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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管理公司富达（Fidelity）发布其机器人投顾产品Fidelity 

Go,通过人机结合的方式，为年轻的、乐于运用电子化平台

的投资者提供投资咨询。

韩国近年也加速了机器人投顾的开发步伐。2015年以

来，未来资产大宇、现代证券、NH投资证券、三星证券等

争相推出机器人投顾产品，基于券商自身的用户和平台优势

快速扩张，期望在机器人投顾市场占据先机。2016年1月，

韩国总统工作报告中就提出了“关于活跃机器人投顾的方

案”，指出相关机制得到保障后监管部门将允许机器人投顾

业务直接面向大客户提供服务。2016年8月，韩国金融委员

会（FSC）出台了“机器人投顾测试床（Test bed）的基本

运行方案”，通过三阶段的审核程序检验机器人投顾平台的

实际运营情况，测试算法的稳定性、收益性和整体系统的安

全性，最终审议通过的机器人投顾平台将面向广大中小投资

者合法进行资产管理服务，这将成为韩国机器人投顾走向大

众化的关键第一步。

中国机器人投顾发展现状及瓶颈
与国际市场相比，中国股市散户投资者占比较大，投资者

专业知识薄弱，缺乏风险管理、价值投资等理念。在以散户为

主体的特点短期内很难改变的前提下，机器人投顾的出现恰恰

契合了中小投资者投资低门槛、低成本、价值投资理念缺乏等

现状，国内的一批先知先觉者已闻风而动，踏浪而来。

2015年以来，弥财、资配易、平安一账通、胜算在握、

蚂蚁聚宝、百度股市通、微众银行等国内机器人投顾相继成

立。弥财为客户提供全球化ETF基金资产优化配置服务；资

配易为客户提供A股组合优化和再平衡服务；平安一账通为

客户提供包括智能投资、保险、贷款等全方位服务，其中智

能投资服务是根据投资者的风险偏好类型（保守型、稳健

型、平衡型、成长型、激进型）提供包括开放式基金、银行

理财产品的优化配置和组合调整服务；胜算在握依据纯量化

数学模型只提供选股功能，又借鉴了Uber的共享经济模式，

用户可以享受到专业投资顾问的服务。

但是比较而言，国外的机器人投顾业务模式若在中国实

现，还面临着一些限制因素。首先，在法律环境上美国机器

人投顾拥有资产管理许可，可以帮投资者做全权的委托管

理，设置执行自动化交易。但是在中国目前监管环境下，证

券投资咨询机构的职能只是向客户提供咨询建议，下单交

易必须由客户亲自进行，不能代客理财。如果2015年6月中

国证券业协会发布的《账户管理业务规则（征求意见稿）》

正式通过，那么中国机器人投顾至少可以实现自执行交易功

能。其次，在大类资产配置的基础资产上，中国仅有130支

左右ETF基金，还远远少于美国上万级别的ETF,可投资的

标的较少。再次，投资者教育和风险意识还有待于进一步提

高。机器人投顾的核心是对信息进行处理，挖掘有效的因

子，在风险控制的基础上优化投资组合。因此，投资策略有

别于传统的以定性判断为主的方法，更为专业和复杂。这更

是需要投资者经验的积累和投资理念的成熟、对风险收益的

正确认识。

对于中国机器人投顾的监管建议
机器人投顾有助于投资人逐渐树立正确的投资和风控理

念。机器算法在优化且量化风险的基础上，将数据分析和程序

化指令应用于交易、投资组合管理、信用评估等诸多业务，将

为资产管理行业带来前所未有的改变。2016年G20杭州峰会重

点提出应发展数字普惠金融，机器人投顾属于证券类的数字普

惠金融业务，其发展必将受到中国相关部门的重视。

不过机器人投顾在发展的“春天”里仍然存在潜在挑

战。目前一些P2P网贷平台开始抓住新的商机开始向机器人

投顾转型，平台发展鱼龙混杂、缺乏行业标准和监管指引。

因此机器人投顾的创新业务同样也需要监管机构制定恰当的

监管措施，加强投资者教育，注意防范风险隐患。

首先，监管机构需要详细了解机器人投顾的服务模式、

