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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间因素能否影响动量效应的市场表现? 
— —

来 自中国股票市场的经验证据 

王德宏 宋建波 

[摘 要]现有文献对于我国股票市场是否普遍存在动量效应观点并不一致。本文 

以2010—2015年间我国股票市场为背景，对动量效应的存在性进行再检验，并研究投资 

组合的期间因素(评估期和持有期)对动量效应市场表现的影响。研究发现：(1)与多数 

现有文献的结论不同，我国股票市场不仅存在反转效应，同时也存在动量效应。(2)动量 

(反转)效应的存在性和市场表现受到投资组合中的期间因素的显著影响。评估期越短， 

或者持有期越长，动量(反转)效应的市场表现就越强。现有文献尚未得出类似的结论。 

(3)借助期间因素，研究还发现，我国各个细分股票市场在动量(反转)效应的市场表现方 

面存在显著差异。动量(反转)效应在创业板的市场表现最强；中小板最弱，中小板的动 

量效应低于创业板60．7％，其反转效应低于创业板 15．5％。本文结论为：基于动量(反 

转)效应的投资策略在我国股票市场均有意义；投资者制定这些策略时需要考虑期间因 

素和细分市场差异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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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绪 论 

动量效应和反转效应是股票市场中两种著名的行为金融异象。反转效应 由 DeBondt and 

ThaJer(1985)首次提出，而动量效应则由Jegadeesh and Titman(1993)首次提出。动量效应和反转 

效应一直是股票市场研究中的热点问题，相应的投资策略分别是动量投资策略和反转投资策略。 

动量效应解释了市场上“追涨杀跌”动量投资策略的有效性，反转效应则说明了“抄底”的反转投资 

策略同样有利可图。在中国股票市场中，“追涨杀跌”的投资行为比比皆是，但是长期以来多数现 

有文献却认为中国股票市场只有反转效应，没有动量效应(王永宏和赵学军，2001；许年行等，2011； 

田利辉等，2014)，或只在某些特定条件下存在动量效应(马超群和张浩，2005；游家兴，2008；谭小 

芬和林雨菲，2012；舒建平等，2012；翟爱梅和罗伟卿，2013；高秋明等，2014)。现有文献结论与股 

市现实行为的差距引出了一个动量效应研究的基本问题，即我国股票市场究竟是否普遍存在动量 

效应? 

无论是动量投资策略还是反转投资策略，选取的投资组合都需要建立在期间因素的基础上，即 

需要一个评估期用来评价投资组合过去的业绩表现，也都需要一个持有期用以在未来获利。评估 

期和持有期的时间长度有长有短，一般将评估期和持有期分为超短期、短期、中期和长期，并将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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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和持有期进行配对组合。现有研究中肯定动量效应存在的结论大多是在特定的期间因素下取得 

(马超群和张浩，2005；游家兴，2008；鲁臻和邹恒甫，2007；谭小芬和林雨菲，2012；舒建平等，2012； 

翟爱梅和罗伟卿，2013；高秋明等，2014)，但对于何种期间因素组合中存在动量效应的观点并不一 

致。由此带来的问题是，评估期和持有期的长短如何影响动量效应和反转效应? 

我国股票市场包括沪深主板、中小板和创业板四个市场，这些股票市场由于市场准入、监管体 

系和上市公司情况的不同，动量效应和反转效应在这些市场的表现很可能存在差异。一直以来，主 

流文献大多关注主板市场(王永宏和赵学军，2001；马超群和张浩，2005；游家兴，2008；鲁臻和邹恒 

甫，2007；许年行等，2011；谭小芬和林雨菲，2012；舒建平等，2012；翟爱梅和罗伟卿，2013；田利辉 

等，2014；高秋明等，2014)，对中小板和创业板关注较少，且对于动量效应和反转效应的研究结论 

差异较大。由此引出的问题是，我国各个股票市场在动量(反转)效应方面是否存在显著的异质 

特点? 

本文以2010—2015年的我国股市为背景对上述三个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研究发现：(1)我国 

