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容摘要 

在证券市场上 投资者之间经常会出现互相模仿的投资行为 羊群行

为可以这样简单地表达 但更准确地说 羊群行为是一种在已有的社会公

共信息(市场压力 市场价格 政策面 技术面)下 市场参与者观察他人

行为并受其影响从而放弃自己的信念 做出与其他人相似行为的现象  

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对羊群行为产生的机理进行了探讨并给出了一些

较好的理论解释 主要有以信息与价格关系为基础的信息串联模型 信息

获取模型及基于代理人报酬的声誉模型(又称为委托 代理模型)  

本文从收益率离散度的角度出发 实证研究在沪市中是否存在以市场

指数为 领头羊 的羊群行为 对市场处于极端收益状态下 羊群现象是

否存在以及如何表现进行探讨 同时对不同行业 不同规模股票的羊群行

为等方面进行了验证  

本文主要得出的结论有 第一 在市场上升期 市场表现出以市场指

数为 领头羊 的羊群行为 市场下跌阶段的羊群行为逐渐减少 市场上

升阶段的羊群行为强于下降阶段的羊群行为 第二 市场出现极端收益时

存在羊群现象 并且正的收益率更易出现羊群 第三 电子通讯 综合

商贸旅游 化工等行业的贝塔系数离散度与市场的羊群指标相关性较大

同时在各个行业内部 在一些时段存在明显的羊群 第四 盘子越小的股

票 其受市场的影响越大 但超小盘股的表现与市场的表现不是很一致  

本文的结构如下 第一章是对羊群行为给出定义 第二章对羊群行

为的现有理论研究进行文献回顾 第三章对羊群行为的已有实证研究做

文献回顾 第四章是本文的实证方法和结果 第五章是结论 解释及启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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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s t r a c t  

In the securities market, investors often perform the mimic 

behavior, which is the simple description of herding behavior. More 

accurately, herding behavior is a phenomenon, which exhibits as that 

market participants imitate other participants  behavior and 

neglect themselves belief after they observe other participants  

behavior and are affected by them. 

Many scholars research the mechanism of herding behavior. They 

get some reasonable models, such as information cascade model based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formation and price, information 

acquisition model and reputation model based on executive 

compensation.  

From the viewpoint of equity return dispersion, my paper 

researches empirically that whether herding behavior lead by market 

index exists, explores the performance under the situation of extreme 

market return, and also delves the herding behavior among different 

industries and sizes. 

The main results my paper gets are that (1) during the up-market 

period, market presents herding lead by market index. Herding 

decreases in the period of down-market. The degree of herding in the 

up-market is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down-market. (2) Herding exists 

under the extreme return market and positive return causes herding 

easier. (3) The dispersion of  coefficient of the industry of 

communication, trading and tour, integration and chemistry has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with the indicator of herding behavior, and 

during some period herding occurs. (4) The smaller the stock size 



 

 

is, the more the performance is affected by market. But the 

performance of the very small stock isn t coincident with market.  

The paper is composed of five chapters. Chapter 1 defines the 

herding behavior. Chapter 2 reviews the theoretical research about 

herding behavior. Chapter 3 gives the literature review of empirical 

study. Chapter 4 does the empirical research of Shanghai stock market. 

Chapter 5 makes the conclu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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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基于市场参与者是理性的假设基础上的传统金融理论(或者称为主流

金融理论)已经发现在诸如银行挤兑 房地产泡沫 股票市场 跟风 追涨

杀跌等各种金融现象上无法给出合理的解释 特别是 红利之谜 1 传统

金融学更是无法说明其原因 在这时 许多学者却从投资者行为的研究角

度出发 找到十分合理的解释 并在此过程上 逐渐发展为一门结合金融

学 心理学 社会学等学科的边缘学科 行为金融学  

行为金融学的研究范围及广泛 从房地产市场到证券市场 从个人投

资者到机构投资者 从荷兰 郁金香 现象到人们的购物选择现象 在证

券市场上 从股价泡沫(Price bubble) 过度反应(Overreaction) 反应

不足(Underreaction) 噪声交易(Noise trading) 羊群行为等现象 到

利用这些现象进行的惯性投资(Momentum strategy)策略 反向投资策略

(Contrarian strategy) 成本平均策略(Dollar-cost averaging strategy)

和时间分散化策略(Time-diversification strategy) 等投资策略 行为

金融涉及了经济生活中的方方面面  

羊群行为是行为金融领域中比较典型的一种现象 主流金融理论同

样无法对之解释 特别是证券市场中的群体 跟风 现象 更是无法用

有效市场 等理论来解释说明的 而基于投资者行为的信息串联模型

信息获取模型 以及声誉模型等理论却十分贴切地给出了解释 故越来

越多的国内外学者正不遗余力地对之进行理论和实证研究 并得到初步

较好的结果  

                                                 
1根据 Miller 和Modigliani 的套利定价理论 在不考虑税收和交易费用情况下 1 美元的红利和 1 美
元的资本利得没有差别 投资者完全可以通过买卖股票自制红利 而且如果收入税率高于资本利得

税率的情况下 不发股利对股东更好 但投资者对发放股利有偏好 这种现象称为 红利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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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羊群行为的概念 

羊群行为(Herding Behavior)也叫从众效应 跟风行为 从心理学的

角度来讲 是指个体在信息不完全 不确定环境下的行为特征 用马斯诺

的需求理论解释 可以说是个体追求安全感和社会归属感的外在需要  

Banerjee (1992) 认为羊群行为是一种 个体采取所有其他个体正在

采取的行动 (everyone doing what everyone else is doing) 的行为

即使他们自己的私有信息表明不应该采取该行为 也就是个体不顾自己的

信息 采取与别人相同的行动  

Devenow 和 Welch (1995) 认为 羊群是一个能导致整体做出系统性

的错误决策(erroneous decision)的现象 是投资者个体中相关的行为方

式  

Nofsinger 和 Sias (1998) 定义羊群为一群投资者在某一段时间内进

行同一方向交易的行为  

Shiller (1995) 则定义羊群行为是社会群体中相互作用的人们趋向有

相似的思考和行为方式 这种趋势似乎是不理性的 比如在一个群体决策

中 多数人意见相似时 个体趋向于支持该决策(即使该决策是不正确的)

而忽视反对者的意见  

Wermers(1999)则从机构投资者的角度认为 机构投资会对某一只股票

在某一时期同时买卖行为 也就是聚集交易的现象  

总的来说 羊群行为是一种在已有的社会公共信息(市场压力 市场价

格 政策面 技术面)下 市场参与者观察他人行为并受其影响从而放弃自

己的信念 做出与其他人相似的行为的现象  

羊群行为也并不意味着是一种非理性行为 对于整个羊群来说 也许

是非理性 但对处于羊群中的某一只羊 从其单个的角度来讲 却可能是

非常理性的 以凯恩斯的选美现象为例 投票者为了达到与其他投票者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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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的选择以获得某种报酬或不被其他人认为其缺少欣赏品味的目的 在投