核心思想和发展阶段，审慎合理评估其市场影响。在机器

人投顾发展过程中，如果采用相似理论或算法的机器人投

顾数量较多，管理资产规模较大，自动产生的投资组合的

趋同性就会较高，有可能会对市场产生助涨助跌的效果，

尤其在市场大幅波动时对市场的潜在影响可能会更大。因

此，迫切需要监管者具备足够的知识了解并洞察新的金融

技术可能产生的潜在问题，深入了解人工智能对金融市场

的潜在影响。

其次，监管部门须引导行业建立机器人投顾业务规则，

建立针对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的新监管方式。监管须避免理

论方法同质化所产生的羊群效应及其他潜在风险，审查新技

术在投资管理价值链上各个环节的功能以及影响，建立以风

险为导向的适当的监管方法，促进公平、开放、平衡的竞争

环境。同时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和行业指引，便于金融行业和

客户学习和交流。

再次，监管部门应从功能监管的角度详细了解机器人投

顾的服务模式，突出“过程监管”理念，坚决避免类似于P2P

网络平台集中爆发的风险事件。监管者应严格规范机器人投顾

的营业行为，建立并维持投资者保护机制，在投资者接受自动

化的投资咨询服务之前，引导其充分了解机器人投顾的服务方

式和风险隐患。   

（姜海燕为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北京金融衍生品研究院研究员，吴长凤为中国

金融期货交易所北京金融衍生品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本文编辑/王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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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定价模型概述
现代金融学分两大块，公司金融和资产定

价。公司金融研究的主要问题是公司最优实体

投资与融资，资产定价研究的问题则是最优证

券组合和股票预期收益率的决定因素。现代金融

学诞生于20世纪50年代初期。从60年代到80年

代后期，主导资产定价模型是Sharpe和Lintner

推导的资本资产定价模型（The Capital Asset 

Pricing Model, CAPM）。Sharpe是1990年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之一，而CAPM是他获奖

的主要贡献。从90年代初期到最近，主导模型

是Fama-French的三因子模型。Fama是2013

年诺奖获得者之一，而三因子模型则被评选委员

会肯定为金融学过去25年最重大的成就之一。

Carhart把动量因子加入Fama-French三因子模

型而得出Carhart四因子模型。该模型是近20年

来运用最多的实证资产定价模型。在我们提出q-

因子模型之后，Fama-French把两个与q-因子

相似的因子加入他们的三因子模型得出了五因子

模型。

在资本资产定价模型中，股票i的预期风险溢

价和市场预期风险溢价成正比，正比成多少由该

股票的市场风险决定。在实证中把股票i的实际

超额收益率回归到市场组合的实际超额收益率。

截距是股票i的异常收益率（α），而斜率是股

票的市场风险（β）。如果资本资产定价模型是

本文介绍了笔者与俄亥俄州立大学侯恪惟教授、辛辛那提大学薛辰教授共同研究开发
的q-因子模型。在该模型中，一只股票的预期风险溢价由四个因子决定：市场因子、市
值因子、投资因子和盈利因子。论文正式发表后，q-因子模型已迅速成为金融界实证资
产定价中的主导模型之一。展望未来，q-因子模型将拓展到全球金融市场中，比如中
国A股市场。

