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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单元 

 财务管理的基本思想、范围和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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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单元将向学生介绍财务管理这一学科领域的基础知识，内容涉及金融市场的参与

者、参与者所作的财务决策以及所有决策应遵循的基本步骤。本单元还将说明借款

人、放贷人、金融证券发行者和购买者的作用以及他们参与金融市场交易的动机。由

于财务管理本身是一门定量经济学科，因此在这一导论性的单元中，将用较大的篇幅

向学生介绍财务评估（包括贴现、现值评估、收益率的确定）的一些基本定量方法以

及与利率和证券估价相关的一些重要财务经济学理论。我们将引入一些专门的财务概

念，如“到期收益率”和利率的“期限结构”等，还将简要介绍公司财务决策的重要工具

“净现值”和“内部收益率”方面的初步内容。在本单元的 后，将举例说明如何在利率

的远期和期货市场运用这些基本财务方法，尽管这一市场在很多金融从业者眼中显得

很神秘，但是这些基本财务方法仍然是行之有效的。通过本单元的学习，学生将了解

财务环境的基本特征以及财务价值评估的基本定量工具，这些工具的使用将贯穿于整

个课程。  

1.1 简介 
在财务管理的第一单元中，我们将介绍财务管理的基本概念和分析方法，将研究市

值、投资决策、利率和各种金融市场等基本层面的内容。在深入学习一门学科之前，

首先要了解学科的概况，这对于财务管理这门极其庞杂的学科来说尤其如此。学习本

单元后，您将对财务管理有一个基本的了解，其中的一些基本概念在解决实际财务问

题时会经常用到。 
财务管理是关于如何在时间上合理分配资金的经济学。当然，这一定义提供的信息

是很有限的，为了更好地理解财务管理的概念，我们来看一项财务交易的实例。现假

定市场上有一种新推出的音频设备：数字式录音磁带播放器。作为一个高保真音响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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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者，您肯定想早点拥有它。经济学原理告诉我们：只要您买得起，就会去购买它，

因为通过花钱购买播放器，您的满意度会增加。但是，假设现在您既没有现金，也无

法通过变卖其他资产来获得购买播放器所需的资金。这时您是否还会购买呢？ 
答案是：可能购买，也可能不购买，这取决于您是否能从别人手里借到这笔钱。是

否能借到钱，一方面取决于您目前所拥有的有形资产，另一方面取决于债权人对您未

来能否获得更多资产用以偿付债务的预期。虽然您现在没有用于购买播放器的足够资

金，但通过借款方式将您今后所能拥有的一部分资金提前支取，您就能购买播放器

了。请注意，购买播放器所使用的资金并不是您现在已拥有的资金，而是预期将来某

个时间可获得的资金。而从放贷人的角度看，这一交易正好相反：放贷人以您将来加

倍偿还为条件，将自己目前拥有的部分资金以贷款形式借给您。财务管理的实质就是

如何合理进行这种资金转移或资金在时间上的重新分配。 
这一实例非常有用，它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财务管理是一门重要的学科。现实

生活中，很多交易的实质都是资金在时间上的重新分配。在这些交易中，资金借贷不

仅限于个人之间，还会涉及政府、公司以及其他机构。此外，资金借贷也不是实现资

金在时间上的重新分配的唯一方式。公司可以发行 股票（即向公司所有者筹集资

金），这样的金融交易与您为购买磁带播放器而借款的交易很相似：公司现在获得了

资金并承诺将来加倍返还（以公司股利的形式），只不过金融交易发生在公司和公司

所有者之间，而不是发生在您和放贷人之间。 
事实上，很多有形资产的买卖也都依赖于资金在时间上的重新分配才得以实现。如

果没有金融交易作支持，所有个人信贷消费、多数公司资产的购置以及大量政府资产

的购置和服务的提供都是不可能的。了解这些活动的财务特征对于工商管理专业的学

生很重要。 
从以上所举的交易实例中可以看出，财务管理的涉及面很广，学习财务管理并不是

件容易的事情。我们从不否认财务管理是一门博大精深的学科，但学习起来并没有人

们想象的那么困难，至少在入门阶段是这样的。在本课程中，我们首先将建立一个非

常简单的金融市场模型，在这个市场中，各种参与者（个人、公司和政府）可以从事

基本的金融交易。该模型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所有金融交易具有的基本特征。对金融交

易的基本特征有了较深了解之后，我们将在模型中逐渐加入越来越多的现实成分，直

到学生能够处理在实际工作中遇到的各种金融市场和金融交易特征为止。 

1.2 金融市场及其参与者 
在经济发达的国家或地区，多数人会频繁地参与金融市场的活动。个人可以从金融机

构（如银行）借款，或将自己的资金借给金融机构。公司不仅可以同银行进行类似的

交易，还可以通过一些中介机构在金融市场上进行投资或筹资，如投资银行可以帮助

公司直接从其他公司和个人筹集资金，保险公司可将客户的保险金借给其他公司。政

府也可以与个人、公司和金融机构进行资金借贷交易。 
大致了解一下公司、个人和政府利用金融市场的原因，对我们进一步学习会大有帮

助。就拿前面所举的例子来说：您可以利用金融市场来解决购买磁带播放器的问题。

该交易是（通过借款方式）将您未来的资金提前到现在使用，从而增加您的满意度。

金融市场上其他类型的参与者也会经常进行类似的交易。例如，政府可能定期预支未

来的资金，以便提高国民现在的消费能力。政府通过在金融市场上获得贷款，并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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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预期的未来现金流入（税收、进一步贷款等）偿还贷款来实现这一目标。参与金融

市场活动 常见的动机之一是，将未来所能拥有的资金提前到现在使用，以便增加现

在的消费能力，从而增加满意度。 
另一方面，个人、政府和公司有时也会发现，其现有资金除了满足当前消费支出之

外，尚有一定剩余。他们可以通过向金融市场提供这些剩余资金，以便将其留待将来

使用。具体的方式包括：将剩余资金贷出、购买公司的普通（所有权）股或采用其他

交易方式。在交易过程中，他们放弃了现有资金的使用权，获得的是对这部分资金未

来增值的预期，例如，贷出的资金到期时会获得本金和利息，购买的普通股会有预期

的股利和资本收益。进行此类交易的个人和机构更乐于现在少使用资金以便将来获得

更多的资金，这是他们进入金融市场的动机。他们向金融市场提供的资金量，决定了

愿意提前使用其未来资金以增加现在消费能力的其他参与者所能借到的资金量。根据

金融市场参与者拥有的资金情况以及资金消费的时间偏好，他在某个时间可能是一个

放贷人，在另一时间则可能是一个借款人，或者同时既是放贷人又是借款人。此类金

融交易之所以能进行，是因为人们需要通过改变资金在时间上的分配来增加满意度。 
金融市场的参与者通过借款或其他方式筹集资金不仅是为了改变其消费模式，而且

也是为了进行实物资产的投资。在财务管理中，将投资分为金融投资（如借款、贷款

或购买普通股）和实物资产投资（如建造新工厂或购买用于生产的成套设备）。金融

投资的目的是在时间上重新分配资产，实物资产投资则可以实际创造以前不存在的新

资产。显然，实物资产投资是一种重要的投资活动。许多经济学家认为，在决定社会

财富量的多少方面，它可能是唯一 重要的活动。 
但是，如果没有金融市场，投资者即使有好的投资创意，也很难甚至不可能获得所

需的投资资金。金融市场发挥了桥梁作用，使要进行实物资产投资但目前资金不足的

人能筹集到资金，而目前资金过剩的人可以通过贷出资金而使自己的资金在未来增

值。这是金融市场的另外一项重要功能。 
金融市场不仅可以为实物资产投资提供资金，还可以为要进行实物资产投资的人提

供资源配置信息。通过比较不同资金项目的投资收益率，可以帮助投资者判断拟议中

的实物资产投资是否值得进行。如果金融市场不具备这一功能，则其他权威机构（如

政府）就将发挥这样的作用。但是，政府作出的决策与通过竞争性的金融市场作出的

决策往往存在重大差异。 
金融市场还向其参与者提供另外一项重要服务，我们将其概括为风险调整。目前我

们不想给出金融交易风险的严格定义，您可以依靠自己的直觉来理解风险。请注意，

金融市场的参与者都是风险规避者。这意味着，对于其他方面完全相同的两项投资，

他们会选择其中风险较小的投资。参与者虽然不会全然拒绝风险大的交易，但是投资

机会的风险将影响他们所愿支付的价格。由于金融市场存在各种各样的风险，参与者

可以将借贷、股票买卖以及其他交易进行组合，以达到降低风险的目的。参与者的这

些决策也将影响金融市场提供给上述实物资产潜在投资者的信息内容。 
总之，通过金融市场，参与者可以在时间上重新分配资金，决定是否进行实物资产

投资，并将投资风险降低到自己可以承受的水平。参与者在金融市场上进行的所有交

易，都涉及到金融市场提供的上述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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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市场利率和价格 

如果某些参与者愿意通过借款方式提前使用将来的资金，而另外一些参与者愿意通过

贷款方式将现有资金留待以后使用，就可能达成对双方都有利的交易（潜在的放贷人

将现有资金借给借款人，以换取借款人对未来资金补偿的承诺，这样双方都可从交易

中获得更高的满意度）。但是，借贷双方必须商定现有资金与未来资金的数量关系，

即当前放贷人每出借单位货币的资金，预期借款人在未来将用多少资金来偿还。 
金融市场上通过设定市场利率为市场参与者决定了这种数量关系。市场利率是指现

有资金与未来资金之间的兑换率。有了市场利率，参与者就能计算现在出借一英镑的

资金将来可获得多少收益。例如，假设市场年利率为 8%，如果放贷人在年初出

借 100 英镑，则预期可在年末收回 108 英镑。108 英镑是 100 英镑的初始贷款与 8 英镑

的利息或贷款补偿之和。借贷资金的供求关系决定了市场利率的高低。(市场利率始终

为正值，因为如果放贷人将来收回的资金比现在贷出的还要少，那么他宁肯将资金闲

置，也不会贷给别人。) 
但是，这样的市场利率并符合实际情况。实际上，有很多个市场利率同时存在，为

什么呢？因为利率的期限不同，交易风险也随之不同。例如，两年期贷款利率完全有

可能不同于一年期贷款利率，因为不同期限内的可贷资金供求关系很可能不同。而

且，有风险的公司所支付的贷款利率会高于政府（可控制偿贷货币的发行）所支付的

利率，因为放贷人都是风险规避者，贷款风险越大，要求得到的补偿就越多。 
从这个角度来说，实际存在的“利率”种类会比我们所考虑到的更多。例如，假定您

要购买某个公司的普通股，并预期可获得未来的股利收益。我们一般不将这一交易说

成是将资金贷给公司，而且也不存在可以参照的利率，但在常规经济条件下，这一交

易与贷款很相似：您将资金换成股票，希望将来获得更大的收益。金融市场没有为您

购买普通股指定利率，但指定了股票价格。当您收到股利或因卖出股票而获得现金

时，就可以获得类似于利率的收益率。换句话说，知道了股票的市场价格，您就可以

计算：要获得预期的未来股利及增值，现在需要向该公司“贷出”多少资金。此信息与

为交易指定市场利率几乎完全相同，这一点我们马上就可以看到。 

1.3 简单金融市场 

1.3.1 资金在时间上的转移 

实际的金融市场是十分复杂的：参与者的种类很多，交易存在风险以及交易涉及多个

期间。在学习财务管理的过程中，上述各个方面的内容我们都会涉及到。目前，我们

先要学习各种金融交易所涉及的基本概念，为此我们构建了一个 简单的金融模型，

这个金融市场具有以下特征： 
1. 假设市场无“摩擦”，诸如税收、交易成本（经纪费用）和信息获取成本等。 
2. 假设市场不存在任何交易风险。即一旦达成交易意向，各方都会严格按交易条款

进行交易。 
3. 市场的时间非常简单，只有从“现在”到“将来”一个期间。所有金融交易都在“现

在”发生，在“将来”兑现交易条款（例如，支付利息和本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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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的金融市场中，我们不需要区分参与者的类型，因为个人、政府和公司不仅

风险相同（无风险）、纳税相同（无纳税），而且交易持续时间也相同（一个期

间）。但这并不是说所有参与者完全相同。事实上，正是这些参与者的个体差异，使

我们在现实中看到的是一个变化多样的市场。 
假设该市场中有这样一个参与者，他“现在”可获得 1000 英镑，“将来”可获得 1540 

英镑。（您可以将这两笔资金看作是这个人可望从工作中获得的收入，也可以看作是

从已故亲属继承来的，或者是从其他途径而来。由于不需要纳税并且这两笔收入的获

得是确定的，因此它们的来源无关紧要。）这个人可以马上消费（花掉）现在的 
1000 英镑，然后等到“将来”再花掉另外的 1540 英镑。事实上，如果没有金融市场，

这个人除了以这种方式消费之外别无选择，因为他无法在时间上重新分配资金（预期

的现金流量）。图1.1 显示了这两笔现金流量（点 E）所对应的坐标值，纵轴为 1
（表示“将来”的预期现金流量，我们用 1 代表“一个期间”的“将来”），横轴为 0
（表示“现在”的现金流量，用 0 代表现在）。 

