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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养老基金的投资管理过程中，资产配置在多个层面发挥着重要的功能与作用。战略资产

配置属于投资政策层面，是养老基金投资目标和风险政策的具体体现，发挥着控制基金风险稳

定收益的重要作用；战术资产配置和资产配置再平衡属于市场操作层面，前者是养老基金利用

市场机会获取超额收益的重要途径，后者是养老基金对风险进行动态管理的重要手段，风格资

产配置属于资产结构层面，是养老基金进一步把握市场机会、提高投资效率的重要手段。然而，

随着资本市场的不断发展，传统的资产配置政策需要新的转变，如何将市场动向考虑在内，成

为养老金资产配置政策转变的重点。最近由威廉·夏普提出的 AAA 政策（适应性资产配置政

策）将重要资产类型的市值作为市场动向的指标考虑在资产配置的政策当中，采用此政策绝大

多数投资者可以降低或者避免反向投资行为（Contrarian Behavior）。 

一、 资产配置的主要类型、功能1
 

在资产配置的理论和实践中，学术界按照资产配置决策在基金投资过程中的功能和特点，

将其划分为若干类型，主要包括战略资产配置、战术资产配置、积极资产配置、消极资产配置、

动态资产配置（包括买入持有策略、固定比例混合策略和投资组合保险策略）、资产配置再平

衡、风格资产配置等等。其中战略资产配置、战术资产配置、资产配置再平衡和风格资产配置。
                                                        
1 此部分内容参考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研究处熊军主任的研究报告《资产配置系列研究之二：资产配置的主要类型、功

能和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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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养老基金投资管理中涉及的主要类型。  

（一）主要的资产配置类型 

1、 战略资产配置 

战略资产配置(Strategic Asset Allocation)是投资者着眼于长期投资目标制定的资产配置

计划，又称之为政策性资产配置。战略资产配置关心的是长期投资期限下的资产配置问题，

投资期限通常达到 5－10 年。投资者在确定了可投资的资产类别后，基于长期投资目标制定

战略资产配置计划，投资者通过相关手段预测资产的预期长期收益、长期风险和相关关系，

利用最优化技术构建长期的最优组合，最后形成战略资产配置计划。战略资产配置一旦确定

后，一般情况下在整个投资期内都比较稳定。战略资产配置的主要作用是从总体上控制与资

本市场相联系的风险，也就是基金的β风险。 

2、 战术资产配置 

战术资产配置(Tactic Asset Allocation)是投资者着眼于短期投资目标制定的资产配置计

划。战术资产配置属于短期资产配置，投资期限通常在一年以内。战术资产配置体现投资者

对资本市场短期趋势的判断，投资者通过相关手段预测短期内资产的期望收益率、风险和相

关关系等参数，然后利用最优化技术进行决策。战术资产配置的主要目的是利用市场机会获

取超额收益。战略资产配置和战术资产配置是学术界依据投资期限的长短对资产配置类型的

一种划分，也是最为常用的一种资产配置分类方法。 

3、 资产配置再平衡 

资产配置再平衡是投资者通过对投资组合收益和风险状况进行跟踪，在实际资产配置比

例明显偏离长期配置目标的情况下，按照既定的程序和相对被动的调整办法，调整实际资产

配置的比例，使其能够贴近长期投资目标。理论上，有规则的再平衡可以有效利用资产收益

周期性波动的特点，在资产价格较高时卖出资产，在资产价格较低时买入资产，由此达到降

低组合风险提高组合收益的效果。资产配置再平衡效果与资产之间的相关系数有密切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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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之间的相关系数越小（完全负相关被看着是相关系数最小），再平衡的效果就越明显，

