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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冲击了全球数字货币市场，构建中国、海外以及综合的新冠肺炎疫情指数与
数字货币、外汇汇率、货币型期货等市场指数，采用ＶＡＲ模型、ＶＣＣ－Ｍ－ＧＡＲＣＨ模型、门限模型以及动态马
尔可夫转换模型等方法系统分析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对数字货币市场的实际影响。实证分析发现：首先，新冠

肺炎疫情的自冲击效应具有较强的波动性，中国新冠肺炎疫情与海外新冠肺炎疫情具有联动性与差异性；其

次，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对数字货币市场具有不同的波动表现，且具有明显的阶段效应；数字货币价格指数与

中国新冠肺炎疫情指数呈负相关而与海外新冠肺炎疫情指数呈正相关，反映了数字货币不具有系统性避险

能力且投资属性占主导；最后，新冠肺炎疫情对数字货币市场的冲击具有动态时滞性，且具有明显的门槛效

应和状态转换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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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２０２０年新型冠状病毒肺炎（ＣＯＶＩＤ－１９，简称“新冠肺炎”）疫情在世界范围内相继暴发，对全球
社会造成重大影响。到２０２０年７月全世界２１５个国家（地区）出现新冠病毒确诊病例，全球确诊人数
累计超过１５００万，累计死亡人数超过６０万，对全球经济产生巨大影响。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导致了
人类很多经济活动停滞，并造成全球金融市场的恐慌与大幅波动。防疫要求保持社交距离，改变了人

们的生活方式与习惯，各种无接触式的数字化方式加快推进并深入人心，比如在线教育、移动支付等。

在数字经济与新冠肺炎疫情交互影响下，比特币等数字货币的市场表现会是如何呢？在全球疫情危

机下，不同于传统货币政策、数量恒定为特征的数字货币能否像黄金等贵金属货币一样稳定且抗风

险，能否成为良好避险资产？因此，系统分析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数字货币市场波动性与潜在风险具

有重要意义。

突发公共事件及其应对措施对全球经济与金融市场的影响较为复杂。２００３年非典型肺炎
（ＳＡＲＳ）、２００９年Ｈ１Ｎ１甲型流感以及２０２０年新冠肺炎（ＣＯＶＩＤ－１９）等重大疫情的暴发，均对全球经
济与生活方式产生了较大影响（Ａｂｏｄｕｎｒｉｎ等，２０２０；刘卫东，２０２０）［１～２］。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防疫
要求人们居家隔离使得大部分生产活动停滞，造成中小企业经营困难出现破产（Ｖｅｒｉｋｉｏｓ等，２０１６；朱
武祥等，２０２０）［３～４］，社会失业率增加和收入减少以及社会消费需求萎缩（王永宁等，２００４；Ｃｏｉｂｉｏｎ等，
２０２０）［５～６］，导致短期经济下滑与金融市场收缩（Ｋａｒａｂａｇ，２０２０）［７］，长期影响国家与地区的产业分工
以及全球产业链调整（刘志彪和陈柳，２０２０）［８］。具体到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的外在环境冲击通过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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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个体的情绪和行为而系统地影响到各行各业的发展，比如说疫情暴发对旅游市场的影响（薛刚和孙

根年，２００８）［９］，疫情暴发对金融市场冲击以及风险传染的影响（Ｋｅｎｔｉｋｅｌｅｎｉｓ等，２０１５）［１０］。同时，为应
对疫情冲击，各国政府纷纷出台相应的措施，包括财政、货币、产业等宏观政策，以及企业扶持、社会救

济等微观政策相结合（刘安长，２０２０；Ｎｉｃｏｌａ等，２０２０）［１１～１２］。比如２００３年“非典”时期采取了财税减
免、各种补助补贴、定向国债发行等多类支持措施，疫情控制和经济恢复取得了显著成效（张宝贵，

２００４）［１３］。由于无接触式的数字经济模式在２０２０年新冠肺炎疫情中的作用凸显，而现有文献缺乏新
冠肺炎疫情冲击对数字经济以及数字货币市场波动影响的实证研究。

本文构建新冠肺炎疫情指数、数字货币市场指数以及货币型金融产品指数，采用 ＶＡＲ模型、
ＳＶＡＲ模型、ＧＡＲＣＨ模型、ＶＣＣ－Ｍ－ＧＡＲＣＨ模型、门限模型－ＴＧＡＲＣＨ模型以及动态马尔可夫转换
模型（ＭＲＳ模型）等方法系统分析了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对数字货币市场的实际影响。主要贡献可能
有：（１）构建了新冠肺炎疫情指数、数字货币价格指数、外汇汇率价格指数、货币型期货价格指数等衡
量指标；（２）系统分析了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对数字货币市场的影响机理与路径；（３）实证发现了新冠
肺炎疫情对数字货币市场的冲击具有动态时滞性，且具有明显的门槛效应和状态转换效应等。

