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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资产类别的收益通常与所承担的风
险成正比,

(2) 分散投资相对不相关的资产组合可
降低风险, 而无需放弃收益, 及 

(3) 在不同的经济周期中, 不同的资产类
别面临的风险水平不同。 

该等策略平衡资产组合的风险并对整体
投资组合运用杠杆,有助应对分散的投资
组合实现更高收益和降低风险的双重挑
战。Bridgewater于1996年推出的All 
Weather基金是首只风险平价基金, 之
后许多投资公司开始向客户提供风险平
价基金, 尤其是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
之后。但多年来该等策略一直没有适当
的基准,多数投资者使用传统的60/40组
合来弥补空缺。问题是在多数时候, 该
等基准并未反映风险平价策略的构建或
风险/收益预期。 

收益标普风险平价指数在设计之初便考
到这一点, 其目标是为投资者提供适当
的基准, 同时亦作为替代主动风险平价
方法的可投资被动方案。 

标普风险平价指数包括什么, 
其如何发挥作用?

该等策略中可使用多种资产, 包括股
票、固定收益、货币、大宗商品、房地
产和对冲基金。但标普风险平价指数的
投资仅限于是常视为最具流动性的三
种资产类别的期货合约(如图1所示): 股
票、固定收益和大宗商品。 

为衡量风险,我们使用长期实际波幅。 
我们的累计数据包括回溯测试期开始时
至少有五年历史,上限为15年。我们使
用实际波幅来避免依赖波幅预测模型。 
我们将默认目标波幅除以长期实际波幅, 
以计算各资产类别的持仓权重,目标是使
各资产类别的波幅类似。 

分散投资究竟意味着什么?

尽管投资者经常关注投资组合的多样化, 但传统的资产配置方
法, 例如经典的60/40股票/债券组合, 由于大部分风险来自股票, 
这可能导致跨资产类别的风险分配失衡。 分散投资究竟意味着
什么? 风险平价策略确认以下方面来回答这个问题:



由于资产类别之间的相关性, 风险平价
投资组合的实际波幅通常低于目标波
幅。为实现目标波幅,我们运用杠杆因
子。该方法避免了估计方差—协方差矩
阵,同时解决了相关效应。  

其后在各资产类别中, 我们使用上述方
法合并期货合约, 以确保每种期货对其
资产类别产生的风险相同。我们每月重
复该过程并重新调整至新的权重。

   

该方法背后的理念是什么?

标普风险平价指数 (提供针对不同风险
水平的版本) 寻求不同资产类别和每种
资产不同时段的均衡风险承担, 以及基
于跨资产相关性的动态杠杆。当资产不
相关时, 跨资产类别的均衡风险承担有
助实现最小方差投资组合。每种资产在
不同时段的均衡风险承担可利用波幅与
收益率之间的负相关以及波幅持久性。 
实际波幅较高时, 未来波幅亦趋于高位;
而未来波幅较高时, 预期期货收益率趋
于低位。因此, 对波幅目标的动态风险
调整可随时间增加价值。 

风险平价
风险平价的概念被广泛应用, 
但不出所料, 这些策略的实施
方式也存在差异。选择的资产
类别 (和工具)、使用的风险计
量以及资产对投资组合的风险
贡献如何处理也会产生差异。 

图1: 标普风险平价指数的成分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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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 标普道琼斯指数有限公司. 数据截至2018年7月. 图标仅供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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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 基于跨资产相关性的动态杠杆有
助管理整体投资组合风险。跨资产相关
性与宏观波幅水平成正比, 并表现出周
期性行为。高相关性通常表明资产价格
的共同风险来源。当资产类别的相关性
提高时, 若其他一切保持不变, 投资组合
的波幅会提高。每当发生这种情况时,风
险和投资组合经理通常会减少杠杆和变
现资产来应对。简而言之, 杠杆是资产
类别之间相关性的函数——当相关性较
低时, 整体投资组合风险降低, 并且有

机会将杠杆提高至目标。在经济受压时
期, 当相关性很高时, 该杠杆不重要, 因
为整体投资组合风险不会受到相关效应
的影响。 

指数如何在不同的经济阶段中发
挥作用?

