发
生在任意时间 τ
，
＜ｔ。则违约证券的价值可
τ

杰罗—兰德—特布尔模型

分为一对或有债权［（Ｆ，Ｔ），（δ
，τ
）］，其中（Ｆ，Ｔ）为不

杰 罗 和 特 布 尔 （Ｊａｒｒｏｗ ａｎｄ Ｔｕｒｎｂｕｌｌ，

发生违约时，
到期日 Ｔ 发行者支付面值 Ｆ；（δ
，

１９９５）首先将强度概念引入违约证券估值模

τ
）为发生违约事件时，债权人以挽回率 δ得

型中，他们假设违约时间 τ是由违约强度 λ

到的部分支付。在概率测度 Ｑ 下违约证券的

式中，
ＴＶ 型表示公司资产价值 Ｖ 第一次

确定的泊松过程，在很短时段 "ｔ 上，公司发

价值可以描述为：

跨过边界 ｖ（ｔ）的时间，
ｆ１ （
０≤ｆ１ ≤１）表示当违

生违约的概率为：
ｅｘｐ（－ λ"ｔ）≈λ"ｔ，强度 λ是

Ｄｔ＝Ｐ（ｔ，Ｔ）（ｆ１!Ｆ１Ｔ ＜Ｔ ＋Ｆ１Ｔ ≥Ｔ，Ｖ ≥Ｆ ＋ｆ２ＶＴ１Ｔ ≥Ｔ，Ｖ ＜Ｆ ）
Ｖ

Ｖ

Ｔ

Ｖ

Ｔ

（４）

约发生在到期日之前时债券持有者得到外
生规定的公司资产份额，ｆ２（
０≤ｆ２≤１）表示当
违约发生在到期日时的这一份额。从而公司
违约债券分解为 ３ 个组成部分：第一项为其
它条件相同的无风险零息债券；第二项为到
期日之前的违约支付；第三项给出到期日，

概率测度下，得到信用等级为 ｉ 的零息违约
证券价格：

（１９９８）发展了杰罗和特布尔关于违约强度的

机变量。则在风险中性概率测度 Ｑ 下，违约

品的兴起，违约风险变得更加复杂，尤其是

科技进步与对策·６ 月号·２００６

０

时间 τ的条件生存概率 Ｐｔ（τ
＞ｔ）可表示为：
ｔ

$

Ｅ ［１｛τ＞ｔ｝｜Ｑｔ］＝ｅｘｐ［ｔ： λ（ｕ）ｄｕ］
Ｑ

０

Ｐ｛τ
≤Ｔ Ｃｔ＝ｉ｝＝Ｐ｛ＣＴ＝Ｋ Ｃ０＝ｉ｝＝ｑｉＫ（ｔ，Ｔ）

ｔ

$λ

（
５）

违约强度过程意味非确定性违约时间

以上分析表明 ＪＬＴ 模型可以通过历史
经验数据如穆迪公司及 Ｓ＆Ｐ 公司的信用等
级转移矩阵中违约率来确定违约证券的价
格，也可通过观察的违约证券的价格来确定
同一信用等级的违约率［７］。但是，
ＪＬＴ 模型存
在一个主要缺陷，即隐含的表示同一信用等
级的公司具有相同的违约风险，使得模型的

