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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经典的资产定价框架下，任何或有索取权的最终收益经随机贴现因子贴现后取数

学期望便得到该或有索取权的价格。然而，该理论并不能很好地吻合实际数据，资产定价异常问
题的总结及相应理论解释方法的探索应运而生。资产定价的异常问题主要体现在随机贴现因子
的矩特征和因子结构两个方面。针对资产定价异常问题，有古典理论解释和行为金融解释两种解
释。总体来看，现有各种方法缺乏同时解释各定价异常的一致性方案与结论。现有的定价异常问
题理论解释方法也均局限于对一般均衡定价中的异常现象的解决，未能触及无套利定价异常问题
的领域。因此，一个亟待研究的课题是，如何在更加基础的层面对资产定价理论进行修改和完善。
即对资产定价框架的支持理论做出创新修正，对风险回报度量方式进行修改，增加风险回报刻画
的自由度指标，以拓展资产定价理论的解释领域，从而内在化各类资产定价异常问题成为一般性
定价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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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资产定价异常问题
Campbell （ 2000） 在其《千禧年资产定价》中指出，定价异常主要体现在如下两个方面 ： 第一，在
随机贴现因子的矩特征方面，存在股权溢价之谜、无风险利率之谜和相关性之谜； 第二，在随机贴现
因子的因子结构方面，存在规模效应、价值效应和动量效应。
（ 一） 随机贴现因子矩特征类资产定价异常
股权溢价之谜 （ The equity premium puzzle） 最早由 Mehra 和 Prescott （ 1985） 提出。Cochrane
（ 2001） 在其专著《资产定价》中重新举例说明该定价异常。在自 1950 年之后的近 50 年中，美国股
市平均实际收益率为 9% ，收益率标准差为 16% ，而国库券的平均实际收益率为 1% ，由此可得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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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股市在该时期的年夏普比率为 0. 5。而社会总体消费的增长率平均为 1% ，消费增长率和市场收
益率的相关系数为 0. 2。把上述数据代入如下公式：
μ M － r f = ασ C σ M ρ CM
计算可得，令等式相等的风险规避系数为 250。然而，实验数据表明普通人的正常风险规避系
数应介于 1 到 4 之间。Campbell 和 Cochrane （ 1995） 提出股权溢价之谜意味着系统风险的价格比
有效市场上以理性、最优化为基础模型的预测值要高得多 ，因此经济波动的福利成本也比标准的以
消费为基础的资本资产定价模型 （ CCAPM） 所预测的数值大得多。
无风险利率之谜（ risk-free rate puzzle） 最早由 Weil （ 1989） 提出。Weil 试图对投资者的期望效
用函数进行修正来解释股权溢价之谜 ，在这种效用函数下，投资者的消费跨期替代弹性是一个常
数，并且与投资者的相对风险厌恶系数无关 ，然而这种模型的最终的结果却显示 Weil 不仅没有解
决股权溢价之谜，反而提出了一个“无风险利率之谜”，即市场中的无风险利率水平与理论值相比 ，
明显偏低。
（ 二） 随机贴现因子因子结构类资产定价异常
Banz （ 1981） 根据上市公司规模大小，将纽约股票交易所（ NYSE） 的全部股票分为 5 组，发现规
模最小一组股票的平均收益率，比规模最大一组股票的平均收益率高 1918% 。 这种股票收益率与
上市公司规模大小负相关的现象 ，被称为规模效应。
Fama 和 French （ 1993） 的研究认为，股票收益率与公司规模及账面市值比律存在显著相关
性，即与规模和 B / P 有关的收益溢价是对风险的回报。 这与 Merton （ 1973） 提出的跨期资本资产
定价模型（ ICAPM） 及 Ｒoss （ 1976） 套利定价模型（ ATP） 的结论一致。他们提出一个由市场、规模和
账面 / 市值组成的三因素模型来解释预期股票收益的横截面变化 。随后，Fama 和 French （ 1995） 的
研究进一步支持了上述结论。
动量效应是指股票的收益率有延续原来的运动方向的趋势 ，即过去 3 到 12 个月内，收益率较
高的股票在未来 3 到 12 个月内获得的收益率仍然较高，而收益率较低的股票在未来获得的收益率
仍然较低。动量效应由 Jegadeesh 和 Titman （ 1993） 所提出。Fama 和 French （ 1996） 发现，在几个
