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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债期货交易策略

• 投机交易

• 套利交易
–期货、现货套利 (Basis Trading)

–隐含波动率套利 (Volatility Arbitrage)

• 避险交易
–多头避险
–空头避险
–结构型商品避险

• 价差交易 (Spreading)

• 资产组合管理中的其他应用
–增益操作（Yield Enhancement）
–久期管理（Duration Management）
–资产配置（Asset Allocation）

Arbitrage（套利） Yield Enhancement（增益）

手中（可能）并没有现
货部位

本业是持有好的产业、绩优
的公司，赚Capital gain

行有余力，...... ，多赚一些
钱

正基差时：放空现货，
买期货

正基差时：将手中现货卖掉，
买期货
正基差代表期货（严谨说应
该是期货理论价）较现货便
宜，用期货替代现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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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货 期权

一条线
Directional Trade

BLASH

“大钱”

目标物价格
波动率

时间价值

交易期权时，仅是看多或看
空是不够的（Being bullish 

or being bearish is not enough 

when trading options）

目标物价格
--

--

Stocks, bonds and futures do not have the 

time erosion that options have

两条（以上）线
目的是降低方向的影响

小钱

股票或债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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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 CF

Yield

存续期间最大

Yield

S / CF

S / CF

S / CF

隐含波动率套利 (Volatility Arbitrage)

The Behavior of Bond Basis is like an Option

基差 = 现货价格 –（经转换后之）期货价格

Basis = S – F * CF（国债期货）

所有可交割券都有Basis，不是只有CTD才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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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 CF

C

存續期間最小

C

Yield

S / CF

S / CF

S / C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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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市场可以交易国债收益率的波动（Vol. of Bond Yields）

1. 国债期权市场（T-bond options market）

2. 国债期货基差市场（T-bond basis market）

Because the options in both arenas are driven by the same underlying economic 

forces (level and vol. of bond prices), the prices paid for vol. in both places should 

conform to one another. When they do not, one can buy cheap vol. in one market 

while selling rich vol. in the other.

国债期权市场
真实的 Call

真实的 Put

真实的Straddle

Free-standing

Explicit

陽

国债期货基差市场
合成的Call

合成的Put

合成的Straddle

組裝，Embedded

Implicit

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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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方卖方

买方

选择权持有者

卖方

债券期货

Without

Delivery 

Option

Delivery 

Option

债券期货

卖方

债券期货

买方

债券期货

With 

Delivery 

Option

FW/O = $ 115

rc= 3%

$ 2

FW = $ 113

rc= 3.5%

买方卖方

买方

选择权持
有者

卖方

不可提前
赎回公司

债

提前

赎回权

债券发行人

公司

债券持有人

投资人

可提前
赎回公
司债

$ 115

rc= 3%

$ 2

$ 113 (115-2)

rc= 3.5%
The short pays for these options in the 

form of a futures price lower than it would 

be if carry were the only consideration.

F*CF ＝ C ＋（持有成本－ Actual or 

accrued coupon income）－ 卖方交割选
择权价值

115

113

現貨價

持有成本

賣方交割決定權價值

期貨價

(CF = 1.0 )

基差

0

国债期货的基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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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ying and Selling the Basis

「同时」（或「几乎同时」）交易现货债券与债券期货to take advantage of expected changes in the basis

“buy the basis”或go long the basis”：买现货债券、卖国债期货，比例： 1: CF

“sell the basis”或go short the basis”：卖现货债券、买国债期货，比例： 1: CF

1. 簡單的分辨方式：基差交易的部位（買或賣）與現券的部位（買或賣）相同

2. If futures and bonds are combined in a ratio equal to the bond’s CF, a change in the bond’s basis of any 

given amount will yield the same profit regardless of whether the change in the basis comes from a 

change in the price of the bond or a change in the futures price, and regardless of whether bond and 

futures prices generally rise or generally fall.

