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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_Summary] 投资要点 

 结论 1：ETF 本身不是市场下跌的原因，但在“流动性错配”的某些情形
下，会在一定程度上放大波动。 

1）ETF 影响力提升的同时，也引发其对金融市场稳定的担忧。截至 2018
年，美国国内上市的 ETF 规模超过 3.4 万亿美元，是美国 6%的家庭持有
的主流投资工具，占美国股票交易总量的 30%。 

2）ETF 本身不是市场下跌的原因，但在极端情况下如“流动性错配”，会在
一定程度上放大波动。1）传染风险。当投资者无法获得他们希望处置的金
融资产的流动性，进而被迫出售其他资产，从而将定价和流动性压力分散
到整个金融系统。2）恐慌抛售和负反馈循环。即在 ETF 份额具有流动性，
但基础资产缺乏流动性情况下，ETF 份额的赎回可能进一步放大基础资产
的流动性约束，进一步压低价格出售，反过来触发额外的 ETF 份额赎回压
力。 

3）本次美国市场下跌中，会否出现类似的波动放大效应。例如由于美国期
货、股票市场交易时间区别，隔夜期货的大跌引发股市低开，竞价阶段即
积累了大量基于跨市场价差以及波动率的自动交易挂单，从而形成的标的
股票无法匹配成交问题，带来的流动性短期缺失情形。但总体看，美股指
数如标普 500 的主要成分股的流动性并没有出现问题，前述市场放大作用
可能仅限于日内交易的某些阶段。 

 结论二：VIX 相关金融产品、衍生品，易形成负反馈，加剧市场波动。 

做空波动率基金 ETP，以及包括风险平价策略在内的波动率目标策略，都
是在 2008 年之后，随着市场波动率低位运行，而被开发的产品与策略。
但这一次 VIX 的跳升，可能形成以下负反馈： 

叠加做空波动率基金 ETP，以及波动率目标策略，可能出现如下负反馈过
程，放大市场波动，即：股票下跌-VIX 上升-做空 VIX 的 ETP 买入 VIX 看
涨期货对冲-VIX 继续上升-风险平价基金等波动率目标策略继续抛售股票-
ETF 被动型基金赎回-股市下跌。 

负反馈效应的减弱、终结的思考：1）VIX 跳升，做空波动率基金 ETP 净
值遭遇较大回撤，对 VIX 形成负反馈的效应减弱；2）随着 VIX 提升，波
动率目标策略大幅去杠杆之后，抛售力量衰减；3）市场信心恢复，危机解
除，VIX 回落，上述负反馈循环解除。 

 风险提示：疫情延续时间长；市场信心继续受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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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ETF 会否放大市场波动 

 过去十年，美国 ETF 规模、数量持续提升。ETF 以其投资组合以及可

上市交易的特性，是数十年来最重要的金融创新之一，改变了资产管理

行业，也逐渐成为美国人常用的投资方式。随着 2008 年后美股牛市，

保险机构、养老基金、401K 计划等纷纷加大权益投资比重，ETF 的规

模、占比都在持续提升。根据美国 ICI 数据，美国国内上市的 ETF 规模

超过 3.4 万亿美元，是美国 6%的家庭持有的主流投资工具，占美国股

票交易总量的 30%。 

 

图表 1：美国 ETF 规模和数量增长；十亿美元 

 
来源：ICI，中泰证券研究所 

 

 ETF 影响力提升的同时，也引发其对金融市场稳定的担忧。鉴于 ETF

在市场规模、交易额中占比的提升，以及 ETF 作为低成本的指数跟踪、

配置工具，被大量程序化、自动交易基金所使用，也引发了其对金融市

场稳定的担忧。尤其在市场大幅波动时，ETF 是否会受到波动影响，还

是会放大危机，经常成为讨论焦点。 

 

 ETF 本身不是市场下跌的原因，但在极端情况下，会在一定程度上放大

波动。ETF 是不是会放大波动，业界和学术界的研究中形成较一致的研

究结果是，如根据美国国会对 ETF 的研究报告表明 1， ETF 本身不会

造成波动，但在某些极端情况下会放大波动 1。放大波动的机制较复杂，

包括了市场交易规则、自动化交易的趋同行为以及短期流动性等。 

 