二、理论分析

从新冠肺炎疫情对数字经济、整体金融市场以及具体的数字货币市场影响进行分析，并提出了新

冠肺炎疫情与数字货币市场影响的主要机理。

（一）新冠肺炎疫情与数字经济发展

新冠肺炎属于公共卫生事件中的重大传染病疫情，疫情一般呈现短期内集中暴发而长期缓慢趋

好，因此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效应是高聚集且缓收敛的（王姣娥等，２０２０）［１４］。２０２０年新冠肺炎疫情
中，以互联网与大数据为基础的数字模式发挥了重要作用 ，公共卫生部门利用大数据手段进行疫情防

治与管控（Ｉｅｎｃａ和Ｖａｙｅｎａ，２０２０）［１５］，提高了疫情信息透明度与人们的认识程度（储节旺和郭春侠，
２０２０）［１６］。由于疫情期间居家隔离和保持社交距离的防疫要求（Ｍａｒｓｔｏｎ等，２０２０）［１７］，远程办公、在线
教育、在线生鲜订购、无人配送等数字化服务方式改变了人们的习惯，加快了数字时代的全面到来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ｏｎ，２０２０；李玮和李文军，２０２０）［１８～１９］。具体到金融方面，数字金融成为新冠肺炎疫情间的重
要金融服务模式，无现金的移动支付等手机银行 ＡＰＰ逐渐成为人们的首选服务（Ｓｌａｄｅ等，２０１５）［２０］。
新冠肺炎疫情的不确定性引起了金融市场的巨大波动，在全球金融风险加剧下金融资产配置会出现

新变化，数字货币作为一种新型货币与支付方式，具有部分的货币特性与金融产品特性，数字经济利

好与疫情危机交互作用下其币值表现与抗风险能力的研究是比较复杂的。因此，数字经济时代新冠

肺炎疫情冲击具有较强的波动性，且交互作用下中国新冠肺炎疫情与海外新冠肺炎疫情具有联动性

与差异性。

（二）新冠肺炎疫情与金融市场影响

以新冠肺炎为代表的重大突发事件冲击对金融市场的影响，主要是短期内市场中各主体对信息

源、信息渠道、信息冲击反应以及应对措施反应不同导致金融市场收益波动幅度、长度以及趋势形状

各异（Ｆｉｔｃｈ，２０１５）［２１］。新冠肺炎暴发带来的经济下滑不可避免地引起金融市场收益下降，同时其引
起的市场恐慌情绪与悲观前景加大了金融市场价格的波动（Ｂａｒｒｏ，２００６；Ｄｉｃｋｓ，２０１９）［２２～２３］，而且局部
市场或细分行业金融崩溃会引起全球金融危机（Ｐｅｃｋｈａｍ，２０１３）［２４］。具体而言，各种不同细分金融市
场抗风险能力存在差异，表现为细分的金融市场波动不一样（Ｙａｎｇ和 Ｚｈｏｕ，２０１７）［２５］，各种金融收益
率之间的影响效应分为正向的联动效应和负向的“跷板”效应（Ａｎｄｅｒｓｅｎ等，２００７）［２６］。同时，政府部
门与社会的抗疫政策将发挥对冲作用，比如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在不断刺激金融市场（章玉贵和徐永

妍，２０２０）［２７］，又促进了金融市场高涨。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对金融市场的影响是较为复杂的，疫情危
机和财政货币等利好政策的交互作用加剧了金融市场的波动（Ｍａｒｃｅｌｌｉｎｏ和 Ｓｉｖｅｃ，２０１６；Ｅｌｇｉｎ等，
２０２０）［２８～２９］。因此，新冠肺炎疫情与金融市场影响交互，金融市场与货币市场具有不同的波动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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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新冠肺炎疫情与数字货币波动

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不同金融产品及其市场因其投资属性和抗风险能力不同，投资者因风险偏

好会积极调整资产组合，寻找黄金、实物产品及其衍生品等避险资产（Ｃｈｅｅｍａ等，２０２０）［３０］。数字货
币兼有货币与金融产品属性，其对冲和避险属性的市场表现是复杂的并有待检验（Ｃｏｎｌｏｎ和 ＭｃＧｅｅ，
２０２０）［３１］。具体而言，一方面数字货币项目（ＩＣＯ）具有普通金融产品属性，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导致整
个金融市场不景气，导致相关金融产品价格大跌，由此数字货币价格也会迅速下滑（Ａｄｄａ，２０１６；Ｓ，ｅｎｏｌ
和Ｚｅｒｅｎ，２０２０）［３２～３３］。另一方面，以比特币为代表的数字货币因其数量受到“挖矿”的限制，类似于黄
金等商品，由此数字货币可以发挥黄金式的对冲作用，疫情冲击反而引起数字货币价格整体上涨

