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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我们一直认为，因子投资绝不仅限于股票。这个投资
概念几乎适用于所有资产类别。为了帮助投资者更
好地理解因子投资在固定收益投资中的意义，我们
编写了一系列文章，在这第一份文章中，我们将因子
策略应用于债券，我们认为，即使某个债券策略并没
有明确说明是个因子投资策略，但其债券策略所受
到的因子影响是最重要的，也是该策略的主动型表
现的主要推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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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来越多的资产所有者和投资者在分析投资组合时，
纳入因子分析。在这里，我们将同样的分析方法应用
于主动管理型固定收益策略，并发现分析结果很有说
服力。

Morningstar 的 2018 年中报告追踪了美国股票和债
券基金主动管理型和被动管理型的表现，报告表明，
在截至 2018 年 6 月的过去 1 年、3 年、5 年和 10 

年期间，虽然只有 36% 的主动管理型股票经理跑赢
其被动管理型股票的基准指数，但有超过 70% 的债
券基金经理跑赢其被动管理型债券的指数。1数据似
乎支持主动管理型投资策略对固定收益投资“有效”
的观点。

这种超额收益潜力来自哪里？学术研究和投资者调查
支持这样一种直觉结论，即：无论是含蓄地还是明确
地，固定收益经理都在采用因子投资策略。景顺固定
收益团队的研究也佐证了这个观点：我们的分析表
明，尽管没有任何一个投资组合明确地采用因子策
略，大多数的投资组合却都受到了因子的影响。债券
投资组合中主动收益的很大一部分可以通过这种因
子风险敞口来解释。例如，有证据表明，价值因子往往
有助于解释超额收益（价值型债券是指价格低于同类
债券的债券）。2

投资者似乎也明白这一点。在最近的一项 DWS 调查
中，3他们指出，在央行、商业银行和保险公司等机构
下调评级后，原来的高质量债券（通常被称为“堕落天
使”）被抛售，这是主动管理型债券能够跑赢的一个
原因。这个结论正式记入学术文献；Wang、Zhang 和 

Zhang（2017 年）4发现，在强制债券出售期间，共同
基金为保险公司带来流动性，这与超额收益有关。这
种现象是我们通过固定收益中的价值因子得出的结
论的一部分。

评级下调显示了价值因子的作用
景顺固定收益团队的研究表明，大多数信用评级级别
中都有这种现象的发生。图 1 显示了降级公告前后的
债券收益率。通常，债券在宣告评级下调前贬值，之后
又反弹。虽然在最初的下调之后更有可能再次下调，5

但这绝不是一定会发生的情况，在经济衰退期间发生
的可能性更高。换言之，虽然一些债券可能会进一步
降级，但债券一般会反弹。我们认为，这种风险收益权
衡是因子投资的基础。 

风险转移产生投资因子
风险与收益之间的关系是因子投资的基础。正如在 Merton 跨期资本资产
定价模型中的预测，风险在风险偏好不同的市场参与者之间转移，自然会
产生各种因子。6在这个框架中，投资者在“堕落天使”情况下提供的流动性
是一种风险转移，从更厌恶风险的投资者转向更追求风险的投资者。投资
者可能没有意识到自己将价值因子的作用当做积极管理型基金跑赢基准
基金的理由——这个事实促使我们寻找可能推动投资业绩的其他因子。

我们认为，这种风险收益权
衡是因子投资的基础。

图 1

降级公告前后的风险与收益
降级公告后的收益率增长，对数刻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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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中显示了债券在降级公告前后相对于同类行业和到期期限相同的同类债券的收益率，X 轴表
示降级公告前 12 个月，Y 轴表示降级公告后 12 个月。
来源：彭博巴克莱美国投资级信贷指数和美国高收益信贷指数，2000 年 1 月 1 日至 2018 年 
6 月 30 日景顺计算数据。往绩并非未来表现的可靠指标。

表 1
核心增益型同类基金中的主动管理型基金收益

净信息比率 总信息比率 总主动收益率 (%) 跟踪误差 (%)

第 75 百分位数 0.13 0.21 0.97 1.50

中位数 0.04 0.13 0.34 1.12

第 25 百分位数 -0.03 0.08 -0.15 0.85

来源：彭博，2007 年 1 月 1 日至 2018 年 6 月 30 日景顺计算数据。往绩并非未来表现的可靠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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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分析因子是否是超额收益的驱动因素
我们分析了核心债券基金领域中的主动管理型基金
经理的收益率，以了解各种因子是否有助于解释高于
基准的收益率。我们对 65 名投资经理进行了抽样调
查，他们代表 2007 年 1 月 1 日至 2018 年 6 月 30 

日期间理柏核心增益型同类基金中最大的基金经理。
表 1 概括了所分析的基金的统计数字。“净信息比率”
是指信息比率，或每单位跟踪误差的扣除费用后年化
主动收益率；“总信息比率”是指计及费用的信息比率。
“总主动收益率”是指基金的年化收益率超过基准的
百分比。跟踪误差是总主动收益率的年化标准差。

