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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OBAL X ETFs 研究 
 

收益展望：2022 年第一季度——美聯儲加

息導致利率飆升 

作者： 編者按：文末的辭彙表包含所有術語，以海綠色標示，並按術語出現的順序排列。 

 
可在此處查閱 2022 年第一季度 Global X 收益展望。本報告旨在提供各個以收入為導向資產類別和策略

的宏觀數據和見解。 

 
我們在上個季度談到美聯儲立場轉趨強硬，以及通脹壓力增加的可能性。有關趨勢在 2022 年繼續出

現，因為市場對激進的緊縮貨幣政策的預期已經形成，而且按發達市場的標準，整體通脹數據處於極高

的水平上。對投資者來說，我們認為需要密切關注收益投資市場上部分關鍵主題和解決方案。 

 
關鍵要點： 

 
 在今年餘下的時間內，美聯儲和其他央行多次加息以及出現激進的資產負債表縮減措施的可能

性似乎越來越大。 
 

 對於希望降低利率風險但仍追求收入目標的固定收益投資者來說，可變息優先股等短存續期工

具可能是一種替代方案。 
 

 基本面強勁的能源資產（如業主有限合夥 (MLP) 和能源基礎設施股票），在油價上漲的環境中

似乎很有吸引力。 
 

 基於期權的策略（如備兌認購期權）可能因波動性上升和在股市中的防禦型屬性而變得吸引。 
 
 

強硬的央行政策令利率和信貸息差進一步上升的可能性加大 

 
美國通脹持續和貨幣政策反應有限，使美聯儲在今年年初處於一個岌岌可危的位置。儘管通脹壓力在全

球經濟中蔓延，但美聯儲在維持寬鬆貨幣政策後，被迫採取措施趕上趨勢。然而，美聯儲在第一季度作

出強烈反應，三年來首次加息。不過，美聯儲並不是唯一實施相關措施的央行。英倫銀行和加拿大銀行

等都實施了加息，為今年更廣泛的全球強硬派貨幣政策打開了大門。 

Rohan Reddy 
研究分析師 
 
日期：2022 年 5 月 5 日話題：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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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加息和縮減資產購買的步伐不太可能放緩。與其他發達國家的央行相比，歐洲中央銀行 (ECB) 的

立場一直非常溫和，其表示可能會在第三季度結束債券購買計劃。1 目前，期貨市場預測到年底將從負 

50 個基點升至零利率水平。2 根據預測，美國和英國的央行將更加激進，期貨市場預測英國將加息 

125 個基點，而美國將加息 200 個基點。3 顯然，這將是我們在此週期見過最短時間內所採取最激進的

政策行動。 

 
我們認為，以美聯儲為例，由於美國 3 月份的通脹水平達到 8.5%，美聯儲正被迫採取措施追趕。上一

次美國的總體通脹率達到這些水平是在 20 世紀 80 年代。債券市場已經與通脹同步，所以強硬政策被計

入主權債券收益率。 

 

 
 
 

鑑於央行加息加上貨幣政策進一步收緊，信貸息差擴大的可能性亦有所增加。隨著股市拋售和加息的開

展，第一季度的信貸息差出現飆升。地緣政治緊張局勢升溫也可能使高收益發行人面臨更具挑戰性的融

資條件。 

各國 10 年期國債收益率 (%) 
資料來源：彭博。3/31/2021 至 3/31/2022 的數據。資產描述如下：美國 10 年期國債，美國一般政府 10 年指

數；英國 10 年期國債，英國金邊債券 10 年指數；澳洲 10 年期國債，澳洲政府 10 年指數。 

美國 10 年期國債 英國 10 年期國債 澳洲 10 年期國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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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固定收入替代選項的可變息優先股 

 
對於固定收入投資者來說，激進的貨幣政策轉向帶來兩種風險：一是已經滲透到市場的加息，二是企業

信貸的信貸息差可能擴大。對於收入型投資者來說，這種環境下的關鍵是平衡利率風險和收益率需求。 

 

 
 

