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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收益非正态性的资产配置模型及应用

丁春霞， 侯伟相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北京　 １０００２９）

摘要： 为更准确评估尾部风险， 将资产收益的非正态性引入资产配置过程中，
使用 “反平滑”、 半参数广义帕累托分布方法和连接函数等统计技术， 获取更准确

的资产收益分布， 并以条件在险价值为风险测度， 建立了一个考虑收益非正态性的

资产配置框架。 基于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间股票、 债券、 另类投资等 ６ 类资

产的月度收益数据， 结合一个养老基金的案例， 验证了在资产配置决策时考虑非正

态性的必要性， 并展示如何将该模型应用于资产配置实践中。 结果表明： 忽略非正

态性将会显著低估组合的下行风险， 而考虑非正态性则有利于降低风险， 改善风险

收益比。 所用方法和所得结论对于养老基金等长期投资者的资产配置和风险管理具

有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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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随着中国人口日益老龄化， 以及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发展， 社保基金、 养老基金

等长期资金对于多资产投资与配置的需求日益迫切。 海外经验表明， 科学合理的资

产配置是养老基金实现投资目标的核心技术。 最经典的配置方法当属 Ｍａｒｋｏｗｉｔｚ
（１９５９） 的均值－方差模型， 它有一个标准的假设： 资产收益率服从正态分布。

但是， 这一框架对于养老基金等长期投资者却未必合适， 甚至还会导致巨大的

隐患。 一个最明显的问题是， 资产价格出现巨幅下跌的概率远远高于正态分布的预

测值。 与普通证券投资基金不同， 养老基金一般资金体量较大， 一旦发生巨大损失

容易引发社会关注， 而其多元化的资产分布和超长的投资期限， 极大地增加了遭遇

极端环境发生巨大亏损的可能性。 仅以过去 ２０ 年为例， 养老基金就经历了 １９９８ 年

亚洲金融危机、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１ 年美国科技股泡沫破灭、 ２００８ 年全球金融危机、 ２０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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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以来的欧洲债务问题、 ２０１５ 年 Ａ 股市场异常波动等一系列金融危机。 仅 ２００８ 年

金融危机就导致全球养老金的资产规模由 ２００７ 年末的 ３４ ７７ 万亿美元缩水到 ２００９
年初的 ２９ ８８ 万亿美元， 损失大约 ５ ５ 万亿美元 （郑秉文， ２００９）。 所以， 相比那

些期限较短的、 单一的资产管理计划， 在养老金的投资管理过程中， 描述收益的非

正态性从而作出更加科学的大类资产配置决策， 就显得十分必要。
一般而言， 正态性假设包含三个方面： （１） 资产收益率互不相关； （２） 资产

收益率服从正态分布； （３） 多个资产收益率之间是线性相关的。 然而， 在实际投

资中很容易观察到对这三个假设的违背。 首先， 收益率并不完全独立， 有着不同程

度的自相关性； 其次， 收益率分布相比正态分布呈现更加尖峰厚尾的形态； 第三，
资产间的相关性并非一成不变， 极端环境下会大幅上升。 倘若忽视这一系列重要特

征， 就会低估损失出现的概率， 遭受意料之外的亏损， 严重时， 可能危及整个养老

金计划的安全。
笔者将收益的非正态性引入养老基金的资产配置流程中， 以期获得更加科学、

更符合养老金资产特点的解决方案。 在此之前， 尽管国内对资产收益率的非正态性

的建模和分析不绝于各类文献， 但在多资产组合投资， 尤其是养老基金资产配置中

的应用却十分鲜见。
笔者尝试把资产收益非正态性和养老基金资产配置有机结合。 首先， 对自相

关、 尖峰厚尾和极端环境中相关性大幅上升这三种非正态性的具体表现进行详细描

述， 指出忽视这些特征所带来的问题。 其次， 针对每一种非正态性给出具体的解决

方法， 获得了有效改进。 具体做法是： （１） 针对资产收益率的自相关性， 引入了

“反平滑” 方法， 使得风险估算更接近其真实值； （２） 针对收益分布的左侧厚尾特

征， 创新性地使用半参数广义帕累托分布 （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ｚｅｄ Ｐａｒｅｔｏ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ＧＰＤ）
方法进行拟合， 更准确地度量尾部风险； （３） 针对资产收益之间相关性的非线性特

征， 使用多元 ｔ－ｃｏｐｕｌａ 函数刻画资产收益之间的相依结构， 更有效地度量尾部相关

性。 这些统计模型为养老基金资产配置决策提供了有效工具。 最后， 在一个包含多个

资产类别的养老金组合中， 引入非正态性建模， 并以条件在险价值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Ｖａｌｕｅ ａｔ Ｒｉｓｋ， ＣＶａＲ） 为风险测度， 建立了适合养老基金的组合优化框架。

笔者研究发现， 忽略收益分布的非正态性， 将导致投资者低估组合风险， 从而

做出次优的资产配置决策； 而引入非正态性建模后， 有效降低了组合波动， 改善了

风险收益比， 尤为值得一提的是， 可大幅减少极端事件带来巨大损失的风险。 笔者

提出的方法较好地捕捉了资产收益的重要特征， 对于我国养老基金管理中的资产配

置决策和组合风险评估均有着较强的现实意义。

一、 文献回顾

经典的资产配置模型假设资产收益服从正态分布。 但大量研究发现， 真实的金

融资产收益并不是正态的， 资产收益率普遍存在自相关、 有偏、 尖峰厚尾特征

（Ｂａｃｍａｎｎ ＆ Ｇａｗｒｏｎ， ２００４）， 资产收益之间的相关性随时间流逝会发生变化， 尤其

是在极端情形下， 不同资产之间的相关系数会显著上升 （Ｚｅｅｖｅ ＆ Ｍａｓｈａｌ， ２０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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Ｘｉｏｎｇ ＆ Ｉｄｚｏｒｅｋ， ２０１１）。 这些特征将使得正态分布假设难以准确描述资产的风险收益