资产定价中的因子大战

正确的话，α不应和零有很大区别（统计不应显

著）。资本资产定价模型是按照个人投资者最优

证劵组合原理推导的，具有良好的经济学基础。

但是实证金融与会计学的异常文献积累了很多资

本资产定价模型不能解释的现象。我们在最近的

一篇工作论文中，一共检查了437个异常变量。

我们发现在这些变量中一共有161～217个显著变

量。也就是说有这么多指标可以用来预期股票的

未来收益率。利用这些指标可以获得比市场组合

更高的收益率。

大量的异常变量表明有必要寻找比资本资产

定价模型更好的模型。Fama和French在1993年

提出了一个三因子模型，在CAPM基础上，加入

了市值因子（SMB）和价值因子（HML）。市

值是指股票的市场价值，价值是公司的账面价值

除以其市场价值的比率。Carhart在1997年提出

的四因子模型进一步加入了动量因子（UMD）。

虽然这些模型主导了实证资产定价领域二十多

年，但是它们只是实证模型，没有经济学基础。

所以人们经常争论为什么这些因子在实践中能工

作？是靠运气，还是基本经济学原理？

q-因子模型概述
我们的q-因子模型有四个因子。第一个是

市场因子，包含了宏观经济和总体市场的风险溢

价。第二个是市值因子。两个新因子，一个是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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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因子。投资指的是实体投资而非金融投资，例