（Ｃｏｒｂｅｔ等，２０２０）［３４］。此外，由于疫情往往具有传染性与次生性，加剧了疫情恢复期间金融市场的波
动，新冠肺炎疫情发展存在明显的阶段效应（Ｇｏｏｄｅｌｌ，２０２０）［３５］。比如，新冠肺炎在个别地区会出现接
连暴发或者重复暴发，这些不确定性也增加了金融市场的波动与风险。疫情各阶段的变化以及在这

一过程中利益博弈各方根据信息变化进行的调整，导致数字货币市场价格波动，并且可能呈现明显的

阶段效应。因此，新冠肺炎疫情对数字货币市场的冲击具有动态时滞性，且具有阶段效应和状态转换

效应。

三、模型与变量说明

（一）模型设定

重大突发事件的发生具有不可预知性，将会引起投资者交易行为的改变，导致金融市场波动。鉴

于疫情的自相关与相互影响的动态性，基本计量模型为：

Ｒｉ，ｔ＝αｉＲｉ，ｔ－１＋βｉθｔ（ｉ）＋εｉ，ｔ，　ｉ＝１，２，…，ｎ　ｔ＝１，２，…，ｋ （１）
其中，Ｒｉ，ｔ表示ｉ类金融产品在ｔ的价格或收益率；θｔ表示突发疫情情况；β表示疫情冲击系数；αｉ表示ｉ
类金融资产ｋ阶自相关系数。

疫情引起金融资产价格之间相互影响，且变量存在自相关、条件异方差以及阶段和状态转换影

响，扩展计量模型为：

Ｒｉ，ｔ＝μｉ＋αｉＲｔ－１＋βｉθｔ（ｉ）＋λｉεｉ，ｔ，　ｉ＝１，２，…，ｎ　ｔ＝１，２，…，Ｔ （２）

σ２ｉ，ｔ＝λ０＋φｉε
２
ｉ，ｔ－１＋ηｉσ

２
ｉ，ｔ－１ （３）

带门槛的残差模型为：

σ２ｉ，ｔ＝λ０＋φｉε
２
ｉ，ｔ－１＋ηｉσ

２
ｉ，ｔ－１＋μｉＤｔ－１ （４）

其中，μｉＤｔ－１表示非对称效应项，用来衡量冲击的门槛或者状态。
（二）变量与数据说明

本文选取２０２０年１月１日至２０２０年７月３日的新冠肺炎疫情、数字货币、外汇汇率以及货币型
期货市场等市场数据。新冠肺炎疫情数据来源于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以及新浪、百度等网站整理，数

字货币等金融数据主要来源于 ＷＩＮＤ数据库、锐思金融研究数据库、新浪财经、英为财情等网站。新
冠肺炎疫情数据包括中国与海外新冠肺炎新增确诊人数、新增疑似人数、累计确诊人数、死亡人数、治

愈人数等每日数据。货币市场数据包括比特币、以太坊等数字货币交易价格，美元兑人民币、美元兑

日元、英镑兑美元、欧元兑美元等外汇汇率，以及美元、人民币、欧元、英镑、日元等主要货币汇率期货

价格、黄金期货价格、数字货币期货价格交易数据。

结合理论分析与可获得的数据，具体构造了如下变量：

１新冠肺炎疫情指数（ｃｏｖｉ）
根据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性特征，主要从中国与海外两个视角来衡量新冠肺炎疫情，中国新

冠疫情指数（ｃｏｖｉｃ）是根据中国新冠肺炎每日新增人数、新增疑似人数、累计确诊人数、治愈人数以及
死亡人数等加权计算而得，海外新冠疫情指数（ｃｏｖｉｏ）是根据海外新冠肺炎新增确诊人数、累计确诊人
数、治愈人数以及死亡人数等加权计算而得，新冠疫情综合指数（ｃｏｖｉ）是由中国新冠疫情指数和海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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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疫情指数加权平均而得。

２货币市场指数（ｆｉｎｐ）
根据数字货币及其相关金融市场特征，本文主要从数字货币、货币汇率以及货币型期货三个维度

来衡量数字货币市场情况，具体包括数字货币价格指数、外汇汇率价格指数、货币类期货价格指数三

大类。其中：（１）数字货币价格指数（ｄｃｐｉ）是根据比特币和以太坊市场交易价格加权计算而得；（２）外
汇汇率价格指数（ｅｒｉ）根据美元兑人民币（ｅｄｙｉ）、美元兑日元、英镑兑美元、欧元兑美元等加权计算而
得；（３）货币类期货价格指数（ｆｐｉ）是根据主要货币汇率期货价格（ｆｅｐｉ）、黄金期货价格（ｆｇｐｉ）、数字货
币期货价格（ｆｄｐｉ）等加权计算而得。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新冠肺炎疫情与货币市场的描述性分析