特征， 从而使得投资决策偏离有效前沿， 低估下行风险， 所以需要另辟蹊径， 寻找一些

替代方法来更准确地衡量资产的真实风险 （Ｂｒａｄｌｅｙ ＆ Ｔａｑｑｕ， ２００８； Ｌｅｅ ＆ Ｓｕ， ２０１２）。
海外有大量关于如何拟合资产收益分布的非正态性的研究文献。 归纳起来， 有

三种方法。 （１） 参数方法， 包括使用非正态分布对收益率建模、 使用非对称的广

义自回归条件异方差模型 （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ｚｅｄ Ａｕｔｏ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ｖｅ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Ｈｅｔｅｒｏｓｋｅｄａｓｔｉｃｉｔｙ，
ＧＡＲＣＨ） 等针对非对称性的波动率建模等。 （２） 非参数方法， 如历史模拟法、 非

参数密度估计等。 （３） 极值方法。 极值理论 （Ｅｘｔｒｅｍｅ Ｖａｌｕ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ＥＶＴ） 具有超

越样本数据进行外推的估计能力， 可以准确地刻画分布尾部， 是收益率尾部建模的

一种有效方法。 Ｄｕｆｆｅｅ （１９９９）、 Ｄａｎｉｅｌｓｓｏｎ 和 Ｖｒｉｅｓ （２０００）、 Ｌｏｎｇｉｎ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５）
等学者通过将极值方法与正态分布、 历史模拟法、 ＧＡＲＣＨ 模型等方法的拟合效果

进行比较， 发现极值方法能更有效地拟合收益分布的尾部特征， 且适用于全球股

票、 新兴市场股票、 债券、 外汇等多类资产。 Ａｂａｄ 等 （２０１４） 研究发现， 参数方

法对风险估量的准确度取决于其所使用的收益分布假设和波动率预测模型是否考虑

了分布的非对称性、 厚尾性和非独立同分布特征， 从实践角度看， 基于极值理论的

方法是估计和预测在险价值 （Ｖａｌｕｅ ａｔ Ｒｉｓｋ， ＶａＲ） 的最佳方法之一。
关于如何拟合资产收益之间的相关性， 海外也有大量研究文献。 由于 ｃｏｐｕｌａ

函数不但可以描述资产之间非线性非对称的相关关系， 还能反映出资产之间相依结

构的变化， 尤其是尾部相依结构的变化， 因此在资产组合相关性建模中得到广泛应

用 （Ｄｅｎｇ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１； Ａｍｅｒｓ， ２０１３）。 Ｓｅｇｅｒｓ （２００７） 将 ｃｏｐｕｌａ 函数和极值理论相

结合， 使用极值 ｃｏｐｕｌａ 来刻画极端事件间的相依结构， 为度量尾部相关性奠定了

理论基础。 Ｇｏｒｌａｃｈ （２０１７） 使用极值模型刻画资产收益分布的峰度和偏度， 使用

ｔ－ｃｏｐｕｌａ 刻画资产间的相依结构， 并对一个包括股票、 债券、 现金等资产的组合进

行样本外检验， 发现该方法能够捕捉到尾部风险， 持续降低极端损失。
此外， ＶａＲ、 ＣＶａＲ 等指标侧重于测度下行风险， 直接与预期损失相关， 与标准

差相比更合适作为风险的定义。 与 ＶａＲ 相比， ＣＶａＲ 满足次可加性， 且不存在多重极

值的问题 （Ｍａｕｓｓｅｒ ＆ Ｒｏｓｅｎ， １９９９）。 研究表明， 均值－ＣＶａＲ 模型更能准确地捕捉到

下行风险。 如 Ｘｉｏｎｇ 和 Ｉｄｚｏｒｅｋ （２０１１） 通过样本外检验发现， 使用均值－ＣＶａＲ 模型

进行配置决策的投资组合在 ２００８ 年金融危机期间的业绩大幅超越均值－方差模型。
国内也有部分学者对上述问题进行了研究。 张相贤 （２０１１） 应用基于极值理

论的峰值过阈值法 （Ｐｅａｋｓ Ｏｖｅｒ 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 ＰＯＴ） 和 ｃｏｐｕｌａ 函数构建了资产配置模

型， 并使用国际主要股票指数进行实证分析， 发现该模型相比均值－方差模型具有

更强的抵御极端风险的能力。 戴屹 （２０１３） 改进了 ＰＯＴ 的阈值选取方法， 用于研

究我国股市的尾部风险， 并使用 ｃｏｐｕｌａ 函数对上证指数与国际股指做相关性度量，
发现我国股市与境外成熟股市存在尾部相关性。 张冀等 （２０１６） 构建了 Ｍｅａｎ－Ｃｏｐ⁃
ｕｌａ－ＣＶａＲ 模型， 基于几个股票指数进行实证， 证明忽视复杂风险依赖结构可能导

致风险低估， 而纳入 ｃｏｐｕｌａ 函数有助于解决这一问题。 潘雪艳 （２０１７） 基于极值

理论和 ｖｉｎｅ－ｃｏｐｕｌａ 结构构建了度量投资组合风险的模型， 并使用亚洲五个重要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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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体的股票指数数据进行实证， 认为 ｖｉｎｅ－ｃｏｐｕｌａ 相比传统多元 ｃｏｐｕｌａ 更能准确评