 
图1.1 金融兑换线 

假设这个人不太喜欢这种消费模式，而喜欢在 0 花掉比 1000 英镑更多的钱。他可

以通过在 0 借一些钱并承诺在 1 还本付息来达到这一目的。进一步假设，借款人与

放贷人的收支差额决定了市场利率为 10%。如果现在借200 英镑，并承诺在 1 偿还本

金并支付 10% 的利息，这个人在 0 的消费能力就可以增加到 1200 英镑。他在 1 需要

偿还的款项为： 200 × (1 + 10%)（即 220）英镑，这样，他在 1 的消费能力变为：

1540 减去 220 （即 1320）英镑。如图1.1 所示，他从原来的消费模式（点 E）转变为

现在的新消费模式（点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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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市场还可以让参与者将其现有资金延迟到将来消费。仍以上面的那个人为例，

如果他现在不想消费 1000 英镑，可以将其在 0 所拥有的一部分资金（例如，300 英
镑）贷出，以便在 1 收回 300 英镑× (1.10) = 330 英镑。该交易在图1.1 中表现为

从 E 点移动到 B 点。 
您可能已经注意到，如果将图1.1 中讨论的所有点连接起来，将形成一条直线（我

们以后称其为金融兑换线 (financial exchange line)，为方便起见，我们用字母  代表

利率）。实际上，只要参与者具备的 初资金条件与上述条件相同，那么他以这一市

场利率所进行的任何借贷交易，其结果必然落在位于两个坐标轴之间的这一直线上。

例如，如果将所有现金流量都转移到 1，则 1 就会有 [1540 + (1000 × 1.10)]
（即 2640）英镑的现金流量，而 0（点 F）就没有现金流量了。1 

另一方面，如果将所有现金流量都转移到 0，则该参与者可以获得的现金量

为 1000 英镑加上以在 1 多偿还 1540 英镑为条件在 0 所能借到的金额。这个金额到

底是多少呢？根据市场利率，如果在 0 借 1 英镑，则在 1 必须偿还 1  英镑，以

此可以得到以下计算公式（用  表示“  时刻的现金流量”）： 11  
将这个公式用于我们所举的例子中，计算结果如下： £15401.10£1400 
由此可知，该参与者以在 1 偿还 1540 英镑为条件可以在 0 借到 1400 英镑，1540 英镑

中的 1400 英镑为本金，另外 140 英镑为利息。这样，该参与者在 0 所能消费的 大

金额为 2400 英镑，它等于原来的 1000 英镑现金流量与所借款项之和（所借款项即承

诺在 1 偿还 1540 英镑而在 0 借到的 1400 英镑）。这就是图1.1 中 P 点的含义（ 0 时
为 2400 英镑， 1 时为 0 英镑）。 
尽管这个例子很简单，但是我们刚才所做的计算以及得到的结果非常重要，许多财

务管理理论都是以此为基础的。通过计算，我们得知： 1 的 1540 英镑相当于 0 的
1400 英镑，这个计算被称为计算 1540 英镑的现值 (present value)。 现值是指为了在将

来获得特定数量的货币而必须现在投资或贷出的货币量。在我们所举的例子中，在利

率为 10% 时，要在 1 获得 1540 英镑，就必须在 0 投资 1400 英镑，因此，1400 英镑

就是 1 的 1540 英镑在 0 的现值。愿意借给该参与者 1400 英镑的个人或机构肯定进行

了这类计算。 
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计算常被称为 贴现 (discounting) 现金流量。在上例中，

1400 英镑是“1540 英镑的贴现值”，或者说是“以每期 10% 贴现的 1 的 1540 英镑的现

值”。 
从上面的计算中可以看到，现值提供了它所代表的未来现金流量的信息。例如，如

果该参与者预期在 1 获得的现金大于 1540 英镑，则他在 0 借入的资金就可以超

                                                           
1 这样，市场利率就真正代表现有资金与未来资金之间的“兑换率”，它反映了t0 的资金在 t1 时的价格。因此，

图1.1 中的兑换线和市场利率为我们提供了相同的基本信息。如果以后听到市场利率决定兑换线的陡峭或倾

斜程度（t0 的资金与 t1 的资金的兑换率）的说法，我们不应感到惊奇。市场利率越高，兑换线也就越陡

峭。简单地说就是：利率越高，要在 t0 借到一笔资金，承诺在 t1 偿还的金额也就越多– 这一点您肯定是知

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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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 1400 英镑（反之，如果预期在 1 获得的现金小于 1540 英镑，则借的钱就会变

少）。如果预期 1 的现金流量存在风险，则放贷人要求的利率会比 10% 高，以补偿

所承担的风险。（这里的风险是指：到了 1 时，预期的 1540 英镑不能如数收回。）

如果利率提高，现值会下降，借款人所能借到的资金金额就会因此而减少。所以，现

值是指愿意贷出其资金并且承受一定风险的放贷人为获得对未来现金流量的求偿权而

同意贷出的金额。现值的具体金额取决于现金流量的预期规模和预期风险以及现金流

量的预期发生时间。 
上文我们说过，现值反映了在承诺偿付预期未来现金流量的条件下可以借到的金

额，但这只是对现值含义的一种解释，甚至不是 重要的解释。现值准确地反映了金

融市场在确定某项金融资产的价格时所发挥的功能。例如，假设参与者不愿意借款，

而愿意直接卖出 1 收到现金的预期收益。他可以通过发行证券并赋予证券持有人

对 1 现金流量的法定求偿权来完成这样的交易。这类证券可以是一纸协议，也可以是

公司贷款或发行股票时签订的正式合约。 
那么，该参与者将按什么价格卖出证券呢？同时，有意购买的每个人也会将买入证

券与其他投资替代方案进行比较以判断是否值得购买。（经济学家将其他投资替代方

案称为 机会成本，因为它们表示进行某一项投资而放弃其他投资的“成本”，这是从放

弃机会的意义上来说的。）证券的潜在购买者会发现，如果 1 英镑不是用于在 0 购买

证券，而是投向金融市场上具有相同风险的其他投资项目（例如，以 10% 的利率贷出

资金），则在 1 可以收回1.10 英镑。这样，证券的卖出价就不能超过 1400 英镑（即

贴现率为 10% 时 1 的 1540 英镑的现值），因为潜在购买者只需在 0 向金融市场贷

出 1400 英镑，即可在 1 获得 1540 英镑。同时，由于金融市场具有竞争性，证券的卖

出价也不会低于 1400 英镑，因为如果低于 1400 英镑，就会出现未来现金收益与其他

投资方案相同，而现价却更低的情况。由于证券潜在购买者之间的相互竞争，证券价

格必然会调整到某个值，使得通过购买证券获得预期未来现金流量的成本与通过其他

投资方案获得这一未来现金流量的成本相同。 
因此，现值是将市场利率或机会收益率作为贴现率时某一证券的市值。这或许是现

值概念 为重要的应用。 
下面我们就来看看现值概念在这方面的应用情况。我们已经知道，在上例中，参与

者的全部现有资金和未来资金（现金流量）的现值是 2400 英镑。这个金额在财务管理

中有一个特殊的名称：称之为现有财富 (present wealth)。现有财富是一个很有用的概

念，利用这一概念，我们单用一个数字就可以衡量特定时刻某个参与者全部资产的总

价值。它通常可以作为一种衡量基准或标准，来判断个人的财务状况是因新作出的财

务决策得到改善还是变得更糟。为了更加全面地阐述现有财富的含义，我们还需引入

更多的概念。 
从图1.1 我们很容易看出，只靠在金融市场上进行交易（以市场利率进行借贷活

动），一个人是无法改变其现有财富量的。虽然进行借贷可使消费模式点沿金融兑换

线上下移动，使我们在时间上重新分配现有财富以获得 大满意度，但这样的交易无

法使该直线发生平移，因此也就无法改变我们的财富拥有量。原因很简单：在金融市

场上买卖证券（或进行借贷活动），并不会改变这些证券所代表的财富总量。因此，

如果一个人通过金融市场上的买卖活动增加了财富，必然是因为别的参与者在交易中

减少了财富（这无疑是因疏忽所致）。不久我们将会明白，这样的机会少之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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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投资 

我们既然不能通过金融市场的交易来增加财富，那么怎么才能变得更加富有呢？答案

是通过实物资产投资。这类财务活动可以改变我们的现有财富量，因为它不需要我们

为了增加自己的财富而使别人放弃他们的财富。由于实物资产投资能产生以前并不存

在的新的未来现金流量，因此可以创造新的财富。实物资产投资的例子有：投资于生

产机械、新生产设备、研发或可销售的新产品系列等。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实物资产投资都能带来财富的增长。投资是需要资金的；为了

进行投资，就必须在其他方面放弃对一些资金的使用权。如果投入资金的现值大于能

从投资中收回的资金现值，该投资会减少我们的现有财富。由于这将降低我们从现在

到将来期间内的消费能力，因而这样的投资没有价值。当然，一项合理的投资会创造

比起初的投入更多的财富，这样的投资就有吸引力。 
图1.2 显示了实物资产投资在简单金融市场中的作用。假定上文所说的参与者发现

了这样一个投资机会：如果在 0 将 550 英镑用于某项实物资产投资，可望在 1 获
得 770 英镑的收益。在图1.2 中，这表现为从 E 点移动到 I 点。该项投资的结果是：该

参与者在 1 可消费 2310 英镑的资金，而在 0 只能消费 450 英镑的资金。那么，他是

否应抓住这次投资机会呢？这取决于这项投资对该参与者现有财富的影响。 

 
图1.2 投资与金融兑换线 

为了弄清其中的道理，让我们再来分析一下图1.2（I 点）。如果只从这项投资的现

金流量时间模式来看，您可能会回答：如果该参与者喜欢这一新的时间模式胜过没有

这项投资时的时间模式（E 点），他将愿意进行这项投资。但这个回答是错误的，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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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这没有考虑到该参与者可以按市场利率进行借贷，从而可在时间上重新分配新资金

的其他机会。通过创建一条通过 I 点的新金融兑换线，我们就可以明白这一点（在 I
点，如果该参与者只进行这项投资而不进行别的金融交易，他的投资是无法进行下去

的）。如果他既投资于实物资产又进行借贷，则通过 I 点的该直线上的所有点对于他

来说都是可行的。 
请注意这种情况下的一个重要事实：进行这项投资必定会改善该参与者的经济状

况。只要他愿意有更大的消费能力，您不难理解：无论他原来处于兑换线上的哪个位

置，现在都可以在新的兑换线上找到一个位置，使得在 0 和 1 同时具备更大的消费

能力。这是因为兑换线已因这项投资发生了从原位置向外的平行移动。（之所以是平

行的，是因为决定直线斜率的市场利率没有发生变化。） 
通过测量直线在横轴上的截距变化，我们可以计算向外平移的量有多大。如以前一

样，这表明可以求出新直线上任意一点的现值。由于 I 点已知，我们可以用它来计

算： 

1£450 £23101.10£2550  
兑换线在 0 外移到 2550 英镑处。这同时也是新兑换线的水平截距，它表示该参与

者新的现有财富量，我们据此可知未来资产的贴现值。因此，我们还会发现，他的现

有财富因这项投资从原来 2400 英镑的水平增加到了现在 2550 英镑的水平。 
别忘了，我们一直试图将这项投资的价值与该参与者现有财富量的改变联系起来。

现在可以很清楚地看到：由于兑换线的任何外移都表明投资是有价值的，并且任何外

移都表示现有财富的增加，因此，可以增加现有财富的任何投资都是有价值的投资。

这只不过是我们前面观点的另外一种表述而已：只要产生的现值大于投入的成本，这

样的投资就是有价值的。 

1.3.3 净现值 

虽然通过计算一项投资对参与者现有财富量的影响可以判断该投资是否有价值，但这

一方法比较烦琐。庆幸的是，还有更直接的方法可以判断一项投资是否有价值，其结

果与计算现有财富的方法所得结果是相同的。这一方法直接计算投资的现金流量，而

不需要在计算中涉及任何特定投资人的资金量。在财务管理中，这一方法称为净现

值 (net present value, NPV) 法；净现值是指某项投资的现金流入和流出之间差额的现

值。 
仍以前面的例子来说，参与者进行的那项投资需要在 0 投入 550 英镑，以在 1 获

得 770 英镑的收益。如果计算出 1 现金流入的现值，然后减去 0 时（已经是现值）

的现金流出量，我们可以得到： 

现值流入 现值流出 1£7701.1 £550£700 £550£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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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表明，这项投资的现金流入和流出的现值差额为 +150 英镑。这个数字就是这项

投资的净现值。 
众所周知，净现值或 NPV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

我们注意到，如果参与者进行了这项投资，则这项投资的净现值（150 英镑）正好等

于其现有财富的改变量 (£2550 − £2400)。这不是偶然的。一般来说，正确计算的净现

值总是等于投资参与者现有财富的改变量。因此，净现值法可以替代我们原来那种计

算参与者现有财富变化量的烦琐方法，它可以直接给出这一数值。 
为什么净现值会等于现有财富的增加量呢？我们可以用代数方法说明其中的原因，

但现在需要将净现值看作是投资收益与其机会成本之间差额的反映，以此进行更为重

要的经济学分析。前面曾提到，参与者进行这项投资的机会成本是在金融市场上获得 
10% 的收益。进行这项投资需要投入 550 英镑。如果该参与者已将这笔资金投放到金

融市场上，而不是进行这项投资，他可以在 1 获得 £550 1.1 £605 英镑。由于这

项投资在 1 可获得 770 英镑的收益，因此与投资金融市场相比，进行这项投资可在 1
多获得 £770 £605 £165 英镑的收益。165 英镑是这项投资在 1 获得的超额收益。

