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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流行性BSADF检验入手，将时间趋势变动情境引入现有资产泡沫分析框架。仿真实验发现泡沫成分和时

间趋势（变动）成分在已有泡沫检验流程下容易被混淆。为解决这一问题，在内生设定下构建结构退势 t检验对上述两者

的边界特征进行识别，并以此为基础对BSADF检验进行修订和拓展，这一工作有效完善了已有泡沫风险建模理论。作为

应用，在时间趋势变动框架下对我国股市路径中的泡沫成分及其表现进行探讨，相应结论为精细化识别股市风险、推动股

市稳健发展提供了经验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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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趋势变动下资产泡沫检验的设定拓展：
修订的BSADF检验及其应用

于寄语，李雪晴
（湖北经济学院，武汉 430205）

一、引言

伴随着疫情时代全球央行极度宽松化政策的开启，债务迅速扩张和资产价格快速上涨共同构筑了当前

国际金融市场的奇特画面。这一背景下，关于资产市场泡沫风险的讨论再次被大家所关注。这其中，如何

明确市场局部路径下的泡沫成分，如何有效对其进行计量描述，构成了相应问题研究的核心。尽管随着

Philips、Shi和 Yu（2011，后简记为PSY）关于倒向上确界ADF检验（简记为BSADF检验）的提出，资产泡沫识

别理论在近年已形成流行性的滚动分析框架[1~2]，但相应理论均忽略了现实资产序列可能存在的时间趋势结

构变化特征。从动态过程来看，资产泡沫的发生对应于市场局部路径的爆炸式急剧上升，这在有限样本下

与时间趋势的正向大幅结构变动具有很大相似性。这意味着，以BSADF方法为代表的流行性泡沫检验在应

用中存在较大的关于泡沫成分和时间趋势变动成分的误判可能。考虑到两者在生成机制和经济含义解读

上的巨大差异，时间趋势变动场景下BSADF泡沫检验具有怎样的功效表现，如何对其进行完善？这一问题

的探讨是对现有资产泡沫建模理论的重要补充和丰富。

理论上看，资产泡沫对应于资产市场对其基本面的过度偏离，因此部分文献通过衡量现实市场价值同

基本面价值的偏差来考察资产泡沫情况[3~4]，但到底哪些指标可以有效测度市场基本价值，即如何进行现实

指标选择一直存在争议，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相应方法的客观性和应用性。与其相对应，计量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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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研究点落脚于对相应考察序列的设定检验，以此为基础刻画、识别市场泡沫的动态表现。这其中，早期研

究者主要结合多维时间序列构建检验量考察资产市场对其基本路径的动态偏离特征，并由此进行资产泡沫

的计量识别，典型地，如Shiller（1981）的方差界检验、West（1987）的两步法以及Diba和Grossman（1988）的单

位根－协整方法[5~7]。但是这类方法对Evans（1991）[8]提出的周期性泡沫表现出较差的检验势。此后，部分学

者基于非线性机制转换模型对泡沫检验问题进行探讨[9]，但由于其同泡沫检验的等价性有待商榷，相应理论

未得到充分发展。

PSY（2011）[1]关于上确界ADF类型检验的提出是近年资产泡沫计量识别的新突破。不同于早期的多时

间序列方法，该类检验建立在单时间序列的滚动分析之上。其基本理论设定为：完备化市场下的资产价格

路径服从弱截距单位根过程，市场泡沫的出现会带来价格走势对前者的持续爆炸式偏离。通过对局部爆炸

特征的滚动识别和提取，资产价格的泡沫成分可以得到捕捉。特别是BSADF方法，其能够估测出泡沫的起

始和结束时点，在现实研究中有着广泛应用。顺延PSY（2011）[1]的思路，Homm和Breitung（2012）[10]提出了进

行泡沫识别的Chow类型DF检验和修正Busetti-Taylor检验。简志宏和向修海（2012）[11]对BSADF方法进行

微调，结合自助抽样对泡沫时期数据进行替换以改进泡沫区段的估计精度。邓伟和唐齐鸣（2013）[12]将ES⁃
TAR单位根检验和上确界滚动思路进行融合，构建了处理异方差偏误的SupKSS泡沫检验。Harvey等（2015）[13]

