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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投资组合理论假设资产收益率由一个参数稳定的线性过程生成，并且投
资者拥有完全信息。本文放松了这两个基本假设，探讨投资机会集非对称和不完
全信息下的最优投资组合选择问题。
首先，本文梳理了现代投资组合理论的发展脉络。本文通过逐一放松经典模
型的前提假设，逐步介绍现代投资组合理论的最新进展，包括方差修正的投资组
合理论、考虑市场摩擦和流动性的投资组合理论、贝叶斯投资组合理论和奈特不
确定性的投资组合理论。最后重点介绍了现代投资组合的三大分支：家庭资产配
置理论、国际资产配置理论和行为投资组合理论。
接着，本文考察完全信息下投资机会集非对称的投资组合选择问题。利用
Markov机制转换模型描述投资机会集的参数，构建了完全信息下的连续时间投
资组合选择模型，利用动态规划方法求得最优投资的显示解。本文发现：在各相
应的市场状态下（如牛市、熊市），投资者只有短视需求，只有在观察到状态发
生变化后投资者才会调整组合头寸，状态未来变化的风险不影响当前最优组合选
择。利用我国股票市场数据的经验分析表明：我国股票市场存在明显的两状态机
制转换，可以将我国股票市场分为高波动状态和低波动状态。在高波动状态，各
行业间的相关系数会显著变大。根据市场状态的变化进行投资决策能够提高组合
的夏普比率。
其次，本文考虑一个更为接近现实生活的模型：在现实生活中，投资者只能
观测到资产价格变动，无法知晓当前的市场状态（究竟是趋势还是震荡，究竟是
高波动还是低波动）。但投资者对当前的市场状态并非一无所知，他可以通过新
闻、报纸、政府政策等渠道获得的市场信息去推断当前的市场状态，并且不断利
用新信息更新其对市场状态的认识，继而调整组合头寸，使组合处于最优状态。
本文研究这种不完全信息，以及投资者学习行为对最优投资组合选择的影响。本
文建立不完全信息下连续时间的最优投资组合模型，仍然利用动态最优化求得最
优投资权重的闭式解，从多角度解释模型中蕴含的经济含义以及投资者学习行为
对最优解的影响。结论表明最优解中除了短视的投资组合外，还包括投资者规避
不确定性市场状态的对冲组合(Hedging Demand)，对冲组合与投资者信念和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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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益率等密切相关。本文再给出了Ozoguz(2009)一文的理论补充，即从理论上说
明了不完全信息对资产定价的影响。我们运用随机贴现因子理论推导了不完全信
息下的条件CAPM模型。结论表明投资者信念和市场状态不确定风险在股票截面
收益中被定价，对状态不确定性的厌恶会使投资者要求一个额外的风险补偿。当
风险厌恶系数大于1时，状态不确定性风险的风险价格是正的，与投资者信念和
不确定性指数正相关。
最后，本文也考察了不完全信息下离散时间的投资组合选择问题。由于离散
时间下无法获得最优解的显示表达式，本文利用我国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数据，
通过Monte-Carlo方法模拟投资者在牛熊市下以及投资者学习更新情形下的动态
多期的最优投资决策行为。实证结果表明：在不完全信息下，不同的市场机制转
换下的投资组合选择模型存在较大差别，具有明显的期限效应，短期效应强于长
期效应，并且动态调整频率的高低会影响人们的投资决策。最后本文发现在极度
风险厌恶的情况下，考虑市场状态变化的投资组合选择模型产生平均1.6%的效用
成本。

关键词：投资组合选择；Markov 机制转换模型；不完全信息；动态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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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raditional portfolio theory assumes that the asset returns are generated by a
linear process with stable coefficients, and the investors have complete information of
all relevant parameters. This paper relaxes these two basic assumptions. We consider
optimal portfolio choices problem under asymmetric investment opportunity set and
incomplete information.
First, this paper reviews the recent development of modern portfolio theory. We
relax the traditional assumptions one by one, and gradually introduce the latest
development of this field, including: portfolio theory based modified variance,
portfolio theory considering frictions and liquidity, Bayesian portfolio theory and
portfolio theory under Knightian uncertainty. Finally, we introduce three new
branches of portfolio theory: household asset allocation theory, international asset
allocation theory, and behavioral portfolio theory.
We then study portfolio selection under asymmetric investment opportunity set
and complete information. We use Markov regime shifts model to describe the
parameters of investment opportunity set, and construct a continuous-time portfolio
selection model. We obtain explicit optimal investment policies by dynamic
programming method. This solution implies that the investors are myopic, that is the
optimal portfolio is constant in every regimes of the market (bull and bear regimes).
The optimal portfolio is only depend on the expectation returns, covariance of assets
and has nothing to do with the investment period. The empirical study based on the
Chinese stock market data implies: the stock market can be divided into two states:
high volatility state and low volatility state. The correlation is higher under high
volatility state. And the regime-switching strategy will improve Sharpe ratio of
optimal portfolio.
Third, we consider a model more realistic. In the real world, investors can only
observe asset prices, they can`t know the current market mood (whether it is at the
trend or fluctuation state, or whether it is at the high volatility or low volatility state) .
This assumption does not mean that investors know nothing about the current market
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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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te. He could infer the current market state based on information available from
sources such as newspapers, government policies and so no. The investors update
their beliefs to new information and adjust assets’ positions so that the portfolio is
optimal. We study the effects on incomplete information and investors` learning
behaviors. First, we construct a continuous-time portfolio selection model under
incomplete information. We obtain explicit optimal investment policies via dynamic
programming method. Then we make an economic analysis of solution and the
learning effects. The conclusions show that the optimal policies are composed of two
parts: myopic portfolio and the hedging portfolio which is the hedge demand to hedge
against the uncertainty risk about market states. The hedging portfolio is closely
related to investor`s beliefs and expectation returns. Second, this paper gives
theoretical complement to Ozoguz(2009), that is we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incomplete information on assets pricing. We derive a conditional CAPM model
under incomplete information based on stochastic discount factors. The model implies
that the investors’ beliefs and market uncertainty risk is priced in the cross-sectional
stock returns. Aversion to state uncertainty leads to a demand for additional risk
premium. The risk price of uncertainty risk is positive and positive correlated with
investors’ beliefs and uncertainty index when risk aversion coefficient is greater than 1.
Fourth, this paper also investigate discrete-time model. There is no closed-form
solution to the optimal investment policies, so we use Monte-Carlo methods to
simulation the optimal decision-making behavior based Chinese stock and bond
market data. The empirical results show that under incomplete information, regimes
have a large impact on the optimal asset allocation-especially at short investment
horizons and rebalancing. If ignored market regimes, the presence of such regimes
gives 1.6% substantial welfare costs even under high risk aversion.

Keywords：Portfolio Choice; Markov Regime Shifts Model; Incomplete Information;
Dynamic Programming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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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导 论

本章简要介绍本文的选题背景和动机、研究意义、主要内容和研究方法、创
新和不足之处、以及论文的结构安排等。

1.1 选题背景和动机
博迪和默顿在其合作的《金融学》一书中开篇明义地指出：金融学是研究人
们在不确定的环境下如何进行资源的跨期配置的一门学科①。从某种意义上讲，
金融学研究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金融决策和管理，而对于金融活动的主要参与
者之一的投资者来说，其金融决策与管理的主要内容就是投资组合选择。投资组
合选择(Portfolio Selection)理论主要研究人们在风险（不确定）环境下如何把财
富分配到不同的资产中，以达到分散风险、确保收益的目的。可以说，投资组合
选择的研究带动了现代金融学的发展，投资组合选择是现代微观金融理论研究的
起源和动力之一。
Markowitz(1952)提出的均值－方差分析方法，揭开了现代金融学研究的序幕，
通常被认为是现代资产组合理论的开端。他用资产预期收益率的均值、方差来度
量预期收益与风险，假定投资者通过在既定预期收益率时最小化投资组合的风险
或者在既定风险时最大化组合预期收益率来决定最优投资的比重。后来的CAPM
模型也是在均值－方差模型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均值－方差模型以及CAPM模型
逻辑清晰、简单实用，但它是一个静态的单期模型，与现实差距较大。
Samuelson(1963, 1969)、Merton(1969, 1971)运用动态规划和随机分析方法将单期
模型拓展到多期，将投资者的消费、投资和终生效用纳入研究，建立了动态投资
组合理论，发展出跨期资本资产定价模型(ICAPM)、消费资本资产定价模型
(CCAPM)。Campbell and Viceira(2002)在他们合著的《策略资产配置：长期投资
者的资产组合选择》一书中系统地讨论了长期动态资产配置问题，提出了解决跨
期模型中的最优组合问题的近似解析解，创立了极具理论价值的长期资产配置的
实证分析方法，使现代资产组合选择理论再次成为激动人心的理论前沿。
郑振龙和陈蓉(2005)认为现代金融学可分为宏观金融学和微观金融学，博迪和默顿所给出

①

的定义显然是针对微观金融提出的，又被称为新古典意义上的金融学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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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憾的是，经典投资组合理论基于一系列严格假定，如市场无摩擦、投资者
理性预期、不考虑市场流动性风险、劳动收入和背景风险等。这些简化的假设显
然与现实中复杂的金融市场和投资者行为不相吻合。大量的学者致力于经典模型
的延伸和拓展，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并在实际投资决策中得到广泛应用。事
实上，现代投资组合理论就是在不断放松经典假设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并衍生
出投资组合理论的各种分支，如：贝叶斯投资组合理论、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理论、
行为投资组合理论等等。
经典投资组合理论的前提假设中包括：(1) 假设投资机会集的数据生成过程
是线性的，所有参数在整个投资过程中一成不变；(2) 投资者的信息集包含所有
与投资决策相关的参数，也就是说投资者对各种参数拥有完全信息。但现实显然
不是这样的。已有很多学者实证研究发现资本市场存在“牛市”和“熊市”，并且在
“牛市”和“熊市”的不断更替中演进。在“牛市”，市场往往高收益低波动，而“熊市”
则低收益高波动，而且资产间的相关系数在市场下跌时会显著增大(Longin and
Solnik(2001)，Ang and Chen(2002)、刘琛(2010))。另外，由于信息不对称和投资
者自身因素限制，投资机会集是不完全可观测的。现实中，投资者并不能确切知
道投资机会集中各参数的概率分布的各阶矩，他们只能通过可观测的市场信息进
行推断，然后基于这些估计值进行投资决策。本文的研究正是基于对这两点假设
的放松，结合投资者的实际情况，回答以下三个问题：
第一，由于投资组合的风险取决于各类资产的波动率以及它们之前的相关性，
因此投资机会集的这种非线性特征对投资组合选择的影响是显著的。本文首先仍
然假定投资者对参数拥有完全信息，然后利用 Markov 机制转换模型描述非线性
的投资机会集，研究在不同的市场状态下投资者的投资决策行为。
第二，将完全信息假设拓展到不完全信息情形。关于不完全信息的参数集，
一类研究是采用贝叶斯方法研究参数不确定和模型不确定的问题，其主要思路为：
假设投资者对参数具有先验信息，设定投资者的先验分布，然后再用贝叶斯方法
得到后验分布，基于后验信息再用经典模型得到最优权重。另一类研究是假设投
资机会集中的某些参数是不可观测的，投资者采用滤波方法估计预测出这些参数，
再基于估计出来的参数进行资产配置。本文的研究属于后一类，实际上也是参数
不确定的一种，但我们着重研究资产收益率非对称分布情况下，这种不完全信息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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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投资组合会造成怎样的影响。我们研究这样两个问题：(1)在现实生活中，投
资者往往只能看到过去和当前的资产价格变动，但无法准确知道当前市场的情绪
（目前的市场状态究竟是趋势还是震荡，究竟是高波动还是低波动），在这种情
况下投资者如何做出最优投资决策的，最优决策又与哪些因素相关。(2)市场状
态不确定性对资产价格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呢？从直觉上来说，投资者对不确定性
的市场状态是风险厌恶的，那么他们必然会要求一个额外的风险补偿，对市场状
态越不确定，这个风险补偿应该会越大。因此我们将研究市场状态的不确定性对
资产定价所产生的影响，以及市场状态不确定性因子能否解释股票的截面收益。
第三，投资者虽然无法观测到当前的市场状态，但他们并非一无所知。他们
可以利用通过新闻、报纸、政府政策等渠道获得的市场信息，推断出当前的市场
状态，并且他们会不断利用新获得的信息更新其对市场状态的认识，继而调整组
合头寸，使动态资产组合处于最优状态。换句话说，投资者具有学习能力。Pastor
and Veronesi(2009)指出学习行为可以解释很多最初令人困惑的金融现象，如收益
率的可预测性，股票价格泡沫，投资者交易行为等等。Brenann(1998)认为对风险
资产预期收益率的学习行为会导致风险偏好的投资者风险资产的比重增加，风险
厌恶的投资者则会减少风险资产的比重。那么在不完全信息环境下，投资者是如
何学习的，这种学习行为对资产配置有什么影响呢？学习是否会导致投资组合处
于最优的状态呢？这些都是本文关心的问题。
本文将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通过数学建模和经验分析方法系统性地研究以
上三个问题。第一，本文对现代投资组合的各种主要理论及其最新进展进行系统
性梳理，交代这一领域的发展脉络；第二，结合投资组合理论的最新进展，对现
有的 Markov 机制转换模型下的最优投资组合的文献进行梳理，交代现有研究的
主要结论和不足；第三，放宽经典模型的完全信息假设，利用 Markov 机制转换
模型描述非对称的投资机会集，建立完全信息和不完全信息下的连续时间最优投
资组合模型，研究完全信息和不完全信息下的最优投资行为，以及投资者学习行
为对最优投资的影响；第四，利用我国资本市场数据展开经验研究，模拟投资者
最优投资行为，分析理论模型的经济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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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选题意义
现实意义：投资组合选择是资产组合管理中的首要环节，是整个投资决策过
程上最为重要的一环。Brinson et al.(1986)对美国主要养老金计划的业绩来源进行
实证研究，分析投资组合管理中资产配置、择时能力和选股能力三个因素的贡献
度。样本数据包括 91 家大型公司的养老金计划，时间从 1974 年开始，跨度 10
年。研究表明，资产配置可以解释大约 93.6%的基金收益，远远超过了由市场时
机和证券选择解释的部分。Brinson et al.(1991)运用同样的思路，研究 1977 到 1987
美国 82 个大型养老基金的业绩来源，结论表明资产配置可解释基金报酬高达 95%
的收益变化。Ibbotson and Kaplan(2000)在 Brinson 等人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发现，
在不同基金的绩效差异中，战略资产配置可以解释 40%的收益；在同一基金方面，
资产配置平均解释的比例达到 90%的收益，在同一基金的波动收益中，这一数值
为 100%。以上的这些经验研究表明资产配置决策对投资者来说至关重要。一个
良好的资产配置方案是投资成功的前提。随着我国资本市场的迅速发展，投资理
财理念的日益成熟以及完善资本市场参与人格局的需要，如何高效的进行投资组
合管理已成为当前我国金融学界和业界面临的一道亟待解决的难题。结合我国实
际，把投资组合选择理论和分析技术应用到投资领域已成为各界共识。因此本文
放松经典假设，建立更为贴近现实的最优投资选择模型，可以为投资实践提供经
验依据，同时为金融管理和决策提供方法参考。
理论意义：本文放松了经典模型的一些假设，从投资机会集的非线性结构变
化和不完全信息这两方面入手研究投资者的最优投资决策行为。本文的研究丰富
了现代投资组合理论，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这也是本文的一个主要贡献。

1.3 主要内容和研究方法
1.3.1

主要内容

本文研究的总体思路是：在一定的假设前提下，假设风险资产价格服从几何
布朗运动，投资机会集的参数（收益和风险）受有限状态的 Markov 机制转换模
型影响，在期望期末效用最大化的设定下，运用动态规划方法求解动态投资组合
问题，得到了完全信息和不完全信息下最优投资的闭式解。接着利用中国资本市
4

（不）完全信息下的投资组合选择：基于 Markov 机制转换模型的研究

场的数据进行经验分析，辅证理论结果。本文共分七章，主要内容包括：
第一章：导论。主要介绍了论文的选题背景及意义、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
论文创新和不足之处。
第二章：现代投资组合理论。第二章从 Markowitz 的均值－方差模型谈起，
系统地介绍了现代投资组合理论近 60 年以来的发展历程，归纳总结了现代投资
组合的各种主要理论分支及其最新进展，分析比较了现代投资组合各分支之间、
以及现代投资组合理论和行为投资组合理论之间的联系和区别。本章首先评述了
现代投资组合理论的三大基础理论：均值－方差模型、CAPM 模型和套利定价理
论。接着介绍了动态投资组合理论。然后逐一放松经典模型的前提假设，逐步介
绍现代投资组合理论的最新进展：方差修正的投资组合理论、考虑市场摩擦和流
动性的投资组合理论、贝叶斯投资组合理论和奈特不确定性的投资组合理论。最
后重点介绍了现代投资组合的三大分支：家庭资产配置理论、国际资产配置理论
和行为投资组合理论。其间，也对各理论模型之间的关系做了简单的评价。
第三章：Markov 机制转换模型下的最优投资组合理论。第三章是本文的文
献回顾，梳理了现有的 Markov 机制转换模型下的最优投资组合理论的相关文献。
首先介绍了 Markov 机制转换模型以及参数的估计方法，接着按照完全信息和不
完全信息、离散时间模型和连续时间模型这两个方面横向和纵向地回顾了现有的
理论成果，同时交代了现有研究的主要结论和不足之处。
第四章：完全信息下的最优投资组合选择。这章是全文的一个过渡，主要研
究投资机会集的参数服从一下状态可观测的 Markov 机制转换过程下的最优投资
选择问题，分为两步进行。第一步，在连续时间框架下，建立 Markov 机制转换
下的最优投资选择模型，利用动态规划方法求得闭式解，探讨最优解的经济含义。
第二步，根据前面的结论，设计一个在不同的市场状态下，利用均值－方差模型
进行资产配置的方法。利用上证综合指数和沪市的五个行业指数收益率进行了经
验分析。
第五章：不完全信息下的连续时间最优投资组合选择。第五章考察不完全信
息集即投资者只能观测到资产价格变动而不能观测到市场状态的情形下的投资
者决策行为，分析了不完全信息以及投资者学习行为对最优投资权重的影响。首
先建立不完全信息下的最优投资选择模型，然后利用滤波方法和动态最优化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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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最优解的表达式，详细地分析最优解的经济含义。接着， 我们给出了
Ozoguz(2009)一文的理论补充。我们运用随机贴现因子方法，推导了不完全信息
下的资本资产定价模型，从理论上说明了不确定的市场状态对资产定价的影响。
第六章：不完全信息下的离散时间最优投资组合选择。本章结合实际，研究
离散时间下不完全信息的最优投资组合模型。利用上证综指和中信全债指数数据
展开经验研究，首先利用 MS(2)-VAR(1)模型描述我国股票市场的机制转换特征，
接着通过动态 Bellman 方程和 Monte-Carlo 方法模拟牛、熊市下最优投资行为。
经验研究发现我国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存在明显的结构变化特征，可以将资本市
场分成两种状态：高波动负收益（熊市）和低波动正收益（牛市）。市场的不同
状态对资产配置的影响是显著的。有别于传统的资产配置模型，不同的市场状态
（牛市、熊市）下的资产配置存在较大差别，具有明显的期限效应，短期效应强
于长期效应，并且动态调整频率的高低会影响人们的投资决策。最后我们发现在
极度风险厌恶的情况下，市场状态择时的资产配置模型产生平均 1.6%的效用成
本。
第七章：总结和展望。本章介绍了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以及未来进一步的研
究方向。
本论文的结构和各章的逻辑关系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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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选题背景，研
究方法等

第一章 导论

第二章 现代投资组合理
论

第三章 Markov 机制转换
下的投资选择理论

第四章 完全信息下
的投资组合选择

投资组合理论发展
脉落以及主要分支

文献综述,确定研究
方向

第五章 不完全信
息下的连续时间投
资组合选择

理论研究

第六章不完全信
息下的离散时间
投资组合选择

第七章 总结与展
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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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法

非线性的投资机会集以及不完全信息下的最优投资组合选择是个复杂的问
题。为了实现本文的研究目标，本文采用了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相结合、定性和
定量相结合以及计算机数据模拟的研究方法。
理论分析方法。在最大化预期期末效用的前提下，建立完全信息和不完全信
息（连续时间和离散时间）下的最优投资组合选择模型。运用动态最优化方法和
滤波理论求解动态投资组合问题，得到了完全信息和不完全信息下最优投资的解
析解。运用随机贴现因子方法得到了不完全信息下的条件 CAPM 模型。
实证分析方法。将理论模型应用于实际资本市场数据，通过实证分析为实际
投资决策提供经验依据。实证分析主要以定量分析以主，利用统计学和计量模型，
依据理论模型的分析思路，以上证综合指数、沪市的工业、商业、地产、公用、
综合等 5 个行业指数的月收益率，以及上证综合指数和中信全债指数周收益率为
研究样本，运用 CAPM 模型、最小二乘法、向量自回归给出量化结果。由于加
入学习行为的离散时间模型无法获得解析解，因此采用 Monte-Carlo 模拟方法模
拟了投资者的决策行为，用比较静态方法和比较动态方法验证并形成相关结论。

1.4 创新与不足之处
1.4.1

创新

国外学界对非对称投资机会集参数和不完全信息下的投资组合选择理论有
进行了一些规范和经验研究，但大量的研究比较关注数理推导，忽略了经济含义。
就笔者所知，国内尚未有关这方面的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因此本文首次对非对
称投资机会集参数和不完全信息下的最优投资组合选择问题进行系统和深入的
研究，在注重模型推导的同时兼顾模型具体的经济含义，并将理论结果应用于中
国的资产市场，研究中国投资者的最优投资行为，以期在推动投资组合的相关理
论和实际应用研究方面做出自己的绵薄努力。本文具有以下几点创新和改进：
第一，对现代投资组合理论的发展脉络进行系统梳理，对现有的一些文献综
述文章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补充。着重介绍了几种最新的理论研究，包括贝叶斯投
资组合理论、奈特不确定性下的投资组合理论、家庭资产配置理论等。同时，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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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和评述了相关理论模型。
第二，放松了经典模型的参数不变的假设，用动态最优化方法求解了不同市
场状态下的最优投资权重的解析解。
第三，之前的学者研究不完全信息下的投资组合选择，都是考虑单一风险资
产，大多数是用鞅方法求解最优解；而且之前的研究注重于数学求解，忽视了模
型本身的经济含义。本文将不完全信息模型拓展到多风险资产，同时在最优投资
组合模型中引入投资者学习模型，运用动态最优化方法得到了最优权重的表达式，
并分析模型的经济含义。
第四，Ozoguz(2009)一文实证分析了市场状态不确定因子对资产定价的影响
以及对股票截面收益率的解释能力，但他没有给出理论模型。本文利用随机贴现
因子方法，得到了不完全信息下的条件 CAPM 模型，从理论上说明研究市场状
态不确定性因子对资产定价的影响，对 Ozoguz(2009)一文作了理论补充。
第五，传统理论认为最优投资决策与投资期限无关，而且在任何市场状态下，
投资者都持有相同的资产头寸，但是直觉上以及投资顾问都会告诉我们，和短期
投资者相比，长期投资者应该配置更多的风险资产，在市场形势大好时多配置风
险资产，在熊市应该多配置安全资产。本文通过引入 Markov 机制转换模型和投
资者贝叶斯学习行为，利用 Monte-Carlo 方法模拟投资者决策行为，对传统理论
进行补充说明，证实了我们的直觉观点。
1.4.2