由描述性统计分析（见表１）可知，新冠肺炎疫情综合指数均值为１０７．００７、中国新冠肺炎疫情指
数均值为１０７．８０８、海外新冠肺炎疫情指数均值为１０６．２０５，数字货币价格指数均值为１００．２６１、数字
货币交易量指数均值为１００．１９，外汇汇率价格指数均值为９８．８８９，货币类期货价格指数均值为９８．
５７２，主要货币汇率价格指数均值为９５．５２３，黄金期货价格指数均值为１００．１１６，数字货币期货价格指
数均值为１００．０７６。

表１　描述性统计

变量 观测量 均值 标准差 极小值 极大值
原序列的

ＡＤＦ检验
一阶差分的

ＡＤＦ检验

ｃｏｖｉ １８５ １０７．００７ １０．６４０ １００ １８３．６１２ －３．１１８

ｃｏｖｉｃ １８５ １０７．８０８ ２１．１６２ １００ ２６７．２２５ －２．５２４ －１２．３３１

ｃｏｖｉｏ １８５ １０６．２０５ ９．２３９ １００ １６１．０９３ －４．２３３

ｄｃｐｉ １８５ １００．２６１ １７．８８１ ５６．２９９ １３４．５０８ －１．８７２ －９．６３３

ｅｒｉ １８５ ９８．８８９ ５．３２２ ７３．８３８ １０１．５４７ －７．２５６

ｅｄｙｉ １８５ １００．０４１ １．０１１ ９７．５６０ １０１．９６７ －１．６００ －９．７５２

ｆｐｉ １８５ ９８．５７２ ６．８４１ ７５．９３４ １０７．１５６ －３．８４８

ｆｔｉ １８５ ９６．０８５ ３２．１０８ ３３．６８６ １８２．３５７ －５．５５１

ｆｅｐｉ １８５ ９５．５２３ １０．６２４ ２４．８２４ １０２．４７８ －９．８６２

ｆｅｔｉ １８５ ９０．４０２ ５１．６１９ １．１１９ ３４２．００９ －５．０２５

ｆｇｐｉ １８５ １００．１１６ ４．８７５ ８９．２４８ １０８．５３１ －１．６４１ －８．３３６

ｆｄｐｉ １８５ １００．０７６ １５．３０６ ５７．９４３ １２３．７０２ －１．９２３ －９．９４８

　　注：和分别代表在５％和１％水平上显著。

由趋势分析（见图１）可知，新冠肺炎疫情总体趋势呈前期高集聚高波动后期平缓波动，而数字货
币价格指数呈Ｎ型波动，外汇汇率和货币型期货价格指数呈Ｗ形不断振荡。四组指标曲线具有明显
的阶段效应：（１）新冠肺炎疫情指数显示，中国新冠肺炎疫情指数在２０２０年１—２月份的波动最大，即
处在疫情暴发的第一阶段，３月份后疫情指数平缓且收敛，即处在疫情恢复阶段；而海外新冠肺炎疫情
指数在２０２０年３月份出现高涨，而且波动时滞比较长。（２）数字货币价格收益指数呈Ｍ型趋势，１—２
月份平稳上涨，３月份后剧烈下跌，５月份后平稳，且波动幅度为剧烈。（３）外汇汇率价格指数整体平
稳波动，波动相对平缓。（４）货币型期货价格指数紧随数字货币价格指数的发展趋势，呈 Ｍ型趋势，
且波动相对剧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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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四类指标数据进行ＡＤＦ平稳性检验（见表１），四类指标中有６组原始数据均存在单位根，即
原数据序列存在自相关性。四类指标数据一阶差分后，单位根被消除，即数据变得平稳。主要变量的

相关性检验发现，新冠肺炎疫情指数与数字货币指数呈显著的负相关，而外汇汇率价格指数、货币型

期货价格指数与数字货币价格指数呈正相关。

图１　主要变量的趋势图

（二）新冠肺炎疫情与数字货币市场的基准分析

采用ＯＬＳ模型和ＶＡＲ模型估计新冠肺炎疫情与数字货币市场发展的自相关关系及其相互影响，
确定ＶＡＲ模型滞后阶数和符号（见表２），并采用脉冲响应与方差分析等方法检验新冠肺炎疫情冲击
对数字货币市场的影响关系。