如果求出这一金额的现值， £1651.1 £150 
得到的数值是我们在前面已经看到的：这项投资的净现值。这为我们提供了净现值的

另一种重要财务解释。它是这项投资所得收益超过投资者机会成本的金额的现值。 
在财务管理中，净现值是 有用的概念。我们在本课程所涉及的各种重要财务决策

中都会遇到这个概念，因此要求您要理解它的概念内涵，掌握其计算方法以及各种各

样的应用。下面我们简要回顾一下有关净现值的内容： 
1. 某项投资的净现值，是指这项投资现在和未来全部现金流量减去这些现金流量的

机会成本后的现值。机会成本反映了投资于期限和风险均相同的其他替代的投资

项目时可获得的收益。 
2. 净现值等于投资者现有财富的改变量，明智的投资者选择了具有正净现值的投资

项目，其现有财富会增加；不幸的投资者则选择了具有负净现值的投资项目，其

现有财富会减少。 
3. 投资的净现值是这项投资的现金流量与其机会成本的差额的贴现值。当净现值为

正时，进行这项投资可望在将来获得比将相同资金投资于其他投资替代方案时所

获得的更多的现金（以现值总和计）。 

1.3.4 内部收益率 

净现值是进行投资决策时使用的一种极好的方法，但净现值法并不是我们进行正确决

策所依赖的唯一方法，类似的方法还有内部收益率 (Internal Rate of Return, IRR) 法。

这种方法通过计算所投入资金的平均每期收益率来确定一项投资的价值大小。计算出

内部收益率之后，将其与金融市场上期限和风险均相同的其他投资机会的收益率进行

比较。如果这项投资的收益高于此机会成本，则它就是一项有价值的投资项目，因此

我们应予以接受；反之，则拒绝接受。 
内部收益率可以更具体地定义为能使投资的未来现金流入量现值等于其未来现金流

出量现值的贴现率。从前面对净现值的讨论来看，这意味着内部收益率是使某项投资

的净现值为零的贴现率。不久我们就会明白内部收益率这样定义的原因，这一定义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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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能拓宽我们的财务管理知识外，还指出了如何计算内部收益率的方法。在我们假定

的只涉及一个期间的金融市场中，很容易计算内部收益率。我们回到原来的例子，直

接使用上面的定义来计内部收益率： NPV 0 £550 £7701 IRR1 IRR £770£5501 IRR 1.4IRR 0.4 或40%
 

这项投资的内部收益率为 40%。由于这项投资收益率的机会成本为 10%（从金融市场

上风险和期限都相同的投资项目得到），因此它的每期平均收益率比 佳投资替代方

案的要高，是一项可接受的投资项目。 
我们再来看一下图1.2，会直观地发现 内部收益率和净现值所揭示的一些有价值的

信息。前面曾提到，图中的兑换线斜率反映了利率或贴现率的大小，我们可以将从 
E 点到 I 点的这条直线理解为这项投资（即为了在 1 获得 770 英镑而在 0 投入 550 英
镑）的兑换线。请注意，这项投资的兑换线比金融市场的兑换线陡峭。这表明这项投

资的收益率高于金融市场的收益率。我们还可以看到，如果这项投资的兑换线比金融

市场的兑换线陡峭，则这项投资的 终资金位置（点 I）必然在原来的市场兑换线之

外。正如我们在讨论净现值时所看到的，这意味着如果该参与者进行这项投资，他的

财富就会增加。 
图1.2 中关于内部收益率的这些观测值还表明：当内部收益率大于金融市场的收益

率时，净现值为正值。可见，用这两种方法来分析这项投资得到的结果很相似，只是

各自的角度有所不同。净现值是从投资参与者将获得的财富增长量的角度来描述投资

的，而内部收益率所反映的是投资的平均收益率与机会收益率的对比情况。2 
分别用内部收益率法和净现值法来判断一项投资是否有价值时，得到的结果往往是

相同的。但如果用它们来判断两项可接受的投资中哪一项更优，结果经常会有所不

同。这是目前财务管理要解决的主要问题之一，这主要并不是因为我们不知道哪个结

果正确，而更多的是因为很多人似乎钟爱会得出错误结果的方法！这个问题很有必要

深入探讨，但得等到我们将假定的金融市场与现实结合得更加紧密时才能进行，这样

才能更全面地探讨内部收益率法与净现值法在计算结果上存在差异的原因。 
下面回顾一下有关内部收益率法的内容： 

1. 内部收益率是投资于某一机会的资金的平均每期收益率。 
2. 内部收益率的 佳计算方法是找出使投资的净现值为零的贴现率。 
3. 要使用内部收益率来判断某项投资是否有价值，需要将其与具有相同期限和风险

的投资替代方案的收益率进行比较。如果内部收益率大于其机会成本，则这项投

资就是有价值的；反之，则应拒绝投资。 
4. 对于是否可以接受某个投资项目的问题，内部收益率法和净现值法得到的结果通

常相同，但对于两项投资中哪一项更优的问题，结果往往不同。 

                                                           
2 在财务管理中，我们通常假定：收益率等于金融市场收益率（作为投资的机会成本）的投资是任一特定投

资的“ 佳替代方案”，尽管严格说来这不太正确。我们将会看到，如果正确而透彻地分析这项投资决策，

得到的结果与实际使用真正的“ 佳替代方案”时的结果相同。 



第 1 单元 / 财务管理的基本思想、范围和工具 

1/12 Edinburgh Business School   财务管理

我们来分析一下图1.2 中 N 点的投资情况，顺便复习一下已经讲述的一些知识要

点。它要求在 0 投入 550 英镑，而在 1 可以收回 594 英镑。N 点的净现值计算结果如

下： NPV £550 £5941.10£10  
同样，N 点的内部收益率为： 0 £550 £5941 IRR1 IRR £594£5501.08IRR 0.08 或 8%

 
通过 净现值和内部收益率这两种方法，对 N 点我们得出了相同的结论：这是一项

没有价值的投资。净现值为 −10 英镑，这表明市场上某个参与者如果进行 N 点的投

资，就会丧失 10 英镑的现有财富。图1.2 中的兑换线 终会朝原点方向移动，其在横

轴上的截距将是 2390 英镑而不是 2400 英镑，这使得该参与者的经济状况比不进行这

项投资时更差了。N 点的内部收益率为 8%，这显然低于在金融市场上进行同风险同

期限的投资通常可以获得的 10% 的收益率。从图1.2 中我们可以看到，N 点投资的兑

换线显然不如市场兑换线 FEP 陡峭。以上是对 N 点的收益率小于市场收益率的直观

描述；这样，我们再一次证明了应拒绝 N 点的投资。 

1.3.5 简单的公司实例 

现在来看一下图1.3，图中显示了可以进行多项投资的公司应如何决策。例如，G 点的

投资需要投入 GP 大小的现金流量 0，收回 GG′大小的现金流量 1。我们还注意

到，这些投资点是根据投资吸引力的大小按递减顺序自下而上排列的（例如，G 点的

净现值和内部收益率高于 H 点，依此类推）。该公司必须决定选择其中的哪一项投

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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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 多项投资与金融兑换线 

公司应如何决策呢？通常，我们假定公司根据现有股东财富 大化为目标来进行此

类决策。由于我们假定只存在一个期间，并且所有投资都在 1 得到回报，因此该公司

只有进行使兑换线离原点 远的那些投资，才能使股东财富 大化。正如您从图

1.3 所看到的，这就是 G 点、H 点和 J 点投资的集合。 
从图中可看到，该投资集合是用兑换线与投资曲线相切所得到的。由于相切时两条

线是平行的（斜率相同），因此兑换线和投资曲线的斜率在 J′点必定相等。但这两个

斜率的经济含义是不同的：兑换线的斜率是由市场利率决定的，而投资曲线在 J′点的

斜率则是由 J 投资的内部收益率决定的。J 之下所有投资的内部收益率都大于 J 的内部

收益率，所以，接受与新金融兑换线相切的投资点及其以上的点与接受内部收益率等

于或大于市场利率的投资是一回事。这一投资决策可以使股东的财富 大化，因为公

司接受的所有投资的平均每期收益率 (即内部收益率) 大于公司股东在金融市场上进行

与之相当的投资所获得的收益率。(当然，只接受净现值大于零的投资与上述决策结果

是相同的。) 
您可能会有不同意见。您会说，假定我更喜欢在 0 而不是在 1 消费。如果我是公

司的股东，更希望公司保持在 H 点或 G 点投资甚至是不投资。这样，我可以在 0 具
备 大的消费能力。 

当然，事实并非如此。因为如果公司不进行任何投资，您在 0 的 大消费能力就

为 0 的 P。而如果公司进行高于 J 点（包含 J 点）的投资，您的消费能力将提高

到 0 的 P′。做法很简单：您只需要在市场对公司的正确投资决策作出反映（即股票

价格上涨）后，在 0 卖出您拥有的股票即可。如果您不愿意卖股票，那么在我们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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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完美金融市场上，您完全可以在 0 用这些股票作为抵押进行贷款，通过市场机制获

得相同的金额 P′。 
您可能又提出了新的问题。您会说，假定我的姐姐也是公司的股东，她的消费偏好

与我恰恰相反。她愿意现在花更少的钱以在将来花更多的钱。公司如何才能同时满足

我们两人的要求呢？ 
答案很简单，在我们这样的市场中，公司不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因为这一问题股东

自己就能轻松解决：您的姐姐只要不卖出她的股票，并将公司支付给她的股利用于购

买更多股票或将其贷出即可。这样，她就把现在的消费推迟到了将来进行。所以我们

说，金融市场上的公司根本不用去考虑股东们的消费偏好；股东们完全可以利用金融

市场进行交易，以实现自己在时间上重新分配资金的需要。即使股东们的消费模式偏

好千差万别，也同样可以拥有同一公司的股票，而公司也不需要关心支付股利的模

式。公司唯一的任务就是 使股东的现有财富 大化，股东则可以通过金融市场上的交

易来调整他们个人的资金分配模式。 
假定公司为了顾及您姐姐的偏好而错误地在 0 投入了更多的资金并接受了直至 K′的

投资。从图1.3 中可以看出，您姐姐在 0 的现金流量会减少，而在 1 的现金流量会增

加，这当然是她喜欢的模式。但是请注意，如果公司只接受到 J′的投资，您姐姐的现

有财富也可以 大化，事实上她可以不改变 0 的消费能力 (0K) 而将 1 的消费能力增

加到 KK′′，这样显然可以增加她的满意度。 
下面回顾一下本节讲述的一些知识要点： 

1. 我们将投资分为金融投资和实物资产投资，指出由于金融市场的竞争性，为了通

过投资增加财富，（通常）需要选择实物资产投资。 
2. 我们引入了用来衡量投资价值的净现值概念，它是一项投资的现金流量超过其机

会成本部分的现值。我们还证实了净现值等于投资参与者的财富改变量，并且净

现值衡量的是投资者财富的市值改变量。 
3. 我们讲述了用来衡量投资价值的内部收益率，它是投入资金的平均每期收益率。

当某项投资的内部收益率超过（按收益率计算的）机会成本时，这项投资将具有

正的 净现值，因而是有价值的。 
4. 我们举例说明了如何应用这些财务管理理论，解决简单金融市场上公司的投资决

策问题。公司可以接受的投资项目是高于及包含某个临界点的投资项目，该临界

点的下一个投资的净现值将为负值或 内部收益率将小于其机会成本。公司可以不

去考虑股东们的特定现金流量时间模式偏好，因为股东们能通过金融市场上的借

贷交易在时间上重新分配自己的资金。这样，公司就可以集中精力使股东财富

大化，这也是在该市场上采用净现值和内部收益率投资评估方法得到的结论。 
以上这些理论是财务管理的基本理论，对于将进行各种财务决策的人士来说非常重

要。同时，正确认识金融市场的功能也很重要： 
1. 通过金融市场，人们可以在时间上重新分配资金，这为实物投资提供了资金来

源。 
2. 以市场收益率或利率的形式，向投资者传递有关机会成本的重要信息。在进行对

经济发展至关重要的实物资产投资决策时，这些收益率或利率常用作贴现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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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更接近现实的金融市场 
我们已通过简单金融市场认识了所有金融市场共有的许多重要特征。您可能会对前面

所学的知识在“现实世界”的财务决策中的广泛应用感到吃惊。但是，简单金融市场毕

竟只涉及实际金融市场和财务决策的一部分特征，我们有必要介绍实际金融市场和财

务决策的其他特征，这对于我们学习财务管理相当重要。 

1.4.1 多期融资 

到现在为止，我们所讨论的金融市场还仅限于单期交易；也就是说，在 0 进行的金融

活动，其 终结果显示在 1（一个期间之后）。但是，在实际的金融市场上，很多实

物资产和金融资产产生的收益会涉及多个期间：您可以将资金存于银行，待获得多期

利息后再取出；可以购买要很长时间才到期的债券（利息支付期长达数十年）；还可

以投资于公司权益（普通股），这些股票预期会在未来长短不定的期限内连续支付股

利。（一些投资甚至在一百年左右的时间内不断得到回报。）我们必须要解决这样一

些问题：如何给这类证券估价，在实物资产投资收益涵盖多个期间时，财务决策人如

何选择实物资产进行投资等。 
由于多期资产产生回报的周期较长，因此，在 初决定选择哪些资产投资时，在实

际金融市场上需要考虑更多的因素。一般来说，多期资产的存在使得金融市场变得更

加复杂。但是，这些复杂性不是表现在引入了多少新的概念，而是描述和评估这些资

产的投资回报所需的计算变烦琐了。 
实际上，用来分析实际金融市场中多期交易的方法与分析单期市场交易的方法完全

相同。在简单市场（只涉及一个期间）上，为了体现不同时间的资金价值，我们通过

乘以 1  将时间转换到未来（增加利息），通过除以 1  将时间转换到过去（贴

现）。 1  是 0 的资金与 1 的资金之间的有效“兑换率”。在多期交易中，我们用同

样类型的兑换率表示任意两个时点之间的资金调换关系。 
下图代表一个包含时点 0、 1 和 2 的金融市场。这意味着我们在单期市场结束

的 1 时点之后又引入了另一个期间： 
期间 1 期间 2  
在这个金融市场上，我们不仅可以在 0 与 1 之间调换资金，而且可以在 0 与 2

（或任意一对时点）之间调换资金。 0 的资金与 1 的资金之间的兑换率为 1 ，但

现在在 0 与 2 之间又出现了另一个兑换率，所以我们必须将它和 0 与 1 之间的兑换

率区分开来。为此，我们将 1 指定为 0 与 1 之间的利率，而将 2 指定为 0 与 2 之
间的利率。这样， 1  就是原来单期的兑换率。 
为了表示两期兑换率，我们必须考虑多期市场的复杂性。通常，我们不用 1
 而用 1  来表示 0 与 2 之间的兑换率。这似乎使事情变复杂了，但这样做很

