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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额宝收益率与 SHIBOR关系实证研究

赵 曼 1

（南京审计大学金融学院，江苏 南京 211815）

摘   要：余额宝作为线上理财产品的代表，其余货币市场的基准利率存在着十分紧密

的联系。本文利用 2013 年 6 月 3 日至 2019 年 5 月 31 日的 1498 组数据，对于余额宝收益

率和 SHIBOR 进行了 VAR 模型的构建。实证研究的结果显示：余额宝收益率与我国的基准

利率SHIBOR之间是互为因果的，当期的余额宝收益率和SHIBOR受到各自前期数据的影响。

SHIBOR 虽然作为公认的市场基准利率，但是其市场基准性仍有很大的加强的空间；而对

于余额宝来说，应当要妥善经营，利用大数据等新技术完善自身的风险防范系统，降低风

险发生的可能性；监管部门应当审慎监管，在保证有效监管的前提下，适度监管，维护我

国金融市场的稳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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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2013 年 6 月支付宝与天弘基金联合推出了余额宝这一理财产品，其具有低门槛、高流动性、

高收益性等特点 [1]。该产品一推出便有巨大的群体来购买，受到很多消费者的喜爱。实质上，它

是一种货币型基金，天弘基金的销售系统内嵌于余额宝的购买内部。也就是说，消费者在购买余

额宝的背后，其实是购买了天弘基金 [2]。这就使得天弘基金获得了一部分可供其支配的沉淀资金。

货币基金的特点是具有较高的安全性、较强的流动性以及比较稳定的收益率，其在一定程度

上相当于 “ 准储蓄 ”[3]。这一类基金主要是用于投资期限较短的货币市场工具，包含了期限较短的

国债、信用评级高的信用债券以及票据等。在余额宝这一项业务管理中，天弘基金公司会根据基

金托管的规模的大小支付一定的平台服务费。这就直接导致了基金经理在进行资产管理时更偏好

具有高收益性质的同业存单上。

市场基准利率是随着市场对于货币的需求情况来变化的，它反映了市场中资金的成本以及资

金的供求状况。它是市场中其他利率的基准，其他利率会随着基准利率的波动而发生变化。我国

的上海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 SHIBOR 于 2007 年运行，是经过信用良好的银行报的人民币拆借利

率进行算术平均计算出来的利率，经过多年的发展，SHIBOR 显然已经成为我国的市场基准利率。

SHIBOR 作为市场基准利率，会影响其他的各种利率，这其中就包括余额宝收益率，但是余

额宝这一具有高流动性的线上理财产品是否能够对 SHIBOR 产生一定的影响是一直有争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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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人认为 SHIBOR 对于余额宝利率的影响是单向的，但也有很多人认为，余额宝这一类具有