票时 往往会先考虑哪一个会被其他投票者选中 而不是根据自己的判断

最后整体选出来的有可能不是最好的一个 但对单个投票者来说 这是一

种理性的选择  

羊群行为的一个著名的例子是 Asch(1952)的一个试验 Asch 安排了一

个被试验者在一组同伙人中 该同伙人将配合 Asch 进行试验 试验内容是

回答一个关于线段长度的问题 当所有的人被隔离开来分别回答时 被试

验者与其他人的答案几乎一致正确 但是当所有人聚集在一起回答时 如

果同伙人都给出一个明显错误的回答 被试验者在这种强大的群体压力下

显得焦促不安 被试验者会怀疑自己的判断力是否强于大多数人 最后迫

于压力 也给出了同样的错误的回答  

在证券市场中 投资者观察他人行为并做出模仿的行为则可以从证券

的价格变化上体现出来 当模仿行为增加时 市场上买方逐渐增加 在集

合竞价的机制下 买方为买到股票 必定会逐渐提高购买价格 而卖方在

观察到买方增加 则也会提高出售价格 从供求原理也同样能得出这样的

结果 同样当市场上卖方增加时 如果模仿行为增加 则会导致价格加速

下降 所以股票价格走势能体现投资者的行为  

简单地说 羊群行为的产生机制可以叙述如下 一方面是投资者观察

其他人的行为并模仿 另一方面 投资者本身的行为也给其他投资者起示

范作用 于是众多的投资行为向市场发出信号 并导致市场变化的信息逐

渐积累 量变引起质变 使市场走势改变 市场的变化进一步对投资者形

成更大的压力 于是剩下的犹豫不决的投资者终于难以承受市场的压力

加入到市场中 此时羊群行为表现最为强烈  

作为羊群行为的领头羊可以是在市场中的个股上 可以是某个板块

也可以是市场指数 但是否存在指数先启动 而后个股跟着跑的现象?如果

该现象存在 那么机构 庄家和其他一些大资金机构则可以通过操纵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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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影响市场指数 进而影响个股的股价走势  

也就是说 如果存在羊群行为 那么在市场中 投资者的行为会受到

整个市场(市场指数)走势的影响 于是在股价上就表现为个股的股价走势

忽视了基本面的信息 而跟着整个市场(市场指数)走 本文试图从实证的

角度对中国上海股市的这些现象进行实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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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羊群行为的理论模型 

对资本市场羊群行为的研究涉及到经济学 投资学 心理学等多学科

的内容 尽管其难度较大 但各国的不少学者还是满怀热情 不遗余力地

对该领域进行了不懈的研究 并取得了较好的进展 对羊群行为产生的原

因 现今的理论模型和解释主要有如下  

一 信息串联 I n f o r m a t i o n  c a s c a d e 模型 

Banerjee(1992) Bikhchandani, Hirshleifer 和 Welch(1992)分别提

出了这类模型 该模型认为不确定性和不完全信息的前提下 理性投资者

的决策会受到他所能观察到的前一投资者的投资决策的影响 接着他的决

策又会影响下一个投资者的投资决策 于是信息通过投资个体的投资决策

依次传递 在该类模型中 传递过程中逐渐累积信息具有压倒性的力量使

得个体的信息不足以抵抗群体的方向  

Banerjee 以 餐馆选择 为例 十分贴切地描述了这个模型 假设有

两家相邻的餐馆 A和 B A 较好的的先验概率是 51 B 较好的先验概率是

49 消费者顺序地到达餐馆 观察前面到达的消费者的选择然后做出决

策 除了知道先验概率外 消费者还从前面消费者的行为中得到一个 A 更

好或者 B更好的信号 并且每一个人的信号的质量一样  

假设 100 个消费者 有 99 个得到餐馆 B更好的信号 剩下的一个接受

到餐馆 A更好的信号 但这个消费者第一个到达 所以他选择了 A 由于信

号质量的同质性 那么第二个消费者即使得到 B 更好的信号 但是理性的

选择将是根据先验概率选择 A 同样第三个消费者将会观察第二个消费者的

行为并因此选择 A 结果将是所有人都选择了 A 所以问题在于第二个消费

者 如果他根据自己的信号选择 B 的话 那么结果就是一个完全不同的均

衡 Banerjee 把这种羊群现象称为 外生性羊群(external he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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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Banerjee 的模型中 由于消费者不知道前一消费者决策的依据而只

能观察到其行为 所以如果消费者自己的信号是正确的 但由于受到前面

消费者行为的影响 因而忽视自己的信号做出相似的决策 那么该信号变

得无效 所以一旦羊群序列开始产生 个人信息将永远无法得到披露 因

为此时个人的行为决策不能反映其私有信息 私有信息也就无法通过个人

的行为成为公共信息 整个市场会处于信息无效均衡  

与Banerjee模型相似的是Bikhchandani, Hirshleifer和Welch (1992) 

对时尚领导者的解释中的信息串联理论 Welch (1992)在研究 IPO 定价时

提出了这个概念 当单个投资者观察到其他人的行动 从而忽视私人信息

模仿别人加入到羊群活动成为最佳选择时 信息串联就会出现 大量拥有

不同和相互冲突信息的理性人会一致行动 如果理性决策者观察到其他投

资者不断重复某个特定的行为时 就认为这些投资者都接受到了同样的信

号 并开始对这些行动所暗示的信息给予更多的重视 一旦信息的重要性

累积到一定的程度 投资者就会无条件模仿  

在现实中有许多现象可以用信息串联模型来解释 比如商店 学校的

选择 投资决策 政治选举 技术选择 研究课题选择甚至于要养育多少

个小孩等等都存在羊群现象 Bikhchandani, Hirshleifer 和 Welch (1992)

列举了更多的实例 比如吸毒 酗酒 抽烟 战争狂热 宗教信仰 政治

主张 编辑对文章的选择 初次发行股票(IPO) 时尚潮流等等  

总的来说 该模型能较好地解释一些不正确方向上的羊群 但同时也

能看出这些羊群存在的脆弱性 因为信息串联强烈依赖于最初的信息 一

旦最初信息的真实性和可靠性改变 那么即使是非常微弱的信息 也可能

破坏这些已产生的均衡 使得串联崩溃 羊群解散或转向其他方向的羊群  

但 Shiller (1995)认为 Banerjee 模型的决策者顺序到达 按序列决策

的假设经常得不到满足 而第一个决策者也不只一个 以餐馆为例 在现

实中 消费者经常是同时到达 存在许多的第一个消费者 其决策只是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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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偏好出发 所以 Banerjee 的模型只能部分地解释羊群现象  

二 信息获取( I n f o r m a t i o n  a c q u i s i t i o n )模型 

这种模型着重研究投资者的信息获取方式 当较多的投资者选择研究

同一资产或同一信息来源时 羊群就出现  

Brennan(1990)认为交易者的信息收集具有相互依赖性 如果某一股票

的红利很高 但没有多少人知道此信息 那么该信息的价值无法得到体现

如果很多投资者都知道了这个信息 股票价格才会调整 从而首先拥有该

信息的投资者就会获得较大的收益  

同样在 Froot, Scharfstein 和 Stein(1992)的模型中 投资者只有在

所拥有的信息被反映在价格上 该信息才有价值 而价格要反映信息 需

要有足够多的投资者的关注 市场参与者的收益是对某一信息的交易者人

数的增函数 越多的投资者基于此信息进行交易 那么首先拥有该信息的

投资者获利越多 这种正的信息溢出(positive information spillovers)

解释了为什么信息的收集者更关注于他人收集何种信息 而不是投资资产

的基本面的信息  

在这基于信息聚集的羊群模型中 短线投资者的获利阶段往往是在信

息的价值在价格上得到体现的过程 当信息的价值得到完全体现时 投资

者往往已经平了头寸 获利清仓出局  

该模型能够较好地解释短线交易的投资者中出现的羊群行为 当信息

被市场完全消化后 信息就不具有短线投资的价值 此时投资者便开始挖

掘有可能引起其他投资者广泛注意的其他信息  

三 声誉 R e p u t a t i o n 模型 

此类模型主要以投资基金经理人和金融分析师的投资行为特征为研究

对象 其关键是基金经理和分析师十分注意个人的职业声誉 其声誉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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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取决于与行业内其他从业者的相对业绩表现 这个模型也称为委托 代

