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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TGARCH—M模型的股票型基金投资 

风格漂移动态识别及原因分析 术 

许 林 邱梦圆 吴 栩 

[摘 要]股票型基金投资风格随市漂移已成为一种常态，故动态识别基金风格漂移 

现象具有重要意义。本文构建了识别投资风格漂移的TGARCH—M模型。并选取 2006年 

之前成立的开放式股票型基金作为样本，将 2006～2015年的股市行情分为上涨、下跌、回 

调、震荡、再次上涨五个阶段，利用TGARCH—M模型对这五个阶段及整个期间的样本股 

票型基金投资风格漂移和收益率波动情况进行了动态验证。结果表明该模型能够较好识 

别投资风格漂移现象：占比85．71％的基金在长期均发生了风格漂移，在股市下跌阶段漂 

移现象更为严重，而在股市上涨阶段大部分基金可以坚持投资风格。同时风格漂移与收 

益率的波动大小无必然联系。最后，本文进一步分析了投资风格漂移的可能原因，并对监 

管投资风格漂移现象给出了相关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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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文献综述 

证券投资基金是证券市场中最主要的机构投资者。近几年。特别是自2013年 6月新基金法的 

实施以来，基金发展异常迅速。截至 2016年 2月底 ，我国境内共有基金管理公司 101家，管理开放 

式基金 2654只、封闭式基金 168只①。证券投资基金正逐渐取代普通投资者成为主要的市场主体， 

担负着稳定证券市场的使命。随着我国基金品种的Et益丰富，基金投资风格成为区分不同基金产 

品的主要标识。根据 Sharpe(1990)的定义，基金投资风格是指基金经理在资产组合管理过程中所 

采用的某一特定方式或投资目标．是严格按照承诺对资产进行配置以获取预期收益的投资战略或 

计划。不同的投资风格具有不同的风险和收益特征，由于投资者往往基于自身的风险收益偏好选 

择基金．故了解和考察基金投资风格是保障投资者利益的重要方式。众所周知，基金在发行招募书 

中均会宣称 自己的投资风格，但实际操作过程中，许林(2011)、蔡庆丰和刘锦(2012)等大量学者实 

证发现．基金投资风格漂移现象已成为一种常态。不同的市场状态会影响基金经理的风险调整行 

为，且投资风格漂移与股市波动之间存在一定的关系。 

对于基金投资风格识别方法的研究 ，国内外学者主要集中在事后识别法上，具体方法有基于 

组合的投资风格识别法(PBSA，Portfolio Based Style Analysis)和基于收益的投资风格识别法(RBSA， 

Return Based Style Analysis)。早期，PBSA以晨星风格箱法(Morningstar Style Box)为代表；RBSA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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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有 Sharpe模型，其主要思路是设立一系列的风格基准指数，通过样本基金对风格指数收益率的 

