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专题

买卖价差构成理论研究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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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买卖价差构成是市场微观结构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本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ｒｉｃｅ ｓｐｒｅａｄ ｉｓ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文根据文献发表时间和文献之间的逻辑关系，对买卖价差构成 ｐａｒｔ ｏｆ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ｎ ｍｉｃｒｏ－ｍａｒｋｅｔ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Ｔｈｅ ａｕｔｈｏｒ
理论的相关文献进行全面、系统的回顾和评述。作者将买卖价 ｍａｋｅｓ ａ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ａｎｄ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ｎ
差构成的相关文献分为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两部分：在理论研 ｐａｐｅｒｓｒｅｌａｔｉｎｇｔｏｔｈｉｓｔｏｐｉｃ，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ｔｏ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究部分，系统回顾了买卖价差的存货模型和信息模型；在实证 ｏｎ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ｂａｓｉｓ．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研究部分，根据市场交易机制的不同，分别介绍、评述报价驱 ｓｅｓｓｉｏｎ ｒｅｌａｔｅｓ ｔｏ ｉｎｖｅｎｔｏｒｙ ｍｏｄｕｌｅ 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动市场和指令驱动市场的买卖价差成分分解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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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且不够成熟，非理性程度较高。其

者了解上市公司盈利水平等基本情况

如前所述，我国亏损上市公司的

表现为“噪音交易者”众多、羊群行

的重要渠道。但是，由于２０００年以来

托宾Ｑ值始终高于微利公司，２０００年

为普遍、对信息的过度反应和反应不

我国证券市场陆续揭露出了“银广

以来甚至高于绩优公司。在现实中表

足现象时有发生等。

夏”、“蓝田”、“东方电子”等上

现为，一些亏损公司在发布了“被特

２００１～２００３年，我国上市公司的

市公司财务数据造假案件，使得投资

别处理”（ＳＴ）的公告后，其股价不跌

盈利水平显著提高。由于监管力度的

者对上市公司财务数据的信任度降

反涨。从行为金融学的角度看，由于

增强，会计制度的完善，上市公司信

低。这也是２００１～２００３年上市公司市

我国证券市场上壳资源的稀缺性，这

息披露质量也有很大改进，但上市公

场价值与盈利水平逆向而行的另一个

类公告效应带来的不仅是公司陷入严

司的平均托宾Ｑ值却呈下降趋势。其

重要原因。

重困境的信息，更是该公司可能会成

主要原因之一是此段时期我国股票市

３．基于重组题材的反向投资

为潜在并购目标，进而给投资者带来

场持续低迷，投资者被悲观情绪所支

反向投资策略就是买进过去表现

未来收益的预期。因此，一些投资者

配，对年报所披露的上市公司业绩提

差的股票，而卖出过去表现好的股

运用反向投资策略，大量买入此类公

高的信息反应不足，致使股票价值被

票，如买进低市盈率的股票、股票市

司股票。

低估。

值与账面价值比值低的股票、历史收

２０００年以来，由于我国股票市场低

２．对信息的信任度降低

益率低的股票等。行为金融学认为，

迷，并购成本较低，市场上并购重组

年度财务报表是上市公司经营成

反向投资策略是对股市过度反应的一

活动频繁，从而出现了亏损上市公司

种纠正。

的托宾Ｑ值高于绩优公司的现象。 ■

果及财务状况的具体表现，也是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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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卖价差是金融市场普遍存在的