大多数优于基准的表现由因子推动
从表 1 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即主动管理型经理往往能
跑赢基准。为了理解这些超额收益的驱动因素，我们
用因子收益对主动收益进行回归。对于每只基金，我
们合计每月的总收益（价格收益加上任何股息），并将
所述经理费用加回去，以得到每月总收益近似值。然
后，从基准收益中减去每只基金的收益，计算“主动”
收益。

计算每只基金的主动收益后，我们用因子收益对主动
收益进行回归。我们使用了一种健全的回归形式，这
种回归形式使用自助法来减少可能虚假、无关紧要或
暂时的因子风险敞口。我们考虑了几个因子，包括久
期、利差、价值、质量和流动性。

我们使用彭博巴克莱美国国债指数总收益率来表示
久期收益率，并使用彭博巴克莱美国信贷指数的久期
对冲收益率来评估利差。流动性、质量和价值的久期
对冲收益率在 Raol 和 Pope（2018 年）的工作文件7

中有更加详细的讨论，也可参见下表。

有 66% 高于基准的超额收益变
量可以通过因子风险敞口来解
释。

图 2

中位数因子经理的贝塔系数因子
贝塔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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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彭博，2007 年 1 月 1 日至 2018 年 6 月 30 日景顺计算数据。

景顺固定收益信贷收益因子的定义 

我们发现四个有助于解释整个债券和投资环境中信贷收益的因子： 

利差 质量 价值 流动性

利差因子解释任何信用评级较
高收益债券带来的超额收益。
就此而言，利差因子等同于信
用溢价的概念，但在其他情况
下，利差因子可能更普遍。

质量因子解释了与持有低波动
性债券相关的较高风险调整
后收益，学术文献已广泛研究
该因子。8这些债券通常期限较
短，而且从评级上看违约风险
通常较低。质量因子是市场紧
张时期因其波动性较低而往往
成为很好的保值工具的各种证
券具备的一个特征。

价值因子解释持有价格相对于
类似证券较低的资产所获得的
超额收益。因为债券价格是其
违约风险的一个函数，所以价
值因子的一个自然定义是识别
债券定价相对于其隐含违约率
的折价。这些因子收益率包括 

10-40 个基点的交易成本，取
决于债券的到期期限和评级。

流动性因子解释与持有非流动
性债券相关的过度风险和超额
收益，文献已深入研究该因子。9

流动性因子的定义离不开相对
于新发行的大型债券来说发行
较早且发行规模较小的老式债
券。

66% 的超额收益变量可以通过因子风险敞口解释
图 2 显示了中位数因子经理的回归结果。图中显示了
因子与经理的主动收益之间的平均贝塔系数，或相关
系数。中位数因子经理的利差、流动性和价值因子风
险敞口均为正值。没有明显的质量因子风险敞口，也
没有久期因子负风险敞口。这意味着，大多数经理能
够通过持有发行较早、发行规模较小且相对于基准债
券（流动性和利差因子风险敞口大）评级较低、到期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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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较长的债券，最终跑赢基准。从更小的范围来说，经
理持有相对于同类行业和评级（价值因子风险敞口）
而言价格较低的证券。经理的资产配置似乎包含非常
少的美国国债和高质量信贷。通常，在全部同类证券
中，66% 高于基准的超额收益变量可以通过因子风险
敞口来解释，这是一个相当大的比例。

从这些结果可以得到几个有趣的启示。首先，这些结
果表明，投资者可能已在其投资组合中应用因子风险
敞口——无论是含蓄地还是明确地应用。如果我们认
识到这些因子所起的作用，我们就可以通过探究其枝
节来控制使用：

—— 投资者应该应用哪些因子风险敞口？
—— 他们的因子风险敞口量应该是多少？
—— 他们应该为因子风险敞口付出多少代价？

图 3 标绘每只基金的 R 平方与管理费之间的关系。
我们没有看到明显的关系。在理想情况下，更高的费
用应该与那些阿尔法系数始终高于因子风险敞口的
基金相关。拥有稳定的因子风险敞口但阿尔法系数较
低的基金，其价格可能低于阿尔法系数高的基金，但
仍比那些只复制市场的投资策略更有价值。然而，现
实情况并非如此。

结论
投资者若清楚地了解投资策略中的因子风险敞口、产
生阿尔法（超额报酬）的能力与其成本，就能有更多的
信息来协助他们推算出取得预期结果的可能性。通过
使用明确的因子风险敞口，固定收益因子投资策略可
成为其他策略的补充、取代低效或没有成本效率的策
略，或使整个投资组合更多样化。我们将在接下来有
关固定收益因子投资的文章中进一步探讨这些课题。 

图 3

费用与因子之间没有明确的关系
因子 R 平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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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彭博，2007 年 1 月 1 日至 2018 年 6 月 30 日景顺计算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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