Long the basis：

Cash and carry arbitrage: 现货价格相对太低、期货价格相对太高

Short the basis：

Reverse cash and carry arbitrage: 期货价格相对太低、现货价格相对太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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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利來源

1. 基差的改變：Basis = S – F × CF

2. Carry：Daily Carry = Daily Coupon Income – Daily Financing Cost

Short basis position 

獲利來自基差變小，如果 carry是 +（正殖利率曲線的情況），會損失carry（術語：賺

Basis net of carry）

t = 0 + S0 – F0× CF

t = T – ST + FT× CF ST愈小愈好 FT愈大愈好 基差變小會賺錢
–（ST – FT× CF）

賣現貨債券將錢貸放出去 Reverse RP rate

如果放空的現券不再是CTD，賣方交割選擇權從虛值（OTM）變成實質（ITM），促使基差變
大

形同「賣出OTM的期權」，賺 Basis net of carry（到期時，基差等於0，Time decay）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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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ng basis position 

买现货、卖期货

获利来自基差变大，以及现货债券利息大过融资成本的部分（正殖利率曲线的情

况）

t = 0 – S0 + F0× CF

–（S0 – F0× CF）
t = T + ST – FT× CF ST愈大愈好 FT愈小愈好 基差变大会赚钱

借钱买现货债券融资利率 RP rate

形同期权的买方，付出Carry

国债期货基差市场 国债期权市场

隐含波动率
Implied Volatility

较小 较大

期权价格 较低 较高

期权部位 买国债期货中隐含的卖方交割选择权 卖期权

基差部位 Buy the bond basis

买现券、卖期货（拥有交割选择权）

利润 两边隐含波动率差距变小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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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套利交易的进、出

S: sell the basis          B:buy the basis          L: 反向沖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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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非CTD券」

原因:

1. To take advent of mispricing on the yield curve

- 期貨相對於CTD較便宜
- 「非CTD券」的價格相對於CTD較高

2. 避免CTD改變帶來的風險

情況的差異：

1. 「非CTD券」的Basis net of carry 仍會收斂，但不是向0收斂，而是向一個
正數收斂。

2. The basis of a non-cheap bond depends much more on the spread between its 

yield and the yield of the CTD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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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差交易的執行

1. Leg into the trade

先決定價格，再決定基差

2. To execute the trade as a spread in the EFP(Exchange of futures for physicals)

market

先決定基差，再決定期貨價格（市價），然後是現貨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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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营销额

11天，报酬率：0.41%

20天，报酬率：0.83%

策略一

策略二

经常性

非经常性：成熟的市场，套利机会不会每天都有

使用年化报酬率应注意事项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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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衡量利率风险?

1. Duration

2. DV01 (Dollar value of a bp)


P

CtP
DurationMacaulay tt

f

r

DurationMacaulay
DurationModified





1

ChangeYieldDurationModifiedChangeicePercent Pr

 

100

100/
01

ValueMarketDuration
DV




   
100

Price FullAmount/100 Face100/ 


Duration

1 percentage point (i.e., 1%)

= 100 bps

t is the time between now and a cash flow (measured in y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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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例

 现货债券: 含息价 (clean price + accrued interest) = 128.9361

 Modified duration: 10.25

 面额: 1,000,000

   

60.321,1          

100

128.93611001,000,000/100/25.10
01




D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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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计算避险比率

期货部位的价格变动 =

For a given change in rate

portfolio bond of  valuein change  

contract futures one of  valuein change  soldcontract  futures ofNumber 





避险比率（Hedge Ratio）

 
contract futures one of in value change

portfolio bond of in value change
  sold futures ofNumber 

债券部位的价格变动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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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 of Duration

amountpar contract 
100

price Futures

portfolio of ueMarket val
 

futures of Duration

portfolio bond of  Duration

  sold futures ofNumber 













Use of DV01

 
futures of DV01

portfolio bond of DV01 
  sold futures ofNumber 

Bond futures have neither periodic cash payments nor a yield to maturity. This means that bond futures 

have no market value in the same sense that a bond has a market value. Also, it means that we cannot 

calculate the duration of a futures K as we do for a cash bond.

