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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随着我国资本账户开放程度日益加深， 跨境资本流动与外汇市场的关联

愈发紧密。 本文梳理了资本流入和流出对外汇市场压力的传导机制， 并构建

ＮＡＲＤＬ模型刻画了跨境资本流动与外汇市场压力的短期和长期关系及非对称影响。
论文的主要结论如下： （１） 从资本流入角度看， 各类资本流入对外汇市场压力的

短期影响存在异质性， 而长期中各类资本流入的正向冲击带来了显著的升值压力；
（２） 从资本流出角度看， 短期内 ＯＦＤＩ和证券投资流出的正向冲击带来显著的贬值

压力， 而资本流出的长期影响不确定； （３） 不同类型资本双向流动的正、 负向冲

击对外汇市场压力具有非对称效应； （４） 汇率市场化改革减轻了资本流入正向冲

击带来的升值压力。
关键词： 跨境资本流动； 外汇市场压力； ＮＡＲＤＬ模型

［中图分类号］ Ｆ８３１ ７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００２－４６７０ （２０２１） １０－０１５７－１８

一、 问题提出与文献综述

“十四五” 规划强调要形成对外开放新格局， 通过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 推动

投资自由化、 便利化， 发挥联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功能， 打造高质量的经济体系和

全面增强国家竞争力。 近年来， 我国逐步加快资本账户双向开放步伐， 跨境资金

双向流动活跃， 大量外资进出必将放大金融系统的波动性， 特别是与资本流动直

接关联的外汇市场， 将面临更高频率、 更大力度和方向不定的冲击。 随着人民币

汇率市场化的推进， 跨境资本流动的任何扰动都将使外汇市场承受相应的升值或

贬值压力。 作为外部风险输入的重要渠道之一， 外汇市场是维护金融稳定所需重

点关注的领域， 因此， 在全面扩大开放、 持续深化汇率市场化改革的背景下， 辨

析不同类型资本双向流动在外汇市场压力形成中发挥的作用， 对于稳步推进资本

账户开放、 防控外部金融风险， 从而有的放矢地管理不同类型跨境资本流动具有

重要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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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外部分研究从整体层面研判了资本流动对外汇市场的影响 （Ｇａｂａｉｘ ａｎｄ
Ｍａｇｇｉｏｒｉ， ２０１５［１］； 赵茜， ２０１８［２］）， 但鉴于不同类别资本流动的属性各异 （靳玉

英等， ２０２０） ［３］， 忽略对资本流动类型的区分会掩盖各子类资本流动的异质性效

应， 故而剖析不同类型资本流动对外汇市场压力的差异化影响意义深远。
Ｊｏｎｇｗａｎｉｃｈ和 Ｋｏｈｐａｉｂｏｏｎ （２０１３） ［４］聚焦于亚洲新兴市场国家， 发现由于外商直接

投资 （ＦＤＩ） 相对稳定， 其带来的汇率升值效应相比于证券投资较慢， 但二者引发

的升值幅度相近； 周爱民和遥远 （２０１５） ［５］基于边界协整方法， 揭示了源自不同类

型资本的净流动冲击对汇率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 具有投机性的证券投资净流入会

造成本币升值， 而 ＦＤＩ和其他投资净流入则产生了贬值效应。 由于资本净流动只能

反映资本流入和流出的差额， 而无法捕捉各自的变动趋势， 更多学者开始对跨境资

本双向流动分别进行研究。 Ｊｏｎｇｗａｎｉｃｈ和 Ｋｏｈｐａｉｂｏｏｎ （２０１３） 认为由于资本流入和

流出的许多特征不同， 假设流入和流出会导致相同程度的汇率调整并不合理， 对于

所有类型的资本流动来说， 资本流出带来的汇率调整程度大于资本流入； Ａｉｚｅｎｍａｎ
和 Ｂｉｎｉｃｉ （２０１６） ［６］考察了 ＯＥＣＤ国家与新兴市场国家 ＦＤＩ 和证券投资对外汇市场

压力的影响， 发现净资本流动的作用很小， 而证券投资总流入和总流出是决定外汇

市场压力的重要因素； 刘柏和张艾莲 （２０１７） ［７］分别揭示了长、 短期资本负债项和

资产项对外汇市场压力的传导路径。
王胜等 （２０１９） ［８］认为我国宏观经济中存在明显的非对称现象， 来自同一变量

同等幅度但不同方向的冲击会导致其他变量的非对称反应。 已有研究检验了 ＦＤＩ和
对外直接投资 （ＯＦＤＩ） 扩张与收缩对经济增长的非对称效应 （Ａｌｉ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８［９］；
Ｇｏｈ ｅｔ ａｌ．， ２０２０［１０］）。 对于证券投资和其他投资这两类投机性较高的跨境资本流

动， 其双向流动扩张会产生羊群效应， 带来的影响应比流动收缩时更大。 虽然我国

一直在推进汇率市场化改革， 但是汇率日波动幅度、 银行间外汇交易数量以及最高

持汇规模依然受到限制， 因此外汇供求机制也存在一定的非对称性 （司登奎等，
２０１６） ［１１］， 跨境资本双向流动的扩张与收缩可能会给外汇市场压力带来非对称影

响。 有鉴于此， 为了全面、 充分地阐述资本流动对外汇市场压力的影响， 本文将借

鉴 Ｓｈｉｎ等 （２０１４） ［１２］提出的非线性自回归分布滞后 （ＮＡＲＤＬ） 模型， 深入挖掘不

同类型资本的双向流动对外汇市场压力的非线性和非对称性效应。 与其他非线性转

换模型相比， ＮＡＲＤＬ模型能够充分描述变量间的长期潜在均衡关系与短期动态调

整过程。
本文将立足于资本账户双向开放的现实背景， 横向对比不同类型资本流动对外

汇市场压力的异质性效应； 纵向刻画资本流动对外汇市场压力的短期影响系数和长

期均衡关系， 根据 ＮＡＲＤＬ模型进一步剖析资本流动正、 负向冲击的非对称性， 并

揭示汇率改革如何影响跨境资本流动与外汇市场压力间的关系。 文章的边际贡献

为： （１） 梳理了不同类型资本双向流动对外汇市场压力的传导机制， 是对现有文

献的有益补充； （２） 实证剖析了不同类型资本双向流动的正、 负向波动对外汇市

场压力的非对称影响， 分别测算出资本流动扩张与收缩对外汇市场压力的长、 短期

效应， 深化了对资本流动影响外汇市场压力的认知； （３） 进一步揭示了汇率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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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后资本流动对外汇市场压力的影响如何变化， 为减轻资本流动对外汇市场压力的

影响提供解决思路， 具有政策参考价值。

二、 影响机制分析

本文将基于以往研究， 参照国际收支平衡表中的分类， 将跨境资本分为直接投

资、 证券投资和其他投资， 兼顾流入、 流出两个视角， 梳理三类跨境资本对外汇市

场压力的影响机制， 以期对资本流动如何作用于外汇市场压力有更全面的认识。 鉴

于当前我国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和结售汇制度， 来自资本流动的冲击并不能

完全传导至汇率变动， 部分会直接体现在外汇储备的变动上， 因此， 本文的外汇市

场压力是从汇率变动和外汇储备变化两部分综合考虑一国货币面临的升值 （贬值）
压力。 国际资本流入时对人民币的需求增加， 短期内给人民币带来升值压力， 如果

央行为了保障汇率稳定而买入外币， 则升值压力体现为外汇储备的增加。 相反， 资

本流出时将加大本币供给和外币需求， 短期人民币呈现贬值压力， 若央行为了保障

汇率稳定而动用外汇储备买入本币， 则贬值压力体现为外汇储备的减少

（Ｂｌａｎｃｈａｒｄ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５） ［１３］。
（一） 不同类型资本流入对外汇市场压力的影响机制