估和预测亚洲股市的风险。 总体而言， 国内相关研究相对较少， 一般集中于研究具

体极值模型或 ｃｏｐｕｌａ 函数形式的选取， 且研究对象多局限于股票市场。
笔者拟在借鉴现有文献的基础上， 将非参数核密度估计与极值理论结合起来对资产

收益率建模， 使用 ｃｏｐｕｌａ 函数对资产间的相依结构建模， 以获得更加准确的资产组合收

益分布。 在此基础上， 建立均值－ＣＶａＲ 方差模型， 并根据养老基金面向股票、 债券、
另类投资等多元化投资的实际需要， 将该模型运用于养老基金大类资产配置。

二、 资产收益率的非正态性特征

养老基金一般采取多元化、 分散化投资， 投资范围包括股票、 债券、 存款、 现

金、 另类投资等多种资产类别。 笔者选取 Ａ 股、 美股、 港股、 债券、 商品、 对冲

基金等养老金投资范围内的常见资产进行研究， 选取相应的代表性指数历史月度收

益率序列作为各资产类别的收益率样本数据， 时间区间为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各 １２０ 个观测值。 通过一系列统计检验来研究资产收益率分布的非正态性。

表 １ 是 ６ 类资产收益率序列的统计检验结果。 根据 Ｌｊｕｎｇ－Ｂｏｘ Ｑ 检验， 在 ５％
的显著性水平下， 国债、 商品和对冲基金的月度收益率存在一阶自相关性。 因此，
资产收益并不是独立的， 当期收益会受到之前若干期收益的影响。 如果在建模时不

对其进行修正， 将导致资产的真实波动率被低估。 从收益序列的偏度和峰度看， 除

国债收益率表现出右偏外， 其余 ５ 类资产均呈现出显著的左侧厚尾特征。 Ｊａｒｑｕｅ⁃
Ｂｅｒａ 检验也都拒绝了正态性假设， 意味着这 ６ 类资产均存在明显的非正态性。

表 １　 ６ 类资产月度收益率序列的统计检验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指标 Ａ 股 港股 美股 债券 商品 对冲基金

基准指数 沪深 ３００ 指数 恒生指数 标普 ５００ 指数
中债国债

总全价指数
南华商品

指数
ＨＦＲＩ 中国对冲

基金指数

偏度

峰度

Ｌｊｕｎｇ－Ｂｏｘ
Ｑ 统计量

Ｊａｒｑｕｅ－Ｂｅｒａ
检验

－０ ３１ －０ ６１ －１ ０８ ０ ５１ －０ ４９ －０ ４４

４ １７ ４ ８８ ６ ４６ ４ ７４ ５ ６９ ４ ３９

０ ８５ ０ ６０ ２ ３９ １４ ８４∗∗∗ ３ ８９∗∗ ６ ８３∗∗∗

（０ ３６） （０ ４４） （０ １２） （０ ００） （０ ０５） （０ ０１）
８ ８３∗∗ ２５ １１∗∗∗ ８３ ２２∗∗∗ ２０ ３２∗∗∗ ４１ ０３∗∗∗ １３ ５６∗∗∗

（０ ０２）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０ ０１）

注： 括号内为 ｐ 值； “∗∗∗” “∗∗” “∗” 分别表示在 １％、 ５％、 １０％水平上显著； ＨＦＲＩ 是对冲基金研究

（Ｈｅｄｇｅ Ｆｕｎｄ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ＨＦＲ） 公司开发的一系列对冲基金指数。

笔者通过比较正态分布密度函数和真实历史收益的核密度函数的左侧尾部， 观

察正态分布是否低估了极端值出现的概率①， 以进一步研究资产收益分布的左侧厚

《国际商务———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报》 ２０１９ 年第 ２ 期 金融科学

①核密度估计是一类由给定样本点集合求解随机变量分布函数的非参数方法。 假定已知数据 ｘ１， …， ｘｎ，

其核密度估计的形式为： ｆ＾ ｈ （ｘ） ＝ １
ｎｈ

∑
ｎ

ｉ＝ １
Ｋ

ｘ－ｘｉ
ｈ( ) ， 其中， Ｋ （∙） 是一个核函数， ｈ 为带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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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特征。 图 １ 是 Ａ 股和美股收益序列的核密度函数分布①。 除债券外， 其余资产的

核密度函数清晰地显示出相对正态分布的 “左侧厚尾” 特征； 在分布左侧， 资产

收益出现极端值的概率要远远高于正态分布所呈现的概率。 如果使用正态分布对收

益率建模， 将会低估极端下行风险出现的频率及其破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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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Ａ股和美股的核密度函数

除了单个资产的收益序列不满足正态分布外， 资产之间的相依关系也不符合经

典模型的线性相关假设。 在不同历史时期， 各类资产所能贡献的分散效果大相径

庭。 笔者对比了不同阶段资产收益之间的皮尔逊相关系数②。 全样本为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共计 １２０ 个观测值。 在此期间， Ａ 股市场的平均波动率为 ２４ ３％。
危机阶段是指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共计 １５ 个观测值， 对应着美国次贷危机

所引发的全球金融海啸的时期。 在此期间， 全球市场剧烈波动， Ａ 股市场的平均波

动率为 ４４ ６％， 几乎是正常时期的 ２ 倍。 表 ２ 和表 ３ 分别列示了两个时期的相关性

系数矩阵。

表 ２　 全样本的相关系数矩阵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资产类别 Ａ 股 港股 美股 债券 商品 对冲基金

Ａ 股 １ ００
港股 ０ ６０ １ ００
美股 ０ ４１ ０ ７１ １ ００
债券 －０ ２０ －０ ２２ －０ １８ １ ００
商品 ０ ４１ ０ ４６ ０ ３９ －０ ３７ １ ００