回归．判断基金收益率与哪一种风格基准指数的收益率关联性最大，从而判断该基金所属的投资 

风格。随后，Gruber(1996)对 Sharpe模型进行了改进，在Fama—French三因素模型加入了债券收益 

率因素，提出了Gruber四因素模型，是用于基于成长、价值属性和大盘、小盘属性的基金投资风格 

识别。Idzrek and Bertseh(2004)构造了SDS指标，用于衡量基金在某一时间内投资组合结构变化 

的波动率．SDS数值越高，其相应的投资风格漂移程度就越大。 

对于基金投资风格漂移现象的实证检验，国外学者 Brown(1997)实证发现基金在实际投资过 

程中。投资风格会偏离招募书上所宣称的投资风格。Kim et a1．(2000)实证发现超过 50％的基金实 

际投资风格与其宣称的投资风格并不一致，且有 33％基金出现严重不一致。Swinkels and Tjoe 

(2007)利用 PBSA研究了基金的风格资产轮换策略，发现基金很难在大、小盘风格之间成功轮换。 

Leite and C6u Cortez(2014)发现基金会根据他们筛选的策略表现出不同的投资风格。国内关于投 

资风格漂移的研究起步较晚。杨朝军和蔡明超(2004)同时采用晨星风格箱方法和聚类分析方法对 

基金风格进行分析，两种分析方法均得出基金具有投资风格趋同性及违背事先约定的投资风格。 

黄嵩和储国强(2004)采用事前分析法 ，运用 Sharpe模型对实际投资风格进行识别，结果发现基金 

投资风格趋同现象十分普遍。且实际投资风格基本不符合所宣称的投资风格。宋威(2009)把研究 

期间分为牛、熊市，结果发现不管是在牛市还是熊市中，绝大多数基金的投资风格都发生了漂移。 

彭耿(2014)从收益和风险双维度构建修正 EGARCH—M模型研究了基金投资风格漂移，实证发 

现：与股市上涨阶段相比，股市下跌阶段出现投资风格漂移现象的概率更高。许林和王吴英(2015) 

通过 GARCH模型对我国股市的波动性进行刻画，结果表明基金发生投资风格漂移会使其投资的 

股票产生波动性，进而导致股市的波动。 

通过梳理国内外相关文献，可以发现大多数研究投资风格漂移的文献主要运用的是比较分析 

法，即首先对基金投资风格进行识别．然后将实际投资风格与招募书所宣称的名义投资风格进行 

比较，以判断是否发生风格漂移。既有研究虽然取得了卓有成效的成果，但也存在一些有待完善之 

处。首先，比较分析法对风格漂移的识别不够直观；其次，现有文献大多没有将基金收益率序列所 

具有的尖峰、厚尾、波动聚集性、杠杆效应等特征考虑在内。彭耿(2014)在 EGARCH模型中运用两 

个指标直接判断基金投资风格是否发生漂移，方法简便而直观，大大简化了识别的步骤，但却未充 

分挖掘 EGARCH模型所拟合的基金收益率波动特征。因此，本文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基于 

GARCH族模型能充分体现金融时间序列的波动聚集性与杠杆效应，构建非对称的 TGARCH—M 

模型对基金投资风格漂移现象进行动态识别，分别考察当证券市场出现牛市、熊市及震荡市等行 

情下我国股票型基金投资风格的漂移状况和波动性，并以此来验证以下假设：(1)我国股票型基金 

投资风格漂移现象存在于市场波动周期的各个阶段；(2)熊市中投资风格漂移现象更为严重；(3) 

牛市中投资风格漂移现象较之熊市有所缓解；(4)基金投资风格漂移与收益率的波动性有一定关 

系，即波动性越大，风格漂移会越严重。本文通过检验以上假设 ，旨在对我国股票型基金投资风格 

状况进行研判与原因挖掘，并为监管部门与投资者提供更多的投资决策与监管政策参考。 

二、识别模型构建 

自回归条件异方差模型(ARCH，auto—regressive conditional heteroskedasticity mode1)fl~够反映 

金融时间序列数据尖峰厚尾、杠杆效应、波动聚集性以及非正态性等特征，主要思想为：随机误差 

项 的条件方差 与其前期值 “的大小有关。然而，实践中却经常出现 ／Z 的条件方差 依赖于 

许多时刻之前的扰动项前期值的情况，意味着模型需要估计多个参数，此时，ARCH模型容易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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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问题是：如果滞后阶数P较大，无限制约束的参数估计可能会导致条件方差 为负。对此 ， 

Bollersly(1986)引入广义自回归条件异方差模型(GARCH，generalized autoregressive conditional het． 

eroscedasticity mode1)，用一个或两个 的滞后值代替许多项 “ 的滞后值。GARCH族模型比较好 

刻画波动性，标准的GARCH(1，1)模型为： 

+T1 ll+⋯+ h+ (1) 

=∞+ l+ ： 1 (2) 

式(2)中，∞、 是未知参数。进一步，由于通常认为金融资产的收益与所承担的风险成正比， 

因此可将代表风险的条件方差引入均值方程。这种利用条件方差来表示预期风险的模型被称为 

GARCH均值模型(GARCH—M)，均值方程可表示为： 

yt=yo+y1 h+⋯+ + (3) 

