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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FRI 稳定的业绩上扬驱动行业资本规模创纪录 
 

HFRI 连续第十一个月业绩上扬进入 2017 年第四季度; 

随着股票达到创纪录水平，积极的资本流转到另类收益资产 

 
芝加哥（2017 年 10 月 19 日）- 根据对冲基金行业指数化，分析和研究的全球领先企业

HFR 今天的报道显示，由于全球经济增长前景持续改善，尽管地缘政治风险持续升高，

第三季度稳健表现和投资者流入让对冲基金资本规模连续第五个季度增加。全球对冲基金

行业资本总额创历史新高达到 3.15 万亿美元，比前一季度增长 500 亿美元。 HFRI 基金加

权综合指数在第三季度上涨了+2.3％，年度业绩达到+5.9%。其中 HFRI股票对冲指数业

绩领先，年度业绩高达+9.8％。 

投资者 17 亿美元的净流入比上一季度放缓，但仍然保持正值，流入抵消了投资者

的赎回以及某些基金经理将投资人资本的退回。虽然年初至今的流入总额达 25 亿美元仍

然保持低迷，但与 2016 年投资者 700 亿美元的流出相比，已然大幅逆转。 

继续上季度的趋势，宏观策略引领了第三季度的流入，尽管同期业绩增长幅度较小。

货币和量化，趋势跟随 CTA 策略导致投资者资金流入，投资者分别为其投入了 20 亿美元

和 18 亿美元的新资本。宏观基金在第三季度共收到净流入 42 亿美元，年初至今资金流入

达 102 亿美元，宏观策略整体资本规模达到 5870 亿美元。 HFRI 宏观（总）指数在第三

季度窄幅上涨了+0.4％，尽管该指数于 2017 年下滑了-0.4％。 

mailto:info@hfr.com
mailto:chris@macmillancom.com
mailto:henrietta@citysavvy.com


 HFR / Page 2 

在股东权益活跃交易策略的带动下，事件驱动经历了第三季度的 35 亿美元的流入，

抵消了前一季度的类似流出，年初至今的流入量达到 31 亿美元，并将事件驱动策略总规

模增加到 8150 亿美元。股东权益活跃交易策略引领资本流入，其净流入额为 23 亿美元，

而不良债子策略流入 15 亿美元。 HFRI 事件驱动（总）指数在第三季度上涨了+2.1%，使

年初至今的业绩达到了+6.2%。 

股票对冲策略在第三季度出现净资本流出，因为投资者降低了投资组合的 beta 以

及对股市新高的风险敞口。第三季度股票对冲策略有 29 亿美元的赎回，将年初至今的净

流出总量提高至 34 亿美元。尽管季度资本流出，股票对冲策略资本总规模受到强劲业绩

的影响仍创历史新高，达到创纪录的 9190 亿美元，使得股票对冲保持行业规模最大的主

策略。从基本价值子策略流出的 66 亿美元仅被方向性量化子策略流入的 19 亿美元部分抵

消。2017 年第三季度 HFRI 股票对冲（总）指数上涨了+3.4％，2017 年年度上涨了+9.8％，

领先四大主要策略。 HFRI 股票对冲：医疗保健指数领先所有子策略，年初至今增幅为

+16.9％。 

固定收益为基础的相对价值套利策略在第三季度也出现了净流出，投资者赎回了

31 亿美元，虽然相对价值套利总资本规模增加到创纪录的 8300 亿美元。投资者在第三季

度减少了信用利率多策略基金的敞口，大致有 34 亿美元的流出，是连续第三个季度的流

出，年初至今的净流出总量为 97 亿美元。相对价值套利：国债子策略在 3Q17 流入了 6.5

亿美元，只部分抵消了以上流出。 

HFR 也从 2017 年第三季度开始追踪风险均衡策略的表现，HFR 风险均衡 Vol 15 指

数在第三季度上涨了+5.0％，年初至今上涨了 12.4％。 HFR 估计在风险均衡策略管理约

1100 亿美元的对冲基金资本。 

资本流向不同规模的基金管理公司的趋势继续略微偏向行业最大和最小的基金，其

中管理规模超过 50 亿美元的巨型基金公司在第三季度收到约 12 亿美元，而管理规模不到

10 亿美元的小基金管理公司也收到了 12 亿美元的流入。管理 10 至 50 亿美元规模的基金

管理公司遭受了 7 亿美元的小额流出。 

“对冲基金行业持续强劲的表现，增长，扩张和演变过程，在最近几个季度更加明

显，对投资者更友好趋势，包括降低费用，改善流动性，以及遍地开花的不同监管下的产

品和另类 Beta 策略产品。” HFR 总裁 Kenneth J. Heinz 说， “经过 18 个月强劲的股票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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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和对冲基金表现，许多机构和投资者继续探索增加使用另类收益产品和替代 beta 产品，

作为将投资组合与潜在市场纠正的隔离机制，并增加获得所需回报的可能性。我们预计这

些趋势将持续到年底，将行业增长推向 2018 年。” 

 
 

Follow HFR on Twitter: @HFRInc  Follow Ken Heinz on Twitter: @KennethJHein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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