对冲基金 ０ ７４ ０ ８７ ０ ６２ －０ ２２ ０ ４６ １ ００

金融科学 《国际商务———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报》 ２０１９ 年第 ２ 期

①

②

受篇幅所限， 其余资产类别的核密度函数分布图从略， 可联系作者索取。
皮尔逊 （Ｐｅａｒｓｏｎ） 相关系数用于描述两个随机变量之间线性相关性的强弱和方向， 取值在－１～１ 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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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危机阶段的相关性系数矩阵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资产类别 Ａ 股 港股 美股 债券 商品 对冲基金

Ａ 股 １ ００
港股 ０ ７９ １ ００
美股 ０ ４９ ０ ８０ １ ００
债券 －０ １２ －０ ５０ －０ ４７ １ ００
商品 ０ ３３ ０ ５６ ０ ５３ －０ ７２ １ ００

对冲基金 ０ ７８ ０ ９２ ０ ６４ －０ ３９ ０ ５６ １ ００

从表 ３ 可以看出， 投资某些资产确实能够产生分散效应。 例如， 考察 Ａ 股和其

余资产的相关性可以发现， 在完整的 １０ 年内， 债券、 美股、 商品等资产与 Ａ 股市场

的相关性系数较低， 投资这些资产可以为 Ａ 股占主导的组合贡献一定的分散化。 然

而， 在危机阶段， 相关性发生了变化。 在 ２００８～２００９ 年金融危机期间， 大部分相关

系数不同程度上升， 只有 ５ 个下降。 这表明原先预期能够分散 Ａ 股风险的资产， 如债

券、 美股、 港股、 对冲基金等， 在危机阶段的风险分散效应大幅下降。 所以， 线性相关

假设会低估危机时期负收益的相关性， 从而低估投资组合的下行风险。

三、 将非正态性引入养老基金资产配置框架

前文一系列统计检验表明养老金所投资产中确实存在广泛的非正态性。 在进行

资产配置决策时， 如果忽略这些特性， 将会低估投资组合的下行风险。 因此， 有必

要将非正态性引入养老基金资产配置和组合优化过程。 本部分将介绍一套完整的统

计建模流程， 将上文讨论的三种形式的非正态性一并考虑在内。

（一） 引入自相关性

为修正资产收益率自相关性的影响， 笔者使用 Ｆｉｓｈｅｒ 等 （１９９４） 提出的 “反
平滑” 方法， 得到原始数据的 “反平滑” 形式， 从而更加准确地揭示收益率序列

的真实风险特征。 具体方法可分解为以下两步：
第 １ 步， 通过自回归方程， 得出每类资产收益序列的一阶自相关系数的估计

量。 该回归方程 ＡＲ （１） 的具体形式为：
Ｒ ｔ ＝ａ＋ｂＲ ｔ－１＋εｔ （１）

其中， Ｒ ｔ 是 ｔ 时刻的收益率， ｂ 为一阶自相关系数， εｔ 是均值为 ０、 标准差为

σε 的残差项。
第 ２ 步， 基于第 １ 步计算得到的一阶自相关系数， 采用式 （２） 计算出 “反平

滑” 的收益率序列：

Ｒ ｔ （ｃｏｒｒｅｃｔｅｄ） ＝
Ｒ ｔ－ｂＲ ｔ－１

１－ｂ
（２）

其中， Ｒ ｔ （ｃｏｒｒｅｃｔｅｄ） 为修正后的资产收益率。 该序列不存在一阶自相关性，
且有着和原始序列相同的期望收益向量和相似的协方差结构。

对于前文证明存在自相关性的三类资产———债券、 商品和对冲基金， 使用上述

方法进行修正， 并对修正的收益序列再次使用 Ｌｊｕｎｇ－Ｂｏｘ Ｑ 检验。 表 ４ 列示了 ＡＲ

《国际商务———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报》 ２０１９ 年第 ２ 期 金融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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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模型输出的自相关系数， 以及修正后的收益率序列的检验结果。 结果表明，
经过修正后的收益率序列不再具有一阶自相关性。

表 ４　 一阶自相关系数及修正数据的自相关性检验

指标 债券 商品 对冲基金

自相关系数 ｂ （原始序列）

Ｑ 统计量 （修正序列）

０ ３５∗∗∗ ０ １８∗∗ ０ ２４∗∗∗

（０ ００） （０ ０５） （０ ０１）
０ ０３ ０ ０５ ０ ０１

（０ ８６） （０ ８２） （０ ９３）

注： 括号内为 ｐ 值； “∗∗∗” “∗∗” “∗” 分别表示在 １％、 ５％、 １０％水平上显著。

可以证明， 修正自相关性的影响， 将大幅提高收益率序列的波动性。 如表 ４ 所

示， “反平滑” 后的收益率序列比原始序列具有更高的标准差， 这意味着自相关性

确实会平滑资产的波动性， 低估资产的真实风险。 此外还可证明， 上述变换并不会

改变资产收益率的均值， 对资产之间相关性的影响也非常轻微①。

表 ５　 “反平滑” 前后的波动率对比

指标 债券 商品 对冲基金

原始序列的年化波动率 ／ ％ ３ １４ １７ ２６ １３ ７９
修正序列的年化波动率 ／ ％ ４ ４８ ２０ ６６ １７ ４１

（二） 引入左侧厚尾特征

针对资产收益分布的 “左侧厚尾” 特征， 笔者采用一种半参数方法， 将收益

分布的中间部分和尾部分开单独拟合。 具体分成以下两步：
第 １ 步， 借助极值理论中的峰值过阈值法 （ ＰＯＴ）， 选择广义帕累托分布

（ＧＰＤ） 对收益率分布的尾部建模②。
第 ２ 步： 使用非参数核密度估计方法拟合收益率分布的中间部分。 由此可得到

一个半参数概率密度函数， 用以描述收益率的生成过程。
为检验收益分布拟合效果的优劣， 笔者从三个角度进行验证。
首先， 对真实数据和半参数 ＧＰＤ 方法的累积分布函数进行比较。 图 ２ 展示了