的概率测度，它可视为在信息充分条件下，

精度受到影响。

在时间 τ
违约发生的条件概率。在保险
＞ｔ 时，

２．２

文献中，
通常被称为危险率。

（
８）

信用等级为 ｉ 的违约概率为：

间为带有连续时间随机强度过程 λ（ｔ）的 Ｃｏｘ

ｄｅ Ｖａｒｅｎｎｅ 模型关于安全约定触发点的假

随着现代风险环境的变化和信用衍生

Ｄｔ（ｔ，Ｔ）＝ＦＰ（ｔ，Ｔ）（１－ δ
Ｐ｛τ
≤Ｔ Ｃｔ＝ｉ｝）

概念，进一步将强度看作随机变量［６］，违约时

（ｕ）ｄｕ≥Ｅ｝，其中，
Ｅ 为独立于强度的单位随

２ 基于强度过程的约化模型

假设市场不存在套利机会，在风险中性

度为常数 λ的假设显然与现实不符。Ｌａｎｄｏ

下债券持有者所得的最终现金流。Ｂｒｉｙｓ 和

模型的缺陷。

（
７）

度［５］。由于不同的公司违约率不同，因此，强

过程发生第一次跳跃时间，记为：
＝ｉｎｆ｛ｔ：
τ

设保证了债权人不可能得到比公司价值更

Ｄ＝Ｆ１｛τ＞ｔ｝＋Ｆδ
１｛τ≤ｔ｝

市场对公司瞬时违约风险的风险调整灵敏

资产价值高于临界值但低于债券面值条件

高的支付，从而纠正了 Ｌｏｎｇｓｔａｆｆ 和 Ｓｃｈｗａｒｔｚ

１４６

（
６）

杜菲—辛戈理特恩模型
杜菲（Ｄｕｆｆｉｅ）和辛戈理特恩（
Ｓｉｎｇｌｅｔ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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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８）提出另一类约化模型，模型将无风险

违约触发机制，给出公司资产结构变化对公

利率替换为带有违约强度过程调整的短期

司违约的影响，被广泛应用于不同的违约证

约化模型假设违约是在不确定时间发生的，

利率，按无风险债券的特点对违约风险债券

券的定价分析中，如可转换债券、可赎回债

将违约看作由强度决定的随机过程，考虑了

期限结构进行相似定义，利用无风险债券的

券、可通知偿还债券、
债券期权等。模型可以

不可预测的违约事件对违约证券价值的影

价格来推导出服从风险中性概率下，违约证

直接从公司价值评价证券的违约性，并适用

响，
使模型更加接近于现实。

券的估值模型。该模型将市场风险因素添加

于从分析公司财务状况如股东的偿债能力，

到违约证券估值模型中，得出即使信用等级

信用或最优资产结构的设计。

不发生变化，信用利差也可能改变，克服了
同一等级的违约风险相同的缺陷。

随着现代风险环境的变化和信用衍生

（
１）不确定性的违约事件。基于强度的

（
２）数据的可获取性。基于强度的约化
模型放弃了资产价值服从扩散过程的假设，
直接着眼于违约风险概率，利用市场易于获

品的兴起，违约证券结构更加复杂。尤其是

取的具体信息（如信用利差）对违约证券进

近年来金融危机和金融事件的不断发生，经

行定价研究，避免了对公司价值的评价，既

根据强度过程的定义，违约风险债券贴现率

典的以资产价值为基础的结构化模型的基

解决了结构化模型中存在的短时限问题，也

得到违约风险债券表达式：
Ｒ（ｕ）＝ｒ（ｕ）＋λ（ｕ），

本假设条件与现实的市场发生偏差，使模型

考虑到模型数据的获取和计算。

假定违约风险与无风险利率相互独立，

Ｔ

!

Ｄ（ｔ，Ｔ）＝Ｅｔ［ｅｘｐ（ ｒ（ｕ）＋λ（ｕ）ｄｕ）］
ｔ

（９）

进一步假设违约事件发生时，债权人可
以获得部分追索收入，即违约挽回率为 δ
，
（
９）式可改写为：
Ｄ（ｔ，Ｔ）＝Ｅｔ［ｅｘｐ（－

Ｔ

!ｒ（ｕ）＋δλ（ｕ）ｄｕ）］
ｔ

（１０）

则违约风险债券贴现率调整为：
Ｒ（ｕ）＝ｒ（ｕ）＋δ
λ（ｕ）

（１１）

因此，我们可以应用无风险利率期限结
构模型如 Ｖａｓｉｃｅｋ，ＣＩＲ 和 ＨＪＭ 模型等对参

在新的市场环境的运用中存在下列问题：

（
３）模型的灵活性。该类模型打破了公

（
１）模型的数据限制。结构化模型依赖

司经济行为与违约事件的联系，通过强度过

公司价值数据，公司资产价值和其动态变化

程给出非确定性违约时间概率测度，使得模

的波动性通常在金融市场中是不易直接观

型易于灵活处理。

察的。虽然股权的总价值可以通过股票的市

然而，由于在约化模型中，违约强度被

场数据推出，但令人质疑的是，估算的股价

看作外生过程，违约过程后的经济机制被掩

波动率是否可作为公司资产价值波动估算

盖，因此，没有揭示出公司资产结构与公司

的可信指标。而对一些发行者，
如主权债务，

违约风险的关系，也不能洞察到动态期限结

不存在公司价值，这使得以公司价值为基础

构的成因。我们相信随着理论模型的进一步

的结构化模型在实践中的执行相当困难。

成熟和完善，新一代的模型将广泛应用于更

（
２）模型假设的限制。结构化模型是以

数进行估计。

加复杂的违约证券，如主权债务、互换和约、

杜菲—辛戈理特恩模型提供了丰富动

连续时间的扩散过程描述资产价值。在这种

信用互换、信用利差期权等违约证券的估值

态的信用利差期限结构，我们可根据市场观

假设条件下，公司资产价值的变化属于平稳

研究中。

测的相同期限的违约债券收益和无风险债

过程，因此不会因公司价值的突然下降而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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券收益来确定违约强度过程，也可根据已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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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
在实际的金融