各个股票市场不仅存在反转效应，同时也存在动量效应。但在各个市场中，动量效应的市场表现均 

弱于反转效应，导致动量效应被反转效应所掩盖。这个结论解释了多数现有文献之所以认为我国 

股市只存在反转效应的原因。(2)影响动量(反转)效应的另一个因素是构造投资组合的期间因 

素，包括评估期和持有期的时间长短。投资组合的评估期越短，或者持有期越长，动量(反转)效应 

的市场表现就越强。尚未发现现有文献类似的研究成果。(3)动量(反转)效应在各个股市的表现 

呈现显著的市场异质特点，在创业板的市场表现最强，而在中小板最弱，沪深主板居间。尚未发现 

现有文献类似的研究成果。 

研究的创新点在于：(1)多数现有文献认为我国股票市场不存在动量效应或者认为动量效应 

只在某些特定的期间因素下存在。本研究发现各个股票市场上两种效应同时显著存在。这个结论 

丰富了现有文献关于动量(反转)效应存在性的研究内容。(2)现有文献中尚未发现期间因素对于 

动量(反转)效应具体影响的专门论述，本研究发现了投资组合中的期间因素对于动量效应和反转 

效应影响的一般性规律。这个结论补充了现有文献中期间因素对于动量(反转)效应影响的研究 

内容。(3)现有文献中尚未发现对于我国各个股票市场在动量(反转)效应市场表现的差异研 

究。本研究发现我国各个股票市场在动量(反转)效应的市场表现方面具有显著的异质特点。这 

个结论补充了现有文献中各个股票市场在动量(反转)效应视角下市场异质特性方面的研究内 

容。根据上述发现，投资者在制定动量(反转)投资策略时需要考虑期间因素和股票市场异质特 

点的影响。 

本文其余部分的结构：第二部分是文献综述，阐述动量(反转)效应现有文献的主要研究成果； 

第三部分是研究设计与模型构造；第四部分是样本描述与样本分布；第五部分是关于我国股票市场 

中动量(反转)效应存在性的再检验；第六部分是进一步分析，检验期间因素对于动量(反转)效应 

的影响以及各个股票市场在动量(反转)效应视角下的市场异质特点；最后一部分是结论。 

二、文献综述 

动量效应又称惯性效应，指股票收益率有延续原来运动方向的趋势，即过去表现好的股票在将 

来会继续表现好，它是进行“追涨杀跌”投资策略的基础。反转效应恰好相反，是指过去收益率表 

现好的股票将来会表现差，而收益率表现差的股票将来会表现好，它是“低吸高抛”投资策略的依据。 

根据本文的三个研究问题，将动量(反转)效应的现有文献归纳为三个方面：动量(反转)效应 

是否存在；动量(反转)投资组合中的期间因素；动量(反转)效应视角下的市场异质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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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动量(反转)效应的存在性 

DeBondt and Tha1er(1985)基于 1926-1982年间的数据对美国证券市场的研究发现了反转效 

应的存在。他们认为证券价格对市场中的信息存在过度反应，通过以年为时间单位买人过去(评 

估期内)表现不好的证券组合同时卖出过去表现好的证券组合形成反转投资策略，可以在未来(持 

有期)获得比市场组合更多的超额收益。将评估期和持有期的时间变为三至五年得到了同样的结 

论(DeBondt and rI’haler，1987)。Jegadeesh(1990)和 ~hmann(1990)将时间缩短至一个月至六个 

月，同样发现存在反转效应。Jegadeesh and Titman(1993)还以 1965—1989年间的季度数据作为样 

本构建投资组合，发现市场中还存在动量效应。DeBondt and Thaler(1985)与 Jegadeesh and Titman 

(1993)的样本期间在 1965—1982年间是重合的，说明美国股票市场在这个期间既存在反转效应又 

存在动量效应。这些方法和成果对后来的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我国股票市场是否也同时存在反转效应和动量效应?多数文献认为我国市场存在反转效应但 

不存在动量效应，但研究结论并不完全一致。王永宏和赵学军(2001)发现沪深股票市场存在明显 

的收益反转现象，但没有发现明显的收益惯性现象，认为中国股市只存在反应过度现象，不存在反 

应不足现象，采取反转策略成功的可能性 比较大，而且期望超常收益非常可观。马超群和张浩 

(2005)从风险补偿的角度分析了中国股市价格的惯性反转效应，认为中国股市不存在显著的惯性 

效应，但存在中长期的反转效应，反转收益来源于投资者的过度反应，而非理性的风险补偿。许年 

行等(2011)从投资者心理偏差的角度对股市“同涨同跌”现象进行了分析，发现总体上我国股市不 

存在“惯性”现象，而存在显著“反转”现象。认为股价同步性既受信息效率影响也受非理性因素影 

响，投资者的非理性行为引发了“同涨同跌”现象。何诚颖等(2014)从投资者非持续性过度 自信角 

度的研究发现，与欧美市场普遍存在的中期动量效应不同，我国股市表现出显著的中期反转特征， 

并认为投资者的非持续性过度自信行为是我国股市整体表现中期反转特征的主要原因。 

尽管多数文献认为我国股市整体上不存在动量效应，一些文献还是认为在特定期间因素组合 

下我国股市存在一定的动量效应。徐信忠和郑纯毅(2006)认为，在中国股票市场上动量效应现象 

的确存在，但期限明显要短于西方发达国家市场，大约为半年左右的时间，当超过半年时逐渐呈现 

收益的反转现象。鲁臻和邹恒甫(2007)认为，中国股市的反转效应相对于惯性效应更明显一些， 

除了中期惯性与长期反转外，还存在一个超短期的惯性与短期的反转现象。游家兴(2008)以中国 

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认为在1—12周的短期内，机构投资者对信息的反应相对理性，而个体投 

资者更为强烈的反应过度将整个市场推向过度反应的非理性状态，市场出现反转收益。在 24—48 

周的中长期内，个人投资者逐渐走向理性，而机构投资者由于对新信息存在一个反馈调整的渐进过 

程，在其主导下市场整体表现出反应不足，呈现动量效应。钱春海(2010)发现，中国股票市场确实 

存在动量报酬 ，动量报酬的形成主要受景气循环的趋向影响，并且来 自于景气循环的扩张期，因此 

执行动量策略最适宜的期间就是在景气循环的扩张期。谭小芬和林雨菲(2012)的研究发现，中国 

A股市场短期(4个月以下)存在反转效应，中期(半年到8年)则存在动量效应。舒建平等(2012) 

分析了深圳 A股市场后认为，深圳 A股市场的动量效应与反转效应存在周期性相互演化规律，表 

现为“动量效应(反转效应)出现、增强、减弱，反转效应(动量效应)出现、增强、减弱，动量效应(反 

转效应)再出现”的规律，但演化的周期长度并不固定。翟爱梅和罗伟卿(2013)认为，中国 A股市 

场上存在显著的反转现象，惯性效应仅在超高频率价格波动下存在。高秋明等(2014)的研究认 

为，我国 A股市场不存在显著的月度频率上的动量效应，但在短期内，当评估期为2—4周、持有期 

为 1-3周时则存在稳定的动量收益。 

上述文献表明，现有文献普遍认可中国股市中反转效应的存在性，但对于动量效应的存在性却 

有相当的争议。但现有文献的研究方法大多局限在只对股票市场的总体表现进行检验，发现的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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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也就局限在市场的整体表现层面。现有文献对于动量效应的研究结论并不能很好地解释我国股 

