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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引言

资产价格的行为对于许多重要的决策来说都十分关键。它不仅涉及到专业投资者，
更和大多数人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要储蓄的话，是留现金、存银行、买股票还是买
栋房子呢？这种选择取决于一个人对于不同储蓄形式带来的风险和回报的看法。资
产价格对于宏观经济也至关重要，因为它为那些关乎实体投资和消费的重要经济决
策提供了关键的信息。虽然金融资产价格常常看似体现了基本面价值，但历史上却
有许多让人震惊的反例，这些事件就是通常所说的泡沫和崩溃。资产的错误定价可
能促成金融危机，而且正如最近的经济衰退表明，这种危机可能会破坏整体经济。既
然资产价格在许多决策中的作用都如此重要，
那么它又是由什么决定的呢？
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颁给了旨在理解资产价格如何确定的实证研究。Eugene
Fama、Lars Peter Hansen 和 Robert Shiller 提出了相关的方法，并将其用在了应用工作
中。虽然对于金融市场如何运转还没有完整和公认的解释，本次获奖者的研究还是
大大加深了我们对于资产价格的理解，并揭示了一些重要的经验规律，以及能够解释
这些规律的一些因素。
资产价格是否可以预测呢？这个问题十分古老，却又非常核心。如果能够以较高
的确定性预测一个资产将比另一种资产增值更快，那就有钱可赚了。更重要的是，这
样的情况意味着一个相当基本的市场机制失灵了。然而在实际中，投资资产会带来
风险，可预测性也成了一个统计上的概念。特定的资产交易策略可能会带来很高的
平均回报，但根据有限的历史数据，能不能就此推断它具有超额回报呢？此外，较高
的平均回报可能要付出较高风险的代价，因此可预测性可能根本就不是市场失灵的
标志，而只是对冒风险的公平补偿而已。因此，对资产价格的研究必然要涉及到风险
和决定风险的因素。
处理可预测性有几种方法。我们可以在不同的时间跨度上考察它；有说法称风
险补偿在短时间内发挥的作用可能较小，因此预测未来几天或者几个星期时就可以
加以简化。评估可预测性的另一种方法是考察价格是否已反映了所有的公开信息。
特别是研究人员研究了市场获知新的资产信息时的情形，也就是所谓的事件研究。
如果有新的信息公开，但资产价格对这个新闻的反应却缓慢而迟钝的话，这显然就有
了可预测性：
即使无法预测消息本身，
但却可以预测所有的后续变化。在 1969 年提出
的一项开创性的事件研究以及许多其他的研究中，Fama 和他的同事们从各种不同的
角度研究了短期可预测性。他们发现，股票市场中可以短期预测的程度非常有限。这
一实证结果对于学术文献和市场实践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如果连在短期内预测价格都几乎不可能，那在更长的时间跨度下进行预测会不
会难上加难？许多人都是这样认为的，但实证研究证明这个猜想是错误的。Shiller 在
他 1981 年发表的关于股票价格波动性的论文，以及之后对于长期可预测性的研究中
提供了重要的观点：股票价格在短期内过度波动，但放眼数年来看，整体市场是相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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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预测的。平均而言，市场在价格（比如用公司盈利归一化后）高的时期之后趋于
向下走，
而在价格低的时候会向上走。
从长期来看，对风险的补偿应该在回报中占有更大的比重，而可预测性可能反映
了对风险的态度，以及市场风险随时间的变化。因此，需要根据风险和资产价格之间
的关系理论来解释和可预测性相关的结果。对于这一点，Hansen 首先做出了基础性
的贡献。他开发出了一种计量经济学方法，也就是在 1982 年的一篇论文中提出的广
义矩方法 (GMM)，让处理资产价格数据的特定特征成为可能，然后把它应用在一系
列研究上。他的研究结果大致支持 Shiller 的初步结论：资产价格波动太大，无法和以
所谓消费资本资产定价模型 (CCAPM) 为代表的标准理论吻合。这一结果引出了一
大波新的资产定价理论。一派将 CCAPM 拓展为更丰富的模型，并保留了理性投资者
的假设。另一派就是通常所说的“行为金融学”，它们受到 Shiller 的早期著作启发，把
着眼点放在行为偏差、
市场摩擦和错误定价上。
一个相关的问题是如何理解不同资产之间回报的差异。就此而言，经典的资本
资产定价模型 (CAPM)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提供了一个基本的框架，1990 年的诺贝
尔经济学奖因此而授予了 William Sharpe。该模型称，与整体市场相关性较强的资产
具有更高的风险，因此需要更高的回报作为补偿。在大量的研究中，研究人员都尝试
来检验这一论断。就此问题，Fama 提出了开创性的方法论，并进行了大量的检验。人
们已经发现，在加入了股票的总市值和市净率后，具有三个因子的扩展模型的解释力
要比单因子 CAPM 模型强得多。人们还发现，其他一些因子有助于解释资产间的回
报差异。在研究整体市场时，横截面方面的文献讨论了基于理性投资者的理论扩展
和行为模型来解释新的发现。
本文共分九节。第 2 节介绍了一些基本的资产定价理论背景，并给出了本文其余
部分的框架。第 3 节和第 4 节分别讨论了资产价格的短期和长期可预测性。之后的
两节讨论了用于解释和可预测性相关的一些发现的理论，以及这些理论的检验，第 5
节涵盖了基于理性投资者的理论，
第 6 节讨论了行为金融学。第 7 节则介绍了横截面
资产回报的实证工作。第 8 节简要总结了重要的实证研究结果，并讨论了它对于市场
做法的影响。第 9 节则对本科学背景介绍作一总结。

2

理论背景

为了给介绍获奖者的贡献作些铺垫，
本节将回顾一些基本的资产定价理论。

2.1 竞争交易的启示
一些基本的观点可以追溯到 19 世纪，它们都源于竞争性交易的一个基本假设：不存
在套利机会。套利机会的是一个“摇钱树”，它可以在不承担任何风险的情况下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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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任意数量的钱。举一个小例子，假设有两项资产，安全回报率分别为 Ra 和 Rb ，且
Ra > Rb 。如果两种资产都可以卖空，也就是持有负值，那么就可以卖空 b 资产，用所
得买进 a 资产来获得套利回报：这样就可以获得安全利润率 Ra − Rb 。因为这棵摇钱
树可以在任意规模下操作，显然它不符合均衡原则。在竞争性市场中，Ra 和 Rb 一定
是相等的。任何安全的资产必须具有相同的回报 Rf（f 代表安全），这也是任何安全
资产的未来回报的
“折现”
率。
这套简单的逻辑可以推而广之，尤其可以处理不确定的资产回报。可以通过证
明不存在套利机会，来论证任何交易资产的价格，都可以写作下一时间不同自然状态
下资产支付额的加权或折现和，其中权值与资产无关（参见如 Ross, 1978 和 Harrison
and Kreps, 1979）。因此，
在任意时刻 t，任意给定资产 i 的价格都可以写作
X
Pi, t =
πt+1 (s) mt+1 (s) xi, t+1 (s).
s

式中，
s 代表某种自然状态，
π 代表这些状态发生的概率，
m 则是非负的折现权值。
x 是支付额，对于股票可以定义为下一时刻的价格加上股息：
xi, t+1 = Pi, t+1 + di, t+1 。在
一般情况下，所有这些项都取决于自然状态。注意折现权值 m 对于所有资产都是相
同的。1 因为 m 和 xi 都取决于 s，它只会影响个别资产 i 的价格。
对于安全资产 f，x 与 s 无关，
公式变为
X
Pf, t = xf, t+1
πt+1 (s) mt+1 (s).
s

因此，我们可以定义安全资产在 t 时刻的无风险折现率 Rf ，并用它来解释

P
s

πt+1 (s) mt+1 (s)：

X


πt+1 (s) mt+1 (s) ≡ 1 (1 + Rf, t ).

s

不过更普遍来说，mt+1 (s) 取决于自然状态这一点，说明了某些自然状态下的折
现率可能比另一些状态要高：钱在不同状态下的价值是不同的。这让我们认识到市
场是如何评估一种资产的风险状况的价值的：如果它在权值较低的状态下支付情况
特别好，
那它的价格就会比较低。
无套利定价公式往往写成更抽象的形式
Pi, t = Et (mt+1 xi, t+1 ),

(1)

其中 E 包含了求和与概率：它是期望值（概率加权）。这个公式可以看作是大部分资
产价格实证研究的纲领。有了 xi, t+1 = Pi, t+1 + di, t+1 ，可以对式 (1) 作前向迭代，得出
股票价格等于未来股息的折现值的期望。2
1此外，如果市场是完全的，也就是说独立资产的数量不少于自然状态的数量，那么确定所有资产价格
的 m 是唯一的。
股息的现值趋于零。见 Tirole (1985)。
2这里假定不存在泡沫，也就是随着时间推移到无穷大，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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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价格可以预测吗？
假设，我们首先考虑两个非常接近的时间点。这时，安全利率接近零。而且对于很
短的时间范围，可以假定 m 在各个状态之间变化不大：风险不是问题。这些假设
无异于假设 m 等于 1。如果支付额仅仅是资产的转售价值 Pt+1 ，那么无套利意味着
Pt = Et Pt+1 。换句话说，明天资产价格可能会上升或下降，但任何此类变化都是不可
预知的：价格是一个鞅（鞅是随机游走的推广形式）。不可预测性假说这个主题下面
有大量的实证文献，
Fama 对此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我们将在第 3 节中讨论这项研究。
风险和长期观察
一般来说，折现和风险是不能忽略的，所以在检验竞争性交易的基本前提时要考虑到
折现因子 m：它平均是多大，波动多少，更广义上来说，它的时间序列属性如何。因
此，检验无套利理论时，还涉及到检验一个关于 m 如何变化的特定理论，这一点是
在 Fama (1970) 中首先强调的。
假设我们讨论一个无风险资产 f 和一个风险资产 i。根据 (1) 式可以将资产价
格写为
Pi, t =

Et (xi, t+1 )
covt (mt+1 , xi, t+1 )
+ vart (mt+1 )
1 + Rf, t
vart (mt+1 )

折现因子 mt+1 (s) 可看作是状态 s 下钱的价值。因此，上述定价方程说的就是，资
产的价值取决于它与钱的价值之间的协方差。如果协方差为负，也就是说在钱的价
值低的时候资产支付额高，或者反之，那么资产的价值就比支付额的折现期望值要
低。此外，差异项可以分解为两部分：资产的“风险附加因子”
（风险数额）vart (mt+1 )
t (m t + 1 ,x i, t + 1 )
以及
“风险敞口”covvar
。
t (m t + 1 )