在新冠肺炎期間，實際（經通脹調整）收益率轉為負值，使收入型投資者處於困難的境地中。最近主權

債券收益率上升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這種風險，但實際收益率仍僅處於轉為正值的邊緣。持續的通脹壓

力，如供應鏈問題和勞動力短缺，正導致整體通脹率繼續走高，3 月份的數據為 8.5%，使實際收入水

平跟上步伐的需求上升。 

 
具有較低存續期特徵的可變息優先股在利率上升的環境中一向表現良好。與更廣泛的固定收入相比，可

變息優先股的表現也更出色。 

固定收益收益率與存續期 
資料來源：彭博。截至 2022 年 3 月 31 日的數據，資產類別描述如下︰可轉換債券，彭博美國可轉換債券指數；可變息優先股，

ICE 美國可變息優先證券指數；MBS，彭博美國 MBA 指數；高收益債券，彭博美國企業高收益總回報指數；廣泛優先股，ICE 
BofA 多元化核心美國優先證券指數；市政債券； 彭博市政債券指數；投資級債券，彭博美國綜合債券指數；新興市場債券，彭博

新興市場美元綜合總回報指數；美國抗通脹債券，彭博美國國債通脹票據交易指數；企業債券，彭博美國企業總回報指數 

最低收益率（左軸） 存續期（右軸） 

年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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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商品收入的業主有限合夥 

 
由於全球供應短缺和通脹壓力推動原材料價格上漲，商品投資成為今年市場上的重點之一。不過，對於

收入型投資者來說，商品期貨的非收益性質，令使用此選項產生現金流不那麽具吸引力。考慮到通過股

息或股份回購獲得資本回報潛力，商品業務公司的股票更為吸引。 

 
業主有限合夥 (MLP) 是收入型投資者有機會從石油商品貿易中獲得收入和收益的一個渠道。在美國能

源產量上升的背景下這些管道業務處於有利位置，而今年石油和天然氣價格飆升也推動了 MLP 等自然

資源資產。與其他資產類別相比，分配和收益息差的税收優勢可能使 MLP 成為對收入型投資者具吸引

力的選擇。 

優先股在利率上升環境中的累計表現 
資料來源：彭博。資產類別描述如下︰ 可變息優先股，標普美國可變息優先股總回報指數；固定利率優先股，標普美

國固定利率優先股總回報指數；廣泛固定收入，彭博美國綜合總回報指數。 

10 年期國債升幅 可變息優先股累計表

現 
固定利率優先股累計

表現 
廣泛固定收入累計表

現 

1/30/2015 至 6/10/2015 

8/4/2020 至 4/19/2022 

7/8/2016 至 11/8/2018 

241 個基點 

188 個基點 

84 個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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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動性上升使備兌認購期權策略在利率上升的環境中具吸引力 

 
央行的緊縮政策不僅導致了收益率飆升和信貸影響。隨著投資者開始重新定價估值倍數，加上開始拋售

增長型股票以換取價值，股票市場的波動性開始增加。 

 
在第一季度早期股市拋售後，各主要指數的波動性出現顯著上升。對於收入型投資者來說，納斯達克 

100 指數或標準普爾 500 指數等主要指數的備兌認購期權策略，可能是除傳統派息股票和固定收入以外

創造收入的一種方式。 

各資產類別的收益率 (%) 
資料來源：彭博。和美聯儲，截至 2022 年 3 月 31 日。資產類別描述如下︰MLP，標準普爾 MLP 指數；高收益債

券，彭博美國企業高收益總回報指數；新興市場債券，彭博新興市場美元綜合總回報指數；企業債券，彭博美國企業

總回報指數；房地產投資信託基金，富時 NAREIT 所有股票房地產投資信託基金指數；股票，標準普爾 500 指數；

及優先股，ICE BofA 固定利率優先證券指數。 

當前收益率(%) 5 年平均值(%) 當前的十年期國債 10 年國債的 5 年平均值 

MLP 高收益債券 固定利率優

先股 
新興市場債券 房地產投資

信託基金 
企業債券 美國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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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利增長的可能性或使投資者期望一定程度的股票上漲潛力，同時也會獲得潛在的收入流。標準普爾 