表２　ＯＬＳ和ＶＡＲ模型估计结果

模型 （１－１）ＯＬＳ （１－２）ＯＬＳ 模型 （１－３）ＶＡＲ （１－４）ＶＡＲ

变量 ｄｃｐｉ ｄｃｐｉ 变量 ｄｃｐｉ ｄｃｐｉ

ｃｏｖｉ
０．０１２

Ｌ．ｄｃｐｉ
０．８０８ ０．８０８

（０．０７４） （０．０７３） （０．０６１）

ｃｏｖｉｃ
－０．０５２

Ｌ２．ｄｃｐｉ
０．１５４ ０．１５４

（０．０１９） （０．０７３） （０．０７３）

ｃｏｖｉｏ
０．２９５

Ｌ．ｃｏｖｉ
－０．０３５

（０．０３８） （０．０５３）

ｅｒｉ
０．０５１

Ｌ２．ｃｏｖｉ
０．０３３

（０．１４８） （０．０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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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续）

模型 （１－１）ＯＬＳ （１－２）ＯＬＳ 模型 （１－３）ＶＡＲ （１－４）ＶＡＲ

变量 ｄｃｐｉ ｄｃｐｉ 变量 ｄｃｐｉ ｄｃｐｉ

ｅｄｙｉ
０．５７４

Ｌ．ｄｃｐｉ
－０．０７３ ０．０５４

（０．４７３） （０．０９５） （０．０７３）

ｆｐｉ
２．１２２

Ｌ２．ｄｃｐｉ
０．０６８ －０．０５０

（０．１１４） （０．０９５） （０．０６１）

ｆｇｐｉ
０．４２７

Ｌ．ｃｏｖｉ
０．５０２

（０．１００） （０．０６９）

ｆｄｐｉ
１．１１５

Ｌ２．ｃｏｖｉ
０．３５２

（０．０２４） （０．０６９）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４．２２２ ７．４６４

（４．４１８） （７．５０５）

Ｌ．ｅｒｉ
０．０１５

（０．０８６）

Ｌ２．ｅｒｉ
－０．０５０

（０．０８６）

Ｌ．ｅｒｉ
０．７７６

（０．０７２）

Ｌ２．ｅｒｉ
－０．２２７

（０．０７２）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１１５．１４０ －１３７．２１７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１６．１３８ ４４．１０１

（１９．２８７） （４３．９８６） （５．７７０） （６．２６５）

Ｆ １１６．４６ ５７６．５６ Ｌｏｇｌｉｋｅｌｉｈｏｏｄ －１１４２．２１ －１０６０．７２

ＡＩＣ ＡＩＣ １２．５９２ １１．７０２

Ｒ２ ０．６５９ ０．９４２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 １８５ １８５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 １８３ １８３

　　注：括号内为标准误，和分别代表在５％和１％水平上显著。

实证结果（见表３）显示，新冠肺炎疫情综合指数与数字货币价格指数的关系不显著，货币型期货价
格指数与数字货币价格指数呈正相关，说明新冠肺炎疫情对数字货币市场的影响是复杂的，数字货币与

货币型期货的市场波动影响具有内在一致性。具体而言，数字货币价格指数与中国新冠肺炎疫情指数呈

负相关，而与海外新冠肺炎疫情指数、外汇汇率指数以及期货价格指数呈正相关，说明中国新冠肺炎疫情

暴发并没有显著影响数字货币价格，而海外新冠肺炎疫情恶化强烈地冲击了数字货币市场。数字货币价

格与中国新冠肺炎疫情以及海外新冠肺炎疫情走势截然相反（即国内新冠肺炎疫情指数越高，数字货币

价格越高；国外新冠肺炎疫情指数越高，数字货币价格指数越低），主要有三个方面原因：一是以比特币、

以太坊为代表的数字货币在各国发行与流通具有一定限制性，比特币等在中国境内监管与交易限制比较

严格而在海外很多国家的监管与交易较为宽松，反映到中国疫情恐慌对数字货币价格影响不大甚至呈负

相关，而海外疫情恐慌对数字货币价格影响呈正相关；二是新冠肺炎疫情发展的阶段性对全球金融市场

影响程度不同，总体来看中国新冠肺炎疫情暴发较早，对全球金融市场影响较小，而海外疫情普遍暴发对

全球金融市场影响较大，造成国内外新冠肺炎疫情的阶段性与普遍性对数字货币价格影响呈现截然相反

的效果；三是经济金融市场之间的传染性，中国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并未对全球金融市场造成太大影响，后

期中国疫情控制和经济恢复较快反而有助于金融市场稳定，而海外疫情暴发造成了能源、金融等市场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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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普遍大幅下滑，全球经济金融市场价格整体波动带动了数字货币价格指数波动，反映为国内外新冠肺