资产定价异常现象中，动量效应是唯一一个不能够由三因素模型所解释的 。 动量投资策略指投资
者可以通过买入过去收益率高的股票 、卖出过去收益率低的股票获得超额利润 ，但是该现象将一般
持续 3 到 12 个月后逐渐消失。Wang （ 2005） 提出高收益并不能由高系统风险来解释。 在过去一
段时间内业绩好的股票或投资组合的贝塔值反而还低于业绩欠佳的股票 。
动量效应的另一个特征是反转效应 ，指在一段较长的时间内，表现差的股票在其后的一段时间
内有强趋势经历大的逆转，进而回复到正常水平 （ reversal to mean） ； 而在给定的一段时间内，最佳
1987） 对 1926—1982 年期间
股票则倾向于在其后的时间内出现差的表现 。Bondt 和 Thaler （ 1985，
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的股票进行研究发现 ，过去 5 年中表现最好的 35 只股票 （ 赢家组合 ） 和表
现最差的 35 只股票（ 输家组合） 的收益，在随后的 3 年中发生了反转，“输家组合 ”的平均累计收益
比“赢家组合”高出 25% 。

二、资产定价异常问题的研究方法
以股权溢价之谜为例，针对定价异常的解释有古典理论解释和行为金融解释两种 。 古典理论
解释是对模型中的各元素进行修正 ，以展开定价方法的完善； 行为金融学的解释将金融学、心理学、
行为学、社会学等学科交叉融合在一起，通过分析投资者主体的认知过程、情绪过程和意志过程对
投资决策的影响，从而揭示金融市场的非理性行为和决策规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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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资产定价异常问题的古典理论解释
第一，模糊 资 产 定 价 方 法。 模 糊 资 产 定 价 方 法 是 对 模 型 中 概 率 信 息 的 新 的 界 定 。Knight
（ 1921） 和 Ellsberg （ 1961） 文章中都阐述了风险和不确定性在概念上的差异 ： 风险是指对随机变量
未来的状态的支付已知，对各状态的相应概率也已知； 不确定性是指对随机变量未来的状态的支付
已知，对各状态的相应概率未知。那么我们可以进一步明确的是，对信息不确定性的规避是指相对
而言对风险的喜爱程度大于对不确定性的喜爱程度 。Gilboa 和 Schmeidler （ 1989） 的“最大最小 ”
决策模型、Ghirardato，Maccheroni 和 Marinacci （ 2004） 的“ α － 最大最小 ”决策模型以及 Klibanoff，
Marinacci 和 Mukerji （ 2005） 的“平滑模糊”模型是模糊资产定价方法的代表，他们打破传统的期望
效用最大化假设，采用了适用于非完美信息环境的投资决策技术。Bossaerts，Ghirardato，Guarnaschelli 和 Zame （ 2010） 认为社会总体中人们对信息的不确定性是同质的 。Ui （ 2011） 研究了有限
市场参与者，并得到股权溢价可以分为风险的溢价和信息不确定溢价 。Araujo，Chateauneuf 和
Faro （ 2012） 考虑了单期市场有限状态下的定价准则，并发展了 Arrow-Debreu 模糊状态定价法则。
以上所有模型都是从理论上解释定价异常 ，并没有实施经验研究对理论进行实证检验。 而且上述
模型丧失了随机贴现因子简洁又具丰富内涵的理论框架 ，导致随着描述问题的复杂度的增加 ，模型
的复杂度会急剧扩张，迅速趋于不可控状态。
第二，考虑到信息的不确定性，很多研究对风险回报度量方式的修改也成为研究资产定价异常
现象的一个途径。比如 Bassett，Koenker 和 Kordas （ 2004） 的极端值期望效用方法，该方法将定价
问题最终转化成了线性分位回归问题。Gourieroux 等 （ 2006） 提出在险价值 （ VaＲ） 、尾部在险价值
（ Tail-VaＲ） 和比率灾难扭曲风险度量。De Giorgi 和 Post （ 2011） 提出了二阶随机占优。
第三，对效用函数形式做进一步的修正 。如 Epstein 和 Zin （ 1989） 在原有的函数形式中加入了
对投资者一阶风险厌恶态度的设定 ，认为市场上的股权溢价水平不应该直接与收益率相关 ，而应该
与收益率的波动程度相关，提出“广义期望效用 ”。 又如 Constantinides （ 1990） 首先将习惯形成引
入效用函数，假定效用函数不仅受当期消费而且也受过去消费的影响 。习惯效应是时间不可分的，
引入习惯效应后，个体对短期消费的减少更加敏感 ，从而较小的风险厌恶系数可以同较高的股权溢
价相容。Abel（ 1990） 对前一种方法进行修正，定义消费效用与人均消费是相连的 ——— 个体效用不