Ｄｅｍｓｅｔｚ提出的买卖价差模型考虑

做市商持有次优存货所产生的风险。

现象，买卖价差的大小已成为衡量证

了买卖双方交易过程的时间长短、交

存货模型就是按此思路根据做市商对

券市场流动性的重要尺度。但是，为

易数量和交易意愿的强弱等决定买卖

风险和收益的调整来分析做市商的定

什么存在买卖价差？影响买卖价差的

价差的因素。但他只简单考虑了指令

价策略。

因素是什么？如何估算不同因素对买

处理成本，没有具体地分析交易指令

存货模型主要有三大类：第一类

卖价差的贡献度？传统的金融理论无

流的性质，以及在交易指令流不确定

以Ｇａｒｍａｎ为代表，着重分析指令流的

法回答这些问题。随着金融市场微观

的前提下做市商如何设定价差以调整

性质在证券交易价格决定中的作用。

结构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这些问题

其现金头寸和存货头寸满足自身需

第二类以Ｈｏ、Ｓｔｏｌｌ以及 Ｏ’Ｈａｒａ和

逐步找到了它们的答案，买卖价差理

要；同时他也没有考虑信息不对称因

Ｏｌｄｆｉｅｌｄ等人为代表，着重分析做市商

论也成为了金融市场微观结构理论的

素的影响，从而也就无法得出影响价

的最优决策问题，包括做市商单期最

重要组成部分，有关买卖价差构成的

差产生和变化的具体因素。

优化模型和多期最优化模型两类。第

文献十分丰富。

买卖价差理论的提出
［９］

３ ２

买卖价差理论的

三类以Ｃｏｈｅｎ、Ｍａｉｅｒ、Ｓｃｈｗａｒｔｚ和
Ｗｈｉｔｃｏｍｂ以及Ｈｏ、Ｓｔｏｌｌ为代表，着重

第一种思路——存货模型

分析存在多个流动性提供者时存货成

Ｄｅｍｓｅｔｚ １９６８年提出的买卖价差

在Ｄｅｍｓｅｔｚ的经典论文发表之后的

本对价格的决定作用。所有分析方法

模型，通过分析供给和需求方的时间

一段时期内，对买卖价差问题的研究主

的核心是分析做市商如何处理价格和

决策如何影响证券价格的决定，首次

要集中在报价驱动市场的存货模型。

存货的不确定性，即在不同的市场环

将微观交易机制引入证券交易价格的

尽管以下各个模型分析的具体方法不

境下做市商如何设定买卖价差。

形成过程，突破了市场均衡价格的形

同，但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即以存

Ｇａｒｍａｎ（１９７６） 率先通过研究做市

成是一个无摩擦瓦尔拉斯均衡过程的

货为基础，考察买卖价差和做市商存

商的破产问题来分析做市商的定价机

传统理论框架。Ｄｅｍｓｅｔｚ对市场交易价

货成本之间的关系，因此这些模型统

制。模型假定交易指令是外生变量，

格形成过程的研究始于对交易成本的

称为存货模型。存货理论的主要观点

服从泊松分布，而买卖指令服从独立

观察，他发现交易成本包括两部分：

是：（１）股票与现金存货成本影响价

的泊松随机过程必将导致买卖指令的

一部分是显性成本如手续费和佣金；

差，价差是存货成本的反映；（２）做市

不平衡，这种不平衡是做市商定价的

另一部分是隐性成本，它就是买卖价

商为保证做市成功，保有一定的存

关键。市场存在单一的垄断做市商，

差，隐藏在成交价格中。由于交易指

货；（３）存货规模取决于存货的内在价

做市商设定买卖报价并出清所有指

令流的不确定性，供给和需求的双方

值，影响价差的大小；（４）影响存货规

令。做市商在避免破产的前提下追求

在时间和数量上很难达到一致，因此

模的因素包括交易制度、偏好、成本

期望收益最大化，但不能不进行交

市场不可能在同一时点上出清所有的

及其他因素。它的基本思路是：做市

易，因此在风险中性的前提下其唯一

买卖交易指令，这就需要能够提供即

商可以看作是投资者，通过权衡收益

采取的行动是合理设定买卖报价，并

时交易服务的独立市场参与者，这些

和风险构建最优投资组合。如果做市

且在交易开始时只能一次性设定买卖

特殊的市场参与者就是做市商。做市

商的目标是单纯地最大化其每单位时

报价。Ｇａｒｍａｎ模型从交易指令流的性

商通过设定买卖报价提供即时性服务

间的期望收益，那么，他们会以价差

质出发研究做市商的定价行为，开创

以出清所有满足价格要求的交易指

作为一种调整机制将存货（ 股票和现

性地提出了证券市场的微观结构决定

令，保证交易的即时性和证券价格的

金）头寸和价值保持在最优水平。但是

证券市场的价格行为。但是模型中很

连续性。为弥补提供即时性服务而产

提供即时交易的义务使他们不得不持

多假设过于机械化，其定价行为过于

生的成本，做市商必须平均以高于他

有次优的存货头寸和价值从而偏离最

简单，与实际金融市场相去甚远，因

们买入股票的价格卖出股票。

优投资组合。所以，买卖价差要弥补

此不具备有效的现实指导意义。

［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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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成功地从存货角度说明了做市商