500 指數第二季度的盈利增長預計為 6.5%，第三季度為 11.1%，部分收入型投資者可能希望保持股票

投資。4  

 

結論 

 
全球國債收益率上升和其他主權債券走高，意味著收入型投資者需要留意其對自身收入型投資組合的影

響。在各國央行采取激進的緊縮政策下，更廣泛的固定收入資產可能會面臨壓力，而在可見的未來隨著

利率上升，成長型股票資產可能會出現波動。可變息優先股能平衡優先股的存續期風險和收入水平。與

市場上的其他領域相比，能夠抵禦供應鏈中的通脹的行業在這種環境下可能具良好潛力。MLP 等與能源

相關的資產以及備兌認購期權等期權策略，能夠將波動性貨幣化，可能是這種利率上升環境下的解決方

案。 

2022 年第一季度與 3 年平均波動率 
資料來源：彭博。3/31/2019 至 3/31/2022 的數據。使用以下指標計量波動性：標準普爾 500 指數波動率，CBOE 波動

率指數(VIX)；納斯達克 100 指數波動率，CBOE 納斯達克 100 指數波動率指數(VXN)；羅素 2000 指數波動率，CBOE 
羅素 2000 指數波動率指數(RVX)；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波動率，CBOE DJIA 波動率指數(VXD) 

標準普爾 
500 指數 
2022 年第

一季度平均

波動率 

標準普爾 
500 指數 3 
年平均波動

率 

納斯達克 
100 指數 
2022 年第

一季度平

均波動率 

納斯達克 
100 指數 3 
年平均波

動率 

羅素 2000 
指數 2022 
年第一季度

平均波動率 

羅素 2000 
指數 3 年
平均波動

率 

道瓊斯指數 
2022 年第

一季度平均

波動率 

道瓊斯指

數 3 年平

均波動率 

指
數

水
平

 

https://www.globalxetfs.com/
https://www.globalxetfs.com/
https://www.globalxetfs.com/
https://www.globalxetfs.com/
https://www.globalxetfs.com/
https://www.globalxetfs.com/research/
https://www.globalxetfs.com/about/
https://www.globalxetfs.com/contact/
https://www.globalxetfs.com/news/
https://www.globalxetfs.com/privacy/


我們的 ETF 
研究 

關於 
聯絡方式 

新聞 
私隱政策 7 

 

 

詞彙表 
 

存續期：計量債券價格對利率變化的敏感度。 
 

VIX 指數：芝加哥期權交易所 SPX 波動率指數（通常稱為 VIX）根據隱含波動率的加權平均值反映標準普爾 500 指
數期權未來波動率的市場估計。 

 
VXN 指數：芝加哥期權交易所 NDX 波動率指數（通常稱為 VXN）根據隱含波動率的加權平均值反映納斯達克 100 
指數期權未來波動率的市場估計。 

 
RVX 指數：芝加哥期權交易所 RUT 波動率指數（通常稱為 RVX）根據隱含波動率的加權平均值反映羅素 2000 指數

期權未來波動率的市場估計。 
 

VXD 指數：芝加哥期權交易所 DJIA 波動率指數（通常稱為 VXD）根據隱含波動率的加權平均值反映道瓊斯工業平均指

數期權未來波動率的市場估計。 
 

納斯達克 100 指數：納斯達克 100 指數涵蓋 100 家在納斯達克股票市場上市的最大國內和國際非金融公司（按市值計

算）。該指數反映各主要行業組別的公司，包括電腦硬件及軟件、電訊、零售／批發貿易和生物科技。它不包括包含投資

公司在內金融公司的證券。 
 

標準普爾 500 總回報指數：指數追蹤 500 隻領先美國公司股票的表現，涵蓋美國總市值約 80％。 
 

羅素 2000 指數：小盤股股市指數，包括 2,000 家專注於美國市場的小型公司。 
 

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 (DJI) 是美國最受歡迎的股票市場指數之一，通常與標準普爾 500 指數一