有必要：在讨论利率时，使用每期利率必定会比使用多期兑换率更方便，而用这种方

法来表示兑换率就可以达到这一目的。 
下面我们举例加以说明。假定 0 与 2 之间的每期兑换率与 0 与 1 之间的每期兑换

率相同，并且这一每期兑换率就是我们常用的 10%。为了反映 0 与 1 之间的资金调

换关系，我们需要乘以或除以兑换率 1.10。为了反映 0 与 2 之间的资金调换关系，我

们必须使每期 1.10 的兑换率跨两个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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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定我们希望在 0 时点在金融市场投资 100 英镑，直至 2 才收回，这必然产生一

个现金流量 2。那么 2 究竟是多少呢？ 1 10 1£100 1.21£121  
这表明，我们将在 2 收回 121 英镑。这就是每期兑换率为 10% 时，100 英镑的初始投

资经过两期 所收回的资金。在财务管理中，当我们说两期、利率为 10% 时，其含义

是：在 0 与 2 之间进行资金调换的兑换率为 1 10% 2，即 1.21。 
自然，现值的计算正好与之相反。如果希望在 2 得到 121 英镑，并且想知道 121 英

镑的现值（它现在的市价），可以通过以下公式计算得出： 

1£1211.10£100  
1.4.2 复利 

在上述计算过程中，我们涉及到金融市场上常见的几个重要概念。当通过乘以 1
 两次或乘以 1 2 2 一次而将 0 的 100 英镑换算为 2 的等价金额时，我们对利

率 2 进行了两期复利计算。复利 (Compounding) 表示两个时点之间的兑换率不仅反

映了原始投资的利息，而且反映了前期利息（在后续期间）产生的利息。 
为了更便于理解，我们仍结合前面所举的例子进行说明。可以用另一种方式来计算

在 2 获得的资金： £121 £100 £100 10% £100 10% £100 10% 10%  
这种表示方法用文字表述就是： 终在 2 获得的 121 英镑，等于在 0 投资的 100 英
镑，加上该笔资金在第一期获得的利息£100 × (10%)，再加上该笔资金在第二期获得

的利息£100 × (10%)， 后加上第一期利息在第二期获得的利息£100 × (10%) × 
(10%)。当然，上述表示方式过于复杂了，它可以简单地表示为： 1£121 £100 1 10%  
但是，这样的复杂方式可以帮助您理解 后金额是如何得到的。 
复利（从利息中赚取利息）次数由借款人和放贷人协商确定。在我们所举的例子

中，是每期复利一次。只要借贷双方同意，每期复利两次、三次甚至更多次都可以。

如果利率不变，则 终的金额会因利息在两个时点之间复利的次数不同而不同。 
复利涉及的数学计算不是很复杂。以复利方式投入现金流量 0 终获得的资金金

额为： 1 /  
其中，  为利率，  为每期复利次数，  为投资的期数。您可以看到，当每期只复利

一次时，这个公式就变成了我们熟悉的 0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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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这个公式在 10% 的利率下将 100 英镑每期复利两次，则在第一期末可以获得的

金额为： £100 1 0.10/2 £110.25 
在第二期末可以获得的金额为： £100 1 0.10/2 £121.55 
如果愿意，可以按照我们选择的期数继续进行多次复利。 

您可以看到，这些金额在每一个未来时点都比我们在前面按 10% 的利率每期仅复利

一次计算出来的金额要大。如果您的计算器支持幂运算，可以使用这个复利公式自已

计算一下：看看在 10% 的利率下投资 100 英镑，每年复利一次，50 年后是否可以增加

到 11 739.09 英镑；每天复利一次（一年 365 次），50 年后是否可以增加到 
14 831.26 英镑。 
复利的频率甚至可以不止一天一次。频率 高的复利称为“连续复利”。连续复利是

指利息一经产生就开始 计算利息，中间没有任何复利时间间隔。在上面的一般复利公

式中，这意味着 m 为无穷大，此时公式可以简化为：  
其中，  = 2.718 …，是自然对数的底数。 
例如，如果连续复利，则在 10% 的利率下，100 英镑复利一期会增加到 110.52 英

镑，复利两期会增加到 122.14 英镑，复利 50 期会增加到 14 841.32 英镑。 
通过接受客户存款借入资金的金融机构有时会使用复利作为促销手段，以吸引寻求

高利息收益的客户。现实生活中，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这类促销广告，虽然具体内容不

尽相同，但除了个别因疏忽造成不明显的计算错误外，都隐含了这样一个正确的事

实：复利次数越多， 终金额就越大。不过，客户在根据复利间隔选择金融资产时要

慎重。因为，在竞争激烈的存款市场上，一家银行不可能始终如一地向客户支付高于

其他银行的利息。有些银行宣称的复利次数虽多，但其利率要比复利次数较少的利率

稍低，这样的利率差异就会抵消复利带来的好处。银行之间也可能在非货币性的服务

方面存在差异。 
请始终记住，金融市场的参与者消费的是货币资源，而不是利率或复利间隔；他们

是根据货币价值来比较资产的投资价值的。例如，他们不会傻到相信连续复利一定比

不复利好，除非他们还知道要进行复利的利率。同样，他们也不会认为以 10.1% 的利

率一定比以 10% 的利率贷出资金要好（如果两种利率的复利方式不同的话）。 
在本课程的其他单元中，除非特别指明，否则我们都将遵从这样的惯例，即利息每

期复利一次。 

1.4.3 多期现金流量 

现在，我们可以很容易地对金融市场进行延伸，以涵盖任意多个期间。假设您希望

在 3 这一期间得到现金流量，并且想知道它的现值。如果已知三期的平均机会成本，

即每期为 3，那么 3 的现金流量现值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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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理，我们可以求出未来任意一期现金流量的现值。其中，  可以是任意一个时

期，因此，计算任意一期现金流量现值的通用公式为： 

1  
将公式移项，可以求出利率为  的现期投资额在  时的未来值，即投资额乘

以 1 。 
在多期金融市场中，证券和资产通常具有多个未来的预期现金流量值。公司债券或

普通股（权益股）通常要求将来多次以现金的形式支付利息、本金或股利。同样，一

项实物资产投资，如购买一台新机器或进入某个新行业，几乎总是会出现多期现金流

量。那么，财务管理部门如何评估这类现金流量的价值呢？ 
我们可以使用沿用至今的通用规则，将各个现金流量现值相加。例如，假设我们要

求一组现金流量（也称为“现金流”）的现值，同时已知在 1、 2 和 3，每期现金流量

均为 100 英镑，每期机会成本均为 10%，由此可得： 

1 1 1£1001.10 £1001.10 £1001.10£1001.10 £1001.21 £1001.331£90.91 £82.65 £75.13£248.69
 

因此，本例中不同时期现金流量的现值为 248.69 英镑，它是不同时期未来现金流量

的现值之和。尽管本例使用的是 基本的算法，但这种算法所反映的经济原理非常重

要。由此可见：要正确评估不同时期生成未来现金流量的资产价值，就要计算出与该

资产相关的每个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之和。 

1.4.4 多期投资决策 

前面我们介绍过两种投资决策方法，它们与当今金融市场中财富 大化的要求一致。

现在，我们将介绍如何在多期资产评估中运用这两种方法（净现值和内部收益率）的

基本知识。 
当投资决策会影响到多个未来现金流量时，计算净现值与计算任何多期现值的难度

相差不大。我们只需记住净现值必须包括与该项投资有关的所有当前现金流量和未来

现金流量。例如，假设我们在上一节评估的现金流是某项投资的一组未来现金流量，

并且该投资在 0 时的现金支出为 200 英镑。将该项投资所有现金流量的现值相加，得

出净现值为 48.69 英镑，即 248.69 英镑（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减去 200 英镑（当前

现金流量的现值）后所得到的净值： NPV 1 1 1£200 £1001.10 £1001.10 £1001.10£200 £1001.10 £1001.21 £1001.331£200 £90.91 £82.65 £75.13£48.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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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跨越多个未来时期的一组现金流量的内部收益率比计算净现值要复杂得多。请

记住，内部收益率就是使所有现金流量的净现值 (NPV) 等于 0 的贴现率。在这个例子

中，必须解出下面这个内部收益率方程的值： 0 1 IRR 1 IRR 1 IRR£200 £1001 IRR £1001 IRR £1001 IRR  
从数学方法上来说，目前还不存在解出所有此类内部收益率方程的通用公式。要算

出多期现金流量的内部收益率，需要反复试算，我们将这种方法称作“试错法”。首先

任意选择某个贴现率作为上述方程中的内部收益率，然后算出净现值。再根据计算结

果判断所用贴现率是过高还是过低，然后另选一个比刚才那个更合适的贴现率，重新

计算净现值。反复进行试算，直到求出使净现值等于 0 的内部收益率（或所需的近似

值）为止。 
假设我们先把 15% 看作是内部收益率的可能取值： NPV £200 £1001.15 £1001.15 £1001.15£28.32  
以 15% 的贴现率计算，得出净现值大于 0，因此，15% 不是现金流量的内部收益

率。由于上面得出的净现值太大，所以这次应选择一个较高的贴现率（因为增大作为

分母的贴现率，会减小这些现金流量的净现值）。让我们来试算一下取 25% 时的计算

结果： NPV £200 £1001.25 £1001.25 £1001.25£4.80  
以 25% 的贴现率计算时，得出的净现值很小，但却是负数，因此贴现率选 25% 太

高了。不过，经过这两次试算，我们已经知道这组现金流量的内部收益率介

于 15% 到 25% 之间，因为取前者时算出了一个正的净现值，取后者时算出的是负的

净现值。要求出实际的内部收益率，需要反复进行试算，直到算出准确的内部收益

率，或者确信所找出的内部收益率取值范围对于当前的决策来说足够准确，亦或算到

失去耐心时为止。 
本例的实际内部收益率为每期 23.4%，也就是说，由于内部收益率大于 10% 的机会

成本，因此这项投资可以接受。实际上，当我们看到贴现率为 15% 时算出的净现值为

正值时，就可以立即作出决策，因为我们据此可以推断内部收益率必定大于 15%。已

知机会成本为 10%，且内部收益率大于 15%，根据这些信息就足以判断这项投资是否

值得。 
图1.4 可以帮助我们直观地理解内部收益率的求解方法。请注意，在本图中，纵坐

标表示净现值，横坐标表示用于计算净现值的贴现率。图中的曲线表示：在上例中，

净现值随着贴现率的增大而减小。（这就是净现值与其贴现率之间 常见的变化关

系。只要某项投资所导致的现金流出量比现金流入量更接近于现值，通常就会得出这

样一条曲线。）我们可以很容易地从 图1.4 中直观地看出求解内部收益率的过程。如

果先试着用小于 23.4% 的贴现率计算，得出的净现值是正数；如果贴现率大于 
23.4%，则得出的净现值是负数。如果得出正的净现值，则应试着选择比上次所用贴

现率更大的值进行计算；如果得出负的净现值，则应选择更小的值进行计算。随着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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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范围的缩小， 终可以找到使净现值近似等于 0 的贴现率，这个值就是内部收益

率。 

 
图1.4 净现值与内部收益率之间的关系 

估算内部收益率的过程非常繁琐，因为每次试算都要重新计算净现值。如果预期投

资会产生多期现金流量，则试算过程冗长而又乏味。幸运的是，对于乐于使用内部收

益率的投资者来说，他们可以利用市面上常见的袖珍计算器轻松地完成试算过程，因

为这种采用现代技术的新产品已将试算过程作为一种程序编入计算器中。如果要计算

长期投资的内部收益率，则应考虑购买某种此类设备或在计算机上安装相应的软件。 

1.4.5 多期分析过程中的计算技巧和简便方法 

现值的计算是财务管理学科中 基本的知识，因此我们应充分了解财务管理人员在计

算时所采用的各种不同方法。不过，在开始学习这部分内容之前，首先要强调的一点

是：前面已经介绍过一种方法，只要已知现金流量预期值和贴现率就可以在任何情况

下运用此方法。我们知道，任何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都可以通过如下公式进行计算： 
  1 （1.1） 

如果我们要贴现不同时期的未来现金流量，以求出它的现值时，则只需按照上面的计

算公式求出各现值的总和即可。因此，不同时期未来现金流量现值的计算公式为： 
  ∑ 1 （1.2） 

NPV

48.69 ��

0
10% 23.4%

IR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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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方程 公式1.2 看上去似乎很复杂，但它的涵义很简单，我们只需先算出未来每

