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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证 180 风格指数编制方案 

上证 180 风格指数系列以上证 180 指数为样本空间，该指数系列共 4 只指数，包括上

证 180 成长指数和上证 180 价值指数，上证 180 相对成长指数和上证 180 相对价值指数。

上证 180 风格指数系列的推出，从风格特征的角度进一步刻画了上证 180 指数，也为投资

者提供了新的业绩基准和资产配置工具。 

一、 指数名称与代码 

上证 180 成长指数 

指数简称：180 成长     指数代码：000028 

上证 180 价值指数 

指数简称：180 价值     指数代码：000029 

上证 180 相对成长指数 

指数简称：180R 成长     指数代码：000030 

上证 180 相对价值指数 

指数简称：180R 价值     指数代码：000031 

二、 样本选取方法 

（一）样本空间 

上证 180 风格指数以上证 180 指数样本股为样本空间。 

（二）选样方法 

1、计算价值因子与成长因子的变量数值 

计算用于确定价值和成长特征的变量值。 

上证 180 风格指数的成长因子与价值因子为： 

成长因子：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净利润增长率和内部增长率 

价值因子：D/P、B/P、CF/P、E/P 

在计算主营业务收入和净利润增长率时，用过去 3 年主营业务收入与净利润数据采用

回归方法确定长期增长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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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a 为斜率，b 为截距，t 为以月份表示的年。 

然后估算出主营业务收入与净利润的平均值 profitsales和 。 

则
al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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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增长率 G=净资产收益率×（1-红利支付率） 

价值因子的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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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P=过去 1 年的现金红利/过去 1 年的日均总市值 

E/P=过去 1 年的净利润/过去 1 年的日均总市值 

B/P= 近 1 期报表的净资产/过去 1 年的日均总市值 

CF/P=过去 1 年的净现金流量/过去 1 年的日均总市值 

2、计算 Z 值 

计算出每只股票的 7 个变量值之后，在样本空间内对所有 7 个变量值进行标准化 z 分

处理。 

2.1 极值处理 

为确保用于标准化处理的市场均值不会因为极值而受到太大影响，首先需对变量进行极

值调整。 

计算每一个变量时，先对样本空间内所有股票的数值按照升序排列。对于处在下端 5％

或者上端 95％等级的数值，分别设定为第 5％等级与 95％等级的数值。 

2.2 缺省值处理 

若某股票的一个或者多个成长因子或者价值因子缺失，则采用该股票同行业的平均值代

替。 

2.3 计算变量 Z 值 

Z 值是 常见的变量标准化处理方法，它是为了将其与计量单位不同或者标度不同的其

他变量组合在一起。确定 Z 值的方法如下： 

该变量的标准差

场均值变量数值－该变量的市股票经过极值调整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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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计算风格 Z 值 

一个公司的成长 Z 值是 3 个成长因子 Z 值的均值，价值 Z 值是其 4 个价值因子 Z 值的

均值。 

成长 Z 值的计算公式： 

 gprofitGsalesG ZZZScoreGrowt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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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 Z 值的计算公式为： 

 PDPEPCFPB ZZZZScoreValueZ ////4

1
  

3、确定指数样本股 

3.1 风格指数 

第一步：选取成长Z值 高的60只股票作为成长指数样本股； 

第二步：选取价值Z值 高的60只股票作为价值指数样本股。 

3.2 相对风格指数 

第一步：将仅为成长指数样本股股票的成长风格权重设为1，价值风格权重设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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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步：将仅为价值指数样本股股票的价值风格权重设为1，成长风格权重设为0；  

