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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我国大豆产业链
价格波动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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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哈尔滨 150030）

摘要：【目的】研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EPU）对大豆产业链期货价格的影响，为制定稳定粮食期货价格政策，实现

粮食安全提供理论依据。【方法】基于2006年1月—2019年6月我国EPU指数及大豆、豆粕和豆油期货价格数据，构建

TVP-VAR模型，探究EPU对我国大豆产业链期货价格波动的影响。【结果】从脉冲响应分析结果来看，我国大豆、豆粕

和豆油期货价格均受到EPU不同程度的负面影响，且响应均快速、剧烈，具有持续性和周期性特征；同时，随着响应期

数的延长，响应程度逐渐减弱，并趋于平稳。在金融危机（2008年）、欧债危机（2011年）、股市危机（2016年）及中美贸

易摩擦（2018年）4个时期，EPU对大豆、豆粕和豆油期货价格的冲击力度不同，主要产生负向作用，后期均呈现正负交

替的冲击趋势，且在滞后0~4期所产生的冲击波动较大，但随着滞后期的延长，影响逐渐减小。相对于3个危机时期，

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时期EPU对大豆及其相关产品期货价格的短期冲击较大，影响较深。【建议】为更好地应对危机

时期EPU对大豆产业链期货价格的冲击，我国应充分利用国际市场，积极参与国际合作，拓宽大豆进口来源渠道，并

建立农产品期货市场信息共享机制，稳定期货市场，加强政府宏观调控，确保政策的及时性和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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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fluence of economic policy uncertainty on China’s
soybean industry chain futures price fluctuation

LIU Wang，YU Zun，CUI Ning-bo*

（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Northeast Agricultural University，Harbin 150030，China）

Abstract：【Objective】To study the impact of economic policy uncertainty（EPU）on soybean industry chain futures
prices，and provide a theoretical basis for formulating policies to stabilize grain futures prices to achieve food security.
【Method】Based on EPU index of China and soybean，soybean meal，and soybean oil futures price data from January，
2006 to June，2019，a TVP-VAR model was constructed to explore the impact of EPU on soybean industry chain futures
price fluctuations influences in China.【Result】From the results of the impulse response，soybean，soybean meal and
soybean oilfutures prices of China have all been negatively affected by the EPU，and the responses were fast，violent，
and had continuous and cyclical characteristics. At the same time，as the number of response periods prolonged，the re-
sponse intensity gradually weakened and stabilized. In the four periods of financial crisis（2008），European debt crisis
（2011），stock market crisis（2016）and Sino-US trade friction（2018），EPU had different impacts on soybean，soybean
meal and soybean oil futures prices，mainly having a negative effect，and all of them alternated between positive and ne-
gative. The impact trend of the lagging 0-4 periods was relatively large，but with the extension of the lag period，the im-
pact gradually deceased. Compared with the previous three crisis periods，the EPU of Sino-US trade friction in 2018 had a
greater short-term impact on the futures prices of soybeans and related products，and there was no contradiction to the
known due to the short period of occurrence.【Suggestion】In order to better respond to the impact of EPU on the futures
prices of the soybean industry chain during the crisis，China should make full use of the international market，actively par-
ticipate i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broaden the source of soybean imports，and establish an agricultural futures market
information sharing mechanism to stabilize futures market，strengthen government macro-control，and ensure the timeli-
ness and effectiveness of policies.

Key words：soybean；industry chain；economic policy uncertainty（EPU）；Sino-US trade friction；TVP-VAR；price
fluctu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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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研究意义】大豆产业链包括从大豆生产到销

售的诸多环节，与国民经济和人民生计息息相关。

大豆作为我国粮食安全战略中最脆弱的一环，其育

种、生产、贸易和榨油等环节均受控于美国及跨国企

业，而大豆高度进口依赖度也将给国家粮食安全带

来冲击（崔戈和焦玉平，2019）。根据田清淞等

（2018）的界定，经济政策不确定性（Economic poli-

cy uncertainty，EPU）是指经济当局或政策的不确定

性所造成的经济风险。中美贸易摩擦加剧了我国经

济政策的不确定性，因此，在此背景下探究大豆产业

链期货价格受EPU的影响，对于危机时期保持粮食

期货价格平稳及保障粮食安全均具有重要意义。【前

人研究进展】国内关于农产品价格波动的研究较丰

富，且多采用向量自回归模型及其衍生模型（李志

翠，2014；魏中京和张兵兵，2018），主要通过构建脉

冲响应函数分析内生系统面对外部冲击时的动态变

化（宋长鸣等，2013），同时结合协整检验和方差分析

（方燕和邓洁，2013）。一般认为，农产品价格波动受

金融因素、进口价格、供需情况、国际石油价格及市

场投机等因素的影响（金三林和张江雪，2012；陈训

波，2013；张有望和李崇光，2018）。关于EPU的研

究，目前国外学者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EPU指数的建立。Baker等（2016）通过筛选在