理(Principle-Agent)模型 该模型中 代理人会模仿其他代理人的投资决

策或盈利预测来传达自己拥有至少不低于其他代理人的能力 Scharfstein, 

Stein(1990) Trueman(1994) Graham(1999)对这种模型进行了研究  

假设有两个风险中性的代理人 A1 和 A2 先后有同样的投资机会 代理

人只有两种类型 或者是高能力 聪明(smart)的或者是低能力 愚笨(dumb)

的 聪明的 高能力的代理人接收到一个投资项目收益的准确的信号 低

能力愚笨代理人接受到的信号是纯噪音(pure noise) 没有人(包括自己)

知道代理人是属于哪种类型的 经过多次的投资决策或者是从投资收益的

观察 代理人将在委托人和其他代理人中建立起自己是聪明或愚笨的声誉  

如果代理人 A1 和 A2 都是高能力聪明的 那么他们经过资料收集后判

断得到的信息应该都是有见识的(informative)(好或者坏) 双方都不知道

另一个得到的信息是好还是坏 但两者的信息是完全相关的 如果两个都

是低能力愚笨的 那么他们得到的信息(好或坏)都是纯噪音 两者的信息

不相关 如果一个聪明 一个愚笨 那么一个信息是有见识的,一个是纯噪

音 两者的信息同样不相关  

模型的整个的决策结果将会达到一个羊群均衡 假设 A1 先开始决策

其决策依据只有自己的信息 然后 A2 再接着决策 其依据是自己的信息和

A1 的行为 那么 对 A2 来说 其最优的决策应该是放弃自己的信息 模仿

A 1 的决策 当 A1 是聪明的时 如果 A2 也是聪明的 那么他们的决策就会

一样 如果 A2 是愚笨的 那么其最佳决策是模拟 A1, 这样就会看起来聪明

(look smart) 当 A1 时愚笨时 由于 A2 对自己的信息的可靠性难以确定

那么此时 其最优决策仍是模仿 A1 的决策 因为如果 A2 采取与 A1 相反的

决策 那么如果失败 也就是 A1 虽然愚笨但决策是对的 则 A2 的声誉将

受到严重的损失 如果 A2 的决策与 A1 一样 那么如果是正确的 那么两

者的声誉得到增加 如果是错误的 那可以归之整个行业的失误或其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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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 从而对两者的声誉都不会产生影响 从 A1 的角度出发 其也乐于被

A2 模仿 因为当他决策时 他也无法确定是否正确 而 A2 的跟随也为他提

供了责备庇护(blame cover) 也叫做责备共担(sharing-the-blame)  

模型中羊群均衡同样存在于多人的情况 假设代理人 A3 在 A1 和 A2 后

决策 由于在两人均衡中 A2 隐藏了自己的信息 那么 A3 从 A2 的行动得

不到 A2 的真实信息 这样 A3 处于和 A2 相同的状态 并且 A2 的模仿行动

增强了 A3 的模仿信念 于是 A3 会同样不顾自己的信息 加入到羊群中

对 A4 A5 等情形也都是一样的  

Trueman(1994)在分析金融分析师预测公司盈利的模型中 认为金融分

析师的盈利预测并不真实地反映了其收集的信息 在某些情况下 即使分

析师拥有的信息表明有很极端的盈利估计 分析师公布的盈利预测也不会

和早期的期望值偏差太大 也就是不会完全体现拥有的信息 因为投资者

认可分析师的这种预测方式 所以从理论上讲 当预测的盈利与实际实现

的盈利偏差太大时 所引起的资产价格的变化小于分析师公布完全体现信

息的预测时价格的变化 并且分析师公布的盈利预测往往和早先其他分析

师公布的盈利预测相似 所以在分析师羊群存在的情形下 简单地对多个

分析师的预测进行算术平均来估计分析师的多数意见是不适合的 而应该

考虑到分析师预测的时间和先后顺序  

Zwiebel(1995)的模型描述了代理人对技术选择的团体保守主义

(corporate conservatism) 代理人可以采用一种新的技术来实施计划

但行业中多数代理人使用的是旧的技术(比如说是行业标准) 新旧技术的

相对价值未知 由于大部分人在使用旧技术中能推测出旧技术的使用价值

故委托人(principal)对旧技术有比较准确的评估基准(evaluation 

benchmark) 而新技术由于不确定 委托人难以确定价值 所以在这种存

在评估基准情形下 代理人更倾向于采用旧技术  

Maug 和 Naik(1995) Pally(1995)也讨论了在相对业绩(rel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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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formance)激励条款下的模型 代理人会完全放弃自有信息 采用与其

他代理人一样的决策 对预测盈利行为进行了研究的还有 Welch(1999), 

Graham(1999) Hong(1992)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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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羊群行为的实证方法 

对羊群行为的原因或模型 在理论上均取得较大的发展 而实证方面

的研究却落后于理论的研究 并且实证方面主要倾向于对特定市场和特定

人群进行实证分析 在现今的羊群行为研究中 实证的方法与理论的研究

缺少直接的联系或者没有直接利用理论的结果 (Sushil Bikhchandani 和 

Sunil Sharma(2000)) 已有的研究 更多的是发展些概念理论(conceptual 

theories)来解释羊群的可能性 而不是可以直接在实证方面使用

(Welch(1999)) 尽管如此 但是实证分析者还是试图从不同的角度 方向

来揭示市场中的一些羊群行为  

一 国外的研究 

一 以股票交易行为为研究对象 

  Lakonishok, Shleifer 和 Vishny (LSV)(1991)定义了一种度量羊群

行为的指标 并用该指标对基金经理的行为进行分析 其定义如下  

[ ]
titt

itit

it
it PPEAFAFP

SB

B
H −=−−

+
= 其中,

 

其中 itB 是在某一季度 t对某一只股票 i增加持仓量的基金经理人数

(净买方) itS 是在某一季度 t对某一只股票i减少持仓量的基金经理人数

(净卖方)  itP 是在该季度增加持仓量的基金经理人数(净买方)的期望比

例 itB 遵循以 tP 为概率的二项分布 tP 是 itP 的均值 AF 是调整项 LSV 认

为如果 H显著异于 0 则可以认为有羊群现象  

LSV 以 341 位基金经理管理的 769 家免税权益基金为样本 对基金经理

进行了研究 在其样本范围内发现 (a)对某一单只个股的羊群行为不显著

LSV 解释为市场中有买必有卖 那么对随机的样本来说 羊群可能不存在

但是而对某一特定类型的投资群体则可能存在羊群现象 比如说养老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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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理 (b)某些类型的股票投资存在羊群行为 比如小盘股 由于小盘股的

公开信息比较少 那么基金经理在投资时更注意其他基金经理的行为和在

这些股票上的交易 这同信息串联模型的在有限信息条件下理性的投资会

产生羊群效应的理论相一致 同时基金经理为获得市场的认可 会对业绩

进行窗口粉饰(window dressing) 那么作为最易买卖的小盘股就经常成为

投资组合调整的对象 委托-代理模型理论在这时得到了实践的验证  

LSV 的方法被许多对羊群行为进行实证研究的学者所采用 Grinblatt, 

Titman, 和 Wermers(GTW)(1995)使用该模型以 1974 1984 年 274 家共同

基金的组合变化进行了研究 发现他们的样本内找不到整体羊群的证据

但却发现在买 赢 和卖 输 的惯性投资策略(moment investment strategy)