不足

本文虽然分析了信息以及投资者学习行为下的最优投资组合选择问题，但本
文尚存在如下方面值得今后进一步研究和探讨：
首先，从理论上而言，在研究不完全信息模型时，本文假设各资产的波动率
是个常数或是时间的函数，而预期收益率受一个不可以观测的 Markov 机制转换
模型驱动。Markov 机制转换模型的假定实际上隐含着资产价格具有马氏性，即
市场是有效的。更为现实的是应该假定预期收益率和方差受不可观测的状态变量
影响，而且这些状态变量不一定要具有马尔可夫性。
第二，在本文的理论和实证研究部分，都是直接从资产价格的数据生成过程
中“挖掘”出不同的市场状态，再在此基础上研究最优投资组合选择行为。这个
假定使得模型具有一定的局限性。由于资产价格受各种因素影响，特别是宏观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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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面消息，因此更为现实的方法是将宏观经济因素加入到模型中，结合宏观经济
波动和股票价格区别不同的市场状态，进而研究不同的市场状态下的最优投资组
合选择行为。
第三，本文虽然探讨了“学习模型”这一非理性预期行为对投资组合选择的影
响，但是本文的模型仍然是风险厌恶框架设定的。Knight(1921)在他的《风险、
不确定性和收益》一书中指出风险和不确定性是两个不同的概念。风险指未来具
有多个自然状态，每个自然状态的概率已知；不确定性指未来具有多个自然状态，
每个自然状态的概率未知。只有承担真正的不确定性而不是承担风险才能获得收
益。后来的研究将这种真正的不确定性称为奈特不确定性(Knightian Uncertainty)
或者模糊性(Ambiguity)。而且 Ellsberg(1961)基于实验提出著名的 Ellsberg 悖论，
认为人们存在模糊性厌恶(Ambiguity Aversion)，即人们更为偏好确定性的事实而
厌恶模糊性的结果。模糊性厌恶不但违背著名的 VNM 期望效用公理系统，而且
也违背 Savage 提出的主观期望效用理论的公理体系。模糊性厌恶更为接近现实
中投资者的心理行为，它能够很好解释金融市场中的一些异象。基于模型性厌恶
的投资者行为决策模型是这几年投资组合理论的一大研究热点。因此研究不完全
信息下，投资者模糊性厌恶下的最优投资行为和学习模型是基于本研究的重大拓
展，是未来主要的研究方向。

10

第二章

现代投资组合理论

现代投资组合理论(Modern Portfolio Theory，简称MPT)是现代金融理论研究
的起源和动力之一，是现代金融学最主要的和最具吸引力的分支之一①。现代投
资组合理论的核心思想是：分散化投资可以有效降低投资组合的风险。自
Markowitz(1952)提出投资组合选择理论以来，对投资组合的理论与应用研究取得
相当丰富的成果，并且出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关于投资组合理论这
五六十年来的发展进程，Campbell and Viceira(2002)、Brandt(2009)、Roman and
Mitra(2009)、朱书尚等(2004)、陈浩武(2007)等学者都给出了较好的综述。但这
些学者主要侧重于回顾和分析了各种具有代表性意义的投资组合选择理论、模型
与方法以及它们之间的内在关系，甚少对投资组合理论的最新发展进行分类总结，
即使提到，也是仅讨论其中的某一分支理论，不够全面。如Campbell and
Viceira(2002)介绍了长期动态资产配置模型，Brandt(2009)介绍了投资组合理论中
出现的一些主要方法，Roman and Mitra(2009)主要介绍均值－方差模型以及风险
的各种测度。因此本章综述，重点不再是详述这些传统的理论模型，而是总结和
归纳现代投资组合理论的最新进展和各分支理论，以及它们与经典模型的内在联
系等方面②。本章首先简要介绍经典的投资组合理论模型以及模型的基本设定；
然后逐一放松经典假设，循序渐近地梳理出现代投资组合的最新进展。

2.1 均值－方差模型，CAPM 和 APT
Markowitz(1952)发表的论文《投资组合选择》通常被认为是现代投资组合理

①

现代投资组合理论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投资组合理论研究投资者如何将财富分配到

不同的资产中，以达到分散风险、确保收益的目的，亦称投资组合选择（Portfolio Selection/
Choice）或资产配置(Asset Allocation)。广义的投资组合理论不仅包括投资组合选择，还包
括其它资产市场理论，如CAPM、APT、有效市场理论、期权定价理论、投资组合的绩效评
价理论以及行为投资组合理论等。本文所讨论的是其狭义的定义，即研究投资者的资产配置
决策。
②

现代投资组合理论的相关文献浩如烟海，由于笔者学识和精力所限，此综述难免存在遗漏
和不足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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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的开端。Markowitz提出投资者不仅关心资产的预期回报率，还关心相应的投
资风险。他利用预期收益率的方差来表示投资风险，投资者通过在既定预期收益
率最小化投资组合的风险或者在既定风险时最大化组合预期收益率来决定最优
投资的比重。这一理论的问世，使金融学摆脱纯粹描述性的研究和单凭经验操作
的状态，数量化方法进入金融领域，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与此同时，Roy(1952)
提出了“安全第一组合理论”(Safety－First Portfolio Theory)。与均值方差模型的决
策目标不同，安全第一模型的决策目标是最小化投资组合收益率小于给定风险水
平的概率, 即最小化投资收益低于可接受的最低收益率的概率。这是一种新的风
险定义，称为损失风险(Shortfall Risk)。这为后来的VaR (Value at Risk) 等方法提
供了思路。Markowitz对该模型给予很高的评价，他说“我因为1952年的工作，被
称为现代投资选择理论的奠基人，其实他（指Roy）应该和我平分这项荣誉”（见
Rubinstein(2002)）。Tobin(1958)拓展了Markowitz(1952)和Roy(1952)的模型，他
加入无风险证券，提出了著名的“两基金分离定理”，即在允许卖空的条件下,每
一种有效证券组合都是一种无风险资产与一种特殊的风险资产的组合。
Sharpe(1964)、Lintner(1965)和Mossin(1966)提出了著名的资本资产定价模型
(Captial Asset Pricing Model，简称CAPM)。CAPM模型是在Markowitz的均值－方
差模型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该模型的基本思想是非系统性风险可通过多样化投资
分散掉，只有系统性风险起作用。CAPM模型说明了单个证券的预期回报率与相
对风险程度间的关系，即任何资产的预期收益率等于无风险利率加上一个风险调
整收益，后者相对整个市场组合的风险程度越高，需要得到的风险补偿也就越高。
在当期CAPM基础上，Black(1972)发展并推导出无风险资产不存在情况下的零贝
塔CAPM；Merton(1973)和Breeden(1979)分别提出了跨期资本资产定价模型
(Intertemporal Capital Asset Pricing Model,ICAPM)和基于消费的资本资产定价模
型(Consumption based Capital Asset Pricing Model,CCAPM)。
Ross(1976)运用无套利定价原理提出了套利定价理论(Arbitrage Pricing
Theory，简称APT)，从另一个角度探讨了风险资产的定价问题。套利定价理论
认为套利行为是市场均衡价格形成的一个决定因素。如果市场未达到均衡，
市场上就存在无风险套利机会。套利定价理论用多个因素来解释风险资产
收益率，并根据无套利原理，得到风险资产均衡收益与多个因素之间存在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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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似的）线性关系。前面的CAPM模型认为风险资产的收益率与唯一的公
共因子（市场组合）的收益率存在线性关系，因此套利定价可以看作是CAPM
模型的一个推广。但两者所基于的方法不同，CAPM模型是用一般均衡方法
推导出来的，APT是基于无套利定价原理的。与CAPM模型相比，APT的假设
条件少了很多，因此使用起来更为方便。
均值－方差模型、CAPM模型以及套利定价理论自提出以来，就一直受到各
式各样的批评，围绕它们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止过。Roll(1977)提出了著名的Roll
批评。他认为：既然真实的市场组合不可观察，那么CAPM模型永远不可实证检
验，因此CAPM模型不应被识为证券定价的完美模型。尽管批评和争论不断，但
CAPM模型中的分散化投资思想是现代金融学最为重要的基础思想之一。套利定
价理论中的无套利分析方法是最主要的分析方法，Black and Scholes(1973)就是利
用无套利方法得到著名的B－S公式。均值－方差模型、CAPM模型和套利定价理
论是现代金融学的支柱理论，可以说，现代金融学就是在这三大理论基础上不断
发展壮大起来的。Markowitz和Sharpe因他们开创性的工作相继获得诺贝尔经济
学奖。

2.2 动态投资组合理论
均值－方差模型逻辑清晰、简单实用，它是一个静态的单期模型，但是在实
际中投资行为往往是动态多期的，投资者随着投资环境的变化将适时调整资产组
合头寸，而不是将期初构建的组合一成不变地持有到期末。而且均值－方差模型
的决策目标是收益既定时最小化风险或者风险既定时最大化收益，决策目标中难
以加入消费最大化等真实目标。
随着动态规划理论和随机分析技术的发展，学者们开始研究多期的最优投资
组合选择问题，即动态投资组合选择或者动态资产配置(Dynamic Asset
Allocation)，并利用最大化预期效用方法将投资者的消费、投资和终生效用纳入
研究。Samuelson(1963, 1969)最早利用Bellman动态规划解决离散的多期最优投资
和消费问题。Merton(1969, 1971)是率先研究连续时间长期资产配置问题的学者。
Merton在财富和消费的跨期限制下，最大化预期效用函数，通过求解HJB方程
(Hamilton-Jacbi-Bellman Equation)来得到最优投资组合。Merton(1971)在投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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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固定不变、效用函数为对数效用和CRRA (Constant Relative Risk Aversion)效用
函数的假设下得出最优投资的闭式解，最优解说明最优投资只与投资者的风险厌
恶水平有关，而与投资期限无关，此时长期投资者和短期投资者持有相同的投资
组合，即投资者是短视的(Myopic)。Merton(1971)声称得到在HARA(Hyperbolic
Absolute Risk Aversion)效用函数下的闭式解，但是Taksar and Sethi(1988)指出，
Merton得到的解并不满足财富和消费的非负性限制。Karatzas et al.(1986)得到了
其它效用函数下的半闭式解。
固定的投资机会集意味着利率，资产的预期收益率，波动率和相关系数是常
数。这显然不符合实际情况，很多实证研究都发现波动率和相关系数是时变的，
预期收益率也是时变的，而且可以被预测。Merton(1971, 1973)开创性地提出了
当投资机会随时间变化时，长期投资者组合需求的一般框架。他指出长期投资者
总是关心投资机会集所受到的冲击（或者是财富本身受到的冲击）。长期投资者
既关心风险对投资机会和劳动收入的跨期冲击，也关心风险对财富本身的冲击，
他们可以使用金融资产来规避他们的跨期风险。他们需要规避这种敞口，这就产
生了跨期规避需求(Intertemporal Hedging Demands)。Brennan et al.(1997)用策略资
产配置(Strategic Asset Allocation)来描述这种时变投资机会集的最优投资组合问
题。
但是Merton的跨期模型中最优组合的闭式解一般难于求出，只在一些特殊的
情况下才有显示解，跨期投资组合问题一般都是通过离散近似进行数值求解。
Balduzzi and Lynch(1999) 、Brennan et al.(1997)和Lynch(2001)等给出一些重要的
例子。Kim and Omberg(1996)在假设无风险利率和波动率是常数，单一风险资产
的预期收益率服从O-U过程时，最大化幂效用情形下的最优投资组合，给出了闭
式解。Campbell and Viceira(1999)、Schroder and Skiadas(1999)得出Epstein-Zin效
用，跨期替代弹性为1的情形下的闭式解。Brennan and Xia(2000)、Campbell and
Viceira(2001)假设资产收益率是仿射模型(Affine Models)得到了闭式解。
Wachter(2002)在Kim and Omberg(1996)的模型中加入瞬时消费并且假设预期收
益率的扰动项与非预期收益率的扰动项完全相关，导出了幂效用下的最优消费和
投资组合的闭式解。Chacko and Viceira(2005) 假设偏好和波动率是常数，他们考
虑一个具有Epstein－Zin偏好的无限时间的经济，并且假设风险资产的波动率服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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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均值回复平方根过程的最优投资问题，也得到了闭式解。Liu(2007)假设多个风
险资产收益率是二次模型(Quadratic Models)时得到闭式解。但是之前的研究都没
有考虑到资产间相关系数的变化对投资组合的影响，即使考虑到也只是假设相关
系数是常数。这方面最大的突破当属于Buraschi et al.(2010)。Buraschi等学者用一
种全新的模型来刻画波动率－协方差风险，假设波动率－协方差矩阵服从多元
Wishart过程。他们考虑了多个风险资产，并且时变的相关系数也是一种风险源。
利用测度转换，HJB方程等方法得出幂效用下最优投资组合的闭式解。结果表明，
最优投资组合包括投资者对波动率和相关系数的规避需求，而且这种规避需求是
单因子随机波动率模型或者常相关系数模型的四到五倍，投资者对相关性风险的
规避需求占主导地位，当市场下跌资产间的相关性变大时，对相关性风险的规避
需求也会变大，说明了相关性风险的重要性。
资产组合选择理论的最新突破是Campbell and Viceira(1999, 2001)提出的解
决跨期模型中的最优组合问题的近似解析解。该方法类似于Campbell解决跨期资
产定价这一难题的一种简化方法，后者将非线性方程由能够反映该问题的大多数
经济学性质的线性方法近似描述。Campbell and Viceira(2002)在他们合著的《策
略资产配置：长期投资者的资产组合选择》中第一次系统地讨论了长期资产组合
选择问题，并创立了极具理论价值的长期资产配置的实证分析方法。由于
Campbell and Viceira(2002)的这一贡献，诞生了长期投资组合选择理论，金融学
中长期停滞不前的资产组合选择理论再次成为激动人心的理论前沿。
求解动态投资组合选择问题的主要方法是动态规划方法(Dynamic
Programming)和鞅方法(Martingale Approach)。在鞅方法中，最优解的存在性是以
鞅表示定理为基础的，往往难以给出显示解。因此大部分文献都是利用动态规划
求解，或者综合使用这两种方法。只有少量学者利用鞅方法研究了最优问题。如
Karatzas et al.(1986)、Cox and Huang(1989)、Wachter(2002)等学者的研究。
由于陈浩武(2007)较为全面地回顾了固定和时变投资机会集下的动态投资组
合选择的相关文献，因此本节只简单介绍了动态投资组合选择的一些代表性文献
和研究的主要方法，更为详细的回顾大家可以查看陈浩武(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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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现代投资组合理论的最新发展
经典资产组合选择模型用预期收益率的方差来度量风险，同时基于一系列前
提假设，我们将这些假定归纳为以下四点：
（1）无交易成本和税收，资产市场是无摩擦的，而且市场流动性是充分的；
（2）不考虑背景风险、通货膨胀、人力资本、投资者负债等因素对投资者财富
的影响；
（3）投资者是预期效用偏好的；
（4）信息是免费的，且能够自由流动。资产市场是有效的，同时投资者的信息
集包括与投资组合相关的所有参数，投资者知道资产收益率分布的各种参数；
这些假定与现实复杂的金融市场和投资者行为不相吻合，使得资产组合理论
难于应用于现实的投资决策。大量的学者致力于放松这些假定，并取得了丰富的
成果，推动了现代投资组合理论的发展。接下来我们将分类回顾相关文献，并加
以评述。
2.3.1

基于方差修正的视角

很多学者认为用方差来刻画风险并不恰当，因为均值－方差模型把高于均值
的那部分超额收益也当成风险，而实际上这部分收益是投资者所喜好的。之后很
长一段时间，学者们试图去寻找更为合适的风险测度，相继提出了均值－下半方
差、均值－绝对偏差模型、均值－下偏矩模型等模型，以及拓展Roy(1952)的均
值－VaR模型。这些模型还是在“收益－风险”框架下考虑问题，区别仅在于风险
的度量方法。关于这部分的研究朱书尚等(2004)给出了较为完整的综述说明，这
里就不再赘述了。最新的一篇关于方差测度修正的文献综述是Roman and
Mitra(2009)，他们非常详细地回顾了各种风险测度以及相应的均值－风险模型。
2.3.2

考虑市场摩擦的投资组合选择理论

交易成本和税收是现实投资过程必须遇到的问题，且是市场不完全的原因之
一。Magill and Constantinides(1976)、Davis and Norman(1990)及Shreve and
Soner(1994)在考虑比例交易成本下，考虑类似于Merton的无限期终生消费问题。
由于交易成本的存在，使得各资产的最优投资比率变为一个V型区域，当资产价
16

（不）完全信息下的投资组合选择：基于 Markov 机制转换模型的研究

值在V字型内部时，不交易；当资产价值在V字型外部时，则调整资产比率在较
近的V字型边界。V字型边界内部，称之为不交易区域(Not Trading Region)，不
交易区域与交易成本的大小成正比。当没有交易成本时，就退化成Merton问题，
即各资产的最优比率为常数。Morton and Pliska(1995)也研究了固定交易成本下的
最优组合管理问题，尽管他们建立的模型中的交易成本不是真实的交易成本，但
是他们的方法在解决相应的组合问题时具有一定的指导作用。Liu(2004)考虑了同
时存在比较交易成本和固定交易成本的情形，并给出了存在固定交易成本时的最
优投资比率的显式解。类似的研究还有Duffie and Sun(1990)，Oksendal and
Sulem(2002)。还有一些学者从其它角度探讨交易成本对组合选择的影响，Konno
and Wijayanayake(1999)、李仲飞等(2001)、张鹏和张忠桢(2008)讨论存在分段线
性交易成本下的最优投资组合问题，Vayanos(1998)、Vayanos and Vila(1999)、Lo
et al.(2004)从交易成本对股票价格、流动性溢价、交易量的影响间接讨论组合优
化的均衡模型。
Elton and Gruber(1978)、Balcer and Judd(1987)考虑资本收入税下单期的投资
组合选择，Dammon et al.(2001)研究了资本收入税下的最优消费和投资组合选择
问题，将最优决策表示成投资者的年龄、初始组合收益和税率的函数，结果表明
投资者在生命期内根据分散化收益和交易税收之间的平衡关系调整资产组合，调
整资产组合的积极性与现有资产组合的收益和投资者年龄有关。Demiguel and
Uppal(2005)在交易税收明确且固定的情况下运用非线性规划方法研究动态资产
组合决策问题。Gallmeyer et al.(2006)在多风险资产情况下研究了存在资产收入税
时的最优消费和投资组合投资问题，说明了卖空是怎么影响资产组合选择，研究
出了一种新的可行性交易战略，即投资者为了最小化未来包含税收的交易成本，
会卖掉资产组合中的一些风险资产，即使它们存在潜在的收益。类似的研究还有
Leland(2000)、Garlappi et al.(2001)。
2.3.3

考虑流动性的投资组合选择理论

投资组合再平衡是投资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为它会对投资绩效产
生直接的影响。而对于投资组合再平衡成本而言，流动性又是至关重要的。流动
性是指在不造成巨大价格波动的前提下，人们买卖金融资产的难易程度，而投资
再平衡实质上就是一个证券的不断买卖过程，因此在这个过程中流动性带来的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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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成本和机会成本贯穿始终，直接影响着投资组合的投资绩效。传统理论假定证
券交易是没有成本的，具有完美的流动性。但现实生活中，几乎所有证券交易都
是有成本的，因而也不具有完美的流动性。而且Amihud and Mendelson(1986)、
Chordia et al.(2000)等学者的研究发现流动性是系统性的，难于分散的。
Longstaff(2001)也认为传统理论中投资者能够交易无限数量的证券这一假设是不
合理的，实际上投资者受到流动性限制，这时投资者可能在流动性市场中处于更
冒险的地位。
但流动性对资产组合的影响较难分析，一方面在于流动性本身难以准确刻画，
另一方面流动性对组合中不同资产的配置权重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早期的学者
如Tobin(1958)、Feldstein(1969)将流动性作为变现成本来考察它对期望效用的影
响，以此来进行最优组合的选择。此后一些学者则考虑将流动性引入到组合选择
的模型中，如Amihud and Mendelson(1986)、Jacoby et al.(2000)等利用相对买卖价
差比率作为流动性的度量指标，提出了流动性调整的CAPM模型（LCAPM）。
Jacoby et al.(2003)和Lo et al.(2004)还考察了收益经流动性调整后的均值－方差模
型。Ly Vath et al.(2007)分析了一个无风险资产和一个风险资产的最大化期末效用
的最优投资组合问题，其中风险资产受流动性风险影响。他将最优化问题转化为
一个脉冲控制问题进行求解。国内一些学者，如徐丽梅和吴光伟(2007)在均值－
方差模型中引入流动性，构造了一个“稳健因子”来反映流动性风险。他们构造收
益、风险和“稳健因子”的三维投资组合，实证检验得到引入“稳健因子”的三维组
合比以收益和风险所构造的二维组合在收益提高、风险控制方面具有一定的优势。
吴卫星和齐天翔(2007)也考虑了流动性与投资组合相异性的问题，但他们主要是
通过考虑居民持有的非流动性资产来进行研究。姚亚伟(2009)将流动性引入均值
－方差模型，分别从流动性间接引入和直接引入两个方面给出了流动性作用下组
合的有效边界。
2.3.3