Treating a bond futures contract for the purpose of measuring price risk as if it has the portfolio-

equivalent value of $5,000,000 face value of an actual bond. Thus, if the futures price were 115, the 

portfolio-equivalent value of the futures contract would be $5,750,000. In other words, the price risk 

in one futures K would be the same as the price risk of $5,750,000 market value of a bond with the 

same duration.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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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一：

期货契约 DV01 = CTD的 DV01 / 转换因子

避险比率 = 债券现货组合 DV01 / 国债期货 DV01

方法二：

期货契约的久期 = CTD的久期

Divide the product of the portfolio’s market value and its duration by the product of 

the portfolio-equivalent value of the futures K and its duration.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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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98
43.36

4,265
 

9582.0

55.41
100

4229.99
100

000,000,10

100

29.4

 sold futures ofNumber 












 
futures of DV01

portfolio bond of  DV01
  sold futures ofNumber 

 
CF

 DV01CTD 
 futures of DV01 

卖出98单位

范例:

• 现货债券价格 (含息价) = 99.4229 金额 = 10 million

• 债券现货组合 = 4.29 期货价格 = 108.96875

• CTD 价格 = 107.4717 CTD 转换因子 = 0.9582

• CTD Modified Duration = 3.87

• CTD DV01 = (3.87/100 * 100,000/100 * 107.4717 ) / 100 = 41.55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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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时机

内在的（Internal）：卖（股票） α 和 β

外部的（External）：股指期货、其他衍生商品 α 和 β

原因：
1. 部位大，交易成本（含冲击成本）的考虑，局的考量

套保比买空操作更加有效率、成本也较低。期指的高流动性使套保可以在很短时间内完成对
组合的保护，风险消除后可迅速恢复原来仓位

2. 最低持股限制
3. 突然有大行情，知道应该加码（或应该减码），但一时不知道要买什么
（或卖什么），或心目中的标的涨停锁住（或跌停锁住）。期货的标的是指
数，涨停锁住（或跌停锁住）的机率比个股小

现货： 少动
期货：现货的替代 多动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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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或以上的）部位组合

- 相关 → 反向操作 → 对冲

现货为主、期货为从
（或辅）

“被动” 现货部位在先
一买一卖会冲，都冲光
了要干嘛！？

不需要太多金融工程 例如「債券基金」

期货与现货同为工具，
平行的

主动 两个部位几乎同时
建立

金融工程应用较多 例如「对冲基金」、
「保本基金」

使用期货避险的原因：

1. 部位大，交易成本（含冲击成本）的考虑，局的考虑

套保比买空操作更加有效率、成本也较低。期货的高流动性使套保可以在很短时间内完成
对组合的保护，风险消除后可迅速恢复原来仓位

2. 法规限制

现货少动、期货多动

避险的基本原则与概念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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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方式：机械式避险 vs. 动态操作

指数

损益 组合损益

现货部
位损益

动态操作
现货本身不是0或1的概念

缩小

放大 播种

期货：1

收成

期货：0

播种

期货：1

收成

期货： 0

第一作 第二作

机械式操作
- 中国年假

- 休假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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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

现货

指数期货

左手

期货部位 = 0 期货部位 =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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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歌剧或交响乐中，都有主题，
总是反复出现，不断在背景中迴
盪。

股市也有背景音乐，决定长期的
发展趋势，时间可能长达几十年。

必须听出背景音乐是大调，还是
小调。

一葉知秋

見微知著

春江水暖鴨先知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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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年期合约 短期合约

CTD的CF 0.882893 0.926446

CTD的DV01 0.0802 0.0215

国债期货价差交易

收益率曲线交易策略：短期 / 长期国债期货价差交易

一、方法

构建短期 / 长期意大利Euro-BTP国债期货价差策略，首先要确认短期与长期
合约各自的CTD，再根据CTD的DV01与转换比率（CF），计算合约的价格
敏感度。

10年期合约的DV01：(0.0802 / 0.882893) = 0.0908

采百元报价，合约面额为100,000欧元，转换成变动金额：

100,000 / 100 × 0.0908 = 90.80欧元

短期合约的DV01：(0.0215 / 0.926446) = 0.0232 = 23.20欧元

90.80 / 23.20 ＝ 3.91

短期与长期合约的搭配比率为 3.91 : 1.0（3.91个短期合约对应一个长期合约）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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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部位建立