类的委托提供流动性），如果投资者既

为ＡＭ模型） 延伸了Ｇａｒｍａｎ模型并修正

的定价行为，但是模型的严格假定条

可以提交市价指令又能提交限价指

其假定：做市商的定价策略服从半马

件限制了其在金融市场的运用。另

令，同时市场上不存在主动交易的做

尔可夫过程。其中的状态变量是存货

外，模型只是个两期模型，同时假定

市商，那么价差就是由交易指令的成

头寸，因此做市商实施的定价策略不

做市商知道清算的时间，而在真实市

交概率和交易成本共同决定的。如果

仅决定于现在的存货头寸，而且与做

场条件下，做市商在什么时间清算是

价差很大，会打击交易者提交市价指

市商在此头寸停留的时间有关；同时

不确定。

令的积极性，转而提交限价指令，并

Ａｍｉｈｕｄ和Ｍｅｎｄｅｌｓｏｎ（１９８０，简称
［２］

［２２］

存货头寸由于外部因素影响被限制在

Ｈｏ和Ｓｔｏｌｌ（１９８１） 将Ｓｔｏｌｌ（１９７８）的

导致价差缩小；反之，交易者会积极

有限的状态变量中，从而做市商不存

分析从两期扩展到多期。他们延续了

提交市价指令，这又会加大价差。因

在因为存货被耗尽而破产的可能，其

Ｓｔｏｌｌ（１９７８）的基本框架，但在存货收益

此，价差的大小取决于交易者的指令

唯一目标是最大化净现金流。ＡＭ模型

不确定性的基础上增加了交易的不确

选择，而这又取决于指令的成交概率

通过分析交易指令流的特征对做市商

定性，同时还引进了公众需求函数。

和执行成本。Ｃ Ｍ Ｓ Ｗ 认为，价差是交

目标函数的影响，得出三个重要结

他们提出：（１）做市商的价差设定取决

易成本的要求，非零的价差是市场均

论：（１）最优买卖报价是存货头寸的单

于交易的周期，周期越长，价差越

衡的表现。

调递减函数；（２）存在正的价差，并且

大，以弥补其存货风险与资产组合风

Ｈｏ和Ｓｔｏｌｌ（１９８３） 在延续他们１９８１

最优买卖报价分别位于市场交易指令

险；（２）周期风险引致价差的调整幅度

年模型的分析框架基础上，扩展了

均衡时价格的两侧。（３）做市商存在最

取决于做市商的风险厌恶系数、交易

Ｃ Ｍ Ｓ Ｗ 模型，分析了多个做市商、多

优存货头寸，因而实行动态定价策

规模及股票的风险程度（瞬时方差）。

个时期和多只股票的市场条件下做市

略。当存货头寸偏离最佳头寸时，做

（３）买卖价差与存货水平无关。

商的定价行为以及证券价格的产生和

［２７］

［２３］

市商将调整买卖报价使存货头寸恢复

Ｏ’Ｈａｒａ和Ｏｌｄｆｉｅｌｄ（１９８６） 的模型

价差的性质。他们发现，竞争的结果

到最佳水平。另外，ＡＭ模型在假定指

也是一个多期模型。该模型考虑了做

会使价差缩小，但不会使价差趋于

令流到达速率为价格的线性函数之

市商的风险偏好，假定存在一个风险

零；此外，存货头寸的预期以及对其

后，发现在最优存货头寸交易时做市

厌恶的做市商在一个无限期的跨度内

他做市商的成本及行为的预期，都会

商设定的价差最小。

最大化其交易利润，并将交易指令区

影响该做市商的报价及价差。

［２９］

Ｓｔｏｌｌ（１９７８） 认为做市商是风险厌

分为限价指令和市价指令（此前的模型

存货模型认为产生价差的原因是

恶的（而Ｇａｒｍａｎ模型中做市商为风险中

假设投资者仅能提交市价指令）。研究

包括存货成本在内的交易成本。这种

性），需要制定合适的价差以补偿提供

结果表明，价差可以分解为三个成

传统的微观结构理论对市场价格行为

即时交易服务所承担的风险。模型假

分：由已知限价指令界定的部分，对

的解释有一定局限性。首先，其严格

定做市商在第一期设定买卖报价，在

预期市价指令的风险中性调整部分，

的假设，如交易指令流服从泊松分布

第二期清算，同时做市商的融资能力

以及对市价指令和存货价值不确定性

和交易者不存在信息不对称等，都与

不受限制，因此不存在破产风险。

的风险调整部分。他们预测，做市商

现实市场条件不尽相符；其次，存货

Ｓｔｏｌｌ（１９７８）已经指出做市商的成本包括

的风险偏好在决定价差幅度方面有着

模型无法充分准确地描述做市商的定

存货持有成本、指令持有成本和信息

重要的作用。

价策略以及价格的变化，这限制了存

成本，但是他主要分析了存货持有成

Ｃｏｈｅｎ、Ｍ ａ ｉ ｅ ｒ 、Ｓ ｃ ｈ ｗ ａ ｒ ｔ ｚ和

货模型的应用。存货模型的实证检验

本对做市商决策的影响。通过对做市

Ｗｈｉｔｃｏｍｂ（１９８１，简称为ＣＭＳＷ模型）

结果也表明，存货模型对市场价格行

商最优决策问题的求解，Ｓｔｏｌｌ发现做

将单一做市商扩展到多个相互竞争的

为的解释能力十分有限。因此，随着

市商的存货头寸只影响买卖报价的高

做市商。研究发现，在竞争性市场上

信息经济学和博弈论在经济学中的应

低，而不影响价差的大小。虽然Ｓｔｏｌｌ

（有多个做市商提供流动性或靠不同种

用，另一类解释能力更强的市场微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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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

