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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院知情交易在市场微观结构的信息模型中扮演着关键角色袁特别是在理性预期模型渊REE冤引入到市场微观

结构以后袁知情交易更是理解市场流动性尧市场波动性以及价格发现等诸多市场运行特征的钥匙遥本文对知情交易的

基本特征和意义进行了介绍袁对学术界衡量市场知情交易的各类方法进行了梳理总结袁并对各方法特点作了简要评价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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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尧引言

信息在证券市场中所扮演的角色一直是市场

参与各方所共同关心的话题遥 从传统意义上来讲袁
金融市场是为经济社会提供投融资的场所袁但在市

场实际运行过程中袁场外的一点风吹草动都会让市

场波澜迭起遥 市场参与各方对交易标的资产的信息

掌握是不尽相同的袁或有管理层内部渠道袁或基于

市场传言袁 或立足于投资者自身的技术分析结论袁不
管是何种途径袁市场上总有一部分投资者掌握有关

资产价格变动更多的信息袁而另外一类投资者渊即
所谓的散户冤 只能基于市场上的公开信息进行投

资决策袁显然在这两类投资者中存在信息不对称遥
信息不对称会给市场带来许多不良影响袁最为

人们熟悉的便是逆向选择问题遥 Akerlof[1]在对二手车

市场的分析中首次提出袁市场交易者内部的信息不

对称可能会导致市场交易无法有效进行遥 Bagehot[2]
首次把证券市场的交易者分为知情交易者和非知情

交易者袁并从信息不对称的角度考虑了信息成本对

价差的影响遥 当然袁对于证券市场而言袁信息不对称

还涉及市场运行是否公正的问题遥 因此袁合理地度

量市场中信息不对称程度袁无论是对投资者的理性

决策还是对监管部门的有效监管袁都是有益的遥

在整个市场运行过程中袁知情交易就是联接场

内外信息的桥梁遥 [3]知情交易者通过自身的交易行

为向市场内的其他投资者传递其独占的私有信息袁
这一过程充满着矛盾遥 从知情交易者自身角度来

讲袁其没有向市场内其他投资者传递信息的利他动

机袁不仅如此袁他在交易过程中还要极力隐藏自己

的身份袁防止信息泄露袁其目的就在于利用私有信

息获取更大的交易利润遥 但是市场上的其他投资者

会有一个动态学习的过程袁相比噪音交易者袁知情

交易者的交易单往往具有明显的方向性和规律性袁
特别是内幕消息通常会有一个存续期限袁在私有信

息即将曝光成为市场的共有信息之前袁知情交易者

存在交易的紧迫感袁他不得不在交易利润和隐藏信

息这两者之间做出取舍遥
正如 Kyle[4]在连续拍卖交易模型中所发现的那

样袁知情交易者通常在信息产生的初期袁交易比较

谨慎袁这一时期袁其交易模式和其他非知情交易者

的交易模式没有太大区别袁因而难以识别遥 而在信

息存续周期的中期袁知情交易者的交易行为将变得

较有攻击性袁其交易模式和其他非知情交易者相比

会表现出明显的差异遥 随着市场传言逐渐增多袁市
场预期逐渐形成共识袁证券的交易价格也逐渐逼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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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真实价值袁此时知情交易者继续入场交易所获利

润会逐渐下降袁因此其交易意愿下降袁在市场中也

难以有效识别遥
要把知情交易从众多流动性交易订单中分离

出来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遥 理论上袁我们可以从

机构或内幕交易者的订单与个人投资者的订单对

市场的冲击来进行识别袁但在实际中却缺乏这方面

的数据袁因此袁我们必须依赖一些反映知情交易强

度的代理变量来进行度量遥 这些度量的结果反映的

是市场在一段时间内知情交易的活跃程度袁或者在

一定数量的订单流中袁由知情交易者发起的订单所

占的比例遥 大体上袁知情交易概率的测度经历了两

个阶段院间接测度阶段和直接测度阶段遥 在市场微

观结构的早期文献中袁知情交易通常是信息不对称

的同义词袁为了将信息不对称的程度以量化形式表

现出来袁研究者使用了一些指标袁或称之为代理变

量遥 其中间接测量的指标有三类袁分别是价差尧逆向

成本 HS 以及未预期的价格冲击 HFV曰 直接测量的

指标统一记为 PIN袁也被称为知情交易概率遥这些度

量方法一般都是从某种角度提炼价格变化方向尧订
单流的规模以及订单不平衡所释放的信息遥

二尧知情交易的间接度量方法

(一)买卖询价差

在早期的文献中袁价差只被视为做市商存货以

及交易成本的市场体现遥 [5] 但 Copeland 和 Galai[6]尧
Glosten 和 Harris[7]以及 Amihud 和 Mendelson[8]等人