定 价 公 式 还 可 以 表 示 为 超 出 无 风 险 资 产 的 超 额 回 报 的 期 望：Et (Ri, t+1 −


Rf, t )mt+1 = 0，
其中 1 + Ri, t+1 = xi, t+1 Pt 。我们由此可得
Et Ri, t+1 − Rf, t = −(1 + Rf, t ) covt (mt+1 Ri, t+1 ).
那些随机折现因子高时（也就是支付额对投资者价值更高时）回报低的资产必
须要有更高的“风险溢价”，即超出无风险利率的超额回报。超额回报平均有多大？它
们如何随时间而变化？它们如何根据资产种类不同而变化？Fama、Hansen 和 Shiller
都从不同角度探讨了这些基本的问题。不论是对于股市整体，还是债券和外汇等特
定市场，或是个别股票的横截面，他们关于价格可预测性以及风险溢价的决定因素和
性质的发现，加深了我们对于资产价格形成机制的理解。在第 4 节中，我们将讨论资
产价格随时间推移的可预测性，
而个别资产的横截面差异将在第 7 节中讨论。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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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随机折现因子理论
如上所述，基本理论的基础是不存在套利。很自然，下一步就是讨论什么决定了随机
折现因子 m。泛泛而言，有两种方法：一种是基于理性的投资者行为，但可能涉及机
构的复杂情况、投资者的差异性等；另一种方法则是基于投资者行为的心理学模型，
通常称为行为金融学。
理性投资者理论
基于理性投资者行为假设的理论，在资产定价和其他经济学领域中都有着悠久的传
统。简而言之，它通过对于偏好的假设，把随机折现因子同投资者行为联系起来。这
一理论假设投资者做出投资组合的决定时，是为了使消费达到期望的时间和风险
特征，这样就把市场均衡时投资者面对的资产价格与投资者自身的生活安乐联系
了起来。这种联系由 m 表现出来，它捕捉到了“效用”中影响资产估价的方面。通
常情况下，关键的联系来自于消费的时间特征。导出这一联系的一种基本模型就是
CCAPM。3它拓展了个别股票价格的静态 CAPM 理论，为决定市场组合估值的因素
提供了一个基于消费的动态理论。CCAPM 的关键假设在于投资者效用函数和对风
险的态度，
大部分实证工作都是为了从资产价格推断出这个效用函数的性质。
最基本 CCAPM 模型里有一个具有时间可加性偏好的“代表性投资者”，处在完
全的市场环境中，也就是说每个自然状态都至少对应一个独立资产。这一理论由此
推导出 m 是 t + 1 时刻和 t 时刻代表性投资者消费水平的函数。最关键的是，这个函
数是非线性的，这就促使计量经济学理论迈出创新的步伐，以便检验 CCAPM 及相关
模型。Hansen 迈出了第一步并首先进行了应用。
为了更好地符合实证结果，人们对 CCAPM 进行了扩展，以便处理更复杂的投资
者偏好（如非时间可分、习惯的形成、模糊厌恶和健壮性）、投资者的差异性、不完全
市场以及各种形式的市场约束，例如借贷限制和保证金限制。这些扩展让我们对于
m 如何依赖于消费和其他变量有了更一般性的看法。第 5 节将讨论这个方向的研究
进展。
行为金融学
对于在数据中观察到的 m 所隐含的波动，另一种解释认为投资者并非完全理性的。
在 Shiller 于 20 世纪 70 年代末开始的原创性贡献之后，这个研究方向在过去几十年
中发展很快。人们探索了一些具体的偏离理性的情况。一种类型的偏离是用经济心
理学文献中提出的函数来取代传统的期望效用函数。一个突出的例子是由 2002 年诺
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Daniel Kahneman 和 Amos Tversky 提出的前景理论。另一种方法
3CCAPM 源自于 Merton (1973)、
Lucas (1978) 和 Breeden (1979) 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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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基于市场情绪，也就是考虑市场预期非理性地乐观或悲观的情况。不过这倒提供
了一种可能性，即理性投资者可以通过非理性投资者的错误见解所创造的套利机会
获利。理性的套利交易将推动价格回到非行为理论预测的水平。因此，行为金融学模
型也常常会涉及到制度上规定的套利限制。
将行为因素和套利现值结合起来，就可以得出基于行为的随机折现因子。决定
它的因素与从传统理论导出的折现因子不同。例如，
如果利用式 (1)，根据数据来估计
m，并假设理性预期（这是错误的），就可能由于乐观导致 m 值过高，而没有反映出消
费的变动。换句话说，数据可能会满足式 (1) 这样的方程，但由于期望算子给好的结
果分配了过高的权重，导致计量经济学家对 m 的估计过高。第 6 节将进一步讨论行
为金融学的解释。
CAPM 与资产回报的横截面
说到资产的横截面，请回忆前文曾经提过，个股的价格可以写作以无风险利率折现的
下一时刻支付额的现值，再加上一个风险溢价项，即用资产的风险数额 vart (mt+1 ) 乘
以风险敞口

covt (mt + 1 ,xi, t + 1 )
vart (mt + 1 ) 。后一项就是这一资产的

“β”，也就是以 m 作自变量，资产回

报作为因变量进行回归的斜率。这就表达出了 CAPM 的一个关键特征。具有高 β 的
资产应该价格较低（等价于带来更高的预期回报），因为它风险更大，而风险是由它
和 m 的协方差定义的。CAPM 特别用市场组合的回报作为 m，Fama 和其他许多人都
对这一模型进行了系统的检验。更普遍来说，因为股票一般会随不同因素作不同的
变化，我们可以找出几个决定 m 的因素，资产回报的横截面也可以确定更复杂的多
因子模型。Fama 和其他研究者对这一方法做了广泛的探索，我们将在第 7 节中予以
讨论。

3

短期回报可以预测吗？

如果资产价格反映了所有相关信息，
那资产回报应该是无法预测的。这个观点背后有
着悠久的历史，它可以追溯到 Bachelier (1900)，并由 Mandelbrot (1963) 和 Samuelson
(1965) 正式提出。他们证明了运作良好的市场中，资产价格应当遵循随机游走的
一个推广形式，也就是下鞅。早期的实证研究如 Kendall (1953)、Osborne (1959)、
Roberts (1959)、Alexander (1961, 1964)、Cootner (1962, 1964)、Fama (1963, 1965)、Fama
and Blume (1966) 以及其他工作为这个假说提供了证据支持。
在影响深远的论文 Fama (1970) 中，作者综合并解释了既往的研究，并规划了未
来工作的蓝图。Fama 强调了一个在很大程度上被早期文献忽视的根本性问题：为了
检验价格是否正确地包含了所有相关的可用信息，由此得出对预期回报的偏离不可
预知的结论，研究者先得知道期望的回报是多少。对于第 2 节中谈到的一般定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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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研究人员必须知道随机折现因子 m 是如何确定的，还有它如何随时间变化。先假
定一个资产价格模型，我们就可以进一步研究相对于这个模型的偏差是随机的还是
系统的，也就是这个模型带来的预测误差是否可以预测。但即使发现偏差是系统性
的，也不意味着价格就没有正确地包含所有相关信息；资产定价模型（前提假设）本
身也完全有可能设定的不对。⁴ 因此，设定和检验资产定价模型就成了分析中不可缺
少的一部分。⁵ 反过来，如果没有假设价格已经理性地包含了所有相关的可用信息，
并且预测误差无法预见的话，要检验一个资产定价模型就不那么容易了。Fama 的研
究为大量面对联合假设问题的实证研究提供了框架，并提供了一套相关的实证证据。
这方面很多重要的早期文献都是 Fama 本人的贡献。在首次研究这个问题后二十年，
Fama (1991) 讨论了研究的现状。
在他 1970 年的论文中，Fama 还讨论了“可用”的信息可能意味着什么。根据
Harry Roberts 的建议，Fama 提出了三分法：(i) 弱形式的信息有效，利用历史资产价格
不可能系统性胜过市场；(ii) 半强形式的信息有效，利用可公开获得的信息不可能系
统性胜过市场；以及 (iii) 强形式的信息有效，用任何信息，无论公开还是私密，均不可
能系统性胜过市场。最后这个概念似乎先验就是不现实的，也很难检验，因为它需要
获取所有知情者的私密信息。因此，
研究人员专注于检验前两种类型的信息有效性。

3.1 短期可预测性
对于随机游走假说的早期研究已经基本上检验了这三个信息有效性概念中的第一
个：过去的回报是否可以预测未来的回报。这项工作解决了过去的回报对于预测在
不久的将来，即数天或数周的回报是否有用。如果随机折现因子关于时间是恒定的，
那么没有套利机会就意味着不能从过去的回报预测不久的未来的回报。一般来说，
早期的研究发现可预测性非常小，不能拒绝股票价格遵循随机游走的假设。在很短
的时间范围内（如数日之间），因为不同的预期回报的影响应该非常小，联合假设的
问题应该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因此，
早期的研究不能拒绝弱式信息有效的假说。
在他 1963 年的博士论文中，Fama 用三种类型的检验系统地检验了随机游走假
说：检验序列相关性，运行检验（换言之，一系列不间断的涨跌是否比纯粹偶然的结
⁴ Jarrow and Larsson (2012) 对联合假设问题做了推广。他们证明了如果可以找出正确的资产回报过程，
就可以检验在无套利市场中，价格包含了可用信息的命题。确定一个资产定价模型可以看作是它的特例，
因为这样的模型就意味着资产回报的均衡过程。
⁵一个例外是两个不同的资产具有完全相同的支付额。在这种情况下，无套利市场就意味着，无论采用
何种资产定价模型，这两种资产都应当以完全相同的价格交易。于是，如果我们可以找到两种这样的资产
以不同价格交易的情况，就违背了不能进行套利的假设。在市场摩擦限制了套利机会时可以见到这种违
背的记录。实例包括 Froot and Dabora (1999) 记载的荷兰皇家壳牌股票价格在美国和荷兰股市上的偏离，
以及 Lamont and Thaler (2003) 和 Mitchell, Pulvino and Stafford (2002) 的研究，他们研究了互联网子公司的
部分分立情况，
其中公司的市值还要低于其子公司（意味着非子公司部分资产价格为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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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出现地更频繁），并对检验进行筛选。早期的研究人员也用过这些方法，但 Fama 的
做法较为系统和全面，并因此对后续的研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1965 年，Fama 称样
本中美国大公司的每日、每周和每月回报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由过去的回报进行预测。
回报往往呈正自相关。不过这种相关关系相当弱，对于个股而言，能够用预期回报的
变化解释的回报方差部分不足 1%。后来，Fama and Blume (1966) 发现，其相对于随机
游走定价的偏离是如此之小，乃至任何企图利用它的尝试都不太能抵得上交易成本。
基本的无套利观点加上恒定的预期回报，虽然还不完全准确，但似乎还算是一个合理
的工作模型。这是 20 世纪 70 年代的共识。

