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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4 夏普比率 

 

夏普比率是衡量组合风险调整后收益的指标之一, 反映了

组合承担每单位风险所获得的超额回报率(excess returns), 

即组合总回报率高于同期无风险利率的部分。一般情况下, 

该比率越高, 组合承担单位风险得到的超额回报率越高。 

 

夏普比率的计算公式为: 

 

 

 

其中: 

- SA表示年化夏普比率; 

- SM表示月度夏普比率; 

- TREX 表示基金在计算期内月度超额回报率(月度总回

报率减去同期的无风险利率)的平均值; 

- σEX表示基金在计算期内月度超额回报率的标准差。 

 

4.2.5 索提诺比率 

 

索提诺比率与夏普比率类似, 所不同的是它区分了波动的

好坏, 在计算波动率时它所采用的不是标准差, 而是下行

标准差。这其中的隐含条件是投资组合的上涨(正回报率)符

合投资人的需求, 不应计入风险调整。 

 

和夏普比率类似, 这一比率越高, 表明基金承担相同单位

下行风险能获得更高的超额回报率。索提诺比率可以看作是

夏普比率在衡量组合的投资绩效时的一种修正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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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提诺比率的计算公式为: 

 

 

 

其中: 

- SoRA 表示年化索提诺比率; 

- SoRM 表示月度索提诺比率; 

- n 表示计算期间所含月数; 

- TRt 表示第 t 个月的基金总回报率; 

- Rf 表示无风险利率; 

- TREX 表示基金在计算期内月度超额回报率(月回报率减去同期无风险利率)的平均值; 

- DDEX 表示基金在计算期内月度超额回报率的下行标准差。 

 

我们通过一个实例来比较夏普比率和索提诺比率的区别, 为了简化计算, 无风险利率设为 0。假

设组合 A 和 B 在 2009 年伊始的净值均为 1, 且他们每月的净值公布日期均一致。在某年, 组合

A 的每个月的回报各为 3%、-5%、-2%、-2%、-2%、2%、-2%、5%、5%、3%、10%、9%; 组合 B

在同期每月回报为 3%、-1%、1%、-1%、1%、-1%、-1%、-1%、-1%、0%、15%、10%。通过计算, 

我们得到两个组合在当年的总回报均为 25.6%, 而组合 A 的夏普比率 1.47 要略高于组合 B 的夏

普比率 1.35。但如果计算索提诺比率, 我们就会发现组合 A 的索提诺比率 3.6 要远低于组合 B

的索提诺比率 9.5。这其中主要的差别就是在计算夏普比率的过程中, 组合 B 因最后两个月的收

益突然大幅上涨而导致波动率过大, 在计算风险调整时受到了“惩罚”; 而在计算索提诺比率过

程中, 任何高于无风险利率的上涨都不会计入风险调整, 因此, 组合B在最后两期的上涨并不会

导致索提诺比率的降低。和夏普比率相比, 索提诺比率这一衡量标准更符合那些对资产价值下

跌较为敏感的投资者。 

 

信托投资在设定投资目标和风险政策时, 会面临很多内外部因素的困扰。信托投资要做投资目

标与风险政策的协调。风险通常与收益成正比。在相同的市场条件下, 风险政策确定了, 其预期

收益也基本确定, 相反收益目标确定了, 风险政策也相应产生。信托投资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协调

二者关系, 在进行资产配置前将风险政策和收益目标确定下来。在此过程中常常会面临较高的

预期收益目标和保守的风险政策之间的矛盾, 有较长投资期限的信托因为长久期的优势可以承

担更高的风险, 获取长期的高收益。对于长久期的信托, 投资不足才是最大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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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相关性与组合多元化 

 

信托资产配置予不同的资产类别, 例如股票、债券、货币市场或是另类投资, 可把风险分散。可选的

资产类别详见上文的“资产大类基础”。 

 

投资分散于不同的类别和不同的证券上而不是集中在特定证券上, 这样可以防止单一证券价格不断

下跌时带来的金融风险。 

 

要讨论组合风险分散的前提是要了解不同证券、不同资产类别之间的相关系数。相关系数 ρ 是一种

线性相关性指标。相关系数为+1.0 表明完全正线性相关, 即当一个标的向上或者向下波动时, 另一标

的同向波动; 相反地, 相关系数为-1.0 则表明完全负线性相关, 而介于-1.0 到+1.0 之间的相关系数则

表达了介于完全正线性相关和完全负线性相关之间的相关程度, 相关系数越接近 0, 相关性越弱。相

关系数的绝对值越接近 1, 相关性越强。 

 

假定一个组合中只有两种资产, 甲与乙且两者的相关系数为+1.0(称为“完全正相关”), 如果甲与乙各

自构成组合的一半, 所组成的组合其波动与甲乙则完全一致(见下图)。 

 

 

 

假定一个组合中只有两种资产, 甲与乙且两者的相关系数为-1.0(称为“完全负相关”), 如果甲与乙各

自构成组合的一半, 所组成的组合其波动则完全没有波动(见下图)。 

 

http://www.llinkslaw.com/uploadfile/publication/56_1623981340.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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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kowitz 的资产组合管理理论认为, 只要两种资产收益率的相关系数不为 1, 分散投资于两种资产

就具有降低风险的作用。而对于由相互独立的多种资产组成的资产组合, 只要组成资产的个数足够

多, 其非系统性风险就可以通过这种分散化的投资完全消除。 

多资产投资组合预期风险的计算公式如下: 

 

 

 

其中, δP
2 是投资组合的预期方差, Wi 是资产 i 的权重,  δi 是资产 i 的标准差, ρij 是资产 i 与资产 j 的相

关系数。 

 

投资组合方差由两部分组成, 其中 是不可分散风险, 与单个资产的权重以及单个资产的方

差相关; 部分受到资产相关性影响, 相关系数越低, 风险分散效果越好。 

 

从投资组合的风险计算公式中我们可以发现, 想要做到分散投资, 投资组合中的资产须是非完全正

相关的。持有同一国家同一行业的两只股票往往不利于分散风险, 因为两只股票之间的相关性可能

非常高, 两只股票的收益也会受到相同因素影响, 其中一个因素就是无法被分散的市场风险, 两只

股票的差异在于他们对于市场风险的暴露程度不同(β 不同), 不过也可能具有相似的 β。其他一些常

遇因素包括公司规模、行业特征、国家以及币种。如果要达到真正分散风险的目的, 组合中的资产以

及标的最好都有不同的收益驱动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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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这张图显示 2001-2020 年间不同资产类别相互之间的相关关系。其中, 全球股票与新兴市场股票

的相关系数以蓝色线标示, 可见全球股票与新兴市场股票的相关关系一向比较高, 接近完全正相关, 

当发达市场股票上涨时, 新兴市场股票也有较大可能上涨。全球股票与全球债券的相关系数以橙色

线标示, 全球股票与全球债券的相关关系也相当高, 但间或落入负相关区域, 总体而言, 橙色线通常

位于蓝色线之下, 意味着在一个已持有全球股票的组合中, 加入债券所起的分散风险作用或优于加

入新兴市场股票所能起的分散风险作用。 

 

 

数据来源: Bloomberg, 全球股票以 MSCI World Index 的总回报指数为代表, 代码 NDDUWI Index; 新兴市场股票以

MSCI Emerging Markets Index 的总回报指数为代表, 代码 M1EF Index; 全球债券以 Bloomberg Barclays Global-

Aggregate Total Return Index 为代表, 代码 LEGATRUU Index。每个相关系数的计算基于滚动 12 个月的各指数月度

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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