贝叶斯投资组合理论

传统理论往往假设变量的未来分布已知，可以用准确的模型和参数刻画，研
究未来分布已知条件下的最优投资组合。但是在现实中，由于信息不完全，变量
的未来分布是不确定的，用于刻画变量分布的模型和参数也是未知的。比方说，
投资者在应用均值－方差模型进行资产配置时，事先并不知道投资机会集的各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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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如预期收益率，资产波动率以及资产间的协方差等），他们往往通过历史
数据和各种计量模型进行估计，与此同时产生的估计误差会给投资组合带来估计
风险(Estimation Risk)，估计风险又被称为参数不确定性(Parameter Uncertainty)。
同时投资者还将面临着模型不确定性(Model Uncertainty)，即资产收益预测模型
设定形式的不确定性③。Demiguel et al.(2007)实证比较了各种方法下的静态配置
效率，结果发现目前配置方法在样本外表现均不能显著优于最简单的1/N策略，
说明最优策略的好处已基本被估计误差所抵消掉。Brennan(1998)和Xia(2001)研
究了均值不确定下的动态资产配置问题，分别从收益独立同分布和收益可预测两
种情况出发，结果都表明，当存在参数不确定时，会产生对参数不确定风险的规
避需求。
另外投资者可以从新闻、宏观经济分析和资产定价理论获得投资决策问题的
某些先验信息，而且在进行动态资产配置时，随着时间的推移，投资者会不断地
利用新获得的信息更新对参数的估计，从而调整组合头寸，使动态资产组合处于
最优状态。换句话说投资者对参数具有学习能力。Pastor and Veronesi(2009)从多
个角度回顾了学习模型的相关文献，指出学习行为可以解释很多最初令人很困惑
的金融现象，如收益率的可预测性、股票价格泡沫、投资者交易行为等。现有学
习模型是一种自动学习机制，理性个人在获得新的信息之后用贝叶斯准则(Bayes’
Rule)更新对参数或模型的估计。
忽视参数不确定和模型不确定会导致投资决策处于次优状态。如何在投资组
合选择模型中考虑参数不确定和模型不确定以及投资者学习是近年学界关注的
焦点。贝叶斯方法(Bayesian Approach)为此提供了一种分析框架。贝叶斯投资组
合理论的主要思想是假设投资者能够利用当前所获得的信息通过贝叶斯法则更
新他们的信念来代替传统理论中的理性预期假设，其主要方法是：将未知的参数
或模型看成是一个随机变量而不再是某个固定的数值，投资者首先对这些参数设
定一个确定的主观先验分布，然后运用贝叶斯准则结合当前所获得的数据获得参
数或模型的后验分布，投资者依据后验分布进行投资决策。

一些学者所谓的模型不确定，如 Pflug and Wozabal(2007)、Garlappi et al.(2007)、高金窑和

③

李仲飞(2009)，实际上是指我们下节要讨论的奈特不确定性，而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模型不确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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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lliams(1977)最早从理论上研究参数不确定性与资产组合选择的关系，指出
参数不确定将导致投资者对资产组合的对冲需求。Hoeting et al.(1999)最早研究模
型不确定对最优投资组合的影响，他假设投资者对模型为真实模型有一个先验概
率，提出了贝叶斯模型平均的方法(Bayesian Model Averaging)。Avramov and
Zhou(2010)回顾了贝叶斯投资组合理论的最新进展，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说
明：(1) 收益率服从IID分布；(2) 收益可预测；(3) 均值服从机制转换以及波动
率是随机的。他们主要讨论参数不确定性下的Bayesian投资组合，也提到了模型
不确定。最近两篇投资组合理论的综述文章Brandt(2009)和Wachter(2010)也详细
了介绍贝叶斯投资组合。国内的学者对贝叶斯的研究较少，主要的一些研究有孟
卫东和何朝林(2007)，杨朝军和陈浩武(2008)，袁子甲和李仲飞(2009)，范利民和
陈浩武(2010)。
2.3.4

奈特不确定性下的投资组合选择理论

Knight(1921)在他的《风险、不确定性和收益》一书中指出风险和不确定性
是两个不同的概念。风险指未来具有多个自然状态，每个自然状态的概率已知；
不确定性指未来具有多个自然状态，每个自然状态的概率未知。只有承担真正的
不确定性而不是承担风险才能获得收益。后来的研究将这种真正的不确定性称为
奈特不确定性(Knightian Uncertainty)或者模糊性(Ambiguity)④。
前面所提到的贝叶斯方法，其实质是把一个未知的客观分布转换成一个已知
的主观分布来研究，把一个奈特不确定性问题转化成风险问题，还是属于风险领
域的研究，隐含假设投资者是不确定中性的，即对于任何不确定性，投资者都能
给出唯一的主观概率。但是Ellsberg(1961)设计了这样一个实验：有两个罐子，罐
子1中有50个红球和50个黑球，罐子2中有100个球，但不知道红球与黑球的比例。
首先，实验者可以从任意一个罐子中摸球，如果摸到红球可得100元，摸到黑球
则不奖励。实验发现多数人都选择了第1个罐子，这意味着人们主观判断罐子2
中红球比例是小于0.5的。如果将赢球换成黑球，大多数人还是选择了罐子1，这
说明人们会主观判断罐子2中黑球比例的是小于0.5的。这时罐子2中红球和黑球
通常人们习惯认为风险就是指不确定性，学界也没有明确定义和区分 uncertainty（不确定

④

性）和 ambiguity（模糊性）这两个概念。由于模糊性这个表述并不直观，因此在本文中我
们用奈特不确定性来表示未知的概率分布，以区别通常所指的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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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观概率之和小于1，而客观概率是等于1的。这一结论违背了标准概率定律和
贝叶斯定律，也违背了Savage提出的主观期望效用理论。这就是著名的Ellsberg
悖论。Ellsberg悖论指出：在大多数情况下，人们不一定能给出唯一的主观概率
分布（在上述实验中，罐子2中红球的比例有时小于0.5，有时又大于0.5）。而且
人们会表现出模糊性厌恶(Ambiguity Aversion)，即人们强烈地偏好已知概率的不
确定性，而不是未知的模棱两可。Ellsberg悖论引发了大量的基于实验和市场的
实证研究，这些研究表明有些人喜欢赌博，却不喜欢奈特不确定性，而厌恶奈特
不定性的人不一定厌恶风险，风险和奈特不确定性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现象。模糊
性厌恶不但违背著名的VNM期望效用公理系统，而且也违背Savage提出的主观
期望效用理论的公理体系，而这些体系是主流经济学和金融学在研究风险决策时
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很多学者对Savage主观预期的公理体系进行改造，提出了
Choquet预期效用模型和多先期期望效用模型（最小最大期望效用模型）。
由于奈特不确定性和模糊性厌恶更为接近现实金融市场中的投资者行为，奈
特不确定性下的行为决策研究成为近年来学界研究的热点。Camerer and
Weber(1992)、Etner et al.(2009)、徐元栋等(2008)分别回顾了奈特不确定性下的行
为决策理论的发展过程，给出了奈特不确定性和模糊性厌恶的定义、模糊性厌恶
的公理化体系以及一些主要的建模方法。
Dow and Werlang(1992)最早研究奈特不确定性环境下资产组合选择问题，他
讨论一个模糊性资产和一个安全资产的两期投资组合问题。Kogan and
Wang(2003)将Dow and Werlang(1992)的模型推广到更为一般的多元投资组合框
架，建立了奈特不确定性下的均值－方差模型。Garlappi et al.(2007)拓展了Kogan
and Wang(2003)的结论，他用多期先验偏好(Multiple Prior Preferences)对奈特不确
定性进行建模，研究最优投资组合选择。Pflug and Wozabal(2007)在最小最大期
望效用框架下，用一个“自信集”来描述未知的概率分布，研究风险、收益、模型
稳健性这三者的平衡。Miao(2009)利用递归多重先验效用函数，建立连续时间模
型，探讨不完全信息和奈特不确定性下的最优投资/消费决策。这些学者的结果
表明投资者在奈特不确定性下的投资决策显著异于一般风险厌恶下的投资决策，
投资者具有规避特不确定性风险的对冲需求。Epstein and Schneider(2010)、
Guidolin and Rinaldi(2010)从有限参与、均值方差分析框架、稳健投资组合、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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滑递归偏好、不完全信息等多个角度回顾了奈特不确定性下的最优投资组合理论
的发展过程以及代表性模型，全面地介绍了这一理论前沿的最新研究成果。

2.4 投资组合理论的分支
2.4.1

家庭资产配置理论

标准的投资组合理论认为个人愿意将财富投资于风险资产的数量取决于其
风险厌恶程度。在两基金定理有效的情况下，因为所有的投资者面临的资产回报
的分布都相同，所以个人资产组合构成的差异应该只反映其在风险厌恶程度的不
同，风险态度是导致资产组合行为不同的唯一因素。也就是说，不管人们是穷还
是富，他们都将持有相同头寸的风险资产。但是大量学者运用金融微观数据实证
分析发现实际的投资选择与经典文献（如Merton(1971)）的结论是相矛盾的。实
际投资行为存在“投资者有限参与”和“投资组合相异性”两个不解之谜。“投资者
有限参与”是指尽管存在着较高的股权溢价，大多数家庭并没有参与股市
(Vissing-Jorgensen(2002)，李涛(2006b))；即使参与股票市场，实际持有的份额远
低于理论上的最优风险资产持有份额(Bertaut(1998)，Guiso et al.(2002)，Haliassos
and Bertaut(1995))。另外，投资者参与股票市场的投资组合选择也是千差万别，
而且不同年龄持股比例也不一样，即“投资组合相异性”（Bertaut(1994)、Blume and
Zeldes(1994)、Heaton and Lucas(2000)等）。
为了更好地解释理论与现实的差异，很多学者引入了不同的市场结构和偏好，
以及在模型中加入背景风险等因素。由于学者们更为关注微观个体——家庭（居
民）的投资决策而不是机构投资者的决策，因此这方面的研究一般都冠于家庭资
产配置之名。在2006年美国金融学年会上，Campbell(2006)提出将家庭金融作为
与资产定价、公司金融等传统金融研究并立的一个新的独立的研究方向。家庭金
融的研究核心是家庭资产组合的选择与建立，即家庭资产配置(Household Asset
Allocation)。Mccarthy(2004)总结了与经典理论相矛盾的家庭投资行为特征，介绍
了家庭资产配置的研究现状。邹红和喻开志(2008)对家庭金融资产选择进行文献
综述并提出研究展望。他们总结了家庭金融资产选择的统计特征、影响因素、与
宏观经济之间的关系，是一篇很全面的文献综述。王敏(2009)从“有限参与之谜”
和“投资组合相异性之谜”入手，总结了影响家庭投资组合选择的一些主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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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我们从效用函数修正和背景风险两个角度回顾家庭资产配置的主要理论
成果。
一、效用函数的改进
大多数最优投资/消费决策模型采用标准偏好、CRRA效用函数或HARA效用
函数。但是CRRA函数意味着投资者消费的跨期替代弹性等于相对风险厌恶系数
的倒数，而这两个概念之间的联系似乎并不明显。Kreps and Porteus(1978)、Epstein
and Zin(1989)、Duffie and Pierre-Louis(1992)、Schroder and Skiadas(1999)等学者
提出递归效用函数，他们认为投资者在时刻t的效用依赖于该时刻的消费效用和
下一时刻投资者的期望效用，从而实现了跨期替代弹性和风险厌恶水平的分离。
最常用的递归效用为Epstein－Zin效用函数。Campbell and Viceira(1999)、
Campbell et al.(2001)、Chacko and Viceira(2005)利用递归效用研究投资者在多期
框架下的最优消费和投资选择问题，获得了该问题的近似解。
CRRA效用或Epstein－Zin效用都认为投资者的风险厌恶水平不随家庭财富
的增减而变化。但一些实证研究表明个人的风险偏好会随财富增加而减小，而且
研究发现个人的风险偏好是反周期的，在经济繁荣时个人的风险厌恶水平比较低，
经济衰退时风险厌恶水平很高。Campbell and Cochrane(1999)的习惯形成(Habit
Formation)模型以及Chetty and Szeidl(2004)的消费承诺(Consumption Commitment)
模型假定风险规避水平随财富短期变动而变动，这些结论在一定程度上与家庭表
现出来的复杂金融行为或者与金融规划师的建议更为一致。
二、背景风险下最优投资组合
背景风险是指除资产价格波动之外的其它风险，包括劳动收入、通货膨胀、
住房价格、投资者健康状况等因素导致的风险，这些风险不能或者难以在金融市
场上通过资产组合配置进行分散。
（1）劳动收入与投资组合选择
对于大多数个人投资者而言，由人力资本带来的劳动收入是他们财富的主要
来源。个人取得劳动收入，但是不能交易劳动能力，未来的劳动收入风险具有异
质性而且不可以通过交易消除，因此劳动收入对投资组合选择影响是复杂的。学
界对劳动收入对投资组合的影响存在不同的观点。一些学者，如Bodie et al.(1992)、
Koo(1998)、Heaton and Lucas(1997)认为外生的劳动收入等同于持有一种无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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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从而激励投资者持有更多的风险资产。Farhi and Panageas(2007)还认为某
种程度上，家庭可以通过增加劳动供给来应对较低的投资回报，采取增加工作时
间或者推迟退休时间的方式来调整人力资本，一定程度上能提升家庭承担金融投
资风险的意愿。相反，Heaton and Lucas(2000)、Viceira(2001)认为，人力资本带
来的背景风险增加了投资者的风险规避程度，使得家庭投资更为谨慎，所以风险
资产在家庭资产中的比重较小。Arrondel and Pardo(2002)进一步指出, 若劳动收
入风险和超额金融收益风险正相关，劳动收入风险会减少投资者的风险投资, 因
为它会增加投资者承担的总风险；但若两者负相关，劳动收入风险增大时投资者
可能增加投资，因为它对劳动收入风险有一定保险功效。另外，Cocco et al.(2005)、
Gomes and Michaelides(2005)给出了一个关于家庭生命周期资产组合选择问题的
标准模型。经验分析表明典型的年轻家庭希望资产组合向风险资产倾斜，而在生
命周期后期，随着人力财富的下降，金融财富的积累，风险资产的吸引力逐渐减
少。Angerer and Lam(2009)进一步将劳动收入风险分解为持久风险和暂时风险，
发现持久风险显著降低了居民的风险金融资产持有，而暂时风险的影响却不显著。
曾令华和赵晓英(2006)重点分析了有无劳动收入两种状态，建立附加劳动收入风
险的最优消费－投资组合选择模型，运用我国城镇数据模拟分析了两者对居民消
费和投资组合选择行为的影响。刘楹(2007)从家庭金融资产配置行为的内生变量
出发，重构了家庭金融资产配置行为的理论框架，认为收入差距是影响家庭金融
资产配置行为最重要的因素。何兴强等(2009)运用2006年中国9个城市的“投资者
行为调查”数据，实证考虑了收入风险对居民风险金融资产投资的影响，并系统
考察背景风险等因素的影响。研究表明：劳动收入风险高及拥有商业或房产投资
的居民对风险金融资产投资的概率更低；享有医疗社会保险或购买了商业健康保
险的居民的投资概率更高；居民的健康状况和风险规避程度对其投资概率没有显
著影响。
（2）通货膨胀风险与投资组合选择
之前的投资组合理论都是假设资产收益率都是实际利率，都没有考虑到通货
膨胀到对投资组合的影响，但是在大部分金融市场中，交易的债券都是名义的，
同时银行存款利率也都是名义的。因此，对于中长期的投资者来说的，通货膨胀
风险及其规避是不容忽视的。目前在资产配置中考虑通货膨胀风险的研究比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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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mpbell and Viceira(2001)和Brennan and Xia(2002)分别研究了通货膨胀风险下
的资产配置问题的离散时间和连续时间模型。Campbell and Viceira(2001)考虑递
归效用、无限投资期限的投资者，给出了近似解析解，研究发现，通货膨胀的存
在使得股票投资面临较高风险，资产组合中股票权重将减少，并且随着投资者相
对风险厌恶系数的增加，对股票资产的需求减少，通货膨胀指数化债券的需求增
加。当投资者相对风险厌恶系数趋于无穷时，资产组合完全由通货膨胀指数化债
券组成。Brennan and Xia(2002)考虑幂效用函数，有限投资期限的投资者，得到
了最优解的闭式解，研究表明投资者的资产组合由三个组合构成：短视组合、与
随机名义利率最大相关的组合以及与通货膨胀率最大相关的组合（由债券资产组
成）。投资者关于不确定性通货膨胀的套期保值需求随实际利率均值回归速度的
增加而减少，随投资期限的增加而增加，并随着相对风险厌恶水平的增加而增加。
类似的研究还有Munk et al.(2004)和Chiarella et al.(2007)。国内研究通货膨胀风险
的有王春峰等(2006)、李羿和蔡明超(2009)。
（3）住房与投资组合选择
对大多数家庭来说，房产是一项很重要的资产，是家庭财产中的重要组合部
分。Bodie et al.(1992)最早将房产视为另外一种风险资产加入到投资组合模型中。
但是房产具有不同于其他金融资产的特点：(i) 住房投资风险难以分散化、交易
成本很高且不容易频繁调节；(ii) 房产既是投资品又是消费品；(iii) 家庭可以选
择买房或者租房。房产的这些特性使家庭投资组合选择更加复杂。
不少学者通过建立理论模型研究住房对家庭投资组合的影响。Flavin and
Yamashita(2002)在均值方差框架下, 研究居民自有房产对居民资产组合选择的影
响。在房产约束下，年轻人通常拥有相对于他们的家庭净资产比重较大的房产,
因此有大额借款, 家庭的资产组合风险较高。相比之下, 股票对年老者更有吸引
力, 这些家庭积累了更多的财富从而降低了房产相对家庭净资产的比重。
Campbell and Cocco(2003)在随机房产价格、随机劳动收入和随机利率的设定下研
究了投资者生命周期内的消费和投资组合选择问题，但他们没有区分房产投资和
房产消费，因此无法讨论住房下的最优组合决策。Cocco(2005)假设住房价格和
总收入完全相关下的资产配置决策，指出住房价格风险对股票投资具有挤出效应，
在一定程度上解释股票市场上的“有限参与”现象；对于年轻的投资者，他们的房
25

第二章

现代投资组合理论

产几乎接近其总的金融财富，他们几乎不投资于股票。尽管该模型没有考虑房产
租赁市场，但其对资产组合的预测合乎现实:年轻的经济人借款买房，几乎将所
有财富投资于房产，随年龄增长，他们还完房贷，开始投资于股市，到退休时，
大多数家庭都有某些股票投资，但绝大部分资产仍为房产。Yao and Zhang(2005)
扩展了Cocco(2005)的模型设定，他们假设房产价格和收入不完全相关，从投资
者拥有住房或者租赁住房的角度研究了住房风险与投资组合选择之间的关系，其
结论和Cocco(2005)有很大不同，他们没有发现房产挤出了股票投资，拥有住房
的投资者在其净财富中持有较低比例的股票。Van Hemert(2009)在Yao and
Zhang(2005)模型基础上讨论随机利率风险下的投资者生命周期内的住房与投资
选择。Kraft and Munk(2010)将住房的投资和消费属性分开，假设投资者既拥有
住房也可以出租住房，推导出带住房因素的最优投资/消费的闭式解。吴卫星和
齐天翔(2007)认为房产投资也会挤出我国居家的股票投资。
（4）健康和人口统计特征与投资组合选择
理论上健康状况可通过多种方式影响家庭的投资组合选择。首先，健康状况
差的居民劳动收入风险更大，构建组合时会选择更少的风险资产；其次，健康状
况差的居民生存风险更大、规划期限更短，构建组合时会选择更安全的资产；第
三，健康状况不同的居民当前与未来消费的边际效用不同，居民的金融决策可能
不同(Edwards(2008))。一些实证研究发现健康状况差的居民投资风险金融资产的
概率及持有比重确实更低(Rosen and Wu(2004)、Edwards(2008)；Cardak and
Wilkins(2009)、Fan and Zhao(2009))。但Berkowitz and Qiu(2006)在控制了金融财
富水平之后，发现健康状况对家庭的投资组合选择没有显著影响。李涛和郭杰
(2009)也发现健康状况对中国居民的股票投资有轻微的负影响，但在统计上却不
显著。周铭山和孙曙光(2009)在一个代表性消费者的偏好中引入了健康并假设健
康水平受一个随机冲击的影响，得到了最优消费和投资者的闭式解。
另外，居民是否享有医疗社保或购买了商业健康保险，对居民的投资也可能
产生显著影响。Berkowitz and Qiu(2006)、Cardak and Wilkins(2009)认为居民享有
医疗社保或商业健康保险，可减轻医疗支出风险，增加风险金融资产投资。
此外，Shum and Faig(2006)认为性别、婚姻状况、年龄、教育程度等人口统
计特征同样会影响家庭金融资产决策。通过国际比较发现：在美国，年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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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家庭风险资产所占比重呈正相关；英国户主性别、年龄和总财富显著影响资产
选择；而在韩国和日本，婚姻状况、受雇情况、年龄以及抚养小孩的情况对家庭
金融资产选择都有影响。Barber and Odean(2001)通过实证研究发现，股市参与度
和年龄呈现弱的反向相关关系，与收入、教育、财富呈现弱的正相关关系。史代
敏和宋艳(2005)采用年龄、财富规模、户主性别、家庭责任、户主受教育程度和
家庭资产规模等对中国居民家庭金融资产选择进行实证分析，认为转型期中国不
同年龄阶段的居民金融资产结构相近，金融投资带有强制选择性。
还有研究表明，投资惯性和社会互动也会影响家庭资产配置行为。Guiso et
al.(2006)的经验研究表明对外界信任程度高的家庭更乐于投资风险资产。李涛
(2006a, b)分别采用04年广东省的数据和2005中国12个城市的投资者行为数据发
现社会互动和信任同样推动了中国居民参与股市。
以上我们回顾家庭资产配置的研究进展。虽然我国家庭金融资产逐渐多元化，
金融市场的参与度也日益提高，但相比发达国家，我国仍然是个高储蓄的国家。
因此研究我国家庭的资产配置问题，引导家庭金融行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但国内由于数据方面原因，关于这方面的研究还比较少，关于家庭资产配置的研
究任重道远。
2.4.2