炎疫情指数通过金融市场整体波动导致数字货币价格指数波动呈现不同表现。

图２　ＶＡＲ模型的脉冲响应图

ＶＡＲ模型显示数字货币价格等主要变量的２阶自相关效应显著。由新冠肺炎疫情对数字货币市场
的ＶＡＲ模型脉冲响应（如图２）与方差分解结果可知：（１）新冠肺炎疫情自冲击以及相互影响具有高波动
缓收敛的特征，具体来看，中国新冠肺炎疫情指数自我冲击效应较强，而且存在较长的滞后效应，海外新

冠肺炎指数的自我冲击效应相对较小，但滞后性更长，两者间的相互冲击效应不明显；中国新冠肺炎疫情

指数自冲击一阶效应方差明显，后面平稳收敛。（２）新冠肺炎疫情指数对数字货币市场指数的冲击效应
整体比较平缓，而且存在较长的滞后效应；冲击后一阶方差比较明显。（３）数字货币价格的自冲击效应
比较明显，而且存在较长的滞后效应，一阶方差比较明显。（４）外汇汇率和货币型期货价格的自冲击具
有较强的影响，且存在较长滞后效应；两者对数字货币市场冲击影响较小。

考虑到新冠肺炎疫情发展具有明显的阶段效应和整体分析效果的显著性后，将疫情发展分为两个

阶段：２０２０年１月１日至２０２０年３月３１日为第一阶段，２０２０年４月１日到２０２０年７月３日为第二阶段，
并分阶段进行实证。由新冠肺炎疫情对数字货币市场的分阶段脉冲响应结果（见图３）可知，新冠肺炎疫
情对数字货币冲击的阶段效应明显，第一阶段的冲击效应比较小，而第二阶段的冲击效应比较大，冲击力

度第一阶段的效应要小于第二阶段的效应，主要是由于第一阶段新冠肺炎疫情主要发生在中国，对全球

金融市场影响不大，而第二阶段新冠肺炎疫情在全世界范围内暴发，引起了全球金融市场下跌，加剧了数

字货币市场的下跌，说明数字货币具有局部避险功能但缺乏全球性避险功能。所以，新冠肺炎疫情在不

同阶段对数字货币市场冲击具有明显的阶段效应，具有阶段力度效应和阶段反转效应差异。

图３　分阶段的脉冲响应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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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新冠肺炎疫情与数字货币市场的传染性分析

利用ＧＡＲＣＨ类模型以及多元的动态模型（ＶＣＣ－Ｍ－ＧＡＲＣＨ模型）分析主要变量指标间的尾部
性、时变性以及各变量之间的联动性，深入挖掘新冠肺炎疫情与货币市场间的风险传染性。

表３　ＶＣＣ－Ｍ－ＧＡＲＣＨ模型估计结果

模型 （２－１） （２－２） （２－３ （２－４）

ＧＡＲＣＨ ＧＡＲＣＨ ＭＧＡＲＣＨ ＭＧＡＲＣＨ

变量 ｄｃｐｉ ｄｃｐｉ ｄｃｐｉ ｄｃｐｉ

ｃｏｖｉ
－０．２６２ －０．２６２

（０．０６２） （０．０７８）

ｃｏｖｉｃ
－０．０１７ －０．０１７

（０．０１０） （０．００８）

ｃｏｖｉｏ
０．４３２ ０．４３２

（０．０２１） （０．０２７）

ｅｄｙｉ
１．６５１ １．６５１

（０．２７０） （０．３１９）

ｆｇｐｉ
０．５６７ ０．５６７

（０．０６２） （０．０８１）

ｆｄｐｉ
１．２０１ １．２０１

（０．０１４） （０．０１７）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１３５．７３４ －２８５．７２８ １３５．７３４ －２８５．７２６

（６．５４４） （２５．４７４） （１０．０２８） （２８．２１９）

ＡＲＣＨ

Ｌ．ａｒｃｈ
１．０７８ ０．９３８ １．０７８ ０．９３８

（０．１５０） （０．２４０） （０．１９３） （０．１８８）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１１．２３２ ３．９５０ １１．２３２ ３．９５０

（４．３８９） （０．８７２） （６．８９７） （０．８６８）

Ｗａｌｄｃｈｉ２ １８．００ ８３６５．６０ １１．３１ ６９７２．９２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 １８５ １８５ １８５ １８５

　　注：括号内为标准误，、和分别代表在１０％、５％和１％水平上显著。

实证结果（见表３）显示，新冠肺炎疫情综合指数与数字货币价格指数呈显著的负相关，具体而
言，中国新冠肺炎疫情指数与数字货币价格指数呈负相关，而与海外新冠肺炎疫情指数、外汇汇率以

