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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美国国债期货合约临近到期，其价格隐含的交割发票金额往往
趋向于在履行合约时可交割的美国国债证券的现金市场价格。美国
国债基差（“基差”）的动态可以揭示价格趋同路线。

基差在金融市场之所以受到关注，其原因不外乎美国国债期货的交
割流程：

•  这包括由作出交割的空头期货头寸持有人（“空方”）控制的各种策
略决定。CME Clearing指定接受交割的多头期货头寸持有人（“多
方”）必须遵守空头头寸持有人的选择。实际上，空方是交割流程
隐含的一系列期权的隐性所有人，而多方是隐性卖方。

•  由于可交割美国国债证券支付的票息收入与拥有证券的融资成本
之间的关系，它包含贯穿于期货交割流程间隔期的短期利率风险
敞口。

•  它延伸适用于期货合约与可交割证券之间的相对价值价差的平衡
概念。在交割之前，通过相对利率敏感性实现平衡。在到期合约
表达实物交割意图时，平衡突然打突，按面值重新界定–对期货来
说是名义价值，对可交割证券来说是实际价值。平衡的定义发生
转变时，便会产生“交割尾部”，基差头寸的持有人需要谨慎管理此
类风险。

本文探讨基差的原理。首先简要介绍美国国债期货交割流程，并概
述其隐含的期权。然后定义美国国债基差的结构，探讨基差的定义
和算法，并讨论交割尾部如何产生。在从基差持有人的角度探讨隐
含交割期权之后，本文最后讨论管理交割过程中的基差风险敞口和
交割尾部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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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国债基差——交割期权和尾部

美国国债期货交割的基本原理

大多数到期美国国债期货1按合约交割发票价格以
实物交割100,000美元面值合约级美国国债证券的
方式来履行。3年中期美国国债(“Z3N”)期货和2年
中期美国国债(“ZT”)期货除外，其合约规模要求交
割200,000美元面值的合格证券。请参阅附件1。

交易所的清算所CME Clearing是负责分配和处理美国国债期货交
割的唯一机构。2每次合约交割通过为期三天的流程来完成：

1 意向日
在意向日，想要交割的到期合约空头头寸持有人指示其清算公
司就交割意向通知CME Clearing。该通知的截止时间是芝加哥
时间(“CT”)晚上7:30。

对于超长期美国国债(“UB”)期货、长期美国国债(“ZB”)期货、超
长期10年中期美国国债(“TN”)期货或10年中期美国国债(“ZN”)期
货，清算公司可在从交割月份第一个营业日之前的第二个营业日
（第一意向日）至交割月份最后一个营业日之前的第二个营业日
（最后意向日，包括该日期）之间的任何日期宣布交割意向。

附件1–中期和长期美国国债期货的交割等级

合约规模（美元面值） 交割等级

超长期美国国债(UB) 100,000 长期美国国债。剩余到期期限： 
至少25年。

长期美国国债(ZB) 100,000 长期美国国债。剩余到期期限：15年以上，25年以下。

超长期中期美国国债(TN) 100,000 中期美国国债。剩余到期期限：9年零5个月以上，10年以下。

10年中期美国国债(ZN) 100,000 中期美国国债。剩余到期期限：6年零6个月以上，10年以下。

5年中期美国国债(ZF) 100,000 中期美国国债。原始到期期限：5年零3个月以下。剩余到期期
限：4年零2个月以上。

3年中期美国国债(Z3N) 200,000 中期美国国债。原始到期期限：5年零3个月以下。剩余到期期
限：2年零9个月以上，3年以下。

2年中期美国国债(ZT) 200,000 中期美国国债。原始到期期限：5年零3个月以下。剩余到期期
限：1年零9个月以上，2年以下。

1  “美国国债期货”包括超长期美国国债（“超长期美国国债”）期货、长期美国国债（“长期美国国债”）期货、10年中期美国国债（“超长期10年美国国债）期货、超长期中期美国
国债（“10年中期美国国债”）期货、中期美国国债（“5年中期美国国债”）期货、3年中期美国国债（“3年中期美国国债”）期货以及短期中期美国债（“2年中期美国国债”）期
货。美国国债期货的所有规则和程序，包括作出或接受交割的规则与程序，均由芝加哥期货交易所（“CBOT”或“交易所”）制订，并受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的监管，该交易
所是芝商所拥有和经营的四个指定合约市场之一。

 如果需要美国国债期货合约交割流程的完整说明，请参阅芝商所2016年7月出版的《美国国债期货交割流程》(The Treasury Futures Delivery Process)第6版。

2  CME Clearing是芝加哥商品交易所(CME)的分支机构。该交易所是芝商所拥有和经营的四个指定合约市场之一。CME Clearing是在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注册的衍生工具
清算组织，并受该委员会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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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5年中期美国国债(“ZF”)期货、Z3N期货或ZT期货，第一意
向日是交割月份第一个营业日之前的第二个营业日，最后意向
日是下个日历月份第一个营业日。

在收市之后，CME Clearing将每个拟交割在其帐户中持有的空
头头寸的清算公司（“空方清算公司”）与一个或多个在其帐户中
持有合约多头头寸的清算公司（“多方清算公司”）进行匹配。以
这种方法指定的多头清算公司有义务接受交割。