国际资产配置理论

随着全球金融市场、跨国贸易和信息技术的发展，资产开始在世界范围内运
动，与之相关的国际资本流动理论与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也得到蓬勃发展，同时也
促进了国际证券投资和金融资产国际化配置的研究。国际化资产配置理论
(International Asset Allocation Theory)应运而生。国际化资产配置理论主要是利用
一般的投资组合选择理论研究在全球资产市场上如何资产配置，投资面临着更多
的风险因素如汇率风险、国家信用风险等。Levy and Sarnat(1970)和Grubel(1968)
在国际化资产配置方面进行了早期研究。Grubel(1968)发现国际化投资组合的有
效边界相对于国内投资更能向外延伸，Levy and Sarnat(1970)的结论与Grubel的基
本一致，他们发现尽管美国市场的投资回报较高，风险也相对较低，但仍能通过
国际化投资组合来进一步提高绩效。Stulz(1984, 1995)假设所有国家的消费与投
资机会集是一样的、购买力平价成立、市场无摩擦和流动性是完美的、没有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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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提出了IntCAPM模型(International Asset Capital Pricing Model)。Solnik(1974)
和Sercu(1980)讨论了在购买力平价不成立，汇率风险可完全对冲时的SS-IAPM模
型(Sonik－Secru International Asset Pricing Model)。Adler and Dumas(1983)提出了
多元的IntCAPM。Ikeda(1991)对国际均衡和套利理论模型给出了最为详尽的阐述。
Zimmermann et al.(2003)在其《全球资产配置的新方法及其运用》一书第二章阐
述了IntCAPM和IntAPT的理论模型。
国际多样化投资的利益来自于这样一个事实：各国之间的金融资产收益的相
关性低于一国国内的相关性，而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金融资产收益的相
关性又低于发达国家之间的相关性。Bekaert and Urias(1999)的研究表明，尽管随
着新兴市场与发达国家之间经济联系日益紧密，新兴市场与成熟市场间的相关性
有所增强，但在投资组合中包含新兴市场股票仍能获得一定收益。Li et al.(2003)
的实证结果表明，尽管全球化进程加快，国际分散化投资仍然是改善投资业绩的
最有效方法。Li et al.(2003)、Chiou et al.(2009)、Chiou(2008, 2009)认为即使存在
卖空限制、投资区域限制等因素，全球化投资收益仍然显著，而且中东和拉丁美
洲的本国投资者能够从全球化和区域性投资中获得更高的收益。Driessen and
Laeven(2007)从一个本地投资者的角度研究了国际金融资产分散化利益在不同
国家之间的差异，发现在控制了货币效应之后，发展中国家的全球分散化投资获
利最大，即使限制卖空，全球分散化收益仍然很大。研究还发现，随着国家风险
的变化，跨国多样化投资的收益也随之发生变化，在过去二十年中，分散化投资
的利益一直在下降。Topaloglou et al.(2008)设计了一个动态条件下的国际投资组
合管理的多阶段随机规划模型，通过情景树的方法对资产价格和汇率的不确定性
进行建模和大量计算后发现，通过适当的选择货币远期合同可以大量的减少国际
投资组合风险，该模型要比单阶段规划模型的绩效要高，可以作为国际投资组合
管理的有力决策支持工具。但是一些学者持相反观点。Longin and Solnik(2001)
认为市场下跌时各国金融资产间的相关系数会变大，在投资者最想分散化风险时
市场并不能提供组合分散，从而降低了国际多样化投资的收益。Butler and
Joaquin(2002)也认为国际资产配置的收益被夸大了，如果国际股票市场在熊市里
的相关程度更高那么国际分散化投资将不能产生许诺的收益。
French and Poterba(1991)发现：在美国、日本、英国、德国、法国这五个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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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发达股票市场中，投资者的投资组合中持有本国股票的比重很大，其中美国
为92.2%、日本为95.7%、英语为92%、德国为79%、法国为89.4%，远远高于CAPM
模型所预测的比例。Werner(1995)将这种投资者在国际投资组合中持有高于理论
值的本国资产的行为称为“本国偏好之谜”(Home Bias Puzzle)。Obstfeld and
Rogoff(2000)称这种“本国偏好之谜”是当国际经济六个主要谜团之一。实际上，
国际资产配置理论的诸多研究都是集中于对 “本国偏好之谜”的解释。Ang and
Chen(2002)、Guidolin and Timmermann(2008a)分别从资产收益率的非对称相关系
数和非对称偏度、峰度来解释“本国偏好之谜”。Lewis(1999)、Karolyi and
Stulz(2003)认为本国偏好之谜的可能原因有以下四种：(i) 结构性障碍
(Institutional Barries)如汇率风险和交易成本；(ii) 信息不对称；(iii) 对冲目的
(Hedging Motives)；(iv)投资者行为差异。Sercu and Vanpee(2007)认为“本国偏好
之谜”是由理性和有限理性行为共同决定的，他回顾了“本国偏好之谜”的相关文
献。刘凤根和张敏(2009) 从“本国偏好之谜”的制度因素和行为因素进行文献回顾。
赵丽琴(2009)也回顾了“本国偏好”的理论研究及相关解释。
虽然众多学者从各个角度力图解释“本国偏好之谜”，但迄今还没形成的统一
的论断。“本国偏好之谜”就像“股权溢价之谜”一样，不断地推动国际资产配置理
论的发展。
2.4.3

行为投资组合理论

经典投资组合理论以投资者是理性的、风险厌恶的、最大化（客观）预期效
用为前提，承认市场是有效的。但是大量的实证研究发现市场和投资者行为并不
像经典理论所描述的那样，因此实际的决策行为并不与预期效用理论所描述的相
一致。对这些假定的改造，有前文提到的贝叶斯投资组合理论和奈特不确定性下
的投资组合理论。新近的一个研究方向是行为金融。
Kahneman和Tversky创立的前景理论(Prospect Thoery)，认为投资者并非完全
理性，他们有时会过度自信，损失厌恶的，具有从众行为等。现实中人人都是风
险厌恶的，人人又都是冒险家。行为金融理论认为，部分投资者因非理性或非标
准偏好的驱使会做出非理性的行为，而且具有标准偏好的理性投资者无法全部抵
消非理性投资者的资产需求。基于此，Shefrin and Statman(1994)又提出了行为资
本资产定价模型(Behavioral Capital Asset Pricing Model，简称BAPM)，对传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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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PM进行了调整。BAPM将投资者分为信息交易者和噪声交易者两种类型。信
息交易者即CAPM模型下的投资者，是“理性投资者”，他们通常不犯认识性错误
并且具有均值方差偏好；而噪声交易者由于信息不充分，会犯各种认知偏差错误，
没有严格的均值方差偏好。金融市场上资产的价格由这两类投资者共同决定：当
信息交易者在市场上起主导作用时，市场是有效的；当噪声交易者在市场上起主
导作用时，市场是无效的。因此BAPM不仅反映了市场理性行为的基本风险，也
反映了非理性行为的噪声交易者风险。在BAPM模型中，证券的预期收益是由其
“行为贝塔”(Behavioral Beta)决定的，行为资产组合较市场组合要人为调高成长型
股票的比例。BAPM模型典型地体现了行为金融学的基本理念，是行为金融理论
的核心。
Shefrin和Statman在2000年，继续挑战现代投资组合理论(Shefrin and
Statman(2000))。他们以Lopes(1987)和Kahneman and Tversky(1979)的前景理论为
基础，提出了行为投资组合理论（Behavioral Portfolio Theory，简称BPT）。BPT
包括单一心理账户(Single Mental Account)和多个心理账户(Multiple Mental
Account)两种形式，其中单一心理账户投资者关心投资组合中各资产的相关系数，
他们会将投资组合整合放在一个心理账户中，而多个心理账户投资者会将投资组
合分成不同的账户，忽视各个账户之间的相关关系。BPT假设投资者都是损失厌
恶的，一方面追求安全保证，另一方面又追求高风险以获取高收益。这时投资者
不再把资产组合看成一个整体，而是投资于具有金字塔型层状结构的资产组合
（这里的层就是前面提到的心理账户），每一层都对应着投资者特定的投资目的
和风险态度，一些资金投资于最底层用以规避风险，其投资对象通常是短期国债、
大额可转让存单、货币市场基金等收益稳定、风险较小的证券；另外一些资产投
资于更高层来争取更大的收益，其投资对象通常是成长型股票、外国股票、彩票
等高风险高收益的证券，同时各层间的协方差被忽略了。
不同于Shefrin and Statman(2000)，Siebenmorgen and Weber(2003)研究投资顾
问的分散化投资行为，通过对一些大型机构的投资顾问进行问卷调查的方式，他
们发现投资顾问的资产配置行为可以用行为投资组合理论来描述，而不是传统的
投资组合理论。Jin and Zhou(2008)在前景理论框架下，研究连续时间下行为投资
组合模型，将行为投资组合理论数学化。国内的学者开展了一系列的研究，有部
30

（不）完全信息下的投资组合选择：基于 Markov 机制转换模型的研究

分研究者已成为行为投资组合理论的先行者和代表者。马永开和唐小我(2003)认
为Shefrin和Statman创立的行为投资组合理论是从理论分析的角度出发，没有考
虑实用性。他们从实用性角度建立了行为证券组合投资决策方，对行为组合理论
进行了拓展性研究。姜继娇和杨乃定(2004a)针对投资者多心理账户的模糊性和
随机性特征，引入诱导有序加权平均（IOWA）算子描述投资者心理账户的权重
确定过程，并建立了经过IOWA算子调整的BPT模型。马永开和唐小我(2005)引
入因素模型对行为投资组合投资决策模型进行了简化，建立了多因素行为投资组
合模型，并给出了算法。姜继娇和杨乃定(2004b)利用Markov链构造了投资者两
心理账户之间的动态转换模型，数据模拟与实证分析表明基于Markov链的两心
理账户BPT模型能够有效反应决策者的实际情景。姜继娇和杨乃定(2006)提出了
一种基于认知风险价值的行为投资组合模型，他们还在BPT的模型下，引入均值
－熵度量证券投资组合风险，由此建了一种机制投资者行为投资组合决策模型。
还有其它的一些相关研究如彭飞等(2008)，姜继娇等(2006)。
Curtis(2004)对现代投资组合理论和行为投资组合理论作了比较。他认为二者
本质的区别在于是否假设投资者“完全理性”。现代投资组合理论以投资者是理性
的、风险回避、预期效用最大化，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相机抉择为前提，承认
市场是有效的；而行为组合理论以前景理论为前提，认为投资者更像是个正常人，
他们有限理性的，在进行风险决策时并不按照贝叶斯法则进行,而是采用简单而
有效的直观推断。两种理论各有优缺点，都是我们设计和管理投资组合的重要工
具。Das et al.(2010) 认为Markowitz的均值－方差理论(MVT)和Shefrin和Statman
的行为投资组合(BPT)是殊途同归的，他们用数学方法将MVT和BPT整合到一个
新的心理账户模型(MA)中，证明了MVT、MA和VaR的风险管理模型在数学上是
等价的。

2.5

本章小结
本章按照现代投资组合理论的发展脉落，简述并分析了现代投资组合理论的

各种主要理论，重点介绍了该理论的最新发展和一些主要分支理论。投资组合选
择的理论研究经过近 60 年的发展已经取得了相当丰富的成果，但实践运用和理
论研究差距很大，特别在我国金融市场上，金融业界对这些成果（包括经典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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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和方法）的实际应用几乎为零。朱书尚等(2004)指出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
方面的。一方面是由于我国的金融市场不成熟、不完善，政策等非市场因素影响
严重，实际与理论相去甚远；另一方面在于金融学研究人员和金融业界之间的交
流与合作不够，擅长数理工具的研究人员也不太关注或者是缺少机会关注金融业
界的实际需要，二者难以走到一起。因此，如何将理论研究成果应用于业界实践
是当前我国金融学界和业界面临的一道亟待解决的问题，相关方面的研究任务艰
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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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完全信息和不完全信息下的最优投资组合选择，已有大量学者从多个角
度进行研究。由于本文更为关注非对称市场状态下完全信息和不完全信息下对最
优投资组合选择的影响，因此本章主要回顾了利用Markov机制转移模型研究完
全信息和不完全信息下的最优投资组合选择的相关理论。首先介绍Markov机制
转换模型以及参数估计方法，接着回顾运用Markov机制转换模型研究投资组合
选择的相关文献。

3.1 Markov 机制转换模型
3.1.1

基本模型

Markov机制转换模型(Markov Regime Switching Model)是一种广泛应用的非
线性时间序列模型。该模型包含多个结构方程，从而可以刻画宏观经济变量或金
融时间序列变量在不同状态下的变化及转换过程。当前我们所使用的一些线性模
型并不能很好的模拟出这种时间序列变量在不同机制下的动态演变过程。最明显
的一个例子是股市在不同时期具有不同的特征，如果用一个单一的模型来刻画包
含整个历史时期的股票市场的特点，这显然是存在问题的。Markov机制转换模
型考虑到了这一点，在不同的状态下用不同的模型来刻画变量的特征。
Markov机制转换模型由两个随机过程组成，一个是状态过程St, 描述t时刻状
态的变换；另外一个是依赖于St的数据生成过程Xt；而且Xt和St条件无关，即给
定t时刻的状态，Xt的分布完全确定。其中St是一个平稳有限状态马尔可夫链，转
移概率 pij 满足以下条件：
（1） P(St  j | St 1  i, St 2  k ,)  P(St  j | St 1  i)  pij ,即状态转换概率只
与前一期的状态有关，而与前面的状态无关，也就是说转移概率具有马尔可夫性。
M

（2） pij  0 且  pij  1, i  {1, ,M} ，M为状态变量的个数。比如两状态
j 1

的转换模型，那么状态变量St只能取两个值。比如取值为0和1，其中0表示一种
状态，1表示另外一种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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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正常的Markov机制转换模型中，状态St对于观察者来说是直接可见，这样
模型的全部参数就只是状态转移概率。但在很多情况下，我们只能看到观测值
Xt，而无法观测到状态变量St，只能通过观测序列去推断状态及其转换特征。比
如，在时刻t,投资者一般很难知道股票市场现在到底是牛市还是熊市，但是他们
观测得到t时刻的股票价格，并且可以通过当前的市场信息推断当前的市场状态。
这种状态变量不可以观测的马尔可夫模型称为隐式马尔可夫机制模型(Hidden
Markov Models,简称HMM)，其基本结构图如下：
观测值
（可观测）

X2

X1

X3
马尔可夫链
（不可观测）

S1

P23

P12

P11

S2

S3

aP

P33

22

图1 三状态HMM结构图
HMM是时间序列数据处理和统计学习的一类重要概率模型，其相关基础理
论创立于20世纪70年代，80年代得到传播和发展，是计算机科学的一类重要模型。
HMM目前广泛应用于图像处理、模式识别、语音人工合成、生物信号处理等领
域。Hamilton(1989)最早使用该模型来研究美国经济增长率，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随后，HMM被大量应用于宏观经济分析预测和金融市场波动性分析。在金融领
域中，HMM可以被用来刻画金融市场的非线性特征。Connolly et al.(2005),
Guidolin and Timmermann(2005), Turner et al.(1989)等学者利用Markov机制转换
模型发现美国的股票和债券市场存在明显的结构变化特征，资产收益率、波动率
和资产间的相关系数是非对称的。市场下行时，波动率和相关系数显著高于正常
情况，资产市场存在明显的牛熊市交替。李卓和赵勇(2005)、苏涛等(2007)发现
我国资本市场同样也具有明显的非线性特征，在不同的市场状态下具有不同的收
益率、波动率以及相关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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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参数估计方法

上小节简单介绍了Markov机制转换模型，接下来介绍模型参数估计方法。在
金融时间序列中，Markov机制转换模型可以统一表示成以下形式：
Yt   ( St ) X t   ( St )

(1)

其中 Yt 是N维列向量，表示被解释变量；X t 是解释变量，可以是 Yt 的滞后项。
 ( St ) 是待估参数，其值依赖于状态变量St。扰动项  ( St ) 服从均值为0，方差为
 ( St ) 的正态分布。这样模型(1)就可以刻画不同状态下的变量特征。

由于模型中(1)中设定了状态变量，是个高度非线性的模型，所以通常的最小
二乘法不再适用于该类模型的估计。目前对Markov机制转换模型主要采用极大
似然方法估计参数。
对于状态变量St在时刻t的取值我们可以用一个K维列向量  t 来表示。 t 的第i
个元素当St=i时为1，其他情形为零。因此当St=1时，向量  t 等于 1K  K （ K  K 单
位阵）的第一列；当St=2时，向量  t 等于 1K  K 的第二列，以此类推。
各状态下的条件概率密度为①：
1
1


exp[ (Yt  1 X t )' 11 (Yt  1 X t )] 
1/2

N /2
2
 (2 ) 1

 f (Yt | St  1, I t 1 ; )  

1
1
 f (Y | S  2, I ; )  
exp[ (Yt   2 X t ) '  21 (Yt   2 X t ) 
1/2
t
t
t

1
N
/2
   (2 ) 
2
t  
 (2)
2

 




 

 f (Yt | St  K , I t 1 ; )  

1
1
exp[ (Yt   K X t )'  K1 (Yt   K X t ) 

1/2
N /2
2
 (2 )  K

I t 1 代表截止至t-1时刻的信息集， 代表模型的所有待估参数，包括 1 ,  K ，
1 ,  K 以及转移概率 { pij }i , j 1K 。在已知信息集 I t 1 和状态  t 下， Yt 的概率密度

是一个混合正态分布，其表达式为
K

f (Yt | I t 1; )   f (Yt | St  i, I t 1; )P( St  i | I t 1; )
i 1

从本章开始，上标’表示转置矩阵符号。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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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获得(3)所示的条件概率，我们需要计算 P( St  i | I t 1 ; ) ,它表示在给定t-1
时刻的所有信息和总体参数所形成的对状态St的推断。利用Markov链的信息更新
机制，我们可以计算三种形式的状态概率即状态概率的预测值(forecast)、推断值
(inference)和平滑值(smoothed)。三者的区别在于它们所依赖的信息集不同：预测
值 P( St  i | I t 1 ; ) 是基于信息集 I t 1 ；推断值 P ( St  i | I t ; ) 是基于信息集 I t ，也称
为滤波概率；而平滑状态概率 P( St  i | IT ; ) 是基于整个全样本信息集的。
令 ˆt|t  [ P(St  1| It ; ), P(St  2 | It ; ), P(St  K | It ; )]' 表示t时刻的滤波概率。
对当前时刻的推断和下一时刻的预测可以通过以下两式实现：

ˆt|t 

ˆt|t 1  t

(4)

1' (ˆt|t 1  t )

ˆt m|t  Pmˆt|t

(5)

这里1代表各元素为1的（ K  1 ）列向量，P是转移概率矩阵，  表示元素对
元素相乘。给定初始值 ˆ1|0 和总体参数状态  的假定值，有迭代式(4)和(5)就可以
计算样本中每个时刻的 ˆt|t 和 ˆt 1|t 。
平 滑 概 率 可 以 用 Kim(1994) 提 出 的 算 法 计 算 ， 这 一 算 法 可 以 写 作 ：

ˆt|T  ˆt|t  [ P' (ˆt 1|T ()ˆt 1|t )]

(6)

其中符号 () 表示元素对元素除法，将(6)式对 t  T 1, T  2,,1向后迭代就
可得到平滑概率 ˆt|T 的估计值，向量 ˆt|T 的第j个元素为 P( St  i | IT ; ) 表示t时刻处
于状态i的平滑概率。
我们将 Yt 的概率密度用 ˆt|t 和 t 表示：
K

f (Yt | I t 1 , )   f (Yt | St  i, I t 1 ,  )P( St  i | I t 1 ,  )  1' (t  ˆt|t 1 )

(7)

i 1

此时对数似然函数为：
K

K

i 1

i 1

L( )   log f (Yt | I t 1; )  log(1' (t  ˆt|t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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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给定样本观测值和初始参数  (0) ，利用(4)、(5)、(6)三个式子计算状态
概率，在计算状态概率的同时等式(2)也给出了各样本点独立于状态变量的条件
概率，因此状态似然函数作为计算状态概率的副产品而得到(Hamilton(1994))。
在推导出平滑概率之后，我们可以认为观察值有 P( St  1| IT ; ) 的可能性是由状
态1产生的，有 P( St  i | IT ; ) 的可能性是由状态i产生的。而后使用Dempster等学
者提出的EM算法来估计模型参数  的值。EM算法是一种以迭代方式来最优化似
然函数并估计未知参数的方法。EM算法在Markov机制转换模型上较其它算法具
有较大的优势。关于EM算法的详细运算过程，可以参考Kim and Nelson(1999)。
同时根据Hamilton(1989)，可以得出转移概率 pij 的估计值为：
T

pˆ ij 

 P(S
t 2

t

 j , St 1  j | IT ;ˆ)

(9)

T

 P(St 1  i | IT ;ˆ)
t 2

其中 ˆ 是极大似然估计量，而转移概率则是基于平滑概率估计的。将转移概
率的估计值作为极大似然估计中的初始概率，经过重复迭代可以获得参数的估计。

3.2 机制转换下的最优资产配置文献综述
根据均值－方差模型，投资组合的风险取决于各类资产的波动率以及它们之
前的相关性，因此资产收益率的这种非线性结构变化对资产配置至关重要。但是
传统的资产配置理论不管是单期模型还是跨期模型都没有考虑到投资者在不同
市场状态下的投资行为。Ang and Bekaert(2002)最早将马尔可夫机制转换模型引
入到最优投资组合选择。他们考虑一个具有常风险厌恶水平的美国投资者在美国、
英国和德国这三个国家间配置资产。实证研究表明在市场下跌时，资产波动率与
及各资产间的相关系数明显变大；最优投资权重依赖于各种不同的市场状态和投
资期限，考虑到机制转换的国际分散化投资能够明显提高投资者的效用。随后，
Ang and Bekaert(2004)将样本扩大到六个国际股票市场，在样本外，机制转换投
资择时组合策略也优于静态模型。Liow and Zhu(2007)采用Ang and Bekaert(2004)
的模型方法，对全球6个主要的房地产市场指数建立两状态Markov机制转换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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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研究不同市场状态下的国际资产配置问题，结果发现在熊市里的最优投资组合
与牛市完全不一样。Ishijima and Uchida(2010a)将Ang and Bekaert(2002)的离散模
型拓展到连续时间模型，他们假设市场上存在N种风险资产，资产的均值、方差
都是机制转换的，并且状态变量是可观测的情形下的最优投资问题，利用动态最
优化方法得到了最优解的表达式，发现最优解依赖于市场机制。他们使用日本的
证券市场数据进行模拟分析了离散时间机制转换下的均值－方差投资组合选择。
更进一步地，Sotomayor and Cadenillas(2009)考虑所有的市场参数（无风险利率、
预期收益率和方差）都服从状态可观测的Markov机制转移过程，而且效用函数
也是机制转换的，得到了最优消费/投资的闭式解。
以上文献虽然考虑了非对称的市场状态对投资组合的影响，但是假设状态变
量可观测，投资者具有完全信息。在现实中，投资者的信息往往是有偏的。投资
者只能观测到资产价格的变动，却无法知晓当前的市场情绪（究竟是熊市还是牛
市）。大量的学者从各个角度研究有偏信息和投资者学习对动态资产配置的影响，
我们将这些研究归纳为离散时间模型和连续时间模型。
离散时间方面，Guidolin and Timmermann(2005, 2007)推广Ang and
Bekaert(2002)的模型，假定市场状态是一个隐马尔可夫过程，同时，投资者能够
利用不断获得的信息通过贝叶斯法则进行学习，更新对市场参数的估计，进而推
断出当前市场所处的状态。Monte-Carlo模拟结果表明，在不同的市场机制下，
最优投资比重也是不同的，并且随状态概率的变化而变化。在熊市，投资期限越
长，购买并持有的投资者(Buy and Hold)将更多地投资于股票资产；而在牛市，
股票的最优投资比重是投资期限的一个减函数，期限越长，比重越小。并且市场
机制择时能够获得更高的投资效用。运用同样的方法，Guidolin and
Timmermann(2008b)将美国股票市场组合、规模组合、价值组合收益率分成四个
机制，在幂效用框架下说明这四种机制如何影响投资者在市场组合，HML组
合,SMB组合，无风险资产之间的配置。Guidolin and Timmermann(2008a)建立两
状态Markov机制转换模型考虑股票收益率的高阶矩对国际资产配置的影响，实
证研究表明高阶矩和机制转换对美国投资者的投资组合选择具有重要的作用，而
且能够很好地解释了本国偏好之谜。Tu(2004)研究机制转换以及参数不确定情形
下的最优投资组合问题，实证分析表明忽略市场机制会造成每年2%的福利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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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下跌时损失高达10%。Ammann and Verhofen(2006)讨论股票收益率的机制转
换特征对风格投资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在高波动状态，价值投资提供高收益，
在低波动状态采用动量投资可以获得更好的收益。Ishijima and Uchida(2010b)讨
论了机制转换下的对数均值方差效用下的最优投资组合选择问题，利用日本资产
市场数据的经验分析表明，随市场状态变化进行调整的动态组合策略能够提高分
散化投资的收益。
在连续时间方面，众多学者从多个角度研究不完全信息对最优投资组合的影
响②。Detemple(1986)推导了不完全信息下的 CAPM 模型。Gennotte(1986)最早研
究不完全信息下的最优投资组合问题。这两位学者模型中的不完全信息主要表现
在预期收益率未知，他们假设预期收益率分布的均值、方差是个随机过程，主要
考虑资产收益率分布未知情形下的市场均衡和最优投资组合选择。Merton(1987)
也讨论了不完全信息下的两期市场均衡模型。在 Merton 的模型中，代表性个人
知道资产收益率的分布，不完全信息主要表现在每个投资者只知道市场证券的一
个子集，并不知道市场中的所有证券资产。Feldman(2007)介绍了不完全信息一
般均衡的相关概念、分离定理以及它与完全信息一般均衡之间的关系，总结了不
完全信息模型的一般研究范式。他从参数不确定、不完全信息下的投资组合理论
选择、投资者异质信息等方面回顾了不完全信息的相关研究。
Honda(2003)率先用隐马尔可夫模型刻画市场的不对称特征和不完全信息。他
假设股票预期收益率是两状态隐马尔可夫过程，考虑一个风险资产和一个无风险
资产的最优消费和投资组合问题；并用数值方法计算了幂效用下的最优投资和消
费。Rieder and Bauerle(2005)除了考虑漂移项服从隐马尔可夫过程外，还考虑了
贝叶斯学习对最优投资的影响，获得了最优投资策略的一些非常有趣的结论，利
用似然比排序(Likelihood-ratio Ordering)比较均值可观测与不可观测两种情况下
最优投资。Liu(2010)拓展了 Honda(2003)的预期效用框架模型上，考虑预期收益
率服从两状态隐马尔可夫过程，投资者模糊厌恶下的最优资组合问题。他用 Chen
and Epstein(2002)的递归多重先验效用来表示模糊厌恶，以区别风险厌恶下的幂