期现金流量的现值，然后再将计算结果相加，这种方法与我们在上一节中运用的方法

完全相同。（符号 ∑ 的涵义是将其右侧的所有项相加，从 1 的现金流量现值开始，

一直加到  时的现金流量现值。）我们可能会在下面用到这个方程（或与其相关的知

识）。我们完全可以将这类方程看作是有效代表一组计算的简写式，它表示一组未来

现金流量现值的计算。 
如果要计算未来不同现金流量的现值，并且每期现金流量的贴现率又各不相同，则

只能使用方程 公式1.2 所示的方法。尽管有时确实需要使用这个公式，但通常情况下

不必使用这种方法就能很容易地求出正确的现值。 常见的一种简化方式是认为未来

不同时期现金流量的贴现率是固定不变的。这种简化方法虽然很少能准确反映出实际

预期的情况，但却大大降低了计算的复杂程度，所以得到了广泛地使用。 
如果所有现金流量的贴现率都取相同的值，则方程 公式1.2 便转化成以下形式： 

  ∑ 1  （1.3） 

方程 公式1.3 是当所有现金流量均使用相同的每期贴现率时，将不同时期未来现金流

量进行贴现的计算公式。（请注意，方程 公式1.2 与方程 公式1.3 之间的区别是：前者

的贴现率  不带时间下标。） 
按照方程 公式1.3 进行计算时至少有两种相当简单的方法。为此我们列举一些数字

来加以说明。例如，未来有三期现金流量，每期为 100 英镑，贴现率为 10%。第一种

方法是从距离现在时间 远的现金流量（本例中即为 3 £100）算起，将它除

以 1 ： £100/1.10 £90.91。这个数字就是 3 时现金流量在 2 的值。将这个值与

下一个 近一期现金流量 2 £100 相加，两者之和为 190.91 英镑，再除以 1
： £190.91/1.10 £173.55。这一步得出的是 2 和 3 的现金流量在 1 的值。将该值

与 1 的现金流量相加，两者之和为 273.55 英镑，再除以 1  ：£273.55/1.10£248.69。这个 终结果与前面计算的结果完全相同。 后得出的这个值就是现金流的

现值，如果按照上述方法来解释，它就是 1 、 2 和 3 的现金流量在 0 时的值。 
上述方法解释起来比较罗嗦，但实际运用非常简便，如果您有一个 基本的袖珍计

算器，那么这就是 好的计算方法。简而言之，从距离现在 远的现金流量开始计

算，将它贴现为较近一期现金流量的现值，然后与较近的这期现金流量相加，将它们

的和贴现为更近一期的现值；这样一步一步运算下来，直到对所有的现金流量都进行

了贴现并贴现到 0 为止。 
另一种常用的求现值法就是查现值表。现值表是方程 公式1.1 和 公式1.3 的实际值组

成的列表，它列出了当方程式分子中现金流量的取值为 1 时，根据各个时点、现金流

期数和各贴现率所计算出来的现值。因此现值表给出的是未来每英镑现金流量的现

值，使用它既能查到单期现金流量 (公式1.1) 的现值，又能查出贴现率固定不变时不同

时期的固定现金流量 (公式1.3) 的现值。附录  附录1 中包括一组可供查阅的现值表。 
为了说明这些表的用法，请转到附录 1 中的 表A1.1 附录1，该表显示了在时点  时

接收 1 英镑的现值。请注意，在贴现率为 10% 的那一列中，前三个时点的系数分别

为 0.9091、0.8264 和 0.7513。要按每期 100 英镑求出这三期现金流量的现值，只需将这

三个系数分别与相应时点的现金流量 100 英镑相乘，再将这三个结果相加即可。很显

然，答案是 248.69 英镑（实际上计算结果少 0.01 英镑，这是四舍五入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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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计算根本不必使用现值表，因为上面介绍的第一种方法与此方法的步骤数相

同，而且没有用到这些表。不过，在某些情况下使用现值表非常有效。很明显的一种

情况是，计算器不带求幂功能（即对数字进行乘方），但是需要计算距离现在很远的

未来某期现金流量的现值。如果计算器不能直接算出 1.10 20 的值，那么 100 英镑除

以 (1.10) 的20 次方的运算过程必定非常繁琐。但查一下表A1.1 就可以知道 £1/1.10  的值是 0.1486，因此，如果贴现率为 10%，则要在 20 时接收的 100 英镑

在 0 时的现值就是 14.86 英镑。 
现值表在另一种情况下也非常有用，那就是用于计算年金 (annuity) 的现值。固定

年金指的是一组在未来各个时点金额相同的现金流量。这类现值可以通过方程 公式

1.3 来进行计算，只是方程中表示现金流量的 CF 值没有下标 t，因为现金流量的值都

是相同的。由于附录 1 中的表A1.2 附录1 给出了期数为  时，每期 1 英镑现金流量的

现值，该表表示每期的现金流量是固定不变的，因此也把它称作年金表。为了说明它

的用法，请注意在表中贴现率为 10% 的这一栏下列出的三期年金系数为 2.4869。这

样，我们可以毫不费力地看出，对于三期现金流量，每期为 100 英镑时，现值即

为 248.69 英镑。如果年金跨越的期数很多，那么与使用计算器相比，使用此表计算现

值就要简便得多（除非您有一台已编入复杂的程序、能够直接进行这类计算的设

备）。3 
我们在前面提到过，通常在财务管理中评估的某些资产在遥远的将来仍然会产生现

金流量。如果碰到这种现金流量，还可使用在永续年金 (perpetuity) 融资实践中经常用

到的另一种现值计算方法。永续年金是一种假设会永远持续下去的现金流。使用永续

年金现值的原因是，它们非常容易计算。永续年金现值的计算公式为： 
   （1.4） 

要计算永续年金的现值，只需用（固定的）每期现金流量除以（固定的）每期贴现

率。例如，如果每期总有 100 英镑的现金流量，且贴现率为 10%，则现值为

£100/0.10 = £1000。（我们可以很直观地看出此公式如何发挥效用。我们可以对这件

事情换一种说法，即如果把 1000 英镑存入银行，且银行利率为 10%，则每年总是可以

取出 100 英镑。） 
我们 感兴趣的是永续年金的计算非常简便。不过这种算法的前提是假设现金流将

持续到永远。很明显，实际上没有任何资产能够永远产生现金流量，如果您觉得财务

人员使用这种假设条件似乎很荒谬的现值计算法有些不妥，我们可以先测试一下，看

看用这种方法计算出来的答案是否合理。 
假设要评估不同时期 100 英镑现金流量的价值，它的机会成本为 10%，并预测该现

金流会持续到遥远的未来，但还不能确定到底能够持续多久。如果使用被认为是错误

的永续年金值，则它的现值就是£100/0.10 = £1000。如果使用该值作为现值的话，则

导致的误差有多大呢？ 

                                                           
3 当然，投资的现金流量能够以利息的形式产生未来现金额。附录  附录1 中的表A1.3 和表A1.4 与同一附录中

表A1.1 和表A1.2 的未来值是相对应的。除了这些表格和内置财务管理功能的袖珍计算器之外，当前所有个

人计算机的电子表格程序都具有这些（及更多）财务管理公式，计算时能够作为自动功能进行调用。如果

您觉得更适合用这类电子表格进行计算，则可以不用现值表或计算器。因为随着这些电子表格（在计算机

上使用）的日益普及，它们固有的强大功能和卓越的灵活性也在应用中日益凸显，所以如果您还未用过电

子表格做这类计算，不妨试一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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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该现金流量不可能持续 40 期以上。按贴现率为 10% 计算，第 40 年 100 英镑的

现值仅为 £2.21 £100/ 0.10 。实际上，从第 40 年开始到终止期为止的所有现金流

量的总现值仅为 £100/0.10 / 1.10 £22.10。这说明使用永续年金评估法，即使实

际上现金流在第 40 年就已经终止，而并不是持续到永远，计算结果的误差只

有 22.10 英镑除以 1000 英镑，即 2.21%。根据我们所学的关于不确定性的知识，现值

计算中产生的这种误差与估算时产生的其他误差相比，完全可以忽略不计。当然，误

差的大小是现金流量实际停止时间的函数，它的值可能会大于 2%。例如，如果该现

金流量在第 20 年停止，那么使用 1000 英镑永续年金值所导致的计算误差是 £1000/1.10 £148.64，即 14.9%，这个误差可能太大，超过了允差范围。 
尽管使用永续年金法进行估价很方便，并且在评估长期资产时不会造成太大误差，

但方程 公式1.4 还是假设现金流量在未来每期都是固定不变的。这种假设并不能确切

地代表我们实际所看到的现金流量模式。不过，如果稍微对方程 公式1.4 作一些修

改，就可以使它更加实用，同时不会增加方程的计算难度。如果我们假设现金流量将

永远持续下去，但每期都以固定的百分比增大或减少，那么永续年金的公式将变成 
   （1.5） 

其中  是现金流量的固定每期增长率。 
例如，假设我们必须评估某一现金流的价值，该现金流在本期末为 100 英镑，但此

后所有期均以每期 5% 的增长率递增（因此在 2 时的现金流入量为 105 英镑，在 3 时
的现金流入量为 110.25 英镑，依次类推，直至永远）。如果贴现率为 10%，那么该现

金流的现值为： £1000.10 0.05 £2000 
（“银行账户”就是这样一种固定永续年金，只不过您的取款额每年以 5% 的速度递

增。） 
这种“增长型永续年金”现值计算法广泛用于各种财务管理实务中，尤其是在调查像

大型现代企业这样的机构的长期价值时，效果尤其明显。不过，需要注意的一点是：

当贴现率  小于或等于增长率  时，显然该方程无效。这表示现金流量总是以接近于

机会成本的比率增长，它的现值为无限大，这在数学运算上是正确的，但从经济角度

来看毫无意义，因为我们可以预测到这种情况不可能发生。 
由于本节内容较多，我们在此回顾一下所讲述的知识点。在探讨财务人员进行贴现

计算所用的各种方法时，我们介绍了以下内容： 
1. 有一种借助计算器进行贴现计算的简便方法，它在评估跨越少数几个期间的现金

流量时非常有效。 
2. 当现金流持续的时间为多期，且每期现金流量均相同时，则可以使用年金现值表

进行估价，该表列出了每期 1 英镑现金流量的现值。 
3. 如果现金流量一直持续到遥远的未来，而所用的计算器又不能求幂，则可以使用

单位现金流量现值表（“1 英镑的现值”）。 
4. 某些预装了财务软件程序的袖珍计算器能够进行上述所有计算。与高级的袖珍计

算器相比， 在个人计算机上广泛应用的电子表格程序所具有的财务管理功能更易

于使用，而且更为灵活，功能也更加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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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无论是固定永续年金，还是每期以固定百分比增长（甚至减少）的永续年金，通

常都可以看作是持续时间非常长的资产所产生现金流的近似值。 
为了巩固所学的知识，我们在第 1 单元 单元的 后准备了一些练习题，大家可以通

过这些习题熟悉每种现值计算方法 适合的特定情况。 

1.5 利率、利率期货和收益率 
本节将全面探讨在前几节中介绍过的几个有关利率的概念。大家可能会认为自己已经

对利率有了充分的了解，足以应付今后可能会碰到的各种问题，但还有一些在使用利

率的过程中会涉及到的其他概念，我们一直没有提到，主要是为了等到我们对有关多

期的知识有了大致全面的了解之后，再对这些概念进行介绍。第一组概念与 远
期 (forward) 或未来利率有关，另外还将介绍利率的“期限结构”(term structure)。在探讨

这些概念的过程中，我们还会学到一些有关债券 (bond) 的重要知识。 
在一开始讨论利率时我们就说过，理解利率的 佳方法是把它看作跨时期调换资金

时所使用的比率或“兑换率”。现在我们应该这样来理解这个概念：兑换率或利率不仅

会出现在现在和将来某个时点之间，而且还会出现在现在或将来的任意两个时点之

间。换句话说，如果在 0 和 2 之间存在一个合适的利率，那么在 1 和 2 之间

或 2 和 6 之间，亦或任何其他时间组合之间，也会存在相应的利率。听完这种理解

方式的建议之后，大家可能会认为这种利率定义在概念上完全正确，但也有两点不足

之处：(1) 这种定义几乎没有任何意义，因为谁也不会用这样的利率来借款或贷款，

(2) 像大多数学者一样，我们毫无必要将一个已经很复杂的体系弄得更加复杂。 
首先，我们不得不承认学者们往往对复杂性本身有兴趣（它促使理论的消费者认

为，只有我们才有能力生产这种产品）。但这并不适用于有关利率的情况。当今许多

大型且充满活力的市场确实在未来各个时点之间有效地进行借贷活动，因而这种远期

利率会存在，并得到了大家的认可。在高度发展的现代化企业所作的各种金融决策

中，这些交易变得越来越重要了。同样重要的是，这种在未来时点之间的利率概念还

使我们能够更深入地理解各种日常证券（如政府发行的债券）。 
为了说明在金融市场中存在的某些重要关系，我们假设有 A 到 E 这五种证券在这个

市场上进行交易，它们各自在时点 1 到 3 预期产生的未来现金流量如表1.1 所示。同

时假设这些证券的现金流量不存在任何风险，且每期利率规定如下：第一期

（ 0 到 1）利率为 5%，两期（ 0 到 2）利率为 6%，三期（ 0 到 3）利率为 7%。顺

便提一下，在金融市场中，从现在开始到未来某个时点的利率称为即期利

率 (spot interest rate)。因此我们可以将上面的内容换一种说法，就是一期即期利率

为 5%，两期即期利率为 6%，三期即期利率为 7%。 
在金融市场中，所有即期利率的组合称为利率的期限结构。利用这些利率，我们可

以很轻松地算出这些证券的现值（或市场价格），如表1.1 中 0 列所示。这张表就是

一个很好的习题，大家可以通过它来检验自己是否能得到相同的答案。（请记住，证

券的市场价格就是该证券预期产生的现金流量以相应的贴现率进行贴现所得到的现值

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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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 债券现金流量和价格 
价格 现金流量   