一般而言， 国际资本需要进行货币兑换才能流入我国进行投资等经济活动， 国

际资本流入将使人民币面临升值压力， 但由于各类资本的属性、 投资目标等特征相

异， 不同类型资本流入对外汇市场压力的影响机制大相径庭， 影响方向也并不

确定。
１ 外商直接投资对外汇市场压力的影响机制

ＦＤＩ对外汇市场压力的冲击方向会因流入部门和技术条件等因素的不同而出现

差异 （范言慧等， ２０１３） ［１４］。 （１） 当 ＦＤＩ 流入贸易部门时， 预期将带来先进生产

技术和管理经验并提高生产率。 一方面， 根据国际经济学理论， 生产率提高将降低

该国产品价格， 从而恶化贸易条件 （Ｏｂｓｔｆｅｌｄ ａｎｄ Ｒｏｇｏｆｆ， １９９７） ［１５］， 带来贬值压

力； 另一方面， 生产率的提高会增加贸易产品供给， 并且国内资源会流向高生产率

部门， 激励本土竞争企业研发和创新， 贸易品产量和科技含量进一步提升， 带来贸

易盈余并产生升值压力。 此外， 当 ＦＤＩ 具有较高的垄断性和较低的技术优势时，
ＦＤＩ会挤出部分本国企业， 从而降低消费水平并恶化贸易条件， 带来贬值压力 （黄
志刚， ２００９） ［１６］。 出口导向型 ＦＤＩ通过利用本国廉价劳动力进行来料加工， 并将最

终产品出售至国外， 增加了本国贸易盈余， 带来升值压力。 （２） 当 ＦＤＩ 流入非贸

易部门时， 其目标是国内广阔的消费市场， 资本流入使得非贸易产品供给增加， 国

内物价下降， 由于资源配置效应， 非贸易品价格下跌致使国内资源转向贸易部门，
贸易品产量增加， 贸易条件改善， 本币倾向于升值。 综合上述研究可以看出， 流入

实体经济的 ＦＤＩ通过多种机制影响国际收支， 对外汇市场压力的影响方向不确定。
２ 证券投资流入对外汇市场压力的影响机制

相对于直接投资， 证券投资具有短期性和不稳定性等特征。 如果证券投资被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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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实体经济， 则其对外汇市场压力的影响机制与 ＦＤＩ如出一辙。 然而， 证券投资的

投机属性决定了其大部分会被用于资本运作， 此部分证券投资所引起的外汇市场压

力变动更加频繁和剧烈 （Ｃｏｍｂｅｓ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２） ［１７］， 给金融稳定带来更大影响。 除

了直接购买本国资产推动资产价格节节攀升这一直接渠道外， 证券投资还会通过利

率渠道、 托宾 Ｑ渠道以及投资者的羊群行为等间接渠道， 推动资产价格非理性上

涨， 资本的逐利性使得本国资产炙手可热， 引发世界范围内对本国资产的过度需求

从而导致本国货币的超额需求， 使得本国货币面临严重的升值压力。
３ 其他投资流入对外汇市场压力的影响机制

其他投资也是资本流动中波动性较高的部分， 其中债务类工具的使用最为广

泛， 且主要形式为国际信贷， 这部分资本流动与宏观经济金融紧密相关。 当国际信

贷被用于国内消费时， 将对国内消费品产生过度需求， 推升国内物价水平， 由于替

代效应进口增加出口减少， 外汇市场面临贬值压力。 当国际信贷被用于投资实体经

济时， 则类似于 ＦＤＩ的影响途径； 当国际信贷流入资本市场时， 其属性类似于证券

投资， 将推动资本市场过度繁荣， 带来升值压力。
（二） 不同类型资本流出对外汇市场压力的影响机制

将本国资本投资于国外时需要先将本币兑换为外币， 从而加大了本币供给和外

币需求， 短期人民币呈现贬值压力。 然而， 随着时间推移， 三类资本流出会对我国

经济产生多方面的影响， 这些影响相互交织， 对外汇市场压力的影响方向不确定。
１ 对外直接投资对外汇市场压力的影响机制

（１） ＯＦＤＩ具有贸易效应， 通过影响贸易收支对外汇市场产生升、 贬值压力，
但不同理论所持观点不尽相同。 支持 ＯＦＤＩ 与贸易替代关系的理论认为， ＯＦＤＩ 通
过在东道国设立工厂或投资当地企业， 将部分产品转移至国外生产并销售， 对本国

出口产生替代效应 （顾雪松等， ２０１６） ［１８］。 然而支持 ＯＦＤＩ 与贸易间互补关系的理

论则认为， 垂直型对外投资能够根据生产要素成本布局生产价值链， 带动东道国对

本国原材料和中间投入品的进口， 产生升值压力。 （２） 对外投资有助于产业结构

转型， 促进我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升级， 顺向 ＯＦＤＩ 能够推动低端产业输出

（杨连星和罗玉辉， ２０１７） ［１９］， 而对发达国家直接投资则具有逆向技术溢出效应

（鲁万波等， ２０１５） ［２０］， 两种方向的 ＯＦＤＩ均有助于提升综合国力和推动经济增长，
使外汇市场面临升值压力。 （３） ＯＦＤＩ本身及其贸易促进效应能够增加使用本币进

行定价和结算的规模和频率， 投资获利也能以本币形式流回本国 （杨荣海和李亚

波， ２０１７） ［２１］， 可见， ＯＦＤＩ既能为本币的有效输出提供渠道， 又可以为本币回流

创造条件， 有助于实现人民币国际化， 长期来看会引发本币升值压力。
２ 证券投资流出对外汇市场压力的影响机制

若证券投资外流被用于外国实体经济， 则与 ＯＦＤＩ 的作用渠道类似； 若资本外

流是为了通过跨境资产配置分散国内投资风险、 实现投资组合多元化， 则有利于稳

定收益和风险转移， 也能提高人民币在国际市场中作为投资、 储备货币的比例， 提

升人民币国际化程度， 对保持我国金融体系相对稳定大有裨益， 能够推动人民币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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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 以上两类动机的证券投资流出不会突然大规模增加， 给外汇市场压力带来的影

响相对温和。 然而， 如果是因为投资者预期逆转或者出现不利冲击， 出于避险目的

使得资本发生恐慌性外逃， 将促使资本市场流动性紧缩， 资产价格泡沫破灭， 引发

剧烈的贬值压力， 而且由于资产负债表效应以及市场的非理性行为， 资本外流和货

币贬值相互强化， 进一步加强贬值压力。
３ 其他投资流出对外汇市场压力的影响机制

国际信贷存在违约风险， 当债务国无法偿还债务时会将国外风险传染至国内，
带来贬值压力。 当部分其他投资从资本市场流出时， 将与证券投资流出类似， 导致

资产价格下跌， 给本币带来贬值压力。 此外， 其他投资流出也会由于投资其他发展

较快国家而获得高额回报， 通过贸易信贷促进出口， 提升人民币的国际影响力， 反

而会产生升值压力。
由于各类资本项目在投资目标、 期限长短等方面存在异质性， 甄别不同类型资

本流动对外汇市场压力的作用路径和影响程度， 对于全面认知跨境资本流动对外汇

市场压力的影响机制尤为重要。 不同类型资本流动的作用机制具有明显的差异， 且

同种跨境资本双向流动的作用渠道也不完全相同。 本文将针对不同类型资本流动对

外汇市场压力的影响进行细致分析和检验。

三、 计量模型与变量选择

（一） 模型构建

本文采用 ＮＡＲＤＬ 模型反映资本流动对外汇市场压力的非对称短期和长期效

应， 首先给出自回归分布滞后 （ＡＲＤＬ） 模型的形式为：

ＥＭＰ ｔ ＝∑
ｐ

ｊ ＝ １
φｊＥＭＰ ｔ －ｊ ＋∑

ｑ０

ｊ ＝ ０
λ ｊＣＦ ｔ －ｊ ＋∑

ｑ

ｊ ＝ ０
θ ｊＸ ｔ －ｊ ＋ εｔ （１）

式 （１） 中 ＥＭＰ ｔ 为外汇市场压力， ＣＦ ｔ 代表不同类型的资本流动， Ｘ ｔ 为控制变

量， εｔ 为随机项， ｐ 、 ｑ０ 和 ｑ 为各变量相应的滞后阶数， φｊ 为自回归项系数， λ ｊ 、 θ ｊ 为

各解释变量当期及其滞后期的系数。
将 ＣＦ ｔ 分解为正向变动累积和与负向变动累积之和， 即： ＣＦ ｔ ＝ ＣＦ０ ＋ ＣＦ ＋

ｔ ＋
ＣＦ －

ｔ ， 其中， ＣＦ０ 为资本流动的初始值， ＣＦ ＋
ｔ 和 ＣＦ －

ｔ 定义如下：

ＣＦ ＋
ｔ ＝∑

ｔ

ｊ ＝ １
ΔＣＦ ＋

ｊ ＝∑
ｔ

ｊ ＝ １
ｍａｘ ΔＣＦ ｊ， ０( ) ， ＣＦ －

ｔ ＝∑
ｔ

ｊ ＝ １
ΔＣＦ －

ｊ ＝∑
ｔ

ｊ ＝ １
ｍｉｎ ΔＣＦ ｊ， ０( )