的研究表明袁价差同时反映了做市商对不知情交易

者的盈余和对知情交易者的损失之间的一个平衡遥
这也说明袁除了存货成本和交易成本外袁价差中还

包含有市场交易过程中的信息成本遥 鉴于交易成本

由市场制度外生给定袁一般无太大变化袁存货成本

则是均值为常数的随机变量袁因此袁价差的系统性

变化主要来自于信息成本遥 从这一角度看袁价差可

被视为市场知情交易或信息不对称的一个函数遥 在

这些模型中袁 金融中间商所面临的是一个标准的

野柠檬市场冶遥 鉴于知情交易者和流动性交易者不容

易区分袁 中间商在买价和卖价之间打入一个楔子袁
这个价差使得代理商或特约交易商能从流动性交

易者那里获取利润袁用以补偿与知情交易者交易所

承担的损失袁 这也变相给知情交易者提供了流动

性遥 因此袁价差的大小也可以作为市场知情交易比

例的一个代理变量遥

渊二冤价差中的逆向选择成本

价差的大小不仅包含了信息不对称的因素袁同
时也包括了做市佣金以及订单处置的成本袁为了测

量价差中纯粹由信息成本所产生的那一部分袁我们

利用 Huang 和 Stoll[9]所提出的模型估计价差中的信

息成本部分袁该模型实际上是 Glosten 和 Harris[7]所
提出的交易指示模型的一般化版本遥Huang 和 Stoll[9]
推导了一个相对简单的模型袁借助该模型可以对价

差中信息成分做一步分解渊One-step Decomposition冤遥
定义一个示性变量 袁用来反映最近一次交易价格

变动的方向袁取值为{-1,0,1}袁 为交易价格袁 为中

间价袁因此院

=
-1袁
0袁
1袁

扇

墒

设设设设设缮设设设设设

S 为询价差袁 反映随机的公共信息冲击袁对应

的回归模型为院
= 2 + 2 -1+ 渊1冤

测度了 2 中信息成本的比例袁余下的渊1- 冤
为订单处置成本和做市佣金遥 以往有些文献认为

中应包含存货成本袁而后续的研究表明袁在该模型

的设定下袁 中存货成本的比例接近于零遥如果不是

以比例而是以实际货币单位来度量逆向选择成本袁
那么一个常用的表示是 遥

渊三冤HFV
该测量方法来源于 Foster 和 Viswanathan [10]以

及 Hasbrouck[11]两篇论文中所提出的模型袁鉴于订单

的提交经常表现出序列相关性袁因此袁部分订单流

是可预期的遥 Hasbrouck[11]的模型则把未预期到的订

单流作为解释变量来说明信息性交易的变化遥 令

为 t 时刻成交量袁 为价格变化袁 为示性变量袁
定义如前所述袁建立如下模型院

= 0+ = 1
移 -+ = 1

移 -+ 渊2冤
= 0+ 1 + 伊 + 渊3冤

方程渊3冤中的 袁规范讲袁应为第一个方程中的

估计残差袁HFV 作为其系数袁 表示未预期的订单流

对价格的冲击袁其含义与 HS 中 类似遥
三尧知情交易的直接度量方法

渊一冤EKOP 模型

Easley 等 [12]在 Glosten 和Milgrom[13]序贯交易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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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的基础上袁对事件树的结构做了部分修改袁提出