证券         

A £1029 £1080    
B £1037 £80 £1080   
C £1029 £80 £80 £1080 
D £923 £40 £40 £1040 
E £1136 £120 £120 £1120 

  

提示：如果在计算现值时无法得出如表1.1 中所示的价格，请看下面这种计算证

券 C 的价格的方法： £1029 £801.05 £801.06 £10801.07  
诸如表1.1 中所列的这些证券在金融市场中很常见。我们设计的这五种证券 A、B、

C、D 和 E 的现金流量模式与附息票债券 (coupon bond) 的现金流量模式很相似，这

种模式是债券市场中 常见的类型。附息票债券使用面值 (face value) 及其息票利

率 (coupon rate) 来表示债券所承诺的现金流量模式。这些现金流量由每期支付的利息

组成（即债券面值乘以它的息票利率所得到的值）。现金流量会一直持续到 后（到

期日）一期，此时的现金流量应为作为“本金”的面值加上 后一期支付的利息。表

1.1 中的五种债券面值都是 1000 英镑，只不过它们的息票利率不同而已。债券 E 的息

票利率为 12%，这表示债券 E 承诺在到期之前每期（ 1 和 2）支付 1000 英镑

的 12% 或 120 英镑作为利息，到期（ 3）时将支付 12% 的利息再加上 1000 英镑，

即 1120 英镑。债券 A 在到期前每期的息票利率为 8%。大家可以试着用类似的方法来

说明其他债券。4 

1.5.1 到期收益率 

一些日报的商业版可能会定期公布如上所述的有关债券市场的信息。表1.2 就类似于

这类信息通常采用的表示方式。通过学习上面的内容，大家现在应当能够对报纸上的

这类表格进行分析，并了解该表与表1.2 之间的对应关系。 

表1.2 国债 
息票利率 到期日 价格 收益率   

8%   £1029 5.00% (A) 

8%   £1037 5.96% (B) 
8%   £1029 6.90% (C) 

4%   £923 6.94% (D) 

12%   £1136 6.85% (E) 

                                                           
4 通常，附息票债券的面值称为“本金”(principal)，支付的息票称为“利息”(interest)。我们始终应记住的一点

是：无论怎么称呼，这些金额也都只是债券发行方的现金流量承诺；息票利率与市场利率之间并不存在必

然的联系。息票利率只是债券的一项约定，它确定了承诺的现金流量金额和时限。（将现金流量划分成“利
息”和“本金”可能从税收的角度来讲非常重要，但我们现在还不考虑税收。）债券市场使用债券的承诺或预

期现金流量，以及市场自身的利率来设定债券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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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2 中我们唯一不熟悉的信息可能就是标题为“收益率”的那一列。该列显示了国债

的到期收益率 (yield to maturity)；大家已经看过到期收益率 (YTM) 的另一种形式。它就

是债券承诺的现金流量的内部收益率。5 换句话说，如果对表1.1 中债券 B 的现金流量

使用 5.96% 的固定贴现率进行贴现，所得到的现值（或市场价格）为 1037 英镑。到期

收益率就是使债券承诺的现金流量其的市场价格的贴现率，并且我们知道内部收益率

就是“债券投资的平均每期收益率”（其中投资的金额就是市场价格）。 
在开始探讨远期利率之前，我们先要简单了解一下债券的到期收益率和确定债券价

格的即期利率组合之间的关系。请对比一下上面两个表中的债券 C、D 和 E。这三种

债券都具有相同的到期日，相同的利息支付期数，相同的现金流量风险（无风险），

并且都使用相同的一组即期利率，它们所生成的市场价格如表中所示。但这三种债券

的到期收益率各不相同。这是什么原因呢？如果以相同的利率或贴现率对这三种债券

进行贴现，那么它们的平均每期收益率为何不同呢？答案就是：对于不同的时期，债

券的现金流量模式会影响债券的到期收益率，而这三种债券的现金流量模式并不相

同。 
比较表1.1 中债券 D 和债券 E 的现金流量。债券 D 的息票利率为 4%，它相对于

终支付额的中期利息（40 英镑）要比息票利率为 12% 的债券 E 的中期利息（120 英
镑）少。实际上，两种债券在 3 时的现金流量的现值在各自总现值中所占的比重不

同，债券 D 的比重要大于具有较大中期利息的债券 E。记住， 3 的即期利率为 7%，2 和 1 的即期利率都比它低，分别为 6% 和 5%。所以，债券D 在具有较高即期利率

的期间产生的现值要比债券 E 在该期间内产生的现值相对要多，因此，我们看到债

券 D 比债券 E 的每期收益率（或到期收益率）要高。试着用相似的方法解释一下债

券 C 的收益。 
上述现象在金融中有一个专用术语，即到期收益率的息票效应。之所以叫此名称，

是因为债券息票的规模决定了债券现金流量的模式，以及债券的到期收益率影响市场

中存在的即期利率组的方式。到期收益率是计算过程非常复杂的即期利率平均值，因

为需要对不同的债券现金流量模式进行加权平均。我们目前暂不对到期收益率的特定

方面进行深入探讨，由于你们对数学计算的兴趣彼此不同，有的人可能会对此感到高

兴，有的人则可能会失望。 
根据我们已了解的到期收益率知识，我们知道在应用时应谨慎小心。例如，如果根

据到期收益率来比较各种证券就很不明智，除非它们的现金流量（对于债券而言，即

息票）模式完全一样。到期收益率作为一种复杂的每期固定平均值，可能使没有经验

的投资者认为，某一种债券上的投资在特定期间的收益率会比另一种债券要好或差，

然而很明显，同等风险的债券在相同期间的收益必然相同。到期收益率不仅表示收益

率，还表示一段时间内在债券上的投资金额。在上述示例中，债券 E 的到期收益率低

于债券 D，因为债券 E 的中期现金利息更高，这意味着债券 E 在后期（具有较高利

率）的投资金额比债券 D 相对要少。 
有时，我们可能会将收益曲线 (yield curve) 作为利率期限结构的同义词。前者是金

融市场中存在的一组到期收益率，通常用于政府发行的附息票债券。后者指的是一组

                                                           
5 在报纸上看到“收益率”这个词时，必须仔细阅读报纸上相应表格的脚注，因为报纸也会使用该术语表示“当

期收益率”或“股利收益率”，并不一定表示到期收益率。这些其他“收益率”只不过是本期支付的利息或股利

除以证券的当期价格所得到的值。这种比率在债券市场上几乎没有用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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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期利率。从目前掌握的利率知识来看，在表述中将收益曲线看作是期限结构对您而

言也许还有困难。 

1.5.2 远期利率 

现在，我们将探讨一组起始点不是 0（当前）的利率，这组利率显然不是即期利率。

如前所述，由于这组利率在时间上属于未来的利率，因此我们称之为远期利率 
(forward rates)。以表1.1 和 表1.2 中的债券 B 为例。债券 B 的投资者在 0 时投

入 1037 英镑，以期在 1 时获得 80 英镑，在 2 时获得 1080 英镑。由即期利率可知，0 时 1037 英镑的现金流量的计算方法如下：6 

1 1£801.05 £10801.06£76 £961£1037
 

对于该债券， 0 时的投资额为 1037 英镑，其中 76 英镑的投资在第一期间内以 5% 的
收益率于 1 时产生了 80 英镑的现金流量，而 0 的 961 英镑的投资在第二期间内

以 6% 的收益率于 2 时产生 1080 英镑的现金流量。 
到目前为止，在以投资额和收益率表述到期收益率方面，我们没有进行任何引申，

只是提供了数字方面的一些细节。但请回顾一下，在解释为何债券 E 的到期收益率低

于债券 D 时，我们曾说过，在利率较高的后期对债券 E的“投资额较少”。尽管这种表

述完全正确，但我们并没有明确说明，这对未来的资产投资有什么意义。如果能理解

这一点，才有可能理解远期利率的含义。 
让我们再回到债券 B，探讨在一定时期对该债券的投资额。我们知道， 0 时的投资

额为 1037 英镑，而在 2 时完成还本付息后，投资额必须为零。所以唯一的问题就是

确定在 1 时的投资额。如果 0 时的投资额为 1037 英镑，并且第一期间的收益率

为 5%，那么 1 时（在支付 1 时的利息之前）的投资额必须是 £1037 1.05 £1089。
在支付了 80 英镑的利息之后， 1 时的投资额就变为 £1089 £80 £1009。由此可见，

按照向后贴现现金流量时使用的同一利率计算出过去的投资额，就可以得出一段时期

对某一资产的投资额。7 

                                                           
6 为了简化例子，我们有选择地对本节中的各现金流量、值和比率进行了四舍五入。如果您喜欢使用精度更

高的数字，并且您的计算器可识别多个小数位，鼓励大家计算出更精确的结果。为使结果保持一致，可以

假设上面的即期利率、息票和面值都是准确的，而所有生成的其他值和利率都经过四舍五入处理。 
7 除了我们暂时不考虑的现金流量风险之外，还存在金融市场风险：未来利率的不确定性。我们在本单元中

使用的示例都假设对未来各期预期的利率与实际一致。当然，这种假设在我们讨论什么是未来或“远期”利
率之前几乎没有任何意义。因此，在此之前，您可以将它当作一条额外的注释，只是为了满足挑剔的学术

人士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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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 1009 英镑是在 1 时对债券 B 的投资额。这些信息很重要，因为我们由此可以

触及到本节的主题：远期利率。（远期利率通常用带有下标的字母  表示，左下标是

利率的开始时间点，右下标是利率的结束时间点。）在 1 时对债券 B 投资的 1009 英
镑在 2 时产生了 1080 英镑的收益。因此，债券 B 在 1 和 2 之间的隐含收益率或利率

为（用 21  表示）： V 1£1009 1 £10807%  
债券 B 在 1 和 2 之间的收益率为 7%： 21 7%。债券 B 在第二期的隐含远期利

率 (implied forward rate) 为 7%。 
我们将继续使用本例来说明另一种重要的关系：即期利率和远期利率之间的关系。

现在我们知道， 2 时的 1080 英镑在 1 时值 1009 英镑（以 21  贴现一期的值），

在 0 时值 961 英镑（以 2 贴现两期的值）。此外，我们知道另一种说法也是正确的，

即将债券 B 在 1 时的值看作是第一期投资以 5% 的收益率产生的现金流量。由于收益

率与贴现率互为倒数，因此也可以认为将 2 时的 1080 英镑按照如下的远期利率贴现

为 0 时的值： 

1 1  
由于 10  即为 1，所以方程变为： £10801.05 1.07 £961 
所以，将 2 时的现金流量的现值看作是使用即期利率贴现两期得到的，或者分别用

每期的远期利率贴现得到的，都是完全正确的。如此一来，也就说明了即期利率和远

期利率之间的关系： 1 1 1  
一般情况下，这种关系类型代表了同一期间内的远期利率与所有即期利率之间的关

系。如果已知远期利率，通过将每个中间的远期利率加 1 之后相乘，然后取  次方根

（其中  是所包含的期间数）， 后减去 1 即可得出即期利率。如果已知即期利率，

可通过先求出距离现在 近的一期的远期利率，接着依次求出此后各期的利率，就象

上面对债券 B 进行的计算那样，即可得出远期利率的值。（从所学的数学知识可知

（1 + 即期利率）就是（1 + 远期利率）的几何平均值。） 

让我们练习计算一下 32 ： 1 1 1 11.07 1.05 1.07 11 1.07 / 1.05 1.07 1.099%  
（注意利率 3 = 7%，并不是 5%、7% 和 9% 这些远期利率的简单算术平均值，而是先

将各个相关远期利率加 1 之后相乘，取  次方根，之后再减 1 所得的值。这是一个几

何平均值。） 



 第 1 单元 / 财务管理的基本思想、范围和工具 

财务管理   Edinburgh Business School 1/29

为了测试大家对讲过的各种利率概念的理解，请试着自己解释一下（或向别人解

释）计算债券 D 现值的这三种不同的方法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 £923 £401.05 £401.06 £10401.07£923 £401.05 £401.05 1.07 £10401.05 1.07 1.09£923 £401.069 £401.069 £10401.069
 

您的解释应大致如下：计算债券 D 的现值的所有这三种方法都是正确的，第一种方

法使用即期利率，第二种方法使用远期利率，第三种方法使用债券的到期收益率。描

述金融市场估价过程的 准确方法是使用即期利率或远期利率。 

1.5.3 利率期货 

在结束我们对远期利率的探讨前，必须提到的一点是金融市场的参与者为什么对此概

念感兴趣。在前面的讨论中我们发现，债券 B 在支付了 1 时的利息之后，当时的现值

为 1009 英镑。这笔金额可以理解为在已知 0 时的信息的情况下，债券 B 在 1 时的 远
期价格 (forward price)。您可能听说过各种类型的“远期”市场，这种市场以汇率、商

