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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股市下跌，HFRI500 上涨
大宗商品、货币和复合策略引领宏观收益；
利率敏感的相对价值，事件驱动也业绩上扬
芝加哥，（2022 年 9 月 8 日）——随着美国股市下跌，对冲基金在 8 月上涨，月底下跌扭转
了月内强劲的涨幅，因为美联储警告称，需要采取积极的货币政策措施来降低代际通胀。根据全
球对冲基金行业指数化、分析和研究的领导者 HFR® 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可投资的 HFRI 500
基金加权综合指数本月上涨 +0.5%，将 2022 年的跌幅收窄至 -2.5%，收益由宏观和事件驱动策
略的复苏推动。 HFRI 基金加权综合指数® 在 8 月也上涨了 0.5%，主要收益于量化、趋势跟踪
宏观 CTA 策略和货币敞口。
8 月份对冲基金表现的离散度收窄，HFRI 成分股的前十分位平均上涨了 +6.5%，而底部
十分位平均下降了 -12.3%，上下分散度为 18.8%。相比之下，7 月份的顶部/底部离散度为
22.8%，6 月份为 22.5%。今年前 8 个月，HFRI 的最高十分位平均飙升了 +36.7%，而最低十分
位平均下降了 -29.7%，表示顶部/底部离散度为 66.4%。大约 45% 的对冲基金在 8 月份业绩为
正。
尽管股市下跌，利率上升，市场波动增大，在大宗商品、量化、趋势跟踪 CTA 策略和以
货币为重点的风险敞口引领下，靠着美元强劲上涨，宏观策略延续了年初至今的强劲表现；可投
资的 HFRI 500 宏观指数本月飙升 +2.6%，将年初至今的业绩扩大至 +14.8%。 HFRI 宏观指数在
8 月份也上涨了 +1.6%，其中宏观子策略表现由 HFRI 500 宏观：大宗商品指数领涨，8 月份上
涨 +6.5%，HFRI 500 宏观：复合策略指数上涨 + 3.1%，而 HFRI 500 宏观：货币指数当月上涨

+2.8%。到 2022 年前八个月，宏观子策略收益由 HFRI 500 宏观：大宗商品指数领涨 +45.2%，
以及 HFRI 500 宏观系统性分散指数上涨 +17.7%。
事件驱动策略通常侧重于不受欢迎的深度价值股票风险敞口和并购情况投机，8 月份也有
所上涨， HFRI 事件驱动（总）指数上涨了 +0.8%，而可投资的 HFRI 500 事件驱动指数本月上
涨 +0.4%。 ED 子策略收益由 HFRI 500 事件驱动：复合子策略指数领涨，上涨 +1.6%；HFRI
500 事件驱动：合并套利指数，当月上涨 +1.2%。
8 月，基于固定收益、利率敏感的策略收益参差不齐，因为美联储警告称，需要采取积极
的货币政策措施来降低代际通胀，HFRI 相对价值（总）指数本月上涨 +0.8% ，而可投资的 HFRI
500 相对价值指数增加了 +0.2%。 HFRI 500 相对价值：复合策略指数 8 月上涨 +2.2%，而
HFRI 500 相对价值：可转换套利指数上涨 +1.2%。
股票对冲基金在专门的子策略中进行多头和空头投资，8 月份业绩下跌，原因是股市大幅
下跌，扭转了前一个月的强劲涨幅，可投资的 HFRI 500 股票对冲指数下跌 -1.0%，而 HFRI 股
票对冲（总) 指数小幅下跌-0.2%。 股票对冲子策略表现由 HFRI 股票对冲：能源基础材料指数
领涨，该指数本月上涨 +3.25%，部分被 HFRI 股票对冲：量化方向指数下跌 -3.2% 抵消。
流动性另类 UCITS 策略在 8 月业绩上涨，HFRX 市场方向指数上涨 +1.6%，而 HFRX 全
球对冲基金指数上涨 +0.95%，其中 HFRX 事件驱动指数在当月回报 +1.66%。风险溢价策略在 8
月份表现参差不齐，HFR 银行系统性风险溢价商品指数飙升 +3.44%，这被 HFR 银行系统性风险
溢价率指数下跌 -13.5% 所抵消。 HFRI 少数族裔指数在 8 月份上涨了 +1.4%，而 HFRI 女性指
数上涨了 +0.23%。
“对冲基金再次成功应对股市下跌、利率上升、代际通胀，以及对激进货币政策的预期增
加，在 8 月份实现强劲的、负相关的收益，延续 7 月份的强劲增长。已实现的波动是由月内情
绪的急剧逆转驱动的，上半月是由 7 月以来的风险偏好情绪的延续所驱动的，而下半月是由强烈
的风险规避趋势驱动的“，HFR 总裁 Kenneth J. Heinz 说： “延续主导 2022 年的强劲趋势，
宏观经济和地缘政治风险仍然居高不下，经理们有效地驾驭股票、固定收益、货币和大宗商品风
险敞口的快速演变、动态和波动的市场周期。在驾驭这些动态、多变的环境方面表现出能力和战
略稳健性的管理公司可能会从全球领先的金融机构吸引资金，这些机构希望降低利率风险并保存
资本，并在这些强大的市场中产生机会性风险敞口趋势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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