及货币型期货价格指数呈正相关。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对各主要变量均存在滞后一阶的 ＡＲＣＨ效应，
说明在考虑时变性和联动性检验后，新冠肺炎疫情对数字货币市场的冲击具有时滞性。新冠肺炎疫

情综合指数、中国新冠肺炎疫情指数与数字货币价格波动呈反方向，则说明数字货币市场在局部市场

暴发时具有一定的抗风险性。数字货币价格与外汇汇率以及货币型期货价格的波动方向具有内在的

一致性，助长了数字货币价格的同向波动，则说明各细分货币市场间存在一定的风险传染性。

（四）新冠肺炎疫情与数字货币市场的稳健性分析

鉴于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与数字货币市场的阶段效应与阶段转换性，采用门限模型和马尔可夫转

换模型进行稳健性分析。

１门限模型
门限模型实证分析发现新冠肺炎疫情对货币市场冲击具有１个门限值，新冠肺炎疫情指数对数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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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货币、外汇汇率、以及货币型期货冲击的具体门槛值分别为：１０１５２５、１００６９３、１０１５２５，中国新冠
肺炎疫情冲击对数字货币影响的门槛为１００１７７。

表４　门限回归结果

模型 （３－１） （３－２） （３－３） （３－４） （３－５）

变量 ｄｃｐｉ ｅｒｉ ｆｐｉ ｄｃｐｉ ｄｃｐｉ

ｃｏｖｉ
０．２５６ ０．１０９ ０．１００ －０．０４４

（０．１３８） （０．０３８） （０．０５１） （０．０７５）

ｃｏｖｉｃ
－０．１０４

（０．０１８）

ｃｏｖｉｏ
０．１３７

（０．０４１）

ｅｒｉ
０．１２０

（０．１４７）

ｅｄｙｉ
１．３０８

（０．４３３）

ｆｐｉ
２．０８８

（０．１１２）

ｆｇｐｉ
０．６７５

（０．０９６）

ｆｄｐｉ
１．０５８

（０．０２３）

Ｒｅｇｉｏｎ１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８０．９１８ ８９．５６３ ９１．４２８ －１１９．６１０ －２１０．１８４

（１３．９９４） （３．８７８） （５．２１５） （１８．９５１） （４０．４３６）

Ｒｅｇｉｏｎ２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６６．６６６ ８６．６５８ ８５．１８３ －１１１．９３３ －２０２．８８０

（１５．５０９） （４．１１４） （５．７７４） （１８．９２２） （４０．１７９）

ＡＩＣ １０４９．００２ ６１１．０８４ ６８５．０３７ ８６８．３７８ ５０９．７７３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 １８５ １８５ １８５ １８５ １８５

　　注：括号内为标准误，、分别代表在１０％、１％水平上显著。

门限回归结果（见表４）显示，新冠肺炎疫情指数与数字货币价格指数呈显著的正相关，具体而言，中
国新冠肺炎疫情指数与数字货币价格指数呈负相关，而海外新冠肺炎疫情指数、外汇汇率以及期货价格

与数字货币价格指数呈正相关。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对数字货币、外汇市场以及期货市场的门限效应比较

显著。说明新冠肺炎疫情对数字货币市场的影响具有较大的冲击，具体是中国新冠肺炎疫情对数字货币

市场价格产生较小影响，而海外疫情对数字货币价格影响较大。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指数代表的恐慌性

将发挥重大的作用，疫情指数变小而形成市场适应性后对市场价格影响不大。ＴＧＡＲＣＨ模型实证说明，
在控制主要变量关系下，新冠肺炎疫情综合指数对数字货币价格影响不大，但中国新冠肺炎疫情指数与

海外疫情指数仍对数字货币市场的影响具有稳健性。说明在控制门限影响后，中国与海外新冠肺炎疫情

冲击对数字货币市场仍具有局部防风险，但全局风险难以避免的影响。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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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马尔可夫转换模型
考虑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对数字货币市场的影响具有状态转换特征，利用动态的马尔可夫转换模

型进行检验。

表５　马尔可夫转换模型估计结果

模型 （５－１） （５－２） （５－３） （５－４）
变量 ｄｃｐｉ ｄｃｐｉ ｄｃｐｉ ｄｃｐｉ

ｃｏｖｉ
－０．３４７

（０．０６５）

ｅｒｉ
０．１１８
（０．１０１）

ｆｐｉ
１．１５３

（０．１０９）
Ｓｔａｔｅ１

ｃｏｖｉ
－１．０７１ ０．１８１ ０．０８５３
（０．２６３） （０．０６０） （０．０５２）

ｅｒｉ
－０．３０６

（０．０９３）

ｆｐｉ
１．８０１

（０．１０６）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１１５．２ １９０．９ －５６．１２ －６２．７２