其中，参数 6是条件方差 的系数，表示可观测到的预期风险变动对 y 的影响程度，表示为风险 

报酬。GARCH—M模型中的条件方差 还可以被条件标准差 O't或对数条件方差 In( )所替代 

(Engle et a1．，1987)。 

现有研究表明，资本市场存在着“杠杆效应”，即价格波动率对市场下跌时的反应比对市场上 

涨时更为剧烈。由Zakoia(1994)、Glosten et a1．(1993)提出的TGARCH(门限 GARCH，又称 GJR)模 

型可用来描述这种非对称冲击 ，它在 GARCH—M模型中加入了一个解释可能的非对称性附加项， 

是该模型的一个简单扩展。其条件方差被设定为： 

=0)+au2l+ t 1 (4) 

TGARCH模型通过设定阀值 。来描述信息冲击的影响：当Ut一，<0，即负的信息冲击时， 1， 

否则 O。 f2， 。称为非对称效应项，或 TARCH项，只要y#0，即存在非对称效应，其中“好消 

息”所带来的正冲击是 倍，“坏消息”所带来的负冲击是ct+y倍 ， 为负说明非对称效应的作用是 

使得波动减小(高铁梅，2009)。 

金融资产收益率序列通常具有尖峰厚尾的非线性特征，因而一般选用非线性 GARCH模型。 

通常 GARCH(1，1)已能充分捕获数据中的波动聚集性，因此在金融学术文献实证分析中很少使用 

GARCH的高阶模型。而 Wang and Pan(2014)对 TGARCH模型的研究发现 ，相比于其他模型， 

TGARCH(1，1)模型在描述收益率的波动性方面效果最佳。 

综上所述，本文以基于收益的基金投资风格识别方法(RBSA)为基础，构建 TGARCH模型对 

基金的投资风格漂移现象进行动态识别，并对收益率波动性进行判断。建模步骤为：首先根据基金 

招募说明书中公告的基金业绩比较基准计算风格基准指数。其次通过对基金 13收益率与风格基准 

指数 Et收益率回归得到均值方程，并将条件方差作为解释变量引入均值方程；最后构建条件方差 

方程，捕获波动的聚集性和不对称性，并在条件方差方程中加入风格基准指数条件方差，从收益和 

风险两个角度考察基金投资风格的漂移现象。本文构建的识别模型确定为 TGARCH(1，1)一M模 

型，根据研究目的及方程拟合度对模型中的变量进行适当修正，模型如下： 

R =oo+ 1R：+6 + (5) 

=6D0+ 1 1+yu21dt-14-0)1 (6) 

式(5)和式(6)中， 表示第 只基金第 t Et的基金净值 13收益率， ：表示第 i只基金第t Et的 

基金风格基准指数H收益率，ort为(5)中扰动项的条件标准差①， 是风格基准指数的条件方差， 

为虚拟变量，表明负的信息冲击。根据系数 0 和 。的符号，即可判断基金收益及风险与其风格基 

① 为使模型结果具有最好的显著性和拟合优度，实际操作时ARCH—M项会依次选择条件标准差、条件方差和对数标准差 

分别建模，选择最优的模型结果。因此在后文的模型结果中部分基金的ARCH—M项将是条件方差或对数标准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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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指数收益及风险之间的关系，进而判断样本基金在研究周期内是否发生了投资风格漂移。 