理论专题
结构理论模型——信息模型——逐渐

知情交易者的期望收益弥补知情交易

者的比例。而且该模型在分析价差形

发展了起来，并迅速成为学术研究的

者的期望损失。该文章明确指出了信

成中所使用的概率结构是一大贡献，

主流。

息不对称所产生的信息成本是买卖价

此后的许多学者在做类似的研究时都

差形成的原因，这是买卖价差形成的

使用了这一方法。但模型属于静态的

一个全新解释。信息模型认为，即使

一次交易模型，它假设股票的真实价

在不存在交易成本等摩擦的完全竞争

格在一期交易之后就反映了所有信

市场，由信息不对称导致的逆向选择

息，而实际上信息对价格的影响并不

也足以引起买卖价差的存在。

一定是单期的，而更有可能是一个多

买卖价差理论的第二种
思路——信息模型
信息模型集中探讨不均衡信息对
市场价格的影响。与存货模型相比，
信息模型可用于分析信息（指令类型、

Ｃｏｐｅｌａｎｄ和Ｇａｌａｉ （以下简称ＣＧ模

期的动态过程。它往往是通过交易逐

规模、时间）对价格调整的影响，还可

型）１９８３年首次正式提出信息成本的概

渐被揭示出来的，交易本身起了传递

用于分析价格与信息间的动态关系，

念，并建立了一个存在知情交易者的

和解释信息的作用，做市商通过观察

研究做市商和非知情交易者的学习问

情况下做市商定价问题的单期模型。

交易、通过学习可以逐步了解到交易

题，同时还能解释知情交易者和非知

由于模型首次对价差形成中的信息成

中包含的信息，从而调整他们对真实

情交易者的交易策略。其最大优点是

本因素进行了系统分析，该文可以称

价值的预期，进而影响其定价行为。

能够考察做市商调整报价的动态过

为信息模型的雏形。该研究用了两种

所以，ＣＧ模型无法分析做市商的动态

程，分析市场参数（市场大小、规模大

几乎截然不同的方法来分析价差的形

学习过程以及做市商定价的动态调整

小、大额交易与小额交易的比例等）如

成。第一种分析方法假定做市商风险

过程。

何影响报价和价差的变化，洞察不对

中性并与众多交易者进行交易，做市

信息模型真正取得长足的发展是

称信息如何影响市场价格行为，从而

商通过设定价差以实现其预期收益最

在上个世纪８０ 年代中后期。１ ９ ８ ５年

为证券市场行为的实证研究提供有益

大化的目标。而第二种方法将做市商

Ｇｌｏｓｔｅｎ和Ｍｉｌｇｒｏｍ 首次将动态因素引

的指导。因此，信息模型已成为解释

设定的价差看作是做市商向交易者提

入了信息模型，建立起了序贯交易模

买卖价差等市场价格行为的主流。

供的看涨、看跌期权。尽管第二种方

型（Ｓｅｑｕｅｎｔｉ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Ｍｏｄｅｌ）。该模型弥

Ｂａｇｅｈｏｔ １９７１年 首次将博弈论引

法可能抓住了做市商头寸的一个重要

补了ＣＧ模型的不足，它假设所有市场

入微观结构理论研究，尝试用信息成

特征，但与其说它是一种方法，不如

参与者都是风险中性、相互竞争的，

本解释买卖价差，构建了信息模型的

说它是一种思想。ＣＧ模型的重要结论

做市商的期望收益为零，标的资产的

基本分析框架。他将交易者分为不知

是：即使是风险中性的、竞争性的做

最终价值由随机变量 Ｋ 决定。在某一

情交易者（Ｕｎｉｎｆｏｒｍｅｄ Ｔｒａｄｅｒ）和知情交

市商，只要市场上存在信息不对称，

时点上只允许一位交易者进行交易，

易者（Ｉｎｆｏｒｍｅｄ Ｔｒａｄｅｒ）两种，不知情交

买卖价差就会存在。因此，即使不存

并且只能交易一个单位，交易者有选

易者出于流动性需求而不是信息优势

在做市商的风险厌恶和市场垄断因素

择交易与否的自由。由于指令类型具

进行交易 ，因而是流动性交易者。做

以及存货成本因素，只要知情交易者

有信号作用，每一次交易结束后做市

市商在与非知情交易者交易时总是获

的比例大于零，买卖价差仍然会存

商将根据交易者提交的指令的类型，

利，其收益来自设定的买卖价差。知

在。ＣＧ模型量化了Ｂａｇｅｈｏｔ提出的仅由

依据贝叶斯学习过程调整买卖报价。

情交易者拥有与证券真实价值有关的

信息不对称就足以引起价差的观点。

例如交易者的买入指令将使得做市商

未公开信息，而且拥有是否进行交易

该模型的优点在于能够计算做市商的

向上调整卖出报价，这种调整过程就

的选择权，而做市商却必须尽其义务

预期盈利和损失，进而估计价差大

是一种贝叶斯学习过程。模型的主要

做市，所以做市商在与知情交易者交

小，同时它也指出价差的大小与许多

结论是：同ＣＧ模型的结论一样，买卖

易时总是遭受损失。因此，做市商在

市场参数有关，尤其是交易者的价格

价差的产生独立于外在的交易成本或

报价时必须设定合理的价差，用对不

需求弹性和知情交易者与非知情交易

存货成本，仅由信息不对称导致的逆

［３］

１

３ ４

［７］

［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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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专题
向选择就足以产生买卖价差；交易价