对上确界ADF检验与Chow类型DF检验的渐进和有限样本性质进行了对比研究，并在两者基础上提出了一

个联合策略进行泡沫检验。Harvey 等（2016）[14]进一步考虑了资产序列新息项方差结构可能存在的非平稳设

定，并在该情境下结合自住法对上确界ADF泡沫检验进行了完善。汪卢俊（2018）[15]结合非线性路径调整设

定，提出了基于LSTAR模型的泡沫检验量。

上述文献有效丰富了资产泡沫的计量识别理论，但相应方法均延续了PSY（2011）[1]关于资产序列无时间

趋势变动的路径设定，而后者恰恰是现实资产价格走势的较突出表现。一方面，受价值增值和宏观环境影

响，时间趋势本身就是资产市场的重要驱动力[16]；另一方面，伴随着不同时刻的内外在冲击，资产市场的局部

路径容易体现出时间趋势的变动特性。考虑到有限样本下泡沫的爆炸性特征同时间趋势大幅度变动特征

的相似性，前述泡沫检验理论很可能对两者产生混淆。由此，本文在时间趋势变动情境下对现有泡沫检验

框架进行扩展，并对BSADF检验这一代表性泡沫检验方法进行修订和应用探讨。

本文的可能贡献体现在如下方面：（1）扩展了时间趋势变动场景下的泡沫检验框架，通过仿真实验明确

了前者和泡沫成分在已有检验流程下的易混淆特征。（2）在内生设定下构建结构退势 t检验以有效识别“真

实泡沫驱动”和“时间趋势变动区段”的边界特征，由此完善泡沫风险的建模流程和识别理论。（3）基于修订

的BSADF检验对我国股市路径中的泡沫成分及其表现进行应用探讨，为精细化识别股市风险、推动股市稳

健发展提供经验依据。

二、时间趋势变动下的泡沫检验设定与BSADF检验缺陷

（一）时间趋势变动下的泡沫检验设定式

经典的市场有效性理论指出，资产价格的基本路径具有随机游走特征[17]。泡沫的出现意味着资产价格

对这一基本路径表现出局部爆炸性偏离。由此，PSY（2011）[1]将资产价格 pt 的现实走势设定为式（1）：
ln pt = dT -η + ρt ln pt - 1 + ut，t = 1...T （1）

dT -η(η > 1/2) 为弱截距项，通常情况下设为1/T（即 d =η = 1），ut 表示平稳新息项，ρt = 1和 ρt > 1分别对

应于序列的随机游走特征和爆炸性泡沫特征。以式（1）为基础，流行性BSADF检验方法通过滚动策略对资

产价格的局部泡沫特征（ ρt > 1）进行检验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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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引言所提，相关因素冲击带来的时间性趋势及其变动成分是现实资产价格走势的重要体现。本文对

设定式（1）进行扩展，由此形成时间趋势变动下泡沫检验的原假设设定式（2）和备择假设设定式（3）。简洁

化起见，后文用 yt 对 ln pt 进行表示。其中 [∙]* 为取整符号，λ1 、λ2…λk 为可能的时间趋势变动点。资产价格

走势在式（2）对应的原假设下不存在泡沫，但可能存在时间趋势的结构变动，δ1 、δ2…δk 反映各变动区段的

时间趋势成分。特别地，当 δ1 = δ2 =…δk = 0 时，式（2）退化为原始BSADF检验设定式（1）下的无泡沫假定。

ì

í

î

ïï
ïï

yt = yt - 1 + 1/T + ut， t≤[Tλ1]*
yt = yt - 1 + 1/T + δ1 + ut，[Tλ1]* < t≤[Tλ2]*................
yt = yt - 1 + 1/T + δk + ut， t >[Tλk]*