上存在羊群 并且在买的方向更明显 Wermers(1999)以 1975 1994 年所

有共同基金的持仓的季度变化为对象 同样应用 LSV 模型作了研究 发现

存在着一些共同基金羊群的依据 同样也发现在小盘成长型股票上具有较

强烈的羊群 与 GTW 不同的是 他发现羊群效应在卖的方向强于买的方向

Wermers 还发现羊群和股票的上一季度的收益也有关系 上一季度收益好的

股票表现出买方羊群 收益不好的表现出卖方羊群 他认为由于股票的收

益好坏不是临时的 还会保持一段时间 所以这种羊群是理性的羊群  

但 LSV 的方法中有两个不足 一个是只考虑交易的人数 而没考虑每

个交易者的交易量的影响 另外一个不足是 LSV 只能判定某只股票的买卖

是否有羊群 但没考虑是哪些交易导致羊群的产生  

Wermers(1995)对 LSV 进行了改进 Wermers 设计了一个组合变化测度

(portfolio-change measure)(PCM), Wermers 用该方法对共同基金进行了

分析 发现共同基金的羊群行为比较显著 Wermers 还发现对某一特定的股

票 当参与交易的基金数量增加时 羊群行为显著 这与前面的信息获取

模型相一致 在信息获取模型中 市场参与者的收益是对某一信息的交易

者人数的增函数 这里某一信息就是某一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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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ehler(1998)也对 LSV 方法进行了改进 对单个交易者的交易量进行

了考虑 其定义了两个指标 如下  

            
ii

ii
i SB

SB
HF

+
−

=
ii

ii
i SVBV

SVBV
HV

+
−

=  

ii SB , 是在买和卖股票 i的共同基金的数量 ii SVBV , 是共同基金买和卖

股票 i的交易量  iHF 和 IHV 的值都在[0,1]内 如果 iHF 和 iHV 都显著异

于 0 那么羊群就存在  

LSV 可以说是羊群行为研究中迄今为止最好的实证方法 但很明显 不

管是 LSV 方法还是后者对之的改进 其都隐含着一个严格的假设 即共同

基金的交易遵守二项分布 或者买或者卖 如果开始时 基金没有持有某

只股票 那么其交易就只有买股票 这就不满足二项分布 这就意味着基

金可以有卖空行为 但在中国的证券市场现在不允许卖空行为 所以这些

实证方法在中国市场的适用性受到限制 同时由于在当前公开的证券市场

数据中无法得到与该方法相匹配的数据 故也限制了这些方法在中国市场

的使用  

二 以收益率作为研究对象 

1 以股票收益率和机构持有变化为研究对象 

Nofsinger 和 Sias(1999)利用证券价格研究中心(the Center for 

Research in Security Prices(CRSP)1977 1996 年 20 年的股票月收益率

每年的股本规模和标准普尔证券所有者股票导刊(Standard and Poors 

Security Owners  Stock Guides)每年的机构投资者持有股份比例

(fraction institutional ownership)等数据 以机构投资者和个人投资

者的持有股份比例的变化为对象 来寻找机构投资者和个人投资者羊群的

变化  

Nofsinger 和 Sias 先按照年初机构投资者的股份持有比的大小将样

本分为 10 组 然后在此 10 组内按照一年后股份持有比例变化的大小再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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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分 10 组 共得到 100 个组合 抽取第一次分组各个组里股份持有变化

最大的一组 共 10 组 再次组成另外一个组合 同样按照股份持有变化的

大小对剩下的组合分组 这样共得到 10 个持有变化组合(ownership change 

portfolio) 从这些组合中 Nofsinger 和 Sias 得到了在一年内机构持有

变化和股票收益率强烈正相关的结果 并认为是由如下原因导致的 (1)机

构投资者比个人投资者更大程度上进行正反馈交易 (2)机构投资者羊群对

价格的影响力大于个人投资者  

但该方法也有不足 如作者自己所说 机构持有比例的变化有时并不

是一定由于羊群(一群机构投资者同方向投资或不投资)引起的 而是由于

一个或两个机构加大持有头寸所致 也有可能是由于公司规模扩大 引入

了更多的机构投资者的原因  

2 以股票收益率离散度为研究对象 

Christie 和 Huang (CH) (1995) 提出用收益率横截面标准差

(cross-sectional standard deviation of returns, CSSD)作为测度指标

来对羊群现象进行分析. 其定义如下  

( )

1

2

−

−
=

∑
N

RR
CSSD

N

i
mtit

t  

其中 itR 是股票 i在时间 t的收益率 而 mtR 是时间 t整个市场组合 N

只股票的横截面平均收益率 CH 认为 在理性资产定价模型下 由于单个

资产对市场收益的敏感性不同 横截面收益率离散度会随着市场收益率绝

对值的增加而增大 而羊群行为显著时个股的收益率不会偏离市场收益率

太大 羊群行为还会使得分散度以递减的速度增加 在羊群现象比较剧烈

时 分散度将会减少 所以 CH 设置了如下的回归方程 使用了两个哑变量

并以这两个哑变量的系数β作为羊群行为的度量指标  

t
U
t

UL
t

L
t DDCSSD εββ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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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如果时间 t股票日收益率处于分布的极低收益区间 那么 1=L
tD ,否则

0=L
tD  

如果时间 t股票日收益率处于分布的极高收益区间 那么 1=U
tD ,否则

0=U
tD  CH 用收益率分布的 1 和 5 定义为极低和极高收益区间  

两个哑变量 Lβ 和 Uβ 用来检验在市场收益极端的情况下投资者的行

为 α 表示样本中哑变量所包括区域外的平均分散度指标  

CH 认为 如果 0<Lβ 和 0<Uβ 那么市场存在羊群行为 如果 UL ββ < ,

那么表明市场收益率极高时的羊群程度低于市场收益率极低时的羊群程

度 如果 UL ββ > 那么表明市场收益率极高时的羊群程度高于市场收益率

极低时的羊群程度  

CH 以美国标准普尔 500 指数的 500 只股票为样本 研究得出在极端收

益(10 和 5 )下 Lβ 和 Uβ 都显著为正 表明美国股市的羊群行为比较低

但是 UL ββ < 表明市场收益率极高时的羊群程度低于市场收益率极低时的

羊群程度  

Chang Cheng 和 Khorana (CCK) (1999) 对 CH 的方法进行了更深入的

研究 其定义了股票收益率的横截面偏离度期望值 (the expected 

cross-sectional absolute deviation of stock returns) (ECSAD)指标  

( )∑
=

−−=
N

i
mtmit RE

N
CSADE

1
0

1)( γββ  

其中 N是股票样本数 iβ 是股票 i的系统风险系数 mβ 是等权重市

场组合的系统风险系数 ∑
=

=
N

i
im

N 1

1 ββ mR 是市场收益率 0γ 是零贝塔组

合收益 即无风险收益率  

CCK 认为 在理性资产模型假设下 收益率不仅是市场收益率的增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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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两者的关系是线性的 因此 CCK 利用以下的两个回归方程来研究羊群  