Ｄｅｍｓｅｔｚ（１９６８）认为指令处理成本

列协方差。Ｒｏｌｌ这篇文章是协方差方

格服从鞅过程；在某些条件下，由信

构成买卖价差，存货模型说明存货持

法的起源，他不但提供了一种度量有

息不对称导致的逆向选择有可能使市

有成本引起买卖价差，而信息模型则

效价差的方法，而且说明了买卖价差

场崩溃。该篇文章着重考察了做市商

说明即使不存在指令处理成本和存货

对资产收益的时序特性的影响，从而

如何根据从指令流的变化中学习到的

持有成本，交易双方信息不对称引致

为买卖价差的分解提供了一种思路。

信息对价格进行动态调整，并运用贝

的信息成本足以引致买卖价差。因此

但是Ｒｏｌｌ的价差模型只是简单的指令

叶斯学习过程就交易指令类型如何对

学者们量化这些成本时认为买卖价差

处理成本模型，而且没有指出有效买

做市商的定价产生影响进行了动态分

主要由存货持有成本、指令处理成本

卖价差和买卖价差的关系。

析，在信息模型的发展史上具有划时

和信息成本构成。以下分别介绍报价

Ｃｈｏｉ、Ｓａｌａｎｄｒｏ和Ｓｈａｓｔｒｉ（１９８８）认

代的意义，标志着市场微观结构理论

驱动市场和指令驱动市场买卖价差成

为有效买卖价差的计算还应考虑交易

正式迈入了第二阶段。从此，研究的

分分解的研究。

类型序列相关（即后续指令的持续性）

重点转到了做市商的动态学习过程以
及信息如何影响价格行为方面。

一、报价驱动市场买卖价差成分

［５］

的可能性，因此他们提出有效价差＝
２√－ｃｏｖ（△Ｐｔ，△Ｐｔ＋１）／（１－δ），其中δ

分解研究

针对模型中交易规模不变即交易

有关买卖价差分解的研究大多针

就是交易类型的序列相关性。他们以

者每次只能交易一个单位的假设，

对报价驱动市场。分解方法主要有两

芝加哥期权交易所交易的期权日内交

Ｅａｓｅｌｙ和Ｏ’Ｈａｒａ 于１９８７ 年引入信息

大类：一类是协方差法，另一类是交

易数据为样本，先用最大似然法估算

存在的不确定性，提出了新模型，研

易指示法。

了δ，然后再估计出有效买卖价差。

［１０］

究交易规模对做市商定价策略的影

１．协方差法

他们发现，用此模型估算的有效买卖

响。他们认为做市商的定价策略会依

这类方法认为：指令处理成本和

价差解释可超过８０％ 的买卖价差的横

赖于指令规模，随着交易规模的扩

存货持有成本等暂时因素会引起交易

大，做市商对股票的内在价值越来越

价格变化的暂时波动，同时存货持有

Ｓｔｏｌｌ（１９８９）［３０］提出了一个比Ｒｏｌｌ

有信心，因此价差将趋于缩小，但大

成本会引起报价价格变化的暂时波

（１９８４）模型更一般的、全面考虑并分解

额交易会扩大做市商的报价差。这两

动，因此交易价格和报价价格变化的

买卖价差三种成分的分解模型：

位学者１９９２年还考察了交易时间对做

时间序列数据就会具有序列负相关的

市商定价策略的影响，发现无论交易

性质。而信息成本引起价格的永久变

是否达成都会给做市商提供一定的信

化，不会引起交易价格变化的时间序

息，交易间隔影响价差的大小。

列数据的序列负相关，同时指令处理