如建造一个工厂，买新设备等。还有一个是盈利

因子。盈利是会计盈利率，等于利润除以账面资

本。在实证中做一个多元回归，把股票超额收益

率回归到四个因子的收益率。如果我们的模型是

正确的话，异常收益率就应该在统计上为零。但

即使为零，并不证明CAPM异常现象不存在，也

不意味着没有量化投资的余地。异常收益率在q-

因子模型中为零说明各种不同的异常变量其实只

是投资因子和盈利因子不同的组合。也就是说q-

因子模型在实证中非常有用。

q-因子模型得到了Fama-French的认可。

他们在2015年把和q因子很相似的投资与盈利因

子加入到三因子模型中，而得到一个五因子模

型。虽然他们新因子的具体建造方式和我们的投

资与盈利因子略有不同，这些变量的概念在经

济学上基本和q-因子相同。更重要的是，q-因

子模型比Fama-French五因子模型要早三到六

年。表1描述这两个模型的历史演变。q-因子模

型从最初理念的形成到最终论文的发表历时长达

八年。第一稿题为《新古典因子》Neoclassical 

factors 早在2007年7月就已出炉（美国国家经济

研究局工作论文13282）。第一稿就已经用投资

因子来取代Fama-French的价值因子，用盈利因

子来取代Carhart的动量因子，作为股票收益率横

切面的主导因子。之后每一稿的标题都在变化，

原因是我在极力避免2009年6月稿的标题（一位

资深审稿人在《金融期刊》Journal of Finance

再三敦促我用《一个更好的能解释更多异常现象

的三因子模型》作为标题）。不幸的是那一稿和

之前的几稿中，盈利因子的建造程序有失误。纠

正失误后，这篇论文继续在《金融期刊》延口残

喘了一年，终于在2011年4月遭拒。之后我重起

炉灶，和二位新合作者侯恪惟与薛辰教授在2012

年10月写好新一稿，题为《解析异常现象: 基于

投资的方法》（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工作论文

18435）。又经过近两年的严格审稿与修改，终

于在2014年8月被《金融研究评论》Review of 

Financial Studies接受，并在2015年3月发表。

Fama-French起初于2013年6月提出一个四

因子模型，把一个盈利因子加入他们的三因子模

型。在当年11月又将一个投资因子加到四因子模

型中，而得出了现在的五因子模型，与我们的q-

因子模型抗衡。在学术界有句俗话，写好论文需

要站在巨人肩膀上。我常在博士生面前自嘲，说

Fama-French五因子模型是巨人站在了我们的肩

膀上，还差点没给我压死。

q-因子模型的经济学基础
和以往的因子模型不同的是，我们的q-因子

模型有很扎实的经济学基础。在经济学理论中，

有一个实体投资经济学理论，叫q-理论。这其实

就是公司金融学中的净现值原则（NPV rule）。

净现值原则说的是，如果项目现值大于投资成本,

则应当投资该项目；如果项目现值小于投资成本，

则不应当投资。对于公司首席财务官来说，起初会

有很多实体项目可以进行投资，此时应优先投资最

好的项目。好的项目折现率低，盈利率高，项目现

值也高。随着被投资的好项目越来越多，投资成本

会慢慢变高，盈利率会越来越低。投资的最后一个

项目应该是净现值（项目现值减投资成本）为零，

q-因子模型：

新古典因子	 2007年7月

一个均衡三因子模型	 2009年1月

基于生产的因子	 2009年4月

一个更好的能解释更多异常现象的三因子模型	 2009年6月

一个替代的三因子模型	 2010年4月,	2011年4月

解析异常现象：	基于投资的方法	 2012年10月,	2014	年8月

Fama-French五因子模型：

一个解释股票收益率中市值，价值，	 2013年6月
与盈利率效应的四因子模型

一个五因子资产定价模型	 2013年11月,	2014年9月

表1 q-因子模型和Fama-French五因子模型的历史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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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投资成本等于项目现值：投资成本 = 项目现值 = 盈利率/折