品甚至像我们一直在讨论的债券这类金融资产作为交易物。在此类市场中，参与者就

某项交易物的价格签署合同，该交易物的价值由我们一直在讨论的远期价值和远期利

率体系来准确确定。此类市场在世界各地发展非常迅速，它们为熟知并能有效运用这

一市场规则的金融市场参与者提供了一项重要的金融服务。 
为了说明此类市场的用途，下面介绍我们需要了解的金融市场的 后一项重要特

征：风险。如前所述，将金融决策中所面临的方方面面的风险一次全部讲出来，这并

不现实，所以我们将逐步对它们加以介绍。第一个要提到的风险是，未来的实际利率

可能并不等于早期的利率期限结构 所隐含的远期利率。例如，从示例中求出的债

券 B 第二期的远期利率 21  为 7%，这表示债券 B 在 1 时的远期价格为 1009 英镑。

但无论是 7% 的利率还是 1009 英镑的价格，都是在已知 0 时的信息后预期会在 1 时
出现的值，而我们一直都假定这些预期的信息结果会是正确的。 
不过，实际情况与预期结果几乎从不会完全相同，往往与之大相径庭。由于隐含的

远期利率和远期价格并不是对未来实际出现的利率的正确预计，因此，人们在金融市

场中很容易出现重大错误。（不过，还不清楚能否将这一点当作金融市场的一项缺

陷，特别是没有证据显示是否有其他方法可以利用当前信息始终作出更准确的预测。

这一点非常重要，在各种金融环境下这种预期与事实不符的情况会一再出现。） 
这种预测和现实之间的潜在差别意味着这样一种或许令人担忧的可能性，即在实际

到达 1 时，根据 0 时的已知信息所预测的价格或利率根本不适用。原因很简单：在

预期（ 0）和结果（ 1）之间，总会有一些其他信息出现，从而导致金融市场调整它

的现金流量预期或机会成本，或对两者都进行调整。（因为目前只探讨利率变化的风

险，所以在本例中只有机会成本发生变化。） 
利率可能会发生意外变化的这种风险，是许多金融市场参与者力图规避的。如果我

们因某种实物资产投资的净现值为正数而决定进行投资，但在投资期间利率的增长使

净现值变成了负数，那么我们势必会感到非常失望。不过现在情况不同了：现在的

“金融期货”市场允许参与者通过签定买卖合同以当前固定的价格在未来各个时间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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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金融证券交易，从而可以规避此类（以及许多其他相关类型的）风险。这样，在上

述的预期利率与实际不符的情况下，可以针对实物资产整个生命期设定价格，并同意

按该价格出售一些金融证券来“锁定”或保证一组贴现率，从而确保资产的净现值。

（您甚至无须拥有同意出售的证券，只要能拿出称作“保证金”的一笔钱来弥补交易中

的任何可能亏损，从而让市场相信您的信用良好就可以了。） 
例如，我们假设您打算进行一项投资，根据当前的一组市场利率计算出这项投资的

净现值为正数，但如果在投资期间利率增长，则投资收益可能并不如愿。确保回避利

率增长所造成的不利影响的一种策略是，以投资项目的现金流入量的近似金额和期限

出售利率期货合同 (interest rate futures contract)。让我们就此类交易举一个简单的例

子。 
假定将要进行一项预期会出现以下现金流量的投资： 

  

      
−£1700 £1000 £1000 

  

同时，假设利率的期限结构为： 10% 且 11%  
因此，这项投资的净现值为： NPV £1700 £10001.10 £1000`£20.71  
因此，这项投资是可以接受的。但假设不能确知未来的利率，即存在利率变化风

险： 1 和 2 之间适用的利率（远期利率 21 ）可能偏离当前的利率期限结构所隐含的

利率。大家还应当记得，利用即期利率和远期利率之间的关系，我们可以找出当前期

限结构所隐含的 21 ： 1 1 11 1 / 11 1.11 / 1.1012.009%  
因此，当前期限结构所隐含的 1 和 2 之间的远期利率为 12.009%。 

现在假设 21  利率有可能升至 15%。如果这种情况发生在 0，就会产生一个新

的 2： 1 1 11 1.10 1.151 1.26512.4722%  
 而投资的现值则变为： NPV £1700 £10001.10 £10001.124722£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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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 2 的现金流量所采用的利率升高，投资的净现值由正值变成了负值。如果您在利

率变化之前已将所有资源都用于投资，现在您一定会感到失望，因为原来预期会得到

收益的投资，却预计将减少您目前的财富。 
利率的期货市场可规避（用这个市场的术语来讲就是，套期保值 (hedge)）此类事

件所带来的风险。假设有这样一个市场，其投资额、原始的期限结构和利率风险均与

原来的市场相同。在这个市场上，您可以通过卖出利率期货合同，来规避 21  变化的

风险。 21  利率为 1 和 2 之间的适用利率，因此根据交易安排，您需要在 1 以固定

价格出售在 2 具有一个 (£1000) 现金流量的证券。如果 21  升高，该证券的价格将下

滑。但是，由于您的合同规定以更高的固定价格出售该证券（现在市价下降），所以

合同的价值会增加。合同价值的增加可抵消投资净现值的减少，从而避免了利率变化

所带来的风险。现在我们来看相关的金融计算方法。 
如果给定原始期限结构，期货市场将规定一期利率期货的 1 价格是：  期货价格

£10001£10001.12009£892.79
 

为了规避利率风险，您应该在 1 以 892.79 英镑的价格卖出一个 1000 英镑的 2 现金流

量；这就是期货合同的本质。现在，我们仍然在 0，而且在进行投资并卖出期货合同

后（实际上在 0 没有现金转手，所“卖出”的合同仅意味着已承诺在 1 卖出证券），21  上升至 15 %。现在我们已经可以看出利率变化对投资净现值的不良影响：净现值

从原始期限结构下的 +20.71 英镑下降至新期限结构下的 −0.40 英镑，您的财产损失

为 21.11 英镑。但是您的期货合同发生了什么变化呢？ 21  的升高导致 2 时 1000 英镑

现金流量贬值。 2 时的 1000 英镑在 1 时的新价值为： 

现金流量在 时的价值 £10001.15£869.57 
对您而言，这种贬值实际上是一个好消息，因为您拥有的合同（卖出的利率期货）

使您可以在 1 以 892.79 英镑的价格卖出在 2 时约定价值为 1000 英镑的证券。即使按

新利率计算， 2 现金流量仅值 869.57 英镑，您仍然可以卖出 892.79 英镑。这种规避风

险的能力很有价值；您的合同价值肯定因此升高（记住，在利率发生变化之前，合同

没有价值，因为它的约定利率与市场利率相同）。很显然，现在，合同在 1 时的价值

一定是 £892.79 £869.57 £23.22。不过，这只是 1 时的价值。如果利率不

变 1 = 10%，将这个价值贴现到 0，我们将得到： 

时增加的合同价值
£23.221.10£21.11 

我们在前面曾看到过这个数字。它不仅是 0 时利率期货合同价值的增加量，还是投

资净现值的减少量。因此，利率期货合同使您可以规避因利率变化而使投资净现值减

少的风险。利率变化将同时导致期货合同价值的增加和投资净现值的减少。由于您将

获得的投资现金流量是使用该利率进行贴现而得到的，因此投资的价值将减少；但是

因为您将通过利率期货合同卖出的现金流量也是使用同一利率进行贴现而得到的，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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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合同价值将会增加。由于这两笔现金流量的金额和时间长短相同，所以其价值变化

也相同（反过来也一样）。 
不过，我们有必要提出关于这个例子的一点注意事项。首先，尽管该示例从财务经

济学的角度来讲是准确的，但我们已经在某种程度上简化了合同和交易，以便把问题

阐述得清楚明白（例如，我们不考虑保证金、经纪人佣金、找到一个精确的合同套期

保值的种种困难，以及现实交易中存在的其他特征）。真实的金融市场上的套期保值

分析 好留给更高级的课程和市场上的专业人士。 
此外，还应当记住，就消除利率变化所带来的影响而言，套期保值的作用是两方面

的。例如，如果 21  将降低，投资净现值就会增加，但是期货合同价值将减少，从而

抵消净现值的增加。套期保值意味着，您即不会惊忧也不会惊喜。 后，请注意：投

资本身的现金流量在整个示例中是不变的。在实际投资中，通常的情况是：导致利率

提高或降低的事件（如通货膨胀）也会导致预期的现金流量与利率同方向增减。如果

这是投资的现金流量的一个特征，就不需要规避利率风险，因为预期的现金流量的调

整会有效地规避风险。尽管如此，在许多情况下都值得采用套期保值，而且，金融市

场上各种各样的参与者正在越来越多地使用这种做法。 
上面的讨论在一个较高的层次上向我们揭示了远期利率、价值以及金融市场运作方

式所涉及到的各种概念，对大家非常有用。尽管如此，但我们尚未介绍真正 新的基

本概念。认真总结一下前面的讨论就可以发现，我们实质上只阐述了用市场利率来贴

现未来价值。 
远期利率、远期价格和期货合同及其相关的交易，是金融领域中一些较复杂的概

念。在这一阶段，我们并不指望您成为驰骋于这些市场的专家；事实上，这些看起来

眼花缭乱的金融操作很有可能让您感到有些灰心。不过没关系，我们讨论上述示例的

唯一目的就是希望您意识到，我们花这么多时间讨论的利率概念不仅仅是学术练习，

还是金融从业者必须掌握的极其重要的概念。  

1.5.4 利率风险和持续期 

我们还需要进一步探讨利率风险的性质，这样，有关利率问题的讨论才算完整。从贴

现和估价的计算方法可以清楚地看出，如果利率随着时间的推移上升或下滑，而其他

因素保持不变，价值也将随之减少或增加。利率变化导致价值改变，这是利率风险带

来的结果。 
金融领域中有许多论述利率确定方法的理论，但就现阶段的目标而言，我们只需要

理解，由于影响投资机会成本的一系列因素发生了变化（例如，通货膨胀对 终支付

的利息和本金的购买力的影响，或债券发行人的信用价值发生了变化，或实物资产投

资的收益率发生了变化），利率也会随时间而发生变化。但无论是什么原因，利率的

这种变化意味着价值的变化，从而导致财富的变化，这一点非常重要。 
关于利率风险对某种特定付息债券的影响程度，有一个很有趣的衡量指标。这个衡

量指标叫作持续期 (duration)，表示某个债券的价值随利率变化升高和降低的幅度。

它用来衡量债券价值对利率变化的“风险承受程度”。现在我们不提供更详细的定义，

我们先看一个例子。 
请参阅 表1.1，以债券 C 和 D 为例。它们的价格分别为 1029 英镑和 923 英镑。假设

利率立即提高，即期利率是 6%、7% 和 8%，而不是事先给定的利率 5%、6% 和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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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债券的价值自然会下降。并且，进行正确的数学计算后，会发现债券 C 价
值 1003 英镑，债券 D 价值 898 英镑。但请注意，债券 C 价值的下降幅度小于债券 D 
的下降幅度，用百分比来表示就是：债券 C 大约下降 2.6%，债券 D 大约下降 2.8%。

利率降低时也显示出同样的趋势：债券 D 的价值变化比债券 C 大。为什么会这样？

为什么债券 D 价值变化的百分比大于债券 C？答案是债券 D 的持续期比债券 C 长。 
现在我们可以介绍更严格的持续期定义了。持续期是产生平均债券价值的未来期间

数。一个债券的持续期越长，产生平均价值的时间范围越靠后，同时其价值受利率变

化的影响越大。其中的原因不难理解。 
以两个债券为例，这两个债券都只有一次付款，但其中一个一年后得到付款，而另

一个要在五年后得到付款。（上述类型的债券叫作 无息票债券，因为它们实际上只有

终本金付款，没有支付中间利息。）无论利率具有什么期限结构，五年期债券的价

值受到特定利率变化的影响要比一年期债券大。如果利率上升或下降，五年期无息票

债券的价值降低或提高的百分比要高于一年期债券。原因自然是五年期债券的现金流

量用利率指数 5 贴现，而用于贴现一年期债券现金流量的利率指数仅为1。同时我们

还需要注意，五年期无息票债券的持续期就是 5，因为这是产生债券整个价值的未来

时间。同样，一年期无息票债券的持续期为 1，所以，我们再次强调，持续期长的债

券对利率变化的反应更为强烈。 
我们再回头看一下债券 C 和 D。求出它们的持续期比求出无息票债券的持续期更加

复杂，因为产生债券C 和债券 D 的价值的未来时间不只一个。我们按照每个时点产生

的价值占总价值的比例，对产生现金流量的时点进行“加权”，可以计算出它们的持续

期。计算债券 C 持续期的方法是： 

持续期 C 1 801.05 /1029 2 801.06 /1029 3 10801.07 /1029
持续期 C 2.78  
同样，债券 D 的持续期是： 

持续期 D 1 401.05 /923 2 401.06 /923 3 10401.07 /923
持续期 D 2.88  

因此债券 D 的持续期比债券 C 的持续期长。债券D 产生平均现值的未来期间

是 2.88 个，而债券C 产生平均现值的未来期间为 2.78 个。由于持续期较长，债

券 D 将承受更大的利率风险；在给定利率变化的情况下，其价值提高和降低的幅度要

比债券C 大。 
持续期是衡量利率风险的尺度，这个概念对于附息票债券的意义尤其重要，因为仅

通过表面观察，债券间的相对风险可能并不明显。例如，根据息票利率，一个九年期

附息票债券的持续期可能比十年期附息票债券要长，因此承受的利率风险也更大。此

外，持续期是我们称之为免疫性投资策略 (immunisation) 的起点，这种投资策略是专

业债券投资的一个重要方面，它可以使附息票债券组合或其他类型的投资组合不会受

到意外利率变化的影响。后面讲授的这些内容虽然超出了本课程的范围，但重要的

是，我们有必要知道，在实际应用中有可能会发生类似情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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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结论 
后一项说明对于利率结构而言更具有哲理性。前面我们已经讨论了复杂的利率计