从历史上看, 标普风险平价指数较60/40
投资组合的表现更为平且减少了长期回
撤, 但其并未在各种环境中均超越60/40
投资组合。 

当通胀上升时, 风险平价策略受惠于大
量配置一篮子商品, 往往表现更优。从
历史上看, 风险平价策略在股票熊市中
表现更优, 由于策略对国库券和黄金等
储备资产(被视为避险安全资产) 的配置
比例更高。但在股票牛市中, 股票在风
险调整的基础上往往是表现最佳的资产, 
因此于股票配置比例较低, 风险平价策
略的表现将难以超越60/40投资组合。 

图2: 标普风险平价指数在不同美国商业周期的表现 

经济阶段 标普风险平价指数 
—10%目标波幅

标普风险平价指数 
—12%目标波幅

标普风险平价指数 
—15%目标波幅

股票/债券 
投资组合60/40 

月均收益率 (%)

扩张 0.92 1.07 1.30 0.99

放缓 0.83 0.98 1.23 0.46

收缩 0.77 0.91 1.13 0.35

复苏 0.35 0.40 0.49 0.51

标普风险平价指数和60/40投资组合的月均回报收益率差异 
(双样本t统计量和显著性水平)

扩张 -0.38 0.38 1.31 -

放缓 1.55 1.98** 2.50** -

收缩 1.85* 2.30** 2.85*** -

复苏 -0.46 -0.28 -0.05 -

60/40股票/债券投资组合为假设的投资组合. 
数据源: 标普道琼斯指数有限公司。 数据截至2018年5月31日。 指数表现基于每月总收益 (以美元计)。 过往表现不能保证未来结果。图表仅供说明, 反映假设的过往表现。 
有关回溯测试表现的固有限制的详情, 请参阅本文档末的「表现披露」。
*** 在0.01水平有显著差异 
** 在0.05水平有显著差异 
* 在0.10水平有显著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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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有关我们如何构建该等阶段的详情, 请参阅「标普风险平价指数简介」。  
http://spindices.com/documents/education/education-introducing-the-sp-risk-parity-indices.pdf

为研究指数在不同类型商业周期中的
表现, 我们将美国商业周期分为四个阶
段——扩张、放缓、收缩和复苏。1图
2显示标普风险平价指数在上述商业周
期中的平均表现。我们可以看到, 无论
波幅目标如何, 标普风险平价指数在放
缓和收缩阶段的表现明显优于假设的
60/40投资组合, 而在扩张和复苏阶段则
表现欠佳。 

标普风险平价指数在收缩阶段表现最
佳, 在复苏阶段表现最差。在收缩阶段, 
标普风险平价指数的每月表现显著优于
60/40投资组合1.85%至2.85%, 具体
取决于所研究期间的波幅目标。在复苏
阶段, 指数每月表现落后5至46个基点。
但从统计学角度来看, 即使在0.1水平, 
表现差异亦不显著。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 自2003年底以来, 
在几乎每次重大市场震荡事件中, 标普
风险平价指数的下跌幅度均低于传统
的60/40投资组合, 尤其是在全球金融
危机、2010年欧洲/希腊债务危机以
及2011年美国债务评级下调期间。请
注意, 该等事件包括股票和债券市场震
荡。在2008年和2014至2016年两次
石油危机期间, 标普风险平价指数-10%
目标波幅的下跌幅度均低于60/40投资
组合。 

http://spindices.com/documents/education/education-introducing-the-sp-risk-parity-indices.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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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源: 标普道琼斯指数有限公司及美国劳工统计局。 数据来自2003年12月31日至2018年5月31日期间。 指数表现基于每月总收益(以美元计)。 过往表现不能保证未来结果。
图表仅供说明, 反映假设的过往表现。 有关回溯测试表现的固有限制的详情, 请参阅本文档末的「表现披露」。

图3: 标普风险平价指数与60/40投资组合在不同通胀期间的月均收益率

2 通胀率根据美国消费物价指数 (所有城市消费物价指数) 的同比变化来衡量: 所有项目, 指数1982-1984=100, 每月, 按季调整, 数据源: 美国劳工统计局)。 从2003年1月至2018年5月期间的
月通膨率按高低排列, 并分为五等分。该分析是从美国投资者的假设角度出发或在其投资组合承担美国通胀风险的情况下进行。

指数是否能帮助抵御通胀?