（2）

存在市场泡沫的备择假设过程如式（3）。此时，资产价格序列除了存在时间趋势性变动外，还对应有局

部泡沫的生成。以 λj - 1 和 λj 两次变动点为例，序列路径对应的不再是时间性趋势的变动，而是泡沫的产生

（ ρ > 1）与塌陷（-ϕ < 0）。
ì

í

î

ï

ï
ïï

ï

ï
ïï

yt = yt - 1 + 1/T + ut， t≤[Tλ1]*..................
yt = ρyt - 1 + ut,ρ > 1， [Tλj - 1]* < t≤[Tλj]*
yt = -ϕ + yt - 1 + 1/T + ut，ϕ > 0，[Tλj]* < t≤[Tλj + 1]*..................
yt = yt - 1 + 1/T + δk + ut， t >[Tλk]*

（3）

（二）BSADF泡沫检验在时间趋势变动场景下的缺陷

BSADF泡沫检验采用的是由后向前的上确界滚动策略，其步骤简要概括如下：对于待考察序列 [y1,yt]，
首先，基于子区间 [y

t -[tr0]∗,yt] 进行初始窗宽为 r0 的右侧ADF检验，相应检验建立在水平ADF回归 yj～αj +
δ̂ j yj - 1 + ut 之上。随后，固定 yt 并将子区间 [y

t -[tr0]*, yt]向前滚动至 [y1,yt]进行递归检验。最后，对这一系列ADF
检验值 δ̂ j*/se(δ̂ j*)求上确界，便构成了区段 [y1,yt]上（或看成时点 t上）的BSADF检验值。

BSADF检验量的渐进分布式在式（4）给出，其中，W(.)为标准的布朗运动。

BSADFt(r0)⇒ sup
0≤ r1 ≤ 1 - r0

ì

í

î

ïï
ïï

ü

ý

þ

ïï
ïï

12 rw[W(1)2 -W(r1)2 - rw] - ∫r11W(r)dr[W(1)-W(r1)]
rw

1 2{ }rw∫r11W(r)2dr -(∫r11W(r)dr)2 1 2 ，rw = 1 - r1 （4）

当考察序列 [y1,yt]含有局部泡沫时，BSADF检验值相较于式（4）下的分布曲线表现出明显右偏倾向，因

此基于右侧检验可以有效识别序列的泡沫发生情况。同时，结合BSADF值对分布式临界点的越出和回落

点，可以进行泡沫区段确定。记泡沫的起始和结束点分别为 r̂e1 和 r̂ f1 ，有：

r̂e1 = inf
r2 ∈(r0,1){ }BSADFr2(r0) > cv βT

r2 , r̂ f1 = inf
r2 ∈(r̂e + log(T)/T,1){ }BSADFr2(r0) < cv βT

r2 （5）
其中，BSADFr2 为时点 [Tr2]∗ 上的BSADF值，cv

βT
r2 为其在 βT% 分位点下的右侧临界值。 log(T) T 为理论

上设定的泡沫最短持续长度。多泡沫情形下，BSADF策略可以通过抹除前期泡沫区间或者滚动性分析，对

后续泡沫成分进行类似思路估测。

需要强调的是，在本文时间趋势变动情境下的泡沫模型设定中，式（3）备择假设下的泡沫区段

[[Tλj - 1]*,[Tλj]*]同原始BSADF检验下的泡沫设定并无差异（对应于式（1）中部分区段存在 ρt > 1），该类区段仍

可以通过原始BSADF策略得以有效识别。但是对于式（2）以及式（3）爆炸区段外的时间趋势变动区段，

BSADF检验很有可能将其部分路径走势混淆为泡沫区段。以式（2）对应的趋势变动单位根走势为例，由于

于寄语，李雪晴：时间趋势变动下资产泡沫检验的设定拓展：修订的BSADF检验及其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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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BSADF策略中的滚动ADF回归未能有效捕捉其路径中的时间性趋势变动成分，而后者又会带来时序