（６．９２７） （２７．５３） （１４．１２） （１４．３４）
Ｓｔａｔｅ２

ｃｏｖｉ
－０．３１３ ０．４４３ ０．１３４
（０．０６４） （０．１３６） （０．１１７）

ｅｒｉ
６．７６６

（１．０９３）

ｆｐｉ
０．４０１

（０．１６７）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１４８．４ １４４．８ －６２．７３ －６１７．６

（７．０８４） （６．９６３） （２０．８０） （１０７．０）

ｓｉｇｍａ
２．１８６ ２．１５９ １．９６０ １．８１５

（０．０５２４） （０．０５２７） （０．０５２７） （０．０５４１）

Ｐ１１
－３．７７２ －３．７７１ －３．９７８ －３．５３５

（０．８０８） （０．８０８） （０．７８５） （０．６３２）

Ｐ２１
４．３０９ ４．３０５ ４．１８５ ３．３８２

（０．７４５） （０．７４６） （０．７６１） （０．６２７）
ＡＩＣ ７．４０８ ７．３７８ ６．９８７ ６．７９７

Ｌｏｇｌｉｋｅｌｉｈｏｏｄ －６７９．１９２ －６７５．４１７ －６３７．３００ －６１７．７４１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 １８５ １８５ １８５ １８５

　　注：括号内为标准误，和分别代表在５％和１％水平上显著。

实证结果（见表５）显示，在不同的状态下，新冠肺炎疫情指数对数字货币价格指数影响不同，具
有典型的状态转换特征，总体来看新冠肺炎疫情第一阶段对数字货币影响较小，具有一定的抗风险

性，而在第二阶段对数字货币影响较大。所以，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对数字货币市场存在状态转换影

响，而且具体状态影响程度不一样。

·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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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论与启示

结合２０２０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对全球数字货币市场的系统影响，选取了２０２０年１月１日到７月
３日的新冠肺炎疫情与货币市场数据，构建了中国、海外、综合的新冠肺炎疫情指数、数字货币价格、外
汇汇率价格以及货币型期货价格等指标，实证分析了新冠肺炎疫情指数对数字货币市场的实际影响。

结果发现：第一，新冠肺炎疫情的自冲击效应具有较强的波动性，反映了新冠肺炎疫情传染过程的高

波动慢收敛的特征。中国新冠肺炎疫情与海外新冠肺炎疫情具有联动性，两者的区别在于中国疫情

的高聚集性，海外疫情的长缓性。第二，数字货币价格、外汇汇率以及货币型期货价格的自冲击效应

比较明显，而且存在较长的滞后效应。新冠肺炎疫情在不同阶段对数字货币市场冲击具有明显的阶

段效应，其中对数字货币市场具有阶段反转效应。第三，新冠肺炎疫情综合指数、中国以及海外新冠

肺炎疫情指数对数字货币价格指数具有不同的影响，中国新冠肺炎疫情指数与数字货币价格波动呈

负相关，而海外疫情指数与数字货币价格指数呈正相关，说明数字货币市场虽具有一定局部抗风险

性，但是数字货币不具有系统性避险能力且投资属性占主导。数字货币价格与外汇汇率以及货币型

期货价格的波动方向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助长了数字货币价格的同向波动。第四，新冠肺炎疫情冲击

对数字货币市场影响具有明显的门槛效应和状态转换效应。具体而言，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对数字货

币市场影响具有明显的门限效应。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对数字货币市场存在状态转换影响，而且具体

状态影响程度存在差异。

基于新冠肺炎疫情在全世界不断蔓延、全球金融市场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数字货币市场不断震

荡的现实情况，以及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全球数字货币市场的研究结果，提出如下建议：第一，注意公共

卫生疫情自冲击与风险传染，加强区域合作。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各地区要注意公共疫情传染的

规律性与联动性。结合疫情的高聚集缓收敛等特征，合理进行防疫布置，加强区域合作与发展，减缓

经济下滑与金融波动。第二，合理看待数字货币，注意系统性风险。随着数字货币逐渐被全世界认

可，其具有一定的局部抗风险能力，但是其稳定性远不如黄金。目前的数字货币仍是投资属性占主要

地位，在构造投资组合中需要注意其系统性风险。第三，采用定量分析及时识别事件发展阶段，及时

调整宏观政策。面对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发生，政府部门要利用大数据等工具及时分析事件所处的

阶段以及效应，并制定应对政策。在此过程中动态分析政策效应，注意阶段转换和状态转换效应，提

高政策实施效果的精准性。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的量化宽松等货币政策以及金融市场操作滞后性往往

加剧货币市场的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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