( ) t
UP

tm
UPUP

tm
UPUP

t RRCSAD εγγα +++=
2

,2,1  

( ) t
D O W N

tm
D O W ND O W N

tm
D O W ND O W N

t RRCSAD εγγα +++=
2

,2,1  

其中 上标 UP 和 DOWN 分别表示上升市场和下降市场两种情形  

如果存在着市场参与者忽视个人的信息并趋向于整个市场走势的现

象 那么个股收益率离散度和市场收益率之间将不会表现为线性关系 羊

群行为会使CASD的值以递减的速度增加 于是市场收益率 UP
tmR , 和

D O W N
tmR , 的

系数 UP
2γ 和 D O W N

2γ 显著为负数时 就可以认为市场上存在羊群现象  

CCK 先用 CH 的方法对(美国 香港 日本 韩国和台湾地区)的投资者

行为进行了分析 计算得出美国的 Lβ 和 Uβ 均为显著正值 日本和香港同

美国相似 所以不存在显著的羊群 对台湾这个新兴市场的 Lβ 和 Uβ 均为

显著为负的 说明存在羊群行为  

CCK 又用自己的模型对美国 香港 日本 韩国 和台湾地区进行了研

究 得出了同样的结论 美国 香港和日本的 UP
2γ 和 D O W N

2γ 均为不显著统计

值 这说明了理性资产定价模型的线性关系得到了证明 羊群在这些国家

和地区不存在 相反在韩国和台湾地区 UP
2γ 和 D O W N

2γ 均显著为负值 理性

资产定价模型的线性关系在这两个地方不存在 反过来说明羊群的存在  

对于韩国 台湾与美国 香港 日本这三个市场不同的原因 CH 认为

是由于韩国和台湾地区政府干预程度较高 金融政策相对频繁 而且在这

两个新兴的市场中 可靠的微观层的基本面信息相对比较贫乏 信息披露

不规范 市场处于相对更无效的状态 投资者在缺少微观面信息情况下对

宏观面的信息更关注 由此宏观面的信息比微观面的信息更能引起羊群行

为 另外 韩国和台湾地区的投资者多数是短线交易的投机者 如信息获

取模型所解释 这往往导致过度关注某类信息 使得其他信息无效 出现

信息聚集羊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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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国内的研究 

国内目前对羊群行为研究开始时间较晚 已有文献也较少  

朱少醒 吴冲锋 张则斌(2000)利用随机图理论构造了一个随机性羊

群效应模型 用该模型刻画股票市场投资者之间相互联系 相互模仿的市

场微观特性 并用此模型解释股票市场中收益率尖峰厚尾现象 他们的研

究认为市场参与者之间的喜欢模仿是导致市场整体供需的剧烈波动的内在

原因 在收益分布上表现为尖峰厚尾特性  

国内的实证研究上 由于市场参与者买卖信息数据的不可得 特别是

对个股买卖的投资者数目的不可得以及不存在买空卖空机制 所以最能表

现个股和群体羊群行为的 LSV 法无法被用在国内市场上进行验证 故现有

的分析还主要集中在利用市场公开的价格数据进行个股表现是否趋向整个

市场表现的实证分析 宋军 吴冲锋(2001)使用 CH 的方法 以 1992 年到

2000 年的沪深股市所有上市公司的日收益率和月收益率作为样本分析了中

国股市的羊群行为 结果表明在中国股市中 市场极度走高时的羊群行为

低于极端下挫时的羊群行为 同时他们认为期望理论(prospect theory)1能

解释这种现象   

施东晖 孙培源(2002)则使用 CCK 的模型 以 1997 年到 2001 年的日

收盘数据进行实证分析 结果显示 沪深股市中确实存在一定程度上的羊

群行为 并导致系统风险在总风险中占有较大的比例  

但在 CH 中 一个问题是 CH 只是简单地考虑横截面离散度和羊群行为

的关系 而并没有考虑时间序列波动率的影响 Hwang(2000)认为 横截面

离散度和时间序列波动率在理论和实证上是显著相关的 另一个问题是由

于消息面和其它因素的影响 使得个股和整个市场的日收益率经常出现异

动 对时间序列波动率的影响很大 所以 简单的计算横截面离散度不能

                                                 
1 期望理论(prospect theory)认为投资者对待损失和收益的态度存在明显的差异 一定数量的损失带

来的负效应大于同样数量的收益带来的正效应 该理论由 Kahneman 和 Tversky(1979)提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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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除时间序列波动率的影响 也就是当横截面离散度变化很小时 也有可

能是由于时间序列波动率的减小而产生的 因此在没有消除时间序列波动

率影响下 不能判定羊群是否存在 而这些问题在 CCK 的方法中同样存在  

基于这些问题 Soosung Hwang 和 Mark Salmon(HS)(2002)提出了一

个新的方法 消除了时间序列波动率和消息面对横截面离散度的影响 但

在实证分析过程中 HS 使用了月收益率的数据 本文认为在中国股票市场

中 上市公司的业绩存在 一优 二平 三亏 的规律 这使得取用 2或 3

年的数据计算出的贝塔值无法体现公司的真实情况和风险 而对羊群效应

这种对市场微观机制作用的研究 使用周收益率数据将更能体现个股对整

个市场的反应 更易寻找市场微观现象 所以本文认为使用周收益的数据

更为合适 关于指标对羊群的度量 本文认为应该以指标(横截面离散度)

的变化过程来衡量羊群 而不是指标绝对值或相对值的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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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实证过程 

本文的实证过程主要使用 Microsoft Access, Microsoft Excel 和

Visual Basic Application 编程语言 以实现对数据计算的自动化  

一 数据 

1 考虑到样本的数量和长度 并考虑到 1997 年后的市场开始逐步走

向规范和成熟 故本文选取 1997 年 1 月 1 日前上市的公司作为样本 共 271

个样本 剔除 2001 年退市的百花村(600721) 水仙(600625)两只股票 最

后有 269 样本  

2  样本采用的市场公开的大盘周收盘点数和个股的周收盘价 为去

除公司配股 增发 送股的影响 数据已经过复权处理  

3  样本的时间长度为 1998 年 1 月 1 日到 2001 年 8 月 共 171 周的

数据  

二 实证方法 

本文采用单因素线性模型 即通常说的市场模型 使用个股横截面收

益率方差(如图 1) 分析羊群现象 具体如下  

假设  

titmtititi rr ,,,,, εβα +⋅+=  

其中 tir , 为时刻 t个股收益率 tmr , 为 时刻 t整个市场收益率 ti,ε 是

随机项 tmr , 可以用个股收益的加权(以股本的大小为权重 本文以上海综

合指数计算)计算得出 ti,α ti ,β 是根据时刻 t之前的数据估计的常数 但

随着观察时刻往前推移 其值也会产生变化  

    [ ]tictititm rErwr ,,,, =⋅= ∑  [ ]⋅CE 表示横截面期望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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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mtititi rr ,,,,, εβα +⋅+=  

[ ] [ ] [ ] [ ] [ ]tictictmtictitmtitictictm EErErErEr ,,,,,,,,,, εβαεβα ++=+⋅+==
 

图 1 个股收益率横截面方差示意图 

  

 

 

 

 

 

 

 

对所有个股来说 其所有收益贝塔的期望值(均值)应该为 1 即

[ ] 1, =ticE β 并有 [ ] ,0, =ticE α [ ] 0, =ticE ε  

收益率贝塔横截面离散度为 ( )ticVAR ,β 定义 

)( ,, tictm VARH β=′  

在这里所用的度量指标 tmH ,′ 由于是采用了横截面的数据 所以能消

除了市场收益异方差的影响 也就是该指标独立于市场收益率时间序列波

动率的影响 而只是反应个股收益和市场收益之间的关系  

横截面平均的数据还有一个好处 就是对一些针对单个公司股票的消

息 应该不会导致横截面离散度较大的变化 而一些宏观层面或整个市场

面的信息 从理论上讲也应该同样不会引起横截面离散度的很大变化 因

为这时的市场的个股表现是齐涨共跌 诚如 水涨船高 一样 所有船(个

股)之间的表现差异(横截面离散度)不会因为水位(市场整体)的高低而同

时表现出很大的变化  

该线性模型表明 横截面的离散度的减少将表明对市场组合存在羊群

1 

t 
1t

个股(i) 
β

1=it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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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市场投资者采取与其他投资者相同的投资策略 那么其贝塔的横截面