过程非平稳度的加剧，这在很大程度会导致相应ADF系数值的加大。此时，滚动区间上的ADF分布曲线必

定更为右偏，相应的右侧真实临界点比分布式（4）下的临界值明显更大。这意味着，原始BSADF策略对式

（2）很容易得出含有泡沫的错误结论。

为了细化观察时间趋势变动下BSADF策略的检验偏差，以两次趋势变动点（λ1 = 0.3，λ2 = 0.7）为例，表

1 给出了有限样本下的蒙特卡罗仿真结果。数据生成过程基于式（2），序列长度设定为 200，新息项

ut~i.i.d.N(0,1) ，两次变动点后的时间趋势成分（δ1，δ2）为（0.02，0.1）、（0.02，0.3）、（0.1，0.05）、（0.3，0.05）、

（-0.01，0.1）、（-0.01，0.2）六组情形，以涵盖现实中时间趋势持续增强或交替增减情形。

表1 时间趋势变动单位根路径下BSADF检验的模拟结果（两次趋势变动点设定为0.3和0.7）
趋势变动情形

持续增强

先增后降

先减后增

（d1，d2）

（0.02，0.1）
（0.02，0.3）
（0.1，0.05）
（0.3，0.05）
（-0.01，0.1）
（-0.01，0.2）

泡沫检测概率

0.49
0.73
0.50
0.86
0.47
0.58

估测泡沫1
[0.55，0.60]
[0.79，0.86]
[0.52，0.57]
[0.47，0.60]
[0.54，0.58]
[0.72，0.77]

估测泡沫2
[0.75，0.82]
[0.86，0.97]
[0.66，0.76]
[0.62，0.73]
[0.79，0.85]
[0.85，0.93]

注：模拟中的初始窗宽为 r0= 0.2，仿真次数：2000。
从表1可以看到，（δ1，δ2）取值（0.02，0.1）、（0.1，0.05）和（-0.01，0.1）时，BSADF方法判定式（2）存在泡沫

的概率为 0.49、0.50和 0.47。随着相应时间趋势变动幅度的增加，这一误判概率越来越大。（δ1，δ2）增至

（0.02，0.3）、（0.3，0.05）和（-0.01，0.2）时，式（2）的泡沫检测率达到了0.73、0.86和0.58。BSADF检验识别到的

两个泡沫估测区间也予以列出（表中泡沫区间的起末点估测值为多次模拟的中位值）。注意到，“BSADF泡

沫估测区间”的起末位置或者位于真实变动点 λ1 = 0.3和 λ2 = 0.7 的一侧，或者位于某个变动点的两侧。考

虑到式（2）下数据过程的设定形式，这意味着BSADF检验错误地将趋势或趋势变动单位根区段误判为泡沫

区段。

三、拓展的BSADF检验框架：爆炸性区段和时间趋势变动区段的进一步识别

原始BSADF检验检测到的泡沫区段可能为来自备择假设式（3）中的真实泡沫区间，亦有很大可能是式

（2-3）中的时间趋势（变动）区间。结合对“BSADF泡沫区段”下爆炸性成分和时间趋势（变动）成分的进一步

识别，本部分对BSADF检验策略进行修订和完善。

（一）趋势变动单位根过程对爆炸过程的 t检验

对于BSADF检验得到的“泡沫区段”[ta, tb]，设定原假设下其路径特征表现出趋势（变动）单位根走势，基

于式（6）进行刻画。

yt = yt - 1 + b + δI(t > T0) + εt，t,T0 ∈ [ ]ta，tb （6）
I(.)为示性函数，εt 为鞅差序列。 T0 = ta 或 tb 时，式（6）直接退化为不含结构变动的趋势单位根过程。

备择假设下，区段 [ta, tb]的路径走势设定为爆炸过程，如式（7）：
yt = ρyt - 1 + εt， (ρ > 1)，t ∈ [ ]ta，tb （7）

关于式（6）与式（7）的假设检验构成了“泡沫区段”[ta，tb] 关于时间趋势变动成分和爆炸性成分边界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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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识别的基础①。借鉴 Perron（1988）[18]对趋势变动单位根检验的理论探讨，我们结合式（8）对 式（6-7）下的

检验问题进行探讨。其中，DTt(T0) =(t - T0)I(t > T0)，DUt(T0) = I(t > T0)，检验量为 Tst( ρ̂) = ρ̂/se( ρ̂)。
Δyt ∼ â + ρ̂yt - 1 + b̂t + θ̂DUt(T0) + δ̂DTt(T0) （8）