当两类资产完全负相关时，再平衡的效果最大。再平衡条件有三类：时间区间、资产价值的

波动幅度以及组合的方差。 

4、 风格资产配置 

风格资产配置是大类资产配置的延伸，在将大类资产按照一定标准划分为若干类风格资

产后，以风格资产为对象，利用风格资产的收益和风险特征及其风格资产之间的相关关系来

优化投资组合，制定资产配置策略。 

（二）主要资产配置类型的功能 

1、 战略资产配置的功能 

战略资产配置是正常市场条件下，风险在可接受程度内的最优长期配置比例。正常市

场条件的含义就是，对资产风险和收益的预测主要参考了均衡状态下收益和风险的水平。

战略资产配置对投资者的意义，在于它揭示了投资者在正常市场条件下为了使基金风险控

制在可容忍的范围内应该在各类资产上分配多大的比例。战略资产配置为控制投资风险提

供了一个可以参考的基准，战略资产配置的作用如同引力中心一样，在实际资产配置比例

偏离战略资产配置达到一定程度时，提醒投资者采取行动控制投资风险。 

2、 战术资产配置的功能 

与战略资产配置相比较，战术资产配置由于投资期限较短，有经验的投资者有可能以

较高的置信水平预测未来一段时间资产所处的情景状态，因此，在短期资产收益和风险预

测中，主观情景信息的比重可以较大，由此得到不同于战略资产配置的资产收益和风险特

征，进而得到不同于战略资产配置的最优投资比例。战略资产配置和战术资产配置的根本

区别在于，战略资产配置是正常市场条件下的最优配置比例，而战术资产配置是针对短期

内主观情景状态的最优配置比例。如果投资者有较好的预测分析能力，那么战术资产配置

就能够有效地弥补战略资产配置的不足，利用短期内资产对均衡状态的偏离，来获取超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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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益。 

3、 资产配置再平衡的功能 

同属于市场操作层次的投资策略，但是战术资产配置和资产配置再平衡投资理念不同，

功能自然也不同。战术资产配置崇尚的是积极投资的理念，试图通过市场分析预测来获取

超额收益，而资产配置再平衡则是信奉消极投资理念，采用相对比较机械的策略，将各类

资产在投资组合中的占比重新归位于战略资产配置基准。战术资产配置的主要功能是获取

超额收益，而资产配置再平衡的主要功能是对组合的资产比例的动态变化进行管理，将投

资风险控制在投资者可以接受的程度内。 

4、 风格资产配置的功能 

风格资产配置对于养老基金投资具有积极的意义。养老基金投资一般采用委托投资和

直接投资相结合的模式，将一部分资产委托给外部的投资管理人进行管理，以充分利用外

部管理人的理财优势获取超额投资收益，同时分散投资风险。在委托投资的过程中，很难

找到在各种风格资产上都出类拔萃的投资管理人，通常是一个投资管理人在某一个市场或

者某一类风格资产上的业绩非常突出，而在另外的市场和其它风格资产上业绩平平。养老

基金根据可投资的资产类别，研究外部投资管理人的投资策略和投资风格，筛选那些能够

在特定的市场环境中持续获得超额回报的投资管理人，在此基础上构建多元基金管理人体

系（Multi-Manager），将资产分配给多类资产（Multi-asset）和多种风格（Multi-style）的

投资管理人，在多类资产和多元风格的基础上构建投资组合，参与不同市场和不同资产的

景气循环，有效分散投资风险，利用多元管理人在不同资产和不同市场环境下的管理优势，

通过风格资产配置增加预期领涨资产的投资比例，获取超额投资收益。 

二、 传统资产配置政策（传统的战略资产配置） 

前面提到战略资产配置是根据市场均衡条件得出的资产配置政策，是长期的投资政

策，其主要作用是从总体上控制与资本市场相联系的风险。然而，传统的资产配置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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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会带来意想不到的结果。 

（一）传统资产配置政策的内涵 

传统的资产配置政策，通常是在周全的分析之后，根据资产类型的特点，设置整个资产的

配置比例。以 CalPERS（加州公共养老金）为例，表 1，显示了 2009 年 3 月 CalPERS 的资产

配置政策。CalPERS 遵循战略资产配置政策，在各类资产中进行投资配置，政策目标通常会过

几年就调整一次。传统的资产配置政策，考虑到现实投资可能会偏离政策目标，绝大多数资产

配置政策都设定一个变化范围，允许现实配置比例在范围内变动，仍以 CalPERs 为例，见表 1，

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变化范围根据基金的特性，有的设定的范围较宽，有的较窄。有些养老基

金会主动调整资产配置比例，以避免与政策目标偏离太远，有的则相反，先根据市场变化调整

投资比例，然后重新调整资产配置政策。 

表 1 CalPERS 资产配置政策 

资产类型 政策目标 现实 现实-政策目标 

全球股票 

全球固定收益 

通胀挂钩型资产 

不动产 

现金 

66% 

19 

5 

10 

0 

53.5% 

25.2 

2.5 

11.4 

7.3 

-12.5% 

+6.2 

-2.5 

+1.4 

+7.3 

资料来源：CalPERS(2009) 