2 通知日
在意向通知日（或者简称“通知日”），在上个营业日宣布交割
意向的空方清算公司编制一份发票，详细说明拟交割的美国
国债证券，包括CUSIP号码、票息率和到期日。在芝加哥时
间下午2:00之前（最后通知日的芝加哥时间下午3:00之前），
空方清算公司和CME Clearing确认交割发票金额，然后CME 
Clearing将发票传送给其指定接收交割的多方清算公司。

3 交割日
在交割日，空方清算公司的银行帐户在芝加哥时间上午10:00
时之前必须持有指定的美国国债证券。然后证券交割给多方清
算公司的银行帐户，同时多方清算公司必须将正确的发票金额
汇付给空方清算公司。这个流程必须在芝加哥时间下午1:00之
前完成。

对于即将到期的UB、ZB、TN或ZN期货，第一（最后）合格交
割日是合约交割月份的第一个（最后一个）营业日。

对于ZF、Z3N或ZT期货，第一合格交割日是合约交割月份的第
一个营业日，最后合格交割日是下个日历月份的第三个营业日。

合约重要日期异同概要

对于所有美国国债期货：
第一意向日指到期合约交割月份的第一个营业日之前的第二个营业
日。第一通知日是随后的下个营业日。第一交割日是合约交割月份
的第一个营业日。 

对于UB、ZB、TN或ZN期货：
虽然交割流程一直持续到交割月份结束为止，但最后交易日–即到
期合约在CME Globex电子交易平台(“CME Globex”)上的中央竞价
交易终止日期–是交割月份最后一个营业日之前的第七个营业日。
最后意向日是交割月份最后一个营业日之前的第二个营业日，最后
通知 日是倒数第二个营业日，最后交易割日是最后一个营业日。

对于ZF、Z3N或ZT期货：
最后交易日是交割月份的最后一个营业日。最后意向日是合约指定
交割月份之后下个日历月份的第一个营业日。最后通知日和最后交
割日分别是下个日历月份的第二个营业日和第三个营业日。

交割发票价格
对于即将交割的每份合约，发票金额是两个部分之和：

发票金额 =  
已转换的期货价格 + 应计利息 

已转换的期货价格
该价格在期货交割过程中的作用与除息价格（不包含截至交易结
算日期的应计票息的价格）在中期或长期美国国债现金交易中的
作用相同。已转换的期货价格是以下三项的乘积：3

已转换的期货价格 =  
合约规模 x 期货结算价格 x 
x 转换系数

3  转换后的期货价格使用正常的舍入规则：在计算之后，金额将舍入到最近的美分，或者如果金额以半美分($0.005)结尾，则舍入到最近的美分。 
 
为明确起见，每份合约都将适用这种舍入。如果空头持有人交割100份合约，则合计交割发票金额为100份合约各自舍入金额的总和。

http://cmegroup.com/interestr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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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约规模 

对于UB、US、TN、ZN或ZF期货，合约规模为每个合约价格
点1,000美元（即每份合约100,000美元可交割级证券面值）。
对于Z3N或ZT期货，合约规模为每个合约价格点2,000美元 
（即每份合约200,000美元面值）。

期货结算价格

这是以价格点及小数价格点表示的价值，面值为100个点。 
如果空方宣布打算在合约最后交易日之前的任何时间交割到期
合约，则交割发票金额按其宣布意图的意向日的期货每日结算
价格计算。如果在合约最后交易日当天或之后的任何时间宣布
交割意图，则交割发票金额按合约的最终结算价格计算。

转换系数

无论空方在什么时间选择交割，都有多期美国国债可用于履行
交割。为了使可交割级美国国债证券彼此大致类似，用于计算
发票金额的期货结算价格需要调整，以反映拟交割的美国国债
的特点。该调整通过转换系数系统来完成，其中任何可交割级
美国国债的转换系数代表1美元面值在期货合约交割月份进行交
易和结算可实现6%收益率时的价格。4 

应计利息
接受交割的多方清算公司向作出交割的空方清算公司支付的交割发
票金额包括已经累计，但截至交割日期尚未支付的任何票息。应计
利息金额的计算方法在所有方面均与中期或长期美国国债常规现
金市场交易的计算方法相同。在两种情况下，票息均按半年期间的
实际天数均衡累计，该半年期间从交割前最后一次支付票息的日期
起，到交割后下次支付票息的日期止。5

期货交割的隐含期权
在到期合约交割月份的不同时间点，作出交割的空方有权作出若干
策略决定。作为多方持有人的代表，由CME Clearing指定接受交
割的多方清算公司根据合约有义务接受这些决定的结果。事实上，
空方拥有隐含的美式彩虹期权，该期权为空方提供两种特权： 
交割时间和交割品质。

交割时间–利差期权
隐含期权允许采取美式行权方式6，因为空方有权决定在什么时间
交割，前提是空方必须在合约期限允许的时间间隔内进行交割。 
 

4  美国国债期货的交割发票转换系数完全由交易所确定。交易所将公布此类系数，并且大多数报价服务供应商均可提供此类系数。对于特定交割月份的任何美国国债期货合约，
所有可交割级证券的转换系数在合约挂牌交易之前确定，并在整个合约有效期内保持不变（与合约期限一样）。如果想获得转换系数，或了解其确定方式，请浏览：http://
www.cmegroup.com/trading/interest-rates/treasury-conversion-factors.html。