研究连续时间不完全信息下的投资组合理论的文献相对多一些，因为在连续时间下一些参

②

数设定和模型求解都相对容易一些。虽然连续交易在现实中是不太可能实现，但是在连续时
间框架下研究投资组合选择和资产定价常常能得到一些非常有用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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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用，利用鞅方法进行求解，最优解可以用 Malliavin 导数和随机积分表示。结
果表明模糊厌恶对最优投资和消费的影响不同于风险偏好，在模糊厌恶下最优消
费－财富比更为平滑，最优风险资产投资除了短视的投资比重外还包括对市场机
制的规避需求和模糊厌恶的规避需求。参数不确定和模糊厌恶对规避需求的影响
是反方向的。模糊厌恶会大大降低动态学习的效用收益，而且忽视模糊厌恶会造
成不可忽视的效用损失。Bjork et al.(2010)考虑更为一般的模型，他并没有假设
不可观测的预期收益率是个 Markov 过程，而是从信息集的角度研究了不完全信
息下的最优投资问题，利用鞅方法得到最优解的表达式。但这些研究都只考虑均
值机制转换，假设波动率是常数。Sass and Haussmann(2004)将模型拓展到随机波
动率，假设均值和波动率都是不可观测的，它们都服从一个隐 Markov 过程。他
们使用鞅方法和 Malliavin 积分得到了机制转换下的最优投资组合选择的闭式解。
Sass and Haussmann(2004)和 Bjork et al.(2010)的研究更为侧重这类问题最优解的
求解和证明，没有关注此类模型的经济涵义，也没有分析学习对投资组合的影响。
以上这些研究都是假设预期收益或波动率不可观测，资产价格可观测，投资者利
用已有信息通过滤波方法估计出预期收益率，基于估计结果再进行资产配置。
前面提到的机制转换下动态投资组合模型（不管是完全信息还是不完全信息）
都是基于效用函数设定，而基于多期均值－方差模型的研究非常少。实际上，多
期均值－方差模型的研究到20世纪末几乎是空白的，一个根本的原因是多期均值
－方差模型难以描述和估计。直到2000年，Li and Ng(2000) 才真正在这方面首
先取得突破。他们用嵌入的方法把多阶段均值-方差投资组合选择问题变为一个
能用动态规划处理的问题，从而得到了有效策略及有效前沿的解析表达式。直到
2003年，Zhou and Yin(2003)利用Li and Ng(2000)提出的嵌入方法以及在随机控制
领域中最近发展起来的不定二次最优控制的理论解决了连续时间下带机制转换
的均值-方差问题，给出了有效域。紧接着，Yin and Zhou(2004)讨论了离散情形
下的机制转换均值－方差模型的最优解，并讨论了离散模型和连续模型之间的关
系。Chen et al.(2008)考虑了资产负债机制转换连续时间均值方差模型。Xie(2009)
假设股票价格受Markov机制转换的布朗运动所控制，而同时债务也伴随一个
Markov机制转换的漂移布朗运动而波动，得到了最优均值方差有效域。Elliott et
al.(2010)讨论机制转换下的均值－方差最优投资组合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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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是完全信息还是不完全信息，不管是多期效用模型还是多期均值－方差
模型，这些研究都对传统资产配置理论进行非常有益的补充，使模型更为贴切实
际。尽管这些学者实证研究中所用到的样本数据各不相同，但都说明了资产收益
率的这种非线性特征对最优投资组合有显著的影响，而且采用市场机制择时的策
略能够显著提高投资组合效用。但是就笔者所知，除李卓和赵勇(2005)、苏涛等
(2007)探讨 Markov 机制转换下的 CAPM 模型外，赵鹏和唐齐鸣(2008)研究
Markov 机制转换在行业 CAPM 中的应用。国内很少研究我国资本市场的机制转
换特征以及其对资产配置的意义。同时，虽然孟卫东和何朝林(2007)也研究学习
对投资组合的影响，但他们的研究与 Brennan(1998)、Xia(2001)类似，假设预期
收益率是正态分布，正态分布的均值是一个随机过程，推导了最优投资组合，但
不是他们的研究不是基于 Markov 机制转换模型框架下的。基于中国股市中牛市
熊市交替明显的特征，研究状态转换下我国投资者的投资组合选择以及投资者学
习行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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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引言
引入马尔可夫机制转换模型虽然可以更好地刻画预期收益率的动态特征，但
也增加了新的不确定性。因为马尔可夫机制转换模型的状态过程往往是不可观测
的，投资者在进行投资决策时并不知道当前的市场机制。但本章的目的是考察非
对称的市场状态对投资组合选择的影响，因此我们仍然遵循Ang & Bekaert (2002)
的研究框架，假设投资者知道当前的市场机制，但仍然不知道下一时刻的市场机
制。完全信息(Full/Complete Information)即指投资者对当前市场状态拥有完全的
信息。我们以两状态机制转换模型进行说明。

t 时刻

t+1 时刻
P

机制 1

机制 1

t+2 时刻

1－Q

1－P

条件预期
收益率

条件方差

机制 2

机制 2

P ( 1 
) (1P  ) ( 2 )

( 1 Q ) (1Q
)

r (1)

Q

机制 1

机制 2

( 2 ) ( 1 Q ) (1Q
)

r (2)

P 2 (1)  (1  P) 2 (2)

(1  Q) 2 (1)  Q 2 (2)

 P(1  P)(  (1)   (2))2 Q(1  Q)(  (1)   (2)) 2
(1)

(2)

r (2)

(1  Q) 2 (1)  Q 2 (2)
Q(1  Q)(  (1)   (2)) 2

(2)

(2)

图 2 两状态可观测 Markov 机制转换模型

在每一时点投资者确切知道当前市场处于何种状态（比如机制 1 还是机制 2），
但是不知道下一时刻的市场状态。假设当前市场状态是机制 1，在下一时刻，市
场停留在机制 1 的概率为 P，转移到机制 2 的概率为 1－P。同样地，如果当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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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状态是机制 2，在下一时刻，市场停留在机制 2 的概率为 Q，转移到机制 1
的概率为 1－Q。在状态机制转换下，预期收益率和协方差是时变的。假设 t 时
刻投资者知道今天市场处于机制 1。下一期的预期收益率取决于投资者对下一期
的市场状态的预期，他对两种可能的结果以转移概率加权。机制 1 的预期收益率
记为 r (1)  P (1)  (1  P)(2) ，其中  (1) 、  (2) 分别是机制 1、2 出现时的预期
收益率， r (1) 是这两种结果的加权平均，同样当市场状态为机制 2，下一时刻的
预期收益率记为 r (2) ，此时权重是 1-Q 和 Q。
与条件均值类似，条件方差也取决于市场状态。假设 t 时刻处于机制 1，投
资者预期下一时刻市场将于概率 P 停留在状态 1，此时波动率为  2 (1) ；也有 1
－P 的可能转移到波动率为  2 (2) 的状态 2。条件方差是两项的加权平均，但市
场从机制 1 转移到机制 2 会引起预期收益率发生跳跃，条件方差表达式的第三项
反映了这种跳跃造成的市场额外波动。
在不同的市场状态下，投资按照上图公式估计出预期收益率和协方差矩阵，
然后进行风险资产配置。如果信息是完全的，投资者能够准确地了解当前的市场
状态，那么剩下的问题只是怎么通过计算找出最佳对策的问题。本章首先利用
Markov 机制转换模型，建立连续时间下的最优投资组合选择模型，利用动态最
优化方法获得最优解。接着，利用 CAPM 模型设计了利用不同的市场状态进行
资产配置的方法，并以我国资本市场数据进行了实证研究。

4.2 基本模型
为了突出市场状态转换对投资组合选择的影响，我们假设市场无摩擦（无交
易成本和税收），并且可以买空卖空；投资者理性且无投资以外的收入。假定市
场中存在 N 种风险资产和一种无风险资产，无风险资产的收益率为 r，是个常数。
风险资产的价格 St 服从几何布朗运动：
dSt  diag ( St )[ t (Yt )dt  t (Yt )dWt ]

(10)

其中 diag ( S t ) 是一对角矩阵，主对角线上的元素为 St。Wt 是定义在概率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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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 W , P ) 上的 N 维标准布朗运动，信息集 F W   (Wu ;0  u  t ) 。t (Yt ) 是 N 1 向

量，表示预期收益率； t (Yt ) 是一 N  N 矩阵，表示波动率矩阵。假设 Yt 与 Wt
相互独立。 t (Yt ) 和 t (Yt ) 都依赖于状态变量 Yt ， Yt 是一个连续时间、可观测的

2 ,K  ， 其 转 移 概 率
平 稳 马 尔 可 夫 链 ， 具 有 状 态 空 间  1 , 
Pk (l t )

P ( Y
t s

l| Ys 满足：
)k

if k  l
otherwise

1
Pkl (0)  
0
K

Pkl (t )  0,  Pkl (t )  1
l 1

K

Pkl (t  s )   Pkm (t )Pml ( s )
m 1

最后一个性质表明转移概率是时间齐次的。在实际问题中，要得到市场状态 Yt 的
转移概率往往是非常不容易的。
记 随 机 变 量  t  [ I (Yt  1 )I , Y
(  2 )I , t Y
 ' (的K 样 本
) ]实 现 值 为
t 

e1, e2 ,e j eK ，其中 e j 的第 j 个元素为 1，其它元素都为 0。记 t  E[ t ] ，由
Kolmogorov 向前方程有：
d t
 Qt
dt

(11)

其中 Q  (qkl ) K  K 称为 Q 矩阵（也称为转移强度矩阵），相应元素定义如下：
P(Yt  h  el | Yt  ek )

if k  l
lim
h 0
h
qkl  
lim 1  P(Yt  h  el | Yt  ek )  
if k  l
k
 h0
h

其中 qkk  

K



k 1, k  l

qkl ，qkl 表示市场从状态 k 转移到状态 l 的转移速度，换句话

说，市场转移到另一状态之前停留在状态 k 的时间服从参数为 k 的指数分布。
本文假设状态转移强度 k 是常数。
根据 Elliott et al.(1995)，Yt 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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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Yt  QYt dt  dM t

(12)

其中 {M t ; t  0} 是定义在 F Y   (Yu ;0  u  t ) 上的鞅，且 M 0  0 。假设 Mt 和
Wt 相互独立。
在这些假设之下，投资者的财富过程 Xt 满足：
(13)

dX t  X t [bt' diag ( St ) 1 dSt  (1  bt'1N )rdt ]
 X t [r  bt' ( t  r1N )]dt  bt't X t dWt
X0  x

其中 x 为投资者初始财富，bt 是 N 维列向量，表示投资者投资于风险资产的
财富比例， 1  bt'1N 是投资于无风险资产的财富比例，其中 1N 是全部元素都为 1
的 N 维列向量。
假设投资期限为[t，T]。投资者依据信息集 F W ,Y   (Wu , Yu ;0  u  t ) ，通过最
大化预期期末财富效用 U(W)来确定最优投资策略，U(W)是二次可微凹函数。

max E[U ( X T ) | FtW ,Y ]

(14)

bt

s.t dX t  X t [r  bt' ( t  r1)]dt  bt't X t dWt
X0  x
接下来我们采用动态规划方法求解最优化问题。定义价值函数(Value Function)
J ( X t , Yt , t ) 为：

J ( X t , Yt , t )  max E[U ( X T ) | FtW ,Y ]

(15)

bt

由于随机过程 Yt 具有实现值 e1 , e2 ,e j eK ，因此有
(16)

J ( X t , Yt , t )  JJ ( X t , t )Yt

其中 JJ ( X t , t )  ( J ( X t , e1 , t ), J ( X t , e2 , t )  J ( X t , eK , t )) 。
由随机最优控制理论知，价值函数满足如下 HJB (Hamilton-Jacobi-Bellman)
偏微分方程：
1
0  max{J t  J X X t (r  bt' ( t  r1))  J XX X t2bt't t' bt  JJ ( X t , t )QYt }
2

由一阶条件可得最优投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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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JX
bt  
(t t' ) 1 ( t  r1)
J XX X t

这个最优解与 Merton 经典模型的解类似，区别在于预期收益率和协方差阵
依赖于市场状态。虽然未知的市场机制增加了未来的不确定性，但理性的投资者
会相机选择，依据市场状态变化做出相应的投资决策。
当效用函数为对数效用时，即 u( x)  ln( x) 。此时
(19)

J ( X t , Yt , t )  f (r ) log Yt  g (Yt , t )

从而可以得到
(20)

bt  (t (Yt )t' (Yt ))1 ( t (Yt )  r1)

x1
(  0) ，此时
当效用函数为 CRRA 效用时，即 U ( x) 
1 

J ( X t , Yt , t ) 

(21)

1
g (Yt , t ) X t1
1 

可以容易算出
(22)

bt  (1/  )(t (Yt )t' (Yt ))1 ( t (Yt )  r1)

这个结论意味着在每一相应市场状态下，最优权重是个常数，与投资期限和
财富无关，即投资者是短视的。最优投资比例只与在各相应状态下资产的预期收
益率、协方差以及投资者的风险厌恶系数相关。这个结论与 Merton(1969)单一市
场机制的结论一致。只有当市场机制发生转变时，最优权重才会发生相应的改变。

1 
0
以两状态机制转换和一种风险资产为例进行说明。用 e1    表示牛市，e2   
0
1 
表示熊市。记 t (ei )  i ，  t (ei )   i ， btei  bi ，则 bi 

1 i  r

  i2

，即在每一相应

状态，投资者按 Merton 模型进行投资决策。一般来说 i  r 与  i2 是负相关的。
波动率越大，市场预期收益率往往越低。因此有 b1  b2 ，即在牛市投资于风险资
产的比重大于熊市的比重。这与实际投资情况相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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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实证分析
4.3.1

方法描述

上一节我们推导了连续时间情形下，投资机会集服从 Markov 机制转换模型
下的投资组合选择问题。结论表明在各市场机制下，投资者利用各相应状态的预
期收益率和协方差确定最优投资权重。本节设计一个两状态的均值－方差模型，
分析两状态均值－方差模型如何应用于实际投资决策。这里不用效用函数模型是
因为效用理论虽然精致但效用函数刻画风险的方式是隐式的，而收益－风险模型
能够直接告诉我们风险到底有多大，便于收益风险权衡决策。在实际中人们仍然
倾向于采用收益－风险模型。
我们以上证综合指数以及沪市的工业、商业、地产、公用、综合等 5 种行业
指数为研究对象，假设投资者将财富配置在这五种行业资产中。同时本文根据
Hamilton(1989)，假设当 t 时刻模型系统处于某一状态下的概率大于 0.5 时，我们
就可以认为 t 时刻系统处于该状态之下。
首先对每一行业的超额收益率建立 CAPM 模型：
(23)

R jt  R ft   j   jm ( Rmt  R ft )   jt

其中 R jt , j  1, 25 是各行业指数收益率, Rmt 是市场组合收益率，R ft 是无风险
利率。  jt 服从标准正态分布，反映每一行业的特质风险。同时对市场组合的超
额收益率建立两状态 Markov 机制转换的随机游走模型：
(24)

Rmt  R ft  m (Yt )   m (Yt ) mt

其中，m (Yt ) 和  m (Yt ) 分别表示市场组合的期望收益率和条件波动率， mt 服
从标准正态分布。我们假定市场的运行态势在两种状态之间反复跳转，用 Yt 表
示这两种状态（例如 Yt＝1 表示牛市，Yt＝2 表示熊市）。Yt 的转移概率为：

P[Yt  1 Yt 1  1]  P, P[Yt  2 Yt 1  1]  1  P

(25)

P[Yt  2 Yt 1  2]  Q, P[Yt  1 Yt 1  2]  1  Q

(26)

记 m (1)  m (Yt  1), m (2)  m (Yt  2) 表示市场处于状态 1 或状态 2 时的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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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益率，  m (1)   m (Yt  1),  m (2)   m (Yt  2) 表示市场处于状态 1 或状态 2 时的
波动率。引言部分已经说明了，如果 t 时刻投资者已经准确地了解到当前市场处
于机制 1 或机制 2，那么下一时刻（t+1）的预期收益率为：

m1  Pm (1)  (1  P)m (2) 或 m2  (1  Q)m (1)  Qm (2)

(27)

t+1 时刻市场处于机制 1 或机制 2 的条件方差为：
( m1 )2  P[ m (1)]2  (1  P)[ m (2)]2  P(1  P)( m (2)  m (1))2

(28)

( m2 )2  (1  Q)[ m (1)]2  Q[ m (1)]2  Q(1  Q)(m (2)  m (1))2

(29)

或

每一行业收益率的 CAPM 模型可重写为下式, 从而可以算出各行业指数在机制 1
或机制 2 的预期收益和波动率：

R jt  R ft   j   jm ( Rmt  R ft )   jt

(30)

  j   jm m   jm m mt   jt
机制 1 或机制 2 下各行业的预期收益率：
(31)

 ij   j   jm mi , i  1, 2
机制 1 或机制 2 各行业的条件协方差矩阵为：
1  P1  (1  P) 2  P(1  P)(  2   1 )(  2   1 )'

(32)

 2  (1  Q)1  Q 2  Q(1  Q)(  2   1 )(  2   1 ) '

(33)

i    '   m  i    V

(34)

2

其中 i 是各风险资产在机制 i 下的协方差阵。  是一列向量，第 j 个元素是
风险资产 j 对市场组合回归的  系数，即  jm 。V 是一对角矩阵，主对角线上的
元素是风险资产 j 的特质波动率。 1 （  2 ）是在机制 1（机制 2）下的各资产预
期收益率组成的列向量。协方差矩阵中的第三项 P(1  P)(  2   1 )(  2   1 )' 或
Q(1  Q)(  2   1 )(  2   1 )' 刻画了从机制 1 转移到机制 2 或机制 2 转移到机制 1 预

期收益率的变化所引起的市场波动。
以上方法的主要思路是：投资者首先根据综合市场指数数据，利用 Markov
48

第四章

完全信息下的最优投资组合选择

机制转换模型识别出两种市场状态，如果估计出来的状态概率大于 0.5，那么投
资者就认为当前市场处于状态 1，然后根据式(31)、(32)估计出预期收益率和条件
协方差矩阵，基于这些估计值根据均值－方差计算出最优投资决策。
4.3.2. 实证结果
由于我国股票市场自 1996 年 12 月 17 日实行涨跌停板制度，为了避免市场
结构性变化和制度不同对组合分析的影响，本文所选择的样本期为 1997 年 1 月
1 日到 2010 年 12 月 31 日。选择上证综合指数以及沪市的工业、商业、地产、
公用、综合等 5 个行业指数的月收益率数据，共 168 个样本。各行业的月收益率
计算公式为 Rt=log(Pt/Pt-1)。无风险利率在 2002 年 7 月 2 日前用一年期银行存款
利率，之后使用一年期中央银行票据的票面利率。所有数据取自锐思数据库。
表 1 是样本的描述性统计。Rm、R1、R2、R3、R4、R5 分别对应上证综合指数、
工业指数、商业指数、地产指数、公用指数、综合指数。从表中可以看出在样本
期内所有指数的收益率为正，各指数收益率的均值和波动率差别不大，商业指数
的平均收益最大，地产指数收益率的波动率最大。各指数收益率分布表现为正偏
厚尾（偏度都大于 0，峰度都大于 3）。
表 1 样本描述性统计
Rm

R1

R2

R3

R4

R5

均值

0.0103

0.0114

0.0138

0.0094

0.0118

0.0101

最大值

0.3206

0.341900

0.375300

0.402100

0.2700

0.4659

最小值

-0.2463

-0.261

-0.2823

-0.2618

-0.2267

-0.2476

标准差

0.0850

0.0882

0.0917

0.1111

0.0850

0.0935

偏度

0.1145

0.0154

0.4334

0.6850

0.1224

0.8255

峰度

4.3542

4.4979

4.7071

4.2159

3.8231

6.6384

J-B 值

13.2042

15.7136

25.6588

23.4862

5.1626

111.7488

上文设定上证综合指数收益率的均值、方差服从两状态机制转换模型，我们
首先检验这种设定的有效性。本文采用 Hansen 检验来检验模型设定的有效性。
Hansen 检验是 Hansen(1992)提出的一种似然比检验，用于检验 Markov 机制
转换模型的状态数目。其原假设 H0：单状态线性模型；备择假设 H1：Markov
状态机制转换模型。该假设的检验统计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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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LR  LR(m)  LR(l )   2 (k )

其中 k 是两个模型待估参数个数之差，LR（l）表示线性模型的极大似然值，
LR(m)表示 Markov 机制转换模型的极大似然值。在原假设成立的条件下，似然
比估计量 LR 渐进服从自由度为 k 的卡方分布。在本文中这里 k=6，LR＝
187.2328-176.1003＝11.1325，相应的 P 值 0.0296（chi2pdf(11.1325,6)＝0.0296）。
所以在 5%显著水平上拒绝原假设，说明使用两状态 Markov 机制转换模型是合
理的。
表 2 是两状态 Markov 机制转换模型的估计结果。从表中可以看出，不同机
制下的市场组合的收益和波动率是不同的。机制 1 对应负收益和低波动率，机制
2 对应正收益和高波动率。其隐含的经济含义是投资者在高波动状态下获得正收
益，在低波动状态下的收益反而是负的。机制 2 的波动率是机制 1 的两倍以上，
我们把机制 2 定义为高波动状态或巨幅震荡状态，机制 1 定义为低波动状态或稳
定状态。从转移概率和图 3 中的两状态平滑概率图可以看出两种状态是高度持续
的，而且状态 1 的持续期明显高于状态 2。

表 2 两状态 Markov 机制转换模型估计结果
A.

