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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失误与行为金融学
高清辉

摘

要: 投资者在投资过程中常常出现投资失误, 根据行为金

融研究学的研究, 这是由 于心理 因素在 人们金 融投资 行为中

心理账户!与投资策略

起着重要作 用, 例如心 理账户、过度 自信以 及过度 反应等, 投
我们常会根据自身 情况将 收入按 款项的 来源、保存的 方

资者应该调整自己的投资行为, 避免失误。

式、花费的去向来分类并区别对待。例如, 一些资产是储蓄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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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用来养老的, 一些资产可以偶尔赌一把, 还有一些资产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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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假准备的, 这就是所谓的 心理 账户!, 虽 然实际上并没有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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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资产分存不同的户头上。根据不同的 划分我们有不同的
使用态度, 比如说为孩子的 大学学 费所准 备的钱 我们不 会轻

门, 361005

易动用; 而对于所谓的 预算 外收入!如 奖金、退税、礼物和 遗
许多人在投资过程中出 现过投 资失误, 一般 人都认 为是
自己看错了行情, 或是选错了投资对象, 应该提高自己的技巧

产等, 我们使用起来就会 比较草 率随意。投 资者一 般把自 己
的投资组合分成两部 分, 一 个部分 是低风 险的安 全投资 用来

和能力, 就能避免类似 的错误 发生。其实 单单提 高技巧 和能

防止价值减少, 例如持有现金和债券, 另一 部分是高风险的投

力, 并不能完全避免投 资失误, 即使 是大师 级的投 资高手, 也

资以获取高收益, 例如持有股票、期权。也 就是说资产分为两

会犯我们常犯的错误。这是由于投资行为受许多心理因素的

个心理账户, 一个账户为了避免一无所有, 另一个账户想要一

投资

夕致富。而投资者对这 两类账 户的 风险偏 好是 不同的 , 前 者

失误。行为 金融学理论就是通过研究这些影响投资者投资行

表现为极度的风险 厌恶, 而后者 表现为 极度的 风险偏 好。这

为的心理因素, 利用心理学的研究成果发展了金融学, 在近三

就是人们既积极地买保 险又热衷于买彩票的原因。

影响, 有些心理上的 陷阱导致 了行为 上的误 入歧 途

十年的研究中发现了心理因素在人们金融投资行为中的作用

行为金融学理论指 出, 人 们在现 实生活 中受情 绪等行 为

以及在金融 现实中如何令 人误入歧 途, 解决了 许多现 代投资

意识影响, 并非主流金融学框架下的完全理性人, 不具有完美

理论无法解释的现实问题。现代金融理论是建立在效率市场

的自控能力, 容易趋于各 种诱惑。 将资产划 入不同 的心理 账

假说、套利定价理论、资产组 合理论、资本 资产定 价模型 以及

户的做法实际上更有利于投资者 提高自控能力。关于心理账

期权定价理 论等理论基石 之上, 以最少 的工具 建立了 一个似

户对投 资 者 的 影 响, 有 一 个 称 为 红 利之 谜 !的 典 型 例 子。

乎能够解决 所有金融问题 的理论体 系, 至今具 有强大 的生命

1974 年能源危机期间纽约城 市电力 公司准 备取消红 利支付。

力。然而, 在实证研究中, 有学者发现一些实证的结果并不支

在该公司的股东大 会上, 许多中 小股东 不能接受 , 为 此闹事。

持资本资产 定价模型和效 率市场假 说, 研究现 代金融 理论的

主流金融学无法解释这一事件: 在主流金融学的框架下, 投资

学者将这部分的发现统称为市场的异常现象, 如小公司 效应、

者遵循套利定价理论, 在不考虑税收与交易费用的情况下, 一

一月效应、
周末效应和 假日效 应等。行为 金融理 论是第 一个

美元的红利和一美元 的资本 利得并无 差异, 投资 者随时 可以

较为系统地对效率市场假说和现代金融理论提出挑战并能够

通过卖出股票自制 红利!, 电力公 司的股 东之所 以反对 公司

有效地解释市场异常现象的理论。行为金融理论以心理学对

停止支付红利就是因为 投资者有 心理账户!。电力公司股票