 典型的情形是“流动性错配”带来的对市场波动的放大。流动性错配会对

那些寻求出售流动性差的 ETF 股票以换取现金的投资者构成挑战，有两

种情形。1）传染风险，也称为溢出风险，当投资者无法获得他们希望

处置的金融资产的流动性，进而被迫出售其他资产，从而将定价和流动

性压力分散到整个金融系统。根据 IMF 的研究 2，这种情况更有可能发

生在由流动性较差的资产组成的 ETF 中。传导的机制为，这些 ETF 可

能在市场压力较大时，通过向发行人持有的其它非 ETF 资产分散出售压

力，以获得流动性，从而增加传染风险，放大价格波动。2）恐慌抛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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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负反馈循环。即在 ETF 份额具有流动性，但基础资产缺乏流动性且不

稳定的流动性错配的情况下，存在负反馈循环的风险。这种情况下，ETF

份额的赎回可能进一步放大基础资产的流动性约束，进一步压低价格出

售，反过来触发额外的 ETF 份额赎回压力。 

 

 例如 2015 年 8 月 24 日美股市场波动的例子。SEC 对 2015 年 8 月 24

日美股大幅波动中的研究 1，也表明了 ETF 在市场“极端”波动中的放大

波动作用。道琼斯指数当时经历了此前历史上最大的盘中跌幅，包括大

型普通指数型 ETF 在内的 82 只 ETF 经历了大幅的价格波动。超过 12

只 etf 的交易价格远远低于其标的篮子的价值，约有 40%的股票当日下

跌超过 10%，造成抛售压力和流动性撤出的市场情绪。 

 

 本次市场急速下跌中，会否出现类似的波动放大效应。例如由于美国期

货、股票市场交易时间区别，隔夜期货的大跌引发股市低开，竞价阶段

即积累了大量基于跨市场价差以及波动率的自动交易挂单，从而形成的

标的股票无法匹配成交问题，带来的流动性短期缺失，会构成 ETF“流动

性错配”带来的对市场波动的放大。但总体看，美股指数如标普 500 的主

要成分股的流动性并没有出现问题，前述市场放大作用可能仅限于日内

交易的某些阶段。总体看，ETF 本身不是市场下跌的原因，但在“流动

性错配”的某些情形下，会在一定程度上放大波动。 

 

二、VIX 相关金融产品、衍生品负循环如何形成？ 

VIX 相关金融产品、衍生品，会否加剧波动 

 VIX 跳升，表明恐慌程度的刻画。标普 500 波动率指数即 VIX，是市场

隐含波动率水平，也是市场恐慌程度的刻画。低 VIX 反映市场运行平稳，

比如美股在2008年之后开启牛市期间，VIX维持在较低水平，2010-2019

年之间，VIX 均值为 16.8 左右；VIX 升高表明市场恐慌程度提升，市场

大幅波动、蕴含风险，今年 3 月 16 日 VIX 最高跳升至 82.69。 那么，

挂钩 VIX 的金融产品与策略，包括与 VIX 相关的金融产品，以及挂钩波

动率的衍生品，会否加大市场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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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2：VIX 指数创历史新高 

 
来源：wind，中泰证券研究所 

 

三、做空波动率基金 ETP 

 金融危机后，产生于对资产组合的套保需求。2008 年金融危机之后，机

构投资者对资产组合的套保需求大幅提升，于是大型投行开始创设波动

率跟踪基金 ETP，即按既定公式将资金投资于 VIX 期权和期货的 ETF

和 ETN 产品。从金融危机之后逐渐发展起步，由于美国市场的长牛以及

VIX 波动持续走低，通过做空 VIX 的 ETP 产品获利丰厚，也吸引了大量

投资者的进入，规模快速膨胀，2017 末发展至近 40 亿美元 1规模。。 

 

图表 3：“奇异”ETF规模情况；十亿美元 

 

来源：Financial Times，中泰证券研究所 

 

 但在市场下跌过程中，可能出现 VIX 走高，做空波动率 ETP 通过买入

VIX 看涨期权对冲的需求提升，从而出现负反馈。股票下跌和 VIX 波动

率迅速走高，进而引发做空波动率的 ETP 产品面临损失，使得 ETP 管

理人对买入看涨 VIX 期货以对冲做空敞口的需求提升，但买入 VIX 看涨

期货进一步推高了 VIX 指数，进而引发风险平价基金、量化对冲基金以

VIX 为参数阀值的自动减仓，加剧股票抛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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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波动率目标策略：如风险平价基金 

