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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CME外汇期货对冲汇率风险
加元/美元

CME外汇期货为农产品生产商对冲汇率风险,及其对农产品利润的
潜在影响提供流动性强,而且高效的对冲工具。

谷物及牲畜生产商会定期利用芝商所（CME Group）的农产品期货
与期权产品组合，以有效管控大宗商品的价格风险并保护其利润。但
对于需要保护利润的加拿大的生产商来说，还有一个需要考虑的重
要因素——汇率风险。

加元兑美元汇率的重要性体现在以下多个方面：美加之间贸易量巨
大（美国是加拿大出口农产品的最大进口国，如图所示）；与农产品相
关的全球贸易大多数以美元计价；多个相关套期保值工具均以美元
定价。

假设一位加拿大生产商签订了一份500,000美元的生猪出售合同，六
个月内交货并且交货时付款。在这六个月之内，该生产商的利润可能
面临美元兑加元汇率下跌的风险，也就是说，在将美元折算为其本国
货币加元时，所收到的加元金额将减少。

CME外汇期货——在这种情况下采用CME加元期货——尤为适合构
建对冲，从而规避汇率风险对农场利润产生的影响。

利用期货对冲汇率风险敞口相对直接。最为重要的是评估相应风险
敞口的金额，并确定适当的“对冲比率”或抵消该风险所需期货合约
的数量。

2013年，加拿大超过90%的牲畜以及18%的谷物和油籽出口至美国 （两个类别均居首位）。



以下试举两例，以演示如何利用CME的加元（CAD/USD）期货构建适当的对冲，从而满足您管控汇率风险的需求。 

例一： 向美国企业交付活牛时如何对冲CAD/USD汇率风险

假设当天是4月1日。您是加拿大农场主，刚签订了一份向美国企业出售800,000磅活牛的合同，于同年9月1日交货。在交货日以美元付款，合
同协定单价为每磅1.650000美元（合计1,320,000美元）。

在4月1日，美元兑加元的汇率为1.1111。因此，在4月1日至9月1日期间，您将持有1,320,000美元（USD/CAD）的“多头”头寸，也就是活牛出售
合同的付款金额；而按照4月1日的美元兑加元汇率折算，您则持有1,466,652加元的“空头”头寸。 	

活牛出售合同详情

日期	 合同签订日为4月1日：9月1日交货时以美元付款

价格 单价：每磅1.6500000美元，800,000磅活牛，合计1,320,000美元

4月1日的即期汇率 USD/CAD 现价： 每1.0美元为1.1111加元，或
CAD/USD 现价： 每1.0加元为0.9美元

合同于4月1日的加元金额 1.1111加元 x. 1,320,000 美元 = 1,466,652 加元，即您的风险敞口

CME加元（CAD/USD）期货 标准与E-微型合约的金额

两种合约的金额 标准CAD/USD期货： 每份合约100,000加元
E-微型CAD/USD期货： 每份合约10,000加元（标准合约的1/10）

合约（交割）月份 每一季度（三个月）为一个周期（3月，6月，9月，12月）

合约金额 假设USD/CAD汇率为0.9524，则： 
标准合约金额为95,240美元  E-微型合约金额为9,524美元

最小价格变动 标准合约： 每加元0.0001（即10.00美元）  标准合约： 0.0001加元（即1.00美元）

也就是说，如果能获得标准合约，利用14.67份标准CME CAD/USD期货合约即可对冲上述风险敞口。在这种情况下，CME可提供两种金
额的CAD/USD期货合约：标准合约（100,000加元）与E-微型合约（10,000加元，即标准合约的1/10）。有鉴于此，我们再来看看14.67的对
冲比率： 

	 对冲比率	 	 =	14.67	

	 四舍五入到小数点后一位	 =	14.70	(14	and	7/10ths)