B.

转移概率

P

Q

估计值

0.98

0.93

标准差

0.09

0.14

市场组合

um(1)

um(2)

σm (1)

估计值

-0.0023

0.0302

0.0589

0.1223

标准差

0.0060

0.0285

0.0007

0.0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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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上证综指月收益率和平滑概率图
表 3 是各行业 CAPM 模型的估计结果。从表中可以看出：各行业的 α 值均
不明显异于 0，说明 CAPM 模型足以解释大多数行业收益率的变化，而没有遗漏
影响资产收益率的其他重要因素。工业、地产、综合类的 β 值大于 1；商业，公
用的 β 值小于 1。所有行业的 β 估计值都显著，说明市场组合对行业收益率有较
强的解释能力。地产行业的可决系数最小，特质波动率最大，说明地产行业的收
益率除受市场组合影响外，还受到其它因素的影响。

表3

CAPM 估计结果

工业

商业

地产

公用

综合

0.0011

0.0041

-0.009

0.0022

-0.0004

β

1.0061

0.9157

1.0135

0.9123

1.0397

β 标准差

0.0194

0.0442

0.064

0.0314

0.0276

可决系数

0.9419

0.7206

0.6012

0.8353

0.8955

特质 σ

0.0213

0.0485

0.0702

0.0345

0.0303

表 4 是两状态下各行业的预期收益率和协方差/相关系数矩阵。其中阴影部分
是各行业指数之间的相关系数。由于各行业的 β 系数估计值很接近 1，因此在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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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动率状态下，各行业的预期收益率都比较接近。在低波动状态，各行业的预期
收益率比较分散，地产和综合类的收益为负。机制 2 是高波动状态，我们预期各
行业收益率之间的相关系数会比机制 1 的更大，表现出非对称性。表中阴影部分
的数值证实了这一点。

表4

两状态行业预期收益率和协方差/相关系数

工业

商业

地产

公用

综合

状态相依的预期收益率
机制 1

0.0006

0.0026

-0.0027

0.0007

-0.0022

机制 2

0.0292

0.0297

0.0273

0.0276

0.0286

工业

0.0042

0.7133

0.6241

0.8032

0.8527

商业

0.0034

0.0055

0.4987

0.6417

0.6813

地产

0.0038

0.0035

0.0088

0.5615

0.5962

公用

0.0034

0.0031

0.0034

0.0043

0.7672

综合

0.0039

0.0035

0.0039

0.0035

0.0049

工业

0.0148

0.8998

0.8512

0.9386

0.9565

商业

0.0131

0.0143

0.79

0.8711

0.8877

地产

0.0145

0.0132

0.0195

0.8241

0.8398

公用

0.013

0.0119

0.0131

0.013

0.9261

综合

0.0149

0.0135

0.015

0.0135

0.0163

状态相依的协方差
机制 1

机制 2

根据上节的模型结果，如果投资者知道当前的市场状态，并且也知道相应的
转移概率，他将利用上表所计算出来的各行业的预期收益率和协方差阵按照(22)
式计算风险资产的最优权重。
图 4 给出了状态 1、状态 2 和无条件三种情形下的均值－方差有效前沿。无
条件模型是指不考虑市场状态变化，依据历史收益率协方差配置资产。从图中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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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看出状态 2（高波动状态）的均值方差有效前沿在最上方，接着是无条件模型，
最下面是状态 1（低波动状态）的均值方差有效前沿。这说明状态 2 方差－收益
平衡好于无条件和状态 1 的情形。状态 1，状态 2，无条件这三情形对应的夏普
比率分别为 0.0089，0.0117，0.0672。在实践应用中，如果 t 时刻模型系统处于
状态 1 的概率大于 0.5 时，我们就认为 t 时刻处于状态 1，选取状态 1 的均值－
方差有效前沿上的投资组合；如果系统处于状态 2 的概率大于 0.5，就选取状态
1 的均值－方差有效前沿上的投资组合。

0.04

0.035

0.03

期望收益率

0.025

0.02

0.015

0.01

无条件
机制1
机制2

0.005

0
0.06

0.07

0.08

0.09

0.1

0.11

0.12

0.13

风险（标准差)

图 4 均值－方差有效前沿

4.4 本章小结
本章是全文的一个过渡章节。本章是经典 Merton 模型的一个拓展。主要分
析完全信息下投资者的资产组合选择，我们用显马尔可夫机制转换模型描述投资
机会集，然后用动态最优化方法得到最优权重的闭式解。当效用函数为 CRRA
效用函数时，最优解表明：在不同的市场状态下，投资者是短视的。在每一相应
状态下，最优投资权重只与各相应状态下资产的预期收益率、协方差以及投资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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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风险厌恶水平相关，与投资期限无关。虽然未知的下一时刻的市场状态增加了
不确定性，但投资者没有规避这种不确定的需求。利用我国股票市场数据的经验
研究表明：我国股票市场存在明显的两状态机制转换，可以将我国股票市场分为
高波动状态和低波动状态。在高波动状态，各行业间的相关系数会显著变大。根
据市场状态的变化进行相机决策可以提高组合的夏普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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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5.1

上章我们推导了连续时间下，完全信息下即状态变量可观测的最优投资组合
选择问题。正如前文所提到的，投资者所获得的信息往往是不完全的。通过行情
报价，人们只能看到股价的涨涨跌跌，而不能知道这股市背后的涨跌是谁在推动，
受什么因素影响，同样人们也无法确切地观测到当前的市场情绪（究竟是熊市还
是牛市）。在信息不完全的情况下，投资者常常处于一种无从决策的状态，因为
他不知道市场处于何种状态，使得自己无法计算出哪一种投资策略是最好的。这
时投资者通过收集各种各样的市场信息去推断市场状态，继而进行投资决策，并
且不断利用新获得的信息更新其对市场状态的认识，调整组合头寸，使动态资产
组合处于最优状态。不完全信息这一概念来自于博弈论，主要用于序贯博弈，用
于描述参与者并不完全了解对手方的选择，对手方的状态对他是不透明的，他只
能根据他所知的对手方信息进行推断对手方接下来的行动。在本文中，投资者与
市场进行不完全信息博弈①。
不完全信息模型通常假设投资者拥有信息子集和先验信念，使得先验信念的
变化意味着后验信念的变化。由于投资者是不完全信息的，预期收益率的估计就
存在估计误差。有偏信息的投资者决策可能更为保守，因此倾向于投资他们更为
熟悉的股票资产。随着越来越多信息进入，投资者对未知预期收益率的估计就越
准确，估计误差就越小，投资者的决策就更为准确一些。
求解不完全信息的资产组合选择可分两步走。首先，利用信号论中的滤波方
法估计预期收益率所服从的滤波方程，将不完全信息问题转化为上章的完全信息
模型。接着，基于估计得到的预期收益率，利用标准方法（动态规划、鞅方法）
求解调整过的最优化问题。本章首先建立不完全信息模型下的各种参数；然后建
这里有必要再解释一下不完全信息和不对称信息这两个概念，很多人可能认为它们是一致

①

的。事实上，不完全信息和不对称信息是完全两回事。不对称信息是指投资者的信息量差异，
市场中一些人的信息多一些，一些人的信息少一些。而不完全信息则是指投资者并不知道投
资机会集各参数的具体值。投资者与市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是造成投资者不完全信息的主要
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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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投资者最优化模型，进行求解；最后根据模型结论回答以下两个问题：(1)不
完全信息对最优投资行为有什么影响？(2)投资者如何学习，学习对最优投资行
为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另外，本章还从理论上证明了不完全信息下投资者信念以及市场状态的不确
定性风险对资产定价的影响，我们通过随机贴现因子方法推导了一个不完全信息
下的条件 CAPM 模型，给出了 Ozoguz(2009)一文的理论补充。
另外，经济学家们似乎一致认为波动率是可估计可预测的，而预期收益率很
难预测。要准确地估计预期收益率比准确地估计方差困难多了。Merton(1990)认
为预测预期收益率需要很长很长的样本区间，而且得到的预测参数不一定准确。
因此本章着重研究预期收益率受一个不可观测状态变量影响，并假设波动率已知
并且是个常数这一情形下的最优资产组合选择，考察不完全信息和投资者的学习
行为对最优资产配置的影响，以及不完全信息投资者信念和市场状态不确定性风
险对资产定价的影响。

5.2

参数描述

考虑一个完备的概率空间 (, F , P) 。Wt 是定义在 (, F , P) 上的标准布朗运动。
假设市场无摩擦（无交易成本和税收），并且可以买空卖空；投资者理性且无投
资以外的收入。假定市场中存在 N 种风险资产和一种无风险资产，无风险资产
的收益率为 r，是个常数。风险资产的价格 St 服从几何布朗运动：
(36)

dSt  diag ( St )[ t dt  t dWt ]

与上章不同的是，这里仅假设漂移项  t 依赖于市场机制 Yt ，波动率矩阵  t 不
依赖于市场机制。假设 t   T Yt 。 Yt 是一个连续时间、不可观测的、与 Wt 独立
的 K 状态平稳马尔可夫链，具有状态空间 {e1 , e2 ,e j eK } ，其中 e j 是一个第 j
个元素为 1，其它元素都为 0 的 K 阶列向量。Yt 的转移强度矩阵为 Q  R K  K ，其
中 Qkl , k  l 表示从状态 ek 转移到状态 el 的强度，即转移率。k  qkk  

K



k 1, k  l

qkl 表

示停留在 ek 的强度，也就是说转移到另一状态之前停留在状态 k 的时间服从参数
为 k 的指数分布。本文假设状态转移强度 k 是常数。同时用  T  (1 , 2  K )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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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各相应状态下的预期收益率。
我们所说的不完全信息是指投资者只知道资产价格 St，不知道漂移项  t 和扰
动项 Wt。由于预期收益率受各种因素影响，我们无法确定这些因素到底会造成
怎样的影响，只能通过观测值做出某种推断。换句话说投资者对漂移项  是奈特
不确定的，即不知道结果也不知道它所服从的分布。在滤波术语中，  t 称为信
号，St 称为观测值。
用比较数学化的语言来说，就是投资机会集是信息集 Ft   (  , W ;0    t )
S
S
适应的，但投资者的信息集是 Ft   (S ;0    t ) 。 Ft  F 。投资者是基于子信

息集 Ft S 而不是 Ft 做出最优投资决策。不完全信息主要体现 Ft S 是包含于 Ft 的。
定义  ti  P(Yt  ei | Ft s ) ， ti 称为滤波概率(Filtered Probability)②。 ti 表示在给
定的信息下，投资者认为当前市场处于状态 i 的可能性大小，因此  ti 反映了投资
者对当前市场的判断，可以理解为投资者信念(Investors’ Belief)。 ti [0,1] ，若  t
越接近 1，表示投资者对当前市场的判断越确定。  t 越接近 1/2，表示投资者越
无法确定当前的市场状态。
为了更好地理解滤波概率的经济含义，我们以两市场状态为例进行说明。假
设市场只存在两种状态，记 e1 表示牛市，e2 表示熊市。定义  t1  P(Yt  e1 | Ft s ) ，
表示投资者对当前是牛市的判断。当  t 越接近 1，表示投资者越乐观； t 越接近
0，表示投资者越悲观。Ozoguz(2009)利用  t 定义投资者不确定指数(Uncertainty
Index)： UCt   t (1   t ) ，用来反映投资者对当前市场的不确定性程度。当  t ＝1
或 0 时， UCt ＝0，即当投资者认为当前市场肯定是牛市或者肯定是熊市时，他
们对市场的不确性程度为 0。当  t  [0, 0.5] ， UCt 对  t 单调增加，即投资者对市
场的不确定性随  t 不断增加；当  t  [0.5,1] ，投资者对市场的不确定性程度随  t
递减。当投资者无法判断当前市场状态时即  t ＝0.5，投资者的不确定程度达到
最大， UCt ＝0.25。Ozoguz(2009)发现 UCt 与资产价格负相关，即当投资者对某

②

ati  P(Yt  ei | FS ) .如果   t 就称为预测概率(Predicted Probability)；如果   t 就称为是

滤波概率(Filtered Probabilty)；如果 t    T 就称为平滑概率(Smoothed Probability)，它是基
于全样本信息进行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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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的不确定性程度越大，该股票就越不受欢迎，股票价格就越低。Ozoguz 使
用 AR(2)提取了 UCt 的新息(Innovation)作为市场状态不确定性风险因子的代理变
量，发现该风险因子在股票横截面被定价，风险价格为负，并且 UCt 能够解释股
票的横截面的大部分收益差异。
记  t  ( t1 ,  t2 , tK )' 用于反映投资者对每一市场状态的判断。根据 Yt 的定义，
有  t  E[Yt | Ft S ] 。根据 Liptser and Shiryaev(2001)的非线性滤波理论：
(37)

d ti   q ji ti dt  t1 ( ti  ˆt ) ti dWˆt
j

(38)

d t  Q* t dt   t [t1 ( t  ˆt )]' dWˆt

其中 Q * 是 Q 的伴随矩阵， ˆt  E[t | Ft S ]   T  t 。 dWˆt 是一个标准的 Ft S －布朗过
程，称为新息过程(Innovation Process)：

dWˆt  t1diag ( St )1 dSt  t1ˆt dt  t1t dt  dWt  t1ˆt dt

(39)

式(38)说明投资者在上一期的市场信念基础上，利用转移强度矩阵以及市场
信息(Wt)通过式(38)更新他们的信念。仍以两状态马尔可夫链为例进行说明。为
简单计，假设市场中只有一种风险资产和一种无风险资产，且风险资产的波动率

   
是  常数。假设两状态马尔可夫链的生成算子 Q  
 ，根据(38)式可得：
 v v 

d t1  [  (  v) t1 ]dt   1 t1 ( 1  ˆ t )dWˆt

(40)

把 ˆt   t11  (1   t1 )2 以及(39)代入式(40)整理得到：

d t1  [  (  v) t1 ]dt   1 t1 (1   t1 )( 1  2 )dWˆt

(41)

d t1  [  (  v) t1  ( 2 )1 t1 (1  ˆt )(t  ˆt )]dt   1 t1 (1  ˆt )dWt

(42)

dS  St ˆ ( t )dt
上式与 Liu(2010)的式（2.1）是一致的。其中 dWˆt  t
是个 Ft S －
 St

标准布朗运动， 1 是牛市的预期收益率，  2 是熊市的预期收益率， 1   2 。
从(41)式可以看出：当其它条件不变时， 1   2 越大，  t 的波动率就越大，
也就是说当市场大涨大跌时，投资者对市场的看法越会反复波动。当资产价格的
波动率  越小， t 的波动率就越大。这是因为资产价格的波动率  越小，说明资
产价格中的噪音比较小，从而  对资产价格的变化就越敏感。如果   v >0， t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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漂移项   (  v) t   (1  2 t ) >0，即  t 正向漂移，也就是说时间越长，投资者
对当前市场机制越来越有把握。从(42)式还可以看出： t 和证券价格 St 有相同的
扰动项，受到相同的市场冲击，即市场只有一个风险源，市场是完全的，只不过
信息是不完全的。
在式(39)下价格过程 St 可重新表示为：
(43)

dSt  diag ( St )[ ˆt dt  t dWˆt ]

因为 dWˆt 是一个 Ft S 适应的标准布朗运动过程,同时 ˆ t  E[ t | Ft S ] 也是 Ft S 适应的。
等式(43)说明价格过程 St 也是 Ft S 适应的。实际上(43)和(36)是同一个过程，区别
(36)式是信息集 Ft 上的半鞅表示，而式(43)是 Ft S 上的半鞅表示。

投资者最优化问题

5.3

5.3.1

基本模型

在以上假定下，投资者的财富过程 Xt 满足：
(44)

dX t  X t [bt' diag ( St ) 1 dSt  (1  bt'1N )rdt ]
 X t [r  bt' ( t  r1N )]dt  bt't X t dWt
X0  x

其中 x 是初始财富，bt 是投资策略，是个 N 维列向量，表示投资者投资于风
险资产的财富比例，1  bt'1N 是投资于无风险资产的财富比例，其中 1N 是全部元
素都为 1 的 N 维列向量。
假设投资者的初始投资时刻为 t，在信息集 Ft S 基础上（区别于上章的 FtW ,Y ）
投资者通过最大化预期期末 T 的财富效用 U(W)来确定最优投资策略。U(W)是二
次可微单调增加的凹函数：

max E[U ( X T ) | Ft S ]

(45)

bt

s.t dX t  X t [r  bt' ( t  r1N )]dt  bt't X t dWt
X0  x
根据上一节的知识，可以将财富过程改写成：
(46)

dX t  X t [r  bt' ( ˆt  r1)]dt  bt't X t dWˆ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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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dtt  t [t 1(t t ˆ)]dW
记 a( t )  Q* t , h( t )   t [t1 (t  ˆt )]' ，将 d t Q 
t

ˆ 改

写为
(47)

d t  a( t )dt  h( t )dWˆt

投资者根据最新获得的信息进行他们的信念，调整投资头寸。这时投资者最优化
问题可改写为：
(48)

max E[U ( X T ) | Ft S ]
bt

s.t dX t  X t [r  bt' ( ˆ t  r1N )]dt  bt't X t dWˆt , X 0  x
d  a( )dt  h( )dWˆ
t

t

t

t

上式表明原来投资基于信息集 Ft S   ( S ; 0    t ) 。Ft S  F 。通过滤波转换，dWˆt
是 Ft S 适应，不完全信息模型就转为完全信息模型。
关于最化问题的求解，Honda(2003)用鞅方法求解一个股票资产和一个无风险
资产，风险资产的预期收益率服从隐 Markov 机制转换模型的投资组合选择问题。
Liu(2010)也是采用鞅方法求解奈特不确定性下投资者对均值具有不完全信息的
最优投资组合选择问题。这些学者假设 Navikov 条件成立即
E[exp(

1 T  2


||t || dt ]   ，其中 t  t 1 (t  r1N ) 是市场风险价格。

2 0

由于市场是完全的，因此存在唯一的等价鞅测试 Q 满足

dQ  ZT dP

(49)

上式也称为 Radon-Nikodym 导数，其中

 1 T 
t 
Zt  exp{ s dWs   ||s ||2 ds}
0
2 0



 
Z t 是 ( P, Ft ) 鞅，满足： Z0  1, dZt  Ztt ' dWt

(50)

在测度 Q 下，根据 Girsanov’s 定理



t 
Wt Q  Wt   s ds

(51)

0


 
是个 (Q, Ft ) 布朗运动， dWt Q  dWt  t dt 。

有了等价鞅测度和鞅，我们可以使用标准的鞅方法进行求解。但鞅方法比较
麻烦，也较难于得到闭式解。因此这里我们仍然采用动态最优化和 HJB 方法求
解上述最优化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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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价值函数 J (t , x,  )  max E[U ( X T ) | Ft S ]
bt

由随机最优控制理论知，价值函数满足如下 HJB (Hamilton-Jacobi-Bellman)
偏微分方程：
1

0  max{J t  [r  bt' ( t  r1N )]J X X t  a ( t ) J   bt't t' bt J XX X t2
2
1
 h( t )h ' ( t ) J   bt't h( t ) J X  X t }
2

(52)

一阶条件为：

(t  r1N )]J X X t  (t t' )bt J XX X t2  t h( t ) J X  X t  0

(53)

所以风险资产的最优投资比例为
J X
J X

bt  (t t' )1 ( t  r1N )(
)  t' 1h( t )(
)
J XX X t
J XX X t

(54)

最优投资比例与时变投资机会集的 Merton 模型形式类似，由两项组成。第
一项是均值－方差组合，又称为短视的投资需求(Myopic Demand)。均值－方差
组合的最优投资比例依赖于投资者的相对风险容忍度(Relative Risk Tolerance)
J X
J XX X t 。第二项是对冲组合(Hedging Portfolio)，是投资者为了规避变化的投资机

会集所产生的风险资产需求，与  t 相关。当投资者拥有完全信息时，这时 h( t )  0
对冲需求为 0，第二项消失，最优解退化为第四章的(18)式。
5.3.2

对数效用

当效用函数为对数效用时，即 u( x)  ln( x) 这时

J ( x,  , t )  log x  g ( , t )

(55)

可以得到最优解 bt  (t t' )1 (ˆt  r1N ) 。这说明对数效用的投资者是短视，他
们没有对冲将来时变投资机会集的需求，而且最优投资比例与完全信息下的模型
是一样的，只不过将均值  t 换成 ˆ 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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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RA 效用函数

当效用函数为 CRRA 效用时，即 U ( x) 

x1
(  0) 这时
1 
(56)

1
J ( x,  , t ) 
g ( t , t ) x1
1 

同时 g ( t , t ) 满足 g ( t , t )  0, g ( t , t )  0 ，即 g ( t, t) 是个单调增加的凹函数，这
与效用函数 U ( x) 的定义是一致的。经过简单的计算可得
bt  (1/  )(t t' )1 (ˆt  r1N )  t 1h( t ) g ( t , t ) / g ( t , t )

(57)

再把 bt 代加到 HJB 方程，整理可得 g ( t , t ) 满足以下的偏微分方程：

[(1/ 2 )(t t' ) 1 ( ˆ t  r1N )( ˆ t  r1N )  r1N ] g 2  [(1/  )(t t' ) 1 h( t )( ˆt  r1N )