Ａ 股和债券的累积分布函数结果③。 对于这 ６ 类资产， 半参数 ＧＰＤ 方法都非常接近

观测数据的经验分布， 拟合效果较好。

金融科学 《国际商务———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报》 ２０１９ 年第 ２ 期

①

②

③

受篇幅所限， “反平滑” 前后的均值和相关性对比结果未在文中列示， 可联系作者索取。
广义帕累托分布由 Ｐｉｃｋａｎｄｓ 在 １９７５ 年首次提出， Ｄａｖｉｓｏｎ （１９８４）、 Ｄａｖｉｓｏｎ 和 Ｓｍｉｔｈ （１９９０） 作了进一

步研究。 本文使用 ＧＰＤ 的概率密度函数形式为： ｇ（ｘ； ｋ， σ， θ） ＝

１
σ

１＋
ｋ （ｘ－θ）

σ( )
－１－ １

ｋ ， ｋ≠０，

１
σ

ｅ－
ｘ－θ
σ ， ｋ＝ ０

ì

î

í

ïï

ïï

其中， ｋ、 σ、 θ 分别为形态参数、 尺度参数和阈值参数。 参数估计使用极大似然法。
受篇幅所限， 其余资产的累积分布函数图从略， 可联系作者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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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半参数ＧＰＤ方法的累积分布函数

第二， 使用柯尔莫可洛夫－斯米洛夫 （Ｋｏｌｍｏｇｏｒｏｖ－Ｓｍｉｒｎｏｖ， ＫＳ） 经验分布检

验法分别对两个不同的收益分布假设进行检验。 这两个原假设分别是： Ｈ０： 收益

率服从正态分布； Ｈ′０： 收益率服从半参数 ＧＰＤ 方法拟合出的分布形态。 表 ６ 列示

了相应结果。 结果表明， 半参数 ＧＰＤ 方法的拟合效果优于正态分布。

表 ６　 正态分布与半参数 ＧＰＤ的 ＫＳ检验结果

ＫＳ 统计量 Ａ 股 港股 美股 债券 商品 对冲基金

正态分布

半参数 ＧＰＤ

０ １０ ０ １１∗ ０ １１∗ ０ ０５ ０ ０７ ０ １１∗

（０ １５） （０ １０） （０ １０） （０ ８６） （０ ５６） （０ ０８）
０ ０６ ０ ０６ ０ ０５ ０ ０４ ０ ０５ ０ ０６

（０ ７６） （０ ７３） （０ ８８） （０ ９７） （０ ９２） （０ ７２）

注： 括号内为 ｐ 值， “∗” 表示在 １０％水平上显著。

第三， 使用分位数－分位数 （Ｑｕａｎｔｉｌｅ－Ｑｕａｎｔｉｌｅ ｐｌｏｔ， ＱＱ） 图检验半参数 ＧＰＤ 方

法对于左侧尾部的拟合效果。 如图 ３ 所示， 对于 Ａ 股而言， 半参数 ＧＰＤ 方法对低分

位点， 即左侧尾部的拟合效果要明显优于正态分布。 对于其余资产类别， 结论也是类

似的①。 这意味着半参数 ＧＰＤ 方法比正态分布更能准确地刻画尾部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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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Ａ股 ＱＱ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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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受篇幅所限， 其余资产类别的 ＱＱ 图对比结果未列示， 可联系作者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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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引入相关性的非线性特征

在极端市场环境中， 资产之间的线性关系往往会遭到破坏， 极端负收益同时出

现的概率远高于多元正态分布所刻画的概率。 所以， 笔者引入 ｃｏｐｕｌａ 取代 Ｐｅａｒｓｏｎ
相关性系数来刻画资产之间的相依关系。 考虑到 ｔ 分布比正态分布能够更好地描述

相关性上升的效应， 笔者选用 ｔ－ｃｏｐｕｌａ 来构造资产收益率之间的相依关系①。
为验证 ｔ－ｃｏｐｕｌａ 的模拟效果， 首先考虑一个仅包括 Ａ 股和对冲基金两类资产

的例子。 假设这两类资产收益的边缘分布均为正态， 随后在线性相关和 ｔ－ｃｏｐｕｌａ
（简单假设自由度为 ２） 两种假设下， 分别生成 １０ ０００ 个模拟收益率。 图 ４ 展示了

两种假设下对相依结构建模的模拟效果。 可以看出， 使用 ｔ－ｃｏｐｕｌａ 模拟的收益率散

点分布呈星形状， 而线性相关性假设下模拟的收益率散点分布更接近椭圆形。 与多

元正态分布假设相比， 使用 ｔ－ｃｏｐｕｌａ 的模拟数据更能体现两类资产在市场承压期急

剧升高的相关性。 除了左侧尾部， 其他极端情况也变得更加容易同时发生。 例如，
Ａ 股极端负收益和对冲基金极端正收益同时出现的频率， 以及 Ａ 股和对冲基金同

时出现极端正收益的频率， 也要远远高于线性相关假设下的频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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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两种假设下相应结构建模模拟效果

笔者使用极大似然估计法对 ｔ－ｃｏｐｕｌａ 进行参数估计。 对于包含 ６ 类资产的情

形， ｔ－ｃｏｐｕｌａ 的自由度估计值为 ２１ ０７， 相关系数矩阵的估计如表 ７ 所示。

表 ７　 ｔ－Ｃｏｐｕｌａ的相关性系数矩阵估计

资产类别 Ａ 股 港股 美股 债券 商品 对冲基金

Ａ 股 １ ００
港股 ０ ５３ １ ００
美股 ０ ３５ ０ ６２ １ ００
债券 －０ １５ －０ ０７ ０ ０１ １ ００
商品 ０ ３７ ０ ３７ ０ ２７ －０ ２０ １ ００