3.2 事件研究
如果股票价格已经包含了所有可公开获得的信息（即在 Fama 1970 年提出的模型中，
如果股市是“半强式”信息有效的），那么相关新闻在公布后应该对股票价格有立竿
见影的影响，但公布日之外的回报应该还是不可预测的。Fama、Fisher、Jensen 和 Roll
于 1969 年发表的一篇开创性的论文对这一假设做了检验。该团队也是采用 CRSP 美
国股票价格和股息数据集的第一人，该数据集最近在 James Lorie 和 Lawrence Fisher
的领导下由芝加哥大学汇集完成。Fama 和他的同事们引入了如今所谓“事件研究”的
概念。⁶ Fama 与合作者讨论的特殊事件是股票拆分，但该方法同样适用于任何可以
以合理精度确定日期的新信息，
比如宣布股息变化、兼并或其他企业活动。
事件研究的思想，就是要仔细观察关于特定资产的新信息到达市场（
“事件”
）之
前和之后的价格行为。在无套利市场中，价格包含所有相关的公开信息，在公布新闻
后，应当不会出现系统性的风险调整后的回报，无论正负。这时，新闻公布时的价格
反应（限制其他事件同时出现的情况），也应当是新信息所意味的资产基本面价值变
化的无偏估计。
股票价格中的噪声阻碍了实证的事件研究。股票市场同时受到很多事情影响，
要分离出一个特定事件的影响十分困难。此外，由于联合假设问题，有必要先确定股
票预期回报的决定因素，这样才可以通过偏离预期回报多少来衡量市场反应。如果
研究的时间跨度（
“事件窗口”
）比较短，影响股票预期回报的潜在风险敞口就不太可
能有很大变化，
那么就可以用事件前的回报数据来估计预期回报。
Fama 和他的同事们通过使用所谓的“市场模型”来捕捉预期回报的变化，由此处
⁶这里还是应当介绍一下先前的工作。事件研究的基本想法也许至少可以追溯到 Dolley (1933)，该文研
究了股票价格在拆分后马上出现的行为，并简单地提供了涨跌的股票数目。同时代的事件研究有 Ball and
Brown (1968)，先于 Fama 等人 1969 年的文章发表。不过，Ball 和 Brown 承认其工作是基于 Fama 和同事们
的方法，
并在参考文献中引用了该文的研究手稿。这并不是要引发对 1969 年论文发表先后的疑虑，
而是想
体现他们的想法在研究圈中传播得有多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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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联合假设的问题。在这个模型中，
预期回报
R∗i, t = αi + βi Rm, t
这里 Rm, t 是同期整体市场回报，αi 和 βi 是利用事件前数据，用股票 i 的实际回报 Ri, t
相对于整体市场回报进行回归的估计系数。⁷ 如果认为 βi 捕捉了不同资产预期回报
之间差异，这个方法解决了联合假设问题，并把股票 i 的价格变动同市场的一般冲击
分离开来。
对于事件发生前和发生后的时间段，
Fama 和同事们跟踪了股票 i 的回报率，并计
算了残差 εi, t = Ri, t − R∗i, t 。如果事件已经包含相关的新闻，事件前后期间的累积残差，
应当等于这些消息造成的股票基本面价值的变化，再加上期望为零的异质噪声。由
于不可预测意味着各个事件的异质噪声应当不相关，我们就可以对各个事件累积的
εi, t 做平均来估计对价值的影响。
原论文中研究的事件是股票拆分。作者发现，确实，在计入股息变动后，股票在
公布拆分后没有表现出任何异常的回报。这一结果与根据所有可用信息完全调整后
的价格一致。事件研究的结果常常用一张教学图加以介绍。这里我们从 Asquith and
Mullins (1986) 的一项研究中复制了一张图，它研究了 88 支美国股票在宣布即将开始
派息后的价格反应。时刻 0 是开始派息的公告刊登在《华尔街日报》上的日期，意味
着市场在前一天，即 −1 时刻就了解到了派息的消息。图中画出了“累积异常回报”，
即从公告发布前 12 个交易日到发布后 12 个交易日的累积残差回报 εit 。从图中可以
看出，
派息新闻迅速在股票价格上得到体现，
在公布当日约有 5% 的大幅反应，
而在公
布之前和之后的异常回报则不明显。这一模式表明，
这种类型的消息没有可预测性。
事件研究方法看似简单，但 Fama、Fisher、Jensen 和 Roll 原创研究和结果却为实
证金融创造了一个全新的子领域。要检验价格是否充分体现了新的信息，而没有产
生可预测的价格变动，事件研究可以说是最干净利落的方法。总体来说，绝大部分事
件研究都支持这一假说。不过人们也发现了一些例外，最著名和普遍的可能是由 Ball
and Brown (1968) 记载的所谓“盈利公布后漂移”
。
事件研究最常见的用途之一就是衡量各种事件对价值的影响。如果市场正确地
反映了新的信息，那么一个特定的事件，比如企业的决策、宏观经济公告或监管变
化对价值的影响，就可以通过对不同资产、不同时间段下的大量此类事件产生的异
常回报做平均而加以测量。这一方法已经成为检验各种经济理论预测结果的常用
手段，在企业理财领域尤为突出。对这方面大量文献的综述可参见 MacKinlay (1997)
和 Kothari and Warner (2007)。
⁷市场模型与资本资产定价模型 (CAPM) 关系密切。根据后者，R∗i = Rf + βi (R∗m − Rf )，其中 Rf 是无风险
利率，R∗m 是预期市场回报。要让市场模型正确地描述资产回报，这是一个充分而非必要条件，CAPM 对系
数有额外的限制 αi = (1 − βi )Rf 。见 Sharpe (1964)。

11

www.jlao.net

理解资产价格
累积平均
异常回报

12
派息公布日

7%

首次公布派息时累积平均回报

6%
5%
绘图: ©Johan Jarnestad / 瑞典皇家科学院

4%
3%
2%
1%
0%
-1%
-2%
-12 -11 -10 -9

-8

-7

-6

-5

-4

-3

-2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图 1: 股票初次派息公告时的异常回报

3.3 对短期可预测性的后续研究
在 Fama 等人做出了关于可预测性的早期工作后，采用更长的时间序列和更完善的
计量方法的实证研究纷纷涌现。研究人员发现，股票回报有在统计学上显著的短期
可预测性，但这种可预测性的幅度很小（如 French and Roll, 1986、Lo and MacKinlay,
1988、
Conrad and Kaul, 1988）。市值较小、
交易不甚频繁的股票的自相关性更强，意味
着考虑到交易成本，要想利用这种可预测性是非常困难的。French and Roll (1986) 关
注很短的时间范围，比较了市场开放时和周末及晚间市场关闭时的每小时回报。事
实证明，市场开放时，价格变化要比晚间或周末市场关闭时（这时测量的是从休市到
开市的每小时价格变动）剧烈得多。除非市场开放时相应的消息密度要高得多，这一
发现耐人寻味。一种解释是，信息不足的“噪声交易”导致短期价格偏离其基本面价
值。与此相一致的是，French 和 Roll 发现，个股每日回报的高阶自相关是负的。虽然
对这些研究结果的解释仍有争议，一种常见的解释是，这种可预测性部分是由于流动
性效应，
即执行大额交易导致会短期的价格压力和随后的反弹 (Lehmann, 1990)。
Fama 在他 1970 年的论文中勾勒的研究项目迄今已经得到了系统性的证据，表
明交易所买卖的股票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短期预测，但可预测的程度是如此之低，一
旦考虑到交易成本，几乎没有任何可以攫取的交易利润。从这个特定意义上说，股市
似乎是接近具有不可预见的预测误差的无套利模型。然而，缺乏短期可预测性，并不
排除股市的长期回报展现出相当的可预测性。即使短期回报几乎不可预测，在较长
的时间范围内，回报却很可能可以预测。在下一节中，我们会来看看长期可预测性的
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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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可预测性

对长期可预测性的研究必须一上来就面对联合假设问题。只要我们愿意维持无套利
定价的假设，就可以利用长期回报的可预测性就推断资产定价模型是否正确。反过
来，如果找到长期的可预测性，可能意味着在一个特定的资产定价模型下存在套利
机会。
资产回报的长期可预测性在 20 世纪 80 年代成为了一个主要的研究课题。Shiller
对此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Fama 也作出了重要的早期贡献，例如，Fama and Schwert
(1977) 指出短期利率可以用来预测股市的回报。

4.1 方差比检验
预期市场回报到底是不随时间变化，还是以一种可预测的方式变化呢？Shiller 在债券
市场 (1979) 以及股票市场 (1981a) 上解决了这个问题。他发现，可以通过比较短期和
长期资产回报的方差，来检验具有恒定预期回报的简单无套利假设。直到 20 世纪 80
年代初，大多数金融经济学家都认为，关于现金流的消息是推动股市波动的最重要的
因素。在他 1981 年论文的标题中，Shiller 提问质疑了这一观点：
“股票价格是不是波
动得太厉害，
以至于无法用后续的股息变化来解释呢？”
要理解 Shiller 的观点，请回想基本定价方程 (1)，它意味着无套利市场中资产价
格可以写作未来“基本面”的期望现值：未来现金流（对股票来说就是股息）的折
现值，其中折现用 m 的终值表示。前文已经提到，股息和折现因子都是随机的。令
P∗i, t 代表股票 i 在 t 时刻实现的基本面价值，也就是从时间 t + 1 起的所有未来实现股
息的折现和。在 t 时刻并不知道这个值，但投资者必须要预测它。任何未能预见的
股票价格变动都必然来自于 P∗i, t 的意外变动，要么是由于股息变动，要么是由于随
机折现因子变动。该理论由此得到 Pi, t = Et [P∗i, t ]，于是预测误差 Pi, t − P∗i, t 必然和今
天所有的可用信息均不相关，特别是和当前价格不相关。否则，期望就没有理性地
运用所有可用的信息。由于根据定义 P∗i, t ≡ Pi, t + (P∗i, t − Pi, t )，价格和预测误差又不
相关，于是有 Var(P∗i, t ) = Var(Pi, t ) + Var(P∗i, t − Pi, t )，也就是说，在无套利市场上，已实
现基本面价值 P∗ 的方差，等于价格 P 的方差与预测误差的方差之和。这就意味着
var(P∗i, t ) > var(Pi, t )。换言之，价格的方差必然比已实现的未来股息的折现值的方差
要小。
为了对这一关系进行实证研究，Shiller (1981a) 假定折现因子恒定，这意味着（实
现的）基本面价值为
P∗i, t =

∞
X

m j di, t+j .

j=1

下图显示了根据纽约证券交易所的股息得出的时间序列以及股票指数本身。两
个序列的波动性对比让人惊讶。与折现率恒定的现值模型得出的结论相反，价格的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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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差比未来股息的折现和的方差要大得多。⁸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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绘图：©Johan Jarnestad / 瑞典皇家科学院

p*

1970

图 2: 1871 － 1979，
实际标准普尔综合股票价格指数（实线 p）和事后合理价格（虚线
p∗ ），两者都除以了长期指数增长因子以去除趋势。变量 p∗ 是实际后续真实去趋势
后股息的现值，
对 1979 年后的股息在 1979 年的现值做了假设。
Marsh and Merton (1986) 和 Kleidon (1986) 从计量经济学的角度对早期关于过度
波动的发现提出了质疑，他们发现 Shiller (1979, 1981a) 所使用的统计检验只对平稳
的时间序列有效。这一问题在 Campbell and Shiller (1987) 中得到了解决。他们使用
了协整过程理论，该理论是由 2003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Clive Granger 和 Robert
Engle 近期提出的⁹，可以为允许生成价格和股息的过程非平稳的现值模型设计新的
检验。但即使在这些更一般、更真实的条件下，该模型再次被拒绝了。Campbell and
Shiller (1987) 的另一个重要之处是展示了如何把协整过程用作 Fama (1970) 论文中
“弱形式”概念检验的一个自然的延伸。1⁰
⁸几乎同时，LeRoy and Porter (1981) 也用另一种方法独立研究了股票的过度波动，他们利用股息和价格
的二元模型构建了一个股票波动性和支付额波动性的联合测试。他们找到了过度波动的证据，但似乎统
计意义只是临界显著。
⁹见 Engle and Granger (1987)。
1⁰Campbell 和 Shiller 也受到了 Hansen and Sargent (1980) 工作的启发，后者展示了如何把 Granger 因果
性的概念用在检验理性预期模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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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时间范围下，超额回报对股息－价格比的回归系数
时间范围（年） 系数（标准误差） R2
1

5.3 (2.0)

0.15

2

10 (3.1)

0.23

3

15 (4.0)

0.37

5

33 (5.8)

0.60

4.2 股票回报的可预测性
股票和债券的回报的短期波动比长期波动更为剧烈，这一发现意味着回报是“均值回
归”的，也就是说高于平均水平的回报之后往往出现低于平均水平的回报，反之亦然。
这也意味着可以根据过去的回报预测未来的回报。在 20 世纪 70 年代，也许可以中期
和长期预测股票回报率的证据开始出现。Basu (1977, 1983) 记载了具有高盈利－价格
比或股息－价格比的股票相对于比值低的股票回报更好。Fama and Schwert (1977) 对
股票回报率和通货膨胀之间的关系的研究表明，短期利率高的时期过后往往出现较
低的股市回报。
既然发现了股票价格相对于股息过度波动，人们很自然地就会把当前的股息水
平作为预测未来回报的风向标。Shiller (1984) 研究了美国股市追溯到 1870 年的数据。
通过将后一年的回报率与当前的股息率进行回归，他发现了一个正关系：相对于价格
的高股息可以预测高于正常水平的回报。显然，投资者可以逆市场而动，在价格相对
于股息较低的时候买进，在价格上涨时卖出，由此赚取更高的回报。在晚些的一篇论
Campbell and Shiller (1988a) 研究了实际盈利的长期移动平均的预测能力。他们
文中，
发现，这个变量对于预测未来股息非常有力，而这个盈利变量与当前股票价格的比
值可以很好地预报未来的股票回报率。对于股票回报率的其他早期研究还有 Keim
and Stambaugh (1986) 和 Campbell (1987)。这些以及其他一些研究发现了很多预测未
来的股票回报率的变量。通常情况下，这些变量都与主要的宏观经济指标相关，表明
折现因子会随商业周期状态而变化。
与第 3 节中谈到的很短时间范围内可预测性有限的结论一致，Fama and French
(1988a) 记载了随着时间范围增加，可预测性会上升。从 Cochrane (2001) 中节选的下
表说明了这一发现。在一年的时间范围里，股息－价格比解释了 15% 的超额回报的
变化，而在五年的时间范围下，
其解释力高达 60%。11