 低波动性可以提高金融体系对市场风险的敏感性。1）在投资组合风险

模型中，较低的波动性使投资者能够增加对金融资产的敞口，从而提高

对市场风险的敏感度。2）低波动性可以刺激投资者增加金融杠杆，从而

放大市场冲击。 

 

 市场波动率长期低位，是这类策略奏效的前提。海外市场上，波动率目

标投资策略，如风险平价基金日益流行，规模扩张很快。这类策略的奏

效的背景是市场长期低波动率，即对赌不会出现小概率风险，做空黑天

鹅。而过去一段时间，确实市场的实际市场波动率水平（指数标准差）

和预期或隐含波动率水平（VIX），被压至近 30 年最低水平，这类策略

有了肥沃的土壤。 

 

 这些基金的策略：策略是增持波动率低的资产，减持波动率高的资产，

维持总波动率大概不变，较低的市场波动率(全球股票和债券市场)意味

着需要更高的金融杠杆来满足波动率目标。最常见的策略，就是拿国债，

来给股票仓位做对冲，以往风险资产跌了，有避险资产补偿。 

 

 然而，在波动性飙升期间，这些策略可能导致重大的资产出售，以削减

杠杆。例如 IMF 对 2015 年 8 月美股波动时的研究 1，当时一个具有代

表性的波动目标投资策略大幅削减了其全球股票敞口，当时以波动率为

目标的投资策略所持有的美国股票超过 0.5 万亿美元，尽管这当时占比

还不到美国所有公开交易股票市值的 2.5%，但通过这些交易策略去杠杆

化的交易量可能会大得多，尤其是在股市承压的时候。 

 

图表 4：波动率目标策略产品规模情况 

 

来源：中泰证券研究所 

 

 这次市场环境的不同：风险资产、避险资产双杀，原因是，近期美国回

购市场出了流动性问题。避险资产随风险资产遭遇抛售，这多是因投资

者要被追缴保证金而抛出流动性更佳的资产所致。这种情况下，风险平

价基金被迫平仓、降低杠杆水平的遭遇会更严重，这些基金按照预先设

定的量化模型和计算机程序自动交易开启抛售。 

 

 叠加做空波动率基金 ETP，以及波动率目标策略，可能出现如下负反馈

过程，放大市场波动，即：股票下跌-VIX 上升-做空 VIX 的 ETP 买入 VIX

看涨期货对冲-VIX 继续上升-风险平价基金等波动率目标策略继续抛售

股票-ETF 被动型基金赎回-股市下跌。负反馈效应的减弱、终结的思考：

1）VIX 跳升，做空波动率基金 ETP 净值遭遇较大回撤，对 VIX 形成负

投资策略 波动率目标
偏离波动率目

标的灵活性

管理规模（亿美

元，2017年中）

过去三年管理规

模增长（%）

可变年金 8-12 低 4400 69

CTA自动化交易 15 中 2200 19

风险平价基金 10-15 中-高 150-17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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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馈的效应减弱；2）随着 VIX 提升，波动率目标策略大幅去杠杆之后，

抛售力量衰减；3）市场信心恢复，危机解除，VIX 回落，上述负反馈循

环解除。 

 

风险提示 

 疫情延续时间长；市场信心继续受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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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评级说明： 

 评级 说明 

股票评级 

买入 预期未来 6~12 个月内相对同期基准指数涨幅在 15%以上 

增持 预期未来 6~12 个月内相对同期基准指数涨幅在 5%~15%之间 

持有 预期未来 6~12 个月内相对同期基准指数涨幅在-10%~+5%之间 

减持 预期未来 6~12 个月内相对同期基准指数跌幅在 10%以上 

行业评级 

增持 预期未来 6~12 个月内对同期基准指数涨幅在 10%以上 

中性 预期未来 6~12 个月内对同期基准指数涨幅在-10%~+10%之间 

减持 预期未来 6~12 个月内对同期基准指数跌幅在 10%以上 

备注：评级标准为报告发布日后的 6~12 个月内公司股价（或行业指数）相对同期基准指数的相对市场表现。其

中 A 股市场以沪深 300 指数为基准；新三板市场以三板成指（针对协议转让标的）或三板做市指数（针对做市

转让标的）为基准；香港市场以摩根士丹利中国指数为基准，美股市场以标普 500 指数或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为

基准（另有说明的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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