票市场中常见的“追涨杀跌”现象，因此本研究认为有必要对我国股市中的动量效应进行再检验， 

并提出以下研究假设：H1：我国股票市场不仅存在反转效应，同时还存在动量效应。这个假设有助 

于解释我国股票市场中的“追涨杀跌”和“抄底”投资策略。 

(二)动量(反转)效应中的影响因素 

现有文献对于动量(反转)效应的影响因素有许多观点，但尚未有文献系统性地研究投资组合 

中的期间因素(评估期和持有期)对于动量(反转)效应的影响。Fama and French(1992)提出了三 

因子模型，即用上市公司的市值、账面市值比和市盈率可以解释股票回报率的差异。三因子模型能 

够很好地解释反转效应，但却解释不了动量效应。其原因是，投资者对于盈余公告的反应可能过于 

缓慢，使得股价呈现连续上涨或者连续下跌 ，形成了独特的PEAD现象(Post Earnings Announcement 

Drift，盈余公告漂移现象)，而PEAD是造成动量效应的重要原因。王永宏和赵学军(2001)认为，中 

国股市中反转特征和惯性特征的短期化，可能与中国股票市场的高换手率有关。徐信忠和郑纯毅 

(2006)的研究发现，规模最大的股票动量组合收益明显高于规模最小的股票动量组合收益；账面 

市值比较低的股票动量组合收益要高于账面市值比较高的股票动量组合收益；在期限较短时(小 

于3个月)，流通股比例较高的股票动量组合收益高于流通股比例较低的股票动量组合收益，但随 

着期限的延长，会出现反转现象；在期限较短的情况下(一般小于 3个月)，高换手率的股票动量组 

合收益高于低换手率的股票动量组合收益，但随着期限的延长，也会出现反转现象。文华(2010) 

认为，动量交易策略在低分析师关注度、低关注度变化和高分析师预测分歧的股票中表现尤为突 

出；在解释动量收益时，分析师关注度变化优于分析师关注度水平。钱春海(2010)认为，股市景气 

循环的扩张期与动量报酬的产生有密切的关系，容易形成动量效应。田利辉等(2014)则认为， 

Fama and French的三因子模型并不能有效解释我国股票历史表现对当前收益率的影响，并提出了 

反转因子，进而在 Carhart(1997)和 Novy—Marx(2012)的基础上提出了包含反转效应的四因素模型， 

认为四因素模型的解释力度显著高于Fama and French的三因素模型。何诚颖等(2014)的研究发 

现，我国股票市场上反转效应显著，这源于我国股市限制做空和做空成本过高的市场结构；另外，分 

析师关注度越高的股票反转效应越弱，反之越强。高秋明等(2014)的研究表明，上市公司的规模、 

账面市值比和行业等因素可以解释约 50％的动量收益。 

上述文献主要围绕三因子模型进行扩展和增加其他影响因子，试图获得对于动量(反转)效应 

现象更高的解释力，但尚未发现有文献将评估期和持有期的时间长度与动量(反转)效应的表现程 

度进行关联研究。本文认为，评估期的时间长短对于投资者选取股票的动量(反转)投资组合具有 

影响，较长的评估期有助于获得更加稳定的收益率历史数据；较短的评估期则有利于反映近期的股 

票收益率，而近期的收益率数据无疑更具有参考价值，但如果评估期过短则可能导致收益率数据的 

不稳定。同样，较长的持有期能够使得投资组合有足够的时间实现动量(反转)收益，但较长的持 

有期更容易受到其他因素的干扰；较短的持有期受到其他干扰因素的可能性较小，但可能因缺乏足 

够的时间获得动量收益或者实现反转收益。投资组合的评估期和持有期很可能影响动量(反转) 

效应的市场表现程度。一些现有文献已经发现，使用不同期间单位和长度的投资组合时，动量效应 

和反转效应的显著性存在差别，但尚未有文献将投资组合的期间因素作为影响因素进行系统的检 

验。因此，本研究将对投资组合的期间因素与动量(反转)效应市场表现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并 

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H2：投资组合的期间因素对于动量(反转)效应的市场表现具有影响。 

(三)行为金融视角下的市场异质特点 

国外现有文献大多集中于检验美国市场的动量(反转)效应，国内现有文献则大多集中于检验 

我国股票市场整体的动量(反转)效应，但尚未发现现有文献分析我国各个股票市场之间动量(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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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效应表现程度的不同。我国各个股票市场由于市场准人、监管规则和上市公司的不同，其动量 