5  长期和中期美国国债的票息累计规则在《联邦法规汇编》(Code of Federal Regulations)中确定。请参阅《联邦法规汇编》第31卷第306部分“美国证券的一般法规”E分项–利
率，以及《联邦法规汇编》第31卷第356部分“记帐式有价短期、中期和长期美国国债的销售与发行”附录B（也可以参阅美国财政部通函第1-93号公债系列）。另请参阅芝商所
2016年7月出版的《美国国债期货交割流程》第6版。

6  严格地讲，对于在合约第一意向日之前建立的空头期货头寸，隐含期权为远期生效。 
对于在合约第一意向日之后建立的空头头寸，隐含期权的行使方式类似于常规的美式期权。

http://www.cmegroup.com/trading/interest-rates/treasury-conversion-factors.html 
http://www.cmegroup.com/trading/interest-rates/treasury-conversion-factor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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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可能影响空方选择交割日期的许多因素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是因为持有现金美国国债证券而获得或支付的“利差”。为了说明这
一点，假设有一位到期货期货的空方持有人购买用于交割的合约级
证券，并通过回购协议（“回购协议”）为该证券在预期交割日期之
前的拥有成本进行融资。在所有其它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如果利差
为正数–即证券自购买日期起到期货的预期交割日期之间支付的票息
超过相同期限内持有证券的回购利息成本，则空方至少有一个理由
将证券保留到合约允许的最后交割日。相反，如果利差为负数–即空
方支付的回购利息超过获得的票息，并且负利差金额很高，足以抵
消其它隐含交割期权的价值，则空方有理由尽早交割自己的空头期
货头寸。7

交割品质–CTD期权
隐含期权是一种彩虹期权，因为空方有权从多种合格美国国债中选
择一种进行交割，以履行合约。如果美国国债符合合约的交割资格
标准，由CME Clearing指定接受交割的多方清算公司必须接受卖方
的选择。

在期货到期前的任何时间点，购买某些合约级美国国债进行交割或
许比其它证券更为划算。因此，任何买卖或持有美国国债期货合约
的投资者往往会关注价格走向、在交割时获利最高的可用合约级证
券（“最低交割价”，简称“CTD”），以及可代替目前CTD期权的其它
可交割证券。

为了更具体地说明什么是“获利最高”的证券，不妨做一个想像，假设
您正在考虑某个特定时间的市况，包括期货合约的价格及各项可交
割级证券的现金市场价格。然后选择一个可接受的合约交割日期。
（由于上文所述与交割时间和利差期权有关的原因，这往往是第一
交割日或最后交割日。）

对于每份合约级证券，算出按当时期货价格交割期货的交割发票金
额与按现金市场通行价格购买证券进行现货(t+1)结算所需要的发票
金额之间的比率。8CTD期权转换为可交割证券时的比率最高： 

比率 = [ (1000美元 x F x cf) + AI(d) ]/[ (1,000美元 x P) + AI(t+1) ]

P是采用标准t+1结算的美国国债证券的价格，以价格点及小数
价格点报价，面值按100个价格点计。

F是期货合约的价格，同样以价格点和小数价格点报价，面值
按100个价格点计。

cf是履行期货合约时交割证券所使用的转换系数。

AI(t+1)是证券100,000美元面值从最近付息日到结算现金交易的
下个营业日(t+1)期间的应计票息。

AI(d)是证券100,000美元面值自最近付息日至预期期货交割日
期间的应计票息。9

也就是说，在任何特定时间，如果使用CTD期权，相应期货的交
割发票金额相对于证券在现金市场上进行现货结算的总括价格而言
是最高的。

市场参与者通常将这个比率换算为对应的“隐含回购利率”，即按通
行现金市场价格购买证券，然后在履行到期期货合约时交割所获得
的虚拟年回报率。通过这种换算，他们可以根据隐含回购利率最高
的合约级证券评估CTD期权：

隐含回购利率 = (比率 - 1) x 360 / (d - (t+1))

7  目前明确的是，如果利差为负数，且其数值足以导致毛基差为负数，则有理由通过提前交割行使期权。  
请参阅第7页的“基差和交割尾部”。

8  在下文中，为了便于说明，我们假设期货合约的名义面值为100,000美元，即每个合约价格点1,000美元。请参阅第2页的“美国国债期货交割的基本原理”。

9  本例采取进一步的简化，即假设现有证券在下个营业日(t+1)与预期的期货交割日期(d)之间没有票息支付日期。

http://cmegroup.com/interestr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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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TD期权的价值在于，CTD期权可灵活地从一种可交割级证券转换
为另一种证券。无论CTD期权在合约的可交割证券之间转换的速度
是快是慢，或没有转换，任何特定时间的合约价格均反映：(a)市场
参与者预期会对实物交割流程产生重要影响的可交割级证券的通行
价格，(b)在交割之前拥有该证券的融资成本，及(c)前述(a)项和(b)
项的波动率。

CTD期权包含两个子类，分别是月底期权和百搭期权。如果期货合
约及其可交割级证券可持续进行交易，则这两种期权都不存在。在
这种虚拟情况下，期货合约价格（该价格最终会成为CTD期权的行
使价格）将与合约级证券的价格动态持续互动。