了著名的 EKOP 模型遥 虽然这一模型提出的初衷仍

是为了分析价差的变化特征袁但在该模型框架下所

给出的知情交易概率的计算公式却是这篇论文最

吸引后续研究者之处遥 正是从这篇论文开始袁在市

场微观结构的文献中出现了一系列的相关研究袁均
是考虑对知情交易概率的直接测算遥 EKOP 模型的

基本设定如下院
1. 市场由三类参与者组成院流动性交易者(非

知情交易者)尧知情交易者以及风险中性的做市商遥
2. 信息事件如果有袁则在交易初期发生遥 消息

树有三个分叉院无消息尧好消息和坏消息遥 无消息发

生时袁市场预期没有任何改变曰好消息发生袁证券价

值变为 曰坏消息发生袁证券价值变为 袁证券期初

价值为 0袁显然有 0 遥
3. 流动性交易者随机交易袁 且进场后必须交

易袁或者买入袁或者卖出遥 知情交易者则视消息情况

而定袁如果无消息袁则不交易曰如果是好消息袁则买

入曰如果是坏消息袁则卖出遥
4. 交易过程的统计特征遥 假定在交易日前袁有

信息事件发生的概率为 袁 则无信息事件的概率为

1- 遥 在给定信息事件发生的条件下袁发生坏消息的

概率为 袁发生好消息的概率为 1- 遥 知情交易者无

论买入或是卖出袁其提交的订单流均服从强度为

的泊松分布遥 非知情交易者的买单和卖单均服从强

度为 着 的泊松分布遥
在上述设定下袁知情交易的概率被定义为院
PIN= +2着 渊4冤
接下来的工作便是利用经验数据袁估计其中参

数 尧 以及 遥 假定在一个时长为 T 的交易时段内

有 B 次买入和 S 次卖出袁可以给出其似然函数

L渊 袁 | 着冤=渊1- 冤 1渊 袁 冤+ 2渊 袁 冤+
渊1- 冤 3渊 袁 冤 渊5冤

其中

1渊 袁 冤= - 渊 冤B
浴 - 渊 冤S

浴 渊6冤
2渊 袁 冤= - 渊 冤B

浴 -渊 + 冤 咱渊 + 冤 暂S
浴 渊7冤

3渊 袁 冤= -渊 + 冤 咱渊 + 冤 暂B
浴 - 渊 冤S

浴 渊8冤
如果有 n 个相互独立的交易时段袁则其似然函

数为

渊 着| 袁 冤=
n

i = 1
仪 渊 袁 冤 渊9冤

通过对式渊9冤进行最大化袁给出各个参数的极

大似然估计袁譹訛并根据估计结果求解出 PIN遥
渊二冤Nyholm 模型

Glosten 和 Milgrom[13]所提出的模型也被称为交

易要指示 渊Trade-indicator冤 模型袁 该模型最早由

Glosten[14]尧Glosten 和 Harris[7]等人提出袁它假定做市

商以一种成本平滑的方式进行运作袁通过不断调整

价差来平衡交易过程中的收益与损失遥 交易要指示

模型也可视作一种混合分布模型袁 正如 Easley 和

O'hara[15]尧Easley 等 [12]所设定的那样袁由野自然冶决定

交易日的事件发生类型(好消息尧坏消息和无消息)袁
各类事件的发生概率不同袁对应的交易结构也不尽

相同遥
和所有分析市场信息不对称的模型类似袁交

易要指示模型也假定市场上的交易者分为两类院知
情交易者和非知情交易者遥 在其他研究知情交易的

文献中袁通常假定做市商无论在交易发生前或是发

生后都无法区分订单的提交者属于哪一类别遥 但在

Nyholm 模型中放松了这一假定袁允许做市商在每次

交易发生后袁能识别交易者分属哪一类遥 在模型中袁
非知情交易者出于外生动机 (流动性需求) 进行交

易袁他们掌握的信息是市场公开信息袁记为 赘tl曰类似

的袁记 赘ti 为知情交易者的信息集袁他们或通过专业

的分析手段袁或是抢先获得新的内幕消息袁使得其

信息集优于市场的公开信息遥 一般有 赘ti={赘tl袁Gt}袁Gt
表示额外信息集遥 对于做市商而言袁在其制定新的

市场买卖价之前袁 其信息集 赘ts+={赘tl袁 +}袁 +表示做

市商所知道的关于订单流的内部信息袁包括买卖方

向和价位等信息袁 一旦新的买卖价格公布以后袁该
信息集就变成了 赘tl+1遥 显然 U忆 +袁但是做市商通常

会利用 +去推断 袁以减少当其制定的价格偏离股

票真实价值所遭受的损失遥
记 为股票的基础价值袁 为中间价袁 为价差袁

知情交易者仅在下列情形之一发生时才进行交易院
+ 2 或 - 2

因此做市商面临的潜在损失为院
t=渊 + 2 - 冤P{ + 2 |赘tl袁赘ts+}-渊 - 2 - 冤P

{ - 2 |赘tl袁赘ts+} 渊10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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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10冤式中条件概率也即知情交易者进行交易