(反转)效应的市场表现很有可能存在差异。分析这种差异有助于投资者制定不同股票市场中的 

投资组合策略。因此，本研究将分析和比较我国各个股票市场在动量(反转)效应视角下的市场异 

质特点，并提出以下研究假设：H3：我国各个股票市场在动量(反转)效应的市场表现方面存在系统 

性的差异。 

三、研究设计 

对应上述的三个研究假设，研究方法相应的分为三步进行：(1)检验动量(反转)效应在我国股 

票市场的存在性；(2)检验投资组合的期间因素对于动量(反转)效应的影响；(3)检验我国股票市 

场在动量效应和反转效应方面的异质特点。 

(一)动量(反转)效应的存在性检验 

1．关于投资组合中股票数量的考虑。本研究基于 Jegadeesh and Titman(1993，2001)的方法检 

验动量(反转)效应的存在性。在投资组合的规模大小方面，按照 Jegadeesh and Titman(1993， 

2001)的做法，需要选出样本中股票总数 10％作为投资组合中的股票数量。考虑到我国股市中有 

3000支以上股票，10％意味着300只以上股票，这对于常见的投资组合(如投资基金)来说数目过 

于庞大，缺乏现实中的可行性。本研究将其“改造”为 1％的比例(换算成基金的持仓股为 30支左 

右)，与我国多数投资基金的持仓股数量级一致。 

2．关于期间长短的考虑。在评估期与持有期长短方面，本研究以周为基本时间单位。每个投 

资组合的评估期和持有期最短为1周，最长为12周(约3个月)。因此，一个投资组合中评估期和 

持有期加起来的周期最短为2周(评估期与持有期各 1周)，最长约为6个月(评估期与持有期各 

12周)，可以对应超短期、短期和中期的动量(反转)效应检验。 

3．关于投资组合策略的考虑。在投资组合策略方面同样参照 Jegadeesh and Titman(1993， 

2001)的做法。在每一个投资组合中，选择评估期内累计收益率最高的 30只股票组成赢家组合 

WP(Winner Portfolio)，选择评估期 内累计收益率最低的 30只股票组成输家组合 LP(Loser 

Portfolio)。在评估期结束时买入赢家组合 WP并卖掉输家组合 ，在持有期结束后比较对应的赢 

家组合和输家组合的收益率差异(WP—LP)。这里的“对应”指的是赢家组合和输家组合均具有相 

同的评估期和持有期，其收益率之间具有可比性。为了比较股票市场间的差异，样本区间内每周至 

少需要存在 60只以上的活跃股票(赢家组合和输家组合各含 30只股票且互不重叠)。 

4．关于股票市场中牛市和熊市影响的考虑。在投资组合市场表现的评估方面，相对应的赢家 

组合和输家组合在评估期的累计收益率分别为 EP (EPR=Evaluation Period Return)和 肼 

E尸R卯必然大于EPRL尸。两者的差额剧 肿一LP(=E尸尺 一剧 LP>0)代表了评估期中赢家组合与 

输家组合之间累计收益率的差异。考虑到中国股票市场的“齐涨共跌”现象(谷金声，2006；杨扬 

和林惜斌 ，2013)，虽然股票市场整体上交替出现如熊市和牛市这样的系统性波动，但它们对于赢 

家组合和输家组合的累计收益率均会产生同向的影响。使用两者收益率之差则有助于消除市场 

上熊市和牛市等系统性因素的影响，从而更加真实地反映出赢家组合与输家组合之间的收益率 

差异 。 

5．关于动量(反转)效应存在性的判断方法。相对应的赢家组合和输家组合在持有期结束时 

的累计收益率分别 为 艘  即(HPR=Holding Period Return)和 埘 ∽ 两者 的差额 剧 

(：肼 一例 )代表了持有期中赢家组合与输家组合之间累计收益率的差异。基于动量效应 

的解释，评估期收益率高的赢家组合在持有期将继续表现高收益率，评估期收益率低的输家组合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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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有期将继续表现低收益率，因此相对应的赢家组合在持有期的累计收益率将继续不低于输家组 

合，刎 >IHPRLP，即俐 一LP>10。但若基于反转效应的解释，评估期收益率高的赢家组合在持 

有期将表现为低收益率，评估期收益率低的输家组合在持有期反而将表现为高收益率，赢家组合和 

输家组合的收益率高低位置在持有期后将会出现“反转”现象，因此相对应的赢家组合在持有期的 

累计收益率将会低于输家组合，剧 <明喁L尸，即 剧 一LP<0。因此，相对应的赢家组合与输家 

组合在持有期的累计收益率之差 尺 一LP的正(负)号可以用于检验研究假设 H1，判断股市中是 

否存在动量(反转)效应。 

为增强结果的稳健性，本文还将从股票市场、年度和投资组合性质等维度对动量(反转)效应 

的存在性进行分组检验。 ． 

(二)期间因素对于动量(反转)效应的影响 

关于投资组合中动量(反转)效应市场表现的度量方法。本研究通过构造投资组合的动量(反 

转)效应系数表示这两种现象的市场反应，并通过改变投资组合中的期间因素检验其对于动量(反 

转)效应市场反应的影响。在持有期结束 时，相对应 的赢家组合与输家组合 的收益率之差 

刎 越大，说明动量(反转)效应的表现就越强烈。考虑到不同投资组合收益率规模的不同， 

使用评估期内相对应的赢家组合与输家组合的收益率之差 剧 即 对 R 进行调整。由于 

未找到现有文献中类似的描述，为下文叙述方便，这里称之为投资组合的动量效应和反转效应系数 

(Portfolio Momentum&Reversal Effect Coefficient，PMR~C)。当PMREC大于0时，投资组合表现为 

动量效应，PMERC数值越大，动量效应就越强烈。而当PMREC小于0时，投资组合则表现为反转 

效应，PMREC数值越小(即PMREC的绝对值数值越大)，反转效应就越强烈。若一项投资组合的 

PMREC =0，说明赢家组合与输家组合在持有期的累计收益率相等。两者之差 尺 = 

日PR 一刎 =0，这意味着赢家组合在持有期的累计收益率已经降低到与输家组合相同的程度， 

或者说输家组合在持有期的累计收益率已经上升到与赢家组合相同的程度，即处于动量效应和反 

转效应的临界点上。 

PMREC定义如式(1)、式(2)和式(3)所示。PMREC的正(负)号可以用于判断投资组合是否 

存在动量(反转)效应，其绝对数值可以用于比较动量(反转)效应的市场表现。 

PMREC= p尺 P P／EJP尺 P P (1) 

HPRWP P=HPRWP—HPRf
．P 02 

EPJR ，
一  

= EP尺 一EPRLe (3) 