起用作美國市場健康狀況的晴雨表。 
 

 

https://www.globalxetfs.com/
https://www.globalxetfs.com/
https://www.globalxetfs.com/
https://www.globalxetfs.com/
https://www.globalxetfs.com/
https://www.globalxetfs.com/research/
https://www.globalxetfs.com/about/
https://www.globalxetfs.com/contact/
https://www.globalxetfs.com/news/
https://www.globalxetfs.com/privacy/


我們的 ETF 
研究 

關於 
聯絡方式 

新聞 
私隱政策 8 

 

 

 
 

註 
1. 歐洲中央銀行。（2022 年 4 月 14 日）。貨幣政策決定。 

2. Saphir, A.（2022 年 4 月 18 日）。美聯儲布拉德希望在年底前加息至 3.5%。路透社。 

3. Inman, P.（2022 年 4 月 9 日）。高物價和低增長應該會使英國和歐元區的加息無法實現。 

衛報 

4. FactSet Research Systems. (n.d.). FactSet earnings insight。Factiva。摘取至日期為 2022 年 4 月 19 日。 
 
 
 
 
 

指數回報僅用於說明目的，並不代表實際基金表現。指數表現回報並不反映任何管理費、交易成本或開支。指數不受管理，不能直接投資於指

數。過往表現並不保證未來業績。 

投資涉及風險，包括可能損失本金。國際投資可能會涉及因貨幣價值的不利波動、一般公認會計原則的差異或其他國家的經濟或政治不穩定而

帶來資本損失的風險。新興市場涉及與相同因素相關的更高風險，以及更大的波幅和更低的交投量。 
隨著加息，債券的價值將下降。由於其投資的投機性質，高收益債券涉及更大的違約或降級風險，並且比投資級證券更具波動性。 

房地產對整體和當地經濟狀況和發展高度敏感，具有競爭激烈和周期性過度建設的特點。許多房地產公司（包括房地產信託基金）利用槓桿

（有些可能是高槓桿），這會增加風險，並可能在加息時期對房地產公司的營運和市場價值產生不利影響。 

投資 MLP 證券涉及有別於投資普通股的風險，包括有關有限控制權和對影響 MLP 事項有限投票權的風險。MLP 普通單位和其他股票證券可

能會受到宏觀經濟和其他影響整體股票市場的其他因素、利率預期、投資者對 MLP 或能源行業的看法、特定發行人財務狀況的變化、特定發

行人不利或意外的遜色表現（就 MLP 而言，通常以可分配現金流量衡量）影響。 

投資 MLP 的潛在稅收優惠取決於它們是否被視為聯邦所得稅夥伴。 

優先股面臨許多與債券相關的風險，包括利率風險。此外，優先股可以不支付股息，發行人可以隨時暫停支付優先股的股息，並且在某些情況

下，發行人可以收回或贖回其優先股或將其轉換成普通股。高收益股票通常是投機性、高風險的投資。這些公司支付的金額可能高於其可支持

的額度，並可能隨時削減股息或停止支付股息，可能對這些公司的股價產生重大不利影響。 

變動和浮動利率證券票面息率的最大漲幅可能有限，並且可能落後於市場利率的變化。金融行業公司的表現可能會受到許多因素的不利影響，

包括政府法規、經濟狀況、信用評級下調、利率變化以及信貸市場流動性下降等。 

期權是一方向另一方出售的合約，賦予買方權利但無義務，在若干期間或特定日期，以協定價格買入（認購期權）或賣出（認沽期權）股票。

備兌認購期權涉及在特定資產中持有長倉，並沽出相同資產的認購期權，以從期權費中獲得額外收入。透過賣出備兌認購期權，投資者限制了

他們從基礎資產價格高於行使價中獲利的機會，但繼續承擔基礎資產下跌的風險。以買入認沽期權換取溢價支付，如果認沽期權變成價內期權 
（基礎資產在到期時收盤價低於行使價），投資者可能可免於基礎資產價格的大幅下跌; 但在基礎資產升值期間，由於已支付溢價的成本，投資

者將跑輸大市。儘管賣方從沽出認購期權獲取溢價，行使期權所變現的價格可能遠低於該投資的當前市價。以上策略可能並不適合所有投資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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