	 	 	 =	14	份CME标准CAD/USD期货合约及

	 	 	 	 7	份CME	E-微型CAD/USD期货合约	

要对冲您的风险敞口，您需要14份CME标准CAD/USD期货合约与7份E-微型CAD/USD期货合约。

汇率在上述五个月内可能出现大幅波动。可利用CME加元（CAD/USD）期货缓解汇率出现不利波动而产生的风险。先将对冲比率计算出
来。计算公式为： 

	 对冲比率	=	风险敞口金额	/	期货合约金额	

对冲比率 = 风险敞口金额 / 期货合约金额

	 对冲比率	=	1,466,652加元	/	100,000加元

  = 14.67 



如何进行套期保值：两种情况	
考虑这种对冲在两种不同的市场情况中的结果： 

情况1：加元兑美元汇率上升（即美元贬值）了5个百分点

CAD/USD	现价 USD/CAD	现价 1,320,000美元合同付款金额的加元金额 九月CAD/USD期货合约

4月1日 0.9000 1.1111  1,466,652 加元 买入
14份标准合约 @ .9000
7份E-微型合约 @ .9000

9月1日 0.9500 1.0526 1,389,432 加元 卖出
14份标准合约 @ .9500
7份E-微型合约 @ .9500

（77,220 加元） 上升500基点：  
73,500美元，或77,366.10加元

期货头寸收益77,366.10加元 - 77,220加元现价亏损 = 净收益146.10加元

在情况1中，CAD/USD汇率从4月1日的0.9000升至9月1日的0.9500，即兑美元上升了5个百分点。这等于500个基点的波动（一个基点代表
0.0001加元的增幅）。

 500基点 x 标准CAD/USD期货合约每个基点10美元 x 14份标准合约 = 70,000美元

 500基点 x E-微型CAD/USD期货合约每个基点1美元 x 7份E-微型合约 = 3,500美元

  您的期货头寸产生的总收益 = 73,500美元

 折算为加元（9月1日的折算率为1.0526）= 77,366.10加元

虽然您的合同付款额按即期市价计算减少了77,220加元，但通过对冲汇率风险敞口，您抵消了相关金额的损失，反而获得146.10加元的收
益，从而确保您的原始合同金额不受影响。

情况2：加元兑美元汇率下降（即美元升值）了5个百分点

CAD/USD现价 USD/CAD现价 1,320,000美元合同付款金额的加元金额 九月CAD/USD期货合约

4月1日 0.9000 1.1111 1,466,652加元 买入
14 份标准合约 @ .9000
7 份E-微型合约 @ .9000

9月1日 0.8500 1.1765 1,552,980加元 卖出
14 份标准合约 @ .8500
7 份E-微型合约 @ .8500

+ 86,328加元 上升500基点： 
73,500美元，或77,366.10加元

现价收益86,328加元 – 期货头寸亏损86,472.75加元 = 净亏损144.75加元

在情况2中，CAD/USD汇率从4月1日的0.9000降至9月1日的0.8500，即兑美元下降了5个百分点。与之前情况一样，这等于期货头寸中500个
基点的波动（一个基点代表0.0001加元的增幅），只不过现在方向相反。

 500基点 x 标准CAD/USD期货合约每个基点10美元 x 14份标准合约 = 70,000美元

 500基点 x E-微型CAD/USD期货合约每个基点1美元 x 7份E-微型合约 = 3,500美元

  期货头寸产生的亏损金额 = 73,500美元

 折算为加元（9月1日的折算率为1.1765）= 86,472.75加元

期货头寸的亏损基本上被合同付款额的即期收益抵消，仅有144.75加元的小幅亏损。如果即期外汇市场出现对您不利的波动，而您未对外汇
头寸进行套期保值，您将遭受77,220加元的损失；因此，相比较而言，套保之后的亏损金额很小。



例二： 向美国企业出售小麦时如何对冲CAD/USD汇率风险

假设当天是4月1日。您是加拿大小麦种植者，刚与美国企业签订了一份销售900,000蒲式耳小麦的合同，9月1日交货。单价为每蒲式耳5.00美
元，合计4,500,000美元，交货时付款。

4月1日的USD-CAD汇率仍为1.1111（每一美元的加元价值），您所签订合同的金额则为4,999,950加元。因此，在4月1日至9月1日期间，您将
持有美元的“多头”头寸（4,500,000美元），从而面临加元兑美元汇率波动的风险。