一定时期内采用经济、政策和不确定性3个关键词为

主的相关研究，并结合其他可能性因素的世界各国

具有代表性的报纸，建立起全球及世界主要经济体

的EPU指数。二是EPU指数在经济现象的应用。已

有诸多学者利用EPU指数就EPU对宏观经济及金融

市场等方面的影响展开了大量研究（Gudmundsson

and Natvik，2012；Kaya，2013；Alexopoulos and Co-

hen，2014；Nikolaos et al.，2014；Anoruo et al.，

2017）。在国外研究的基础上，国内学者将EPU研究

引入到农产品价格领域。谭莹等（2018）发现EPU对

产业链各环节及不同时期的冲击均存在差异。田清

淞等（2018）发现我国粮食期货价格受到EPU的冲

击，但不同品种间存在明显差异。魏中京和张兵兵

（2018）分析得出，不同类型粮食在面对全球EPU冲

击时，所产生的反应程度和响应轨迹有所不同。张

俊华等（2019）利用FAVAR模型分析发现，不同类型

的农产品价格对EPU冲击效应不同，但均具备显著

的负向冲击，且油料作物价格对EPU冲击的响应最

强、波动周期最短。【本研究切入点】在农产品价格波

动因素的相关研究中，探究EPU如何作用于农产品

价格近年来形成热潮，但当前危机时期EPU的研究

少有涉及中美贸易摩擦。【拟解决的关键问题】以大

豆、豆油和豆粕的期货价格及EPU指数为研究对象，

构建时变参数向量回归（TVP-VAR）模型，结合脉冲

响应分析，探究各危机时期尤其是中美贸易摩擦时

期EPU对我国大豆、豆粕和豆油期货价格的影响，以

期为政府制定相关政策提供参考。

1 模型构建及数据来源

1. 1 模型构建

时变参数向量自回归模型最初由Primiceri（2005）

提出并应用于宏观经济分析问题中，TVP-VAR模型

结合随机波动率，能以一种灵活且稳健的方式捕捉

潜在经济结构的可能变化。TVP-VAR模型将时变

参数引入到VAR模型中，因此，首先要考虑一个基础

的VAR模型：

Ayt=F1yt-1+⋯+Fsyt-s+μt，t=s+1，s+2，…，s+n （1）

式中，t代表时间，s表示滞后期数，yt表示k×1阶

向量组成的观测变量向量，A、F1、Fs均为k×k阶的参

数矩阵，μt是k×1阶结构冲击。假定结构冲击服从递

归识别，即A为下三角矩阵。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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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0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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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模型（1）重写为以下简化形式的VAR模型：

yt=B1yt-1+⋯+Bsyt-s+A-1∑ε t，εt~N（0，Ik）

Bi=A-1Fi，fori=1，⋯，s，且

Σ=

ì

í

î

ïï
ïï

ü

ý

þ

ïï
ïï

σ1 0 ⋯ 0
0 ⋱ ⋱ ⋮
⋮ ⋱ ⋱ 0
0 ⋯ 0 σk

式中，σi（i=1，⋯，k）表示结构冲击的标准差。

叠加向量Bi，并将每一行上的元素转换成β的形式，β

为k2s×1阶向量，定义Xt=Ik（y't-1，y't-k），为克罗内克

积，模型被写为：

yt=Xtβ+A-1∑εt （2）

此时，公式（2）中所有参数不变，通过允许这些

参数随时间变化来构造模型。构建获得的TVP-

VAR模型如下：

yt=Xtβt+A
-1
t ∑t εt （3）

式中，βt、At和Σt 3个参数均具有时变特征。αt是

At中下三角元素转换而来，ht=（h1t，…，hkt），hjt=logσ
2
jt，

j=1,…，k。假定公式（3）中的参数服从随机游走过

程，则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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βt-1=βt+μβt，αt-1=αt+μβt，ht-1=ht+μβ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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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0 0 Σh