其中，E 一LP(日 )为对应的赢家组合和输家组合在评估期(持有期)的累计收益率之差。 

EPR (EP尺LP)和日艘 (删 LP)分别表示对应的赢家组合(输家组合)在评估期和持有期的累计 

收益率。这里“对应的赢家组合和输家组合”表示两者的评估期相同且持有期也相同。由PMREC 

的定义可知，PMREC取决于赢家(输家)投资组合中的持有期(评估期)累计收益率差异 刎 

(EPR胛一 )之比。 

由徐信忠和郑纯毅(2006)、鲁臻和邹恒甫(2007)、游家兴(2008)、钱春海(2010)、谭小芬和林 

雨菲(2012)、舒建平等(2012)、翟爱梅和罗伟卿(2013)以及高秋明等(2014)的研究结果得知，动 

量效应和反转效应与投资组合中的期间因素之间有关。为检验研究假设 H2，建立如式(d)所示的 

模型，检验 PMREC与投资组合中评估期和持有期之间的关系。 

PMREC= +y 术 +y 牢 + (4) 

其中，PMREC描述投资组合中动量(反转)效应的表现程度，r， 和 分别为投资组合的评估期和 

持有期长度，r 和 r 分别为它们的系数，s为误差项。考虑到投资组合中存在动量效应时 PMREC 

为正值，存在反转效应时 PMREC为负值，对上述模型的回归需要按照投资组合性质进行分组。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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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结果的稳健性 ，还将对 PMREC按照股票市场和年度进行分组回归。这样有助于揭示 PMREC 

的更多细节。 

(三)行为金融视角下的股票市场异质特点 

关于一个股票市场中动量(反转)效应市场表现的度量方法。本节通过构造股票市场中动量 

(反转)效应系数描述不同股票市场中动量(反转)效应的表现。若各个股票市场中该系数存在显 

著差异 ，则认为各个股票市场在动量(反转)效应方面存在异质特点。PMREC从投资组合的角度 

检验动量(反转)效应的表现程度，其结果与投资组合的具体构造方式有关，难以展现各种投资组 

合在一个股票市场中的综合表现。如果采用买入赢家组合卖出输家组合的投资策略构造投资组 

合，一个股票市场中所有这类投资组合持有期收益率与评估期收益率之间的关系有助于揭示该股 

票市场中动量(反转)效应的表现。为此，建立式(5)的模型检验研究假设 H3。 

AHPRWP
一  ：仪+8毒A EPRWP—LP+ E TEP七YH卑THP+8 5、) 

其中，A刎碾 一工P(AEPR 一 )表示一个股票市场中具有相同期间因素的投资组合在持有期(评估 

期)的期间平均收益率之差(AHPR=Average Holding Period Retum，AEPR=Average Evaluation Period 

Return)。 ( )分别是投资组合中持有期(评估期)的时间长度， ( )为它们的系数， 为误 

差项。卢是A剧 一 的系数，描述了A剧 即一 对A 即一 的反应程度，体现了一个股票市场角 

度下动量效应(反转效应)的综合表现。若 系数为正(负)，一个股票市场整体上就呈现动量(反 

转)现象。13系数绝对值越大(小)，市场角度下动量效应或反转效应的综合强度就越大(小)。由 

于现有文献未发现类似的统计量，为行文方便 ，将这里的 系数称为 MMREC(Market Momentum 

and Reversal Effect Coefficient，市场动量与反转效应系数)。 

A删 即 (A 尺 一LP)的计算方法如式(6)(式(7))所示，它们由前文的式(2)(式(3))修改 

得来。考虑到不同持有期和评估期长度可能带来的收益率累计效应，使用持有期(评估期)长度 

( )对其进行调整。EPR即(EP )和刎 (刎 )分别表示对应的赢家组合(输家组合) 

在评估期和持有期的累计收益率。 

AHPRWP
—

LP= HPR P—HPRLP ／THP 6 

AEPRWP LP： EPRWP—EPRLP ／TEP 7) 

考虑到动量和反转投资组合收益率的符号方向不同，需要按照投资组合性质进行分组回归。 

为加强结果的稳健性，本研究还将分别从股票市场和年度等维度对MMREC进行回归。 

四、样本数据 

(一)样本来源 

样本数据来源于国泰安 CSMAR数据库，使用股票的周收益率，表示投资者以周为单位的买卖 

价差占买人价格的比率。不考虑股利收益，其目的是排除现金股利再投资对于动量效应和反转效 

应本身的影响。选择使用周收益率的主要原因：我国短线交易频繁，收益率趋势很可能会因为频繁 

的交易而缩短，使用月度或更长的时间有可能使得短期内存在的动量效应难以发现。 

关于样本起始时间的考虑。在样本数据的范围方面，由于创业板2009年l0月30日才正式推 

出，且刚推出时仅有 28只股票上市交易，为了取得完整的年度数据，便于进行以年度为维度的分组 

检验和对比，创业板的样本数据选择从 2010年开始。为了与创业板进行对比，沪深主板和中小板 

的样本数据也从2010年开始。因此，整个样本数据均取自2010年第 1周至2015年最后一周，包 

括了沪市A股、深市 A股、中小企业板和创业板，包括金融行业，但不包括 B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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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描述性统计 

本研究对于周收益率进行了 l％和 99％的缩尾处理，即将低位极端值和高位极端值各按 1％ 

和 99％的分位点值处理。表 1和表 2列出了样本数据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由表 1可见：(1)在样本期问内，个别股票出现了整周停止交易的现象，以及新上市公司的出 