很强流动性、占据较大市场份额的产品的出现推动了市场利率的发展，进而加速了我国利率市场

化的进程。针对以上两种不相统一的观点，本文将运用 VAR 的方法，从实证分析的角度来分析

SHIBOR 与余额宝收益率之间是否存在双向的影响机制，并根据实证得出的结果提出相关的建议。

二、文献综述

王莹（2013）从流动性、盈利性以及安全性这三个角度对余额宝进行了针对性的分析，最后

其认为余额宝当时 4% 的收益率是余额宝能够继续稳健发展的前提 [4]。廖愉平（2014）从互联网

理财产品（余额宝）的角度出发，分析了互联网金融的发展给传统银行业务带来的冲击，并根据

目前余额宝发展的情况，提出了风险防范问题 [5]。乔海曙和李颖（2014）从博弈的角度出发，认

为余额宝对于促进我国的利率市场化存在着极为明显的鲶鱼效应 [6]；而银行必须适应利率市场化

的节奏才能够提升社会福利；监管机构则应当对余额宝等新型理财产品进行适当的监管，既不能

任其野草式发展，也不能过度监管，要为金融创新留下适当空间。

陈安琪和邹正方（2014）认为，余额宝收益率之所以发生变化，是因为余额宝与商业银行之

间应当是合作互补、共同发展的 [7]。张瑾和陈丽珍（2015）认为余额宝更注重用户的潜在需求的

实现，追求简单快捷，还对于此类服务创新型产品进行了风险警示 [8]。曾毅和王晓丽（2013）则

是从法律的角度来分析余额宝带来的问题，只有在建立健全网络立法制度的基础上，才能够使余

额宝类产品能更合规合法。朱码（2013）则从探讨了沉淀资金的法律归属问题，提出了该项资金

的运用风险问题，并开始了沉淀资金的监管探索之路。

可以看到，我国学者对于余额宝的研究有很多，但是大部分研究的是余额宝与传统银行理财

产品的关系或者是对于余额宝发展的法律监管等方面。对于余额宝的收益率与 SHIBOR 之间的定

量实证研究成果不多。其中，韩国红（2016）运用了误差修正模型研究了 SHIBOR 与余额宝收益

率之间的关系 [9]。杨毅和刘柳（2014）年，运用格兰杰检验的方法对于余额宝收益率与 SHIBOR

之间存在的因果关系进行了检验 [10]。然而，他们的研究的样本较少，而且处于余额宝发展初期。

因此，此次研究选取了 2013 年 6 月 3 日 —2019 年 5 月 31 日，总计 1498 组数据，运用了 VAR 模型，

对余额宝收益率和 SHIBOR 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

三、实证分析

（一）数据的选取

根据数据统计，银行间拆借资金期限较短，多为一天，故而本文选取了隔夜拆借的 SHIBOR

作为此次建模分析的数据 [11]。本文选取 2013 年 6 月 3 日至 2019 年 5 月 31 日的 SHIBOR 拆借利

率以及同一时期内余额宝的七天年化收益率，共计 1498 组数据，使用 Eviews10.0 软件对这些数

据进行模型的构建。

表 1  SHIBOR 与 YEB 收益率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观测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偏度 峰度

SHIBOR 1498 2.527571 0.794715 1.027000 13.444000 3.744380 38.02044

YEB 1498 3.711158 1.011245 2.273000 6.763000 0.466788 2.870132

赵曼：余额宝收益率与 SHIBOR 关系实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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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中可以看出，SHIBOR 和余额宝收益率的均值分别为 2.527571% 和 3.711158%。下图为

SHIBOR 和余额宝收益率的走势图，不难看出，余额宝的收益率走势与 SHIBOR 保持了一定的同

步性。下图横坐标为样本数量、纵坐标为

样本值。

VAR 模型

1. 平稳性检验

当时间序列数据是非平稳的时候，则

作为大样本下统计推断基础的一致性要

求便被破坏，基于非平稳时间序列的预测

也就失效，这就导致回归的结果是不准确

的。所以，在建立时间序列数据模型之前，

先采用 ADF 的方法来检验数据的平稳性。

表 2  SHIBOR 与余额宝收益率的 ADF 检验

变量 检验统计量 P 值 是否平稳

SHIBOR -7.256086 0.2653 否

YEB -1.763911 0.3988 否

可以看出，SHIBOR 和余额宝收益率的原始数据 ADF 检验结果并非很理想，所以，对于原

始数据先进行一阶差分处理，然后得其 ADF 检验如下图，根据下图的结果不难看出，在 1% 的

置信水平下，dYEB 和 dSHIBOR 的 ADF 统计量是小于其临界值的，这个结果表明，这两个序列

是平稳的。

表 3   一阶滞后的 SHIBOR 与 YEB 的 ADF 检验

变量 滞后阶数 检验统计量 P 值 是否平稳

SHIBOR 1 -37.49768 0.01 是

YEB 1 -14.96442 0.01 是

2.VAR 模型滞后阶数的确定

在 VAR 模型建立之前，最首要的工作便是将滞后阶数给确定下来。一般情况下，有五种方

法来检验最优滞后阶数，具体来看，有 LR 检验、F 检验、AIC 准则、SC 准则以及 HQ 准则。得

出来的结果如下表 1 所示，这五个指标都很清楚地表示 7 应该是最优的滞后阶数，根据这个结果，

接下来建立 VAR（7）模型 [12]。

表 4  确定滞后阶数

滞后阶数 LR 检验 F 检验 AIC 准则 SC 准则 HQ 准则

0 —— 0.000128 -3.288327 -3.281200 -3.285671

1 598.8932 8.60e-05 -3.685978 -3.664598 -3.678010

2 119.6595 7.97e-05 -3.761238 -3.725605 -3.747959

图 1  余额宝收益率与 SHIBOR 走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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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17.5545 7.40e-05 -3.835187 -3.785300 -3.816598