Andrew et a1．(2008)按风格漂移原因，将基金投资风格漂移划分为主动漂移和被动漂移，主动漂移 

有可能造成基金与其风格基准的收益及风险呈负相关关系。根据该特征，本文可以判断基金投资 

风格是否发生了主动漂移，判断原则为：若系数 ，和 ∞ 均显著为正，则表示基金的投资风格没有 

发生漂移现象，若系数 0 和 的符号有一个或全部为负，则表示基金投资风格发生了漂移现象。 

此外，根据 TGARCH模型非对称效应的判断，如果 显著为正，说明非对称效应使得波动变大；如 

果 显著为负，说明非对称效应使得波动变小，若y不显著，说明不存在非对称效应。 

三、样本选择与数据处理 

(一)区间与样本选取 

1．研究期间 

本文选取的研究区间为 2006年 1月 1日~2015年 5月 31日，研究期间内每只基金共有 

2284个 日净值，可相应算出 2283个日收益率。对于不同阶段的基金投资风格漂移状况进行考察 

有助于研究风格漂移现象与市场波动周期的关系。在此期间内，我国证券市场经历了完整的牛市、 

熊市和震荡市的周期更替，其中又具体包含着大幅上涨、快速下跌 、小幅回调、震荡下调和再次上 

涨等行情，各基金的真实投资风格在此完整区间可完全展现。根据上证综指月末收盘价格指数(见 

图 1)，本文将研究区间划分为五个子区间：2006年 1月 4日(1180,96点)～2007年 9月 28日 

(5552．30点)为大幅上涨行情 ，记为区间一；2007年 10月 8日(5692．75点)~2008年 9月 26日 

(2293．78点)为快速下跌行情 ，记为区间二 ；2008年 10月 6日(2173．74点)~2010年 3月 26日 

(3059．72点)为小幅回调行情，记为区间三；2010年 3月 29日(3123．80点)"-'2014年 6月 30日 

(2048．33点)为震荡下调行情，记为区间四；2014年 7月 1日(2050．38点)~2015年 5月 29日 

(4611．74点)为再次上涨行情，记为区间五。 

数据来源：Wind资讯金融数据库。 

2．基金样本 

目前，我国证券市场主要包括股票型基金、债券型基金和货币型基金三种证券投资基金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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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债券型基金和货币型基金投资风格比较稳健，一般不易发生投资风格漂移。出现风格漂移的 

多为股票型基金，因此本文研究对象集中于股票型基金。根据研究区间，本文选取了2006年 1月 

1日之前成立且已过封闭期的全部开放式股票型基金作为研究样本，剔除不容易发生风格漂移的 

被动指数型基金，以及业绩基准数据不全的基金，共选出 14只基金作为样本。样本选取的依据是： 

(1)14只样本基金的投资风格涵盖了平衡型、成长型、平稳型和指数增强型，能够较好地代表总体 

投资风格；(2)样本基金分别属于不同的基金管理公司，且都明确公告了基金的业绩比较基准，相 

关数据完整。(3)本文侧重于说明所构建的风格漂移动态识别测度的有效，样本数量虽然不多，但 

已可对所构建识别测度的效果进行了展示。样本基金具体情况见下表 1。 

表 1 样本基金基本情况 

数据来源：Wind资讯金融数据库。 

(二)数据处理与分析 

1．收益率的计算 

为降低数据序列的非平稳性，收益率的计算均采用对数收益率形式。基金日收益率计算公式 

为：R产[1n(NA V +D1)一lr V 。]xl00。其中，NA V 表示基金在第 t日的单位净值，Dl表示基金在第 t 

日的分红。类似的，相关指数 日收益率的计算公式可表示为：R (1印 一l印 。)xl00。其中，P 是该指 

数第 t日的收盘价。之后再根据基金招募说明书所宣称的业绩比较基准公式计算风格基准指数 日 

收益率序列，具体计算公式见表 1。基金红利数据来源于天天基金网(fund．eastmoney．com)，基金日 

净值、相关指数数据以及相关存款利率数据来源于Wind资讯金融数据库 ，数据处理由Excel2003 

软件完成。 

2．描述性统计及相关检验 

建模前应对模型数据进行分析检验，包括描述性统计分析、平稳性检验和ARCH效应检验， 

以验证所构建的模型是否合理。因篇幅有限，下文仅对样本中的 1O只基金对数收益率数据及 10 

个指数收益率数据的检验结果加以展示，检验与分析均由EViews7．0软件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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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描述性统计 

从表 2可知，样本基金及相关指数的日收益率序列的偏度均不为 0，说明El收益率序列的分 

布呈现一定偏倚，具有不对称性 ；峰度均大于 3，表明序列具有尖峰的特征；Jarque—Bera统计量在 

l％显著性水平下均拒绝服从正态分布的原假设 。因此本文采用非线性模型是合适的。 

表 2 部分基金和指数 日收益率序列的描述性统计 

注：} 表示 1％的显著性水平。 

(2)平稳性检验 

本文采用单位根检验(ADF检验)对部分样本基金及相关指数收益率序列进行平稳性检验 ， 

结果如下表 3： 

由表 3可知，检验结果均拒绝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 ，说明所选样本基金及指数的日收益率序 