月底期权和百搭期权在现实中之所以存在，是因为期货交易时间
表与实物交割流程的互动会在合约交割月份内产生一些短暂的间隔
期，每份合约级证券的交割发票价格在这些间隔期内会暂时固定在
已知水平。

交割品质和时间–月底期权
期权在合约的第一意向日和最后意向日之间可随时行使，但期权的
特点会在合约的最后交易日发生变化。 从这时到合约的最后意向
日之间（即月底期权的间隔期），向CME Clearing宣布的任何交
割意向的交割发票金额将参照单个合约价格水平即最终结算价格
确定。由于期货合约价格在月底期权间隔期内不再对市场因素作
出反应，其价格会固定在一个点。所有其它因素均围绕它发生变
化，包括可交割合约的价格动向或可能导致CTD期权发生变化的
融资利率。

对于UB、ZB、TN或ZN期货，月底期权间隔期为六个营业日，从交
割月份倒数第七个营业日起，至倒数第二个营业日止。对于在此期
间宣布交割的任何合约，每份合约级证券的交割发票金额固定在按
合约最终结算价格和相关交割转换系数计算的已知值。由于合约级
证券继续交易，在空头期货头寸持有人考虑应该交割哪个合约时，
月底期权允许其在六个营业日内择机对美国国债相对价值的变动作
出反应。10重要区别在于，在什么时候交割以及交割什么合约的决定
根据静态期货交割发票金额作出。

对于ZF、Z3N或ZT期货从最后交易日到最后意向日的间隔期相对
较短，只有两个营业日，从正常交割月份的最后一个营业日开始，
至下个月的第一个营业日止。因此对于这类期货产品，月底期权的
价值较低，对于合约价值的影响也相应较小。

10 如果月底期权的价值为正数，其存在可能导致到期UB、US、TN或TY合约的基差在各自的最后交易日期趋向为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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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割品质和时间–百搭期权
在到期期货合约最后交易日之前的任何（例行）营业日，交易所会
在芝加哥时间下午2:00之后不久计算和公布当天的合约结算价格。
而且，在从到期合约的第一意向日和最后意向日之间的任何营业
日，合约的空头持有人可在芝加哥时间下午7:30之的任何时间指示
其清算所宣布交割意图。由于这两个原因，百搭期权的间隔期出现
在合约第一意向日期到最后交易日之前一天期间的任何（例行）营
业日的下午：在大约五个小时（大约从芝加哥时间下午2:30至下午
7:30）内，空头持有人将知道当天向CME Clearing宣布交割意图的
每份合约级证券的发票金额。

  百搭期权间隔期 
（中部标准时间）11

下午2:00 期货每日结算

下午4:00 CME Globex交易期结束

下午4:30 美国国债现金市场停止交易

下午5:00 CME Globex下个美国营业日的交易期开始

下午6:00 下个东京营业日开始

晚上7:30 宣布期货交割意图的截止时间

由于交易活动持续到芝加哥时间大约下午4:30，百搭期权实际上
允许空头头寸持有人有两个小时或以上的间隔期，在此期间可把
握合约级证券价值当天后来相对于期货合约每日结算价格以及相
对于彼此的较大变动。12

百搭期权间隔期的重要特点是所有可交割证券当天的所有期货交割
发票金额都暂时固定在已知值。13持有人根据合约级证券价格相对
于相应的固定交割价格的变动决定是否宣布交割意图以及交割什么
证券。

基差和交割尾部

毛基差
对于特定交割月份的期货合约以及履行合约时的可交割证券，毛基
差是下列两者之间的差额：(a)证券t+1结算的除息价格，及(b)通过
期货交割进行远期结算的除息价格，如合约价格所示：

毛基差 = P 减去 ( F x cf )

P是采用标准t+1结算的美国国债证券的价格，以价格点及小数
价格点报价，面值按100个价格点计。

F是期货合约的价格，同样以价格点和小数价格点报价，面值
为100个指数点。

cf是履行期货合约时交割证券所使用的转换系数。

由于该系数将标准的t+1结算日期与将来的期货合约交割日期相结
合，因此毛基差包含这两个日期之间累计的利差。如前所述，14

11  这里的百搭期权时间表仅为示例，并非最终时间表。特别是，该时间表在照常营业的星期五不适用，CME Globex下个美国营业日以及下个东京营业日的交易期直到下个星期
天的芝加哥时间傍晚才会开始。 
 
值得一提的是，如果市场在相关营业日因假日而提前收市，则该时间表可能会不同。最后，与美国不同，日本不实行夏令时。因此，在中部夏令时，下个东京营业日的开始
时间为芝加哥时间下午7:00，而非芝加哥时间下午6:00。

12  美国政府证券市场为场外市场。该市场原则上全天交易，但实际上交易活动在纽约时间下午5:30（芝加哥时间下午4:30）至亚洲交易中心下个营业日的开始时间即东京时间大
约上午9:00（中部标准时间下午6:00或中部夏令时下午7:00）期间会逐渐减少。请参阅Michael J Fleming所著《美国国债证券的全天候市场》(The Round-the-Clock Market for 
U.S. Treasury Securities)，纽约联邦储备银行1997年7月出版，文章地址是： https://www.newyorkfed.org/medialibrary/media/research/epr/97v03n2/9707flem.pdf。