4 245.8924 6.30e-05 -3.995958 -3.931817 -3.972055

5 69.11504 6.05e-05 -4.037348 -3.958954 -4.008132

6 47.82287 5.89e-05 -4.064375 -3.971728 -4.029848

7 158.4737* 5.32e-05* -4.166515* -4.059614* -4.126676*

8 1.675478 5.34e-05 -4.162281 -4.041126 -4.117130

3. 格兰杰因果检验

当确定了最优滞后阶数后，便是用格兰杰因果检验确定变量之间的关系。假如其中一个变量

会因为另一个变量的滞后而产生变化，这说明这两个变量互为格兰杰因果。

格兰杰因果检验的结果如表 5 所示，根据理论解释来看，dSHIBOR 是 dYEB 的格兰杰原因。

这一结论与我国的金融市场的实际情况也是相符合的，因为 SHIBOR 作为我国市场基准利率，会

对金融市场上各种各样的金融产品利率以及收益率产生影响，那么余额宝作为我国金融市场中的

一种理财产品，也会和其它的产品一样，深受着 SHIBOR 变化的影响。由下表的结果还可以看出，

余额宝的收益率的变化也会影响 SHIBOR 使其产生变化。该结果的出现是有原因的，一来，我国

的余额宝作为一种灵活性很强的货币基金，其规模是十分巨大的，由于其资产组成中占比很高的

是银行的存款和结算备付金，所以余额宝与货币市场的联系密切，这可能会对我国的市场利率产

生一定的影响。二来，余额宝的收益率在同等理财产品中是相当具有吸引力的，所以其购买群体

是十分巨大的，通过引导市场的参与者，余额宝也能达到影响市场利率的目的。

表 5   格兰杰因果检验

原假设 最优滞后阶数 F 值 P 值 结果
SHIBOR 不是 YEB 的格兰杰原因 7 4.29272 0.0138 拒绝
YEB 不是 SHIBOR 的格兰杰原因 7 3.12569 0.0442 拒绝

4. 建立 VAR 模型

VAR 模型的实证结果如下所示：

001787.0)7(876526.1
)6(256002.0)5(210147.0)4(191024.0

)3(288418.0)2(284933.0)1(432208.0)7(23045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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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SHIBORdSHIBORdSHIB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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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g  likelihood = 36.71638

Akaike  info  criterion = -0.029147

Schwarz  criterion = 0.024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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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g  likelihood = 2987.315

Akaike  info  criterion = -3.989685

Schwarz  criterion = -3.96977

由自回归结果可以看到，（1）式的 AIC 和 SC 的数值都比较小，这说明该方程的回归结果

比较好。SHIBOR 会受到自身的滞后阶数和余额宝收益率及其滞后阶数的共同影响。与此同时，

SHIBOR 不同的滞后期对于其自身的影响亦是不同，有正相关影响，也有负相关的影响。其中，

SHIBOR 滞后三期的系数最大，这说明，滞后三期的 SHIBOR 的变化对 SHIBOR 影响最大。

再看（2）式，其对数似然值的数值很大，达到了 2987.315，这说明方程回归结果较为理想。

其中，余额宝收益率受到滞后期数为 1 和 2 的余额宝收益率影响较大。

5.VAR 模型的稳定性检验

平稳性对于本文此次的实证分析是十分重要的，无论是数据的平稳性还是模型的稳定性。所

以为了检验模型的稳定性，进行了如下的特征根检验（如下图），由图看出，特征根均在单位圆内，

这就表明，此模型是稳定的。

6. 脉冲响应分析

本 文 运 用 了 脉 冲 响 应 函 数 来 对

SHIBOR 和余额宝的收益率受到外部冲

击时动态影响的路径的模拟。下图的

脉冲响应结果很好地显示了 SHIBOR

与余额宝收益率对于 SHIBOR 脉冲影

响的整个动态过程。下图的横轴表示

的是该过程的追踪天数，共为 10 天。

从图中可以得出，dSHIBOR 对于其自

身的冲击影响是正负相互交替的，初

期在迅速下降，一直到第四期，降到

了谷底，但是在经历了几次冲击滞后，

后面有逐渐趋于 0 的趋势。dSHIBOR

对于 dYEB 的冲击响应可以说是前四期的时候先迅速上升，到后面又迅速下跌，后面也是有逐渐

向 0 收敛的趋势。dYEB 对于 dSHIBOR 的冲击响应则是先呈现上升的趋势，再下降。而 dYEB

对于其自身的脉冲响应则是先处于下降阶段，然后便逐渐趋于平缓，并向 0 靠近。从整体上来看，

余额宝的收益率受到前期的影响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

7. 方差分解

方差分解能够对于 SHIBOR 和余额宝收益率进行各自的贡献度的评估。由上方二图可知，

SHIBOR 受到自身的滞后效应从最初的 100% 逐渐至第 5 期下降至 82% 上下。而 dYEB 其自身贡

献度则是从 0% 最终上升到 16% 左右，这就足以说明，余额宝的市场影响力是不断增强的。

图 2  单位根检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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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下方二图可得，余额宝收益率的滞后效应惯性强，持续时间长。SHIBOR 对余额宝收益率