列是平稳的。 

(3)ARCH效应检验 

． 对所选取的基金收益率与风格基准指数收益率进行回归，再进行 ARCH—LM检验，检验结果 

如下表 4： 

表 4结果表明所有样本基金均存在ARCH效应，并且具有高阶ARCH效应，即GARCH效应 ， 

因此建立 GARCH族模型是合理的。 

104 



金 融 评 论 2016年第1期 

注 ：不同显著性水平下的T统计量临界值如下：一3．433(1％)，一2．863(2％)，一2．567(10％) }表示 1％的显著性水平。 

表4 基金收益率和风格基准指数收益率间的ARCH检验 

注：}}}表示 1％的显著性水平。 

(4)模型选择 

应用最为广泛的非对称 ARCH模型主要有 TGARCH和 EGARCH模型，为了比较这两种模型 

的优劣，可通过信息准则选择合理模型。本文以长期(整个阶段)和短期(上涨阶段)为例分别选取 

5只样本基金为代表 ，构造 TGARCH(1，1)一M和 EGARCH(1，1)一M两类模型，得到 AIC、SBIC、 

HQIC结果如下表 5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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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表明 ，总体而言 TGARCH 

(1，1)一M和 EGARCH(1，1)一M的信 

息准则数值差别不大 ，对于长期区 

间，TGARCH模 型信息准则数值较 

小 ，对于短期区间，EGARCH模型信 

息准则数值较小。针对两类模型的非 

对称效应 ．以 050o02基金为例．绘制 

信息曲线如下图2所示： 

由图 2可见，TGARCH (1，1)一M 

模型能更明显地体现正负冲击的非 

对称效应。由于本文将考察基金投资 
风格 漂是否 与收益 率波动 有关 ， 图2 TGARCH与EGARCH模型信息曲线对比图 

TGARCH模型对于正负冲击所带来的波动识别更为简单，且适用于长样本区间，因此本文将选择 

更能体现波动性的TGARCH(1，1)一M模型。 

四、实证分析与结果讨论 

(一)分阶段基金投资风格漂移识别 

为节约篇幅。本文仅展示模型中对识别投资风格漂移与否最为关键的两个系数 0 与 ∞。，以及 

体现非对称效应的系数 和冲击的倍数 。 

1．区间一：上涨行情(2006年 1月4日~2007年9月 28日) 

根据上文所述的基金投资风格漂移与否的模型判断原则 ，由表 6可知，在股市上涨阶段，14 

只样本基金中仅有 4只基金发生投资风格漂移现象，这说明大部分基金坚持了自己的投资风格。 

从非对称效应来看 ，有 8只基金的 为正，说明非对称效应使得波动变大，利空消息所带来的冲击 

大于利好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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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一 、 和 分别表示 1％ 5％和 10％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为Z统计量。 

2．区间二：下跌行情(2o07年 10月8日～2008年9月 26日) 

由表 7可知，股市下跌的大熊市阶段，所研究的 l4只样本基金中有 6只基金的投资风格发生 

漂移，漂移现象出现次数较股市上涨阶段略多。从非对称效应来看。该阶段的非对称效应并不 

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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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书车}、书丰和 分别表示 1％、5％和 10％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为 z统计量。 

3．区间三：小幅回调行情(2008年 10月6日~2010年3月 26日) 

由表 8可知，在股市回调阶段 ，所研究的 14只样本基金中有 5只基金的投资风格发生漂移， 

占比35．71％。发生非对称效应的基金中有 6只 为负，说明非对称效应使得波动变小，利空消息 

带来的冲击小于利好消息，即回调阶段，好消息可能引起收益率更大的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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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 和 分别表示 1％、5％和 10％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为 z统计量。 

4．区间四：震荡下调行情(2010年 3月 29日~2014年 6月 30日) 

由表 9可知，在股市震荡阶段，所研究的 14只样本基金中有 7只基金发生了投资风格漂移， 

表明50％的基金样本未能坚持投资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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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 和 分别表示 1％、5％和 10％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为 z统计量。 

5．区间五：再次上涨行 1~(2014年7月 1日~2015年 5月 29日) 

