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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冲基金市场规模超过前期 3 万亿美元的历史高点
2016 年末连续两个季度整个市场产业规模创新高

业绩带来的规模增长连续第三个季度超过投资人赎回
芝加哥（2017 年 1 月 20 日）-根据全球对冲基金指数化，分析和研究领先机构 HFR 今天
发布的 HFR 全球对冲基金产业报告显示，全球对冲基金市场规模连续三个季度上涨，第
一次超过 3 万亿美金规模的里程碑。2016 年第四季度总规模增长 468 亿美金，年末总规
模达到 3.02 万亿，连续两个季度创产业规模新高。整个 2016 年，对冲基金产业规模增长
了 1210 亿美金，是自 2014 年以来最大的年度规模增长。
对冲基金规模的增长发生在充满挑战的投资人持续赎回的背景下，2016 年第四季
度赎回总量达到 187 亿美金（约占整个市场季度初规模 0.63%），低于第三季度的 282 亿
美金的总赎回。整个 2016 年，投资人共赎回了 701 亿美金（约占整个市场年初规模的
2.4%），是自 2009 年来最大的年度流出，当年有 1310 亿美金赎回。HFRI 基金权重综合
指数（FWC）2016 年上涨+5.5%，是自 2013 年来最佳年度业绩，超过全球股指以及
HFRIFWC 过去 5 年和过去 10 年的年化业绩。
2016 年第四季度业绩带来的资本增长最多的是事件驱动策略，规模增长 148 亿美
金达到 7772 亿美金；2016 年投资到事件驱动策略的规模增加了 324 亿美金。HFRI 事件
驱动(总)指数 2016 年业绩领先，上涨+10.5%，领先的子策略是不良债，激进交易，和特
殊情形子策略。尽管如此，投资人从事件驱动中的赎回仍在继续，第四季度有 108 亿美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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赎回，全年 382 亿美金赎回，这两个时间段的赎回都超过其它策略。事件驱动子策略
2016 年流出集中在特殊情形子策略，大约有 187 亿美金，只部分被并购套利的 21 亿美金
流入冲抵。
同样受益于强劲业绩的影响，固收为基础的相对价值套利（RVA）策略在 2016 年
得到最大的规模提升，RVA 资本在第四季度规模上升 129 亿美金，2016 年整年上升 439
亿美金，年末达到 8168 亿美金，是市场规模第二大的策略。HFRI 相对价值套利(总)指数
2016 年上涨+7.8%，是自 2012 年以来最强年度业绩，业绩领先的子策略是另类收益和公
司债固收子策略。相对价值套利在第四季度和 2016 年整年资金少量流出，分别为 14 亿和
17 亿美金。相对价值套利第四季度流入中领先的子策略是公司债券，流入 16 亿美金，部
分被可抵押债券策略流出的 8.65 亿美金所冲销。
投资在市场上规模最大的股票对冲策略的资金在第四季度增加 75 亿美金，全年增
长 200 亿美金，上升到创纪录的 8490 亿美金。HFRI 股票对冲(总)指数 2016 年上涨+5.5%，
业绩领先的子策略是能源/基础材料和基本面价值子策略。但是投资人在第四季度和全年
从股票对冲策略中分别赎回 60 亿和 205 亿美金，年度资金流出领先的子策略是基本面价
值策略，流出了 170 亿美金，基本面增长流出 110 亿美金。这些流出被方向性量化策略的
47 亿美金和市场中性 39 亿美金的流入部分冲销。
投资到宏观策略的总资金在 2016 年第四季度上涨了 116 亿美金，整个 2016 年上涨
了 254 亿美金，年末达到 5750 亿美金。HFRI 宏观(总)指数 2016 年上涨+1.3%,在 1 月和 6
月市场下跌时依然保持业绩上涨；宏观子策略中业绩领先的是大宗商品和活跃交易子策略。
宏观在第四季度少许流出 4.97 亿美金，包括子策略中资金轮换，超过 60 亿美金投到量化，
顺势交易的 CTA 策略，同时有几乎等值的资金（约 60 亿美金）从基本面，人为决策的策
略中赎回。整个 2016 年，投资人从宏观策略中赎回共 97 亿美金，子策略中流出领先的是
人为决策流出 163 亿美金，部分被系统性分散 CTA 策略流入的 66 亿美金抵消。
资金流出分布在各种规模的基金管理公司，从巨型基金（管理规模超过 50 亿美金）
中的赎回低于前一个季度，从中型基金管理公司（管理规模 10-50 亿美元间）中的赎回增
加。投资人在第四季度从巨型管理公司中赎回 56 亿美元，低于第三季度赎回的 218 亿美
元，整个 2016 年赎回总额为 426 亿美元。投资人在第四季度从中型基金中赎回 100 亿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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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整个 2016 年赎回 251 亿美元。投资人第四季度从小型基金（管理规模小于 10 亿美金）
赎回少于 10 亿美元，整个 2016 年赎回 24 亿美元。
“对冲基金在 2016 年末超过历史规模高点，过去两年整个市场受到英国脱欧和美国
大选的动荡影响下，依然创造了强劲的资本规模攀升，”Kenneth J. Heinz, HFR 总裁说，
“增长发生在各种复杂的市场退缩的背景下，投资人和机构继续针对 2017 年的政治生态
和经济不确定建仓，这些不确定性包括川普执政的新法规颁布，英国脱欧的具体实施，以
及欧洲荷兰，法国，德国和意大利的大选。随着全球股指达到历史高点和美国利率开始上
升，针对这些环境策略性建仓的机构将从这些因素发展中获益，并在 2017 年引领产业业
绩。”

Follow HFR on Twitter: @HFRInc

Follow Ken Heinz on Twitter: @KennethJHein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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