的概率遥 价差的大小用于平衡与知情交易者交易的

损失以及与非知情交易者的收益袁做市商要能做到

盈亏平衡袁其制定的买卖价差应遵循野无悔冶原则遥
做市商清楚知情交易者的动机袁并且需要最小化预

期损失袁所以必须尽快更新其中间价袁相应决策准

则如下院

+1= 2 袁P{ + 2 |赘tl袁赘ts+} 0.5
- 2 袁P{ - 2 |赘tl袁赘ts+} 0.5

扇

墒

设设设设设设缮设设设设设设

渊11冤

虽然中间价的调整幅度还有待实证袁但是面临

知情交易者所发起的交易袁其调整方向必须满足上

式中的原则遥 对非知情交易者发起的交易袁其调整

原则如下院

+1=
约 2 袁P{ + 2 |赘tl袁赘ts+} 0.5
跃- 2 袁P{ - 2 |赘tl袁赘ts+} 0.5

扇

墒

设设设设设设缮设设设设设设

渊12冤

根据上述价格调整机制袁Nyholm 引入了一个便

于估计的价格调整模型院
=渊 0+ 1 1冤 12 1+ 渊13冤

对建模者而言袁 为不可观测变量袁但做市商知

道其取值袁当 1=0 时袁表示在 1 时刻发生的交易

为非知情交易袁 1=1 时袁交易为知情交易遥 表示价

差袁 表示交易指示变量袁 =1 时袁交易在买方叫价

(Ask Price) 执行 袁 =-1袁 交易在买方出价 (Bid
price)执行曰 表示公共信息对价格的冲击遥 0 反映

非知情交易对价格的冲击袁 1 反映知情交易对价格

的冲击遥 从前面设定可知袁非知情交易对价格冲击

幅度一般小于 /2袁故 0约1曰而知情交易只在基础价

值与买卖价格偏离较大时才进场交易袁故对价格的

冲击一般大于 /2袁 所以 1跃1袁 0 和 1 的经济含义

则表示交易次数对价格更新的影响遥
在参数的估计过程中袁 是不可观测的袁因此借

用制度转换(Regime-switching)的思路袁考虑 动态

调整过程为一阶马尔科夫链袁其状态转移矩阵记为

= 00 1- 11
1- 00 11蓸 蔀 渊14冤

记 0 1 00 11冤袁 ={ 袁 噎袁 1曰 袁 噎袁
1曰 袁噎袁 1}袁 t~ 渊0袁 2冤袁定义

= 渊 | -1=0袁X -1曰 )
渊 | -1=1袁X -1曰 )蓸 蔀 渊15冤

孜赞 | -1= { -1=0|X -1袁I -1曰 }
{ -1=1|X -1袁I -1曰 }蓸 蔀 渊16冤

则模型估计的对数似然函数为 L渊 冤=
- 1
移log 渊 冤袁

其中 孜 | -1= 窑孜赞 | -1袁L渊 冤= '孜赞 | -1遥 根据极大似然的估计

结果袁可以给出 的平滑估计 袁因此对应的知情交

易为

= - 1
移
T 渊17冤

渊三冤VPIN 模型

Easley 等[16]基于订单的不平衡特征袁提出了一

种新的知情交易概率的估计方法袁即交易量同步的

知情交易概率袁 简称 VPIN 渊Volume-Synchronized
Probability of Informed Trading冤遥 这种新的估计方

法通常也被视作利用高频数据的 PIN 估计 VPIN 的

估计不需要借助极大似然的方法估计未知参数渊
着 冤袁因此简化了知情交易概率的求解过程遥 此

外袁即使在一个交易日内袁VPIN 也可以根据新信息

抵达市场的情况不断更新其取值遥
在市场交易结构的设定上袁VPIN 方法基本沿

用 EKOP 模型的设定遥 这两种方法最关键的区别在

于对交易过程的刻度处理上袁和传统的金融时序模

型类似袁EKOP 模型对交易过程的记录是以自然时

间为刻度袁但在 VPIN 的计算过程中袁则采用了一种

新的等交易量刻度(Volume Clock)袁这种记录方法在

Easley 等[17]考察交易时间间隔所包含信息量时曾使

用过遥 具体来说袁选取某一交易量 V 作为分隔标准袁
在任意交易日内袁从交易开始袁当交易量达到 V 时袁
记该刻度 1袁依次 2袁噎袁n遥 在任一刻度内袁交易

量均为 袁 这也被称为一个 野交易篮子冶渊Volume
Bucket冤遥在一些交易比较活跃的日期袁 的取值会比

较大曰反之则较小遥 在实际的标记过程中袁V 的取值

并无统一标准袁譺訛具体视标的资产的交易规模而定遥
接下来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区分 野交易篮

子冶中买单和卖单的数量遥 如果能获得逐笔交易数

据(Tick Data)袁那么对交易单方向的划分将非常简

单明了遥 对于分笔数据袁公开平台所获得的数据已

无法准确表示交易单的发起方遥 Lee 和 Ready[18]曾以

Level-2 的数据为基础袁 提出过一种辨识交易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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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算法袁但在实际研究过程中袁Level-2 的数据并不

容易获得袁而且数据规模庞大不易处理遥Easley 等[19]