式中，βs+1~N（μβ0，Σa0），αs-1~N（μh0，Σh0），hs+1~N

（μh0，Σh0）。假设时变参数的冲击在参数βt、αt、ht之间

不相关。进一步假设Σβ0、Σa0和Σh0所有对角矩阵，

漂移系数和参数被建模以完全捕获VAR结构随时

间的可能变化。考虑到随机波动问题，本研究采用

马尔科夫蒙特卡洛（MCMC）抽样方法模拟抽样，并

基于此进行模型估计。

1. 2 数据来源

期货价格是市场运行状况的反映，不仅反映当

前的供求状况，还反映未来的供求状况。同时期货

市场亦是国际粮食价格向国内粮食价格传导从而引

发粮食安全问题的重要途径之一。为了解EPU与大

豆产品期货价格的相互关系，本研究选取2006年

1月—2019年6月共162期的我国EPU指标、大豆期货

价格、豆粕期货价格、豆油期货价格作为分析对象。

其中，大豆、豆粕和豆油分别为大连商品交易所黄大

豆1号结算价格、豆粕结算价及豆油的结算价，数据

来源于“布瑞克农业数据库”，由于指数连续合约是

全部合约的加权，具有很优秀的连续性，因此合约价

格均选择指数连续合约的结算价；我国EPU指标数

据来源于Economic Policy Uncertainty网站（http://

www. policyuncertainty. com/index.html）。

1. 3 统计分析

运用Eviews 8.0对EPU及大豆、豆粕和豆油期货

价格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季节调整及平稳性检验；

通过Matlab 2018，采用MCMC抽样方法模拟抽样，

在此基础上，构建TVP-VAR模型并进行模型估计，

探究各危机时期尤其是中美贸易摩擦时期EPU对我

国大豆、豆粕和豆油期货价格的影响。

2 EPU对我国大豆产业链期货价格
影响的实证分析

2. 1 豆粕、大豆和豆油期货价格等间隔脉冲响应

分析结果

2. 1. 1 EPU对豆粕期货价格的冲击 从图1可看

出，自2006年1月以来EPU对豆粕期货价格持续存在

冲击，冲击方向主要呈上升—下降的波动趋势，存在

一定的周期性，滞后1、4和6期的脉冲响应较强烈，在

滞后7期后脉冲响应的趋势逐渐趋于平稳，并在滞后

12期趋于稳定。以滞后1期为例，2008—2016年波动

剧烈，冲击方向由负向转为正向，于2015年达极值后

又开始下降，变为负向冲击，并在2016年末达最大

值，此后冲击程度减弱；但对于滞后6期，EPU对豆粕

期货的冲击方向与滞后1和4期的方向相反，由正向

转为负向，但负向冲击强度较弱，滞后12期冲击最

小。虽然2008、2011、2012和2018年我国的EPU在某

种程度上正向影响了豆粕期货价格，但整体来看主

要为负向影响。

2. 1. 2 EPU对大豆期货价格的冲击 大豆期货价

格对EPU的脉冲响应相对于豆粕期货价格的脉冲响

应明显。在滞后1和4期，大豆期货价格对EPU的响

应主要表现为负向影响，而在滞后6期主要表现为正

向影响，且在滞后1和4期的冲击强度较大。在滞后

1和6期呈下降—上升的波动趋势，滞后4期呈相反波

动趋势，但随着滞后期数的增加，大豆期货价格对

EPU的脉冲效应也较快恢复，响应强度逐渐减弱，滞

后12期冲击强度最小。

2. 1. 3 EPU对豆油期货价格的冲击 豆油期货价

格对EPU的响应与大豆期货价格对EPU的响应不

同，但与豆粕期货价格对EPU的响应趋势相同。滞

后1和4期主要呈上升趋势，由负向冲击转为正向冲

击，在2013年后豆油期货价格对EPU的响应表现为

正向冲击，且随着滞后期的增加，响应逐渐减弱，但

与短期不同的是，EPU对豆油期货价格的冲击在滞

后6期与滞后1和4期的趋势不同，起初为正向冲击，

并不断减弱，趋于平稳，而滞后12期冲击最小。

综上所述，在不同时期EPU影响下的脉冲响应

方向和程度等均存在显著差异。短期内，EPU较高

时对大豆、豆油和豆粕期货价格将产生较强烈的冲

击，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该冲击影响将逐渐下降，并

趋于平缓。大豆、豆粕和豆油期货价格对EPU的脉

冲响应相同点主要体现在：首先，3种产品的期货

价格对EPU均作出负向脉冲响应；其次，大豆、豆粕

和豆油期货价格受冲击程度随着滞后期的增加而逐

渐减弱；第三，豆油和豆粕期货价格受EPU冲击的时

间点基本在同一时间段内。不同点主要体现在：大

豆、豆粕和豆油期货价格受EPU冲击的程度、方向和

趋势上存在较明显差异。

2. 2 豆粕、大豆和豆油期货价格对不同时点EPU的

脉冲响应

通过等间隔脉冲响应可看出，豆粕、大豆和豆

油期货价格对EPU的响应在2008、2011、2016和2018

年呈负向脉冲响应。因此，选择2008、2011、2016和

刘望等：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我国大豆产业链价格波动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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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等4个时点进一步分析，4个时点分别代表金

