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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利率上升，固定收益对冲基金在 9 月领涨
HFRI 相对价值套利在波动的月份表现领先； 能源、商品基金因债券、股票

下跌而飙升
芝加哥（2021 年 10 月 7 日）—— 全球对冲基金行业指数化、分析和研究的公认全球领导者
HFR®今天的数据显示，对冲基金在 9 月上涨，在全球股市和固定收益大幅下跌的情况下度过了
一个动荡的月份，因为通胀压力持续上升。HFRI 基金加权综合指数® (FWC) 在 9 月份上涨了
+0.13%，比股市跌幅高出 500 个基点，而可投资的 HFRI 500 基金加权综合指数上涨了
+0.24%。
9 月份基础指数成分的表现差异扩大，HFRI 的前十分位平均上涨 +9.10%，而当月的下十
分位平均下降 -6.15%，代表自上而下的离差为 9 月份为 15.25%，而 8 月份则为 11.45%。 在过去
的 12 个月中，HFRI 的前十分位数平均上涨了 +81.4%，而最低十分位数平均下降了 -7.0%。
在本月所有主要策略中，基于固定收益、对利率敏感的 HFRI 相对价值（总）指数在 9 月
份上涨 +1.0%，原因是对刺激支出增加和美联储减少债券购买的预期导致利率飙升 ，以及不断上
升的通胀压力； 可投资的 HFRI 500 相对价值指数本月上涨了 +0.9%。 子策略表现由 HFRI RV：
收益替代指数领涨，当月回报率为 +5.5%，而可投资的 HFRI 500 RV：波动率指数则上涨
+0.8%。
随着利率上升、能源价格攀升和股市下跌，不相关的宏观策略也在 9 月份取得了正收益。
HFRI 宏观（总）指数上涨 +0.5%，而可投资 HFRI 500 宏观（总）指数上涨 +1.2%。 宏观子策略
表现由 HFRI 宏观：商品指数领涨，9 月份飙升 +5.2%，而 HFRI 宏观：货币指数上涨 +1.0%。

可投资的 HFRI 500 事件驱动指数上涨 +0.09%，而 HFRI 事件驱动指数上涨了 0.09%，事
件驱动策略通常侧重于失宠、高价值股票敞口和对并购情况的投机，在 9 月 HFRI 事件驱动
（总）指数上涨 +0.04%。 ED 子策略下跌的领头羊是 HFRI ED：激进指数下跌 -2.8%，而 HFRI
ED：并购套利指数上涨 +1.2%
由于许多股票市场因利率上升而从历史高位回落，股票对冲策略在 9 月份出现下滑，该策
略在专门的子策略中进行多头和空头投资。 HFRI 股票对冲（总）指数当月下跌 -0.35%，因为能
源的强劲贡献被量化和多策略敞口的下降所抵消。 可投资的 HFRI 500 股票对冲指数 9 月下跌 0.67%，将年初至今的涨幅收窄至 +10.0%。 由于商品价格飙升，HFRI EH：能源/基础材料指数飙
升 +4.1%，为 2021 年 2 月以来最强劲的一个月。 HFRI EH：量化方向指数领跌整个 EH 子策
略，9 月份下跌 -3.6%。
风险溢价策略在 9 月份的表现喜忧参半，因为大宗商品敞口的收益被利率下降所抵消。
HFR BSRP 大宗商品指数本月上涨 +2.94%，而 HFR BSRP 利率指数下跌 -3.4%。 HFRX 全球对冲
基金指数在 9 月份下跌 -0.38%，其中 HFRX 宏观指数下跌 -1.2%。
HFRI 女性指数在 9 月份小幅下跌 -0.11%，而 HFRI 少数族裔指数下跌 -0.25%。
“对冲基金在 9 月份的固定收益、商品和事件驱动策略中广泛上涨，这与全球股票和固定
收益市场的急剧下跌成反比，后者是由于对通胀上升、过度政府支出和债务的担忧导致的 与支出
相关的负担。 考虑到股票和债券下跌的幅度，积极的表现是 HFRI 近期历史上最令人印象深刻的
表现之一”，HFR 总裁 Kenneth J. Heinz 表示。 “与之前对冲基金业绩受高贝塔系数和风险市场
环境驱动相比，当前流动的宏观经济环境需要更大的专业化、战术灵活性和战略投资组合执行，
所有这些都在 9 月份表现出来。 对有效的资本保全和对这些动态因素的机会性敞口感兴趣的机构
可能会增加他们对广泛的基金的敞口，这些基金已经证明了其策略的稳健性和弹性，从而度过了
我们在 9 月份观察到的具有挑战性的波动时期。”

HFR 指数已在 ESMA 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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