截面差异。

２ ２

ｃｏｖＴ≡ｃｏｖ（△Ｐｔ，△Ｐｔ＋１）＝Ｓ［ｄ（１－
２

２π）－π（１－２ｄ）］
２２

ｃｏｖＱ≡ｃｏｖ（△Ｑｔ，△Ｑｔ＋１）＝Ｓ ｄ （１－
２π）

信息模型也存在着不足：它不能

成本和信息成本不会引起报价价格变

其中，

描述信息融入价格的速度，因为它假

化的序列负相关，所以买卖价差的成

ｃｏｖＴ、ｃｏｖＱ分别指以交易价格、

定价格最终收敛于完全信息水平下的

分可由序列协方差推出。

资产价值，而实际上，收敛仅仅发生

［２８］

Ｒｏｌｌ（１９８４）

认为，在强市场有

报价价格计算的协方差；
△Ｐ ｔ ，△Ｑ ｔ 分别指在ｔ时刻交易价

在极限情况下。同时它只是简单假定

效、价格变化的概率分布固定的条件

交易者根据概率从总体中被挑选出来

下，买卖价差引起市场价格变化序列

Ｓ指观察到的买卖价差；

进行交易，不考虑交易者是如何排队

负相关。因此，有效买卖价差

ｄ指价格变化的幅度；

交易的，因而不能分析交易者的交易策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ｓｐｒｅａｄ）可以用交易价格变化

π指交易发起方转变的概率。

的一阶序列协方差来衡量，即：有效

Ｓｔｏｌｌ模型第一次明确指出：价差

价差＝２√－ｃｏｖ（△Ｐｔ，△Ｐｔ＋１），其中，

理论就是买卖报价价差的理论，要分

ｃｏｖ（△Ｐｔ，△Ｐｔ＋１）就是价格变化的一阶序

解的价差就是报价价差。在存在存货

２

略。

买卖价差成分分解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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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报价价格的变化；

３５

理论专题
持有成本和逆向选择成本的情况下有
效价差小于报价价差。买卖价差和收
益的协方差关系依收益是以交易价格
还是以报价价格计算而不同。运用该
分解模型，Ｓｔｏｌｌ 对１９８４年１０月至１２月
纳斯达克上市公司股票的买卖价差的
构成成分进行了估计。研究显示，尽
管纳斯达克股票买卖价差随公司不同
而不同，但其成分比例大致相同，指
令处理成本约占４７％ ，信息成本约占
４３％，存货持有成本则占１０％。Ｓｔｏｌｌ还
估计了交易发起方撤单（ｒｅｖｅｒｓａｌ）的概
率为５５％，撤单导致的平均价格变化
幅度为买卖价差的７３．４％。

买卖价差是衡量证券市场流动性的重要尺度。

Ｅｔ（Ｐｔ＋１）是ｔ时刻未来一期的预期价

Ｇｅｏｒｇｅ、
Ｋａｕｌ和
Ｎｉｍａｌｅｎｄｒａｎ（１９９１）
认为先前的分解方法由于没有考虑期

格；

望收益率的正自相关性，导致了买卖
价差及其成分被低估。为此，他们假
率随时间变动（即考虑Ｃｏｖ（Ｅｉｔ，Ｅｉｔ－１）），
同时他们假定存货持有成本为０，交易
类型不存在序列相关。他们的基本模
型如下：
Ｃｏｖ（ＲｉＴｔ，ＲｉＴｔ－１）＝
Ｃｏｖ（Ｅｉｔ，Ｅｉｔ－１）－
π
ｉ
２