在一项相关工作中，
Campbell and Shiller (1988b) 探讨了决定股息价格比 dt Pt 的

11这些回归涉及到一些计量经济学问题。股息率序列非常稳定，而回报冲击和股息率冲击呈负相关。因
此，回报－预测的回归也具有股息率的近单位根性质。对于这样的时间序列，标准的统计检验可能会出
现小样本偏倚。Nelson and Kim (1993) 和 Stambaugh (1999) 提出了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另见 Cochrane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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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基本定价理论指出，这一比例应当反映未来股息增长率及折现率的期望。在没
有不确定性的最简单的情况下，恒定的股息增长率为 g，恒定的折现率为 R，定价表

达式就简化为 dt Pt = R − g，就是所谓的 Gordon 公式。然而，在一般情况下，由于其
非线性，要找出一个用于实证研究的资产定价方程就不那么显而易见了。Campbell

和 Shiller 设计的方法让分析师得以衡量 d P 的变化有多少可以用期望股息和折现

率的变化来解释。它是以一个线性化为基础，将 d P 的对数分解为未来期望对数
折现率和对数股息变化的加权和。为了求得期望，Campbell 和 Shiller 根据另一种折
现率计算方法，即利率和消费增长，估计了一个向量自回归方程组。他们发现了一

些 d P 受到未来股息增长率正影响的证据。不过，这些计算折现率的方法都无助
于解释股息－价格比，而且总体而言，这个比率的大部分变化还是没有得到解释。
Campbell-Shiller 分解的影响十分深远，它不但对理解什么推动了资产价格提出了实
证挑战，
还为解决这一挑战提供了方法。

4.3 其他资产市场的可预测性
Shiller 等人关于过度波动和可预测性的发现后来被证明是一个普遍的现象。不仅适
用于股市，其他资产市场也是如此。在他 1980 年的工作之前，Shiller (1979) 已经找到
了政府债券过度波动的证据。在风险溢价恒定的假设（即所谓的预期假说）下，长期
利率应等于预期未来短期利率的加权平均值，因此长期利率的波动应该小于短期利
率。Shiller 的发现正好与此相反。长期利率的波动竟然比短期利率的波动要大许多
倍。与股票价格类似，长期债券价格过度波动，意味着债券回报是可以预测的。随后，
Shiller, Campbell and Schoenholtz (1983)、Fama and Bliss (1987) 和 Campbell and Shiller
(1991) 都发现，美国国债回报率曲线的斜率可以预测所有期限下的债券回报。此外，
Campbell (1987) 与 Fama and French (1989) 表明，
利率期限结构也可以预测股票回报，
并且长期债券和股票的超额回报会共同移动。
外汇市场上也发现了类似的结果。根据预期假说，远期汇率应该是等于预期的
即期汇率。预期假说意味着所谓的套息交易，即借入低息货币并投资高息货币，不
应该产生正的超额回报，因为更高的利率会被货币贬值抵消。 Hansen and Hodrick
(1980) 利用多个不同到期日的远期汇率设计了计量测试，并拒绝了外汇市场的预期
假说。12 同样，Fama (1984) 指出，远期对未来即期汇率的回归系数实际上是负的，而
不是像预期假说预测的那样比 1 大。这些研究以及许多后续研究都表明外汇市场呈
现出显著的回报可预测性。
从这些结果得出的结论是，只有在预期回报，也就折现因子随时间剧烈变化的情
况下，股票、债券和外汇回报的波动性和可预测性才能与无套利市场一致。接下来的
12 Hansen and Hodrick (1980) 采用的计量经济学手段可以看作是 Hansen (1982) GMM 方法的先导，
该方
法会在 5.3 节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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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就是理论模型是否能够让折现因此产生如此大的变化。

5

理性行为者模型中的风险溢价和波动性

关于过度波动和可预测性的发现，以及如 Shiller 和其他研究人员关于股票回报溢价
等相关发现，表明我们需要更深入地了解什么推动了预期回报随时间的变化。始于
20 世纪 70 年代的一系列研究继续努力构建基于优化行为的动态资产定价模型，该模
型意味着价格不存在无套利。在动态的模型中，投资者的风险偏好可以随时间变动，
原因可能是消费或财富冲击，
这样就带来了风险溢价的波动和回报的可预测性。

5.1 消费资本资产定价模型 (CCAPM)
最基本的动态定价模型是 CCAPM，它首先假设经济可以用一个代表性的行为者来
描述，该行为者会将下式所示的预期效用最大化：
X

∞
E
β j u(ct+j ) It
j=0

其中 u 是消费 c 的效用函数，β 是主观的折现因子。在这里，我们把条件期望
Et (·) 写作 E(·|It )，以便明确指出确定期望的信息集合 It 。该投资者面临着一个简单的
预算约束

X

wi, t Pi, t + ct ≤

i

X

wi, t−1 (Pi, t + di, t ) + yt ,

i

其中 wi, t 是在 t 时刻投入风险资产 i 的单位数，di, t 是该资产产生的股息，yt 是 t
时刻的劳务收入。CCAPM 的关键方程就是效用最大化的一阶条件：
 ′

u (ct+1 ) xi, t+1
u′ (ct ) = β E
It .
Pi, t
上式中，像以前一样，xi, t+1 ≡ Pi, t+1 + di, t+1 是资产在 t + 1 时刻的支付额。是在 t
时刻消费一个单位，并由此在该时刻获得一个单位的边际效用（左侧），还是将其投

资，获得 xt+1 Pt 的回报率，并在 t + 1 时刻获得折现的边际收益率（右侧），对于进行
优化的行为者而言是没有差别的。这个所谓的欧拉方程就可以改写为资产定价方程：
Pi, t

 ′

u (ct+1 )
=E β ′
xi, t+1 It .
u (ct )

(2)

因此，方程 (2) 是一个现值方程，和由无套利导出的方程 (1) 是一个类型。现在随

机折现因子 m 就是 βu′ (ct+1 ) u′ (ct )，也就是今天消费还是明天消费之间的边际替代
率。这个公式显示了为什么在经济衰退期间的折现率低：
在经济不景气时，
ct 较低，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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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效用 u′ (ct ) 较高，因此边际效用比 u′ (ct+1 ) u′ (ct ) 也就相对较低（反过来，在经济繁
荣时期，
折现因子应该高）。
似乎这样来，CCAPM 为基于理性行为的可预测性和过度波动性的结论给出了
一个可能的定性解释。那这个理论中定量的内容又如何呢？

5.2 检验消费资本资产定价模型 (CCAPM)
用数据来检验经济理论在方法上就并非易事，尤其是理论涉及到非线性动态方程的
时候。出于这个原因，研究人员常常会非正式地评估一个模型，比如利用校准，即根
据非统计的标准选择模型参数，然后对模型进行求解和模拟。通过将模型生成的时
间序列与实际数据进行比较，校准有助于评估一个模型是否有可能可以定量地吻合
实际数据。当然，更严格的方法是使用正规的统计手段。但在 20 世纪 80 年代以前，
方法的困难令人却步，
直到 Hansen 开发出 GMM，
正式地检验 CCAPM 才变得普遍起
来。因此，对 CCAPM 的实证评价是从非正式的方法开始的。
……使用校准和非正式统计
Grossman and Shiller (1981) 是定量评估 CCAPM 的第一人。他们假设效用是一个幂
函数（意味着恒定的相对风险厌恶）。然后就可以根据消费数据，计算任何给定相对

风险厌恶下的折现因子 βu′ (ct+1 ) u′ (ct )。然而，在使用美国的消费数据后，Grossman
和 Shiller 发现只有在边际消费效用对于消费变化极为敏感，也就是代表性消费者极
度厌恶风险时，
观察到的股票价格波动性才能与 CCAPM 相吻合。这一发现让过度波
动性成了未来资产定价研究面临的一个困难。随后，Shiller (1982) 指出，该模型意味
着跨期替代的边际率有一个下限。这一发现引发了 Hansen and Jagannathan (1991) 影
响深远的工作，
该工作将在第 5.3 节中做进一步讨论。
顺带一提，Grossman 和 Shiller 还指出，CCAPM 所得到的股权回报率比数据中观
察到的要低得多，这也就早早指出了后来 Mehra and Prescott (1985) 提出的“股权溢价
之谜”
。Mehra 和 Prescott 在文章中强调了传统模型在试图匹配股票相对于无风险资
产每年 5% 以上的超额回报时的困难，而这个差异在美国和许多其他国家的数据中
都能够观察到。要和数据吻合，需要的相对风险厌恶系数约为 50，而从应用微观经济
学的角度来看，
这样的风险厌恶水平是不现实的，至少对于一般投资者来说是这样。
……使用正式的统计方法
如上所述，CCAPM 意味着只要行为者是风险厌恶的，而且消费的变化可以预测，那
么回报就可以预测的。然而，要检验这个理论，研究人员面临着若干困难。一个困难
是主估计方程本身的非线性。另一个困难是它需要为消费确定一个完整的随机过程。
事实上，这些困难加上动态系统中误差的序列相关性，是大部分经济学中的模型都面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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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的挑战。20 世纪 80 年代初，处理这些困难的唯一手段就是做出一系列非常具体的
假设——甚至那些看起来根本和要处理的问题不相关的假设。因此，如果在统计上
拒绝，就只是拒绝了主资产定价方程和研究者并不一定要做的所有那些具体的假设
所构成的联合假设。
Hansen and Singleton (1983) 对这一点做出了很有影响的阐述，把近似与具体假
设结合起来处理这个困难。假设误差项呈联合正态分布，
他们给出了 CCAPM 的下列
对数线性版本：





Et ln(1 + Ri, t+1 ) = − ln β − γ Et Δ ln ct+1 + σ2i + γ2 σ2c − 2γσic 2
这个方程将预期的对数回报表达为三项之和：时间偏好率 β 的对数项，第二项
是风险厌恶率 γ 乘上预期消费变化率，还有一项取决于方差和协方差。Hansen 和
Singleton 随即用最大似然估计量对这个每月股票回报的线性化模型进行估计。根据
价值加权的股票指数，这个模型工作得还不错，给出的相对风险厌恶在 0 到 2 之间，
也没有怎么违反参数的限制。然而，在估计个股和债券的回报时，这个模型遭到了彻
底的拒绝。这一失败是基于理性行为者的资产定价模型所面临的一个严峻挑战的先
兆。不过在当时，人们还不清楚这个拒绝有多少是由于线性化和误差过程的假设，还
有多少是理论本身固有的局限。GMM 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了一个方法。

5.3 广义矩方法 (GMM)
资产定价背景

我们再来考虑 CCAPM 模型的主方程，
式 (2)。定义 Ri, t+1 ≡ xi, t+1 Pi, t ，它可以改写为
 ′

u (ct+1 )
1=E β ′
Ri, t+1 It .
(3)
u (ct )
这是关于消费、回报以及条件集合 It 中任何相关附加变量的随即过程的一个非
′