对冲基金 ０ ６５ ０ ８３ ０ ５９ －０ ０６ ０ ４１ １ 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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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ｔ－ｃｏｐｕｌａ 的分布函数形式为： ＣＴ（ ｕ１，ｕ２，…ｕｄ； ∑，ｖ） ＝ Ｔｄ，∑，ｖ（Ｔ－１
ｖ （ ｕ１ ）， Ｔ－１

ｖ （ｕ２ ），…，Ｔ－１
ｖ （ ｕｄ ））。 其

中， ｕｉ 是第 ｉ 个随机变量的边缘分布函数， ｉ＝ １， …， ｄ， Ｔｄ，∑，ｖ为 ｄ 维 ｔ 分布函数， ∑为相关系数矩阵， ｖ 为

自由度， Ｔｖ （ｘ） 为自由度为 ｖ 的一维 ｔ 分布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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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考虑非正态性的养老基金资产配置决策

本部分， 笔者沿用收益－风险二元分析框架， 并引入 ＣＶａＲ 作为风险测度指标，
分析养老基金在进行资产配置决策时考虑非正态性的重要意义。

（一） 非正态性对于养老基金组合业绩的影响

假设有一个养老基金组合 Ｐ， 初始价值为 １０ 亿元， 初始配置为： 股票 ６０％
（其中 Ａ 股 １５％， 港股 ５％， 美股 ４０％）， 债券 ３０％， 另类投资 １０％ （其中商品

２ ５％， 对冲基金 ７ ５％）， 投资期限为 １０ 年， 且持有至到期。
对考虑非正态性前后的投资业绩进行比较。 对于假设各类资产收益率服从正态

分布和考虑资产收益率的非正态性这两种情形， 分别通过 Ｍｏｎｔｅ－Ｃａｒｌｏ 模拟生成每

类资产未来 １０ 年的月度收益率， 并按照初始配置比例计算出组合 Ｐ 的最终财富值。
笔者使用 ＣＶａＲ 替代标准差作为风险测度指标， 在具体计算中， 将 ＣＶａＲ９５定义为

１０ ０００ 次模拟中组合业绩最糟糕的 ５００ 次的平均损失。
图 ５ 是非正态情形下组合 Ｐ 在 １０ 年后的盈利 （损失） 分布。 如果考虑非正态

性， 该组合的 ＣＶａＲ９５是 ２ ８９ 亿元， 也就是说， 在最糟糕的 ５％情形下的平均预期损

失为 ２ ８９ 亿元， 相当于在一个为期 １０ 年的投资期内， 组合的累计回报率为－２８ ９％。
如果忽略了非正态性， 那么 ＣＶａＲ９５是 ２ ４２ 亿元， 风险被低估了 ４ ７ 亿元①。 所以，
为更准确地评估预期风险， 养老基金有必要考虑资产收益分布的非正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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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考虑非正态性的组合 Ｐ的累计盈利 （损失） 分布图

（二） 考虑非正态性的养老基金资产配置模型及应用

在对资产收益率建模的基础上， 笔者使用均值－ＣＶａＲ 模型进行资产配置决策，
即在给定预期收益的条件下最小化 ＣＶａＲ９５， 从而求解最优组合的配置权重。 在优

化过程中， 使用 Ｒｏｃｋａｆｅｌｌａｒ 和 Ｕｒｙａｓｅｖ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２） 提出的线性规划方法。 该模

型可根据养老基金投资政策灵活地设置约束条件。 至此， 笔者建立起完整的考虑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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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笔者也对其他配置比例的几个投资组合进行了研究， 结论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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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态性的资产配置模型， 模型框架如图 ６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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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６　 考虑非正态性的资产配置模型框架

沿用前述案例， 仍然假设养老基金初始投资规模为 １０ 亿元， 考虑最优资产配置

决策问题。 图 ７ 展示了由 １０ 个有效组合构成的有效前沿。 其中， 第 １ 个组合为最小

ＣＶａＲ９５组合， 第 １０ 个组合为最大收益组合， 中间 ８ 个组合按照预期收益大小等距地

分布于第 １ 个和第 １０ 个组合之间。 可以看出， 使用非正态模型得到的有效前沿和建

立在正态假设之上的传统模型的结果有所不同。 对任意给定的预期收益， 前者都对应

着更大的 ＣＶａＲ９５， 也即更高的预期风险。 可见， 由于传统模型未考虑收益的非正态

性， 会导致决策者低估组合下行风险， 从而难以作出最优资产配置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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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７　 均值－ＣＶａＲ有效前沿

笔者计算了以 ４％为目标收益率时使用非正态模型和传统均值－方差模型得到

的最优配置比例， 如表 ８ 所示， 并计算了各个组合的绩效指标， 如表 ９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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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８　 给定目标收益率的最优组合权重

％

资产类别 初始组合 考虑非正态性的组合 正态假设组合
股票 ６０ ０ ３２ ８ ３０ ７
Ａ 股 １５ ０ ０ ０ ０ ０
港股 ５ ０ ０ ０ ０ ０
美股 ４０ ０ ３２ ８ ３０ ７
债券 ３０ ０ ５０ ５ ４４ ４

另类投资 １０ ０ １６ ８ ２４ ９
商品 ２ ５ ０ ０ ０ ０

对冲基金 ７ ５ １６ ８ ２４ ９
总计 １００ ０ １００ ０ １００ ０

表 ９　 最优组合的绩效指标

业绩指标 初始组合 考虑非正态性的组合 正态假设组合

预期波动率 ／ ％ １０ ７２ ６ ８７ ７ １５
预期收益率 ／ ％ ３ １４ ３ ８５ ３ ８３

夏普比率 ０ １９ ０ ２９ ０ ２８
考虑非正态性的 ＣＶａＲ９５ ／ 百万元 ２８９ １３９ １５０

每单位 ＣＶａＲ９５的收益 ０ ０７ ０ １４ ０ １３

注： 假设计算夏普比率的无风险利率为 ２％。

从表 ８ 和表 ９ 可以看出： 考虑非正态性对于资产配置效果有着重大影响。 与均值－
方差模型相比， 考虑非正态性的模型得出的最优组合能够取得更高的预期收益率、 更低