现率。现实生活中经常会有多年的投资项目。以上公式中，我

们做了简化，假定项目明年就会完成。盈利率越高，折现率不

变，项目现值就越高，投资就越多。当然投资越多，投资成本

也会越高。净现值原则体现在最后一个项目上就是投资成本等

于项目现值。这是经济学中的边际原则。

q-因子模型最富有想象力和创造力的是把公司金融原

则当作资产定价模型。传统资产定价理论从个人投资者最

优证券组合的角度出发，和公司变量没有直接关系。但是

那一老套做了近半个世纪，结果只是大量异常现象。q-因

子模型开辟了一个新的途径。变换一下净现值原则得出：

折现率 = 盈利率/投资成本。相对于盈利率，投资越多

的公司，折现率越低，股票预期收益率也越低。相当于投

资，盈利率越高的公司，折现率越高，股票预期收益率也

越高。不同于传统资产定价理论，我们的理论是基于公司

行为，看问题的角度有巨大的转变。总的来说，投资和盈

利率是股票预期收益率的关键决定因素。这就是建造投资

因子和盈利因子的经济学理论基础。

q-因子模型的实证
q-因子模型在实证中表现如何呢？从1967年1月到

2014年12月，在美国样本中，投资因子每月有0.43%的

平均收益率，相当于5.2%的年化收益率。盈利因子每月

有0.56%的平均收益率，相当于6.7%的年化收益率。两

个平均收益率的t-统计量都超过5，表明非常统计显著。

也就是说q-因子的高平均收益率不是靠样本中的运气，而

是非常可靠的。Carhart四因子模型不能解释q-因子的平

均收益率。把q-模型中的投资因子回归到Carhart四因子

上得到的异常收益率是每月0.29%（t=4.57），而把q-模

型中的盈利因子回归到Carhart四因子上得到的异常收益

率是每月0.51%（t=5.58）。Fama-French五因子模型也

不能解释q-因子的平均收益率。把q-模型中的投资因子

回归到Fama-French五因子上得到的异常收益率是每月

0.12%（t=3.35），而把q-模型中的盈利因子回归到Fama-

French五因子上得到的异常收益率是每月0.45%（t=5.6）。

Fama-French五因子中的盈利因子， RMW，每月

平均收益率为0.27%（t=2.58），年化收益率为3.24%。

五因子模型中的投资因子， CMA，每月平均收益率为

0.34%（t=3.63），年化收益率为4.08%。Carhart四因

子模型不能解释五因子的平均收益率。把RMW收益率

回归到Carhart四因子上得到的异常收益率是每月0.33%

（t=3.31），把CMA回归到Carhart四因子上得到的异常

收益率是每月0.19%（t=2.83）。最重要的是，q-因子模

型完全能够解释RMW和CMA。把RMW收益率回归到q-

因子上得到的异常收益率只有每月0.04%（t=0.42），而

把CMA回归到q-因子上得到的异常收益率只有每月0.01%

（t=0.32）。这些异常收益率基本为零。因此，实证证据

表明五因子模型不能解释q-因子收益率，但是q-因子模型

却能解释五因子收益率。这些测试表明q-因子模型比五因

子模型在实证中更为强大。

下面我再来比较q-因子模型和五因子模型对几个著

名异常现象的解释能力。有几个异常现象非常流行，在量

化投资领域应用非常广泛。第一个是价值投资，第二个是

动量投资，第三个是质量投资。价值投资源于Graham和

Dodd在1934年出版的古典投资著作《证券分析》Security 

Analysis 。巴菲特就是应用价值理念最成功的投资者。在

量化领域，价值投资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被广泛运用，动

量投资在90年代开始广泛运用，而质量投资则在近十年开

始被应用。

价值投资一个最重要的指标是账面市场价值比，Bm，

定义为一家上市公司的帐面股本价值（总资产减去总负债）

除以股本市场价值。在每年6月底，我们按照纽约证券交易

所Bm分布，把所有在纽约证券交易所，美国证券交易所，

和纳斯达克证券交易所交易的股票排序，再分配到10个十

分位组合中。我们从本年7月到下年6月持有这些组合，并

计算市值加权组合收益率。最后，我们买进10%最高Bm组

合，同时卖出10%最低Bm组合，而形成高减低Bm十分位组

合。该高减低组合有每月0.59%的平均收益率（t=2.84），

相当于7.1%的年化率。q-因子模型把该平均收益率减到

0.18%（t=1.15）。投资因子起到关键作用，其载荷为1.33

（t=13）。由于Fama-French五因子模型有价值因子，该

模型把高减低Bm组合的平均收益率一直降到基本为零。

动量投资最常用的指标是最近6个月的复合收益率，

R66。在每月初，我们按照纽约证券交易所的R66分布，对

所有股票进行排序，再分配到10个十分位组合中。我们从

下个月开始持有这些组合6个月，并计算市值加权组合收益

张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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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因子。投资指的是实体投资而非金融投资，例