仅同他自己的消费有关，还受到社会平均消费水平的影响。 一方面，由于股票可能产生负的收益，
将会导致个人相对于他人消费的下降 ，进而令个人投资者不愿意持有股票； 另一方面，人均消费随
时间是上升的，这样能引致个人对债券的需求。Campbell 和 Cochrane （ 1995） 将未来由于经济衰退
导致消费水平可能降低的概率作为一个状态变量引入习惯形成理论 ，认为当衰退的概率增加时，投
资者的风险厌恶增加，从而要求更高的风险溢价； 另外由于消费下降，预防动机导致对债券需求增
加，无风险利率下降。
第四，将效用函数与灾难事件的发生相关联 。Ｒietz （ 1988） 将可令消费大量下降的小概率事件
（ 如战争） 引入考虑，他发现很小概率的灾难性事件的存在会加大无风险利率和股票回报率之间的
差距，从而产生一个较大的股权溢价。Brown，Goetzmann 和 Ｒoss （ 1995） 通过引入幸存偏差，试图
断定幸存偏差对风险溢价估计的潜在影响 。他们提出了一个股票价格的数学模型，定义了一个关
键性价格水平———股价跌落到关键价格水平以下就会发生市场崩溃并且交易停止 。 研究结果表
明： 当给定某一关键价格水平为触发条件 ，从未触碰该关键水平的市场的股权风险溢价要远高于不
以该价格水平为触发条件的市场的溢价 。
第五，从收入的不可保险性、借贷约束、流动性限制、税收、信息等市场摩擦的角度对模型进行
1997） 认为，由于劳动收入的风险是不可保障的，因而要求一个高的
扩展。Heaton 和 Lucas（ 1996，
股权溢价作为持有股票的补偿。Constantinides 和 Duffie （ 1996） 则通过引入一种新的特殊风险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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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来解释所观察到的风险溢价： 假设坏年景时市场衰落，与劳动收入相关的特殊性风险上升，并且
投资者资产组合价值下跌。Constantinides，Donaldson 和 Mehra （ 2002） 用生命周期的特征来研究
资产定价，认为股票定价主要由中年投资者来决定 。Bansal 和 Coleman （ 1996） 从交易服务的角度
考虑，除法定货币外，还有许多其他资产如短期国债、货币市场共同基金等也可以促进交易 ，从而影
响回报率。McGrattan 和 Prescott （ 2001） 考虑基于税率的变化，因而他们解释股权溢价而非股权风
险溢价。Gollier 和 Schlee （ 2003） 运用标准两期模型，来考虑信息对股权溢价和无风险利率的效
应。他们认为，如果经济学家未发现一些投资者所拥有的私人信息 ，则无风险利率之谜就不能被解
释； 如果经济学家拥有未被投资者所运用的信息 ，则无风险利率之谜可以得到解释 。
（ 二） 资产定价异常问题的行为金融解释
第一，短视性损失厌恶。Benartzi 和 Thaler （ 1995 ） 、Fielding 和 Stracca （ 2007 ） 、De Giorgi 和
Post （ 2011） 提出投资者对其证券组合的可能损失存在着厌恶心理 ，因此会格外关注其资产组合的
安全性，这种关注使得投资者频繁的对其证券组合进行着绩效评价 。 由于股票价格具有较大的波
动性，暂时性损失的概率要远远高于债券 ，频繁的绩效评估，会使投资者越来越多地感受到股票资
产上所发生的损失，从而降低股票对投资者的吸引力。只有当股市上的长期平均收益维持在较高
水平时，投资者才会将股票和债券看做是可替代的 。即在短视性损失厌恶理论条件下 ，股市上存在
的高水平股权溢价仅是维持股票和债券两种资产之间均衡关系的必要前提 。
第二，失望厌恶。该理论最早由 Gul （ 1991） 提出，之后 Ang，Bekaert 和 Liu （ 2005） 以此为基
础，对美国市场上的高股权溢价现象进行了解释 。 该理论加入了对投资者失望厌恶心理的考虑。
失望厌恶系数的大小决定了投资者对待失望和满足两种投资结果时的态度差异 ，参照水平是由投
资者的效用函数内生决定的，并且随着投资者财富水平的变化而变化 ，这也是失望厌恶理论不同于
损失厌恶理论的一点重要差异。这种静态的失望厌恶理论认为，由于股票收益的波动性较大，极易
带来当前收益与参照水平的偏离 ，这种偏离的程度越高，尤其是负向的偏离越大，投资者对股票就
越感到失望，从而减少对股票资产的持有数量 。

三、结论与进一步研究方向
本文对现有资产定价异常问题的研究文献进行了全面回顾 。 总体来看，上述各种方法从不同
角度提出定价异常的解释方法，但缺乏同时解释各定价异常的一致性方案与结论。 现有的定价异
常问题理论解释方法也均局限于对一般均衡定价中的异常现象的解决 ，未能触及无套利定价异常
问题的领域。因此，一个亟待研究的课题是，如何在更加基础的层面对资产定价理论进行修改和完
善。即对资产定价框架的支持理论做出创新修正 ，对风险回报度量方式进行修改，增加风险回报刻