的预期波动率、 更高的夏普比率。 具体而言， 由于考虑了对冲基金收益分布的尖峰厚

尾、 极端情况下与其他资产相关性上升等特征， 考虑非正态性的最优组合相对降低了对

冲基金的配置比例， 由 ２４ ９％下降至 １６ ８％。 由于对风险有着更为稳健的估计， 考虑非

正态性的最优组合相对提高了低风险资产的配置比例， 如债券的配置比例由 ４４ ４％提高

至 ５０ ５％。 整体上说， 虽然对于预期收益率和夏普比率的提升并不显著， 但考虑非正态

性的最优组合更显著地控制和降低了组合实际承担的风险， 将 ＣＶａＲ９５从 １５ ０％降至

１３ ９％， 有效改善了风险收益比， 单位 ＣＶａＲ９５能获取的预期收益从 ０ １３ 提升至 ０ １４。
所以， 虽然对于预期收益的提升不太明显， 但对于体量巨大的养老基金而言， 从战略配

置层面看， 这种波动率的降低和风险收益比的提升仍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五、 结论与建议

资产配置是养老基金等长期机构投资者最为重要的投资决策。 金融市场运行的

真实情况表明， 资产收益率并不是正态的， 尤其是极端负面事件发生的频率要比预

期的高得多。 当这些事件发生时， 往往会令养老金遭受巨大损失。 所以， 养老金投

资运营机构一直受困于如何更好地将非正态特征引入资产配置过程中。
借鉴已有文献， 笔者试图从中国养老基金管理者的角度解决这一问题， 验证了

养老基金所投主要资产的非正态特征， 针对自相关性、 左尾特征和尾部相关性， 使

用 “反平滑” 方法、 半参数 ＧＰＤ 方法和 ｃｏｐｕｌａ 函数等统计方法予以修正， 建立了

考虑非正态性的资产配置模型， 并将该模型应用于养老基金的资产配置实践。 结果

《国际商务———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报》 ２０１９ 年第 ２ 期 金融科学



－１２８　　 －

表明：
（１） 忽略资产收益分布的非正态性， 将会显著低估组合的下行风险， 使得决

策者难以作出最优资产配置决策。
（２） 引入非正态特征， 则有利于控制和降低组合风险， 改善组合风险收益比，

并减少极端事件带来巨大损失的风险。
本文中， 笔者使用的方法和所得结论对于养老基金进行资产配置决策和投资组

合构建有着重要现实意义， 且具有较强的实践性和可操作性； 所用方法对于投资组

合的风险评估和管理也具有借鉴意义。

致　 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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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ＬＥＥ Ｃ， ＳＵ Ｊ． 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ｎｇ ｖａｌｕｅ－ａｔ－ｒｉｓｋ：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Ｊ］ ．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 ２０１２， ３９（３）： ３０９－３３１．
［１６］ＬＯＮＧＩＮ Ｆ Ｍ． Ｆｒｏｍ ｖａｌｕｅ ａｔ ｒｉｓｋ ｔｏ ｓｔｒｅｓｓ ｔｅｓ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ｘｔｒｅｍｅ ｖａｌｕｅ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Ｂａｎｋｉｎｇ ａｎｄ

Ｆｉｎａｎｃｅ， ２０００， ２４： １０９７－１１３０．
［１７］ＬＯＮＧＩＮ Ｆ Ｍ． Ｔｈｅ ｃｈｏｉ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ｓｓｅｔ ｒｅｔｕｒｎｓ： ｈｏｗ ｅｘｔｒｅｍｅ ｖａｌｕ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ｃａｎ ｈｅｌｐ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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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ａｎｋｉｎｇ ＆ Ｆｉｎａｎｃｅ， ２００５， ２９（４）： １０１７－１０３５．
［１８］ ＭＡＲＫＯＷＩＴＺ Ｈ Ｍ． Ｐｏｒｔｆｏｌｉｏ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ｄｉｖｅｒ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 Ｍ ］．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Ｂａｓｉｌ

Ｂｌａｃｋｗｅｌｌ， １９５９．
［１９］ＭＡＵＳＳＥＲ Ｈ， ＲＯＳＥＮ Ｄ．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ｒｉｓｋ ／ ｒｅｔｕｒｎ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ｓ ｆｏｒ ｃｒｅｄｉｔ ｒｉｓｋ ［Ｊ］ ． ＡＬＧＯ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１９９９， ２

（４）： ３５－４８．
［２０］ＲＯＣＫＡＦＥＬＬＡＲ Ｒ Ｔ， ＵＲＹＡＳＥＶ Ｓ．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ｖａｌｕｅ－ａｔ－ｒｉｓｋ ［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Ｒｉｓｋ， ２０００， ２

（１）： １０７１－１０７４．
［２１］ＲＯＣＫＡＦＥＬＬＡＲ Ｒ Ｔ， ＵＲＹＡＳＥＶ Ｓ．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ｖａｌｕｅ－ａｔ－ｒｉｓｋ ｆｏｒ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ｌｏｓｓ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Ｂａｎｋ⁃