如建造一个工厂，买新设备等。还有一个是盈利

因子。盈利是会计盈利率，等于利润除以账面资

本。在实证中做一个多元回归，把股票超额收益

率回归到四个因子的收益率。如果我们的模型是

正确的话，异常收益率就应该在统计上为零。但

即使为零，并不证明CAPM异常现象不存在，也

不意味着没有量化投资的余地。异常收益率在q-

因子模型中为零说明各种不同的异常变量其实只

是投资因子和盈利因子不同的组合。也就是说q-

因子模型在实证中非常有用。

q-因子模型得到了Fama-French的认可。

他们在2015年把和q因子很相似的投资与盈利因

子加入到三因子模型中，而得到一个五因子模

型。虽然他们新因子的具体建造方式和我们的投

资与盈利因子略有不同，这些变量的概念在经

济学上基本和q-因子相同。更重要的是，q-因

子模型比Fama-French五因子模型要早三到六

年。表1描述这两个模型的历史演变。q-因子模

型从最初理念的形成到最终论文的发表历时长达

八年。第一稿题为《新古典因子》Neoclassical 

factors 早在2007年7月就已出炉（美国国家经济

研究局工作论文13282）。第一稿就已经用投资

因子来取代Fama-French的价值因子，用盈利因

子来取代Carhart的动量因子，作为股票收益率横

切面的主导因子。之后每一稿的标题都在变化，

原因是我在极力避免2009年6月稿的标题（一位

资深审稿人在《金融期刊》Journal of Finance

再三敦促我用《一个更好的能解释更多异常现象

的三因子模型》作为标题）。不幸的是那一稿和

之前的几稿中，盈利因子的建造程序有失误。纠

正失误后，这篇论文继续在《金融期刊》延口残

喘了一年，终于在2011年4月遭拒。之后我重起

炉灶，和二位新合作者侯恪惟与薛辰教授在2012

年10月写好新一稿，题为《解析异常现象: 基于

投资的方法》（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工作论文

18435）。又经过近两年的严格审稿与修改，终

于在2014年8月被《金融研究评论》Review of 

Financial Studies接受，并在2015年3月发表。

Fama-French起初于2013年6月提出一个四

因子模型，把一个盈利因子加入他们的三因子模

型。在当年11月又将一个投资因子加到四因子模

型中，而得出了现在的五因子模型，与我们的q-

因子模型抗衡。在学术界有句俗话，写好论文需

要站在巨人肩膀上。我常在博士生面前自嘲，说

Fama-French五因子模型是巨人站在了我们的肩

膀上，还差点没给我压死。

q-因子模型的经济学基础
和以往的因子模型不同的是，我们的q-因子

模型有很扎实的经济学基础。在经济学理论中，

有一个实体投资经济学理论，叫q-理论。这其实

就是公司金融学中的净现值原则（NPV rule）。

净现值原则说的是，如果项目现值大于投资成本,

则应当投资该项目；如果项目现值小于投资成本，

则不应当投资。对于公司首席财务官来说，起初会

有很多实体项目可以进行投资，此时应优先投资最

好的项目。好的项目折现率低，盈利率高，项目现

值也高。随着被投资的好项目越来越多，投资成本

会慢慢变高，盈利率会越来越低。投资的最后一个

项目应该是净现值（项目现值减投资成本）为零，

q-因子模型：

新古典因子	 2007年7月

一个均衡三因子模型	 2009年1月

基于生产的因子	 2009年4月

一个更好的能解释更多异常现象的三因子模型	 2009年6月

一个替代的三因子模型	 2010年4月,	2011年4月

解析异常现象：	基于投资的方法	 2012年10月,	2014	年8月

Fama-French五因子模型：

一个解释股票收益率中市值，价值，	 2013年6月
与盈利率效应的四因子模型

一个五因子资产定价模型	 2013年11月,	2014年9月

表1 q-因子模型和Fama-French五因子模型的历史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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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投资成本等于项目现值：投资成本 = 项目现值 = 盈利率/折