人类的研究 成果为依据, 以人们 的实际 决策心 理为出 发点讨

价格的下降属于资本 心理账 户的损失 , 而 停止支 付红利 则是

论投资者的 投资决策对市 场价格的 影响, 建立 起一套 能够正

红利心理账户的损失。两个账户中同等金 额的美元对投资者

确反映投资者实际决策行 为和市 场运作 状况的描 述性模 型,

而言并不相同。那些闹事的电力公司的小 股东们认为公司停

并应用这些 模型来讨论投 资者的决 策, 证券市 场价格 的确定

止红利支付会使其丧失收入来源 , 实际上是在忠实地执行 消

等, 解释了许多传统金融理论无法解释的现象, 也带给我们全

费红利、绝不 动用资本 利得!的自控规 则, 以 控制自己的 消费

新的投资理念。本文就用行为金融理论来分析投资失误中的

欲望。这些人将持有电力公司的股票放到 了获得稳定收入来

心理陷阱, 引导我们采取理性的投资方法和策略, 尽可能地避

源的收入心理账户。一 旦公司 停止发 放红利, 他们 失去了 稳

免投资失误。

定的红 利收入, 为得到 收入, 他们将不得 不开始卖股 票( 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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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利) , 就可能失去自控而一发不可收拾, 最终失去一切 。

息, 也就是说他们对结果的概率评估, 不是 根据历史概率所做

心理因素竟有如此大的 作用, 在消费 和投资 的时候 可要

的客观计算, 而是只看到 了新的 信息带 来的结 果。因此股 价

三思而后行了, 问问自己 准备花 费或投 资的钱 来自哪 一个心

不是涨过头就是跌过头, 不论收益、
股利或 其他客观因素发生

理账户, 不要陷入心理账户的误区。

什么变化, 反弹都必然可 期。例如 当传出邓 小平逝 世的消 息
后我国股市大跌, 但一天后即强劲反弹, 这 就是典型的反应过

你没有自己想象的那么聪明

度: 市场在当时只看到邓小 平逝世 对我国 政治经 济的重 大影
响, 忽视了我国改革开放和 经济发 展的长 期趋势 而发生 暴跌

行为金融学研究显示大 部分人 认为自 己比实际 更聪 明,
特别是对于自己的投资能力。大部分投资者认为他们会有更
好的机会打败市场, 这个误解在泡沫市场特别流行, 因为在泡
沫市场中许多普通的股票也能鸡犬升天。即使是在正常市场
中, 你也可能因为好运气( 而 不是因 为你的选 股技巧 ) 而连续
选对了股票 。如果在 掷硬币 游戏中 你连续 三次都 掷出正 面,
你不会有什么成就感, 但是如果你买股票连续三次都买 对了,
你可能会觉得自己很聪明, 也许还会向别人传 授 选股经验!,
对自己的 经验!非常自信。
过度自 信有什么坏处 呢? 人们越 自信交 易就越 频繁, 交
易越频繁回报就可能越低。投资者会由于过分自信而影响他

的过度反应, 之后则迅速调整, 回 归正常股价。由于市场的过
度反应, 投资者可以利用 反向操 作的投 资策略 来获利。通 过
对美国股市的研究, 在过去 三至五 年中表 现最差 的股票 投资
组合在接下来的三至 五年中, 相对 于过去 三至五 年表现 较佳
的股票投资组合, 过去表 现差的 会表现 得更好。这 是由于 市
场对过去表现差的公司 的坏消息与过去表现好的公司的好消
息都反应过度, 过分重视好公司的好消息而高估其股价, 过分
重视坏公司的坏消息 而低估 其股价, 而这 些公司 的股价 在此
之后都会趋向回归 基本价 值, 价 格发生 反转。这样 就可以 利
用反向操作策略, 就是买进 过去表 现差的 股票而 卖出过 去表
现好的股票来进行套利 的投资方法。

们对市场信息的正确处 理。投资者 过分自 信, 会 过分依 赖自
己收集到的信息而轻视公司公布的会计报表的信息, 这 样, 证
券市场就会表现出一种 账面价 值/ 市场 价值效 应。也就 是说
一段时期内的某只股票收益率会与这只股票的市盈率高度相
关。另一方 面则是投资者的过分自信会使他们在接收各种信
息时, 只会看到能使他们增强自信心的信息, 而对那些伤害他
们自信的信息会视而不见。很多投资者不愿意卖出已经发生

行为金融学研究表明, 投资者在做决策时, 并不像金融理
论假设中的理性人, 会对所 有的可 能情况 及各种 可能性 去进
行详细的分析, 而是常常不能充分了解到自己所面临的状况,
会有认知的偏误, 又常用经验法则或直觉作为决策的依据, 造
成投资行为的失误。我们了解到影响投资 者投资行为的心理
因素, 就能更好地调整自 己的投 资行为, 避免 投资失 误, 甚 至
利用他人的投资失误获 利, 更好地做出投资决策。

亏损的股票, 因为这等于承认自己决策失误, 并伤害了自己的
自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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