如果预期收益率曲线会变的较为陡峭

利率 价格

利率上漲
程度

合約價格
跌的幅度

t = 0

部位方向
t = T

部位方向
+ / −

长期合约 較大 跌的較多 賣（空部位） 反向買回 高賣低買：+

短期合约 相對較小 相對較小 買（多部位） 反向賣出 高買低賣：−

t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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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 约 国家 期限(年) 币别

Euro-Schatz Futures 德 国 2 EUR

Euro-Bobl Futures 德 国 5 EUR

Euro-Bund Futures 德 国 10 EUR

Euro-Buxl® Futures 德 国 30 EUR

ST Euro-BTP Futures 义大利 2.5? EUR

MT Euro-BTP Future 义大利 5 EUR

LT Euro-BTP Futures 义大利 10 EUR

三、其他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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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价差交易

一、策略思维

（名目）利率＝实质利率 + 通膨补贴 + 违约风险补偿 + 期限补偿

利率随经济大环境、债券发行者的债信还有期限长短有所不同，但彼此的走
势会相关，是价差交易策略运用的目标。

二、情况

自2010年以来，欧洲主权债危机波及全世界金融市场，引起很大的骚动，欧
洲各债券市场间的息差（Spread）波动随之变大。有一种策略，用不同债信
国家的国债期货作组合，意图赚取超额报酬（Alpha generation），称为「信
用价差交易」（“Credit trade” strategy），以意大利与德国短期国债期货之组
合举例，德国国债评等是AAA，而意大利是BBB+。

三、方法

构建短期信用价差交易策略，首先要确认相关期期货合约各自的CTD，根据
CTD的DV01与转换比率（CF），计算合约各自的价格敏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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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uro-Schatz 期货 ST Euro-BTP 期货

CTD的转换比率（CF） 0.91457 0.926446

CTD的价格敏感度（DV01） 0.0194 0.0215

Euro-Schatz 期货的DV01：(0.0194 / 0.91457) = 0.0212

百元报价，合约面额为100,000欧元，转换成变动金额为：

100,000 / 100 × 0.0212 = 21.20欧元

ST Euro-BTP 期货的DV01：(0.0215 / 0.926446) = 0.0232 = 23.20欧元

23.20 / 21.20 ＝ 1.09

期货合约搭配比率为 1.09 : 1.00（1.09个 Euro-Schatz 期货合约对应一个 ST 

Euro-BTP 期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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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部位

如果预期意大利债信被降等，违约风险补偿随之变大，国债利率会往上，价
格会跌。

利率 合约
价格

t = 0

部位方向
t = T

部位方向
+ / −

ST Euro-BTP 期货 上涨 下跌 卖（空部位） 反向买回 低买高卖：+

Euro-Schatz 期货 假设不变 不变 买（多部位） 反向卖掉 0

合 约 国家
期限
(年) 币别

交割券范围
(年) 信用評等

Euro-Bund Futures 德 国 10 EUR 8.50 to 10.50 AAA

CONF Futures 瑞 士 10 CHF 8.00 to 13.00 AAA

Euro-OAT Futures 法 国 10 EUR 8.50 to 10.5 AA+

LT Euro-BTP Futures 义大利 10 EUR 8.50 to 11.00 BBB+

五、其他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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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益率曲線雙重價差交易（Yield curve “box” strategy）

一、情況

某對沖基金經理認為接下來一段時間內義大利的曲線會變的較為平滑（長期
利率跌的較短期多），而德國會比較陡（長期利率漲的較短期多）。

二、方法

計算方式與上兩節相同，不再贅述，直接計算於下表內。利用計算所得的
DV01可進一步計算各組的搭配比例：

義大利組：90.80 / 23.20 ＝ 3.91

德國組：100.70 / 21.20 ＝ 4.75

ST Euro-BTP 期貨DV01 (0.0215 / 0.926446) = 

0.0232 = 23.20歐元
3.91 單位 ST Euro-BTP期
貨搭配1.00 單位LT 

Euro-BTP期貨LT Euro-BTP 期貨DV01 (0.0802 / 0.882893) = 

0.0908 = 90.80歐元
Euro-Schatz 期貨DV01 (0.0194 / 0.91457) = 

0.0212 = 21.20歐元
4.75 單位Euro-Schatz期
貨搭配1.00單位Euro-

Bund期貨Euro-Bund  期貨DV01 (0.0842 / 0.836047) = 

0.1007 = 100.70歐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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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率 合约
价格