  在美国，绝大多数个人投资者直接或者通过 401（K）亦或通过其他类型的养老金计划，

将他们的部分或者全部养老金投资于多资产共同基金中。根据 2006 年的养老金保护法案，美

国劳工部提出两种 QDIAs
2，一个是平衡基金（有时也称生命阶段基金），比较有代表的是先

锋平衡指数基金，另一个是目标日期基金（有时也成为生命周期基金），比较有代表的是富达

自由 2020 基金。截止 2008 年，1.084 万亿美元的基金中 9.1%是由排名前 25 名的诸如 401（K）

的养老金计划投资的平衡基金，8.9%投资的目标日期基金。平衡基金一般会调整资产配置以遵

                                                        
2 QDIAs 的相关规定：（1）混合投资产品或者投资机构必须考虑个人的年龄或者退休日期（诸如生命周期或者目标退休日期

的投资产品以及专业的账户管理服务机构）；（2）混合投资产品必须考虑整体雇员的特性，而非个例（诸如平衡基金产品）（3）

资产保护产品，养老金计划主办方为首次参与养老金计划 120 天的参与者提供的，目的是为了那些在发生额外纳税之前的参

与者选择退出计划而简化管理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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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固定的资产配置比例，而目标日期基金通常会随时间缓慢调整投资比例，即平滑路径（见图

1），随着基金到期日的临近，股票投资比例逐步下降，固定收益投资比例缓慢上升。 

 

（二）传统资产配置政策引发“背离市场趋势”的反向投资行为 

“Contrarian”被用于多个语境，在本文中指，投资风格背离市场趋势，买进业绩糟糕的

资产，然后卖出业绩好的资产。如果投资者严格遵循资产配置政策，那他毫无疑问的会是一个

Contrarians。通过卖出业绩走强的资产，买入业绩走弱的资产来调整投资比例以获得严格遵守

资产配置策略。我们可以用简单的数学公式证明这一点。 

V0=∑iXi 

Xi 表示最初的第 i 种资产类型的价值，V0 代表全部 n 种资产的市值那么最初的资产配置比

例为： 

X1/V0，……，Xn/V0， 

我们假定 Ki 表示第 i 中资产市值的变化比例（期末市值/期初市值）， 

期末资产价值为：K1X1，……KnX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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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合价值为：V1=∑iKiXi 

那么新的资产配置比例为，K1X1/ V1，……KnXn/ V1 

我们令 Kp=V1/V0， 

为了严格遵守资产配置政策，我们需要满足下面的等式 

（KiXi+Di）/ V1=Xi/ V0，那么有 Di（Kp-Ki）Xi 

收益率 Yi=Di/KiXi=Kp/Ki-1，很显然如果（Kp-Ki）〉0，i 中资产业绩不如市场，反之，业

绩胜过市场。结果是，Di 为正买进资产业绩不佳的，Di 为负，卖出资产业绩不错的。 

当市场发生变化时，资产再平衡策略就成为所有遵守资产配置政策投资者心中的痛，在市

场最为沸腾的时候，我们将钱从那些跑赢市场业绩的资产中撤出，在市场最为低迷时，再平衡

策略让我们追逐让我们更加痛苦的资产。资产再平衡策略就是典型的 Contrarians。那是不是所

有的投资者都会成为 Contrarians，答案是否定的，原因是市场的交易特性所决定的，交易要获

得成功，必须同时存在资产的买卖双方，对于大部分投资者若想遵守传统资产配置政策，必须

要存在大部分投资者作为交易对手，他们是趋势投资者，买进业绩好的资产，卖出业绩不好的

资产。那么趋势投资者的业绩更好些，还是严格遵守资产配置政策的投资者呢，很显然如果资

产价格的趋势保持，趋势投资者的业绩必然好过严格遵守资产配置的投资者，那么对于严格遵

守资产配置的投资者来说应该怎么做呢？放弃业绩还是放弃政策？  

三、适应性资产配置政策 

 威廉·夏普在 2010 年提出了适应性资产配置政策，通过依照市值周期性调整资产配置政

策，而不是采用“反向投资”行为，这种政策既好于严格遵守传统资产配置政策，也好于完全

放弃资产配置政策。 

“适应”的概念，就是指根据不同的条件、环境等进行自我调整。在这里，不同的条件和

环境等是指新的资产市值。举例说明，我们设想养老基金投资美国的股票和债券，在 1984 年

2 月底建立 80/20 的资产配置政策，其中 Wilshire5000 全市场指数代表股票，Barclay 资本美国

综合债券指数代表债券。（此时，美国资本市场（股票+债券）的市值占比是，股票 59.62%，

债券为 40.38%） 

   如果采用传统的资产配置政策，无论市场市值的构成比例如何，都要调整持有投资以遵守

80/20 规则，很显然这并不是一个明智的策略。那么 AAA（适应性资产配置政策）会如何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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呢？我们来看一下，选择 1990 年 10 月，此时股票市值占整个市场市值的占比大量缩水，如表