13  该结构仅适用于在所示日期所作交割意向的交割发票金额。在该日期的交易期结束（通常是芝加哥时间下午4:00）之前，期货合约继续交易，其价格继续对市场因素作出反应。

14  请参阅第4页的“交割时间–利差期权”。

http://cmegroup.com/interestr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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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差是下列两项之间的差额：(a)证券自标准t+1结算日期至推
定期货交割日期之间的间隔期内支付的应计票息，减去 (b)拥有
证券的融资成本在相同间隔期内的累计利息（通常以适用的回
购利率计算）。

示例1
请考虑2016年7月7日星期四的市况：

2016年9月交割的超长期10年中期美国国债期货(TNU6)的交易价格
为147-00+（147及0.5/32个价格点，即147.015625个价格点）。

2026年2月15日到期，票息率为1-5/8%的TNU6 CTD美国国债在
2016年7月8日进行t+1结算的价格为102-037（102及3.75/32个
价格点，即102.1171875个价格点）。

对于2026年2月到期，票息率为1-5/8%，且交割后转换为
TNU6国债的中期美国国债，交易所指定的交割金额转换系数
为0.6928。

毛基差的价值大约为一个价格点的8.47/32：

0.2647625个价格点 =  
102.1171875个价格点减去(147.015625个价格点 x 0.6928)

净基差
这是基差的另一种表现方式（又称为“净基差”，简称“BNOC”），
其中现金证券的结算日期与预期的期货交割日期一致。在净基差
中，证券的现货结算除息价格被远期结算的估算除息价格代替。
估算方法通常是将美国国债证券的买入（或卖出）递延到预期的
期货交割日期，以现货结算价格减去买方（或卖方）愿意放弃 
（或回购）的利差额：

净基差 = ( P减去利差 ) 减去 ( F x cf )

或者

净基差 = 毛基差减去利差

虽然期货交割月份的任何合格日期均可进行交割，但使用净基差的
交易者通常将“预期的期货交割日期”解释为合约的第一个交割日 
（若交割利差为负数）或最后一个交割日（若交割利差为正数）。

净基差法的相对优势在于它将毛利差分为两个表达不同信息的部
分。一个部分是基差现金面预期获得或支付的利差幅度。另一个
部分是基差本身，被认为是上文所述期货交割流程隐含期权的价
值的指标。

示例2
为了找出与示例1所述情况相对应的基差，首先应该确定期货交割
的利差幅度。为此，需要再增加一个条件：

为CTD中期美国国债在2016年7月8日至期货交割日期期间的拥
有成本进行融资的通行回购利率为每年0.475%。

为了融资购买在7月8日结算的1000万美元面值的CTD中期美国
国债，交易者需要借入10,276,004.45美元， 其中除息价格为
10,211,718.75美元， 另加中期美国国债自最近付息日即2月15
日以来累计的64,285.70美元利息。

如果在55天后TNU6的第一个允许的交割日即9月1日星期四进行交
割，回购融资成本为：

7,457.24美元 = 10,276,004.45美元 x  
x (55天 / 360天/年) x (0.475价格点 / 年/ 100 )

买方同期累计的票息收入为：15

24,471.10美元  =  (81,250美元 / 半年) x 
x ( 38天 / 每半年182天 + 
+ 17天 / 每半年184天)

然后中期国债持有人在7月8日至TNU6的第一交割日期间获得正数
利差：

每1000万美元面值17,013.86美元 =  
(24,471.10美元 票息) 减去 (7,457.24美元 回购利息)

15  右侧括号中的表达式可能有些混乱，因为其说明中期美国国债在8月15日开始的票息支付。票息在截至2016年8月15日止的半年期间（跨度为182天）的累计速度比下半年 
（跨度为184天）更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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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在84天之后TNU6的允许的最后交割日即9月30日星期五进行
交割会怎样？ 类似的算法得出相同的结论。交割利差为正数：

每1000万美元面值25,887.55美元 =  
(37,276.79美元票息) 减去 (11,389.24美元 回购利息)

有了这些计算结果，评估净基差公平价值的交易者可能会接受
这个结论，即市场参与者普遍认为TNU6的最后交割日是最佳交
割日，16并按0.2588755个价格点的估算利差继续进行交易 
(重新以价格点表达，面值为100个价格点)。然后净基差 
(即期货合约隐含交割期权的估算价值) 为0.19/32个价格点 
(即0.005887个价格点) ，略低于五分之一个跳价点：

0.005887个价格点 =  
(102.1171875个价格点  减去  0.2588755个价格点) 
减去 (147.015625个价格点 x 0.6928)

基差比率
美国国债基差的结构取决于毛基差的定义：P减去( F x cf )

为了买入（卖出）特定期货合约与特定可交割美国国债证券之间的
基差，您需要买入（卖出）一定数量的证券，并按转换系数加权数
量卖出（买入）期货合约。

所上文示例1和示例2所示，为了按TNU6 CTD中期美国国债的
1000万美元面值买入TNU6基差，您需要卖出69份TNU6期货合
约，大约等于（100单位的每份期货合约100,000美元面值） x 
（0.6928 cf）。为了按7500万美元中期美国国债面值卖出相同的
基差，您需要买入520份TNU6期货合约，大约等于（750单位的每
份期货合约100,000美元面值 x 0.6928。 