线性函数。β uu(c′ (ct +t )1 ) Ri, t+1 − 1 可以看作是前推一期的预测误差。根据理性预期，这个误
差必须独立于 t 时刻可用的任何信息 It 。让我们用 zj, t 来代表信息集合 It 中的一个变
量，
比如历史资产价格。这就意味着，
对于任何资产 i 和条件变量或“工具”
zj ，有
 ′


u (ct+1 )
E β ′
Ri, t+1 − 1 · zj, t It = 0
u (ct )

(4)

是资产定价模型 GMM 估计的基础。
这一方程由方程 (3) 得来，
一些经济学理论
方程 (4) 可以被看作是下列向量方程的一个分量
E g(xt , θ) = 0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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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xt 是一个向量随机过程（随机变量序列），θ 是待估计的参数向量。向量值
函数 g 代表了关键的正交条件——每种资产 i 和工具 zj, t 对应一个方程。在这个例子
中，xt 由 c、Ri（对所有资产 i）和 zj, t（对于至少一种工具 j）组成，而 θ 则由 β 以及 (4)

 ′
中的其他参数组成。因此 g 向量的第 (i, j) 个元素就是 β uu(c′ (ct +t )1 ) Ri, t+1 − 1 · zj, t ，对应
资产 i 和特定工具 zj, t 。该元素期望为 0，并可解释为某种预测误差。
Hansen (1982) 后来成为计量经济学中最有影响力的论文之一，它提出 GMM 是
对如式 (5) 的非线性方程组进行估计的一种很好的方法。这个估计量之所以如此受
欢迎的一个主要原因，在于它对于随机过程 xt 的限制很少——它可以是任何弱平稳
的遍历过程，
对 g 的限制也很少——它可以是非线性的。这种通用性是对于面板数据
和时间序列应用尤为重要，比如对于资产定价，随机过程是相关的，主要的关系也是
非线性的。自 Pearson (1894, 1900) 以来，
如 (5) 式的矩条件就用于参数估计，另可见于
Neyman and Pearson (1928)，但它们的应用局限于重复独立试验等 xt 的分量独立于时
间的情况。Hansen 的贡献在于将先前的矩估计理论推广到了 xt 是平稳遍历过程的
情况。
GMM 估计可以用样本矩函数来定义
1X
g(xt , θ)
T t=1
T

gT (θ) ≡
其二次型为

ST (θ) ≡ T gT (θ)′ W gT (θ)
其中 W 是正定权值矩阵。GMM 估计 b
θ 让 ST (θ) 达到最小。Hansen (1982) 证明了
这个估计函数在特定正则条件下对真实的参数向量是一致的，并且对 g(xt , θ) 加上一
些轻微的限制之后是渐进正态的。如前所述，这一证明允许随机过程 xt 具有比较一
般性的随机时间相关性。
此外，Hansen 定义了渐近协方差矩阵
Ω≡

∞
X

E gt (θ) gt−j (θ)′ .

j = −∞

Hansen 证明，选择 W = Ω−1 可以保证得到的估计量 b
θT（在矩阵意义下）让估计
量的渐进协方差矩阵最小。这一结果为 GMM 估计提供了一个渐进效率限——它只
是一个限，
因为我们并不知道真实的 Ω。
Hansen 还介绍了如何估计渐近协方差矩阵，并利用其逆矩阵作为权值矩阵，推
导出了渐近正态分布的结论。Hansen 对于 Ω 的估计的构造是基于现有样本的一致
估计量 θ，但与此同时，又需要 Ω 的估计才能构造 θ 的有效估计。这个循环难题意味
没有什么简便的方法可获得有效估计。因此 Hansen 因此提出了一个两步走的方法：
先取任意权值矩阵，用它来构造一个一致估计量，再用这个一致估计量来估计渐近协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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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差矩阵；然后再用这个矩阵获得 θ 的有效估计。后面又提出的其他的流程来改进
这个两步的方法。
最后，Hansen 展示了如何为过度识别的限制构造一个检验，这是基于 Sargan
(1958) 提出的一个方法。在原假设下，
这个检验统计量呈 k − r 自由度的渐进 χ2 分布，
其中 k 是矩条件数，
r 是这些条件的线性组合数（以便找出 r 个相关参数）。13
综上所述，Hansen 提供了可以用于估计使用面板数据的动态经济模型的必要统
计工具。这些情况下，序列相关的变量十分常见，而且指定一个完整的模型并不总是
可取的甚至根本不可能；GMM 可以用在一部分模型方程上。GMM 对使用动态面板
数据的许多经济学领域都有巨大的影响，如消费、劳动力供应或企业定价的研究。无
论是对结构估计和预测，还是微观以及宏观经济应用，它现在都是计量经济学中最常
用的工具之一。1⁴
资产定价应用
有了 GMM，
分析资产价格的研究人员就可以大展身手了。Hansen 的 GMM 方法的第
一次直接应用是在 Hansen and Singleton (1982) 这篇资产定价论文里。但对 GMM 背
后思想的应用还要更早，可见于 Hansen and Hodrick (1980)，该文研究了货币，并提出
远期汇率是不是未来即期汇率的无偏估计的问题。误差的序列相关性和非线性让传
统方法对这一问题束手无策，而作者推导渐进性质的方法后来被发现是 GMM 的一
个特例。
Hansen and Singleton (1982) 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检验 CCAPM。为了实施该模型，
两位作者像 Grossman and Shiller (1981) 一样假定了效用函数，呈现出恒定的相对风

险厌恶：u(c) = c(1−γ) (1 − γ)。有了这一设定，代表特定资产 i 和工具 zj 的 g 的元素就


γ
有了如 β ctc+t 1 · Ri, t+1 − 1 · zj, t 的形式，
其中 β 和 γ 为待估参数。因此，相应的矩条
件就变成了

1X
T t=1
T




ct γ
· Ri, t+1 − 1 · zj, t = 0
ct+1

对于 n 种资产和 m 种工具，这样的矩条件共有 nm 个。如果需要估计的参数不到 nm
个，该模型可以用来检验过度识别限制。这一工具－变量表达说明了 Fama (1970) 的
观点：要检验资产定价模型，实际上就是要联合检验由模型生成的假说以及不存在可
13Hansen 在他开创性的论文之后又后续提出了若干重要的扩展，包括其他的估计量 (Hansen, Heaton
and Yaron, 1996)、工具的选择 (Hansen, 1985 以及 Hansen, Heaton and Ogaki, 1988)、连续时间模型 (Hansen
and Scheinkman, 1995)、带非最优权值矩阵的 GMM (Hansen and Jagannathan, 1997)。
1⁴对于 GMM 在宏观经济学和金融中的应用，见 Hansen and West (2002) 和 Jagannathan, Skoulakis and
Wang (2002) 的综述文章。在微观计量经济学中，
GMM 也是利用面板数据进行估计的常用模型，
见 Arellano
and Bond (1991) 和 Blundell and Bond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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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见的预测误差。如果拒绝了过度识别限制，这就意味着也要么模型不正确——也
就是违反了无套利条件——要么就是违反了工具的正交条件，或者同时违反了两者。
Hansen and Singleton (1982) 用 GMM 对这个模型做了估计，使用 Ri 的滞后值作
为工具。数据是纽约证券交易所的综合指数以及不同行业的指数，并且对单回报和
多回报序列均做了估计。所有版本的模型都得到了具有经济学意义的估计，γ 接近
单位值（虽然标准误差很大），β 略小于单位值。不过，当用在多个股票指数上时，过
度识别限制却大部分被拒绝了。1⁵ 因此，这个简单版本的 CCAPM 和 Grossman and
Shiller (1981) 关于过度波动性的发现类似，都和数据吻合得不好。这一结果引发了大
量旨在了解基本模型缺点的研究。
要寻找更适合数据的模型，最要有一个能够说明随机折现因子所必须具备的属
性的诊断工具。Hansen and Jagannathan (1991) 证明所谓的夏普比率 1⁶，即资产相对于
无风险利率的预期超额回报除以超额回报的标准差，是折现因子波动性的一个下限。
具体而言，

σ(mt+1 )
E(Ret+1 )
≥
E(mt+1 )
σ(Ret+1 )

其中，左侧是折现因子的标准差与期望值之比，右侧是夏普比率。这一关系首先
由 Shiller (1982) 针对单个风险资产的情况提出，随后由 Hansen 和 Jagannathan 推广
到许多资产和非无风险资产的情况。在后续工作中，Hansen and Jagannathan (1997)
对分析做了拓展，
并导出了评估不同随机折现因子性能的正式检验。
Hansen-Jagannathan 界得到了广泛的实际应用。许多资产和投资策略，如动量
（做多过去回报高的股票，做空过去回报低的股票，见第 7 节）或套息交易（借入低利
率货币，投资于高利率货币）都有非常高的夏普比率。对于战后的美国股市，年度数
据的夏普比率约为一半，意味着折现因子的年化标准差至少是 50%，考虑到折现系数
的均值应接近 1，这个标准差非常高了。这种差异给基于 CCAPM 等消费的模型提出
了一个严峻的问题，因为观察到的消费波动性很低，再考虑到现实的风险厌恶水平，
导致根据 CCAPM 得出的随机折现因子波动性太低了。

5.4 扩展 CCAPM
拒绝标准偏好的 CCAPM 并不一定就会拒绝模型的基本直觉，也就是在当前消费较
低的“坏时代”，股权预期回报率较高。从 Fama and French (1989) 开始，有若干研究将
可预测性与商业周期联系在一起，证明商业周期的高峰期回报较低，低谷期回报较
高。Fama and French (1989) 也指出，虽然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的预期回报会一起移
动，除了股息回报率外，期限溢价（长期债券和短期债券回报率之差）对于股票回报
1⁵之后的一篇文章 Hansen and Singleton (1984) 修正了最初数据序列中的一个错误。利用修正后的数据，
CCAPM 被更强地拒绝了。
1⁶ Sharpe (1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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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也有的预测能力。同样，除股息回报率及期限溢价外，诸如消费财富比 (Lettau and
Ludvigson, 2001) 也已证明可以预测股权回报率。1⁷更大的问题在于，使用标准的预期
效用偏好，
资产回报率与消费之间的协方差不足以产生足够高的预期回报率。
这些结果让许多研究人员开始探索不同的模型，改变投资者效用的假设、市场完
整性、消费的随机过程或把这些假设组合一起。在修正的 CCAPM 框架里，有若干方
法在解释的股权溢价、波动和可预测性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不过目前可以说还没
有被广泛接受的
“共识”
。
一种方法是去试图解决标准 von Neumann-Morgenstern 期望效用模型的主要缺
点之一，也就是用了相同的参数来确定风险厌恶和跨期替代，却没有令人信服的经
济或行为的原因。基于 Kreps and Porteus (1978)，Epstein and Zin (1989) 发明了一类递
归偏好，让风险偏好和跨期替代得以分离，并认为这些偏好有助于解决基于消费的
模型。1⁸Hansen 对这个研究方向也有贡献 (Eichenbaum, Hansen and Singleton, 1988 和
Eichenbaum and Hansen, 1990)。这个研究项目仍然非常活跃，在改善模型与数据的吻
合方面取得了一些成功。利用 Epstein-Zin 偏好，Bansal and Yaron (2004) 提出了一个
模型：消费与股息增长率包含一个小的可预测的长期分量，而消费波动性是时变的。
有了这些偏好和动态，Bansal 和 Yaron 得以生成一个随机折现因子 m，可以符合观察
到的股权溢价、无风险利率和回报波动，同时让股息回报率产生了可预测性。这种方
法有相当的影响力，并已经引发了许多后续研究，包括 Hansen, Heaton and Li (2008)
的一篇文章。
第二种修改偏好的方法，是在效用函数中引入习惯 (Deaton, 1992)，使得消费
者效用不仅取决于消费的绝对水平，还取决于消费水平的变化。由此，Sundaresan
(1989)、Constantinides (1990) 和 Abel (1990) 在 CCAPM 框架中加入了习惯的形成，并
证明了习惯可以提高随机折现因子的波动性。在一个引用甚广的研究中，Campbell
and Cochrane (1999) 得以用一个在标准幂函数效用框架下加入“外部”习惯的模型
（让行为者关心变化总额而不仅是个人消费）来解释股权溢价之谜。
还有一种方法也取得了一些成功，它考虑了投资者偏好的差异性。特别是如果
投资者对待风险的态度不同，则市场交易所体现出的随机折现因子 m 就不仅受到消
费总量影响，还受到消费分布的影响。比如要理解股权溢价，利用实际拥有大量股票
的投资者群体的数据来检验 CCAPM 的影响可能更合适。事实的确证明，个别股东
的消费比总消费波动更大，这种差异至少部分解释了定价之谜，并且确认投资者的异
质性是一个卓有成效的假说（例如见 Malloy, Moskowitz and Vissing-Jorgensen, 2009）。
针对个体风险的市场不完全性的大量研究指出，个人薪金冲击造成的财富差异性产
生了风险态度的差异性。
（早期工作见 Mankiw, 1986、Heaton and Lucas, 1992、Huggett,
1⁷综述参见 Cochrane (2011)。
1⁸另见 Weil (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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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Telmer, 1993 和 Constantinides and Duffie, 1996）。该文中的一项重要发现就是
个人薪金风险是逆周期的，
这有助于进一步解释定价之谜。
这里讨论的大多数模型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假定对消费者不仅能够理性而
有效地处理信息，还了解真实的数据生成过程。在与 Thomas Sargent 的合作中（如
Hansen and Sargent, 2001 和 Cagetti, et al., 2002），Hansen 讨论了假定行为者对真实模
型感到不确定，并遵循对一系列替代模型进行稳健控制时的结果。Hansen 和 Sargent
指出，模型的不确定性可以看作是另一个风险因素；对最坏结果的恐惧使得行为者的
风险厌恶显著提高，
并可以导致等价标准模型中出现更高的风险价格。