记M为空间 (1, t,DUt(T0),DTt(T0)) 上的残差投影算子。结合 Frisch-Waugh-Lovell引理，易知式（8）与式

（9）等价。

MΔyt ∼ ρ̂Myt - 1 +M(â + b̂t + θ̂DU(T0) + δ̂DT(T0)) （9）
原假设式（6）下，有 MΔyt = εt 及 Myt - 1 =M∑j = 1

t - 1εj ，式（9）进而渐近等价于式（10）：
εt~ρ̂M∑j = 1

t - 1εj （10）
结合式（10）对 Tst( ρ̂) 的分布特征进行考察。利用泛函中心极限定理，推得 Tst( ρ̂) 的理论分布为式（11）。

λ =T0 T ，W(r)为标准布朗运动，W͂λ(r)为空间 (1,r,I(r >λ), (r -λ)I(r >λ))上的退势布朗运动。

Tst( ρ̂) =∑t
(εtM∑j = 1

t - 1εj)
∑t

(M∑j = 1
t - 1εj)2 ⇒ ∫01W͂λ(r)dW(r)

∫01W͂λ(r)2dr
（11）

对于式（7）下的爆炸性区段，由于其指数性的爆炸性增长趋势，即便基于式（8）加入某点的时间趋势变

动项进行拟合，Tst( ρ̂)的取值仍较大。从而，Tst( ρ̂)大于相应右侧临界值意味着式（6）对应的原假设路径被拒

绝，区段 [ta, tb]为真实泡沫区段。反之，我们对时间趋势（变动）成分驱动的原假设予以接受。 Tst( ρ̂)的理论分

布会受到变动点 λ的影响，我们计算了不同变动点处的右侧临界值，见表2。
表2 Tst( ρ̂)检验右侧5%显著水平临界值（模拟次数：30000）

样本量

5%显著水平

10%显著水平

l=0.1
-1.06
-1.37

l=0.2
-1.25
-1.56

l=0.3
-1.43
-1.75

l=0.4
-1.58
-1.88

l=0.5
-1.62
-1.92

l=0.6
-1.56
-1.88

l=0.7
-1.43
-1.74

l=0.8
-1.26
-1.57

l=0.9
-1.06
-1.38

l=0或1
-0.93
-1.25

（二）内生设定下 Tst( ρ̂)检验量的构建

前述分析建立在考察区段在原假设下的可能时间趋势变点已定的情况下。在现实场景中，区段序列走

势中是否存在时间趋势的变动特征，趋势变动的位置在哪？这些信息都是内生未知的。此时，我们需要在

内生设定下首先对变动点 λ进行确定，再结合式（8）对检验量 Tst( ρ̂) 进行构建。借鉴Harris等（2009）[19]关于

内生单位根检验的研究工作，我们基于差分回归式（12）下的残差平方和（RSS）最小化思路确定变动点

λ̂ = T̂0 /T ，随后在其基础上构造 Tst( ρ̂)（简记为 Tst2）。

Δyt ∼ a͂ + δ͂DUt(T0) + et （12）
当 λ̂靠近考察区段两侧（这里取 λ̂ > 0.9或 λ̂ < 0.1）时，参照经验研究，本文认为区段 [ta, tb]在原假设下更