风险平价策略的一个主要潜在好处是其
提供的过往通胀对冲。为说明这一点, 
我们对照传统的60/40投资组合, 研究了
指数月收益率与通胀率之间的关系2。 
图3显示在14年的测试期内, 目标波幅分
别为10%、12%和15%的标普风险平
价指数在高通胀月份 (第一个五分之一) 
的月均表现分别优于60/40投资组合45
个基点、39个基点、和31个基点。 

  

指数在低通胀月份(第五个五分之一)的
表现分别落后于60/40投资组合42个基
点、29个基点和9个基点。 

哪些资产类对收益的贡献最多? 

图4显示股票、固定收益和大宗商品资
产类别对标普风险平价指数-10%目标
波幅的过往年度收益。 

不出所料, 固定收益在整个期间对整体
投资组合的收益贡献最高。由于风险平
价策略往往增持低波动性资产, 我们预
计其会在投资组合中产生更多收益。 

由于个别资产类别的表现、资产类别之
间的相关性以及整体投资组合表现的变
化, 三个资产类别的收益归属每年各不
相同。2008年, 股票和大宗商品经历了
市场回撤, 只有固定收益提供正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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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收益率 (%) 股票 固定收益 大宗商品

平均值 2.01 3.28 1.15

中位值 2.47 2.62 0.93

最高值 8.91 13.29 9.47

最低值 -20.94 -3.64 -11.70

整个期间 
(2004年1月至2018年5月)

1.97 3.39 1.10

数据源: 标普道琼斯指数有限公司。 数据截至2018年5月31日。过往表现不能保证未来结果。图表仅供说明, 反映假设的过往表现。 有关回溯测试表现的固有限制的详情,  
请参阅本文档末的「表现披露」。

图4：标普风险平价指数-10%目标波幅按资产类别划分的年度加权收益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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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标普风险平价指数-10%目标波幅按资产类别划分的年度加权收益率

整体投资组合出现亏损。2008年的收益
归属清楚表明, 由于固定收益与股票和
大宗商品收益的负相关性, 增加固定收
益工具可带来分散投资好处。 

风险平价的核心是在不同时段和资产类
别分散投资的重要性。标普风险平价指
数系列使用透明、基于规则的方法来构
建易于理解和复制的风险平价基准。 

尽管风险平价策略并未在所有经济环境
中超越传统的60/40投资组合, 但由于固
有的风险分散, 其可能提供更平的收益。 
受惠于大量配置一篮子大宗商品, 该等指
数亦可能提供60/40投资组合所没有的
通胀对冲。 



表现披露

标普风险平价指数的发布日为2018年7月11日。 发布日前呈报的所有数据均为回溯测试。 回溯测试的表现并非实际表现, 而是假设表现(见下文)。 回溯测试所根据的方法论与发布日生效的方法
论相同。 发布日指定首次考指数价值的日期, 标普道琼斯指数认为已向公众发布该已知指数价值的日期, 例如通过公司的公共网站或向外部人士发出的数据推送。 

指数的过往表现 (无论是实际或经过回溯测试)并非未来业绩的保证。 列示的表现并不一定与指数全部的过往表现相符。 有关标普道琼斯指数旗下任何指数的详情(包括调整方法、调整时间、成
分股增减准则以及所有的指数计算), 请浏览www.spdji.com或www.spindices.com, 参阅指数的方法论部分。 

此外, 不可能直接投资于指数。 列示的指数收益并不代表可投资证券或其他资产的实际交易结果。 标普道琼斯指数负责维护指数, 并计算指数水平及表现, 但并不管理实际资产。 指数收益并不
反映所付的任何销售费用, 或投资者为购买或持有指数相关证券或旨在跟踪指数表现的投资基金或产品时可能支付的费用。 征收这些费用及收费, 会造成证券或投资基金/产品的实际和回溯测试
表现逊于所示指数表现。 

回溯测试收益。 标普道琼斯指数可透过将指数方法论应用于过往数据来显示表现收益, 在指数发布日之前产生期内「回溯测试」(假设) 收益。 回溯测试信息的局限性在于其反映指数方法论的应
用, 以及之后的指数成分选择。 任何理论方法皆无法考在指数实际操作期间可能作出的决策的影响; 例如, 与股票(或固定收益或商品)市场相关的众多因素在编制回溯测试指数资料时通常不能, 也
从未被纳入考。 

一般免责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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