由表 10可知，在股市再次上涨阶段 ，14只样本基金中仅有 1只基金的投资风格出现了漂移． 

表明在牛市中，大部分基金可以坚守自己的投资风格，且非对称效应并不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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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女和 女分别表示 1％、5％和 10％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为Z统计量。 

(二)整个阶段基金投资风格漂移识别 

表 6至表 10展示了不同市场波动周期下 TGARCH—M模型对基金投资风格漂移的识别情 

况。如下表 11展示了2006年 1月 1日~2015年 5月 31日整个阶段的基金投资风格漂移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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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 和十分别表示 1％、5％和 1O％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为 z统计量。 

由表 11可知，14只样本基金中有 12只基金发生了投资风格漂移现象，仅有 2只基金未发生 

风格漂移，可见，若拉长考察期，股票型基金投资风格漂移现象较为严重。此外所有的样本基金均 

具有非对称性，有 8只基金的 为正，说明负向冲击比正向冲击更容易增加波动，但与风格漂移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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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并无明显关系。 

(三)实证结果汇总 ‘ 

将不同股市行情下 14只样本基金的投资风格漂移识别结果汇总如下表 12和表 13所示： 

表 12 基金投资风格漂移识别汇总结果 

风格漂移基金数 

占比(％) 

4 

28．57 

6 

42．86 

5 

35．71 

7 

50 

1 

7．14 

12 

85．7l 

从表 12至 l3可见，总体上我国开放式股票型基金投资风格漂移现象比较严重，占1：t85．71％，其 

中股市下跌和震荡阶段基金投资风格漂移现象更为普遍，分别占比42．86％和 50％，而在股市上涨 

阶段，大部分基金可以坚守自己的投资风格。整体来看，样本基金风格漂移与否与 系数的正负并 

无明显关系。说明投资风格漂移没有对非对称效应所造成的波动增大或是减小产生影响，但是信 

息的冲击通常会有滞后效应．因此投资风格漂移与对正负信息反应之间的关系还需要进一步验证。 

(四)结论 

本文全面考虑金融时间序列数据的尖峰厚尾特征，对 GARCH族模型分别进行讨论 ，考虑到 

基金收益率序列可能存在非对称性及与风险正相关特性 ，在此基础上构建了适用于我国股票型基 

金投资风格漂移识别的 TGARCH—M模型．从收益及风险两个角度识别基金投资风格的主动漂 

移，提供了一种新的风格漂移识别方法。与其它投资风格漂移识别方法相比，该模型的判别方法简 

单直观，与EGARCH模型相比，该模型能更好地拟合长期数据，更明显地体现出非对称效应。本文 

利用该模型对所选取的2006年之前成立的 l4只股票型样本基金从 2006年至 2015年期间不同 

阶段的投资风格漂移进行动态识别，根据中国股票大盘走势，整个研究期间可划分为上涨、下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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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调和震荡和再次上涨五个阶段。主要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1)从长期看，股票型基金的投资风格漂移现象比较普遍，且漂移现象存在于市场波动周期的 

各个阶段，这主要源于中国股市的不稳定性，考察期内中国股市经历了大涨大跌，风格基准指数同 

样经历大起大落，基金经理为保证业绩很难至始至终坚持投资风格，该结论验证了本文的第 1个 

假设。 

(2)在熊市及震荡时期，股票型基金投资风格漂移现象更为普遍，该时期大盘整体走势低迷 ， 

基金经理为追求高业绩更倾向于脱离业绩比较基准，改变投资风格，该结论验证了本文的第 2个 

假设。 

(3)在股市上涨阶段 ，大部分基金没有发生投资风格漂移，由于牛市中大盘整体高涨，坚持招 

募书中所宣称的投资风格同样可以获得较高业绩，因此基金经理不会轻易选择转变投资风格，该 

结论验证了本文的第 3个假设。 

(4)实证发现，在长期基金收益率普遍存在非对称效应 ，在股市上涨阶段 ，利空消息会造成收 

益率更大的波动，但是总体来看．基金是否发生风格漂移与正负信息冲击造成的波动性大小并无 

明显关系，并且出现虽然发生漂移，但波动却更小的情况，说明此时基金经理选择调整投资策略是 

出于降低风险的考虑，由此可见，在基金普遍存在投资风格漂移现象的情况下，漂移所带来的影响 

不一定是负面的。因此假设 4未得到支持，基金投资风格漂移不一定会加剧收益率的波动。 

五、原因分析与监管建议 

上文实证结果得出，从长期来看，85．71％的开放式股票型基金存在投资风格漂移现象，且在股 

市下跌阶段风格漂移现象更为严重。本文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分析造成基金投资风格漂移现象普 