现率。现实生活中经常会有多年的投资项目。以上公式中，我

们做了简化，假定项目明年就会完成。盈利率越高，折现率不

变，项目现值就越高，投资就越多。当然投资越多，投资成本

也会越高。净现值原则体现在最后一个项目上就是投资成本等

于项目现值。这是经济学中的边际原则。

q-因子模型最富有想象力和创造力的是把公司金融原

则当作资产定价模型。传统资产定价理论从个人投资者最

优证券组合的角度出发，和公司变量没有直接关系。但是

那一老套做了近半个世纪，结果只是大量异常现象。q-因

子模型开辟了一个新的途径。变换一下净现值原则得出：

折现率 = 盈利率/投资成本。相对于盈利率，投资越多

的公司，折现率越低，股票预期收益率也越低。相当于投

资，盈利率越高的公司，折现率越高，股票预期收益率也

越高。不同于传统资产定价理论，我们的理论是基于公司

行为，看问题的角度有巨大的转变。总的来说，投资和盈

利率是股票预期收益率的关键决定因素。这就是建造投资

因子和盈利因子的经济学理论基础。

q-因子模型的实证
q-因子模型在实证中表现如何呢？从1967年1月到

2014年12月，在美国样本中，投资因子每月有0.43%的

平均收益率，相当于5.2%的年化收益率。盈利因子每月

有0.56%的平均收益率，相当于6.7%的年化收益率。两

个平均收益率的t-统计量都超过5，表明非常统计显著。

也就是说q-因子的高平均收益率不是靠样本中的运气，而

是非常可靠的。Carhart四因子模型不能解释q-因子的平

均收益率。把q-模型中的投资因子回归到Carhart四因子

上得到的异常收益率是每月0.29%（t=4.57），而把q-模

型中的盈利因子回归到Carhart四因子上得到的异常收益

率是每月0.51%（t=5.58）。Fama-French五因子模型也

不能解释q-因子的平均收益率。把q-模型中的投资因子

回归到Fama-French五因子上得到的异常收益率是每月

0.12%（t=3.35），而把q-模型中的盈利因子回归到Fama-

French五因子上得到的异常收益率是每月0.45%（t=5.6）。

Fama-French五因子中的盈利因子， RMW，每月

平均收益率为0.27%（t=2.58），年化收益率为3.24%。

五因子模型中的投资因子， CMA，每月平均收益率为

0.34%（t=3.63），年化收益率为4.08%。Carhart四因

子模型不能解释五因子的平均收益率。把RMW收益率

回归到Carhart四因子上得到的异常收益率是每月0.33%

（t=3.31），把CMA回归到Carhart四因子上得到的异常

收益率是每月0.19%（t=2.83）。最重要的是，q-因子模

型完全能够解释RMW和CMA。把RMW收益率回归到q-

因子上得到的异常收益率只有每月0.04%（t=0.42），而

把CMA回归到q-因子上得到的异常收益率只有每月0.01%

（t=0.32）。这些异常收益率基本为零。因此，实证证据

表明五因子模型不能解释q-因子收益率，但是q-因子模型

却能解释五因子收益率。这些测试表明q-因子模型比五因

子模型在实证中更为强大。

下面我再来比较q-因子模型和五因子模型对几个著

名异常现象的解释能力。有几个异常现象非常流行，在量

化投资领域应用非常广泛。第一个是价值投资，第二个是

动量投资，第三个是质量投资。价值投资源于Graham和

Dodd在1934年出版的古典投资著作《证券分析》Security 

Analysis 。巴菲特就是应用价值理念最成功的投资者。在

量化领域，价值投资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被广泛运用，动

量投资在90年代开始广泛运用，而质量投资则在近十年开

始被应用。

价值投资一个最重要的指标是账面市场价值比，Bm，

定义为一家上市公司的帐面股本价值（总资产减去总负债）

除以股本市场价值。在每年6月底，我们按照纽约证券交易

所Bm分布，把所有在纽约证券交易所，美国证券交易所，

和纳斯达克证券交易所交易的股票排序，再分配到10个十

分位组合中。我们从本年7月到下年6月持有这些组合，并

计算市值加权组合收益率。最后，我们买进10%最高Bm组

合，同时卖出10%最低Bm组合，而形成高减低Bm十分位组

合。该高减低组合有每月0.59%的平均收益率（t=2.84），

相当于7.1%的年化率。q-因子模型把该平均收益率减到

0.18%（t=1.15）。投资因子起到关键作用，其载荷为1.33

（t=13）。由于Fama-French五因子模型有价值因子，该

模型把高减低Bm组合的平均收益率一直降到基本为零。

动量投资最常用的指标是最近6个月的复合收益率，

R66。在每月初，我们按照纽约证券交易所的R66分布，对

所有股票进行排序，再分配到10个十分位组合中。我们从

下个月开始持有这些组合6个月，并计算市值加权组合收益

张橹
Introduction



International  Finance 国际

TSINGHUA FINANCIAL REVIEW December 2016

104104 Essays and 
Papers 

论文故事汇

率。最后我们买进10%最高R66组合，同时卖出10%

最低R66组合，形成高减低R66十分位组合。该高减低

组合有每月0.82%的平均收益率（t=3.49），相当于

9.84%的年化率。q-因子模型成功地把该显著的平均