销售详情

日期	 合同签订日期为4月1日：9月1日交货时付款，以美元支付

价格 每蒲式耳5.00美元，900,000蒲式耳小麦 = 4,500,000美元

4月1日的即期汇率 USD/CAD 现价： 每1.0美元为1.1111加元，或
CAD/USD 现价： 每1.0加元为0.9美元

合同于4月1日的加元金额 1.1111加元 x. 4,500,000 美元= 4,999,950（加元），即您的风险敞口

CME加元（CAD/USD）期货 标准与E-微型合约的金额

两种合约的金额 标准CAD/USD期货： 每份合约100,000加元 

合约（交割）月份 每蒲式耳5.00美元，900,000蒲式耳小麦 = 4,500,000美元
合约金额 假设USD/CAD汇率为0.9524，则标准合约金额 = 95,240美元
最小价格变动 标准合约： 每加元0.0001（即10.00美元）

您可以利用CME的CAD/USD期货合约锁定您的合同金额，并缓和汇率风险。先将对冲比率计算出来：

 对冲比率 = 风险敞口金额 / 期货合约金额 

 对冲比率 = 4,999,950加元 / 100,000加元

  = 49.99，四舍五入为50

也就是说，要对冲您的风险敞口，您需要50份CME标准CAD/USD期货合约。



如何进行套期保值：两种情况	
考虑这种对冲在两种不同的市场情况中的结果： 

情况1：加元兑美元汇率上升（即美元贬值）了5个百分点

CAD/USD现价 USD/CAD现价 4,500,000美元合同付款金额的加元金额 九月CAD/USD期货合约头寸*

4月1日 0.9000 1.1111 4,999,950加元 买入 50份标准合约 @ .9000

9月1日 0.9500 1.0526 4,736,700加元 卖出 卖出50份标准合约 @ .9500

 （263,250加元）
上升500基点： 
+250,000美元，或 
+263,150加元

期货头寸收益263,150加元 – 现价损失263,250加元 = 净亏损100加元

在情况1中，CAD/USD汇率从4月1日的0.9000升至9月1日的0.9500，即兑美元上升了5个百分点。这等于500个基点的波动（一个基点代表
0.0001加元的增幅）。 

 500基点 x 标准CAD/USD期货合约每个基点10美元 x 50份标准合约 = 250,000美元

 折算为加元（9月1日的汇率为1.0526） = 263,150加元

尽管您的合同付款额的即期价值减少了263,158加元，但通过利用期货合约对冲汇率风险，您将损失降至0.11加元；而如果您未进行套期保
值，您的农场利润可能遭受263,158加元的减损。

情况2：加元兑美元汇率下降（即美元升值）了5个百分点

CAD/USD现价 USD/CAD现价 4,500,000美元合同付款金额的加元金额 九月CAD/USD期货合约

4月1日 0.9000 1.1111 4,999,950加元 买入 50 份标准合约 @ .9000

9月1日 0.8500 1.1765 5,294,250加元 卖出 14 份标准合约 @ .8500

+294,300加元 
下降500基点： 

（250,000美元）， 
或（294,125加元）

现价收益294,300加元– 期货头寸亏损294,125加元 = 净收益196加元

    

在情况2中，CAD/USD汇率从4月1日的0.9000降至9月1日的0.8500，即兑美元下降了5个百分点。与之前情况一样，这等于期货头寸中500个
基点的波动（一个基点代表0.0001加元的增幅），只不过现在方向相反。

 500基点 x 标准CAD/USD期货合约每个基点10美元 x 50份标准合约 = 250,000美元 亏损

 折算为加元（9月1日的汇率为1.1765） =  294,125加元

期货头寸的亏损被合同付款额的现价收益抵消，因此，您保存了销售合同最初签订之日的相对价值。在该情况中，尽管现价的上升让您获利，
但是，套期保值的真正价值在于：确保您能够维护您的利润，从而避免情况1中因出现对您不利的汇率波动而可能造成的损失。



期货价格与远期汇率的比较
为了简洁明了地说明期货套期保值的好处，上述举例所采用的外汇
期货价格为交易日的即期汇率。 

然而，在实际操作中，CAD/USD期货价格与即期汇率可能略有差异。
即期汇率与期货或远期合约价格的差异代表“基准”，本质上就是期
货汇率减去两种货币的即期汇率后的差额。驱动该基准的因素也是
影响银行同业市场中远期合约价格的因素——短期利率与期限及基
础货币之间的关系。（请阅读右图文字，详细了解期货与远期合约之
间的差异。）