(58)

[1/ (1   )]a( t )]gg  (1/ 2 )(t t' ) 1 a( t )a ' ( t )( g ) 2
[1/ 2(1   )](t t' ) 1 a( t ) a ' ( t ) g g  1/ (1   ) ggt  0
边界条件为 g ( , T )  1,  [0,1] 。这是一个非线性的偏微分方程，同时也是退化
的，因为  的边界值是 0 或 1。所以这个方程很难求出解析解。
为简单计，我们仍然以一个风险资产和一个无风险资产为例说明式(57)所表
达的经济含义。
当市场只存在一个风险资产和一个无风险资产时，
bt 

(59)

( ˆ t  r )  t (1   t )( 1  2 ) g ( t , t )

 2
 2 g ( t , t )

上式中第一项是短视的投资比例，就是把 Merton 模型中的短视组合中的  t 换
成 ˆ t 。短视投资组合意味着最优投资只与风险厌恶水平，预期超额收益率和市
场波动率相关，与投资期限无关。第二项是对冲组合，其大小取决于

 t (1   t )(1  2 ) g ( t , t ) g ( t , t )
 (1   t )(1  2 )
和
。
可以看作是对冲需求 t
的
2
g ( t , t )
g ( t , t )

2
调整项。由于 g ( , T )  1 对所有的  都成立，因此对短期投资者来说， g 几乎为
0 对所有的  都成立，这时对冲组合大小主要取决于

 t (1   t )(1  2 )
。如果
2

1   2  0 ,对冲组合为正，这意味着投资者通过作多（买入）证券来规避市场状
态的不确定性。而且对于短期投资者来说：当其它条件不变时， 1   2 越大，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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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状态下的预期收益率差距越大，投资者对市场状态不确定性的避险需求就越
大；当风险资产的波动率  越小，投资者的避险需求就越大。这是因为  越小，
资产价格中的噪音就小， 对资产价格的变化就更敏感，投资者更有避险的冲动，
所以避险需求就越大。当  越接近边界时，避险需求就越小，因为  越接近边界
0 或 1，投资者对市场状态的不确定性就越小，所以避险需求的冲动就比较小了。
当  t  1/ 2 时，  t (1   t ) 最大，即投资者对市场的不确定性达到最大，他只能作
最坏的打算了，避险需求大小达到最大。但对于长期投资来说，以上分析未必成
立。因为对于长期投资者来说，对冲组合大小也与
依赖于参数的。

g ( t , t )
g ( , t )
相关，而  t 是
g ( t , t )
g ( t , t )

g ( t , t )
的影响可能是显著的，因此长期投资者的最优投资权重
g ( t , t )

与短期投资者会有很大的区别。

5.4

状态不确定性风险存在风险溢酬吗
在不完全信息下，投资者将面临着另外一种不确定性，那就是参数不确定性。

参数不确定性是由参数估计风险带来的，这是因为投资者并不确切地知道各种参
数，他们在进行投资决策之前，先要利用各种信息估计这些参数，估计就必然存
在误差。那么这种参数不确定性对资产价格会产生怎么的影响呢？直觉上，投资
者对参数不确定的厌恶必然要求一个额外的风险补偿，参数不确定性也可能是一
个风险因子，应该被定价的。在本章的设定下，参数不确定性具体为市场状态的
不确定性。我们将从理论上证明投资者信念以及市场状态的不确定性与股票收益
之间的关系。
目前在贝叶斯框架下,考察不完全信息对资产定价的影响的研究非常少，众多
学者主要关注于不完全信息对最优投资组合选择的影响。就笔者目前所看到的文
献，只有Ozoguz(2009)和Veronesi(2000)③。Ozoguz(2009)实证研究发现市场状态
的不确定性水平与资产价格负相关，但Ozoguz没有给出理论证明。Veronesi(2000)

③

这里很有必要补充说明一下，在论文交稿时，师弟吕恺阅读我的论文时，提醒我 Zhang(2003)

的工作论文也讨论过这个问题，并进行了实证研究。但笔者在进行这一节的理论证明时并没
有看到 Zhang（2003）的这篇文献，这一节的理论证明确是由笔者自己证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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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红利过程的漂移项不可观测，但投资者可以观测到公共信息，这个公共信息
过程充满噪声，他们利用这个噪声信号过程推断未知的漂移项。在这个假定下，
Veronesi(2000)从理论上研究公共信息的精度对市场收益率和波动率的影响，结
论表明：噪声信号的精度越高，市场风险溢酬的越大，同时市场波动率是U型的。
但本文的设定与Veronesi(2000)不同。Veronesi(2000)主要回答了在不完全信息下，
外在的公共信息的准确性对市场收益率和波动率的影响，是基于消费资本资产定
价模型(CCAPM)的研究。而我们关注不完全信息下，市场状态的不确定对个股
收益率的影响，研究市场状态的不确定是否能解释个股的截面收益差异。我们采
用跨期资本资产定价模型(ICAPM)。Veronesi(2000)假设未知的预期收益率有n种
状态，为了直观说明，本文只考虑两种状态：好状态和坏状态，当然模型可以很
容易推广到多状态的情形。本节可以看作是Ozoguz(2009)的理论补充。
考虑一个标准的Lucas纯交换经济， 一个无限存活的代表性投资者具有如下
的等弹性效用函数
U (C , t )  e

 t

Ct1  1
1 

其中Ct是相应时期的消费， 是相对风险厌恶水平， 是贴现率。  0,  0 。
当   1 ，U (C , t )  ln Ct 。假设 U (C, t ) 二次连续可微，单调增加凹函数，且 U (C, t )
时间可分。
假设代表性投资者的投资机会集由N个风险资产和一个无风险资产组成。无
风险资产的收益率记为 rt f ，风险资产的价格记为 {Sit }iN1 ，红利过程记为 {Dit }iN1 。
N

总红利过程 Dt   Dit 在完备概率空间 (, F , P) 上满足如下随机微分过程：
i 1

dDt
  Dt dt   Dt dWt
Dt

(60)

 Dt 不可观测，是个两状态连续时间马尔可夫链，状态空间为 {DH , DL } 。设

DH  DL ，即状态H是高预期收益率状态，表示好状态。状态L是低预期收益状
   
态，表示坏状态。  Dt 的生成算子为 Q  
。
 v v 
信息集的设定与上节一致。代表性个人具有不完全信息，他们是基于信息集
Ft D   ( D ;0    t ) 进行消费和投资决策。 Ft D  Ft   ( ,W ;0    t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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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D
性质1 记  t  P(Dt  D | Ft ) ，初始时刻的状态概率  0 已知。与上节类似可

得  t 满足如下随机微分方程：
d t  [  (  v) t ]dt   t (1   t )

(H  L )

D

dWˆt   dt    dWˆt

(61)

D
其中 Wˆ  t dD  D ˆ D d
是 Ft 上的标准布朗运动。     (  v) t ，
t
0  D D

    t (1   t )

(H  L )

D

, ˆ Dt  E[  D ,t | Ft D ]   DH  t   DL (1   t )

是

 Dt 的条件预期值。

接下来我们运用随机贴现因子理论(Stochastic Discount Factor，简称 SDF)讨
论市场状态不确定性风险是否存在溢酬。随机贴现因子理论是资产定价领域的一
般定价框架，Cochrane 在 2001 年出版的《资产定价》一书非常详细地介绍了这
个理论，本文将直接引用该书的一些结论。
假设消费品是非耐用品，所有的红利都用于消费即 Ct  Dt ，根据
Cochrane(2001)知随机贴现因子 t 

U C (t )
 et Dt 其中 U C () 是 U (C, t ) 对消费
U C (0)

C 的一阶导数④。
由Ito引理知，
d t
dDt 1
dD
  dt  
  (  1)( t )2
t
Dt 2
Dt

(62)

无风险资产的收益率⑤
rt f   Et (

d t
1
)    ˆ Dt   (  1) D2
t
2

(63)

连续时间随机贴现因子理论的基本定价公式为


it Sit  Et [ is Dis ds]

(64)

s t

式(64)中的  看起来就像是一个“贴现因子”，将资产未来的回报贴现为资产当期t
④

上节已经说明了在这些设定下市场仍是完全的，Cochrane(2001)证明，如果市场是完全的，

那么存在唯一的随机贴现因子能确定各类资产的价格。另外，一些文献也称 SDF 为定价核
(Pricing Kernel)。
⑤

Et ()  E (| Ft D ) 表示基于信息集的条件期望，下文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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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价格，故被称为随机贴现因子。利用Ito引理和简单的数学变换，可得
Et [

dSi Di
d  dS
 dt ]  rt f dt   Et [ t  i ]
Si
Si
 t Si

(65)

将(62)代入上式得
Et [

dSi Di
dD dS
dD dS
 dt ]  rt f dt   Et [ t  i ]   Covt ( t , i )
Si
Si
Dt Si
Dt Si

(66)

性质2⑥ 令 S Mt 表示市场组合的价格， S Mt 可表示为
S Mt  Dt [C1 t  C2 (1   t )]

(67)

其中 C1 


1
E (  U c ( D( s), s) D( s)ds |  D (t )   H )
t
U c ( D(t ), t ) D(t )

C2 


1
E (  U c ( D( s), s) D( s)ds |  D (t )   L )
t
U c ( D(t ), t ) D(t )

C1 和 C2 是两个正的常数，与当期的红利大小无关。 C i 可以看作在相应的市

场状态下，投资者对红利回报用随机贴现因子进行定价，表示在相应的市场状态
下，投资者愿意支付的价格。Ci 越大意味着投资者更愿意支付一个更高的价格，
相对于状态H或L的红利来说。由于投资者不能观测到  H 或  L ，他们用状态概
率对 Ci 进行加权平均。
对(67)式运用 Ito 引理，可得
dSM dD
(C1  C2 )
(C1  C2 )


d t 
 D  dt
SM
D C1 t  C2 (1   t )
C1 t  C2 (1   t )

(68)

所以
(C1  C2 )
(C1  C2 )
dD dSM


d t 
 D  dt
D
SM C1 t  C2 (1   t )
C1 t  C2 (1   t )
由(68)式，市场组合的波动率  M   D 

(69)

(C1  C2 )

C1 t  C2 (1   t )

将(69)式代入(66)式，
Et [

dSi Di
dS
dS dS
(C1  C2 )
 dt ]  rt f dt   Covt ( M , i )  
Covt (d t , i )
Si
Si
S M Si
C1 t  C2 (1   t )
Si

将上式写为更为一般的资产定价模型

⑥

Veronesi（2000）的附录给出了这一性质的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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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rt f )dt  Mt iM ,t   t i ,t

(71)

dSi Di
其中 it dt  Et [ S  S dt ] 表示瞬时预期收益率，
i
i

iM ,t 

dS Mt dSit
dS dS
,
) Covt ( Mt , it )
S Mt Sit
S Mt Sit

dS
 M2
Vart [ Mt ]
S Mt

Covt (

Mt   Vart [

i ,t 

(72)

(73)

dS Mt
]   M2
SMt

dSit
dS
) Covt (d t , it )
Sit
Sit

2
Vart [d t ]


Covt (d t ,

 t  

(74)

(C1  C2 )
(C1  C2 )
Vart [d t ]  
 2
C1 t  C2 (1   t )
C1 t  C2 (1   t )

(75)

由(68)式可以算出

M  D 

(C1  C2 )

C1 t  C2 (1   t )

其中     t (1   t )

(H  L )

D

(76)

。等式(70)和(71)说明个股的预期收益率不仅由个股

收益率与市场组合收益率的方差决定，就像标准的CAPM模型所描述的那样，还
由个股收益率和投资者信念的协方差决定。  t 是由市场状态的不确定性所要求
的风险补偿，也可以认为是不完全信息所造成的信息风险溢酬或者是由参数不确
定性所引起的估计风险溢酬。市场风险溢酬 Mt 和不确定性风险溢酬  t 都是投资
者信念  t 的函数。
在本文的设定下，Veronesi(2000)一文中的 V 

 t (1   t )( H   L )(C1  C2 )
。
 t C1  (1   t )C2

Veronesi(2000)证明了 V  0 等价于   1 ； V  0 等价于   1 。当   1 时（即对
数效用函数），V  0 等价于 C1  C2 ，此时  t  0 ， Mt   M2   D2 ，模型(71)退
化为经典的条件CAPM模型。这说明对数效用的投资者并不在意当前的市场状态，
市场状态的不确定性没有被定价。当   1 时， V  0 等价于 C1  C2 ， 此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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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  C2 )
(C2  C1 )(  H   L )
 2  
 t (1   t )  0 即状态不确定性
C1 t  C2 (1   t )]
[C1 t  C2 (1   t )] D

的风险价格是正的，这意味着当 i ,t 越大时，投资者要求的股票收益率就越大。
当  t  1 时， t ＝0，即不存在状态不确定时，不确定性风险价格为0。Ozoguz(2009)
定义投资者不确定性指数 UCt   t (1   t ) 。 t 分别是 UCt 和  t 的增函数。当  t 越
大（这意味着投资者越乐观，因为  t 是市场处于好状态的概率），不确定风险价
格就越大。这是由于投资者认为市场很有可能处于牛市，必然要求一个更高的风
险回报。当不确定性指数 UCt 越大时，不确定性风险价格也越大，这是因为 UCt 越
大，意味着投资者对市场状态的越不确定，对不确定性风险要求的风险补偿当然
也越大。
对一个很小的时间间隔  t ，(71)式可写为
(77)

Et [ri e,t t ]  Mt iM ,t   t i ,t
其中：

 iM ,t 

(78)

Covt (ri e,t t , rMe ,t t )
Vart [rMe ,t t ]

(79)

Mt   Vart [rMe ,t  ]
t

i ,t 

(80)

Covt (rie,t t ,  t )
Vart [ t ]

(81)

(C1  C2 )
 t  
Vart [ t ]
C1 t  C2 (1   t )

和 ri e,t t 

Si ,t t  Di ,t t  Si ,t
Si ,t

 rt f t 是股票i的超额超益率。

Ozoguz(2009)将  t 拆分成两项，一项是投资者信念风险溢酬，一项是状态不
确定性风险溢酬。即
(82)

UC
Et [rie,t t ]  Mt iM ,t  i,t i,t  iUC
,t i ,t

Cochrane(2001)指出(77)式意味着随机贴现因子可以用定价因子线性表示，即
下面的性质3。
性质3 (77)式意味着我们能够找到时变的系数 at , bt , ht 使得随机贴现因子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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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成足 rMe ,t t 和  t t 的线性函数，即
(83)

t t  at  bt rMe ,t t  ht  t t
tt 可以对任意的超额收益率 ri e,t t 进行定价，即

(84)

Et [t t rie,t t ]  0
对(84)式取无条件期望，得

(85)

E[t t rie,t t ]  0

(85)式意味着每个资产都可以表示成无条件 CAPM 的形式，Ozoguz(2009)一
文给出了详细的说明。Ozoguz(2009)用 Markov 机制转换模型中的条件状态概率
作为投资者信念的代理变量，并利用状态概率定义了投资者不确定性指数
UCt   t (1   t ) 。Ozoguz 认为条件状态概率的时间序列能够反映投资者对将来的

预 期 以及不可观测的信息集的变化。然后他使用 AR(2)提取了 UCt 的新息
(Inovation)作为不确定性风险因子。实证结果表明在市场状态不好的时候，投资
者信念对资产价格具有负向的影响。不确定指数的水平值与资产价格存在一种负
向的非线性关系。不确定性风险因子对股票截面收益具有很强的解释能力。投资
者信息和不确定性风险因子能够很好的解释了股票截面收益率中的大部分收益。

本章小结

5.5

本章是理论研究，主要回答了以下两个问题。第一，不完全信息下投资者如
何进行最优投资决策。第二，不完全信息对资产定价的影响。
在连续时间金融框架下，我们用隐 Markov 机制转换过程刻画预期收益率的
动态变化，利用动态最优化方法推导了不完全信息下最优投资组合最优解，分析
了最优解的经济含义。结论表明不完全信息会造成投资者产生对冲市场状态不确
定的风险规避需求。对冲组合的大小与投资者信念、资产价格波动率等因素密切
相关。
我们给出了 Ozoguz(2009)一文的理论补充，从理论上说明了不完全信息是如
何影响资产定价。我们运用随机贴现因子理论推导了不完全信息下的条件 CAPM
模型。结论表明投资者信念和市场状态不确定风险在股票截面收益中被定价，投
资者对市场状态的不确定会要求一个额外的风险补偿。当风险厌恶水平大于 1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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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不确定性风险的风险价格是正的，同时与投资者信念和不确定性指数正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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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引言
上章在连续时间框架下，探讨了不完全信息下的最优投资组合选择问题。结
论表明最优投资权重与投资者风险厌恶水平、投资者信念以及平均预期收益率等
因素密切相关。由于连续交易在现实中几乎不可能实现。因此本章从离散时间角
度进行实证分析，研究不完全信息下的动态多期投资组合选择问题。本章以我国
股票和债券市场周收益率数据为研究样本，采用 Markov 机制转换向量自回归模
型和 Monte-Carlo 模拟方法分析不完全信息下投资者的投资决策行为，主要回答
以下几个问题：
（1）投资者信念以及投资期限、风险厌恶系数对最优投资比例的影响；
（2）投资者如何利用最新获得的信息不断地进行学习，修正他们对当前市
场状态的判断，从而调整投资组合的权重；
（3）次优组合（即不考虑市场状态变化的最优选择模型）的福利损失，是
否统计上显著。
本章的研究突出了非对称的市场状态以及投资者学习行为在动态资产组合
选择过程中的重要性，为我国投资者，特别是保险公司、社保基金和企业年金等
长期投资者提供有价值的参考。本章的主要贡献有：第一，传统金融理论认为投
资者最优投资选择只与他自身的风险厌恶水平相关，与投资期限无关，而且在任
何市场状态下，投资者都持有相同的资产头寸，但是直觉上以及投资顾问都会告
诉我们，和短期投资者相比，长期投资者应该配置更多的风险资产，在市场形势
大好时多配置股票，在熊市应该多配置无风险资产。本文的实证结论验证了这个
观点，认为投资者的投资决策与投资期限是紧密相关的，在不同的市场状态下，
投资者会持有不同的资产头寸。第二，本文在投资决策中引入贝叶斯学习过程，
使模型更切合实际。
本章行文结构如下：第二部分介绍 Markov 机制转换向量自回归模型；第三
部分为投资者最优决策问题，第四部分为经济含义分析，最后是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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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Markov 机制转换向量自回归模型
假设 N 个风险资产的超额收益率 rt  (r1t , r2t ,, rNt )' 满足如下的 MS(K)-VAR(p)
过程：
p

rt   0,Yt    j ,Yt rt  j   t

(86)

j 1

其中 p 是滞后阶数，其数值根据信息准则判断。  t  N (0, Yt ) 。不可观测的
状 态 变 量 Yt 服 从 K 状 态 遍 历 不 可 约 的 Markov 过 程 ， 其 转 移 概 率
K

pij  P(Yt 1  j | Yt  i ) 满足 pij  0 ，  pij  1, i  {1, 2  K }, 。假设 Yt 与  t 相互独立。
j 1

0,Y ,  j ,Y , j  1, p 是各相应状态下 VAR 模型的截距项和系数向量。
t

t

进一步地我们将(86)转化成均值调整形式
(87)

p

rt  uYt    j ,Yt (rt  j  uYt  j )   t
j 1

p

其中 uYt  ( I n    j ,Yt ) 1  0,Yt ， I n 是 n  n 单位阵。
j 1

我们采用第三章给出的Markov机制转换模型的极大似然估计法和EM算法来
估计参数。
为保证足够的样本长度，我们使用上证综合指数以及中信标普全债指数周对
数收益率。用银行间债券 7 日回购周加权平均利率作为无风险利率。期限从 2002
年 6 月到 2009 年 12 月，共 381 个样本。此样本区间横跨我国 2005 年开始的股
权分置改革和 07 底开始的金融危机，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所用数据均来自 Wind
数据库。为方便计我们用 stock 表示上证综合指数，bond 表示中信全债指数。
表 5 列出上证综合指数和中信全债指数超额收益率描述性统计，股票收益率
明显高于债券，波动率也大得多。偏度和峰度表明二者都是尖峰肥尾分布，ADF
检验表明二者都是平稳序列，滞后 20 阶的 Ljung-Box 检验显示,全债指数收益在
5%置信水平存在序列自相关，上证指数收益率不存在自相关。上证指数收益率
与全债指数收益率的相关系数为－0.1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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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上证和全债指数周超额对数收益率的描述性统计
指数类别

均值

标准差

偏度

峰度

ADF检验

上证综指

0.0016

0.0391

-0.0108

4.4886

-18.5*

中信全债

0.00003

0.0029

-0.6588

11.5793

-7.6009*

Q(20)
166.49
47.918*

注：ADF 检验是增广的迪基-富勒检验,不包含常数项和趋势项,*表示 5%置信水平上显著。

本文运用 Krolzig 的 MSVAR 软件包在 Givewin 平台上对模型进行估计。根
据 AIC 准则、HQ 准则、SC 准则和对数似然值综合判断，本文发现 MS(2)-VAR(1)
模型的解释能力较强。估计结果见下表：

表6

MS(2)-VAR(1)模型参数估计结果
Panel A-单状态VAR(1)模型估计结果

均值

上证综合

中信全债

0.0016

0.00003

自回归系数
截距项

0.0015(0.7475)

Stock_1

0.0474(0.9209)

-0.0026(-0.7267)

Bond_1

-0.3955(-0.5600)

0.3468(7.1855)

0.00002(0.1717)

相关系数/
波动率
上证综合

0.0391

-0.0114

中信全债

-0.0114

0.0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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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nel B-两状态MS(2)-VAR(1)模型
上证综合

中信全债

1.均值
机制1（熊市）

-0.0099

0.0006

机制2（牛市）

0.0043

-0.0001

2.回归系数
机制1（熊市）
截距项

-0.0096（-1.3914）

0.0003（0.5302）

stock_1

0.0041（0.0291）

-0.0022（-0.1591）

bond_1

-0.5227（-0.4801）

0.3528 (3.0136)

机制2（牛市）
截距项

0.0041(1.7178)

-0.0001(-0.5347)

stock_1

0.0384（0.5947）

-0.0020 (-0.7228)

bond_1

0.3370 (0.2856)

0.3207(5.7122)

3. 相 关 系 数 / 波
动率
机制1(熊市)
上证综合

0.0472

-0.0068

中信全债

-0.0068

0.0051

上证综合

0.0364

-0.0002

中信全债

-0.0002

0.0016

4.转移概率

机制1(熊市)

机制1(熊市)

0.8874

0.1126

机制2(牛市)

0.0259

0.9741

5.状态汇总/状

样本数量

机制2(牛市)