收益率化解到非显著的每月0.24%（t=0.78）。其中

盈利因子起到关键作用，其载荷为0.99（t=5.33）。

Fama-French五因子模型不能解释动量投资。五因子

异常收益率高达0.97%（t=3.5）。

对 质 量 投 资 ， 我 们 用 四 季 度 的 股 本 盈 利 率 变

化，dRoe1。股本盈利率是利润除以上季度账面股

本。dRoe1则等于最新股本盈利率减去四季度以前

的股本盈利率。在每月初，我们按照纽约证券交易

所的dRoe1分布，对所有股票进行排序，再分配到

10个十分位组合中。我们持有这些组合一个月，并

计算市值加权组合收益率。最后我们买进10%最高

dRoe1组合，同时卖出10%最低dRoe1组合，形成高

减低dRoe1十分位组合。该高减低组合有每月0.76%

的平均收益率（t=5.43）。q-因子模型把该显著

的平均收益率化解到每月0.34%，但还是保持显著

（t=2.29）。Fama-French五因子模型对解释质

量投资基本无效。五因子异常收益率高达0.79%

（t=5.39）。

q-因子模型的应用
因子投资在全球金融市场上有长足的应用。

量化投资很长时间都是对冲基金最常用的策略

之一。近年来几家大投资管理公司，比如黑岩

（BlackRock）和道富银行（State Street），

都通过在证券交易所交易的基金（Exchange 

Traded Fund，ETF）大规模从事因子投资。

图1报告两只q-因子模拟指数基金的累积

收益率，并与标普500指数基金做比较。假设

我们在1967年1月初做1美元的初始投资在标

普500基金。到2014年12月底，该初始投资

能涨到117.2美元。在两只q-因子模拟指数基

金中，大市值低投资高盈利指数包括所有在纽

约证券交易所、美国证券交易所和纳斯达克上

交易的股票，同时按照纽约证券交易所股票的

分布，是属于大市值，低投资，和高盈利的

股票。同样在1967年1月初做1美元的初始投

资，该指数到2014年12月底能涨到368.83美

元。最重要的是中市值低投资高盈利指数。该

指数包括所有同时是中市值、低投资和高盈利

的股票。同样是1967年1月初做1美元的初始

投资，该指数到2014年12月底能涨到9402.52

美元！该48年的累积收益率相当于年化收益率

20.5%。

当然中市值低投资高盈利指数不是没有风

险的。在2007-2009年的次债危机中，该指数

累积收益率从4000美元掉至2000美元左右。

但在市场稳定后，该指数反弹的速度非常快。

图1只是对q-因子的潜在商业价值做一个简单

说明。在实际操作中，可以对q-因子指数基金

进行恰当的风险控制，以减小像在次债危机中

高回撤率的可能性。

展望未来，我们正在把q-因子模型拓展到

全球金融市场中，包括除美国以外的其他发达

市场，还有新兴市场，比如中国A-股市场。       

（张橹为俄亥俄州立大学费雪商学院杰出金融学讲席教授、美

国国家经济研究局研究员。本文编辑/陈旸）                         

本图描述的是三个指数基金的累积收益率，定义为从1967年1月初始投资1美元累积起来的财富。黑线指的是标普500指数基金；蓝
线是大市值低投资高盈利指数；绿线是中市值低投资高盈利指数。大市值是指市值大于纽约证券交易所市值中值的股票；中市值是
指小于纽约证券交易所市值中值，但大于该交易所20%最小市值的股票。低投资是指实体投资除以资产规模比率属于纽约证券交易
所30%最低的股票。高盈利是指利润除以资本规模比率属于该交易所30%最高的股票。每月初我们按照纽约证券交易所的市值，投
资，和盈利分布，把所有纽约证券交易所、美国证券交易所和纳斯达克的股票进行排序。大市值低投资高盈利指数包括所有同时是大
市值、低投资和高盈利的股票；中市值低投资高盈利指数包括所有同时是中市值、低投资和高盈利的股票。我们用市值加权来计算指
数收益率。

图1 q-因子模拟指数基金，美国样本，1967年1月到2014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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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市值低投资高盈利指数：＄9402.52
大市值低投资高盈利指数：＄368.83
标普500指数：＄1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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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

中美物价差异的背后是两国的税费差异、工资差异和汇率问
题。本文认为，矫正中美物价差异的核心是加快创新驱动、
提高生产效率，而关键在于消除人民币高估、降低税费以及
健全劳动保护机制、完善再分配机制。

中美物价差异
成因及启示

FINANCE
INTERNATIONAL 

国际

中美物价差异成因及启示

2015年11月27日，美国新泽西州，黑色星期五来临，消费者前往商店抢购商品。

意大利银行业或触发新一轮金融危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