（２）
由式 （２） 可知， ＣＦ ＋

ｔ 为资本流动的增量成分之和， 代表资本流动的正向变化

成分； ＣＦ －
ｔ 为资本流动的减少数量之和， 代表资本流动的负向变化成分。 将 ＣＦ ＋

ｔ 与

ＣＦ －
ｔ 嵌入到 ＡＲＤＬ模型中， 并假设资本流动的正向和负向变化成分对外汇市场压力

存在非对称影响， 得到 ＮＡＲＤＬ模型：

ＥＭＰ ｔ ＝∑
ｐ

ｊ ＝ １
φｊＥＭＰ ｔ －ｊ ＋∑

ｑ０

ｊ ＝ ０
（λ ＋

ｊ ＣＦ
＋
ｔ－ｊ ＋ λ －

ｊ ＣＦ
－
ｔ－ｊ） ＋∑

ｑ

ｊ ＝ ０
θ ｊＸ ｔ －ｊ ＋ εｔ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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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 （３） 刻画了资本流动正向和负向冲击对外汇市场压力的非对称性影响：
ＣＦ ＋

ｔ 上升 １单位即资本流动的正向冲击对外汇市场压力的影响为 λ ＋
ｊ ； ＣＦ

－
ｔ 下降 １单

位即资本流动的负向冲击对外汇市场压力的影响为 － λ －
ｊ 。

由于资本流动对外汇市场压力的影响在长期和短期内不同， 为了揭示资本流动

与外汇市场压力之间的短期效应和长期均衡关系， 本文将模型改写为误差修正形

式， ＡＲＤＬ模型改写为：

ΔＥＭＰ ｔ ＝ βＥＭＰ ｔ －１ ＋ γＣＦ ｔ －１ ＋ ηＸ ｔ －１ ＋∑
ｐ－１

ｊ ＝ １
δ ｊΔＥＭＰ ｔ －ｊ ＋∑

ｑ０－１

ｊ ＝ ０
ρ ｊΔＣＦ ｔ －ｊ ＋∑

ｑ－１

ｊ ＝ ０
τ ｊΔＸ ｔ －ｊ ＋ εｔ

＝ βｅｃｍｔ －１ ＋∑
ｐ－１

ｊ ＝ １
δ ｊΔＥＭＰ ｔ －ｊ ＋∑

ｑ０－１

ｊ ＝ ０
ρ ｊΔＣＦ ｔ －ｊ ＋∑

ｑ－１

ｊ ＝ ０
τ ｊΔＸ ｔ －ｊ ＋ εｔ （４）

其中， β ＝∑
ｐ

ｊ ＝ １
φｊ － １， γ ＝∑

ｑ０

ｊ ＝ ０
λ ｊ ， η ＝∑

ｑ

ｊ ＝ ０
θ ｊ ； δ ｊ ＝ －∑

ｐ

ｉ ＝ ｊ＋１
φｉ， ｊ ＝ １， …， ｐ － １； ρ０ ＝

λ０， ρ ｊ ＝ －∑
ｑ０

ｉ ＝ ｊ＋１
λ ｉ ， ｊ ＝ １， …， ｑ０ － １； τ０ ＝ θ０， τ ｊ ＝ －∑

ｑ

ｉ ＝ ｊ＋１
θｉ， ｊ ＝ １， …， ｑ － １。

误差修正项 ｅｃｍｔ ＝ ＥＭＰ ｔ － φＣＦ ｔ － ξＸ ｔ ， φ ＝－ γ ／ β ， ξ ＝ － η ／ β 。 误差修正项为 ０
时， 反映的是跨境资本流动与外汇市场压力间的长期均衡关系， 因此， φ ＝－ γ ／ β 反

映了 ＣＦ 对 ＥＭＰ 的长期均衡影响。 β 为调整系数， 反映与长期均衡出现偏离时向反

方向的调整速度， 如果变量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 则 β 应为负值。 δ ｊ 、 ρ ｊ 和 τ ｊ 分

别为各变量一阶差分项的 ｊ 阶滞后所对应的短期系数。 与 ＡＲＤＬ模型相似， ＮＡＲＤＬ
模型的误差修正形式为：

ΔＥＭＰ ｔ ＝ βＥＭＰ ｔ －１ ＋ γ ＋ ＣＦ ＋
ｔ－１ ＋ γ － ＣＦ －

ｔ－１ ＋ ηＸ ｔ －１ ＋∑
ｐ－１

ｊ ＝ １
δ ｊΔＥＭＰ ｔ －ｊ ＋

∑
ｑ０－１

ｊ ＝ ０
（ρ ＋

ｊ ΔＣＦ
＋
ｔ－ｊ ＋ ρ －

ｊ ΔＣＦ
－
ｔ－ｊ） ＋∑

ｑ－１

ｊ ＝ ０
τ ｊΔＸ ｔ －ｊ ＋ εｔ

＝ βｅｃｍｔ －１ ＋∑
ｐ－１

ｊ ＝ １
δ ｊΔＥＭＰ ｔ －ｊ ＋∑

ｑ０－１

ｊ ＝ ０
（ρ ＋

ｊ ΔＣＦ
＋
ｔ－ｊ ＋ ρ －

ｊ ΔＣＦ
－
ｔ－ｊ） ＋∑

ｑ－１

ｊ ＝ ０
τ ｊΔＸ ｔ －ｊ ＋ εｔ （５）

其中， 误差修正项 ｅｃｍｔ ＝ ＥＭＰ ｔ － φ ＋ ＣＦ ＋
ｔ － φ － ＣＦ －

ｔ － ξＸ ｔ ， φ
＋ ＝ － γ ＋ ／ β ， φ － ＝

－ γ － ／ β 。 γ ＋ ＝∑
ｑ０

ｊ ＝ ０
λ ＋

ｊ ， γ
－ ＝∑

ｑ０

ｊ ＝ ０
λ －

ｊ ， ρ
＋
０ ＝ λ ＋

０ ， ρ
－
０ ＝ λ －

０ ， ρ
＋
ｊ ＝ －∑

ｑ０

ｉ ＝ ｊ＋１
λ ＋

ｉ ， ρ
－
ｊ ＝ －∑

ｑ０

ｉ ＝ ｊ＋１
λ －

ｉ ，

ｊ ＝ １， …， ｑ０ － １。
由于资本流动与外汇市场压力之间存在反向因果关系， 升值 （贬值） 压力也

会强化跨境资本的流入 （流出）， 为了克服由此带来的内生性问题， 遵循 Ｓｈｉｎ 等

（２０１４）， 考虑 ΔＣＦ ｔ 服从以下简化数据生成机制：

ΔＣＦ ｔ ＝∑
ｑ０－１

ｊ ＝ １
Λ ｊΔＣＦ ｔ －ｊ ＋ ｖｔ， ｖｔ ～ Ｎ（０， σ２ｖ） （６）

将 εｔ 用 ｖｔ 表示为：

εｔ ＝ ω′ｖｔ ＋ ｅｔ ＝ ω′（ΔＣＦ ｔ －∑
ｑ０－１

ｊ ＝ １
Λ ｊΔＣＦ ｔ －ｊ） ＋ ｅｔ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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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ｅｔ 与 ｖｔ 不相关。 将 （７） 代入 （５） 并重新排列， 最终得到如下非线性误