的离散度必定比无羊群时的小  

对 ti,β 的估计计算如下  

对证券资产 i在时刻 t满足 titmtititi rr ,,,,, εβα +⋅+=   

那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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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 URMR +⋅= β  

由最小二乘法(OLS)可得β 在时刻 t的估计值为 

        ( ) RMRRMMR ′′= −1β̂  

        ( ) 12)̂( −′= RMMRVAR uσβ  

2
uσ 是随机项 U的方差 在实际计算中以 2

uσ) 代替 并有 

1
2

−−
′

=
kn

ee
uσ) ,   而 ( )β̂⋅−= RMRe  

其中n是样本数 k估计值的数目 这里k 2 用 iic 代表矩阵 ( ) 1−′RMMR

的主对角线元素 从而估计量 ti,β̂ 的方差 iiuti cVAR 2
, )ˆ( σβ =  

OLS 估计值可能产生一个问题 就是一些较大的不显著于 1的估计值可

能对估计值横截面离散度值有显著的影响 这时如果根据较大离散度值可

能得出市场无羊群的错误结论 但是事实是此时仍然无法判定 因此对估

计值β进行标准化 定义一个新的衡量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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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2

,
),(

iiu

ti
ctm

c
VARH

σ

β −
=  

所以最后对羊群的判定是  以 ),( tmH 作为对羊群行为的测度变量 当

),( tmH 减少时 羊群行为逐渐增加 当 ),( tmH 增大时 羊群行为逐渐减少 并

以 ),( tmH 值变化的大小看出羊群行为的剧烈程度  

三 实证过程 

在计算贝塔β值时 首先使用 1997 年 1 月 1 日到 1997 年 12 月 26 日

的 48 个周数据计算出 1997 年最后一周的 ti,β 值和方差 ( )tiVAR ,β 然后增加

1998 年第一周的数据 去掉 1997 年第一周的数据 得到一组新的观测值(观

测数仍为 48 个) 计算出 1998 年第一周的 ti,β 值和方差 ( )tiVAR ,β 这样

每一周的 ti,β 值和方差 ( )βVAR 都是根据前 48 周的观测值计算得出 最后根

据得出的每周所有个股的 ti,β 值和方差 ( )tiVAR ,β 计算羊群指标 ( )tmH ,  

四 实证结果 

一 对整个市场组合的羊群验证 

通过对羊群指标 ),( tmH 的计算 我们得到羊群指标 ),( tmH 的时间序列图

如附件 1 在这张图中 我们把它分为 14 个区域 可以看出

区域 市场处于上升阶段 而指标 ),( tmH 或者逐渐减少 或者保持不变在低

值区域 区域市场处于下跌行情 相反 指标 ),( tmH 却不断的增加

这说明市场在上升阶段是 投资者受到市场上升压力的影响 表现出对市

场指数的跟风行为 而在下跌阶段时 或者由于信息串联的崩溃 或者由

于投资者对消息面 政策面 市场面的信息逐渐消化 以及 认盈不认亏

的投资心理 使整个市场羊群行为逐渐较少 指标 ),( tmH 增大 但这里要说

的是 市场处于下跌阶段的羊群行为减少并不意味着在市场处于剧烈下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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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的羊群行为的不存在 这在下一部分另作说明 区域 市场处于平静状

态 羊群行为不明显  

指标 ),( tmH 和市场指数之间的较强烈的负相关关系还可以从羊群指标

),( tmH 变化率的累计值TK  

)1,(

)1,(),(

−

−−
=

tm

tmtm
t H

HH
K  

,up

t

up KTK ∑= 其中 up
tK 为指数增加即收益率大于等于零时的 ),( tmH 变化率  

,down

t

down KTK ∑= 其中 down
tK 为指数减少即收益率小于零时的 ),( tmH 变化率  

计算结果如下表 1  

表 1 ),( tmH 变化率 tK 的累计值TK  

 市场上升 市场下降 

TK -0.934223 0.3392922 

 

可以看出 本样本时段内 市场的所有上升阶段羊群指标累计减少了

93 而在市场的所有下跌阶段 羊群指标累计增加了 33 并且说明了

投资者在上升市场中的羊群行为强于下降市场中的羊群行为 这从另一个

角度说明了在投资者中存在着处置效应1  

在对指标 ),( tmH 和市场指数的相关性分析的过程中 也可以得到相类似

的结论(如表 2) 计算的结果发现(1)指标 ),( tmH 和市场指数的相关系数为

-0.74128 可以认为指标 ),( tmH 和市场指数之间存在着较强烈的负相关关

系 也就是说市场上升时 指标 ),( tmH 减少 羊群效应增强 市场下跌时

羊群指标 ),( tmH 增加 羊群效应减弱 (2)市场周收益率与羊群指标 ),( tmH 的

相关性不明显 虽然在整个样本周期的数据上 市场周收益率与羊群指标

                                                 
1处置效应是一种比较典型的投资者认知偏差,表现为投资者对投资赢利的"确定性心理"(certainty 
effect)和对亏损的"损失厌恶心理"(risk aversion),在行为上主要表现为急于卖出赢利的股票,轻易不愿

卖出亏损股票的现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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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mH 的相关性不显著 但我们还是无法确定在市场的特定时点和时段(比

如说在市场处于剧烈波动时)是否存在羊群行为 为此我们继续对市场处于

极端收益时的羊群现象进行探讨  

 

表 2 :相关系数表 

 市场指数 市场周收益率 

羊群指标 ),( tmH  -0.74128 0.071248 

   

二 市场极端收益时的羊群现象 

我们根据市场周收益率和贝塔系数横截面离散度 ),( tmH 画出的散点图

如下  

图 2 :羊群指标与市场周收益率图 

 

从图 2 中可以看出 当市场处于极端(极高或极低)收益时 贝塔系数

的横截面离散度 ),( tmH 多数都在[0.4,0.8]的较小值范围内 而当市场的收

益在正常情况(0 左右)时 ),( tmH 分布比较均匀  

如果以市场收益率绝对值大于 5 作为市场极端收益的标准 那么我们

可以得到如下的数据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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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市场极端收益时贝塔离散度统计表                

市场周收益率 

 -10%  

-5% 

累计 

百分比 

5%  

10  

累计 

百分比 

累计 
累计 

百分比 

(0.0 0.06] 2 25  4 40  6 33.33% 

(0.06 0.08] 2 50  3 70  5 61.11% 

(0.08 0.1] 3 87.5  3 100  6 94.44% 

(0.1,0.12] 1 100  0 100  1 100.00%

(0.12 0.14] 0 100  0 100  0 100.00%

贝 

塔 

离 

散 

度 
累计 8 100  10 100% 18 100% 

 

可以看出在样本的范围内 共有18个数据点位于市场极端收益的范围

其中下跌的 8个 上涨的 10 个 在这 18 个数据点中 贝塔处于低值(<0.08)

的共有 11 个点占 61 而且收益率为正的极端值时 贝塔离散度更集中于

低值区 更容易出现羊群 所以图 2 和表 3 都表明 市场在极端收益时

存在着收益趋同 表现相近的模仿现象 羊群效应显著 正收益的极端值

更易产生羊群  

三 行业的羊群行为分析 

在这一部分 我们分析各个行业是否存在对市场的跟风现象 同样的

思路 如果行业存在以市场为领头羊的跟风现象 那么除了羊群指标的行

业离散度会减少 当羊群指标的市场离散度较少时 行业的离散度也会减

少 而这可以通过行业离散度和市场离散度的相关性来说明  

行业的分类以中国上市公司资讯网(www.cnlist.com)的为标准 在样

本范围内 某些行业的样本过少 故归为其他类 这样共有 12 个行业 各

行业内的的样本数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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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行业样本数据表 