现，导致各年度的公司数目和样本周数之间并非完全呈线性比例关系。(2)除了2011年度外，整 

个市场在样本区间及各个年度的周收益率均值都呈现为显著的正值。2011年度整个市场的周收 

益率均值呈现为显著的负值。(3)整个市场样本区间的公司数 目为 2831家，但 2015年仅有 2811 

家，说明样本区间内共有20家公司停止了交易。考虑到实际制定投资策略时难以完全排除将来可 

能停止交易的股票，因此这里的投资组合没有排除停止交易的股票。④整个市场样本区间新上市 

的公司数目为2831(样本区间)一1680(整个市场 2009年的上市公司数量)=1151家。新股上市 

同样会成为投资策略的目标，因此这里的投资组合没有排除样本区间内新上市的股票。 

表 1 描述性统计一周持有期收益率 

注：2010年第 1周一2015年最后一周，不含 B股。 

(三)样本分布 

表 2则进一步描述了样本在各个细分市场的具体分布情况。从表中可见：(1)除2011年外， 

样本期间各年度的周收益率均值都为正值。中小板和创业板2012年的周收益率虽然为正值，但并 

不显著。(2)在2011年的周收益率均值方面，沪市A股、深市A股、中小板和创业板都呈现了显著 

的负值，因而导致整个市场在2011年的周收益率均值显著为负。其中，中小板的周均收益率跌幅 

最大，为 一0．76％，沪市 A股的跌幅最小，为 一0．58％。(3)在停止交易的公司数目上，截至 2015 

年底，沪市 A股为 1087(表 1)一1075(表 2，2015年)=12家；深市 A股为475(表 1)一468(表 2， 

2015年)=7家；中小板为776(表 1)一775(表2，2015年)=1家；创业板为493(表 i)一493(表 2， 

2015年)=0家，尚无停止交易的公司。(4)在新上市的公司数 目上，截至 2015年底，沪市 A股为 

1087(表 1)一861(2009年沪市 A股数量)=226家；深市 A股为 475(表 1)一456(2009年深市 A 

股数量)=19家；中小板为 776(表 1)一327(2009年中小板上市公司数量)=449家；创业板为493 

(表 1)一36(2009年创业板上市公司数量)=457家，为样本期间上市公司数 目最多的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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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实证结果 

通过分析赢家组合和输家组合在评估期和持有期的市场表现，可以检验动量效应和反转效应 

的存在性。通过不同股票市场和年度的分组检验可以增强检验结果的稳健性。根据研究设计中构 

造投资组合的方法，买人赢家组合卖出输家组合，得到投资组合的描述性统计如表 3、表4和表 5 

所示。 

表3 构造投资组合的描述性统计(整个市场，包含沪深 A股、中小板和创业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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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股票市场整体角度下动量(反转)效应存在性的检验。由表3看到：(1)从整个市场看，买入 

赢家组合卖出输家组合的投资策略在持有期的累计收益率 剧 卯一LP显著为负值(一0．0167)，说明 

整个市场存在显著的反转效应，似乎不存在动量效应，这与现有文献一致。(2)整个市场中仍有 

39．6％(=67，450／170，208)的投资组合 脚 显著为正值(0．0424)，这些投资组合显著存在动 

量效应。但是，整个市场 中有 60．4％ (=102，758／170，208)的投资组合 日P 胛 显著为负值 

(一0．0555)，这部分投资组合反转效应显著。(3)整个市场中，呈现反转效应的投资组合多于动量 

效应(60．4％ >39．6％)，且其收益率绝对值大于动量效应(0．0555>0．0424)，反转效应抵消了动 

量效应，从而导致股票市场整体上呈现出反转效应，但这并不能否认市场存在动量效应。因此，我 

国市场既存在反转效应又存在动量效应，这与现有文献的结论并不一致。 

2．细分股票市场分组下动量(反转)效应存在性的检验。我国各个细分股票市场是否也呈现 

类似现象?表4分别描述了沪深A股、中小板和创业板的情形。 

表4 构造投资组合的描述性统计(单一市场情形：沪深 A股、中小板和创业板) 