适合用纯时间趋势单位根过程进行刻画，此时 Tst2 的构建回归式（8）中不再含有时间趋势变动项。

Tst2 在原假设下的Size表现和备择假设下的Power表现见表3和表4，模拟分析中的临界值取右侧5%显

著水平值，样本量为T=50、150。Size下的数据生成过程为式（6），其中，εt~IIN(0,1)，b = 1/T 。时间趋势变点

为 λ =（0.3，0.5，0.7），变动幅度为δ=（-0.5，0.5，1）；特别地，δ = 0 对应于时间趋势单位根过程。

可以看到，在趋势变动单位根原假设下，Tst2 具有良好的Size表现。随着趋势变动幅度 δ 的加大，Tst2 的

Size值不断朝 0.05名义水平靠近。如，T=150时随着 δ 由-0.5、0.5增加至 1，λ =（0.3，0.5，0.7）设定下 Tst2 的

Size值由（0.031，0.042，0.054）、（0.031，0.053，0.064）变动至（0.047，0.048，0.048）。固定趋势变动幅度，样本

量增加后 Size值的扭曲同样在减少。如 δ = 0.5下，随着T=50增至 150，λ =（0.3，0.5，0.7）处 Tst2 的 Size值由

（0.030，0.043，0.065）变至（0.031，0.053，0.064）。在不含结构变点的时间趋势单位根原假设（ δ = 0）下，Tst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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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Size值保持在0.03附近，较小于0.05名义水平②。尽管存在一定扭曲，但考虑到更低的Size值意味着 Tst2 对

原假设的犯错概率更小，且本文的关注重点是对爆炸性泡沫的有效甄别，Tst2 可以有效避免将原假设式（6）
下的趋势（变动）单位根成分误判为泡沫成分。

表3 Tst2的Size表现（模拟次数：10000）

样本量

T=50

T=150

变动点

λ= 0.3
λ= 0.5
λ= 0.7
λ= 0.3
λ= 0.5
λ= 0.7

变动幅度

δ=-0.5
0.034
0.041
0.045
0.031
0.042
0.054

δ=0.5
0.030
0.043
0.065
0.031
0.053
0.064

δ=1
0.053
0.052
0.071
0.047
0.048
0.048

（δ=0）

0.031

0.027

表4 Tst2的Power表现（模拟次数：10000）
样本量

T=50
T=150

ρ =1.05
0.09
0.98

ρ =1.07
0.54
0.99

ρ =1.09
0.99
1.00

Power 分析中的模拟数据基于式（7）生成，其中的爆炸系数 ρ 设定为（1.05，1.07，1.09）三组情形，

εt~IIN(0,1) 。随着样本量或系数 ρ 的增大，爆炸过程带来的强趋势性愈来愈凸显，检验量 Tst2 的右倾倾向也

由此不断增强，其对趋势（变动）单位根原假设的拒绝概率不断接近于1（见表4），区段的泡沫特征得到有效

识别。

前述模拟表明，检验量 Tst2 可以有效进行时间趋势（变动）单位根走势和爆炸性走势的甄别。结合 Tst2 检

验对BSADF策略的补充性修订，可以明确“BSADF泡沫区段”的背后驱动力是否来自真实泡沫成分，进而保

证最终泡沫检验的有效性和严谨性。

四、修订BSADF检验在我国股票市场中的应用

结合前述BSADF检验的修订工作，在时间趋势变动框架下对我国股市路径中的泡沫成分表现进行应用

探讨。沪深300指数由沪深两市的300只主流样本股编制而成，具有良好的市场代表性，我们基于该指数进

行研究。

（一）修订BSADF检验下的泡沫区段识别

图1展示了2005年4月8日至2021年3月1日间的沪深300指数走势，图2为对数化沪深300指数的滚

动BSADF检验结果③，纵坐标轴对应BSADF检验值。检验中的初始窗宽为 r0=0.2，虚线为5%显著水平下的

渐近临界线（取值0.52）。设定泡沫区间的最短跨度为9个交易日，根据检验结果共检测到12个BSADF泡沫

区段④。分别是区段1：[2006/1/18，2006/2/15]，区段2：[2006/4/14，2006/6/13]，区段3：[2006/6/16，2006/7/12]，区
段 4：[2006/11/15，2007/12/12]，区段 5：[2007/12/24，2008/1/16]，区段 6：[2008/9/1，2008/9/24]，区段 7：[2008/10/
6，2008 /11/13 ]；区段 8：[2014/11/24，2015/2/5]，区段 9：[2015/2/10，2015/6/26]，区段 10：[2017/11/6，2017/11/
24]，区段11：[2018/1/12，2018/1/28]，区段12：[2020/6/29，2020/7/9]。

为避免股市路径中时间趋势（变动）成分与泡沫成分的混淆。结合前节思路，我们对上述12个“BSADF
区段”的生成机制进行进一步考察。表 5给出了各区段结构退势检验量Tst2的检验结果。对于BSADF区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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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检验显示Tst2取值-1.44（区段趋势变动点估测值为 λ̂ =0.5），高于5%显著水平临界值。该区段上的指数走