 电子 化工 
建筑

建材 

交通

运输 

能源

电力 
综合 制造 

商贸

旅游 
医药 

金融

地产 

纺织

服装 
其他 累计 

个数 24 17 14 8 10 48 52 35 12 14 17 18 269 

 

计算结果如下系列图和表 5  

 

 

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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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图 5

图 6

图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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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图 9  

图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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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图 12

图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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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各行业羊群指标和市场指数相关系数表 

  电子 化工 建筑建材 交通运输 能源电力 综合 

Hmt 0.820195 0.659332 0.2779382 -0.21327 0.228749 0.883571 

市场指数 -0.65854 -0.4646 -0.289711 0.557832 -0.06061 -0.74214 

 

表 6 :各行业羊群指标和市场指数相关系数表 续表 5  

  制造 商贸旅游 医药 金融地产 纺织服装 其他 

Hmt 0.474205 0.721579 0.5017701 0.226833 0.119284 0.419023 

市场指数 -0.24008 -0.47957 -0.570646 -0.06151 -0.03021 -0.50934 

 

从以上的对比图和相关系数表 可以得出 电子通讯 综合 商贸旅

游 化工类的贝塔系数离散度与市场的羊群指标相关性较大 市场的离散

度增大则行业的离散度也增大 市场的离散度减少 那么行业的离散度也

减小 所以当市场出现羊群时 这些行业的投资者在相同时间也会出现相

关程度的羊群 而医药 制造 能源电力 金融地产 建筑建材 纺织服

装 交通运输等行业的贝塔系数离散度与市场的羊群指标相关性不显著

但应该说明的是 相关性不显著并不表明这些行业内部不存在着羊群 而

且在某些时段有可能行业的羊群更显著 取对比图的数据,以医药行业为

例 如图 12 所示 从 1999 年 5 月 14 日到 2000 年 4 月 14 日 市场羊群指

图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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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 tmH 从 1.8699 平稳地减少到 1.2893 减少 31 而行业的离散度从

2.8235 急剧减少到 0.25058 减少了 91 再以能源电力行业来说 如图

8所示 2000年6月16日到2000年9月22日 市场羊群指标 ),( tmH 从1.3685

变化到 1.2704 只减小 7.2 可行业的离散度却从 2.607354 减少到

0.524219 减少了 80 行业的羊群表现得非常明显 这与市场上常说的

板块效应相吻合 市场的走势有可能是由于板块轮动而不断上涨 但行业

板块的走势却并不一定与市场走势相一致 行业板块的行情有其时间的短

期性 所以行业的离散度与市场的离散度不一定同步变化 对电子通讯行

业而言 在本样本的时间窗口(1998 年到 2001 年)中 高科技行业特别是

IT 行业一直是市场的焦点 该行业的表现经常会带动市场的走势 所以该

行业的离散度与市场的离散度都相关性最大 达到 0.82 该行业的羊群较

同步地与市场的羊群一起出现  

由于这里的 ),( tmH 只是 269 个样本的离散度 所以我们用行业离散度与

市场指标的相关性来验证行业离散度与 ),( tmH 的相关性的可靠性 如果可

靠 那么对这两个相关系数 其内部应该是负相关的 我们计算了相关性

如上表并画出相关图 如图 15 结果是相关系数为-0.93329 说明以 ),( tmH

作为衡量的标准是可靠的  

图 1 5 :行业离散度与市场指标 市场指数的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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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不同股本规模的羊群行为分析 

股本规模不同的公司其价格表现也会不同 由于中国股票市场的特殊

性 整个股票市场中 流通股价值只占有市场总价值的 1/3 但却决定着整

个市场的价格 所以我们以流通股的大小来对样本进行分组 以股本规模

20000 万股 10000 万股 5000 万股 3000 万股把样本分为 5 个组合 并

以此作出离散度对比图和相关性分析 分析方法同分行业分析相同 得到

如下系列图和结果  

 

图 16

图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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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8

图 19

图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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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0 20000 1000010000 50005000 3000 <3000 累计
样本数 37 85 82 38 27 269

市场指数 -0.04618 -0.4804218 -0.557995 -0.759221 -0.675725

流通股规模 万股

表 7   不 同 规 模 样 本 离 散 度 与 市 场 指 数 的 相 关 性

 

 

图 2 1 :不同规模流通股样本地离散度与市场指数的相关性 

 

 

可以看出 随着流通股本的减小 流通股本组合的离散度与市场的负

相关性越趋强烈 说明小流通盘的股票相对大流通盘的股票其更易受大盘

的影响 5000 万股~3000 万股之间的股票最明显 但对小于 3000 万股流通

盘的股票 负相关性有所减小 可能是这些小盘股更易受到庄家的操纵使

其价格有时会独立于市场的缘故  

在各个不同规模组合内 也存在不同程度的羊群 该羊群不一定与市

场同步 如 98 年 9 月到 99 年 5 月 ),( tmH 指标有增大的趋势 但市场走的

是中小盘股的行情 此时流通为 5000 万股以下的股票其贝塔的离散度减小

的幅度就很大 表现出较强烈的羊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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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结论 解释及启示 

一 实证的结论 

1 市场上升时期表现出对整个市场走势(以市场指数为代表)的跟风

行为 而在下跌阶段时 整个市场羊群行为逐渐较少 上升市场的羊群行

为程度强于下降市场的羊群行为  

2 市场在极端(极高或极低)收益时 也存在着收益趋同 表现相近

的模仿现象 并且正的极端收益值更易出现羊群  

3 电子通讯 综合 商贸旅游 化工等行业的贝塔系数离散度与市

场的羊群指标相关性较大 这些行业股票的价格更易受市场的影响 医药

制造 能源电力 金融地产 建筑建材 纺织服装 交通运输等行业的贝

塔系数离散度与市场的羊群指标相关性不显著 这些行业股票的价格受市

场的影响不大 但各个行业内部在一些时段存在明显的羊群  

4 盘子越小的股票 其受市场的影响越大 但超小盘股的表现与市

场的表现不是很一致 其自身在一些时段也表现出较明显的羊群  

二 中国市场羊群行为的原因 

羊群的产生可以有理论上的解释 在实证上亦能得到验证 但是如果

没有一个 羊群 生存适合的环境 羊群 也很难孕育 发展 扩大 但

是中国证券市场的一些特征却恰恰创造了培育 羊群 行为的沃土  

一 单一的投资者结构 

截至 2001 年年底 A 股的真实的投资者数目约为 3300 万左右1 在这

些投资者中 投资者主要以中小散户为主 从资金量来说 少数的机构投

资者却拥有相对于散户绝对优势的资金 还有机构投资者还拥有人力 信

                                                 
1 中国股市个人投资者状况调查报告 陈斌 李信民 杜要忠 200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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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 工具 舆论的优势 故机构投资者就很容易操纵价格 当这些机构投