从表4可知：①从各个细分股票市场看，沪深 A股、中小板和创业板的日 均呈现出显著 

的负值，细分市场的情形正如整个市场一样，整体上呈现出显著的反转效应。②但各个细分市场均 

有相当比例的投资组合呈现出显著的动量效应，只是其 比例小于反转效应的比例(沪市 A股 

36．7％(=15，751／42，912)<63．3％(=27，161／42，912)，深市 A股 38％ <62％，中小板40．9％ < 

59．1％，创业板 43．1％ <56．9％)。其中，创业板中呈现动量效应的投资组合比例相对其他细分市 

场最高(43．1％)，沪市 A股的比例最低(36．7％)。③各个细分市场呈现动量效应的投资组合的收 

益率 埘 一 也小于反转效应投资组合收益率的绝对值(沪市 A股 0．0423<0．0622，深市 A股 

0．0382<0．0537，中小板0．042<0．0545，创业板0．0466<0．0511)。深市A股最低(0．0382)，创业 

板最高 (0．0466)。在反转效应 的 艘 R卯 均值方面，沪市 A股最高 (0．0622)，创业板最低 

(0．0511)。由此归纳，与整体市场的情形一致，各个细分市场也是既有反转效应又有动量效应。 

3．年度分组下动量(反转)效应存在性的检验。表 5描述了整个市场在样本区间内各个年度 

的动量效应和反转效应情况：(1)在整个市场上 2013年度的投资组合呈现出显著的动量效应，其 

84 



金 融 评 论 2017年第3期 

余年份则表现为显著的反转效应。(2)即使在整体呈现反转效应的年份，仍然存在相当比例的投 

资组合表现为动量效应，只是其比例低于呈现反转效应的投资组合，2010年47．1％(=11，665／24， 

768)<52．9％(=13，103／24，768)，2011年 35．1％ <64．9％，2012年 35．2％ <64．8％，2014年 

36．9％ <63．1％，2015年 33％ <67％)。(3)除了 2013年，呈现出动量效应的投资组合的 

剧 P P均值均低于反转效应的绝对值，2010年 0．0433<0．0501，2011年 0．0346<0．0503，2012 

年0．0356<0．0532，2014年0．0364 <0．0523，2015年0．0474<0．079。其中，2015年表现为反转效 

应的投资组合的比例最高(67％)，其刎 一 均值绝对值也最大(0．079)。(4)2013年整个市场 

上表现为动量效应的投资组合无论是比例还是 脚碾 均值都超过了反转效应的情形(50．9％ > 

49．1％；0．053>0．0464)。因此，从时间序列的角度看，各个年度的市场上也是既存在反转效应也 

存在动量效应。当表现为反转效应的投资组合的比例(持有期累计收益率均值，剧 即 )超过动 

量效应情形时，市场整体上就呈现出反转效应，否则便呈现为动量效应。 

表5 构造的投资组合的描述性统计(分年度情形：2010—2015年) 

综上所述，我国股票市场都同时存在着动量效应和反转效应。大多数情况下，反转效应相对动 

量效应占据优势，基本上掩盖掉了动量效应。在细分市场方面，动量效应表现最强烈的是创业板， 

最弱的是沪市A股；反转效应表现最强的是沪市 A股，最弱的则是创业板。沪市 A股和创业板在 

动量效应和反转效应上的表现正好相反。这种检验方法是根据投资组合WP—LP在持有期的累计 

收益率均值直接得来的，其优点是算法简单，但不足之处在于各个细分市场中不同评估期和持有期 

投资组合的比例无法保证相同。而随着样本数据选择的变化，这种比例有可能影响对于两种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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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现程度高低的评估，因而这种比较方法是粗糙的，只能作为初步的评估。为了能够精细地评估各 

个细分市场两种效应的表现程度，本研究还需要进行进一步的分析。 

六、进一步分析 

进一步分析包括两部分内容：投资组合中的期间因素对于动量(反转)效应的影响；以及动量 

(反转)效应视角下我国各个股票市场的异质特点分析。 

(一)期间因素对于动量(反转)效应的影响 

本文以PMREC系数描述动量效应和反转效应的表现，并通过改变投资组合中的期间因素检 

验其对于动量效应和反转效应的影响。通过对样本在不同股票市场和年度两个维度进行分组检验 

增强结果的稳健性。由于PMREC系数的符号在动量(反转)投资组合下相反，对于式(4)的回归分 

为动量和反转投资组合两组进行，回归结果如表6和表 7分别所示。 

表6 PMREC的回9-5结果(动量投资组合删 一L尸>10) 

模型：PMREC=OL+yE水 +y日：I=71HP+ 

注：⋯、 、 分别表示在 1％、5％、10％水平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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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对动量投资组合的回归结果。从表6看到，在具有动量效应的投资组合中(此时 PMREC为 

正数)：评估期变量 的系数rE显著为负，说明评估期越长，PMREC就越小，动量效应就越微弱。 

而持有期变量 的系数 则显著为正，说明持有期越长，PMREC就越大，动量效应就越强。 

2．对反转投资组合的回归结果。表7显示，在具有反转效应的投资组合中(此时PMREC为负 

数)：评估期变量 的系数 显著为正，说明评估期越长，PMREC绝对值就越小，反转效应就越微 

弱。而持有期变量 的系数 r 却显著为负，说明持有期越长，PMREC绝对值就越大，反转效应就 

越强。这个结论与动量效应的情形一致。 

表7 PMREC的回归结果(反转投资组合脚 即一 <=0) 

模型：PMREC= + F + 日 7 + 

注：⋯、“、‘分别表示在 1％、5％、10％水平上显著。 

综上所述，表 6和表7分别展现了不同市场和不同年度中PMREC与评估期和持有期之间的 

关系，且均取得了显著的结果，其结论具有稳健性。作为衡量投资组合中反映动量(反转)效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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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性和市场表现的指标，PMREC在具有动量(反转)效应的投资组合中表现为正(负)值，PMREC 

的绝对值越大投资组合的动量(反转)效应就越强。投资组合中的评估期越长(短)，动量效应和反 

转效应就越弱(强)。而投资组合中的持有期越长(短)，动量效应和反转效应就越强(弱)。因此， 

PMREC指标可以简洁地描述投资组合的动量(反转)效应的存在性及其表现程度。现有文献中尚 

未找到类似的描述。 

从 PMREC的定义可知，PMREC适合于比较投资组合的动量效应和反转效应，但难以反映一 

个股票市场中动量(反转)的特点。为比较一个股票市场中动量(反转)效应的特性，本研究还需要 

下面的检验。 

(二)动量(反转)效应视角下的股票市场异质检验 

本文通过 MMREC系数描述各个股票市场中动量效应和反转效应的表现。为增强结果的稳健 

性，本研究从不同股票市场和不同年度两个维度对样本进行分组检验。根据式(5)，表 8展示了 

MMREC的回归结果：市场整体回归的 系数显著为负(一0．0412)，但在分组情况下各个细分市场 

呈现了显著差别。 

表8 MMREC的回归结果 

模型： 一LP=Ol+卢术 EPR 一LP+ E：l：71 + H：l= + 

注：⋯、”、 分别表示在 1％、5％、10％水平上显著。 

1．细分股票市场分组的检验结果。各个细分市场的 系数均显著为负，但存在差别。反转效 

应表现程度最强的是深市 A股( =一0．0494)，最弱的是沪市 A股(／3=一0．0360)，比深市 A股低 

27％(=1一(一0．0360)／(一0．0494))。创业板( =一0．0384)比深市 A股低 22．2％，而中小板 

(卢=一0．0446)只比深市 A股低 9．7％。细分市场总体表现从强到弱的排列为：深市 A股、中小 

板、创业板和沪市 A股。 

2．细分股票市场和投资组合性质分组的检验结果。由于 系数在动量(反转)投资组合中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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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为正(负)，因此在各个细分市场中根据投资组合性质分组再次进行回归，以便检验各个细分市 