画的自由度指标，以拓展资产定价理论的解释领域 ，从而内在化各类资产定价异常问题成为一般性
定价问题。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进一步细化针对风险回报度量方式的研究 ，探讨新自由度所蕴含
的经济含义，逐一解读新框架下各类定价异常问题并提出解释 。最后，我们可以综合考察修正因素
的各类数据特征，从全新的视角对已经成熟的经济金融理论或现象展开印证或提出新的解释 。 这
种从基本框架到具体问题解释再到数据特征的研究思路有助于系统地把握资产定价理论研究的精
髓，能为现有纷繁芜杂的定价异常问题研究提供一个统一的理论框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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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Ｒeview of Asset Pricing Anomalies and Its Ｒesearch Methods
ZHENG Zhen-long，HU Wei，SHI Ｒuo-ran
（ School of Economics，Xiamen University，Xiamen 361005，Fujian）
Abstract： In the classical asset pricing framework，the asset price of any contingent claim is the mathematical expectation of its present value discounted by Stochastic Discount Factor （ SDF） ． However，the fact that the actual data are not
very consistent with what the theory suggests would naturally lead to the research of anomalies in asset pricing and its theoretical explanation． Pricing anomalies are mainly reflected in the two aspects，i． e． SDF's moment feature and factor structure． There are two explanations for pricing anomalies，i． e． the classical interpretation and behavioral financial explanation． Overall，the existing methods lack consistency in the solutions and conclusions in their explanations of various pricing
anomalies． The existing explanatory theories are all confined to the solution of general equilibrium pricing anomalies，failing
to address the problem of no-arbitrage pricing anomalies． Therefore，an urgent research topic is how to modify and improve
asset pricing theory at a more fundamental level，that is，to innovate the supporting theories in the asset pricing framework，
modify the risk-return metrics，add freedom indicators in characterization of risk-return in order to expand the explanatory
field of asset pricing theory and internalize all kinds of asset pricing anomalies problems as general pricing issues．
Key Words： asset pricing anomalies，equity premium puzzle，momentum effect，risk-free rate puzzle，Stochastic Discount Fa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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