遍存在的可能原因： 

(一)业绩压力 

业绩压力对基金投资风格的影响可以从三个方面进行分析：(1)业绩优良的基金经理会评估 

当前盈利能力并倾向于坚持原有投资风格；业绩较差的基金经理会更加主动去寻求市场机会从而 

更容易改变投资风格。同时。过去业绩不佳的基金经理更易被替代．而新上任的基金经理则倾向于 

否定前任的投资风格。(2)在宏观经济不景气，股市持续低迷的情况下。基金经理为保住 自己的业 

绩更倾向于模仿现有的具有优良业绩的基金投资组合，从而改变 自己的投资风格。(3)基金业绩的 

排名压力迫使那些排名落后的基金经理容易跟风排名靠前或明星基金经理的投资组合。从而改变 

原有投资风格。这也可以解释牛市阶段基金发生风格漂移现象没有熊市阶段严重。 

(二)我国股票市场发展尚不完善 

我国股票市场起步较晚，发展还不成熟，非理性成分大，股价经常大起大落，如2015年 6月至 

2016年初发生过多次的股价异常波动，振幅非常大，股市总体效率不高，因而无法反映上市公司 

的发展状况和整体经济情况。且大多数投资者缺乏专业知识 ，风险意识淡薄，盲目跟风追涨杀跌， 

骤然大量进出，这些都加剧了股市的震荡，也使得股票型基金经理受其影响，不断变换投资风格。 

(三)信息披露机制不完善 

目前我国按季度披露基金投资组合的相关信息．并且只发布前十大重仓股，披露的信息难以 

全面反映两次季报披露之间基金经理的真实投资活动。这种信息披露机制容易导致信息不对称， 

有经验的基金经理会在季报披露前的时点将持仓尽可能调回到契约允许的范围之内。这为基金经 

理追求较好的业绩排名而变更投资风格提供了机会。 

基金投资风格漂移现象在一定程度上是出于维持基金的收益或降低投资风险的考虑，但违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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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约定的风格漂移也损害了投资者的知情权，风格漂移现象就像是一把双刃剑，若能带来不错 

的排名和收益，则被认为无可厚非，若发生漂移后却排名垫底，则会遭到一致的口诛笔伐。基金经 

理为了更好的排名而放弃契约的投资风格，归根到底是公募基金整体不合理的激励机制造成的。 

为此．本文为监管部门与基金管理公司提出以下两点建议： 

(1)优化基金经理的激励约束与考评机制。目前我国基金公司绩效考核的标准常以短期业绩 

为主，这助长部分基金经理更加注重当前利益的行为，因此基金公司应该改善激励约束机制，通过 

引入长期指标的考评方式来激励约束基金经理，鼓励基金经理关注长期业绩，减少短期行为 

(2)建立基金投资风格监管机制，及时披露基金的投资风格。政府可尝试建立基金投资风格监 

管机制，对每只基金按照所公布的基金投资风格进行监管，一旦基金实际投资风格与契约风格不 

同，就要及时通知基金公司，通过一定的建议或惩罚来要求他们在规定期限内更新招募说明书，以 

便投资者充分获悉到基金实际的投资风格及其对投资风险与收益的影响。基金公司内部同样要加 

强监管基金的投资风格，以免公司信誉受损。 

当然本文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比如本文所构建的模型可以对“是否发生漂移”做出判断．但 

不能判定风格漂移的方向，且受到 ARCH类模型建模前提的限制 ，考察期内仅有 14只基金数据 

符合条件，样本容量较小。因此下一步重点研究的方向是提高模型识别精度、放宽模型限制．扩大 

样本基金容量，并考察投资风格漂移与自身波动性和业绩持续性之间的关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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