算、远期利率、即期利率、到期收益率等等，您应当记住，金融市场实际上只做一件

事：确定金融证券的价格。我们所看到的各种各样不同的利率，只不过是这个市场上

的参与者试图与市场价格保持一致的结果。我们只需要记住一点：这个市场由许多努

力实现财富 大化的参与者构成，他们每个人都关心机会成本，而整个体系的其余部

分几乎是自发产生的。 
在有关真实金融市场的一节中，我们介绍并进一步讨论了几个重要的金融概念和方

法，但同时内容也比较冗长，有时甚至很难理解。从前一节的单期金融市场向多期延

伸的同时，我们研究了现值表、用计算器求现值的方法、复利计算、各种永续年金的

公式表达、到期收益率、债券价值概念；即期利率、远期利率和收益率之间的关系；

远期价格；以及期货市场对金融资产的作用。这其中涵盖了大量知识，我们需要一些

时间和精力来消化理解。毫无疑问，大家需要反复阅读这些章节；许多内容在我们学

习第二遍的时候就显得容易多了。同时大家要高度重视后面的练习题，因为练习是非

常有效的学习方法。 
我们必须彻底理解在这一单元所学习的内容：金融市场用来确定利率和价格的方

法。任何一个受到良好教育的商人都应对这些概念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尽管我们需要

记忆大量详细的信息，但同时必须承认，金融市场是一个系统。由于所有这些概念都

在这个系统之内发挥作用，所以，在系统内发生的一切都具有一种微妙的一致性。一

个学生是否真正掌握这些知识，要看他/她是否认识到这一点：金融市场的所有复杂

术语、计算方法和技术性的细节，是为数不多的几个基本概念的反复体现。 

复习题 

1.1 假设您是本单元所描述的单期金融市场中的参与者。您预期将立即收到 3000 英镑，在期间结
束时再收到 5328 英镑。如果无借贷风险的市场利率是 11%，下面哪一项是您可以立即消费的最
大金额？ 
A.   8328.00 英镑。  
B.   7800.00 英镑。  
C.   51 436.36 英镑。  
D.   7843.64 英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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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1.2 到 1.11 的背景信息与问题 1.1 相同。如果您觉得有必要，可以画图帮助解答。 

1.2 下面哪一项是期间结束时您可以消费的最大金额？ 
A. 8328 英镑。  
B. 7800 英镑。  
C. 5658 英镑。  
D. 8658 英镑。  

1.3 假设您希望立即消费 5000 英镑。下面哪一项是期间结束时您可以消费的金额？ 
A. 3108 英镑。  
B. 3128 英镑。  
C. 8658 英镑。  
D. 7548 英镑。  

1.4 如果您希望在期间结束时消费 7548 英镑，下面哪一项是您现在可以消费的金额？ 
A. 3000.00 英镑。  
B. 1000.00 英镑。  
C. 981.82 英镑。  
D. 7800.00 英镑。  

1.5 我们来看一下上面的问题 1.1 到 1.4 提到的四种消费组合的现值。您认为它们应该： 

I. 各不相同，因为所消费的金额各不相同。 

II. 完全相同，因为它们都是总数相同的财富的分配。 

III. 完全相同，因为它们是从同一个最初的预期价值所产生的借贷交易中得出的。 

下面哪一项是正确的？ 
A. 只有 I。  
B. 只有 II。  
C. 只有 III。  
D. II 和 III。  

1.6 假设您更喜欢那种强调现在消费的消费模式，而另外一个有相同现金流量预期的参与者偏爱延
期到未来的消费方式。你们两个谁更富？ 
A. 您，因为另一个参与者将进行投资，而期间结束前这项投资不会产生任何收益。  
B. 另一个参与者，因为您先消费了收入中较多的部分。  
C. 都不是，因为消费模式不影响财富。  
D. 都不是，因为你们两个最终消费的金额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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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假设在同一个金融市场上可进行下面的投资（都具有无风险现金流量）： 
  

投资     

1 −£1000 £1250
2 −£500 £650
3 −£1500 £1650

  

按照净现值指标，您会进行下面哪项投资？ 
A.  只有投资 1。  
B.  投资 1 和投资 2。  
C.  投资 1 和投资 3。  
D.  所有三项投资。  

1.8 按照问题 1.7 中投资的内部收益率指标，您会接受下面哪一项？ 
A.   只有投资 1。  
B.   投资 1 和投资 2。  
C.   投资 1 和投资 3。  
D.   所有三项投资。  

1.9 假设一个您作为唯一股东的公司用正确的方式完成了上述投资。下面哪一项是您的财富现值所
发生的变化？ 
A.  211.72 英镑。  
B.  198.21 英镑。  
C.  −2500.00 英镑。  
D.  227.27 英镑。  

1.10 假设问题 1.9 中的公司通知您（作为该公司的业主），公司没有足够的资金来进行所选择的投
资，请求您提供必要的资金。同时假设您偏爱的财富消费模式是现在 ( ) 消费 3000 英镑，这
个数额正好是您在该时点最初拥有的资金（请参见问题 1.1）。您的选择是： 

I. 拒绝投资请求，因为如果为公司提供资金，您就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愿在  消费。 

II. 在  提供所请求的资金，其余的资金通过借款来满足消费需要。 

III. 在  提供所请求的资金，并通过出售股份来满足消费需要。 

IV. 拒绝进一步的投资，建议公司从别处筹措资金。 

V. 拒绝进一步的投资，建议公司将股份出售给他人来筹措资金。 

下面哪一项是正确的决策？ 
A.  I。  
B.  II 或者 III。  
C.  IV 或者 V。  
D.  “II 和 III”或“IV 和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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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假设问题 1.7 中的三项投资互相排斥；也就是说，您只能接受三项中的一项。您应当选择下面
的哪一项？ 
A. 接受净现值最高的一项，因为它使您的财富增值最多。  
B. 接受内部收益率最高的一项，因为它使您的财富增值最多。  
C. 接受净现值最高的一项，因为它每期的收益最高。  
D. 接受内部收益率最高的一项，因为它每期的收益最高。  

请参见第 1 单元 单元第 1.4 节和第 1.5 节的习题 1.12 至 1.18。 

1.12 假设您打算开设一个冰淇淋摊位，必须选择一个位置。现在有两个位置供您选择，每个位置都
需要您必须现在 ( ) 支出 2500 英镑现金。您预期该摊位在这两个位置的三期净现金流入是： 
  

       

位置 1 £1200 £1300 £1450 

位置 2 £1300 £1300 £1300 

  

如果机会成本保持在每期 10% 不变，按照净现值标准，您会选择下面的哪一项？ 
A. 位置 1  
B. 位置 2。  
C. 哪个位置都可以，因为这两个位置使您得到的财富相同。  
D. 都不行，因为它们都不是理想的投资。  

1.13 假设您的机会成本为每期 25%，而不是问题 1.12 中的 10%。在这种情况下，您是否会改变答
案？ 
A. 是，您会选择另一个位置。  
B. 不会，您仍然选择同一个位置。  
C. 不会，这两种情况对您而言没什么差别。  
D. 不会，您仍然认为这两个位置都不是理想的选择。  

1.14 您要在费用相同的两项投资之间作出选择。第一项投资预期永久提供每期等于 1000 英镑的永
续现金流量。第二项投资也是一个永续年金，并且  的现金流量为 800 英镑，今后每期的现金
流量都将以固定的增长率永久增长。如果您的机会成本保持在每期 10% 不变，则第二项投资的
现金流量的增长率是多少，才能达到第一项投资的现金流量？ 
A. 10%。  
B. 2%。  
C. 0%。  
D. 任何增长率都无法使第二项投资达到第一项投资的现金流量。  

1.15 假设问题 1.14 中的第一项投资不是永续年金，而且第二项投资的现金流量不会增加。您预期第
一项投资需要持续多少个期间，才能达到第二项投资的现金流量？ 
A. 大约十年。  
B. 大约十三年。  
C. 大约十七年。  
D. 大约二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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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 （为了轻松解答此问题，您可以在必要时进行幂运算。如果您的计算器无法进行幂运算，请说
明您如何解决该问题，并对照附录中提供的内容检查您的答案。） 

假设要购买前面提到的数字磁带设备，但您打算在付息账户上储蓄足够的现金后再购买机器，
而不是借钱立即购买。如果该设备的价格是 800 英镑，您愿意等一年后再购买。银行支付的年
息为 10%，按月计算复利，从这个月末开始，您每月必须存入多少钱才能在一年后购买该设
备？ 
A.  66.00 英镑。  
B.  60.60 英镑。  
C.  63.67 英镑。  
D.  60.32 英镑。  

1.17 假设问题 1.16 中的银行连续计算复利。您需要在年初时向银行存入多少钱，才能在年末时得
到 800 英镑？（仍然采用 10% 的年利率。） 
A.  727.27 英镑。  
B.  723.87 英镑。  
C.  724.17 英镑。  
D.  738.16 英镑。  

1.18 您现在正在考虑进行一项投资，该投资的预期现金流量如下： 
  

      
−£15 000 +£7000 +£11 000

  

市场利率，即机会成本，为每期 10%。您担心如果进行投资，  和  之间的实际利率有可能不
是 10%，而是 20%。您应当选择下面的哪一项？ 
A.   不作投资，因为此项投资的净现值为负，或内部收益率小于您的机会成本。  
B.   进行投资，因为其净现值为正值或内部收益率大于机会成本，并且在发生上述利

率增长的情况下依然如此。 
 

C.   进行投资，同时在 卖出  的利率期货，卖出的金额是当前对 现金流量的预
期价值。 

 

D.   进行投资，同时在 买入  的利率期货，买入的金额是当前对 现金流量的预
期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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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分析 1.1：债券和利率的计算方法 

在市场上可以买到以下债券，它们都具有预期无风险现金流量，1000 英镑面值，且每期支付一次利
息： 

A. 一个 4% 的附息票债券（在  到期），现在的 ( ) 售价为 919.97 英镑。 

B. 一个 10% 的附息票债券（在  到期），到期收益率为 8.5595%。 

C. 一个 8% 的附息票债券（在  到期），现在的售价为 1014.59 英镑。 

如果当前一期即期利率为 10%： 

1 债券 (B) 的现值是多少？ 

2 当前两期即期利率 ( ) 是多少？ 

3 第二个期间的一期远期利率 ( ) 是多少？ 

4 第三个期间的一期远期利率 ( ) 是多少？ 

5 当前的三期即期利率 ( ) 是多少？ 

6 在不进行实际计算的情况下，您预期债券 (A) 的到期收益率大于还是小于债券 (B) 的到期收
益率？请说明原因。 

7 当利息在  支付之后，债券 (B) 在  时的当前期望价格（在  时的远期价格）是多少？ 

8 一些投资银行家目前正在出售有价证券，这些有价证券是他们通过购买附息票债券并分别
向金融市场提供息票和本金支付所产生的。换言之，现在您可以购买这样一种证券，该证
券是对附息票债券所产生的单利支付的未来求偿权。如果我们假定未来的利率是确定的，
则债券 (C) 在  时的利息支付的现价是多少？ 

9 现在假设未来的利率是不确定的，换言之，我们可以根据需要计算出一个利率，如 ，但
我们不能保证  实际到来时，现有的  一定等于实际利率。实际上，即使是下一时刻我们
也无法保证任何远期利率保持不变。现在，假设您将进行一项投资，预期的现金流量将延
伸到此后的几个期间，请就如何消除利率（进而消除净现值）变化的风险，提出您的策
略。可以假定现实中的确存在该策略所涉及的任何金融市场。 

10 现在假设您正在考虑进行一项投资，该投资的一个现金流入是  时 1000 英镑。根据您对问
题 9 的解答，用一个定量示例阐述您如何规避  变化所带来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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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分析 1.2：多期间资源再分配 

假设您肯定会在下面指定的时间收到以下金额的现金： 
  

        
£12 000 £13 000 £14 000 £15 000 

  

未来的市场利率保持在每期 8% 不变。 

1 您现在的财富是多少？ 

2 当前您可以按什么价格出售您的未来现金流量？ 

3 您预期在  可以按什么价格出售  的现金流量？ 

4 您认为在  时  的现金流量是多少？ 

5 假设您希望从现在开始在每个时点都消费固定金额的资金。您每次可以消费的最大金额是
多少？请用一组具体的金融市场交易（借贷）来说明，您怎样才能实现这样的消费。 

现在假设仍然处于 ，市场利率发生变化：一期即期利率为 6%，二期即期利率为 8%，三期即期利率
为 9%。 

6 您现有的财富有何变化？ 

7 就您预期的每个现金流量的现值，说明这个结果是如何产生的。这些现金流量现值的改变
与您财富现值的改变是同向的吗？请说明原因。 

8 是否仍然可以按照您在问题 5 的回答中所选的模式消费？ 

现在假设利率恢复到原来的水平（保持在每期 8% 不变）。现在有一项投资，需要在  支出 5060 英
镑，然后在  得到 1500 英镑的收益，在  得到 2000 英镑的收益，在  得到 2480 英镑的收益。

9 您是否接受这项投资？ 

10 假设利率结构是上面的问题 6 中采用的利率结构。您对问题 9 的回答是否保持不变？ 

11 假设将投资在  时的现金流量与  时的现金流量对调。两个利率结构相比，投资的满意程
度是否相同？请说明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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