ｓｑｔ ／４
运用该模型，他们对１９６３～１９８５

从而降低报价。其最基本的做法是定
义Ｑｔ为交易指示量，当交易是买方发

例；
θ是指令持续性与有效价差的比
３

例 ；

起时为＋１，当交易是卖方发起时则为
－１。然后将它与价格变化和交易规模

γ是指令处理成本与有效价差的

联系起来推出买卖价差的成分。这类
５

比例。

研究主要有以下几篇 。
［１４］

他们以证券市场研究机构（ＩＳＳＭ）

Ｇｌｏｓｔｅｎ和Ｈａｒｒｉｓ（１９８８） （下文简称

１９８８年没有进行股票分割、且股票交

ＧＨ模型）第一次以显性的方式提出买

易超过２５００笔的公司中的前１５０家为样

卖价差分解公式。ＧＨ模型也是第一个

本，研究发现，样本的信息成本约为

交易指示回归模型。他们将买卖价差

４

年在纽约证券交易所和美国股票交易

有效价差的３５％ ，信息成本和交易规

分解为暂时（ｔｒａｎｓｉｔｏｒｙ）和逆向选择成

所交易的股票以及１９８３～１９８７年纳斯

模呈正相关。指令处理成本约占有效

分。暂时成分反映了指令处理成本、

达克股票的日数据和周数据进行分

价差的３３％，指令处理成本与交易规

存货持有成本、结算成本和垄断租金

析。研究发现，预期收益率的正自相

模呈负相关。同时，全部样本的θ值

等，而逆向选择成分则反映了做市商

关性确实导致了买卖价差的低估。

为６６％。类似于指令处理成本，随着

与知情交易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模

Ｌｉｎ、Ｓａｎｇｅｒ和Ｂｏｏｔｈ（１９９５） （下文

交易规模变大指令持续性趋于下降。

型的独特之处在于逆向选择成分Ｚ０和

简称ＬＳＢ模型）研究了买卖价差的成分

ＬＳＢ模型的优点在于简单明了，但它

暂时成分Ｃ０均为交易量的线性函数 ，

和交易规模的关系，并分解了买卖价

是个一期模型，无法考虑到长期的存

同时考虑由于离散价格可能产生的序

差。其模型如下：

货再平衡（ｒｅｂａｌａｎｃｉｎｇ）效应。

列负相关所导致的价差分解偏差。他

［２５］

Ｅｔ（Ｐｔ＋１）－Ｐｔ＝－（１－λ－θ）ｚｔ

２．交易指示法

γ＝１－λ－θ

这类方法的基本思想在于：做市

其中，

３ ６

值的预期从而提高报价，而在接受卖
出指令之后会降低对证券价值的预期

λ是信息成本与有效价差的比

定（不可观测的）真实价格的预期收益

图／Ｐｈｏｔｏｔｅｘ 摄

商在接受买入指令后会提高对证券价

６

们的基本模型为：
０

０

Ｐｔ－Ｐｔ－１＝ｃ０（Ｑｔ－Ｑｔ－１ Ｖｔ－１）＋ｃ１（ＱｔＶｔ
－Ｑｔ－１Ｖｔ－１）＋ｚ０Ｑｔ＋ｚ１ＱｔＶｔ＋ｅ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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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专题
其中：
０
Ｐ ｔ是观察到的第ｔ笔交易的成交价

格；
Ｑｔ 是交易指示量，当交易是买方

ξｔ指包含了价格离散性引起的随

价差的研究却相当有限。买卖价差并

机取整误差和随时间变化的收益率的

不是做市商制度仅有的，指令驱动市

误差项。

场同样存在买卖价差。Ｃ Ｍ Ｓ Ｗ 模型证

他们使用证券市场研究机构

明了当投资者面临评估信息、监控市

推动时为＋１，是卖方推动时为－１；

（ＩＳＳＭ）１９９０年２７４家公司的交易数据，

场和传递指令给市场的交易成本时指

Ｖ ｔ 是观察到的第ｔ 笔交易的成交

利用广义矩方法（ＧＭＭ）估计了四参数

令驱动市场买卖价差的存在性。

（逆向选择成分比例θ、交易成本成分

Ｇｌｏｓｔｅｎ（１９９４） 证明了指令驱动环境下

比例φ和交易在报价内发生的概率λ

信息不对称导致了买卖价差为正。

以及指令流的自相关γ）。研究发现，

Ｈａｎｄａ、Ｓｃｈｗａｒｔｚ和Ｔｉｗａｒｉ（１９９８） 认为

他们选取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

平均逆向选择成分估计值大约占买卖

买卖价差是指令驱动市场的自然性

的按字母顺序排列的前２０只股票为样

价差的４３％，平均交易成本成分则占

质，因为市场参与者愿意为价格的确

本，研究每只股票从１９８１年１２月１日开

剩余的５７％。

定性付费。

量；
ｅｔ是第ｔ笔交易和第ｔ－１笔交易之
间由于公共信息到达引起的噪音。

［２４］

［１３］

［１７］

［８］

始的前８００笔交易数据。他们发现，逆

Ｈｕａｎｇ和Ｓｔｏｌｌ（１９９７） 认为上述模

Ｄｅ Ｊｏｎｇ、Ｎｉｊｍａｎ和Ｒｏｅｌｌ（１９９６） 在

向选择成分与交易量的比例Ｚ１估计值

型并没有很好地完整分解出买卖价差

研究交易的价格效应时分解了买卖价

的均值在考虑和不考虑价格离散性时

的三个构成成分，为此他们糅合了以

差。他们选取巴黎证券交易所的１０家

结果相似，均显著为零。而暂时成分

往的模型，提出了一个简单的两因素

大公司的股票为样本，用改进的

Ｃ ０ 的估计值受价格离散性的影响较

模型：

Ｇｌｏｓｔｅｎ（１９９４）模型得出实证结果：信

大。文章断言，纽约证券交易所普通
股的买卖价差主要由信息不对称引
起，且信息不对称程度随着交易量的
增加而增大。
Ｍａｄａｎｖａｎ、Ｒｉｃｈａｒｄｓｏｎ和Ｒｏｏｍａｎｓ
［２６］