与转换系数加权价差比率相比，市场参与者往往更熟悉DV01加权
价差比率。如果以市场利率每年一个基点（“基点”）的统一变动产
生的美元价值变动（一个基点的美元价值，简称“DV01”）来衡量
利率敏感性，交易者通常采取现金-期货价差结构，使价差现金面
的DV01与期货面的DV01规模相同，而方向相反。虽然可能无法立
即看到明显的效果，但转换系数加权比率和DV01加权比率在美国
国债期货合约与其CTD证券之间产生的基差实际上相同。

交割尾部
假设在期货合约第一意向日与最后交易日的间隔期内持有美国国债
基差多头头寸。当持有人宣布交割价差的空头期货头寸的意向时，
便会产生交割尾部。到那时，价差现金面和期货面之间的比率是按
相关转换系数计算的加权值。随后，现金与期货之间的相关比率严
格限制为1比1。

尾部的幅度以及基差头寸持有人的结果完全取决于转换系数的数
值。为了说明这一点，再次以示例1和示例2的参数为例，其中
TNU6基差多头头寸包含1000万美元面值多头CTD中期美国国债以
及69份TNU6空头合约。在发出交割意向通知之前的任何时间，价
差合约的两个面保持平衡，因为其DV01几乎相等，且方向相反。 
但在期货头寸宣布交割时，持有人有义务按合约交割发票价格交
割690万美元面值的中期美国国债，即69个单位的100,000美元面
值，每份期货合约为一个单位。因此，实物交割采用的1比1匹配会
产生未对冲的交割尾部，即剩余的310万美元中期美国国债面值。

假设基差由1000万美元面值的其它合约级中期美国国债（虚拟）
多头头头寸组成，其转换系数大于一，例如1.2000。与以前一
样，在基差持有人宣布交割其期货头寸的意图之前，价差的两面
保持平衡，DV01值相等，而方向相反。期货面是由120份合约组
成的空头头寸，等于（100单位的每份合约100,000美元面值） x 
1.2000。在宣布交割期货头寸时，持有人有义务按期货交割发票
价格交割1200万美元面值的中期美国国债。在这种情况下出现的
交割尾部是由20份期货合约构成的未对冲空头头寸，基差持有人
必须购买合约级中期美国国债来履行交割。

唯一没有基差交割尾部的情况是可交割级美国国债证券的转换系数
等于1.0000，即美国国债证券按6%的年利率支付票息。

从基差持有人的角度看隐含交割期权

CTD期权回顾
假设使用期货合约的CTD证券建立美国国债基差。稍加思索便
知，多头（空头）基差的主要特点与多头（空头）期权类似： 
到期期限、行使价格以及市价波动率：

•  期权到期期限的类似之处在于期货合约最后意向日之前剩余的
时间。

16  请记住，基差的公平估值遵循的原则通常是，如果交割利差在第一合约交易交割日和最后合约交易日均为正数（负数），则想交割空头期货头寸的多头基差持有人将在最后
（第一）交割日进行交割。在其它情况下，持有人将放弃利差收入。在本例中，如果持有人选择在TNU6的第一交割日而非最后交割日进行交割，则会放弃每1000万美元面
值CTD中期美国国债的8,874美元正数利差。

http://cmegroup.com/interestr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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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期货合约的最后交易日之前，期权行使价格的类似之处在于根
据每日合约结算价格计算的交割发票金额。从合约的最后交易日
到最后交割日，行使价格固定在按合约最终结算价格计算的交割
发票金额。

•  无论期权是否预期到期，价内或价外取决于期权标的资产价格动
态的风险中性概率密度特征（其分布特征可能包括价格波动率、
价格动态的偏度或峰度、多峰性等）。美国国债基差同样如此，
期货合约可交割级证券价格动态的联合概率分布可以说明CTD
期权预期从一种合约级证券转换为另一种证券的预期概率和频
率。CTD期权转换的概率越高，则期货合约隐含CTD期权的价值
越高，基差的价值也越高。

隐含CTD期权怎样模拟常规期权或期权组合取决于市场收益率是
高于还是低于期货合约的6%标准交割收益率：

•  如果市场收益率低于6%，则CTD期权往往是存续期最短的期货
合约可交割级证券。17只有当市场收益率水平上升（即美国国债
证券价格下降）时，CTD期权才会从存续期最短的证券转换为另
一种存续期较长的可交割证券。因此，从一阶近似程度来看， 
买入（卖出）CTD基差与买入（卖出）看跌期权类似。

•  如果市场收益率高于6%，CTD期权往往是存续期最长的合约可
交割级证券。只有当市场收益率水平下降（即美国国债证券价格
上升）时，CTD期权才会转换为存续期较短的证券。因此，在这
种情况下买入（卖出）CTD基差类似于买入（卖出）看涨期权。

•  如果市场收益率在6%上下，则无论收益率是上升还是下降，CTD
期权都倾向于从一种合约级证券转换为另一种证券，在这种情况
下买入（卖出）CTD基差类似于买入（卖出）跨式期权。

由于诸多原因，这种框架很有用。其中一个作用是有助于解释为什
么美国国债期货很少交割。在过去二十五年，交割的持仓量不到百
分之三。在最近几年，其占比不到百分之一（附件2）。