融危机、欧债危机、股市危机及中美贸易摩擦。如图2

所示，（1）金融危机时期，在冲击方向上，首先，EPU

对大豆、豆油和豆粕期货价格均产生负向冲击，随后

转为正向冲击，在滞后2期大豆达极值，在滞后3期豆

粕和豆油达极值，然后下降，在滞后3~5期表现为负

向冲击，呈正负交替的变化趋势。（2）欧债危机时期，

大豆产业链的期货价格对EPU所响应的冲击趋势相

似，均呈正负交替现象，冲击程度也呈不断减弱趋

势，但相对而言，此危机期间对豆粕和豆油期货价格

冲击波动更大、程度更深。（3）股市危机发生后，EPU

对大豆、豆粕和豆油期货价格的冲击时间较长，此时

前2期对大豆期货价格为正向冲击，对豆粕和豆油期

货价格则产生正负冲击交替且整个滞后期EPU对大

豆和豆油期货价格的冲击方向为3个上升—下降的

波动趋势，对豆粕期货价格的冲击却呈相反趋势，总

的看来，此期间EPU对大豆、豆粕和豆油期货价格的

冲击波动及程度均较大，对豆粕期货价格冲击的持

续时间更长。（4）中美贸易摩擦背景下，大豆、豆粕和

豆油期货价格受EPU的影响表现为：豆粕期货价格

起初表现为正向响应，随后呈上升—下降的波动趋

势，最后趋近于0；大豆期货价格起初表现为正向响

图 1 豆粕、大豆和豆油期货价格对EPU的脉冲响应
Fig.1 Impulse response of soybean meal，soybean and soybean oil futures prices to economic policy uncertain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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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冲击在滞后0~2期呈下降—上升的波动趋势，随

后波动幅度逐渐减小，在滞后8期后EPU不再对大豆

期货价格产生冲击；豆油期货价格起初表现为负向

冲击，但随着滞后期的延伸，逐渐转为正向冲击，先

后呈现上升—下降—上升的变化趋势，在滞后8期

后趋势逐渐减小。但从长期来看，危机期间受到政

府规制和市场机制的调节，大豆、豆油和豆粕期货价

格受EPU的影响将逐渐减弱。

综上所述，根据4个时期内EPU对大豆、豆粕和

豆油期货价格的冲击效果分析可得出以下两个主要

特征：一是短期内，危机期间EPU更深程度冲击了大

豆、豆粕和豆油期货价格，但长期来看，EPU将不会

对大豆、豆油和豆粕期货价格产生大幅度影响；二是

大豆产业链期货价格受EPU冲击影响的响应较迅

速，危机时期EPU对大豆、豆粕和豆油期货价格主要

产生负向冲击，但随着滞后期的延长，冲击程度逐渐

减小直到趋于平稳。

2. 3 中美贸易摩擦时期EPU对大豆产业链期货

价格冲击的实证分析结果

伴随着EPU的变动，商品的市场环境将受到影

响，大豆市场也是如此。即EPU冲击程度越小，商品

的市场环境越趋于稳定，经济发展前景也就越趋于

图 2 豆粕、大豆和豆油期货价格对不同时点EPU的脉冲响应
Fig.2 The impact of economic policy uncertainty on soybean meal，soybean and soybean oil futures prices at different points in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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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朗（石自忠等，2016）。中美贸易摩擦作为我国乃