第三步：将其他样本股按照成长排名/价值排名进行升序排列，并按照下述标准进行风格系

数的分配： 

成长排名/价值排名                          风格权重 

           前1/3                                75％成长/25％价值 

         中间1/3                                50％成长/50％价值 

          后 1/3                                25％成长/75％价值 

三、 指数计算 

上证 180 风格指数系列以“点”为单位，精确到小数点后 3 位。 

1、基日与基期 

上证 180 风格指数以 2002 年 6 月 28 日为基日，基点为 1000 点。 

2、指数计算公式 

上证 180 风格指数系列均采用派许加权综合价格指数公式进行计算。其中上证 180 成

长指数与上证 180 价值指数计算公式如下： 

1000
基期

市值报告期成份股的总调整
报告期指数   

其中，总调整市值 = ∑(股价×调整股本数×权重上限因子)，调整股本数的计算方法同上证

180 指数。权重上限因子介于 0 和 1 之间，以使样本股权重不超过 10%。 

上证 180 相对成长指数与上证 180 相对价值指数计算公式如下： 

1000
基期

市值报告期成份股的总调整
报告期指数  

 其中，总调整市值 = ∑(股价×调整股本×风格权重×权重上限因子)，权重上限因子介于 0 和

1 之间，以使样本股权重不超过 10%。 

四、 指数修正 

同上证 180 指数 

五、 成份股定期审核 

上证 180 风格指数系列依据样本稳定性和动态跟踪相结合的原则，每半年审核一次成

份股，同上证 180 指数一起进行审核，并根据审核结果调整指数成份股。 

1、审核时间 

中证指数专家委员会一般在每年 5 月和 11 月的下旬开会审核上证 180 风格指数系列，

样本股调整实施时间分别是每年 6 月和 12 月的第二个星期五收盘后的下一交易日。 

2、审核参考依据 

在风格指数审核过程中，需要对上证180指数成份股的价值Z值和成长Z值重新进行计

算，在运用缓冲规则之后再把股票纳入相应的风格指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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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5月和11月进行的半年风格指数审核时，将分别采用截止4月底和10月底的基本数

据。 

3、样本股调整数量 

定期调整指数样本时，上证 180 成长指数与上证 180 价值指数每次调整比例一般不超

过 20%。 

4、缓冲区规则 

为有效降低指数样本股周转率，上证 180 成长指数与上证 180 价值指数样本股定期调

整时设置 20％的缓冲区。对上证 180 成长指数，成长 z 值排名在前 48 名的新样本优先进入，

成长 z 值排名在前 72 名的老样本优先保留。对上证 180 价值指数，价值 z 值排名在前 48

名的新样本优先进入，价值 z 值排名在前 72 名的老样本优先保留。 

六、 成份股临时调整 

1、上证 180 相对风格指数的变更同步于上证 180 指数成份股的变更，以确保上证 180

指数与上证 180 相对成长指数和上证 180 相对价值指数在成份股构成和市值上保持一致。 

2、当上证180指数中有样本股被剔除，它将被立即调出上证180相对风格指数。 

中证指数有限公司会及时公布新进股票的成长权重和价值权重。如果价值权重不为 0，

则股票被加入上证 180 相对价值指数。如果成长权重不为 0，则股票被加入上证 180 相对

成长指数。新进股票可以同时被加入上证 180 相对成长指数与上证 180 相对价值指数，或

单独加入其中一只指数。新进股票价值 z 分与成长 z 分根据上证 180 指数中同行业的平均

水平来计算。 

3、上证180指数样本股临时调整时，上证180成长指数与上证180价值指数的处理原则

是“只出不进”。即如果上证180指数中有样本股被剔除，且此样本股属于上证180成长指

数或上证180价值指数，它将被立即调出该风格指数，该股票调出后,不再增加新的股票来替

代被剔除的样本股。该风格指数样本股数量短期内少于（在样本股分拆情况下，可能多于

60只 ）60只，在下一次定期调整时调整为60只。 

4、如样本公司发生收购，收购后新公司价值z分和成长z分与收购前总市值 大公司的

风格得分保持一致。 

如样本公司发生合并，合并后新公司的价值z分与成长z分与合并前总市值 大公司的风

格得分保持一致。 

如样本公司发生拆分，拆分成立的公司的价值 z 分与成长 z 分与公司未拆分前保持一致。 

七、权重上限因子调整 

同上证180金融指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