差修正形式：

ΔＥＭＰ ｔ ＝ βｅｃｍｔ －１ ＋∑
ｐ－１

ｊ ＝ １
δ ｊΔＥＭＰ ｔ －ｊ ＋∑

ｑ０－１

ｊ ＝ ０
（π ＋

ｊ ΔＣＦ
＋
ｔ－ｊ ＋ π －

ｊ ΔＣＦ
－
ｔ－ｊ） ＋∑

ｑ－１

ｊ ＝ ０
τ ｊΔＸ ｔ －ｊ ＋ ｅｔ

（８）
其中， π ＋

０ ＝ ρ ＋
０ ＋ ω ， π －

０ ＝ ρ －
０ ＋ ω ， π ＋

ｊ ＝ ρ ＋
ｊ － ω′Λ ｊ ， π

－
ｊ ＝ ρ －

ｊ － ω′Λ ｊ ， ｊ ＝ １， …，
ｑ０ － １。 在式 （８） 中引入适当的滞后阶数可以克服内生性问题并修正扰动项间的

序列相关问题。
通过模型还可计算正向和负向非对称动态累积乘数， 反映面对资本流动一单位

正向或负向冲击时， 外汇市场压力的非对称调整路径：

Ｍ ＋
ｈ ＝∑

ｈ

ｊ ＝ ０

∂ＥＭＰ ｔ ＋ｊ

∂ＣＦ ＋
ｔ

， Ｍ －
ｈ ＝∑

ｈ

ｊ ＝ ０

∂ＥＭＰ ｔ ＋ｊ

∂ＣＦ －
ｔ

， ｈ ＝ ０， １， ２， … （９）

式 （９） 中， ｈ 表示滞后期， 当 ｈ→＋ ¥时， Ｍ ＋
ｈ →－ γ ＋ ／ β ， Ｍ －

ｈ →－ γ － ／ β 。
（二） 变量和数据

外汇市场压力能够比较全面地反映本币供求的失衡程度， 借鉴多数文献的做

法， 本文选择非模型依赖法构建外汇市场压力指数， 考虑到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还未

完成， 因此仅从汇率变动和外汇储备变动两方面来考察外汇市场压力。 鉴于汇率和外

汇储备的波动性具有较大差异， 为了防止其中任何一个因素主导该指数， 将各项波动

率的倒数作为权重进行加权， 参照 Ｓｔａｖａｒｅｋ （２００８） ［２２］的做法， 具体的计算公式为：

ＥＭＰ ｔ ＝
１ ／ σｅ

１ ／ σｅ ＋ １ ／ σｒ

æ

è
ç

ö

ø
÷
Δｅｔ
ｅｔ －１

－
１ ／ σｒ

１ ／ σｅ ＋ １ ／ σｒ

æ

è
ç

ö

ø
÷
Δｒｔ
ｍｔ －１

（１０）

其中， Δｅｔ ／ ｅｔ －１ 为 ｔ 期汇率的变化率， σｅ 为其标准差； Δｒｔ ／ ｍｔ －１ 为 ｔ 期外汇储备变

动与 ｔ－１期基础货币的比值， σｒ 是相应的标准差。 当指数大于零时表示本币具有贬

值压力， 表现为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升高或外汇储备减少； 反之则相反。
在考察跨境资本双向流动对外汇市场压力的影响时， 为了不遗漏关键变量， 还

需要涵括其他影响外汇市场压力的因素， 外汇市场压力的影响因素主要包括贸易和

金融两大类 （郭立甫， ２０１４） ［２３］。 本文共选取了三个贸易类和三个金融类影响因素

进入模型， 具体变量选取见表 １。 本文所使用数据均来自中经网①， 样本区间为

１９９８年 １季度—２０２０年 ２季度， 对利率以外的各变量都进行了季节调整。
在估计 ＮＡＲＤＬ模型之前需要检验变量间的长期协整关系， 传统的协整检验要

求各变量需为同阶单整， 而 Ｐｅｓａｒａｎ等 （２００１） ［２４］提出的边限协整检验放松了变量

间同阶单整的限制， 依据 Ｆ 统计量 （ＦＰＳＳ） 或 ｔ 统计量 （ ｔＢＤＭ） 可以有效地检验 Ｉ
（０） 和 Ｉ （１） 序列间的混合协整关系。 本文中所有序列均为平稳序列或一阶差分

平稳序列， 满足边限协整检验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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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变量说明及描述性统计

变量 变量含义 计算方法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ＥＭＰ 外汇市场压力 基于公式 （１０） 计算得出 －０ ００９ ０ ０１７ －０ ０５１ ０ ０２８

ＦＤＩ 外商直接投资 ＦＤＩ占 ＧＤＰ 的比重 ０ ０３０ ０ ０１１ ０ ０１０ ０ ０５０

ＯＦＤＩ 对外直接投资 ＯＦＤＩ占 ＧＤＰ 的比重 ０ ００７ 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２ ０ ０２４

ＰＯＲＴＩＮ 证券投资流入 证券投资流入占 ＧＤＰ 的比重 ０ ００６ 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５ ０ ０１６

ＰＯＲＴＯＵＴ 证券投资流出 证券投资流出占 ＧＤＰ 的比重 ０ ００５ ０ ０１０ －０ ０２７ ０ ０４３

ＤＥＢＴＩＮ 其他投资流入 其他投资流入占 ＧＤＰ 的比重 ０ ００９ ０ ０１６ －０ ０３２ ０ ０４１

ＤＥＢＴＯＵＴ 其他投资流出 其他投资流出占 ＧＤＰ 的比重 ０ ０１６ ０ ０２２ －０ ０４２ ０ ０７３

ＣＰＩ 物价水平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８６ ４１３ １３ ６９６ ７０ １４０ １１１ ９０８

ＧＤＰ 经济增长率 ＧＤＰ 增速 ８ ６５２ ２ ６４０ －１ ８６０ １４ ６１０

ＴＲＡＤＥ 贸易收支 贸易差额占 ＧＤＰ 的比重 ０ ０３５ ０ ０１８ ０ ００３ ０ ０８０

ＩＤ 中美利差
银行间同业拆借加权平均利率与

美国联邦基金利率之差
０ ５７４ ２ １５２ －４ １７０ ６ ４９０

Ｍ２ 货币供应量 Ｍ２当期值占 ＧＤＰ 的比重 ０ ２２０ ０ ０５６ ０ ０６９ ０ ４１６

ＸＤ 国内信贷 国内信贷当期值占 ＧＤＰ 的比重 ０ ２１９ ０ ０９７ ０ １６９ ０ ５５０

四、 实证结果分析

（一） 不同类型资本流入对外汇市场压力的非对称影响

依次将不同类型的资本流入变量带入 ＡＲＤＬ和 ＮＡＲＤＬ 模型中进行估计， 估计

结果及统计检验见表 ２。 表 ２中的列 （１） 和 （４） 中的资本流动 （ＣＦ） 为外商直

接投资， 列 （２） 和 （５） 中的资本流动为证券投资流入， 列 （３） 和 （６） 中的资

本流动为其他投资流入。 本文中数据频度为季度， 各解释变量的最大滞后期设置为

４， 依据信息准则选择各变量的最佳滞后期， 按照由一般到特殊的原则利用逐步回

归法将不显著的变量逐个剔除， 如果某个变量的当期及所有滞后期均不显著， 为避

免遗漏重要变量而导致模型设定偏误， 参考 Ｃｕｅｓｔａｓ 和 Ｔａｎｇ （２０１７） ［２５］的做法， 只

保留其一阶滞后项。 篇幅所限， 省略了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 所有模型的 ＣＵＳＵＭ
（递归残差的累积和） 诊断结果均表明模型稳定性较好。

变量 ＥＭＰ （－１） 的系数即误差修正项系数均为负说明模型是稳定的， ＦＰＳＳ统

计量和 ｔＢＤＭ统计量均显著， 拒绝了 β ＝ γ ＋ ＝ γ － ＝ η ＝ ０的原假设， 说明模型变量间具

有稳定的长期均衡关系； ＷＬＲ和 ＷＳＲ统计量表明， 除了列 （６） 中的短期非对称性不

显著外， 其他方程中都存在显著的长、 短期非对称性。
ＡＲＤＬ模型的估计结果表明， 长期中各类资本流入都产生了显著的升值压力，

短期各类资本流入的影响各异， ＦＤＩ 的短期影响系数之和为正， 证券投资和其他投

资为负。 ＮＡＲＤＬ 模型考察了资本流入正向冲击和负向冲击的非对称影响， 估计结

果表明， 长期来看， 各类资本的正向冲击带来显著的升值压力， 而 ＦＤＩ 与证券投

资流入的负向冲击在长期中影响不显著， 只有其他投资流入影响显著。 从短期影响

系数之和来看， ＦＤＩ 正向冲击影响为正， 证券投资流入正向冲击影响为负， 其他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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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流入的正向冲击影响不显著； 而各类资本流入负向冲击的影响均为负。 两个模型