随着时间的推移，该基准将逐渐趋近于零，这是因为随着期货合约到
期日越来越近，短期利率差异的相关性越来越小。一旦期货合约可予
交割，则可直接替代货币的现货交割，而其基准被称为“收敛至零”。

举例： CAD/USD期货于2014年11月13日的基准

 • USD/CAD即期汇率：1.1370
 • 折算为相应的CAD/USD即期汇率：87.95

CAD/USD	期货		
合约月份

直至合约		
到期的天数

11月13日		
的期货价格 现货	–	期货价格	=	基准

14年12月 34 87.94 87.95 – 87.94 = 0.01

15年3月 125 87.69 87.95 – 87.69 = 0.26

15年6月 216 87.50 87.95 – 87.50 = 0.45

 Source: Data from Bloomberg and CME Group.

尽管会有某些“干扰”，这些基准的关系实际具有很高的可预见性：可
通过构成交易的两种货币的短期利率之间的关系予以确定。因为，
如果期货价格与即期价格错配，市场套利者会立即采取行动，从而
很快使价格恢复正常。随着期货合约到期日趋近，该基准将收敛至
零或平价。

您的经纪商能帮助您在期货套期保值交易中调节与基准相关的风
险。

期货与远期期合约的区别是什么？
期货合约: 是标准化合约，并在交易所交易及清算。就具体的期
货合约而言:到期时间、合约金额、交割地点及日期是设定的。信
用风险通过规定的逐日盯市结算及保证金制度予以缓解，从而
降低信用风险。

远期合约: 兼具市场风险及信用风险；换言之，如果对手方未履
行远期合约，则风险敞口是违约——不存在交易所担保交易一
定能够得到清算。远期合约通过场外交易（OTC）市场交易，合约
的到期日及金额可定制，而期货交易在规范的期货交易所进行。 

远期合约为私人性质的交易。期货合约受政府层面的监管，而远
期合约基本上不受监管。

倘若远期合约与期货合约的条款是一致的，那么它们在到期时
的表现则完全一样。本质上，定制的条款及交易地点才是决定远
期合约与期货合约的不同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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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彭博社数据和芝商所。

更多详情，请联系CME外汇团队： fxteam@cmegroup.com 或访问 cmegroup.com/fx。

总结
CME加元（CAD/USD）期货提供流动性强的高效工具，可帮助加拿大生产商量身定制所需要的对冲以减缓其汇率风险。



期货与掉期交易具有亏损的风险，因此并不适于所有投资者。期货和掉期均为杠杆投资，由于只需要具备某合约市值一定百分比的资金就可进行交易，所以损失可能会超出最初为某一期货和掉期头寸而存入的金额。因期货
交易未必适合所有投资者，存在亏损的风险。期货是杠杆投资，因为只有一定百分比的合约价值需要交易。期货持仓的损失可能超过存入资金，所以交易者所投资的资金应当以亏损后不影响其正常生活为限。而且，任何单一
交易应仅投入一部分的资金，因为不能保证所有交易都盈利。

CME Group®是芝加哥商品交易所有限公司的注册商标。全球商标 Globex、 CME 和芝加哥商品交易所是芝加哥商品交易所有限公司的商标。

本手册的信息由芝商所编制，仅作一般用途，并未考虑本手册任何接收者的具体情况。芝商所不对任何错误或遗漏承担任何责任。

此外，本手册所有范例均为假设情况，仅作解释用途，不得视为投资建议或实际市场的结果。所有有关本文的规则和规格事宜都需遵守CME的官方规则，并以官方规则为准。在采取任何行动之前，在所有情况下应当查询CME
当前的规则。

Copyright © 2014 芝商所版权所有。保留所有权利。 PM1240/00/1114

芝商所全球办事处

芝加哥  纽约 伦敦   
+1 312 930 1000 +1 212 299 2000 +44 20 3379 3700 
新加坡 卡尔加里 香港
+65 6593 5555 +1 403 444 6876 +852 3180 9387
休斯顿 圣保罗 首尔
+1 713 658 9292 +55 11 2565 5999 +82 2 6336 6722
东京 华盛顿特区
+81 3242 6232 +1 202 638 3838

芝商所总部

CME Europe
Fourth Floor  
One New Change  
London EC4M 9AF
United Kingd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