t = 0

部位
方向

单位
数量

t = T

部位
方向

+ / −

ST Euro-BTP 

期货
假设不变 不变 卖

（空部位）
391 反向

买回
0

LT Euro-BTP 

期货
下跌 上涨 买

（多部位）
100 反向

卖掉
低买高卖：

+

Euro-Schatz 

期货
假设不变 不变 买（多部

位）
475 反向

卖掉
0

Euro-Bund

期货
上涨 下跌 卖

（空部位）
100 反向

买回
低买高卖：

+

三、部位

四、其他应用

Eurex挂牌交易的国债期货共四个国家，其中德国与意大利各有短、
长期合约，法国与瑞士截至目前为止只有一个合约（10年），所以尚不能延
伸到这两个国家，但推出不同期限的产品，以完整产品线，指日可待，届时
将可作更多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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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itially select a strategic asset 

allocation commensurate with 

investment objectives using beta-

based investments (i.e., index 

funds or ETFs), then selectively 

add actively managed funds in 

order to add positive alpha to the 

baseline portfolio.

Core
Beta exposure to 

broad markets

Satellite

Emerging 

Markets

Satellite

U.S. Small Cap

Satellite

Others

To combine actively managed funds with index funds in a 

single portfolio. 

Core Satellite
Beta Pursue Alpha

More Passive Active

Markets are more 

efficient

Markets are 

relatively  less 

efficient

Index funds, 

ETFs, U. S. large 

cap equities and 

fixed incomes 

Emerging markets, 

high yield, U. S. 

small cap equities, 

private equity 

investments, hedge 

funds, 

Core-satellite Approach to Portfolio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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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同的债券市场间灵活转换

一、情况

某投资基金专注欧洲政府债券，持有 5,000 万欧元中期欧洲指标政府债券
（BDR 10/21 2.50% January 2021，该券为2012年六月到期Euro-Bund 国债期
货的CTD），该经理人计划将该笔投资转换为久期与到期日相近的瑞士国债。

该经理人有两个选择：

- 将持有的欧洲政府债券卖掉，并买入久期与到期日相近的瑞士国债（传统
方式）。

- 在国债期货的帮助下，可采组合覆盖（Portfolio overlay）的方式：建立
Euro-Bund 期货空头部位”冲销”既有的债券部位，同时建立CONF Futures多头
部位，作为瑞士国债现货部位的替代（注：Euro-Bund Futures 与CONF 

Futures 都在Eurex 交易，且期限同为十年，2012 年 6 月 CONF 期货的 CTD 

为2020年七月到期的EIDGENOSSENSCHAFT 05/20 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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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方法

首先，计算冲抵 5,000 万欧元 2021年1月到期的BDR 10/21 2.50%部位所需的
Euro-Bund 期货数量(面额为100,000 欧元、CF为0.770614)：

5,000万欧元 /（100,000 欧元 * 0.770614）＝ 648.83

需要约 649 单位的 Euro-Bund 期货。

其次，计算 Euro-Bund 期货对 Swiss CONF 期货的比率，即Euro-Bund 期货
DV01 / CONF 期货DV01：

Euro-Bund 期货的DV01 等于 0.1114 或 11.14 个期货最小变动价位，

因为是百元报价，转换成变动金额为：

100,000 / 100 × 0.1114 = 111.40 欧元，

CONF 期货的DV01等于 0.1134 或 11.34 个期货最小变动价位

100,000 / 100 × 0.1134 = 113.4 瑞士法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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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元兑瑞士法郎的汇率为 1 欧元兑 1.2021 瑞士法郎，