随时间推移会产生较强的正向影响，这也体现了 SHIBOR 作为市场基准利率的有效性。

图 3   脉冲响应

图 4  方差分解

四、结论与建议

本文的研究结果显示，余额宝收益率与 SHIBOR 之间存在着双向因果关系，不仅 SHIBOR 能

够对余额宝的收益率产生影响，余额宝的收益率也能对 SHIBOR 产生一定的影响。该结果表明我

国的金融市场在持续成长并完善。除了相互影响之外，它们还各自受到自身前期数据的影响，期

赵曼：余额宝收益率与 SHIBOR 关系实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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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靠的越近，影响因子就越大。

（一）加强 SHIBOR 的市场基准性

我国的利率市场化改革已经基本告一段落，SHIBOR 作为货币政策的传导中介，其对线上理

财收益率的影响程度是我国金融市场有效性的印证。不难看出，我国的余额宝已经很明确地受到

SHIBOR 的影响。SHIBOR 作为基准利率，其所发出的监管信号会极大程度地影响其他金融资产

的价格并进一步影响着金融市场利率的设定，最终将对我国金融市场的金融产品价格产生影响。

因此，对于 SHIBOR 的市场地位的稳固，可以向市场传达明确基准利率的信号。

（二）余额宝要加强风险防范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余额宝收益率的变化引起的风险以及基金平台自身存在的风险，余额宝其

本质还是货币基金，而天弘的投资主要集中于我国的银行同业拆借市场。这就意味着一旦我国的

拆借市场有风险出现，那么余额宝必然会受到影响。所以，余额宝必须对于日常的变动进行及时

的预判并作出反馈，提高对外界环境的适应能力。其次是由于第三方机构存在的巨额垫付的风险，

即使到目前为止，余额宝是相对比较稳健的，但是如何继续保持稳健并且避免委托代理产生的道

德风险问题是极其重要的。所以余额宝推出了很多与之类似的产品来进行风险的分散。

（三）监管部门要对余额宝进行适度监管

余额宝的超大规模使得监管部门必须对其进行审慎监管，因为其对于金融风险的传导作用是

不可小觑的。目前，各级政府部门和相对应的监管机构也在积极采取能够降低余额宝风险的系列

行动。在区块链、大数据等技术的发展支持下，各级监管部门要互通有无，联合监管，要保护用

户权益，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发生。但是另一方面，也要适度监管，因为我国的金融市场不够

完善，需要很多新兴的金融创新，这就对我国的大环境提出了要求。所以监管要适度，为金融创

新提供良好的环境。

（指导教师：肖振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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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Yu ‘ebao Yield and SHIBOR

ZHAO Man

（School of Finance,Nanjing Audit University,Nanjing,211815 ）

Abstract: As the representative of online financial products, yu ‘ebao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benchmark interest rates of 

other money markets. In this paper, the VAR model of yu ‘ebao yield rate and SHIBOR was constructed by using 1498 

groups of data on June 3, 2013, solstice, May 31, 2019. The results of empirical research show that the yield of yu ‘ebao 

and SHIBOR of China’s benchmark interest rate are mutually causal, and the current yield of yu ‘ebao and SHIBOR are 

affected by their respective previous data. Although SHIBOR is a recognized market benchmark interest rate, its market 

benchmark still has a lot of room to be strengthened. As for yu ‘ebao, it should properly operate and improve its risk pre-

vention system by using big data and other new technologies to reduce the possibility of risks. The supervisory authorities 

should exercise prudent supervision and exercise appropriate supervision on the premise of ensuring effective supervision 

so as to maintain the steady development of China’s financial market.

Key words:Yu ‘ebao Yield ；SHIBOR；VAR

赵曼：余额宝收益率与 SHIBOR 关系实证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