成熟的方法对无风险利率和违约强度的期

市场中，公司不仅会因为经济因素中平常条

限结构中的参数（Ф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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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无风险利率期限结构和公司的违约特征

简单假设违约发生在公司价值低于某一边

之间存在一定的相关性，并提出了比 ＪＬＴ 模

界值。随着国际金融全球化的发展，违约事

型更加通用的马尔可夫模型。然而，这种方

件的发生不仅受到各种环境因素的影响，而

法的缺陷是当与经验违约相关度相比，违约

且公司之间违约变化存在一定相关性。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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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的证券进行估值分析，扩展了基于强度

期违约模型。

的约化模型。

３．２

３．１

证券的理论、应用和实践［
Ｍ］
．史树中等译．北
京：机械工业出版社，
２００２．

的考虑，
不能全面地反映违约风险的特征。

（Ｃｏｘ ｐｒｏｃｅｓｓ）来进行违约证券估价，该模型假

模型的评析

伊，
佛朗索瓦·德瓦雷纳．期权、期货和特种衍生

料的违约。
因此，
扩散过程缺乏对突发性事件

的兴趣。兰多（Ｌａｎｄｏ，１９９８）用考克斯过程

３

［１］埃里克·布里斯，蒙齐尔·贝莱拉赫，胡·明·马

［３］Ｄｕｆｆｉｅ， Ｄ． ａｎｄ Ｋ．Ｊ． Ｓｉｎｇｌｅｔｏｎ． Ｍｏｄｅｌｌｉｎｇ Ｔｅｒｍ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ｏｆ Ｄｆａｕｌｔａｂｌｅ Ｂｏｎｄｓ．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Ｆｉｎａ－
ｎｃｉ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１９９９，（１２）：６８７－ ７２０．
［４］Ｌａｎｄｏ，Ｄ．Ｏｎ Ｃｏｘ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 ａｎｄ ｃｒｅｄｉｔ－ｒｉｓｋｙ ｓｅｃｕ－
：
２）
ｒｉｔｉｅｓ．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Ｄｅｒｉｖａｔｉｖｅ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１９９８，（
９９－ １２０．
［５］Ｌｏｎｇｓｔａｆｆ，Ｅ．Ｓ． ａｎｄ Ｓｃｈｗａｒｔｚ． Ａ ｓｉｍｐｌｅ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ｔｏ ｖａｌｕｉｎｇ ｒｉｓｋｙ ｆｉｘｅｄ ａｎｄ ｆｌｏａｔｉｎｇ ｒａｔｅ ｄｅｂｔ．Ｊｏｕｒ－
ｎａｌ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ｅ， １９９５，（５０）：７８９－ ８１９．
［６］Ｊａｒｒｏｗ， Ｒ． ａｎｄ Ｓ． Ｔｕｒｎｂｕｌｌ． Ｐｒｉｃｉｎｇ ｄｅｒｉｖａｔｉｖｅｓ

约化模型的优缺点

ｏｎ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ｉｅｓ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ｔｏ ｄｅｆａｕｌｔ ｒｉｓｋ．

基于强度的约化模型是近年发展起来

：５３－ ８６．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ｅ １９９５，（５０）

的新一代的违约证券定价模型，与结构化模

［７］Ｊａｒｒｏｗ，Ｒ．Ａ．，Ｙｕ，Ｆ．Ｃｏｕｎｔｅｒｐａｒｔｙ ｒｉｓｋ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ｒｉｃ－

结构化模型的优缺点

型相比，新的违约证券估值模型的重要发展

１９９９．
ｉｎｇ ｏｆ ｄｅｆａｕｌｔａｂｌｅ ｓｅｃｕｒｉｔｉｅｓ．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

结构化模型结构简单直观，揭示了公司

主要有：

（
责任编辑：
赵贤瑶）

２００６·６ 月号·科技进步与对策

１４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