机制2(牛市)

频率

平均持续时间

态持续期
机制1(熊市)

72

0.1869

8.88

机制2(牛市)

308

0.8131

38.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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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均值根据公式 uYt  ( I n 

p


j 1

j ,Yt

) 1  0,Yt 计算。第三部分相关系数/波动率，主对角

线上的元素是指波动率(标准差)。stock_1表示上证综合指数滞后一阶，bond_1表示中信全债
指数滞后一阶。系数括号里是相应的t值。

从表6中我们可以看到：机制1（熊市）对应着负收益高波动, 机制2（牛市）
对应着高收益低波动，但是债券在熊市超额收益率为正，在牛市超额收益率为负。
两种机制下,股票收益率的均值相差1.4%，债券均值相差0.07%。我们发现在不同
机制下，股票和债券都是负相关，相关系数非常小，几乎为0。上证指数收益率
的VAR系数都不显著，中信全债指数收益率滞后一阶系数显著，这与上证指数收
益率不存在序列自相关，而全债券指数存在序列自相关相吻合。由转移矩阵可以
算出稳态概率为（0.187，0.813），从状态汇总/状态持续期的估计结果我们可以
看到：当前处于熊市下一期仍处于熊市的概率为0.8874，熊市状态的平均持续期
为8.88周(1/(1-0.8874))。当前处于牛市下一期仍处于牛市的概率0.9741,牛市状态
的平均持续期38.66周(1/(1-0.9741)。牛市的持续期要明显高于熊市。当前处于熊
市下一期处于牛市的概率(0.1126)大于当前处于牛市下一期处于熊市的概率要明
显0.0259。
图5是熊市和牛市的平滑概率.它们是完全相反的。从图5（b）可以看出:在2006
年之前我国股市在牛市和熊市之间交替转变, 每种状态持续的时间都相对较短。
之后我国股市进入较长的牛市,期限从2006年1月到2007年12月,此时次贷危机的
影响渐渐显现出来，到2009年4月股市开始慢慢回暖。

图5 牛熊市的平滑概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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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投资者最优资产配置问题
6.3.1

基本模型

下面我们将在经典的预期期末效用最大化框架下讨论机制转换对资产配置
的影响。假设投资者在t时刻进行投资，投资期限为T，效用函数为CRRA效用函
数 U (Wt T ) 

Wt1T
，其中   0 为风险厌恶系数。 t  (ts tb )' 表示投资于风险资
1 

产（股票，债券）的权重， 1  2t 是投资于无风险资产的权重， 2  (1 1) 。为简
单计，我们假设投资者初始财富 Wt 为1，无交易成本，市场无摩擦并且不能卖空。
一个购买并持有(Buy-and-Hold)的投资者通过最大化期末期望效用来确定t时
刻投资权重。
max Et [
t

Wt1T
]
1 

(88)

s.t Wt T  [(1  2t ) exp(Tr f )  t' exp(rt:t T  Tr f )]

t  [0,1]  [0,1]
其中 rt:t T  rt 1  rt  2    rt T
模型(88)是单期静态的投资组合选择问题。然而，当交易成本不是太高时，
一个理性的投资者可能会根据投资环境的变化适时地调整投资组合头寸，而不是
从期初到期末一直持有同一头寸。
令  是投资者调整组合的频率，则 B  T /  是调整次数， tb  t  b

T
为调整时
B

刻 b  0,1, B  1 ，b 表示 t b 时刻风险资产的权重，1  2b 就是投资于无风险资产
的比重。当 B  1,   T 模型就简化为购买并持有策略。
将期末效用函数改写为 U (WB ) 
max
Et [
B 1

{ j } j 0

Wt 1T
1 



WB1
1 

，此时投资者最优化问题为：

WB1
]
1 

s.t. Wb 1  Wb [(1  2b ) exp( r f )  b' exp(rb 1   r f )]
rb 1  rtb 1  rtb  2  ...  rtb1 , b  0,1,..., B  1

b  [0,1]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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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采用动态最优化方法来求解上式最优化问题，设(89)的价值函数为
(90)

WB1
J (Wb , rb ,b ,  b , tb )  max
Etb [
]
{ j }Bj b1
1 r

p
其中 b  {i ,{ j ,i ,b } j 0 , b } 是机制转换模型的所有参数， b 是 t b 时刻的状态概

率。
由于状态不可观测并且信息不对称，投资者在当前时点上所获得的信息是不
完全信息，随着时间的推移，投资者根据新获得的信息更新其对市场状态的认识，
从而调整他们的组合头寸，使动态资产组合处于最优状态。投资者的这种学习行
为对投资组合选择非常重要，因为投资组合选择不仅依赖于预期的资产收益，而
且依赖于他们对市场处于何种状态的认识。假设投资者根据贝叶斯学习准则更新
他们的信念：
(91)

( b ' (ˆt )ˆ t (b1) )'  (rb1;ˆt )
 b1 (ˆt ) 
[( b ' (ˆt )ˆ t (b1) )'  (rb1;ˆt )]'b
其中 ˆ t

( b 1)

  i 1

( b 1)

ˆ t ，  表示矩阵对应元素相乘。

1
N
p
p



1
' ˆ 1
2 ˆ 1 2
ˆ
ˆ
ˆ
(2

)

exp[

(
r




r
)

(
r



ˆ j ,1rtb  j )] 



1
b
0,1
j ,1 tb  j
1
b
0,1
2
j 1
j 1

 (rb 1 ;ˆt )  
1
N
p
p



1
(2 ) 2 ˆ 21 2 exp[ (rb  ˆ0,2   ˆ j ,2 rtb  j )' ˆ 11 (rb  ˆ0,2   ˆ j ,2 rtb  j )]
2


j 1
j 1

(92)
在幂效用函数下
(93)

Wb1
J (Wb , rb , b ,  b , tb ) 
Q(rb , b ,  b , tb )
1 
Bellman方程为

J (Wb , rb , b ,  b , tb )  max Etb [ J (Wb 1 , rb 1 , b 1 ,  b 1 , tb 1 )]

(94)

b

此时最优化问题变成
Wb1
Wb 11
Q
(
r
,

,

,
t
)

max
E
[
Q(rb 1 , b 1 ,  b 1 , tb 1 )]
b
b
b b
tb

b
1 
 1 

' ˆ ˆ ( b 1) '
)   (rb 1 ;ˆt )
 (ˆ )  ( b (t )t
 b 1 t
[( b ' (ˆt )ˆ t (b 1) )'   (rb 1 ;ˆt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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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式最优化问题很难求出解析解，我们采用Guidolin and Timmermann(2007)
一文中介绍的Monte-Carlo方法近似预期效用，再用动态最优化的倒推法求得t时
刻的权重。
算法思路如下:
(1)由第二部分的分析知： rtb  j ,n (Yb )  N (Yt  j , Yt  j ) 。对 Yb 的每一可能取值，模拟
b

b



N个  期的收益率 Rb 1,n (Yb )   rtb  j ,n (Yb ) ， n  1, 2, N 。再根据状态概率加权得
j 1

到随机收益率样本
(96)

2

Rb 1,n ( b ,n )   e j ' b ,n Rb 1,n (Yb )
j 1

(2)投资者更新下一时刻的信念
(97)

( b ' (ˆt )ˆ t (b1) )'  ( Rb 1;ˆt )
 b1 (ˆt ) 
[( b ' (ˆt )ˆ t (b1) )'  ( Rb1;ˆt )]'b
(3)重复第一步到第三步,得到一系列的  b 和 Rb1,n ( b,n ) ，b=0,1…B－1.
(4)用倒推法计算每一时刻的权重

Q( b , tb )
1
 max

b ( b ) N (1   )
1 

(98)
1

N

[(1  2b ) exp( r f )  b' exp( Rb1,n ( b,n )   r f )] Q( b+1, tb1 )
n 1

初始条件为 Q ( B , t B )  1 。
在购买并持有策略情形下，不用执行2－4步，最优化问题简化为
1

N
1
max
[(1  2t ) exp(Tr f )  t' exp( RT ,n ( t )  Tr f )]

t ( T ) N (1   )
n 1

(99)

其中
2

T

j 1

j 1

RT ,n ( t )   e j ' b ,n RT ,n (Yt ), RT ,n (Yt )   rt  j ,n (Y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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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2

实证结果

传统金融理论在资产收益率独立同分布的假设下，认为投资者的投资决策只
与风险厌恶水平等因素相关，而与投资期限无关，即长期投资者与短期投资者的
资产组合完全相同，投资者存在短视效应。Campbell and Viceira(2002)在资产对
数收益率服从独立同分布(Independent and Identically Distributed, IID)的条件正态
分布，投资者最大化期末幂效用假设下得出最优风险资产的投资权重为



IID
i ,t



Et ri ,t 1  rf   i2,t / 2



2
i ,t

。其中 ri ,t 1 、 i2,t 是第i个风险资产的对数收益率和相应的

方差，  表示风险厌恶系数， rf 是无风险利率。
本章利用上证综合指数和中信全债指数周收益率数据，运用Matlab编程，共
进行了50000次模拟，算得在单状态独立同分布情况下最优股票权重为0.37，最
优债券权重为0.63.
图6是假设风险厌恶水平为5,t时刻的市场状态分别为熊市、牛市以及稳态状
态即  t  (1,0)' 、  t  (0,1)' 、  t  (0.19,0.81)' 情形下，购买并持有策略的最优决
策。从图中可以看出，投资者对当前市场状态的判断是影响其短期投资决策的关
键因素，短期期限效应非常明显。投资期限越长，人们对股票的投资越为谨慎，
债券的比重加大，权重稳定在某个固定水平，而且任一种情况下的股票投资权重
都会大于IID的情形。
当t时刻市场状态是熊市时，在短期内投资者不投资股票，随着时间的推移，
他们相信市场会慢慢变好，股票的权重会慢慢增加，债券的情形正好相反。当初
始状态是牛市时，短期内人们全部投资股票，随着时间推移，减持股票，增加对
债券的投资。当初始状态为稳态状态时，这时投资决策非常类似IID的情形，股
票权重稳定在42%左右，债券权重稳定在58%左右，也就是说当投资者无法确定
当前的市场状态时他们就采取某种稳定的投资策略，不管投资期限有多长。稳态
状态下的投资权重比IID情形下的投资权重大，这是由于市场状态的不确定性使
投资者产生对冲状态不确定性的规避需求，二者的差距就是上章提到的对冲组合
(Hedging Portfolio)。另外我们发现股票和债券的决策是互补，即使在熊市时人们
也不投资于无风险资产。这可能是因为我国股债市场的相关性几乎为0，债券很
够很好地分散风险，不管初始状态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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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显然，最优决策与风险厌恶水平密切相关。图7描绘了熊市和牛市情形下
风险厌恶水平对投资决策的影响。假设风险厌恶系数从2变到20，对投资期限为1
个月（短期）和10年（长期）两种情况进行对比。从图中可以看到：在短期，当
前状态为熊市时，不管是低风险厌恶水平还是极度风险厌恶水平的投资者都选择
不投资股票全部投资债券；在牛市，低风险厌恶水平的投资者只投资股票，随着
风险厌恶水平的增加，股票比重减少到20%。当投资期限长达10年时，在牛市低
风险厌恶水平的投资者只投资于股票，与短期类似，风险厌恶水平的增加，股票
比重减少。我们发现牛熊市下的投资策略完全异于IID的情形，在同一风险厌恶
水平牛市的股票比重大于熊市的，熊市大于IID的。债券的情形正好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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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风险厌恶系数的影响
接下来我们讨论投资者如何通过学习去动态调整组合，以达到期望期末效用
最大化。表7给出不同频率不同投资期限t时刻的投资权重。当   T 时用NA表示。
从表中可以看出，在熊市，不管调整频率多大，投资者都选择不投资股票，全部
投资于债券；而在牛市，与购买并持有策略不同，投资者不投资债券，将60%的
财富投资于股票，剩下的投资于无风险资产，这可能跟牛市时债券的平均收益率
为负数有关。在牛市和稳态状态情形下随着调整次数的增加，股票的权重也增加，
但变化不大。牛市动态调整的股票比重都大于购买并持有策略以及IID情形，稳
态状态的刚好相反，这是因为稳态状态情形下，投资者无法确定当前的市场状态，
即使可以通过不断的学习重新判断市场状态，在期初他们对股票的投资是谨慎的。
债券的情形正好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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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

动态调整的最优权重

82

（不）完全信息下的投资组合选择：基于 Markov 机制转换模型的研究

实证分析表明不同的市场状态对最优投资组合选择有很大的影响，那么这是
否意味着投资者的效用可以得到提高。采用效用成本(Utility Cost)的概念对单状
态资产配置与不同市场状态资产配置模型的期望效用进行对比。为了度量效用成
本，我们计算初始财富的增加或者是补偿，也就是投资者为了得到与机制转换模
型下相同的期望效用而接受的初始财富的补偿。这里我们只比较稳态概率的情形。
IID
Et [
用 J t  max
IID
t

IID
t T

函数。其中 W

(Wt IIDT )1
1 

 [(1  2

IID
t

] 表示在独立同分布对数正态分布短视投资者的价值

) exp(Tr ) 
f

' IID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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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rt:t T

Et [
 Tr )]。用 Qt  max

f

t

Wt1T
1 

]表

f
f
示牛熊市状态下的价值函数，其中 Wt T  [(1  2t ) exp(Tr )  t exp(rt:t T  Tr )] 。

用  表示初始财富补偿，计算公式如下：

max
Et [
IID
t

1
[(1   )Wt IID
W 1
T ]
]  max Et [ t T ]
t
1 
1 

所以

 (

Qt 1
) 1
Jt

(101)

效用成本是风险厌恶系数的函数，一般来说，风险厌恶水平越高，效用成本
越低。因此，我们将讨论风险厌恶水平为10这种极端情况下的效用成本。如下图
所示，即使是在极度风险厌恶水平，这种效用成本在短期内为2%,长期为1.2%。
期限越长，效用成本越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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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效用成本（时间单位为月）

6.4

本章小结
本文发现我国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存在明显的结构变化特征，可以将资本市

场分成两种状态：高波动负收益（熊市）和低波动正收益（牛市）。这种市场的
不同状态对投资组合选择模型的影响是显著的。有别于传统的投资组合选择模型，
牛熊市下的投资组合选择模型存在较大差别，具有明显的期限效应，短期效应强
于长期效应，并且动态调整频率的高低会影响人们的投资决策。投资者信念决定
了最优投资决策，不同的市场信念下，投资者采取不同的投资策略。另外，我们
发现在极度风险厌恶的情况下，考虑市场状态变化的投资组合选择模型能够提高
投资者的总体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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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研究结论
本文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研究了完全信息和不完全信息下的动态投资
组合选择行为，分析了不同的市场状态、投资者学习行为对动态投资组合选择的
影响以及不完全信息下市场状态不确定性风险对资产定价的影响。并与静态模型
进行了对比分析，突出了动态投资组合选择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主要研究结论可
归纳如下：
（1）当投资者对市场状态拥有完全信息时，在不同的市场状态下，投资者
仍然是短视的。在每一相应状态下，最优投资权重只与各相应状态下资产的预期
收益率、协方差以及投资者的风险厌恶水平相关，与投资期限无关。虽然未知的
下一时刻的市场状态增加了不确定性，但投资者没有规避这种不确定的需求。利
用我国股票市场数据的经验研究表明：我国股票市场存在明显的两状态机制转换，
可以将我国股票市场分为高波动状态和低波动状态。在高波动状态，各行业间的
相关系数会显著变大。根据市场状态的变化进行投资决策能够提高组合的夏普比
率。
（2）在连续时间金融框架下，我们用隐 Markov 机制转换过程刻画预期收益
率的动态变化，利用动态最优化方法推导了不完全信息下最优投资组合最优解，
分析了最优解的经济含义。结论表明不完全信息会造成投资者产生对冲市场状态
不确定的风险规避需求。对冲组合的大小与投资者信念、资产价格波动率等因素
密切相关。另外我们运用随机贴现因子理论推导了不完全信息下的条件 CAPM
模型。结论表明投资者信念和市场状态不确定风险在股票截面收益中被定价，投
资者对市场状态的不确定会要求一个额外的风险补偿。当风险厌恶水平大于 1
时，状态不确定性风险的风险价格是正的，同时与投资者信念和不确定性指数正
相关。
（3）基于样本内的经验分析表明我国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存在明显的结构
变化特征，可以将资本市场分成两种状态：高波动负收益（熊市）和低波动正收
益（牛市）。这种市场的不同状态对投资组合选择模型的影响是显著的。有别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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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投资组合选择模型，牛熊市下的投资组合选择模型存在较大差别，具有明
显的期限效应，短期效应强于长期效应，并且动态调整频率的高低会影响人们的
投资决策。投资者信念决定了最优投资决策，不同的市场信念下，投资者采取不
同的投资策略。另外，我们发现在极度风险厌恶的情况下，考虑市场状态变化的
投资组合选择模型能够提高投资者的总体效用。

7.2 后续研究方向
本文在对金融市场、投资者偏好和投资决策过程做特定假设下，基于风险资
产价格实际表现出来的趋势特征，揭示和解释了动态资产组合决策过程中的规律，
但遗憾的是本文的研究成果仍然是以较多的假设为前提，未来关于这一领域的研
究工作可以在解除本文相关的假定和约束条件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研究。
第一，本文的模型是基于风险厌恶框架设定的。但众多学者基于实验的研究
发现，在现实生活中人们是模糊性厌恶而不是风险厌恶的。模糊性厌恶不但违背
著名的 VNM 期望效用公理系统，而且也违背 Savage 提出的主观期望效用理论
的公理体系。模糊性厌恶更为接近现实中的投资者心理，能够很好解释一些金融
异象。因此基于模型性厌恶的投资者行为决策模型是这几年投资组合理论的一大
研究热点。因此研究不完全信息下，投资者模糊性厌恶下的最优投资行为和学习
模型是基于本研究的重大拓展，是未来主要的研究方向。
第二，本文通过理论模型推导出投资者学习行为对最优投资组合选择的影响，
但没有进行全面完整的定量规范分析和实证检验。一个原因在于此时不仅要考虑
投资机会集的动态过程，还要考虑描述投资者关于市场状态信念的状态变量，使
得参数规模急剧地增加，动态规划问题非常难于求解。因此如何求解并实证分析
学习行为对投资者最优决策的影响也是后续的一个研究方向。
第三，本文用随机贴现因子方法从理论上说明了不完全信息对资产定价的影
响。未来还可以研究不完全信息下的资本资产定价模型能否解释股权溢价之谜和
市场上的一些金融异象，以及投资者信息量的大小对资产定价的影响。
第四，本文的研究假设一个代表性的投资者，所有的投资者都是同质的。但
在现实中，由于信息扩散速度、信息获得渠道的差异性等，信息不可能瞬间同时
到达所有投资者，即使期初所有投资者具有相同的信念，随着时间的推移，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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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之间也会出现信念的差异性。也就是说不同的投资者对相同股票相同持有期下
收益分布有不同的判断，即投资者具有异质信念。那么不完全信息下的异质信念
与资本资产定价的关系、投资者学习行为与异质信念的关系，以及不完全信息、
异质信息与金融异象，这些都是非常接近现实，非常具有研究意义的问题。这些
问题是本文未来的研究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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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谢

致谢
论文写到最纠结之处，自己曾放言，待论文交稿之日必定要到五老峰顶狂笑
三日。如今文稿已定，发现自己并没有想象中的欣喜若狂，更多的是无尽的感慨。
写论文的这日日夜夜，将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回忆。
提笔写致谢时，心中千言万语却不知如何写起。因为这三年给予我帮助的人
实在太多太多了，无论怎么样的言语都无法表达自己的感谢之情。
首先要感谢我尊敬的导师郑振龙教授。三年的时光让我深深地觉得自己是多
么地幸运能成为郑老师的学生。三年来，郑老师以渊博的专业知识，丰富的市场
经验，对金融的独到见解教会我们种种精妙的金融理论。郑老师上课时神采飞扬，
风趣幽默，讲解金融理论时深入浅出，极度引人入胜，每次听郑老师上课，总是
感觉时间太快，意犹未尽。郑老师对学术问题的敏锐直觉和深邃的洞察力、对学
术的不懈追求和严格要求都使我受益无穷。郑老师组织的每周一次的 Seminar 报
告不仅使我了解到各种学术研究前沿，更是我成长的舞台。虽然每次做报告时会
紧张地睡不好，常常半夜惊醒，生怕自己做得不好，有负老师的期望。如今回首
再看，正是老师对我的严格要求以及老师和同学们精彩的点评令我不断成长，正
是这样的一次次报告让我脱胎换骨，渐渐地掌握了金融理论和做研究的方法。郑
老师惜长、爱长，对学生的关心和爱护也令人敬重。三年来，郑老师学业上给予
我悉心的指导、金融思想见解上给予诸多严谨而精妙的提点、学术方向上等孜孜
不倦的引导、帮助和鼓励，仍记忆犹新难以忘怀。郑老师高尚的师德人品以及学
术精神，是我一生学习的榜样。在此我对郑老师表示最诚挚、最衷心的感谢。
感谢魏立萍老师、林细细老师、黄华老师、陈蓉老师、龚敏老师、张顺明老
师、邵宜航老师、刘瑜老师教予我们三高知识。感谢金融系许许多多的老师，通
过聆听你们的课程或讲座，使我进一步加深对金融学的理解和认识。您们的言传
身教令我受益匪浅。感谢金融系秘书蔡淑昭老师，还有为我们搜索各种就业信息
的学工组的郑老师。
感谢陈蓉老师、林海老师、陈淼鑫老师在 Seminar 上和论文报告中提出的中
恳的建议。感谢同门的兄弟姐妹们，你们对学术的执着追求和认真的学习态度一
直鞭策着我不断前进。感谢薏舟、文彬、杨伟、雪春、志娟和马长峰夫妇对我的
帮助；感谢天瑜、郑舒对我的鼓励和帮助；感谢刘杨树、弋威、吕恺、王磊在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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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写作过程中提出的建议和帮助。谢谢师弟师妹们每一周精彩的报告。
感谢亲爱的同班同学们，谢谢你们给予我这三年的美好时光。谢谢班长大胖
默默的付出，谢谢叶志强在我论文写作过程中和找工作过程中的鼓励、支持和帮
助。谢谢郁葱、陈萍、文娱、香英、徐璐，和你们的友谊是我一生中最宝贵的财
富。
感谢我的家人。谢谢您们这么年对我无私的爱和支持，你们的爱是不断前进
的动力。感谢我的爱人，这么多年来照顾我的家人，让我没有后顾之忧，能够一
心一意地完成学业；谢谢你的理解、包容和体贴，陪我一起度过论文写作中最难
熬的时光。
最后，祝敬爱的厦门大学90周年生日快乐！

陈志英
2011 年 4 月于厦大丰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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