ｉｎｇ ａｎｄ Ｆｉｎａｎｃｅ， ２００２， ２６：１４４３－１４７１．
［２２］ ＳＥＧＥＲＳ Ｊ． Ｎｏｎ － ｐａｒａｍｅｔｒｉｃ ｉ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ｆｏｒ ｂｉｖａｒｉａｔｅ ｅｘｔｒｅｍｅ － ｖａｌｕｅ ｃｏｐｕｌａｓ ［ Ｍ］．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Ｎｏｖａ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 Ｉｎｃ．， ２００７： １８１－２０３．
［２３］ＸＩＯＮＧ Ｊ， ＩＤＺＯＲＥＫ Ｔ．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ｓｋｅｗ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ｆａｔ ｔａｉｌｓ ｏｎ ｔｈｅ ａｓｓｅｔ 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Ｊ］ ．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Ａｎａ⁃

ｌｙｓｔ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２０１１， ６７（２）： ２３－３５．
［２４］ＺＥＥＶＥ Ａ， ＭＡＳＨＡＬ Ｒ． Ｂｅｙｏｎｄ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ｅｘｔｒｅｍｅ ｃｏ－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ａｓｓｅｔｓ ［Ｒ ／ ＯＬ］．（２００２－

０７－１５）［２０１７－１２－３１］． ｈｔｔｐｓ： ／ ／ ｓｓｒｎ．ｃｏｍ ／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 ３１７１２２．

（责任编辑　 谭晓燕）

Ａｎ Ａｓｓｅｔ 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 Ｉｎ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ｎｇ
Ｍａｒｋｅｔ Ｒｅｔｕｒｎ Ｎｏｎ－ｎｏｒｍ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Ｉｔｓ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ＤＩＮＧ Ｃｈｕｎｘｉａ， ＨＯＵ Ｗｅｉｘｉａｎｇ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Ｂｅｉｊｉｎｇ １０００２９）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ｏ ｅｖａｌｕａｔｅ ｔａｉｌ ｒｉｓｋ ｍｏｒｅ ｐｒｅｃｉｓｅｌｙ，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ｓ ｔｈｅ ｎｏｎ －
ｎｏｒｍ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ａｓｓｅｔ ｒｅｔｕｒｎｓ ｉｎｔｏ ａｓｓｅｔ 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Ｂｙ ｅｍｐｌｏｙｉｎｇ ａ ｓｅｒｉｅｓ ｏｆ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 ａｎｔｉ － ｓｍｏｏｔｈｉｎｇ”， ｓｅｍｉ － ｐａｒａｍｅｔｒｉｃ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Ｐａｒｅｔｏ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 ａｎｄ ｃｏｐｕｌａｓ ｔｏ ｍｏｄｅｌ ｎｏｎ － ｎｏｒｍａｌｌｙ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ｄ ａｓｓｅｔ ｒｅｔｕｒｎｓ， ｕｓｉｎｇ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ｖａｌｕｅ－ａｔ－ｒｉｓｋ ａｓ ｒｉｓｋ ｍｅａｓｕｒｅ， ｔｈｅ ｐａｐｅｒ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ｓ ａｎ ａｓｓｅｔ 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ｔｈａｔ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ｓ ｎｏｎ－ｎｏｒｍａｌｉｔｙ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ｍｏｎｔｈｌｙ ｍａｒｋｅｔ ｒｅｔｕｒｎ ｓｅｒｉｅｓ ｏｆ ｓｉｘ ａｓｓｅｔ ｃｌａｓｓｅｓ，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ｅｑｕｉｔｙ， ｂｏｎｄｓ ａｎｄ 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ｓ， ｆｒｏｍ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００８ ｔｏ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７，
ｉｔ ａｌｓｏ ｖｅｒｉｆｉｅｓ ｔｈｅ ｎｅｃｅｓｓｉｔｙ ｏｆ ａｎｄ ｈｏｗ ｉｎ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ｎｇ ｎｏｎ－ｎｏｒｍａｌｉｔｙ ｉｎｔｏ ａｓｓｅｔ 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ｄｅ⁃
ｃｉｓｉｏｎ－ｍａｋｉｎｇ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ｂｙ ａｎａｌｙｚｉｎｇ ａｎ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ｃａｓｅ ｏｆ ｐｅｎｓｉｏｎ ｆｕｎｄ．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
ｔｈａｔ ｉｇｎｏｒｉｎｇ ｎｏｎ－ｎｏｒｍａｌｉｔｙ ｗｏｕｌｄ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ｕｎｄｅｒｅｓｔｉｍａｔｅ ｔｈｅ ｄｏｗｎｓｉｄｅ ｒｉｓｋ ｏｆ ｔｈｅ ｐｏｒｔ⁃
ｆｏｌｉｏ， ｗｈｉｌｅ ｉｎ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ｎｇ ｎｏｎ－ｎｏｒｍａｌｉｔｙ ｍａｙ ｈｅｌｐ ｔｏ ｒｅｄｕｃｅ ｔｈｅ ｐｏｒｔｆｏｌｉｏｓ ｖｏｌａｔ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ｉｍ⁃
ｐｒｏｖｅ ｉｔｓ ｒｉｓｋ－ｒｅｔｕｒｎ ｐｒｏｆｉｌｅ Ｔｈｅ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ａｎｄ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 ａｒｅ ｏｆ ｇｒｅａｔ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ｆｏｒ ａｓｓｅｔ
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ｉｓｋ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ｏｆ ｌｏｎｇ－ｔｉｍｅ ｈｏｒｉｚｏｎ ｉｎｖｅｓｔｏｒ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ｐｅｎｓｉｏｎ ｆｕｎｄ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Ｎｏｎ－ｎｏｒｍａｌｉｔｙ； Ａｓｓｅｔ 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Ｓｅｍｉ－ｐａｒａｍｅｔｒｉｃ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Ｐａｒｅｔｏ Ｄｉｓ⁃
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Ｃｏｐｕｌａ；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Ｖａｌｕｅ－ａｔ－ｒｉｓ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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