附件2–2011-2015年美国国债期货交割和交割月份活跃度

期货合约 实物交割占到期持仓
量的百分比

第一意向日持仓量占
到期持仓量的百分比

超长期美国国债(UB) 0.9 16 1
长期美国国债(ZB) 0.5 18 6
10年中期美国国债
(ZN) 0 4 14 8

5年中期美国国债(FV) 1 0 15.7
2年中期美国国债(ZT) 1 0 16.3
 合计 1 0 16 0

附注：期货合约在特定交割月份的到期持仓量指合约持仓量在截至合约第一意向日 
（即合约交割月份第一个营业日之前的第二个营业日）止的42个营业日 
（大约两个月）期间的每日中值水平。

对于美国国债基差的多头持有人来说，时间衰减是其退出头寸， 
而非持有到期货交割日期的有力理由。隐含交割期权的价值随着期
货合约临近最后交割日而自然减少。从这个角度来说，与行使期权
相比，基差多头持有人或许会发现，在拥有时间价值期间了结隐含
交割期权的获利更高。

17  为了便于说明，下文的讨论严格按照利率结构的统一上升或下降变动来组织。实际上，对于任何期货合约，CTD期权可因为美国国债收益率曲线斜度和形状在合约级到期期
间的波动而在可交割证券之间的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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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大约六分之一的期货合约到期持仓量在其交割月份开始时仍未
平仓（附件2），因此大多数美国国债基差头寸显然并非通过实物交
割方式退出，其它多头或空头美国国债期货头寸出于战略或策略理
由也是如此。例如，这包括将期货头寸从邻近交割月份延展到下个
交割月份，或通过双边协商的期货转现货(“EFRP”)交易进行平仓。18 

月底期权回顾
对于任何即将到期的ZN、TN、US或UB期货合约，中央竞价交易
在交割月份最后一个营业日之前的第七个营业日中午12:01终止。
如前所述，这标志着月底期权间隔期的开始，19此时两种密切相关
的动态成为主角。一种动态是未平仓基差头寸的持有人调整其基
差比率的理由越来越充分。另一种动态是CTD期权的角色发生显
著变化。

基差比率

虽然即将到期的合约在CME Globex上的中央竞价交易已经结
束，但这不表示实物交割是退出未平仓期货头寸的唯一方式。
在最后交易日之后第二个营业日的芝加哥时间中午（即交割月
份最后一个营业日之前第五个营业日的中午）之前，持仓量持
有人有一个选择：他；们可以通过双边协商的EFRP交易来了结
期货头寸。20

市场参与者怎样利用这些替代选择取决于期货竞价交易结束之
前最后几分钟的情况：

•  想要交割期货头寸的基差持有人往往注重处置头寸的交割尾
部，利用到期合约在CME Globex上的最终交易动向，寻找机
会将基差从转换系数权重调整为1比1权重。21

•  如果交易者想通过在现金市场买卖可交割级美国国债证券对交
割尾部作出必要的调整，则终止到期期货在CME Globex上的交
易，选择维持转换系数权重。

•  同理，如果交易者打算通过双边协商的EFRP交易退出基差头
寸，则更有可能终止竞价期货交易，以难持转换系数加权价差
比率。

到最后一个交易日之后的第二个营业日中午，则一切皆成定局。
了结未平仓期货头寸的唯一方式是作出或接受交割。因此，只有
当基差头寸持有人打算利用现金美国国债证券交易来实现1比1权
重时，未平仓基差比率的权重才不会是1比1。

CTD期权

由于期货合约价格在月底期权间隔期内不再对市场动向作
出反应，22CTD期权的性质出现显著变化。在最后交易日之
前，CTD期权的计算取决于按比例进行的比较。如上文所
述，23在使用CTD期权时，期货交割发票金额与标准 t+1现金市
场买入发票金额之间的比率是所有合约级证券中最高的：

比率 =  
[ (1000美元 x F x cf) + AI(d) ] / [ (1,000美元 x P) + AI(t+1) ]

在月底期权间隔期内，由于交割发票金额参照合约最终结算价
格确定，因此CTD期权的计算规则从所有合约级证券中的最高
比率突然变为互相之间的最高算术差额：

差额 =  
[ (1000美元 x F x cf) + AI(d) ] 减去 [ (1,000美元 x P) + AI(t+1) ]

18  EFRP通常称为“期货转现货交易”，简称EFP交易，几十年来一直是期货市场上为人熟悉的特点。每笔EFRP交易都需要“通过私人协商的场外方式执行交易所期货或期权合
约，并且在市场的另一方，同时执行与交易所合约标的资产对应的相同数量现金产品、副产品、相关产品或OTC衍生工具”。如果需要更多的信息，请参阅芝商所(CME)、芝
加哥期货交易所(CBOT)、纽约商品期货交易所(NYMEX)及纽约商品交易所(COMEX)于2014年8月4日发布的第RA1311-5RR号市场监管咨询公告“期货转现货交易”，其地址
是：http://www.cmegroup.com/rulebook/files/ra1311-5rr-rule538.pdf。