的估计结果均表明， 各类资本流入的短期影响存在较大差异， 下面基于 ＮＡＲＤＬ 模

型的估计结果对三类资本流入的动态影响进行细致解读。

表 ２　 跨境资本流入对外汇市场压力的影响

ＡＲＤＬ模型 ＮＡＲＤＬ模型

变量 （１） （２） （３） 变量 （４） （５） （６）

ＥＭＰ （－１） －０ ４５１∗∗∗ －０ ２１３∗∗∗ －０ ３３１∗∗∗ ＥＭＰ （－１） －０ ３９６∗∗∗ －０ ３０３∗∗∗ －０ ３８５∗∗∗

ΔＥＭＰ （－１） ０ ６４２∗∗∗ ０ ７１３∗∗∗ ０ ７６５∗∗∗ ΔＥＭＰ （－１） ０ ６３４∗∗∗ ０ ７７３∗∗∗ ０ ７９５∗∗∗

ΔＥＭＰ （－２） －０ ５１１∗∗∗ －０ ４３８∗∗∗ ΔＥＭＰ （－２） －０ ４２４∗∗∗ －０ ４１０∗∗∗

ＣＦ （－１） －０ ４４９∗∗∗ －０ ３７７∗∗ －０ ３４２∗∗∗ ＣＦ＋ （－１） －０ ４７０∗∗∗ －０ ６２５∗∗∗ －０ １４８∗

ΔＣＦ －０ ４１３∗∗ －０ ９９２∗∗∗ －０ ２９６∗∗∗ ＣＦ－ （－１） ０ ０５０ －０ ２３３ －０ ４２４∗∗∗

ΔＣＦ （－１） ０ ２０８∗∗∗ ΔＣＦ＋ －０ １１４

ΔＣＦ （－２） ０ ４５３∗∗ １ １３９∗∗∗ ΔＣＦ＋ （－２） １ １６５∗∗∗ ２ ０７７∗∗∗

ΔＣＦ （－３） －１ １０６∗∗∗ ΔＣＦ＋ （－３） －２ ３１３∗∗∗

ΔＣＦ－ －１ ４９３∗∗∗ －０ ３９０∗∗∗

ΔＣＦ－ （－１） ０ ３４２∗∗

ΔＣＦ－ （－３） －０ ６８２∗

长期影响系数估计结果

φ －０ ９９５∗∗∗ －１ ７６９∗∗ －１ ０３４∗∗∗ φ ＋ －１ １８７∗∗∗ －２ ０６２∗∗∗ －０ ３８４∗

φ － ０ １２７ －０ ７６８ －１ １００∗∗∗

协整关系检验与非对称性检验

ｔＢＤＭ －５ ６５２∗∗∗ －５ ５１３∗∗ －４ ６８８∗ ｔＢＤＭ －５ ６５２∗∗∗ －５ ５１３∗∗ －４ ６８８∗

ＦＰＳＳ ３０ ８３６∗∗∗ １０ ８１７∗∗∗ ２２ ３０７∗∗∗ ＦＰＳＳ １６ ２０５∗∗∗ １２ ０５７∗∗∗ １０ ２０１∗∗∗

ＷＬＲ ７ ８４７∗∗∗ ３ ２９６∗ ８ ５９２∗∗∗

ＷＳＲ ８ ７８３∗∗∗ ３ ６７０∗ ０ ０７４

注： ＷＬＲ和 ＷＳＲ分别为长期和短期非对称性的 Ｗａｌｄ 检验，∗∗∗、∗∗和∗分别表示在 １％、 ５％和 １０％的水平下显
著， 下同。

（１） ＦＤＩ对外汇市场压力的影响具有一定的滞后性， 其正向冲击和负向冲击在

当期没有显著影响， ＦＤＩ正向冲击滞后 ２期会导致显著的贬值压力， 周爱民和遥远

（２０１５） 也得到了类似的结论。 这主要归咎于许多 ＦＤＩ 是以技术或机器等形式， 这

些投资在短期不仅不会增加人民币需求， 反而因为需要进口大量配套生产设备和中

间产品， 恶化我国贸易状况 （王叙果等， ２０１２） ［２６］， 对人民币产生一定的贬值压

力。 但该影响的持续时间不长， ＦＤＩ进入实体经济后， 对外汇市场压力的影响会由

正转负， 即由贬值压力转为升值压力。 根据前文梳理的影响机制， 由提高生产率等

途径带来的贸易条件改善程度大于由挤出效应等造成的贸易恶化程度， 因此， 长期

中 ＦＤＩ的扩张带来了人民币升值压力。
ＦＤＩ的正向和负向冲击对外汇市场压力的影响具有非对称性， Ｗａｌｄ 统计量在

１％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图 １ （动态累积乘数图） 也证实了这一点， 从图 １ 中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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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直观地看出 ＦＤＩ 正向冲击对外汇市场压力的影响明显大于 ＦＤＩ 负向冲击的影

响， 短期影响系数也具有显著的非对称性， 而且非对称效应短期内震荡， 长期则

趋于稳定。 对比三类资本流入， 面对 ＦＤＩ 冲击时外汇市场压力向新均衡的调整

速度最快。
（２） 无论是短期还是长期， 证券投资流入的正向冲击都引发人民币出现大幅

升值压力， 正向冲击滞后 ２、 ３期影响显著。 当证券投资流入持续增加时， 大量国

际资本涌入使得人民币需求急剧增加， 出现升值压力， 长期中资本市场流动性充

裕， 资本流入与资产价格呈现螺旋式上涨， 升值压力持续攀升； 部分流入到实体经

济的资本， 也会像 ＦＤＩ一样在长期带来升值压力。 而证券投资流入负向冲击仅在当

期显著， 长期中影响不显著。 证券投资流入的收缩一部分是源于外国撤资， 仅在当

期由于人民币相对需求减少而使外汇市场承受贬值压力。 图 ２显示， 证券投资流入

的长期均衡系数和短期影响系数均具有非对称性， 面对证券投资流入的正向冲击

时， 外汇市场压力的调整速度要慢于负向冲击。 可以看出三类资本流入中， 证券投

资流入对外汇市场压力的影响程度最大。

图 １　 ＦＤＩ对外汇市场压力非对称累积影响效应

图 ２　 证券投资流入对外汇市场压力非对称累积影响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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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其他投资流入对外汇市场压力非对称累积影响效应

（３） 其他投资流入的正向冲击对本币长期具有明显的升值压力， 而负向冲击

对本币则带来贬值压力。 从绝对值上看， 其他投资流入正向冲击的长期影响系数小

于负向冲击的影响系数， 对外汇市场压力的影响存在非对称性。 然而， 从短期看，
其他投资对外汇市场压力影响微弱。 图 ３显示， 从短期到长期， 其他投资流入的影

响程度在逐渐增大， 这是由于其他投资流入部分是以应付款等贸易信贷形式存在，
在当期未发生人民币供求变动， 其扩张在短期不会引起较大的外汇市场压力， 长期

中这些资本一部分进入实体经济， 一部分流入资本市场， 与 ＦＤＩ和证券投资流入类

似， 带来了升值压力。
（二） 不同类型资本流出对外汇市场压力的非对称影响

依次将不同类型的资本流出变量带入 ＡＲＤＬ和 ＮＡＲＤＬ 模型中进行估计， 系数

估计结果及统计检验见表 ３。 列 （１） 和 （４） 中的资本流动 （ＣＦ） 为 ＯＦＤＩ， 列

（２） 和 （５） 中为证券投资流出， 列 （３） 和 （６） 中为其他投资流出。 误差修正

项的系数均为负， 且 ＦＰＳＳ统计量和 ｔＢＤＭ统计量均显著， 说明变量之间具有稳定的长

期均衡关系； ＷＬＲ和 ＷＳＲ统计量表明， 除了列 （６） 中的短期非对称性不显著外， 其

他都存在显著的长、 短期非对称性。
ＡＲＤＬ模型的估计结果表明， 短期中 ＯＦＤＩ 和证券投资流出会带来显著的贬值

压力。 ＮＡＲＤＬ模型中， ＯＦＤＩ 和证券投资流出正向与负向冲击的影响存在非对称

性： ＯＦＤＩ正向冲击的影响小于负向冲击的影响， 表明 ＯＦＤＩ 扩张带来的贬值压力

小于 ＯＦＤＩ收缩带来的升值压力； 证券投资流出恰好相反。 在长期， ＡＲＤＬ 模型中

只有证券投资流出影响显著， 另两类影响不显著； ＮＡＲＤＬ 模型中证券投资流出的

正向与负向冲击系数均显著， 而其他投资流出只有正向冲击的系数显著。 这表明，
长期中资本流出对外汇市场压力的影响不确定， 各类资本流出的影响主要体现为短

期的贬值压力。
（１） 从短期来看， ＯＦＤＩ 的影响存在滞后效应和非对称性， ＯＦＤＩ 正向冲击滞

后 １期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究其原因， 我国企业对外投资时， 需要到银行换取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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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跨境资本流出对外汇市场压力的影响