6

过度波动性与可预测性：行为金融学方法

6.1 Robert Shiller 与行为金融学
关于过度波动和可预测性的发现，对于价格已经包含了所有可用信息，或是标准的资
产定价理论，或是对两者都是一个挑战。根据他早期的研究结果，Shiller (1981b) 认为
他所记载的过度波动性似乎很难与基本理论吻合，但却可能预示着“潮流”和对基本
面变化的过度反应。在他 1984 年题为《股票价格与社会动态》的论文中，他进一步
发展了这些论点。这篇文章成了日益增长的“行为金融学”研究文献的起点，Shiller 是
这个方向最有影响力的支持者之一。1⁹
在他的论文中，Shiller 概述了若干论断，这些论断得到了后续研究者的探索和开
发。首先，他认为价格缺乏（风险调整后）的可预测性，不能排除存在非理性投资者。
这些投资者的交易可能使价格过度波动和嘈杂，这会让偏离随机游走时很难在短期
内察觉（尤其是如果理性投资者会消除最明显的定价错误的话）。在随后的工作中，
Shiller and Perron (1985) 和 Summers (1986) 更正式地指出，短期可预测性检验的功效
很可能非常低。2⁰
其次，Shiller 回顾了一些指出个人易产生决定偏见的心理学文献，如 Tversky and
Kahneman (1974) 发现人在没有任何统计基础时，会对“表面可信的证据”反应过度。
Shiller 认为，股票价格特别易受心理偏见左右，因为缺乏公认的估值模型，股票的真
1⁹其 他 用 行 为 解 释 类 似 困 难 的 工 作 包 括 Slovic (1972)、 Miller (1977)、 Harrison and Kreps (1978)
和 Modigliani and Cohn (1979) . Slovic (1972) 认为，
（当时新近出现的）关于启发法和偏见的心理学证
据可以被用在金融上。Miller (1977) 认为，投资者的不同观点加之股票难于卖空的实际情况，会导致股票
价格过分乐观。Harrison and Kreps (1978) 在动态设定下做了类似的论断，并证明了观点的差异和卖空限
制会导致投机泡沫。Modigliani and Cohn (1979) 认为，预期通货膨胀和股价之间的负相关关系（Fama and
Schwert, 1977 所述）可用投资者产生
“金钱幻觉”
来解释，
即他们不能区分实际和名义回报。
2⁰ Shiller and Perron (1985) 开发了检验用的幂函数，希望在真实资产回报过程为均值回归时，用游程检
验拒绝随机游走假设（如 Fama, 1965）。除证明这些假设在数据时间跨度很短时功效很低外，他们还证明
了在给定时间跨度内提高采样频率不能提高功效——只有延长时间跨度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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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价值并不明朗（即投资者面临的是“奈特氏不确定性”而不是风险）。
“社会运动”会
导致这些心理偏差加剧，因为投资者也受如同辈压力等群体心理动态影响。因此，一
个投资者对一只股票的价值的看法很可能会受到别人的意见左右。这导致观点会在
人群中扩散，股票价格会以类似于风潮或时尚导致的形式波动。Shiller 回顾了支持风
潮或时尚对过去的市场繁荣和萧条有影响的非正式证据。
最后，为了更正式地阐述他的论点，Shiller 设定了一个简单的经济模型，模型中
有“普通”投资者，他们的需求并不对预期回报做出响应，还有“聪明”的投资者，他们
对预期回报做出理性反应，但受到自己财富的局限。在这样的模型下，普通投资者的
交易会导致股票价格暂时偏离基本面价值，这些偏离还可能产生对股息消息的过度
反应、过度波动和股票价格的均值回归，这和高股息率预示着较低的股票价格的发现
一致。
在后续的工作中，Shiller，利用投资者调查的证据 (Shiller, 1987, 1988, 1989、Shiller
and Pound, 1989) 继续强调社会心理学的重要性。他还把风潮和泡沫的分析拓展到住
房市场 (Case and Shiller, 1987, 1989, 2003)。
在 Shiller 最初工作之后，许多研究人员转而利用个人行为和偏见的心理学证据，
包括前景理论 (Kahneman and Tversky, 1979)、过度自信 (Oskamp, 1965) 和心理会计
(Kahneman and Tversky, 1984 以及 Thaler, 1985)。从这些基于心理学的工作衍生出了
可以解释记载的资产定价异象的新的资产定价模型。21 某些模型将对信息的反应不
足和过度归因于过度自信和/或有限理性，它们导致了资产价格的过度波动、动量和
均值回归（Barberis, et al., 1998、
Daniel, et al., 1998、
Hong and Stein, 1999）。其他模型则
根据心理学证据，如前景理论 (Benartzi and Thaler, 1995、Barberis, et al., 2001)、模糊厌
恶 (Epstein and Wang, 1994、Epstein and Schneider, 2008、Cagetti, et al., 2002) 或失望厌
恶 (Routledge and Zin, 2010) 等修正偏好，来解释过度波动、可预测性和股权溢价。这
些文章很多都可以看作是在修正 CCAPM 等理性行为者模型中的偏好假设，这说明
在最近的研究，
理性和行为模型正在融合。
在 1984 年的论文中，Shiller 还解决了对行为解释的一个严厉的批评（通常归于
Friedman, 1953）：即使有些（或大多数）投资者是非理性的，只要存在套利机会，市场
上（也许是少数）的理性投资者就能够赚到钱。这样的套利交易会导致非理性投资
者亏钱，从而被迫退出市场，最终消除任何错误定价。Shiller 认为，理性投资者控制的
财富太少，在实际中不可能实现这一点。另一个对套利限制的早期论点是卖空定价
过高的股票不易 (Miller, 1977)。随后，许多研究者提供了更严格的理论模型，来解释
理性投资者制造信息有效的市场的能力有限。一种常见的方法是将理性的套利者作
为金融中介建模（如对冲基金），若遭到持续亏损，其资本会被投资者撤回 (DeLong,
Shleifer and Waldmann, 1990a、Shleifer and Vishny, 1997)。由于这样的撤资，理性的套
21这方面文献的综述可参见 Shleifer (2000) 和 Barberis and Thaler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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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者可能无法通过交易扭转庞大的市场错误定价。或者，如果定价错误在短期内可
能扩大，他们甚至可能发现最好的做法是进行反向交易，从而扩大而不是缩小了定价
错误 (DeLong, Shleifer and Waldmann, 1990b、Abreu and Brunnermeier, 2002, 2003)。

6.2 行为金融学的进一步工作
Shiller 的早期研究激发了大量通过实证证据支持行为金融学论点的实证研究。22 许
多研究都关注股票回报横截面的明显异象，而不是市场的整体定价错误，我们将在
第 7 节中予以讨论。
发现证据与信息有效性难以吻合的一项早期研究是 Roll (1984) 对于橙汁期货市
场的研究。尽管天气是对柑橘作物最明显也是最重要的影响，Roll 令人惊讶地发现，
天气只能解释期货价格变动的一小部分。
大量的研究都记载了金融市场偏离“一价定律”的情形，并认为这种偏离体现了
市场的非理性情绪。Froot and Dabora (1999) 研究了股票多个地点交易的“孪生股”公
司。他们发现，这些孪生股的价格经常在各个交易地点有所不同，而当交易更为频繁
的那个市场上升时，在该市场上交易的那只股票的相对价格也会上升。这表明股价
在一定程度受当地投资者情绪影响，
而不是简单地随基本面价值变动。
另一组研究分析了最先由 Zweig (1973) 发现的所谓的
“封闭式基金之谜”
，
也就是
说封闭式股票型基金的交易价格，常常不同于其持有的股票组合的市场价值，并且常
常低于其净资产价值。23 Lee, Shleifer and Thaler (1991) 认为，封闭式基金的折扣可以
解释为非理性的投资者情绪。他们证明，具有非常不同的资产组合的封闭式基金的
折扣随时间呈现出显著的共同移动，而且还随小板股票回报共同移动，而这个市场板
块也以个人投资者为主。Baker and Wurgler (2007) 回顾了投资者情绪的文献，证明一
个
“情绪指数”
（包括封闭式基金折扣和其他变量）都与累积股票回报高度相关。
另一组论文记载了套利及其对股票价格影响的明显局限。从 Shleifer (1986) 开
始，有多篇论文已经指出，当一支股票被包含在市场指数中时（如标普 500），其价格
往往会上涨，这与指数基金的购买压力一致。Wurgler and Zhuravskaya (2002) 指出被
包含在指数中的效应对于没有相近替代品的股票更为强烈，这让错误定价更难因套
利而消除。
Shiller 在他的著作《非理性繁荣》(2000) 中进一步发展了他的论点。该书对公众
舆论有相当大的影响。书中，他结合了统计证据、调查数据并回顾了心理学和社会学
的研究，认为风潮和反馈环路对过去的股市繁荣有影响。值得一提的是，他认为 20
22本讨论关注试图解释资产定价模式和异象的行为金融学文献。另一方面，还出现了许多分析心理学对
个人财务决策影响的行为文献。这方面的概述可见于 Barberis and Thaler (2003) 第 7 节。这些文献对于提
供实际政策建议影响甚大，
如个人养老金储蓄计划（见 Thaler and Benartzi, 2004）。
23封闭式基金通常是由个人投资者持有，和开放式共同基金类似，但投资者不能以赎回基金份额，而是
要在市场上出售其股份以获得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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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 90 年代，股票，尤其是科技股的大幅上涨是风潮所趋——这一论断是在 2000 至
2001 年股市大滑坡前仅仅几个月做出的。2⁴
在 Shiller 的书之后的一些研究记载了近期股市繁荣时一些科技股的定价异象。
例如，Mitchell, Pulvino and Stafford (2002) 和 Lamont and Thaler (2003) 利用高科技公
司的部分分立（或“切离”
）来证明这些分立股的估值虚高。特别是比较分立公司和
母公司的价值时，由于母公司仍然拥有分立公司的部分资产，分立公司的估值意味着
母公司剩余资产的价值为负。2⁵ 他们还提出证据，指出卖空限制加之定价错误在最终
消失之前往往扩大的事实，让套利者从这些定价错误中获利的难度更大，风险更高。
沿着同样的思路，Brunnermeier and Nagel (2004) 指出，对冲基金等成熟投资者在 20
世纪 90 年代末更愿意买入科技股“随泡沫而动”，而不是做空这些股票。最近，Xiong
and Yu (2011) 记载了 2000 年代末中国权证的定价泡沫，其表现出远远高于基本价值
的交易价格。他们认为卖空限制再次阻止了通过套利消除定价错误。2⁶
近年来，Shiller 继续在 Shiller (2008) 和 Akerlof and Shiller (2010) 等大众读物中探
索对心理因素对金融市场的影响。