势在结构退势后仍具有明显爆炸特征，是典型的泡沫区段。对于BSADF区段2，变动点 λ̑的估测值为0.87，
结构退势检验量Tst2取值为-2.07，不具有显著性，区段2对应时间趋势变动成分驱动的“虚假泡沫”区间。类

似分析下，表 5结果显示BSADF区段 3、4、6、7、8均为时间趋势变动区段，BSADF区段 10为时间趋势性区

段。这其中，指数图示 2显示区段 7为时间趋势负向调整的区段⑤，其余区段表现为正向时间趋势成分（调

整）驱动的区段。剩余区段，包括BSADF区段5、9、11、12均为由爆炸性成分驱动的真实泡沫区段。

图1 沪深300指数走势

图2 基于沪深300指数的滚动BSADF检验结果

表5 BSADF泡沫区段的进一步分析

待检测BSADF区段

区段1 [2006/1/18，2006/2/15]
区段2 [2006/4/14，2006/6/13]
区段3 [2006/6/16，2006/7/12]
区段4 [2006/11/15，2007/12/12]
区段5 [2007/12/24，2008/1/16]
区段6 [2008/9/1，2008/9/24]
区段7 [2008/10/6，2008/11/13 ]
区段8 [2014/11/24，2015/2/5]
区段9 [2015/2/10，2015/6/26]
区段10 [2017/11/6，2017/11/24]
区段11 [2018/1/12，2018/1/28]
区段12 [2020/6/29，2020/7/9]

λ̂

0.5
0.87
0.63
0.84
---
0.76
0.76
0.21
---
---
---
0.67

Tst2

-1.44**
-2.07
-2.86
-3.14
0.54**
-2.98
-4.28
-2.10
0.66**
-1.84
-0.26**
-0.04**

临界值1
-1.62
-1.06
-1.56
-1.26
-0.93
-1.26
-1.26
-1.25
-0.93
-0.93
-0.93
-1.43

临界值2
-1.92
-1.38
-1.88
-1.57
-1.25
-1.57
-1.57
-1.56
-1.25
-1.25
-1.25
-1.74

结论

泡沫区段

时间趋势变动区段（正向）

时间趋势变动区段（正向）

时间趋势变动区段（正向）

泡沫区段

时间趋势变动区段（正向）

时间趋势变动区段（负向）

时间趋势变动区段（正向）

泡沫区段

时间趋势区段（正向）

泡沫区段

泡沫区段

注：---表示 λ̂大于0.9或小于0.1，此时倾向于认为考察区段在原假设下不存在时间趋势变动，临界值1、2分别代表5%和10%水平下的临

界值，**、*分别表示5%和10%显著性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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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股市泡沫和时间趋势变动成分的市场解读及探讨

上述分析表明，BSADF区段2、3、4、6、8、10均为由正向时间趋势成分所驱动的虚假泡沫区段。现实解读

来看，该类区段上的股市上涨主要体现了市场基本面的正向结构性调整。如2005年至2006年底的股权分

置改革极大促进了我国股市的制度完善，2005年人民币汇改后的升值预期推动了境外货币资本的流入。上

述因素为2016年BSADF区段2、3、4下股市基本路径的上调提供了外部支撑。又如，2008年下旬开始，国家

宏观层面出台了四万亿元刺激政策应对当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这一大幅度刺激政策推动了经济基本

面和市场信心的快速复苏，BSADF区段6下股市的正向时间趋势调整和这一大背景是相吻合的。同样，2014
年底央行的一系列微刺激政策、2017年底十九大的胜利召开和经济部署，为BSADF区段8和10所在的局部