至全球EPU的主要因素，自2018年开始我国EPU指

数不断变大，也进一步说明我国经济发展环境变得

日趋复杂。消费者、生产者等利益相关主体在面对

贸易摩擦事件时，其心理预期也会发生显著变化。

受信息共享机制不完备的影响，导致利益相关主体

无法及时收到有效信息，使其很难做出理性决策，可

能对农产品市场价格波动产生影响。同时政策制定

者对农产品市场会进行调控，在一定程度上主观控

制了农产品的供给和需求，最终将导致相关产品的

价格波动。对于大豆市场而言，其影响程度会更

强烈。

据图2可知，中美贸易摩擦时期，大豆产业链期

货价格对EPU的响应主要呈正负交替的变化趋势，

且大豆、豆油和豆粕期货价格所受影响程度也存在

差异。我国EPU指数平常时期处于低水平，市场发

展良好，但中美贸易摩擦等不确定性事件的发生会

负向影响大豆期货价格，事件发生后对大豆期货价

格的影响又基本趋于平稳。从中美贸易摩擦对大豆

及其压榨品期货价格影响的短期时效性可看出，中

美贸易摩擦对于期货投资者而言，会直接影响其投

资预期，从而导致投资决策的转变，最后冲击大豆产

业链期货价格，滞后2期内达极值，响应迅速。不确

定性事件的发生导致我国大豆市场波动在较短时期

内很难完全消除，而调整大豆种植结构也需要一定

周期，因此不确定性事件对大豆及其压榨品期货价

格的影响将持续较长时间，但通过即时调整配套措

施和市场的自动调节能减缓部分EPU带来的冲击。

同时，EPU的冲击程度受到市场供求双方风险偏好

程度差异的影响，尤其对于投机者而言，其偏好越

强，则不确定性事件的冲击越大。因此，面对中美贸

易摩擦时期EPU的冲击，大豆及其压榨品期货价格

均存在不同程度的响应。

3 讨论

在市场经济形势下，农产品价格波动除受到供

需因素的影响外，还受到金融危机及贸易关税等导

致的EPU的影响。农产品价格波动是关系到农业生

产、农民利益和农村发展的重要问题，与民生问题息

息相关。而近年来受不利因素的影响，导致我国农

产品价格出现异常波动，直接影响了农业生产和消

费（罗冬晖等，2015）。

通过脉冲响应分析结果可知，EPU对大豆、豆油

和豆粕期货价格均造成不同程度的负面影响，响应

快速、剧烈，且具有持续性，一般在滞后1和4期的响

应较大，同时其波动具有显著的周期性特征，随着响

应期数的延长，响应程度逐渐减弱，并趋于平稳，与

田清淞等（2018）研究结果一致。同时4个危机时期

的EPU对大豆及其相关产品期货价格产生了不同程

度的冲击，且影响方向均呈现正负交替的冲击趋势；

而相对于其他3个危机时期，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时

期的EPU对大豆及其相关产品期货价格的冲击程度

较大，影响较深，该结果与张俊华等（2019）分析中

EPU对油料作物冲击的研究结果一致，且从冲击程

度上来看，大豆受到的冲击最大，其次是豆粕，再次

是豆油。但考虑到中美贸易摩擦的持续性，数据有

待于更新和完善，因此并不能完全、有效地说明中美

贸易摩擦时期EPU对大豆及其相关产品期货价格的

影响。

4 建议

4. 1 建立农产品期货市场信息共享机制，稳定期货

市场

本研究结果表明，EPU在短期内对我国大豆产

业链期货价格产生明显的负向冲击。因此，为有效

防控由于EPU导致期货市场存在的投机行为，需要

建立高效、快速的期货市场信息共享机制，确保信息

的有效性和及时性，促使投资者对期货市场的经济

政策环境变化尽可能快速、详细了解，减少投资者因

信息机制不完善导致的盲目决策。同时，面对经济

政策环境的不利影响，应构建多元化的价格调控机

制、利用大型机构投资稳定我国大豆期货市场等，对

不确定性的冲击均可有效抵消，进而稳定我国农产

品期货市场。

4. 2 加强政府宏观调控，确保经济政策的及时性和

有效性

中美贸易摩擦时期大豆产业链期货价格对我

国国内EPU的冲击响应短期内敏感且剧烈，因此，保

证经济政策环境的平稳有效是政府制定政策时的首

要考虑，同时经济政策的时效性也不容轻视。此外，

考虑不同种类大豆产品期货价格对EPU的冲击响应

存在显著性差异，政府在制定经济政策时还应注意

政策的针对性。确保经济政策既能解决现实问题，

又能兼顾到我国未来大豆产业的发展趋势和要求。

4. 3 利用“两个市场、两个资源”，实现大豆进口

多元化

本研究发现，我国大豆产业期货市场极易受国

际危机事件冲击，而我国大豆进口高度依赖国际市

场也导致我国大豆期货市场受制于人。因此，在完

善我国大豆产业期货市场的前提下，要充分认识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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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我国所处的经济政策形势，努力提升国产大豆

的比较优势，降低大豆进口渠道的集中度，实现大豆

进口来源多元化，以缓解国际大豆市场波动及不确

定性因素对我国大豆期货市场的冲击，保障我国大

豆产业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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