7

什么决定了不同资产之间预期回报的差异？

我们目前为止回顾的研究都主要是关注资产价格的时间序列模式。一个相关的问题
是关于价格，尤其是股票价格的横截面模式。为什么是某只股票在同一时间点比另
一只价值更高呢？根据式 (1)，得到的答案取决于预期未来现金流 {xi, t+j } 和折现率
（回报要求）{mt+j }。折现率应当反映在经济中的时间偏好以及风险溢价。由于投资
者一般都厌恶风险，他们应该对风险更高的资产要求更高的预期回报。一个核心观
点可以追溯到 Markowitz (1959) 的投资组合模型，说的是投资者应该只要求对系统性
风险，也就是不能靠充分分散投资组合来消除的风险做出补偿。但哪些系统性风险
会影响股票回报率，以及投资者在多大程度上得到了更高的预期回报来补偿它呢？
另外，如 Shiller (1984) 指出，风潮和投资者的非理性会影响股票价格，这又将如何影
响各个股票之间预期回报的差异呢？

7.1 对资本资产定价模型 (CAPM) 的早期检验
CAPM 模型是由 Sharpe (1964)、Lintner (1965) 和 Mossin (1966) 提出的。William Sharpe
因对 CAPM 的贡献而荣获 1991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CAPM 如今仍然是讲授给学生
2⁴在 2005 年出版的本书第二版中，Shiller 将他的分析拓展到了房地产，认为房地产市场同样被非理性高
估，
他预测在房地产市场
“泡沫”
最终破灭时会给金融机构造成大问题。
2⁵另外，Ofek and Richardson (2003) 将互联网股票的高企价格与卖空限制和防止内部人士在首次公开招
股后出售股份的
“锁定期”
联系了起来。
2⁶另有许多文献关注实验环境下的资产定价泡沫，例如可参见 Smith, Suchanek and Williams (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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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个基本的资产定价模型。根据静态 CAPM，给定的金融资产 i 的预期回报 R∗i 为

R∗i = Rf + βi R∗m − Rf ,
其中 Rf 是无风险利率，R∗m 是市场组合的预期回报率（即经济中的所有资产的组合），
βi 是系统性风险的关键衡量标准，并应该得到更高的回报率来补偿——它等于资产 i
与市场组合的协方差（股票的“β”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这个模型为资产价格提供
了一种很有希望的解释方式，
但尚未经过严格的实证检验。
CAPM 模型在解释资产价格横截面方面表现如何呢？在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提
出后，经济学家就开始通过实证来检验模型。这些检验首先是将股票回报相对于指
数回报进行时间序列回归，得到个股 β 系数的估计 b
βi 。假设市场预期是理性的，那
么观测回报 Ri, t 就等于预期回报加上一个随机误差 εi, t ，于是就可以根据下式检验
CAPM：
Ri, t = γ0, t + γ1, t · b
βi + εi, t .

如果 CAPM 模型是正确的，
那么 γ0, t = Rf 即无风险利率，且 E γ1, t = R∗m − Rf ，即
市场预期回报超出无风险利率的部分。早期检验如 Douglas (1969)、Black and Scholes
(1973) 和 Black, Jensen and Scholes (1972) 第一步先使用时间序列股票数据估计 b
βi ，第
二步使用横截面数据，将回报相对于 β 进行回归。结果通常会得到一个符合理论的
正向关系，但估计出来的系数却意味着一个让人难以置信的高无风险回报率。此外，
这些研究没有考虑因同时影响一组股票的共同冲击导致股票回报出现的强横截面相
关性。不考虑这种相关性会导致推断偏误。通常情况下，估计的标准误差会向下偏
误。2⁷
Fama and MacBeth (1973) 提出用另一种方法来检验 CAPM，他们的做法已经成
为检验横截面资产定价模型的一种标准方法。他们的观点简单但十分有力，说的是
缺乏预测性加上相对于时间恒定的预期回报，意味着不同时刻下的股票回报是不
相关的，虽然同一时刻下不同股票之间的回报是相关的。基于这种观点，Fama and
MacBeth (1973) 提出了解决横截面相关性的两步法。
第一步，在比如按月份的尺度上，估计一个以股票回报相对于资产定价模型中决
定预期回报的特征的横截面回归序列。就 CAPM 而言，每个横截面检验都将股票回
报相对于估计的 β 进行回归（该 β 是利用如前五年的数据估计出来的）。第二步，计
算横截面回归系数的时间序列均值，并检验这些均值是否显著偏离理论预期。从每
个横截面回归得到的系数，可以解释为以这些特征加权的投资组合回报（Fama, 1976
第 9 章提出的解释）。在预测误差不可预知，以及第一阶段回归变量包含所有预期回
报的决定因素的联合假设下，这些回报应当是序列不相关的。正确的检验标准误差
可以从横截面回归系数的时间序列变异性计算得出。
2⁷例如 Black, Jensen and Scholes (1972) 注意到他们的 CAPM 测试给出了
“不合理的高 t 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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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这样的方法，Fama 和 MacBeth 发现 CAPM 的 β 似乎可以解释不同股票之间
预期回报的差异。不过他们发现，回归得到的截距 (γ0, t ) 要大于无风险利率，这
和 Sharpe-Lintner-Mossin 的 CAPM 不符，但可能符合 Black (1972) 提出的“零 β”版
CAPM。
由于实现简单，运行稳健，Fama-MacBeth 两步法很快在资产定价的实证研究
中得到了广泛使用。虽然后来出现的检验否定了 CAPM（我们将在后文讨论），
Fama-MacBeth 仍然是测试多因子横截面资产定价模型的标准方法，并得到了成千上
万次应用。2⁸

7.2 CAPM 异象
虽然早期的 CAPM 检验中似乎前景光明，但到了 20 世纪 70 年代末，对模型的实证支
持的质疑越来越多。2⁹
首先，在一篇影响甚广的论文中，Roll (1977) 批评了 CAPM 模型的检验，证明任
何有效的 CAPM 检验都预先假设完全了解市场组合。根据 CAPM 理论，市场组合包
含了经济中包括人力资本在内的每一种资产，因此从本质上就是无法观察的。所以，
像先前的检验那样利用股市指数代替市场组合，
会导致偏见和误导性的结果。3⁰
其次，许多研究都利用早先检验中提出的方法，检验了回报横截面差异的决定
因素。这些检验导致发现了一些 CAPM“异象”，个股特征似乎与回报差异相关。一


致的发现是各种版本的“股票价格比”
（或其倒数），如盈利 价格 (E P)(Basu, 1977,
1983)、
“净值市价比”
（即账面股权价格除以市场股权价格；Statman, 1980、Rosenberg,
Reid and Lanstein, 1985）以及债务/股权比 (Bhandari, 1988) 均和预期回报呈正相关，
即使在控制 CAPM 的 β 后也是如此。
此外，DeBondt and Thaler (1985) 指出，在较长时间范围内（如过去三年或五年）
表现出色的股票往往在随后的几年表现不佳（反之亦然）。最后，市值较小的公司的
股票相对于较大公司的股票均表现出较高的预期回报 (Banz, 1981)，即所谓的“规模
效应”
。31 让 CAPM 雪上加霜的是，一些研究表明，在早期的检验样本的取样时间段
延长之后 (Reinganum, 1981 和 Lakonishok and Shapiro, 1986)，或者控制其他宏观经济
2⁸最初 Fama-MacBeth 的研究没有明确解决的一个计量经济学问题是，第二步中使用的 β 会受第一步的
估计误差的影响。Shanken (1992) 和 Jagannathan and Wang (1998) 考虑了这一点并导出了正确的渐进标准
误差。
2⁹ Fama (1991) 为此提供了全面的综述。
3⁰后来，
Gibbons, Ross and Shanken (1989) 提出了 CAPM 的一种检验来解决 Roll 的批评。它们利用 CAPM
意味着市场组合为均值方差有效的性质，
推导出给定组合的事前均值－方差有效性的一种检验。
31许多论文也记载了股票回报的季节性，最突出的是所谓的“一月效应”，表明股在一月份会表现较好
(Rozeff and Kinney, 1976)。Keim (1983) 指出一月效应实质上也是小公司或规模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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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因素后 (Chen, Roll and Ross, 1986)，CAPM 解释回报似乎并不太成功。32
这些结果大多都综合在引用甚广的 Fama and French (1992) 中，该文令人信服地
证明，一旦考虑到净值市值比和规模，CAPM 的 β 基本上没有更多的解释力。33

7.3 Fama-French 三因子模型
Fama and French (1993) 提出的三因子模型综合了上面讨论的这些工作。这篇文章以
先前一篇拒绝简单版本 CAPM 的论文 (Fama and French, 1992) 为基础，提出了一种为
CAPM 增加了两个新因子的模型，并在 Fama and MacBeth (1973) 的基础上提出了构
建和检验这些因素的方法。将股票按照与预期回报相关的两个特征——规模和净值
市价比——进行归类，就得到了这两个因子，即市值“小减大”(SMB) 和净值市价比
“高减低”(HML)。每一个因子都相当于一个零成本套利组合，卖空低净值市价比（规
模大）股票获得资金，然后买入高净值市价比（规模小）股票。Fama 和 French 证明，
SMB 和 HML 因子除了可以解释股票之间预期回报的差异，还可以解释时间序列的
大部分变动，即具有类似因素的股票价格会共同移动。因此他们认为，SMB 和 HML
都是经过定价的风险因子，三因子模型应该和 Merton (1973) 和 Ross (1976) 一样解释
为多因子模型。3⁴
在接下来的几年中，Fama 和 French 又在若干论文中拓展了这项工作。例如，在
1996 年发表的一项研究中，他们发现三因子模型还可以从其他异象中捕捉到回报差

异，包括 E P、杠杆和 DeBondt and Thaler (1985) 的回报逆转。他们还发现，HML 对于
国际股票回报尤其具有类似的解释力 (Fama and French, 1998)，在比其最初研究更早
的美国数据中也同样存在 (Davis, Fama and French, 2000)。