场在投资组合性质方面的差异。创业板(B=0．0406)的动量效应表现最强。表现最弱的是中小板 

(卢=0．0159)，比创业板低 60．7％(=1—0．0159／0．0406)。深市 A股( =0．0170)比创业板低 

58．2％，沪市 A股( =0．0277)比创业板低 32．1％，差异较大。 

各个细分市场在反转效应方面同样存在差异，创业板( =一0．0682)的反转效应最强。表现 

最弱的还是中小板( =一0．0576)，比创业板低 15．5％(=1一(一0．0576)／(一0．0682))。沪市 A 

股(卢=一0．0618)比创业板低 9．4％，而深市 A股( =一0．0676)只比创业板低0．9％。因此，从动 

量效应和反转效应两方面来看，创业板两者都是最强的，而中小板两者全是最弱的。 

然而，在各个细分股票市场中，动量效应的市场表现均弱于反转效应(沪 A：0．0276<0．0618； 

深 A：0．0170<0．0676；中小板：0．0159<0．0576；创业板：0．0406<0．0682)，市场中的动量效应被 

反转效应掩盖，导致各个细分市场总体上呈现反转效应。这个发现再次解释了为何一些文献认为 

我国股票市场不存在动量效应或仅在特定期间因素下存在动量效应的原因。 

综上所述，我国股票市场整体上呈现反转效应，各个细分股票市场总体上也都呈现反转效应， 

这与多数现有文献的结论类似。但在反转效应的市场表现方面各个细分市场存在差异：深市A股 

综合表现出的反转效应最强，沪市A股最弱，比深市 A股低了27％。 

虽然各个细分股票市场总体上呈现反转效应，但动量效应同样显著存在。但是，各个细分股票 

市场在动量(反转)效应的市场表现方面同样存在差异。无论从动量效应还是反转效应方面看，创 

业板的表现都是最强。而中小板的表现均为最弱，其动量效应表现程度低于创业板 60．7％，反转 

效应表现程度低于创业板 15．5％。 

七、结 论 

本研究以2010—2015年间我国股票市场为背景，分析行为金融异象、投资组合的期间因素和行 

为金融视角下我国各个股票市场异质特点之间的关系。研究结论概括起来有三个方面- 

(1)我国股票市场既存在反转效应又存在动量效应，而现有文献大多认为我国股票市场只有 

反转效应，不存在动量效应或只在特定条件下存在动量效应。从整体层面上看，我国股票市场存在 

显著的反转效应，这部分结论与现有文献一致。当研究深入到投资组合层面却发现，在市场整体呈 

现反转效应的大背景下，仍然有 39．6％的投资组合呈现出了动量效应，这意味着市场上动量效应 

的显著存在，这个结果与现有文献并不一致。既然市场中同时存在动量效应和反转效应，为什么从 

整体上看市场呈现反转效应而不是动量效应?其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其一，市场中呈现动量效应 

的投资组合比例低于呈现反转效应的投资组合比例。其二，动量投资组合的持有期收益率(表现 

为正值)低于反转效应投资组合持有期收益率(表现为负值)的绝对值。因此，市场上整体呈现反 

转效应。这个结论丰富了现有文献对于我国股票市场中动量(反转)效应存在性的研究内容。 

(2)投资组合的期间因素与动量(反转)效应的市场表现显著相关。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 

下，投资组合的评估期越短，或者持有期越长，动量(反转)效应的市场表现就越强烈。尚未发现现 

有文献中有类似的结论，这个结论丰富了现有文献中关于期间因素对于动量(反转)效应影响的研 

究内容。 

(3)我国各个股票市场在动量(反转)效应的市场表现方面存在显著的差异。其一，单独从动 

量(反转)效应来看，创业板的市场表现最强，而中小板则最弱，沪深 A股居间，表现程度相近。在 

动量效应方面，表现程度从强到弱依次为创业板、沪市 A股、深市A股和中小板，其中最弱的中小 

板表现低于创业板达60．7％。在反转效应方面，表现程度从强到弱依次为创业板、深市 A股、沪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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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股和中小板，其中最弱的中小板表现低于创业板 15．5％。其二，从市场的整体表现来看，动量效 

应和反转效应的综合作用使得市场整体呈现反转效应，其表现程度从强到弱的排名为深市 A股、 

中小板、创业板和沪市 A股。整体综合最弱的沪市A股表现低于最强的深市 A股 27％，而沪深 A 

股在此的表现拉开了距离，揭示了沪深A股虽然同为主板但在动量(反转)效应的综合表现方面却 

有分别。 

本研究的结论对于投资者制定基于动量(反转)效应的投资策略具有参考价值。鉴于我国股 

市同时并存动量效应和反转效应，动量投资策略和反转投资策略在我国股市均具有现实价值。其 

次，由于投资组合的期间因素对于动量(反转)效应具有显著的影响，制定动量(反转)投资策略时 

就需要考虑期间因素的影响。最后，由于我国各个股票市场在动量(反转)效应方面存在显著的差 

异，制定动量(反转)投资策略时还需要考虑市场间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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