资者通过炒题材 炒概念(本质上是对信息的炒作) 并通过吸筹 洗盘

震仓 拉抬 整理 拔高 出货等技术手段在市场上呼风唤雨时 对不具

有信息 资金优势 风险承受能力有限的中小散户来说 在市场走势产生

的压力日趋增大的情况下 被市场牵着鼻子走是很难避免的  

二 较低的投资者知识和教育程度 

根据 中国股市个人投资者状况调查报告 国内的证券市场上的投资

者的总体受教育程度较低 而且绝大多数投资者的证券投资知识来自于非

正规教育 大多数投资者在投资选股时 主要靠报刊杂志 股评 朋友荐

股以及小道消息等 (在做投资决策时 投资者依据股评推荐 亲友引荐以

及小道消息所占的比重高达 51.5 ) 投资者这种决策的依据和方式实际上

与 Banerjee 的信息串联模型的产生条件相吻合 信息在不同的投资者之间

依次传递 并在价格上不断得到体现 Banerjee 式的羊群很容易地发生  

三 投机观念 

一个成熟的证券市场应是一个倡导价值投资的资本市场 但是国内市

场的现实情况却是处处充满了投机的影子 但对中国的上市公司来说 一

年优 二年平 三年亏 已经是众所周知的业绩规律 这种在报表上体现

出来的业绩 使人们对以年报 中报为代表的信息披露的可信度提出了怀

疑 投资者因为对披露信息的信任程度不高而不愿再去认真阅读上市重要

材料 投资者认为 不真实 是信息披露存在的首要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

中小投资者必然认为通过公开的信息研究上市公司的基本面情况从而对上

市公司的价值做出判断已不足以取 再加上一些庄家与上市公司配合 以

信息披露(甚至虚假信息 如琼明源等)和其他技术手段相配合 联手操纵

价格 庄家可以牟取暴利 如果是抬升价格 上市公司还可以高价配股

如此种种以市场中弱势群体为诈取对象 把中小投资者当作 取款机 的

行为 使得在股市中无法 根本不可能 或者说根本不应该进行价值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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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无法树立正确的投资理念 同样是来自 中国股市个人投资者状况调

查报告 在对入市动机的调查中 78.6 的个人投资者入市的主要原因是

为通过股票的买卖而获利 七成投资者持有 1只股票的时间在 6个月以下

这进一步说明了投资者入市是以短期套利为动机的投机行为  

所以 在这种不以价值投资为主要投资理念的国内证券市场中 股票

的价格将很难体现公司的价值 市场呈现出无效率状态 股票的价格失去

了以公司的价值为核心的价格运动中枢 那么价格的运动就会寻找新的参

照标准 这时可以说 整个市场的走势成为最合适的选择 于是 以市场

指数为领头羊的庞大羊群就这样自然产生了  

四 政策的不连续性和不稳定性 

从中国证券市场的历史走势看 我们会发现在重要的顶部或底部区域

在消息面上总是伴随着一些重要的股市政策的出台 政策常常左右着中国

证券市场的走势 影响着投资者的投资决策 以国有股减持为例 每次的

减持政策的出台都会引起股价的剧烈波动 因而 一方面它给市场的 消

息灵通人士 带来了巨大的收益 另一方面也使 跟风者 承担了巨大的

风险  

三 启示 

玩过滚雪球的人都知道 雪球会越滚越大 速度会越来越快 但是如

果受到破坏的话 那将是崩溃性的 而股市中的羊群行为也一样 羊群刚

出现时 可能不明显 但随着信息的传递和价格的表现 会有越来越多投

资者加入到羊群中 可是这些投资者的心理承受能力有限 股市中的风吹

草动都有可能引起羊群的解散 如果只是对个股的羊群 那么也许只会影

响个股 但是对整个市场的羊群 那么实际上是加大了市场的系统风险

这对中国这个只有十几年历史的新兴市场的发展非常不利 所以 为了整

个市场的发展更规范 更成熟 管理部门有必要在加大培育机构投资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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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度 培养投资者正确的价值投资理念 完善信息披露制度 加大监管的

力度等方面进行加强完善  

四 本文的不足 

由于资料有限不足 本文无法对重大事件引起的羊群现象进行研究

同样也是由于资料原因没有对行业内是否存在各自的领头羊进行更深入的

探讨 此外对羊群行为是否是理性也未进行深入的研究 这些都有待于后

来者做进一步的探讨 以完善对中国市场羊群现象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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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样本代码表 

600600 600640 600679 600720 600769 600824 600864 

600601 600641 600680 600722 600771 600825 600865 

600602 600642 600681 600724 600772 600826 600866 

600603 600643 600682 600725 600774 600827 600867 

600604 600644 600683 600726 600775 600828 600868 

600605 600645 600684 600727 600776 600829 600869 

600606 600646 600685 600729 600777 600830 600870 

600607 600647 600686 600730 600778 600831 600871 

600608 600648 600687 600731 600780 600832 600872 

600609 600649 600688 600732 600781 600834 600873 

600610 600650 600689 600734 600782 600835 600874 

600611 600651 600690 600735 600783 600836 600875 

600612 600652 600691 600736 600784 600837 600876 

600613 600653 600692 600737 600786 600838 600877 

600614 600654 600693 600739 600788 600839 600878 

600615 600655 600694 600740 600800 600840 600879 

600616 600656 600695 600742 600801 600841 600880 

600617 600657 600696 600743 600802 600842 600881 

600618 600658 600697 600744 600803 600843 600882 

600619 600659 600698 600745 600804 600844 600883 

600620 600660 600699 600747 600805 600845 600884 

600621 600661 600700 600748 600806 600846 600885 

600622 600662 600701 600750 600807 600847 600886 

600623 600663 600703 600751 600808 600848 600887 

600624 600664 600704 600753 600809 600849 600888 

600626 600665 600705 600754 600810 600850 600889 

600627 600666 600706 600755 600811 600851 600890 

600628 600667 600707 600756 600812 600852 600891 

600629 600668 600708 600757 600813 600853 600892 

600630 600669 600709 600758 600814 600854 600893 

600631 600670 600710 600759 600815 600855 600894 

600632 600671 600712 600760 600816 600856 600895 

600633 600672 600713 600761 600817 600857 600896 

600634 600673 600714 600762 600818 600858 600897 

600635 600674 600715 600763 600819 600859 600899 

600636 600675 600716 600764 600820 600860  

600637 600676 600717 600765 600821 600861  

600638 600677 600718 600766 600822 600862  

600639 600678 600719 600768 600823 6008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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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记 

论文完成之际 获知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桂冠落在以 Daniel 

Kahneman 等为代表的行为金融学领域 感到十分地高兴 但是望着即将付

梓印刷的论文 却发觉留下了更多的疑惑 要做的研究远远未完成  

求知的过程无疑是艰辛的 然而所有的一切与父母养育之辛苦相比

无疑是黯然失色的 感谢我至爱的父母二十多年来的无私的养育之恩 他

们对我的默默支持使我能够顺利完成学业  

我的导师郑振龙教授是一位睿智的年轻学者 课堂上 其闪烁的眼神

跳跃的思维 风趣的语言和博学的知识时时展现着他聪明的智慧 而课外

对学生的关心和平易近人的随和性格更是构成了其难以抗拒的个人魅力

能够成为他的学生是幸运和可以之为豪的 感谢他在论文选题 资料提供

和写作过程中的认真指导和帮助 使我节省了很多无谓的时间 顺利地完

成了论文  

感谢管理学院的老师 他们为我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学习平台 感谢管

理学院的杨熠博士 她为我提供了宝贵的数据 感谢计统系的张贞智博士

我的一些决策受到他的影响 感谢陈志坚 张俊生 罗炳春 黄学敏 黄

鑫 赵建新 吴大程等同班同学和朋友在两年多相处日子里的帮助 所有

的这些都将构成我硕士学习生涯中丰富而美好的回忆  

 

郑泽星    

2002 年 11 月于凌云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