111.4 / (113.4 / 1.2021) = 1.18，

故比率为 1 Euro-Bund 期货：1.18 CONF 期货。

进一步计算相对于 649 单位 Euro-Bund 期货空头部位，需建立多少 CONF 期
货多头部位，亦即：

649 × 1.18 ＝ 765.82 ≈ 766

基金经理卖出 649单位的 Euro-Bund 期货，并买入 766单位的 CONF 期货，
此为所谓的投资组合覆盖策略（Portfolio overlay strategy），以合成（合成的）
的方式将欧洲政府债券转换为瑞士政府债券。



www.eurexchange.com 38

Euro

固定

收益

投资组合

卖出 Eurex Euro-

Bund 期货
买入 Eurex CONF 

期货
瑞士固定收
益部位

原有投资组合 合成投资组合

Euro

固定

收益

投资组合

Euro

固定

收益

投资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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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其他应用

Eurex十年期国债期货除德国与瑞士外，还有法国与意大利，彼此之间可以
灵活运用

合 约 国家 期限
(年)

币别 交割 券范围
(年)

信用評等

Euro-Bund Futures 德 国 10 EUR 8.50 to 10.50 AAA+

Euro-OAT Futures 法 国 10 EUR 8.50 to 10.5 AA+

CONF Futures 瑞 士 10 CHF 8.00 to 13.00

LT Euro-BTP Futures 义大利 10 EUR 8.50 to 11.00 BB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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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国债期货调整投资组合的久期

一、策略思维

久期衡量利率变动时，债券价格对应变动的幅度（也就是价格对利率的敏感
度），久期愈大，代表愈敏感。久期在固定收益这个领域所扮演的与股市中
的贝塔一模一样，预期市场往上时，可以将久期往上调，下跌时，应该将投
资组合的久期调小。

二、情况

某基金持有一个亿欧洲政府债券，由于非常看好欧洲债券市场的未来，计划
提高投资部位，将投资组合久期由现在的4.50年提高至8.20年。基金经理可选
择的做法是：

- 将现有债券部位处理掉，再购入久期较长的债券，或

- 另一个较好的方式是用国债期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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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方法

从期限的角度，10年期较接近目标久期（8.20年），挂牌的四种国债期货都
有10年的合约，再加上债信的考虑，德国、瑞士和法国的国债期货与基金持
股类似，意大利则不合适，由于德国的国债期货已交易多年，流动性最好，
币别也一致，排除汇率的风险，所以选择Euro-Bund期货为操作工具。

首先，计算现有投资组合的DV01：

现有投资组合的DV01 = 投资组合久期 ×投资组合价值 × 0.0001 

= 4.50 × 100,000,000 欧元 × 0.0001 = 45,000 欧元。

其次，计算目标投资组合（久期为8.20）的DV01：

目标组合的DV01 = 8.20 * 100,000,000 欧元 * 0.0001 = 82,000 欧元。

Euro-Bund期货的DV01 = 111.40 欧元

最后，计算所需的国债期货数量：

调整投资组合久期所需的期货数量 =

（目标投资组合 DV01 – 现有投资组合 DV01）/ Euro-Bund 期货 DV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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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uro-Bund期货数量 = 82,000 – 45,000 = 37,000

37,000欧元 / 111.40 欧元 = 332.17 

约为 332 单位

四、其他应用

Eurex挂牌交易的国债期货依不同的发行国家、债信、期限、币别共有九档，
基金经理或投资人可斟酌手中持券的特性选择适当的工具，如果原有的持券
为欧洲质优的公司债，截至目前为止没有「公司债期货」可资运用，意大利
的信评为BBB+，与公司债较接近，往往会用意大利国债期货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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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指期货 国债期货
交割 现金结算 实物交割
Conversion 

Factor

- 可交割券（Deliverable Bonds）
转换比例（Conversion Factor，CF）

基差 Basis = C – F           Basis = C – F * CF

持有成本 视现金股利、
股票股利而定

每日利息所得
＝ I * 1/365

每日融资利息成本
＝ (C + AI) * (RP/100) * (1/365)

正收益率曲线时，carry > 0，
持有债券期间的利息所得 > 融资利息

负收益率曲线时，carry < 0，
持有债券期间的利息所得 < 融资利息

Cheapest-to-

Deliver (CTD) 

Bond的考虑
- 〇

参与者 众多 特定族群

国债期货 vs. 股指期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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