ＡＲＤＬ模型 ＮＡＲＤＬ模型

变量 （１） （２） （３） 变量 （４） （５） （６）

ＥＭＰ （－１） －０ １９２∗∗∗ －０ ２５４∗∗∗ －０ １４３∗∗∗ ＥＭＰ （－１） －０ ２３２∗∗∗ －０ ６２６∗∗∗ －０ ４０８∗∗∗

△ＥＭＰ （－１） ０ ９３４∗∗∗ ０ ９１９∗∗∗ ０ ９２２∗∗∗ △ＥＭＰ （－１） ０ ７９８∗∗∗ ０ ６４４∗∗∗ ０ ７４８∗∗∗

△ＥＭＰ （－２） －０ ６７１∗∗∗ －０ ６１２∗∗∗ －０ ７２５∗∗∗ △ＥＭＰ （－２） －０ ５８８∗∗∗

△ＥＭＰ （－３） ０ ２０１∗ ０ １９２∗ ０ ２５０∗∗ △ＥＭＰ （－３） ０ １９３∗

ＣＦ （－１） ０ １４７ －０ ２４５∗∗∗ －０ ００８ ＣＦ＋ （－１） －０ ０８１ －０ ９４１∗∗∗ －０ １０８∗∗∗

△ＣＦ ０ ５２１∗∗ ＣＦ－ （－１） －０ １７９ －０ ３０４∗∗∗ －０ ００７
△ＣＦ （－２） ０ ６９９∗∗∗ ０ ４３５∗∗∗ △ＣＦ＋ －０ ０２６

△ＣＦ＋ （－１） １ ２９５∗∗∗ ０ ５６９∗∗

△ＣＦ＋ （－２） ０ ８６７∗∗∗

△ＣＦ＋ （－３） ０ ５９８∗∗

△ＣＦ－ －０ ０６２
△ＣＦ－ （－２） １ １５４∗∗ ０ ６１１∗∗∗

△ＣＦ－ （－３） １ ３９８∗∗∗ ０ ４０５∗

长期影响系数估计结果

φ －０ ７６６ －０ ９６６∗∗∗ －０ ０５８ φ ＋ －０ ３４９ －１ ５０４∗∗∗ －０ ２６５∗∗∗

φ － －０ ７７３ －０ ４８５∗∗∗ －０ ０１８
协整关系检验与非对称性检验

ｔＢＤＭ －７ ５２７∗∗∗ －９ ４７２∗∗∗ －７ ５４８∗∗∗ ｔＢＤＭ －５ １６９∗∗ －９ ４７２∗∗∗ －６ ７２７∗∗∗

ＦＰＳＳ １１ ９６２∗∗∗ １５ ６６９∗∗∗ ７ ７２１∗∗∗ ＦＰＳＳ ９ ５８３∗∗∗ ３５ ９８７∗∗∗ １５ ９５５∗∗∗

ＷＬＲ ６ ８５０∗∗ ２３ ７００∗∗∗ ３２ ７６９∗∗∗

ＷＳＲ ３ １６１∗ ５ １２７∗∗ ０ ０６２

汇， 外币相对需求增加从而外汇市场出现贬值压力。 近几年我国企业对外投资步伐

加快， 大量对外投资需求引发对外币的过度需求， 外汇市场承受较大的贬值压力。
ＯＦＤＩ的正向与负向冲击对外汇市场压力的长期影响具有非对称性， 但影响系数均

不显著， 意味着长期中 ＯＦＤＩ不会给外汇市场带来压力。 从图 ４ 中可以看出， ＯＦＤＩ
对外汇市场压力的影响在短期和长期中的作用方向发生了转变， 这是由于短期和长

期的作用机制大相径庭， 短期是由于人民币相对供求的变化， 而长期中通过提高人

民币国际化水平、 促进经济结构转型等多种途径提升综合国力带来的升值压力， 与

贸易替代效应产生的贬值压力相互抵消， 因此不会产生显著影响。
（２） 证券投资流出的正向与负向冲击对外汇市场压力的短期效应显著且存在

较强的滞后效应。 其中， 外汇市场压力受到证券投资流出的正向冲击滞后 １－３ 期

的影响， 这表明在较短时期内我国证券投资流出的扩张会加剧外汇市场面临的贬值

压力。 但当证券投资流出持续扩张时， 长期中人民币的贬值趋势将发生改变， 甚至

倾向于升值。 根据前文阐述的影响机制， 我国证券投资流出在优化资产配置、 分散

投资风险的同时， 也助推了人民币国际化进程， 有利于我国综合国力的提升， 从而

在长期中， 证券投资持续流出不但不会产生进一步的贬值压力， 反而趋向于产生升

值效应。 证券投资流出的负向冲击滞后 ２、 ３ 期的影响显著， 证券投资流出的负向

冲击产生的短期升值压力， 在长期中转变为贬值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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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对外直接投资对外汇市场压力非对称累积影响效应

图 ５　 证券投资流出对外汇市场压力非对称累积影响效应

图 ６　 其他投资流出的对外汇市场压力非对称累积影响效应

（３） 其他投资流出正向与负向冲击的短期影响并不显著， 原因是其他投资流

出中贸易信贷所占比重较大， 部分是以应收款的形式存在， 这类贸易信贷不会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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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资金流动， 所以不会对外汇市场压力带来影响。 在长期， 其他投资流出存在

非对称传递效应。
对比 ＯＦＤＩ、 证券投资和其他投资流出的估计结果， 可以看出， 资本流出对外

汇市场的影响主要体现为短期的贬值压力。 短期内 ＯＦＤＩ 和证券投资流出的正向冲

击会带来显著的贬值压力， 且 ＯＦＤＩ正向冲击产生的贬值压力大于证券投资。

五、 稳健性检验和进一步分析

（一） 稳健性检验

在对基准模型分析的基础上， 本文进一步从考虑遗漏变量、 替换关键变量两方

面进行了稳健性检验。
１ 考虑遗漏重要变量

本文的基准模型中从贸易和金融两方面选取了六个外汇市场压力的影响因素，
许多实证文献表明外汇市场压力还会受到预期因素、 国际因素等的影响， 为了避免

遗漏重要变量， 本文在基准模型的基础上， 分别加入了代表汇率预期的人民币一年

期无本金交割远期 （ＮＤＦ）、 代表国际因素的芝加哥期权交易所市场波动率指数

（ＶＩＸ 指数） 和欧洲美元三个月期利率与美国国债收益率之差 （ＴＥＤ 利差）， 重新

估计模型， 估计结果均表明基准模型中的结论是稳健的①。
２ 替换变量

基准模型中的外汇市场压力指数是采用非模型依赖法测算的， 本文还根据模型

依赖法测算了外汇市场压力指数用于稳健性检验。 上文的外汇市场压力指数未包含

利率的变动， 然而部分学者认为我国正在进行利率市场化改革， 利率在一定程度上

能够反映汇率的变动趋势， 因此， 本文还构建了包含利率的外汇市场压力指数， 用

于检验基准模型结果是否稳健。 鉴于人民币国际化水平近几年有了很大提升， 并于

２０１６年加入 ＳＤＲ， 我们还基于人民币对 ＳＤＲ的汇率构建了外汇市场压力指数进行

稳健性检验。 以上估计结果均表明基准模型中的结论是稳健的。
（二） 进一步分析

基准模型结果表明， 不同类型资本的双向流动对我国外汇市场压力有着复杂深

远的影响， 为了应对资本账户开放进程中不可避免的资本流动对外汇市场的冲击，
除了监控资本流动本身外， 还可以通过汇率制度改革增强汇率弹性， 以加强金融系

统的抗冲击能力。 针对我国汇率制度改革与资本账户开放交替进行的现实情况， 很

多文献对二者的顺序问题进行了讨论。 例如陈中飞等 （２０１７） ［２７］从金融稳定和改革

间相互促进的角度出发， 认为汇率改革应先于资本账户开放， 而其他文献则指出两

项改革间没有绝对的先后顺序问题， 应协调推进 （彭红枫等， ２０１８） ［２８］。 以上争论

表明汇率制度改革是否能够减轻资本账户开放对外汇市场乃至金融系统的冲击， 目

前还未有定论。 一方面， 扩大汇率弹性区间会加大汇率波动的幅度和频率， 这将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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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跨境资本流动对外汇市场压力的冲击程度； 另一方面， 汇率弹性区间的扩大能在