所提出的 BVC(Bulk Volume Classification)算法则

具有更好的可操作性袁 该方法不仅适用于分笔数

据袁也适用于每分钟记录的高频数据遥 对于某一野交
易篮子冶 袁令

= 渊 冤移 窑 渊 1 冤 渊18冤
= 渊 冤移 窑[1- 渊 1 冤]= - 渊19冤

渊 冤是第个野交易篮子冶最后一笔交易发生的时

刻袁 渊窑冤是标准正态分布的累积分布函数袁 是基

于时间轴的价格变动标准差遥 从公式中可以看出袁
如果某一个野篮子冶中价格从始至终都没有变化袁则
该野篮子冶中买卖单相等曰如果价格在上升袁则买单

比例大于卖单曰如果价格在下降袁则卖单比例大于

买单遥 当然如同 Lee 和 Ready[18]算法类似袁该分类算

法也不可能完全准确区分每一笔交易的方向遥
最后回到要求解的知情交易概率 VPIN遥 由

EKOP 模型的结果可知袁 = /渊 +2 冤袁 根据

Easley 等[17]的研究结论可知院
渊 + 冤= +2 渊20冤
渊| - |冤抑 渊21冤

因此袁VPIN 的一个近似计算结果为院

+2 抑 渊| - |冤渊 + 冤 = - 1
移| - | 渊22冤

四尧简要评述

从发展的角度看袁对市场中知情交易的度量方

法可以分为两类院间接度量和直接度量遥 在早期的市

场微观结构文献中袁知情交易的度量主要采用间接

手段袁而其中的媒介便是价差遥 价差常被用于度量不

同的市场特征袁 最早用于反映做市商的存货状况袁
后来也被用于描述市场的流动性袁Stoll[20]建议把价

差分解成三个部分院订单处置成本(Order Processing
Cost)尧存货成本(Inventory Holding Cost)以及逆向选

择成本(Adverse Selection Cost)遥 前两者也被一起称

为交易成本袁而逆向选择成本则是做市商为市场提

供流动性时袁用于补偿与知情交易者进行交易所发

生的损失遥 因此当知情交易越活跃时袁逆向成本越

高袁价差也越大遥 显然袁如果直接用价差来度量知情

交易的程度袁其结果势必受交易成本的影响遥 后续

的 HS 模型以及 HFV 模型本质上都是对价差进行

分解袁把价差中反映知情交易的那部分逆向成本分

离出来袁只不过两者所用的模型不同遥 HS 模型是建

立在交易要指示模型基础之上的袁注重交易行为的

初始动机曰HFV 模型则借鉴了时间序列中的向量自

回归(VAR)模型袁更多强调交易动机的表现遥 总的说

来袁 基于市场买卖价差所构建的直接度量方法袁缺
乏对交易过程的结构化描述袁无法刻画知情交易的

动态变化特征袁 价差分解的准确性也令人怀疑袁结
果难有说服力遥 因此袁用逆向成本来反映知情交易袁
本质上只是找到了一个近似的替代变量袁而不是对

问题本身的直接度量遥
考虑到基于价差的间接度量方法的一些弊端袁

在过去十多年中袁理论界逐步发展出几类直接对市

场知情交易程度进行度量的方法袁而其中最具代表

性袁亦是研究者使用最多的是 EKOP 模型所提出的

知情交易概率渊PIN冤遥 该指标的构建基于序贯交易

框架袁有较为严谨的理论基础袁其指标内涵明确袁结
果易于解释袁计算上也无太大障碍遥 因此该方法一

经提出袁便受到众多市场微观结构领域的研究者推

崇遥 有不少学者利用 EKOP 模型的方法对欧美证券

市场的知情交易进行了度量袁并分析了对应的市场

结构特征遥 此外袁也有一些国内学者利用 EKOP 模

型所介绍的方法对中国证券市场的知情交易概率

进行了估算袁并分析了与知情交易有关的一些市场