2 所示。 

表 2 1984 年 2 月和 1990 年 10 月美国股票和债券市值占比 

 股票（十亿美元） 债券（10 亿美元） 股票占比% 

Vim,0（1984.2） 

Vim,t（1990.10） 

Ki=Vim,t/Vim,0 

1,648.19 

2,652.92 

1.6096 

1,116.49 

2,875.69 

2.5757 

59.62 

47.99 

表 3 适应性资产配置政策 

 股票 债券 总和 

AAif,0 

(AAif,0)*(Ki) 

(AAif,0)(Ki)/Sum(AAif,0)(Ki) 

80% 

128.77 

71.43 

20% 

51.51 

28.57 

 

180.28% 

在这个案例中，股票从接近 60%市值占比，下降至不到 48%，基金的资产配置政策就将原

80%的投资比例调整为 71.43%。采用该种方法优于传统方法的原因在于，不需要在市场价格发

生变化时，必须找到交易对手以遵循资产配置政策。设想这样一种情况，市值由于资产价格和

现金在同类资产中流动而发生变化的情况，根据 AAA 政策，Ki 发生了变化，资产配置比例自

然发生了变化，而不用刻意的为了遵循原 80/20 规则，而进行反向投资（买进业绩差的，卖出

业绩好的）。那么，资产配置的比例如何计算呢？ 

（一）AAA 政策的配置比例计算 

方法如下： 

Xif,t=Xif,0(Vim,t/Vim,0)/∑iXif,0(Vim,t/Vim,0) 

Vim,0=Xim,0*Vm,0 

Vim,t=Xim,t*Vm,t 

表 3 AAA 政策的计算过程 

 股票 债券 总和 

Xim,0 

Xif,0 

Xim,t 

Xif,0* Xim,t/ Xim,0 

Xif,t 

59.62% 

80 

47.99 

64.39 

71.43 

40.38% 

20 

52.01 

25.76 

28.57 

 

 

 

9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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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AAA 政策在平衡基金和目标日期基金中的应用 

1、AAA 政策在平衡基金中的应用 

 平衡基金通常会选用投资基准来衡量其投资业绩，保守的平衡基金经理基本上完全复制

投资基准，主动的平衡基金经理跟随市场趋势，获得风险溢价。保守投资者是传统资产配置政

策的执行者，如图 2 所示，尽管股票和债券市值占比偏离 60/40，但是保守投资者仍固定将投

资比例锁定在 60/40，结果如上文所说，在股票业绩表现良好时，卖掉股票，在股票业绩表现

较差时，买入股票。而主动的平衡基金经理则采用 AAA 政策获得了不凡的业绩，如图 3 所示，

主动的平衡基金将首次资产配置比例设定在 80/20，根据市值变化，基金的资产配置较好的拟

合了市场走势，当市值接近 60/40 占比时，基金的资产配置就接近资产配置初值比例。采用

AAA 政策的平衡基金经理，完全可以通过设定首次资产配置比例来控制其风险。与真实市值

占比越接近，其风险与市场风险越接近，其收益与市场的平均收益越接近。 

图 2 保守投资基金与市场市值对比 

 

图中是 1975 年以来股票市值在全资本市场（股票+债券）市值中的占比 

   图 3 主动平衡基金与市场市值变化对比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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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AAA 政策在目标日期基金中的应用 

   上文提到，目标日期基金的投资基准不是固定的资产配置比例，而是一个平滑路径。根据

目标日期基金在不同阶段的投资比例要求，随着到期日期的临近，股票投资比例不断的降低，

如图 4 中的平滑路径（Glide path），同样在图中可以看出，如果严格遵守传统的资产配置政策，

基金将多处背离市场趋势，但是如果采用 AAA 政策，基金既可以满足平衡路径的要求，又可

以体现市场趋势，如图 4 所示。 

 

采用 AAA 政策时，目标日期基金资产配置的比例计算公式如下： 

Xif,t=Xib,t(Xim,t/Xim,0)/∑iXib,t(Xim,t/Xim,0),其中 Xib,t 代表每个 t 时期“基础”资产配置比例。 

总之， AAA 政策能够随时调整，能够更好地拟合市场趋势，做到平衡收益与风险。比传

统的固定比例的资产配置政策，不仅在时间上具有不可比拟的优点，而且将市场动向这个关键

因素考虑在内，降低了甚至是避免了违背市场趋势的 Contrarian 行为。其核心理念如下式表示： 

资产配置 t=f（投资者特点 t，历史<=t,经济理论 t，市值 t），在传统的均值-方差模型上进行

了优化与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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