很大程度上降低国际投资者对人民币升贬值的同质性预期， 通过降低跨境资本的羊

群行为、 减少短期投机性资本， 减轻跨境资本流动对外汇市场压力的影响。
接下来本文将考察汇率制度改革是否会改变资本流入对外汇市场压力影响的大

小及方向， 设 Ｄ１、 Ｄ２、 Ｄ３和 Ｄ４ 为虚拟变量， 分别代表 ２００５ 年 ７ 月汇率制度改

革、 ２０１０年 ６月汇改重启、 ２０１２年 ４月汇率弹性区间首次扩大和 ２０１５ 年 “８１１ 汇

改”， 改革前取值为 ０， 改革后为 １， 分别将虚拟变量与各类资本流入的交乘项加入

ＮＡＲＤＬ模型中， 表 ４列出长期系数的估计结果。 其中， 列 （１） 至 （３） 中的资本

流动 （ＣＦ） 分别表示 ＦＤＩ、 证券投资流入和其他投资流入。

表 ４　 汇改前后跨境资本流入影响系数的变化

变量 （１） （２） （３）

ＣＦ＋ －０ ６１６∗ －２ ６１０∗∗∗ －０ ６３５∗∗∗

ＣＦ－ －０ ２４５ －０ ２２７ －１ ０１６∗∗∗

Ｄ１ ０ ００４ －０ ０２２∗∗∗ －０ ０２４∗

Ｄ１×ＣＦ＋ １ ３６２∗∗∗ １ ６４８∗∗∗ ０ ３９３∗∗

Ｄ１×ＣＦ－ １ ４５５∗∗∗ １ ２８０∗∗ ０ １０８

ＣＦ＋ －１ １４４∗∗∗ －３ ３１３∗∗∗ －０ ７９９∗∗∗

ＣＦ－ ０ １３８ ０ １０４ －１ ３７６∗∗∗

Ｄ２ ０ ０３３∗∗ －０ ０６６∗∗∗ －０ ００９

Ｄ２×ＣＦ＋ ０ ６３９∗ １ ３００∗∗∗ ０ ４１１∗∗∗

Ｄ２×ＣＦ－ ０ ８２５∗∗∗ －０ ４５７ ０ ３８２∗∗∗

ＣＦ＋ －０ ９４９∗∗∗ －４ ８２６∗∗∗ －０ ４９２∗∗∗

ＣＦ－ －０ ００３ ０ ２６６ －０ ５５１∗∗∗

Ｄ３ ０ ０１２ －０ １３９∗∗∗ ０ ００３

Ｄ３×ＣＦ＋ ０ ６２３ １ ５７３∗∗∗ －０ ０２１

Ｄ３×ＣＦ－ ０ ７３７∗∗ －１ ４６４∗∗∗ ０ ００８

ＣＦ＋ －０ ５８２∗∗∗ －５ ８７１∗∗∗ －０ ５３９∗∗∗

ＣＦ－ ０ ３３３ ０ ３４２ －０ ５８８∗∗∗

Ｄ４ ０ ０５７∗∗∗ －０ ２０９∗∗∗ ０ ０２６

Ｄ４×ＣＦ＋ ３ ２１５∗∗∗ １ ５１３∗∗∗ ０ ２０１∗∗

Ｄ４×ＣＦ－ １ ９４８∗∗∗ －２ ４８５∗∗∗ ０ １２７

随着我国全面扩大对外开放的新格局逐渐形成， 各类跨境资本流动规模持续扩

大， 所以此部分只针对各类资本流入正向冲击的结果进行分析。 从表 ４ 中可以看

出， Ｄ１、 Ｄ２与资本流动正向冲击的乘积项在三个方程中的系数显著为正， 表明

２００５年汇改和 ２０１０年汇改重启， 缓解了各类资本流入扩张带来的外汇市场升值压

力； 类似地， ２０１２年汇率弹性区间首次扩大后， 证券投资流入正向冲击产生的升

值压力显著减弱； 此外， ２０１５ 年的 “８１１ 汇改” 进一步完善了人民币对美元汇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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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中间价报价机制， 更加真实地反映了外汇市场的供求关系， 市场情绪趋于理性和

稳定， 从而也成功地削弱了由各类资本流入正向冲击所引发的外汇市场升值压力。
以上结果说明， 汇率市场化改革能够削弱资本流入正向冲击在长期中带来的升

值压力。 汇改前人民币具有较强的升值预期， 汇率市场化改革的一系列措施能够降

低市场的同质性预期， 因此改变了资本流入扩张对外汇市场压力的影响。 升值压力

过大将对一国经济的健康发展带来隐患， 资本账户开放和汇率制度改革应相互配

合、 共同推进， 适当放宽汇率波动区间能够吸收部分资本流动的冲击， 提高外汇市

场抗风险、 抗冲击的能力， 缓解长期中外汇市场的升值压力。

六、 结论与启示

在双向扩大资本账户开放的进程中， 辨析不同类型跨境资本流动对外汇市场压

力的非对称影响， 对防控外部风险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首先梳理相关文献， 结合我

国的现实情况， 揭示了直接投资、 证券投资和其他投资双向流动对外汇市场压力的

影响机制， 然后采用 ＮＡＲＤＬ模型甄别不同类型跨境资本对外汇市场压力的长短期

影响和非对称性。
实证结果表明： １ 从资本流入角度看， 各类资本流入对外汇市场压力的短期

影响存在异质性， 而长期中各类资本流入会带来显著的升值压力， 通过分析正向波

动和负向波动成分的非对称影响， 发现各类资本流入的正向冲击导致了升值压力，
而资本流入的负向冲击影响多数不显著； ２ 从资本流出角度看， 长期中资本流出

的影响不确定， 资本流出对外汇市场的影响主要体现为短期， ＯＦＤＩ 和证券投资流

出的正向冲击在短期内会带来显著的贬值压力。 资本流出对外汇市场压力的影响也

具有非对称性， ＯＦＤＩ正向冲击小于负向冲击的影响， 而证券投资流出恰好相反；
３ 本文还在基准模型的基础上， 从替换关键变量和增加控制变量两个方面进行了

稳健性检验， 结果表明基准模型的主要结论是稳健的。 考虑到我国在开放资本账户

的同时也在推进汇率市场化改革， 文章进一步选取了四个汇率制度改革的关键时间

点， 考察汇率市场化改革是否改变了资本流动对外汇市场压力的影响， 结果表明，
汇率市场化改革能够减轻各类资本流入正向冲击带来的升值压力。

新冠疫情的影响仍在持续， 我国内外部还面临诸多不确定、 不稳定因素， 需要

防范化解跨境资本流动给我国外汇市场带来的巨大压力。 根据研究结论， 本文认

为： 首先， 我国应该坚持资本账户双向开放， 流入与流出并重， 在短期内可以对冲

升、 贬值压力， 长期中可以通过汇率制度改革削弱升值压力， 逐步放宽汇率波动区

间， 提高外汇市场抗风险的能力； 其次， 注重对资本流动的结构性管理， 由于不同

类型资本流动影响的大小和方向不同， 有必要对不同类型以及流向的资本流动进行

差别化管控， 应跟踪资本流向的部门， 引导外资更多地流向实体经济， 既促进实体

经济的长远发展， 又防控外部风险输入； 最后， 针对跨境资本流动实施宏观审慎逆

周期调节， 减轻资本流动的顺周期性， 同时， 稳定国际投资者的预期， 减少投机性

资本冲击， 避免跨境资本大幅进出带来的外汇市场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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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ａｔｅ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ｓ ｆｒｏｍ Ｇｌｏｂａｌ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Ｆｌｏｗ Ｓｈｏｃｋｓ？ ［Ｒ］．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ｕｒｅａｕ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２０１５