微观结构特征遥 杨之曙和姚松瑶[21]以 EKOP 模型为

基础袁估算上海证券市场的知情交易概率遥 他们选

取上交所 704 只股票袁 交易记录从 2002 年 7 月 1
日至 2003 年 6 月 30 日遥 在对样本股按日平均成交

量大小分组之后袁计算了第一尧三尧五组的平均 PIN袁
其结果分别为 0.1227尧0.1532尧0.1636遥 这一结论也

同时验证了成交越活跃的股票袁其知情交易的概率

越低遥 其他类似文献还可参见王春峰等[22]尧周开国

等尧[23]韩立岩等遥 [24]也有国内学者尝试对 EKOP 模型

进行改进袁马丹等[25]放弃了 EKOP 模型中交易者的

订单提交无相关性这一假定袁考虑知情交易者和非

知情交易者的订单提交都存在自相关性袁并设定信

息事件的发生服从一阶遍历的马尔科夫过程遥 经过

这些改进后重新估计了 PIN袁 模拟结果验证了改进

后的估计结果更接近真实情况遥
对其他几类知情交易的直接度量方法袁研究的

人相对较少袁 影响力也不及 EKOP 模型遥 至于

Nyholm的交易指示模型所提出的知情交易度量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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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袁在国内有攀登和施东晖[26]曾借鉴这一模型的基

本思想袁并考虑了 Kyle[4]所提出的交易者的价格反

应函数袁得出一种新的 PIN 估计方法遥 最后是 Easley
等[19]新近提出的 VPIN 指标袁这一指标可以看做是

EKOP 模型中 PIN 指标的变形版袁 但是在计算上更

有优势遥 VPIN 指标其实在 Easley 等人更早时间的

工作论文中就已经出现袁但是这个方法出现没多久

就遭到其他学者 Andersen 和 Bondarenko[27]的猛烈

批判袁Andersen 等人对 VPIN 方法中按野交易篮子冶
标记高频序列而不是按传统时间刻度的做法以及

野交易篮子冶中买单和卖单的区分方法表示了质疑袁
从而对这一指标的有效性表示怀疑遥 尽管之后

Easley 等[28]专门对这些质疑做了回应袁但目前关于

VPIN 方法的讨论仍在持续遥
对于市场中知情交易(或信息不对称)的度量袁

理论界虽然提出不少的度量方法袁但由于研究者不

可能获得市场上交易账户数据袁因此对其度量结果

的有效性应持相对谨慎的态度遥 同时袁知情交易尽

管在理论上可能有一个明确的定义袁但是从实际监

管过程中去判定某笔交易为知情交易并不是一件

容易的事情遥 诸多现实性障碍使得知情交易概率这

一指标的应用受到极大限制袁目前也尚未见到有交

易所把知情交易概率做为市场监管的工具遥 关于这

一指标的后续研究和推广还有许多工作要做遥

注 释院
譹訛 在最大化过程中袁需要注意参数取值范围袁Easley 的建议

是对 尧 做 Logit 变换袁对 尧 做对数变换遥
譺訛 Easley 等在分析 S&P500 期货合约时袁 建议 V 的取值为

日平均交易量的 1/50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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