正向调整奠定了市场基础。相应地，BSADF区段1、5、9、11、12对应于我国股市路径中的真实性泡沫成分，该

类区间上的爆炸性走势特征反映了市场投机成分的加大。其所对应的股市上涨主要源于非理性预期的过

度强化和参与资金的从众式加码，从而具有突出的风险隐患。以BSADF区段5和区段9为例，相应爆炸性泡

沫的结束点对应于2008年和2015年发生的两次历史性股灾时刻。随着相应泡沫成分的坍陷，后续股市的

市场活力和运行效率受到了长时间削弱。

此外，由表5注意到，本文检测到的正向时间趋势变动区段在时间轴上穿插于真实泡沫区段之间，这意

味着股市泡沫成分的形成和时间变动成分具有某种动态关联性。从行为金融学视角来看，股市泡沫通常伴

随着市场情绪的过度乐观化和非理性化，而市场情绪的升温在初期是一个渐变的过程。表3的分析结果进

一步为这一观点提供了支撑，如真实泡沫区段5、9、11之前，股市均已表现出正向时间趋势成分的持续和加

强（见BSADF区段4、8、10），这一正向时间趋势冲击带动了市场基本面的调整，并逐步调动、强化了投资者的

乐观情绪，但股市的持续热化很容易带来羊群效应的增强和乐观情绪的盲目蔓延，并最终带来市场对基本

面的膨胀式偏离和泡沫风险。这一分析结论的启示意义在于：从生成路径上来看，股市泡沫可以解读为正

向时间成分在非理性因素强化下形成的“过度投机”状态。如何推动正向时间性趋势成分的持续以维持市

场活力，但同时又避免其基础之上非理性情绪的过度蔓延，是促进股票市场健康发展和完善的关键。

五、结语

时间趋势变动特征是现实资产序列路径的重要表现。以BSADF检验为代表的流行性泡沫检验方法忽

略了这一数据特征，容易导致真实泡沫成分和时间趋势变动成分的误判。本文在后者情境下对已有泡沫

设定框架和BSADF检验方法进行修订和理论探讨。仿真实验表明，本文构建的结构退势 t检验可以有效识

别时间趋势单位根过程和爆炸性过程的边界特征，以其为基础的修订BSADF策略可以对爆炸成分驱动的

“真实泡沫”和时间趋势成分驱动的“虚假泡沫”进行有效甄别，这一工作是对现有泡沫风险建模理论的重

要完善。

作为应用，本文对我国股市路径中的泡沫成分进行了识别和探讨，主要的研究启示体现在：（1）已有

BSADF检验在一定程度虚估了我国股市中的泡沫性成分，部分“BSADF泡沫区段”对应于正向时间趋势成分

关于基本面路径的结构性调整，具有稳健性的市场支撑，而非真实泡沫区段。关于泡沫区段和正向时间趋

势变动区段的有效甄别对于精细化识别股市风险具有重要意义。（2）股市路径中的正向时间趋势成分和泡

沫成分具有关联性，后者可以看成前者在非理性情绪持续聚集下演变而成的过度热化状态，政策监管者应

对市场的时间趋势变动成分进行及时监测，防止非理性情绪过度蔓延下前者向泡沫的转变。（3）就我国而

言，股市正向时间趋势成分的持续性不足，并容易在其之后很快演化为泡沫区段，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我

国股市“牛短熊长”的外在特点。长远来看，推动股市正向确定性趋势的持续生成是股市制度改革和完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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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着力点。这其中，理性市场的持续培育、投资回报机制的构建完善及退市淘汰制度的有效推进是我国

股市稳健向上发展的保障。

注 释：

① 如前分析，时间趋势变动设定下原始BSADF策略检测出的泡沫区段只可能是这两种情况。

② 这一定程度反映了RSS最小化策略在无结构变动趋势单位根过程下所估测的变动点 λ̂不能足够靠近0或1。更严谨地关

于区段是否存在时间趋势变动的判定需要相关预检验，这也是笔者的后续研究工作。

③ 为避免前后期泡沫识别的影响以及检验程序的便捷性，这里采用固定长度为600的滚动BSADF检验进行泡沫检测。

④ 部分区段如2018年7月上旬、2021年2月下旬检测到的泡沫区段持续性过短，未予以考虑。

⑤ 负向的趋势变动成分在部分情形下也会被误判为爆炸性泡沫过程，区段7即是一个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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