7.4 股票回报横截面的理性和行为解释
从实际效果来看，Fama-French 的方法让关于股票回报横截面的海量文献得到了有效
的简化和统一，该方法也被广泛用作学术研究的参考模型和专业投资者的实用指南。
3⁵ 三因子模型的一个不足在于，它基本上是一个描述股票回报的实证模型，但对为什
么这些风险因素具有非零价格背后的经济原因却一无所知。
32CCAPM 作为标准 CAPM 的替代品，预测股票的回报与总消费的协变“消费 β”应与各种资产之间的预
期回报差异相关。不过，CCAPM 检验在解释异象方面也并不见佳，而且甚至还证明消费 β 主要取决于标
准 CAPM β (Mankiw and Shapiro, 1986、Breeden, Gibbons and Litzenberger, 1989)。
33股市 β 与横截面的预期回报不相关的事实尤为引人注目，因为股市的因素解释了个股时间序列的重
大变化。部分由于其在时间序列上的意义，股市 β 通常会包含在多因子模型中，尽管其对横截面的解释力
较弱。
3⁴此外，Fama and French (1993) 还指出，与期限和违约风险相关的另外两个因子捕捉到了债券回报的大
部分时间序列和横截面变化，
并且股票和债券因子共同的变化则将股票和债券市场的回报联系了起来。
现在它已被普遍加入到 Fama-French 基准模型中。
3⁵后来 Carhart (1997) 建议将动量作为第四个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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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Ball (1978) 所述，诸如净值市价比和规模之类的特征，本质是上股票价格比例
缩放后的倒数，因此可以看作是股票随机折现因子的替代品，从简单的现值关系就很
容易看出这一点。因此，在加入任何错定的资产定价模型时，比例缩放后的价格变量
应与预期回报相关。3⁶
在最初的工作中，Fama 和 French 对其结果提出了一种理性的多因素解释，认为
HML 和 SMB 捕获了投资者要求补偿的基本面风险因素。Fama and French (1995) 也
支持这一论点，表明较高的净值市价比会预测为较低的盈利，从而 HML 的超额回报
应解释为对危机风险的补偿。
与此相反，其他研究人员则沿着 Shiller (1984) 的思路，将 HML 和 SMB 的意义解
释为捕捉市场定价错误和投资者的非理性。Lakonishok, Shleifer and Vishny (1994) 认
为，高净值市价比的股票（或“价值股”
）的超额回报是由于其被投资者低估，而低净
值市价比的股票则是高估的
“光鲜”
股票，
其未来表现会弱于市场。
虽然规模和净值市价比的影响可能符合投资者错误定价和心理偏见的模型，最
近的研究发现，具有类似净值市价比的股票即价值股（低市净率）或成长股（高市净
率）表现出相当程度的共同移动（参见如 Campbell and Vuolteenaho, 2004），并且价
值型股票与其他“价值策略”的资产类别，如固定回报和货币等共同移动（见 Asness,
et al., 2013），这符合将价值股的超额回报归因于共同风险因素的思路。3⁷ Campbell
Campbell, Polk and Vuolteenaho (2009) 和 Campbell, et al. (2012)
and Vuolteenaho (2004)、
均称净值市价比效应可以由跨期 CAPM 模型来解释（参见 Merton, 1973），在整体股
市中，投资者更关心的是永久的现金流驱动的变动，而不那么关心由折现率驱动的
暂时变动。在他们的模型中，一支股票的必要回报率回报不是由其对于市场的整体
β 决定，而是由两个独立的 β 决定，一个是关于对市场的永久现金流冲击（高净值市
价比的“价值”股更敏感），另一个是关于对市场折现率的临时冲击（低净值市价比的
“成长”股更敏感）。最近，Campbell, et al. (2012) 发现，同样的理论也可以解释其他资
产大部分横截面回报，
如股票指数期权和企业债券等。
对于信息有效性更严厉的挑战是 Jegadeesh and Titman (1993) 发现的股票价格的
“动量”
。3⁸ 他们发现，购买在过去 3 到 12 个月中表现良好的股票，卖出同时期表现不
佳的股票，这样的投资策略可以在接下来一年中产生显著的超额回报。
“赢家常赢，输
家常输”的事实符合相关信息只会逐渐渗入价格的想法，并且由于时间段相对较短，
这个模式似乎很难用风险的变化来解释。此外，和许多其他异象不同，动量并没有被
Fama-French 三因子模型捕捉到。
3⁶另见 Berk (1995)。
3⁷虽然 Campbell and Vuolteenaho (2004) 也发现了规模可以造成类似的共同运动，小板股票的超额回报
却似乎要弱得多，
甚至在近期的数据中几乎消失了。
3⁸用 Eugene Fama 的话来说：
“在所有可能让市场有效性颜面扫地的威胁中，动量是最主要的一个。”
(Fama and Litterman,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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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这些发现，一些行为金融学论文构造了基于投资者心理的理论，来解释净
值市价比效应以及动量效应，比如投资者在短期对新闻反应不足（导致动量），在长
期反应过度（导致反转或净值市价效应）。Daniel, et al. (1998)、Barberis, et al. (1998)
和 Hong and Stein (1999) 都给出了例子。此外，动量符合套利限制理论，在市值较小、
流动性更差的股票中特别明显，并且由于动量策略和行业高度相关，它也蕴含着巨大
的风险 (Moskowitz and Grinblatt, 1999)。
另一派文献保留了具有标准偏好的理性投资者的标准假设（或认为不可知），但
引入了金融市场的摩擦来解释资产定价模式。一组论文引入了市场细分，这意味着
投资者之间的风险分担有限。这反过来又导致短期内的资产需求曲线向下倾斜，并
由于市场间资本的缓慢流动而出现均值回归 (Duffie, 2010)。另一组论文专注于金融
中介机构因金融资产交易时受到监管和/或代理问题而出现的摩擦。这些摩擦可能
会导致中介机构的资本或流动性稀缺时贱卖资产 (Brunnermeier and Pedersen, 2009
和 Coval and Stafford, 2007)。最后，许多研究都关注流动性及其对资产价格的影响。
在这些模型中，若持有流动性差，即在需要流动性（比如为了消费）时无法轻易售
出的资产，投资者会要求额外的风险溢价 (Amihud and Mendelson, 1986、Pastor and
Stambaugh, 2003 和 Acharya and Pedersen, 2005)。基于金融摩擦和流动性的模型已被
证明在最近的金融危机中具有解释力 (Brunnermeier, 2009)。

8

对市场实践的影响

在经济学中，资产定价是学术研究对非学术实践影响力最大的领域之一。即使对一
些结果的解释仍然没有达成广泛共识，Fama、Shiller 和 Hansen 发起的研究已经产生
了许多扎实的实证研究结果，
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 短期来看，股票回报的可预测性是非常有限的，这也与股票价格迅速反映关于
未来现金流的新公共信息一致。即使短期的回报存在可预测性，它也非常小，
因为交易成本的存在而无法从中获利。
2. 长期来看，股票的回报有经济学上具有显著意义的可预测性，并预示着预期回
报或折现率的变化。特别是，
“好”的时候（商业周期高峰，价格/股息比等相对
估值高时）的预期回报，
要低于
“坏”
的时候的预期回报。
3. 对于股票的横截面，诸如净值市价比等若干因素可以预测预期回报的差异。面
临这些因素的程度类似的股票会共同移动，意味着高风险会带来更高的回报。
对于股票价格缺乏短期可预测性的早期发现有着相当大的实际影响。一方面它
意味着，资产经理要产生超额的风险调整后回报应该是非常困难。作为最早研究这
个问题的文章之一，Jensen (1968) 评估了共同基金的业绩，发现大部分基金没有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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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超额的风险调整后回报。对于共同基金业绩的后续研究，在扣除基金费用后，大
多都没有找到正的超额业绩（却常常找到负的超额业绩）。不久前，Fama and French
(2010) 记录了在扣除费用前，只有极端尾部的主动型共同基金才能产生显著（包括
正和负）的风险调整后超额回报。这意味着该行业整体上给投资者带来了负的超额
回报。
受到 Fama、Jensen 和其他人工作的启发，在 20 世纪 70 年代初出现了所谓的指数
基金。3⁹ 如今，如指数基金和交易所买卖基金 (ETF) 等被动管理基金涵盖了各种指数
和资产类别，包括各种规模和净值市价比。2012 年，这些基金的托管规模超过 3.6 万
亿美元，
占全球共同基金总流入的 41%。
对市场可预测性以及不同金融资产横截面回报差异的研究也产生了相当大的实
际影响，并带动了“量化投资管理”的成长。投资者用量化的因素和统计建模来作出
投资决定。例如，许多专业投资者使用如 Fama-French 等模型来指导自己的投资决
策，长期机构投资者普遍使用已被证明能够预测中期股市回报率的变量，以调整投资
组合中股权相对于债券的比例。
有关横截面回报决定因素的学术工作也对投资组合业绩的测量方法产生了重
大的影响。鉴于投资组合经理只需要投资于风险更高的资产就可以获得更高的回报
率，在评价的时候就必须依据风险对回报做出调整。Jensen (1968) 引进了一种衡量
风险调整后的业绩的变量，即所谓的“Jensen α”，简而言之就是超额回报对风险因子
（如 Fama-French 三因子）回归后的截距。⁴⁰ 从直觉上来说，既然投资者只要投资于
Fama-French 因子更大的资产就可获得更高回报，那么投资组合经理只应因超出这些
因子的业绩部分获得奖励，也就是 α。α 已经成为评估投资组合经理和共同基金（如
晨星评级使用）的标准工具。此外，在 Fama 和 French 的工作之后，根据“规模”和“市
值”
指标，
而不是简单地相对于整体市场回报来评估业绩的做法也已成为标准。
对于实证资产定价的研究结果对于投资管理之外的行业也有实际的影响。Fama,
Fisher, Jensen and Roll (1969) 的事件研究方法已在法律实践中的一个重要工具，用以
在诉讼中评估损害，如证券欺诈案 (Mitchell and Netter, 1994)。事件研究也被竞争管
理部门使用，通过观察同业其他公司在发生并购时的股价反应（如 Beverley, 2007），
由此评估并购的竞争效应。
另一个具有实际影响的领域是衡量资产回报及价格指数。芝加哥大学创建的
CRSP 的数据集是现存第一个全面的股市数据库。它不仅对学术研究，而且对于行业
所用的量化投资策略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除股票价格外，Case and Shiller (1987) 构造了第一个系统的高质量美国房价指
数。标普 Case-Shiller 指数是美国现行的标准房地产价格指数，被从业者和决策者广
3⁹世界上第一个指数基金于 1971 年在美国富国银行成立，代表新秀丽公司管理（即“新秀丽箱包基
金”
）。几年后的 1975 年，
先锋集团推出了首个针对散户投资者的指数基金。见 Bernstein (2005)。
“市场模型”
，
即控制 CAPM β 来测量 α。
⁴⁰在 Jensen 最初的研究中，他是相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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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使用。Shiller 对于构建指数的兴趣来自于房价波动对很多家庭构成重大风险的见
解。在他 1991 年出版的《宏观市场》一书中，Shiller 强调了社会风险中的主要风险，
如住房价格风险尽管非常重要，却是无法得到保险的。他认为，基于价格指数的衍生
合约市场的发展可帮助家庭对冲该风险。特别是此类合约会允许家庭在住房市场上
卖空。但是它也将让家庭可以对高估的住房市场进行投机。Shiller 还将这些见解付
诸实践，并在标准普尔 Case-Shiller 房价指数的基础上，帮助在芝加哥商品交易所建
立了一个现金结算的房屋价格期货市场。

9

结论

Eugene Fama、Lars Peter Hansen 和 Robert Shiller 提出了实证方法，并由此得出了什么
决定资产价格的重要而不朽的见解。他们的方法塑造了该领域的后续研究方向，其
成果在学术和实践上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获奖人原创工作后出现的大量研究，是
理论和实证工作交融获得丰硕成果的一座丰碑。
现在我们知道，资产价格很难在很短的时间范围内预测，但其在更长时间范围内
的运动，平均而言是可以预测的。我们对不同资产横截面回报的决定因素有了更多
的了解。新的因素——特别净值市价比和市盈率——已被证明显著增进了对基于标
准 CAPM 回报的理解。在这些研究结果的基础上，后来的研究者已经进一步研究了
风险、对风险的态度以及行为因素是如何在根本上确定资产价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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