△Ｐｔ＝（ｓ ／２）（Ｑｔ－Ｑｔ－１ ）＋λ（ｓ／２）
Ｑｔ－１＋ｅｔ

息成本占买卖价差的３０～４５％，指令
处理成本则占５５～７０％。
［４］

其中，ｐｔ为第ｔ期的交易价格，λ

Ｂｒｏｃｋｍａｎ和Ｃｈｕｎｇ（１９９９） 选取了香

为信息成本和存货持有成本占半价差

港证券交易所１９９６年５月１日至１９９７年８

（ｈａｌｆ－ｓｐｒｅａｄ）的
比
例
。

月２９日３４５家没有发放股利和进行股票

（１９９７，下文简称ＭＲＲ模型） 为了分析

他们选取了１９９２年主要市场指数

分割的上市公司，应用ＬＳＢ模型发现，

买卖价差的日内模式和其他交易相关

（Ｍａｊｏｒ Ｍａｒｋｅｔ Ｉｎｄｅｘ）中的１９只成分股股

信息成本的中值约占有效价差的３３％，

变量，在ＧＨ模型的基础上提出了四参

票，发现指令处理成本约占８８．６％，而

指令处理成本的中值大约占４５％，指令

数模型：

存货持有成本和信息成本合占１１．４％。

持续性占２２％。他们还发现，公司股票

他们还利用交易流的序列相关性分离

交易越频繁（ｈｅａｖｉｌｙ ｔｒａｄｅｄ），其买卖价

出信息成本和存货持有成本。在考虑

差和信息成本越小，而不管交易是否

ρ＝２γ－（１－λ）

交易的聚类（ｃｌｕｓｔｅｒｉｎｇ）问题后，他们估

频繁指令处理成本则一直保持稳定，

其中：

计指令处理成本、存货持有成本和信

因此，买卖价差与交易频繁程度的关

ｐｔ为第期的交易价格；

息成本分别占买卖价差的６１．７％、２８．

系主要是由信息成本引起的。

ｘｔ是交易指示变量；

７％和９．６％。

Ｐｔ＝μｔ－１＋θ（ｘｔ－Ｅ［ｘｔ｜ｘｔ－１］）＋φ

ｘｔ＋εｔ＋ζｔ

ρ为交易指示变量的一阶自相关
系数；

二、指令驱动市场上买卖价差组
成成分分解的研究

γ为指令持续性；

［１］

Ａｈｎ、Ｃａｉ、Ｈａｍａｏ和Ｈｏ（２００２）

用

ＭＲＲ模型分解了东京证券交易所限价
指令簿上的买卖价差，但他们主要用

由于信息技术的发展和许多新兴

于分析价差的日内模式和买卖价差构

λ为交易在报价内发生的概率；

的股票市场选择指令驱动机制，对指

成与交易规模的关系。他们发现东京

φ为做市商提供流动性发生的每

令驱动系统中的买卖价差的研究显得

证券交易所买卖价差的日内模式呈Ｕ

日益重要，然而对指令驱动市场买卖

型，原因是信息成本和指令处理成本

股流动性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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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７

理论专题
均呈Ｕ 型。同时，信息成本随着交易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

究”，项目编号：０３ＪＢ６３００１７ 。国

规模的增大而增加，而指令处理成本

研究博士点基金资助项目：“信息对

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项目编

随着交易规模的增大而下降。

我国证券市场价格生成过程影响研

号：７０４７２０４８。）

■

１．后来Ｍｉｌｇｒｏｍ和Ｓｔｏｋｅｙ （１９８２）证明，
如果不知情交易者是出于投机动机而交易
的，那么他们的最好策略是放弃交易，否则
他们必然遭受损失。因此，不知情交易者是
出自流动性需要而进行交易。
２． 为此，一些学者发展了批量交易模
型。批量交易模型主要以理性预期为分析工
具，主要研究知情交易者与非知情交易者的
［１］Ａｈｎ Ｈ－Ｊ， Ｃａｉ Ｊｕｎ， Ｈａｍａ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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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８

注释
交易策略。
３．指令的持续性是指在某个投资者发出
买卖指令后其他的投资者也发出相同方向的
买卖指令。
４ ． Ｌ Ｓ Ｂ 并没有直接给出整体样本的结
果，这些结果由Ｂｒｏｃｋｍａｎ 和Ｃｈｕｎｇ（１９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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