［１４］ 范言慧， 席丹， 边江泽  不同部门的 ＦＤＩ流入与人民币实际汇率 ［Ｊ］ ． 金融研究， ２０１３ （８）： ３０－４３
［１５ ］ ＯＢＳＴＦＥＬＤ Ｍ， ＲＯＧＯＦＦ Ｋ Ｓ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 Ｍ ］．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１９９７
［１６］ 黄志刚  外国直接投资、 贸易顺差和汇率 ［Ｊ］ ． 世界经济， ２００９ （４）： ３－１４
［１７］ ＣＯＭＢＥＳ Ｊ Ｌ， ＫＩＮＤＡ Ｔ， ＰＬＡＮＥ Ｐ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Ｆｌｏｗｓ，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Ｒａｔｅ Ｆｌｅｘｉ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ｅａｌ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Ｒａｔｅ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ａｃｒ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２０１２ （３４）： １０３４－１０４３
［１８］ 顾雪松， 韩立岩， 周伊敏  产业结构差异与对外直接投资的出口效应——— “中国—东道国” 视角的理

论与实证 ［Ｊ］ ． 经济研究， ２０１６， ５１ （４）： １０２－１１５
［１９］ 杨连星， 罗玉辉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全球价值链升级 ［ Ｊ］ ．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２０１７ （６）：

５４－７０
［２０］ 鲁万波， 常永瑞， 王叶涛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 研发技术溢出与技术进步 ［ Ｊ］ ． 科研管理， ２０１５ （３）：

３８－４８
［２１］ 杨荣海， 李亚波  资本账户开放对人民币国际化 “货币锚” 地位的影响分析 ［ Ｊ］ ． 经济研究， ２０１７

（１）： １３４－１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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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ＳＴＡＶＡＲＥＫ Ｄ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Ｍａｒｋｅｔ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ｉｎ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ｚｏｎｅ Ｍｅｍｂｅｒｓｈｉｐ Ｐｅｒ⁃
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Ｊ］ ． Ｓｏｕｔｈ Ｅａｓｔ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２００８， ３ （２）： ７－１８

［２３］ 郭立甫  我国外汇市场压力的测算及影响因素研究———基于 ＭＩＭＩＣ 模型 ［ Ｊ］ ． 国际金融研究， ２０１４
（１）： ７４－８５

［２４］ ＰＥＳＡＲＡＮ Ｍ Ｈ， ＳＨＩＮ Ｙ， ＳＭＩＴＨ Ｒ Ｊ． Ｂｏｕｎｄｓ Ｔｅｓｔｉｎｇ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ｓ ｔｏ ｔｈ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Ｌｅｖｅ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Ｅｃｏｎｏｍｅｔｒｉｃｓ， ２００１， １６ （３）： ２８９－３２６

［２５］ ＣＵＥＳＴＡＳ Ｊ Ｃ， ＴＡＮＧ Ｂ Ａｓｙｍｍｅｔｒｉｃ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Ｒａｔｅ Ｅｘｐｏｓｕｒｅ ｏｆ Ｓｔｏｃｋ Ｒｅｔｕｒｎｓ：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Ｃｈｉ⁃
ｎｅｓ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 ［Ｊ］ ．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 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 Ｅｃｏｎｏｍｅｔｒｉｃｓ， ２０１７， ２１ （４）： １－２１

［２６］ 王叙果， 范从来， 戴枫  中国外汇资本流动结构对实际有效汇率影响的实证研究 ［ Ｊ］ ． 金融研究，
２０１２ （４）： ７１－８３

［２７］ 陈中飞， 王曦， 王伟  利率市场化、 汇率自由化和资本账户开放的顺序 ［ Ｊ］ ． 世界经济， ２０１７ （６）：
２３－４７

［２８］ 彭红枫， 肖祖沔， 祝小全  汇率市场化与资本账户开放的路径选择 ［ Ｊ］ ． 世界经济， ２０１８ （ ８）：
２６－５０

（责任编辑　 白　 光）

Ｄｏ Ｃｒｏｓｓ⁃ｂｏｒｄｅｒ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Ｉｎｆｌｏｗｓ ａｎｄ Ｏｕｔｆｌｏｗｓ
Ａｆｆｅｃｔ ｔｈｅ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Ｍａｒｋｅｔ？

ＷＡＮＧ Ｊｉｎｍｉｎｇ　 ＷＡＮＧ Ｘｉｎｐｅｉ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ｇｒｏｗｉｎｇ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ａｃｃｏｕｎｔ ｌｉｂｅ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ｒｏｓｓ⁃ｂｏｒｄｅｒ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ｆｌｏｗ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ｍａｒｋｅｔ ｉｓ ｇｅｔｔｉｎｇ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ｌｙ
ｃｌｏｓｅｒ． Ｉｎ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ｗｅ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ａ ｓｙｎｏｐ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ｏｆ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ｉｎ⁃
ｆｌｏｗｓ ａｎｄ ｏｕｔｆｌｏｗｓ ｔｏ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ｍａｒｋｅｔ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Ｆｕｒｔｈｅｒｍｏｒｅ， ｕ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ＮＡＲＤＬ
ｍｏｄｅｌ， ｗｅ ｄｅｓｃｒｉｂｅ ｔｈｅ ｓｈｏｒｔ⁃ｔｅｒｍ ａｎｄ ｌｏｎｇ⁃ｔｅｒｍ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ｒｏｓｓ⁃ｂｏｒｄｅｒ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ｆｌｏｗｓ ａｎｄ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ｍａｒｋｅｔ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ａｓｙｍｍｅｔｒｉｃ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 ａｒｅ ａｓ ｆｏｌｌｏｗｓ： （１）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ｉｎｆｌｏｗｓ， ｔｈｅ ｓｈｏｒｔ⁃ｔｅｒｍ ｉｍ⁃
ｐａｃｔ ｏｆ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ｉｎｆｌｏｗｓ ｏｎ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ｍａｒｋｅｔ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ｉｓ 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
ｏｕｓ， ｗｈｅｒｅａｓ， ｉｎ ｔｈｅ ｌｏｎｇ⁃ｔｅｒｍ， ｔｈｅ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ｓｈｏｃｋｓ ｏｆ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ｉｎｆｌｏｗｓ ｌｅａｄ ｔｏ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ａｐｐｒｅｃｉａｔｉｏｎ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２）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ｏｕｔｆｌｏｗｓ， ｔｈｅ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ｓｈｏｃｋｓ ｏｆ
ＯＦＤＩ ａｎｄ ｐｏｒｔｆｏｌｉｏ ｏｕｔｆｌｏｗｓ ｌｅａｄ ｔｏ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ｅｐｒｅｃｉａｔｉｏｎ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ｉｎ ｔｈｅ ｓｈｏｒｔ⁃ｔｅｒｍ，
ｗｈｅｒｅａｓ ｉｎ ｔｈｅ ｌｏｎｇ⁃ｔｅｒｍ，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ｏｕｔｆｌｏｗｓ ｉｓ 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 （３） Ｔｈｅ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ｓｈｏｃｋ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ｉｎｆｌｏｗｓ ａｎｄ ｏｕｔｆｌｏｗｓ ｈａｖｅ ａｓｙｍｍｅｔｒｉｃ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ｎ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ｍａｒｋｅｔ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 ４ ）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ｒａｔｅ ｌｉｂｅ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ｈａｓ
ａｌｌｅｖｉａｔｅｄ ｔｈｅ ａｐｐｒｅｃｉａｔｉｏｎ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ｃａｕｓ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ｓｈｏｃｋｓ ｏｆ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ｉｎｆｌｏｗ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Ｃｒｏｓｓ⁃ｂｏｒｄｅｒ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Ｆｌｏｗｓ；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Ｍａｒｋｅｔ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ＮＡＲＤＬ Ｍｏｄｅ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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