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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策略 | 策略简评 

A 股市场不同波动性环境下的

市值投资策略 

 

背景 

投资者往往会面临一个难题：应该在市场平稳时进场，还是在

市场波动时进场。市场的波动性是一把双刃剑。当市场平稳时，

股价波动率很低，投资者不必担心大幅损失而感到安心，但是

也难以获取高收益；当市场大幅波动时，高波动率既会带来高

额回报，也可能带来巨额损失。我们基于股票市值构建了在不

同波动性环境下的投资策略，可显著提高投资人的回报同时降

低回撤与波动。 

 

不同市值股票在不同波动率环境下的未来表现 

我们首先按照市值来划分 A 股市场，用 MSCI 中国 A 股大市

值、中市值和小市值指数来代表不同市值水平的市场。对于每

个交易日，我们观测过去 22 天的收益波动率。我们将 2010 年

以来的所有交易日按照波动率大小进行三等分，划分为三个波

动率环境：低波动率、中等波动率和高波动率，并统计未来一

个交易日的收益。图表 1 给出了自 2010 年以来，各波动率观

测水平下，未来一个交易日的平均收益。 

图表 1：2010 年以来 MSCI A 股不同市值指数在不同波动率环境下

未来一个交易日的平均收益（bps） 

 

  
资料来源：FactSet，浦银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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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等波动率的环境下，未来一个交易日，不论是何种市值

的股票，表现都不佳。 

• 在低波动的环境下，未来一个交易日的表现就出现了分化：

大市值股票（MSCI 中国 A 股大市值指数涵盖 261 支大市值股

票，总市值为 1.6 万亿美元）表现最佳；其次为中等市值（MSCI

中国 A 股中等市值指数涵盖 224 支股票，总市值为 0.37 万亿

美元）；表现最差为小市值（MSCI 中国 A 股小市值指数涵盖

2353支股票，总市值为1.3万亿美元），甚至不能取得正收益。 

• 在高波动的环境下，未来一个交易日的表现同样也存在分化，

大市值股票表现最弱，其次为中等市值，小市值股票表现最

佳。 

 

这说明了，不同波动率环境下，不同市值股票的未来表现完全不

同： 

• 中等波动率的环境下，各类市值股票表现皆弱 

• 低波动环境下，大市值>中市值>小市值 

• 高波动环境下，小市值>中市值>大市值 

 

我们在不同的波动率环境下，股票的市值大小是我们应对波动率

的重要依据。 

 

交易策略与回测：低波动环境下持大市值，高波动环境
下持小市值 

我们可以构建两组交易策略，并通过回测结果来验证前述结论。 

1. 对于 MSCI 中国 A 股大市值指数，我们采取风险规避策略，即

仅在低波动率环境持仓。统计得到 A 股大市值指数低波动率

环境的波动率上限为 15.6%，因此当过去 22 天波动率从高位

下穿过 15.6%时买入，从低位上穿过 15.6%时卖出转为现金。 

2. 对于 MSCI 中国 A 股小市值指数，我们采取风险偏好策略，即

仅在高波动率环境持仓。统计得到 A 股小市值指数高波动率

环境的波动率下限为 24.5%，因此当过去 22 天波动率从低位

上穿过 24.5%时买入，从高位下穿过 24.5%时卖出转为现金。 

图表 2 到 5 分别给出了回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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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图表 2 和 3 中，MSCI 中国 A 股大市值指数从 2010 年至今的年

化收益为 2.7%，波动率 22%，夏普比率仅 0.1，最大回撤为 47%，

发生于 2015 年市场大跌。而风险规避策略的年化收益为 4.6%，

波动率 8.9%，夏普比率提高至 0.5，其最大回撤仅为 27.6%。由

于该策略规避了高波动性，成功躲避了 2015 年市场暴跌期间的

巨大回撤。 

  

图表 2：MSCI 中国 A 股大市值指数风险规避策略

累计收益（%） 

 图表 3：MSCI 中国 A 股大市值指数风险规避策略

回测 

 
   MSCI 中国 A 股大

市值指数风险规
避策略 

MSCI 中国 A 股大
市值指数 

年化收益% 4.6  2.7  

波动率% 8.9  22.0  

夏普比率 0.5  0.1  

最大回撤% -27.6  -47.0  

平均调仓频率 11 次/年  

 

资料来源：FactSet，浦银国际  注：回测自 2010 年 1 月 

资料来源：FactSet，浦银国际 

图表 4：MSCI 中国 A 股小市值指数风险偏好策略

累计收益（%） 

 图表 5：MSCI 中国 A 股小市值指数风险偏好策略

回测 

 
   MSCI 中国 A 股小

市值指数风险偏
好策略 

MSCI 中国 A 股小
市值指数 

年化收益% 9.0  4.3  

波动率% 19.3  26.0  

夏普比率 0.5  0.2  

最大回撤% -52.5  -72.7  

平均调仓频率 9.8 次/年  

 

资料来源：FactSet，浦银国际 

 注：回测自 2010 年 1 月 

资料来源：FactSet，浦银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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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图表 4 和 5 中，MSCI 中国 A 股小市值指数从 2010 年至今的年

化收益为 4.3%，波动率 26%，夏普比率仅 0.2，最大回撤为 72%。

而风险偏好策略的年化收益为 9.0%，波动率 19.3%，夏普比率提

高至 0.5，最大回撤为 52%，其回撤比指数基准低 20 个百分点。

虽然该策略追逐高波动率，但是由于在低波动率和中等波动率环

境下仅持有现金，总体波动率仍低于指数基准。我们看到，尽管

由于追逐波动性而未能躲避 2015 年股灾时的回撤，但在四年后

成功走出回撤期，而此时指数距离高点仍有 75%的巨大亏损。 

 

整体来看： 

低波动环境下持有大市值股票，高波动环境下持有小市值股票，

都可以提高未来的回报，基于此思路构建的策略可以显著降低回

撤、提高夏普比率、提高年化收益，而每年不足 12 次的调仓频

率令该策略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 

 

我们在年度策略中研判 2022 年的市场走势是先下后上，中国股

市很可能在 2022 年一季度末见底，见底反弹的时候，我们很可

能需要参考当时的波动率环境，如果是低波动环境下的反弹，那

么大市值股票很可能是首选，如果是高波动环境下的反弹，那么

小市值股票则应成为首选。 

https://mp.weixin.qq.com/s/5h01GEhOz6FJ4skHzO4cZ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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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级定义 

证券评级定义: 

“买入”：未来 12 个月，预期个股表现超过同期其所属的行业指数 

“持有”：未来 12 个月，预期个股表现与同期所属的行业指数持平 

“卖出”：未来 12 个月，预期个股表现逊于同期其所属的行业指数 

 

行业评级定义（相对于 MSCI 中国指数）： 

“超配”：未来 12 个月优于 MSCI 中国 10%或以上 

“标配”：未来 12 个月优于/劣于 MSCI 中国少于 10% 

“低配”：未来 12 个月劣于 MSCI 中国超过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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