19  请参阅第7页的“交割品质和时间–月底期权”。

20  值得强调的是，这里所说的时间表只适用于即将到期的UB、ZB、TN或ZN期货。相比之下，对于即将到期的ZF、Z3N或ZT期货，请记住最后交易日期是交割月份的最后一个
营业日。该日期之后未平仓的头寸可能通过EFRP交易了结，该交易应在下个营业日芝加哥时间中午之前执行，并向交易所报告。换句话说，对于即将到期的ZF、Z3N或ZT
期货，EFRP备选方案在合约最后意向日芝加哥时间中午之前仍可使用。

http://cmegroup.com/interestrates
http://www.cmegroup.com/rulebook/files/ra1311-5rr-rule538.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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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搭期权回顾
假如国债证券为即将到期的期货合约使用CTD期权，且交割发票
转换系数小于一(cf < 1)。假设：

•  “今天”是合约交割月份中的正常营业日，且在合约的最后交易日
之前。

•  时间已过芝加哥时间下午2:00，交易所已确定和公布当天的合约
每日结算价格。

•  包括CTD期权在内，国债证券的交易价格尾盘大涨。

•  在大幅上涨之后，CTD期权及其它合约级证券的尾盘价格水平预
期成为“明天”的通行价格。

•  与之类似，CTD基差（即CTD毛基差）截至今天芝加哥时间下午
2:00期货每日结算时的价值预期会持续到明天。

在此类情况下，多头基差持有人或许会考虑提前宣布交割意图，行
使空头期货头寸中的隐含百搭期权。 24持有人将根据对两种尺度的
比较作出决定。一种尺度是在期货发票价格低于在尾盘现金市场交
易中卖出证券持仓的价格时宣布今天交割证券的意图所产生的机会
成本。另一种尺度是在空头期货头寸明天按市值计价预期产生的亏
损。（假设当期货交易在下个交易日期重新开盘时，合约价格将根
据今天尾盘现金价格大涨而调整为更高的新价格，并且至少在明天
的期货每日结算之前一直保持该价格。）

如果按今天的每日结算价格宣布空头期货头寸的交割意图产生的机
会成本低于空头期货头寸明天按市值计价产生的预期亏损，则百搭
值得行使。下列不等式可总结持有人作出决定的标准：

Plate – ( Ft x cf ) < Elate (Ft+1) – Ft 

Plate是CTD证券在现金市场价格尾盘上涨之后在芝加哥时间下
午2:00至下午4:30左右的发盘价。

Ft是今天芝加哥时间下午2:00的期货每日结算价格。

( Ft x cf ) 是今天的期货每日结算价格隐含的CTD证券发票价格。

Elate (Ft+1)是对明天的期货每日结算价格的预期，这取决于今天
尾盘时可以获得的信息。

21  请参阅9-10页的“交割尾部”。

22  除去上文所述在月底期权间隔期前1-1/2个营业日期间双方协商的EFRP交易的潜在例外情况。

23  请参阅第5-6页的“交割品质– CTD期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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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以上关于目前和将来市况的假设，该不等式可以简化为一个长
期成立的经验法则，依照该法则，多头基差持有人将在下列情况下
行使隐含百搭期权： 25

毛基差 x (cf / (1 – cf)) < Plate – P2 pm

简化之后，该不等式主要突出百塔期权的跳跃性。如果使用最近交
割价或接近最低交割价的美国国债建立基差，则行使期权的决定主
要取决于证券价格的尾盘动态是否足以补偿多头基差持有人因行使
期权而放弃的利差收入（即提前交割其期货头寸）。26

相反，从空头基差持有人的角度来看（与每100,000美元面值的相
同合约级空头美国国债证券对应的多头转换系数期货），基差头寸
类似于期权的空头伽马头寸。是否在交割月份持有空头基差以及持
有多长时间的策略决定将根据标的现金市场价格动态、卖出基差的
溢价以及可用（及实际）动态对冲策略的无风险概率分布来确定。

在交割过程中管理基差和交割尾部
任何进行期货交割的美国国债基差都必须慎管理。为了说明这一
点，假设现在是2016年6月，时间是到期10年中期美国国债期货
(ZNM6)最后交易日之前一个随机选择的下午。当时的虚拟市况假
设如下：

ZNM6的每日结算价格为129-205个价格点（129及20.5/32个价
格点，即129.640625个价格点）， 

2022年12月31日到期，票息率为2-1/8%的ZNM6 CTD中期美
国国债的t+1结算价格为103-02个价格点（103及2/32个价格
点，即103.0625个价格点)。 （为了简明起见，下文进一步假
设中期美国国债的递盘价和发盘价都是103-02个价格点。）

如果2022年12月到期，票息率为2-1/8%的中期美国国债交割后
转换为ZNM6，交易所指定的转换系数为0.7939。

假如ZNM6 CTD基差的多头持有人拥有1亿美元面值的CTD中期美
国国债多头头寸（目前除息价格为103,062,500）以及794份ZNM6
合约的空头头寸。假设该持有人决定宣布交割全部794份合约的意
向。27

根据合约的每日结算价格，每份合约在交割时的转换价格为：28

102,921.69美元=  
(129.640625 个价格点) x 0.7939 x (每个价格点1,000美元)

24  请参阅第7页的“交割品质和时间–百搭期权”。

25  如果相关交割发票转换系数大于– (1 < cf)，则根据相同的经验法则，如果CTD证券的价格在芝加哥时间下午2:00之后在现金市场交易中的价格大幅下跌，并且其跌幅足以履
行下列不等式，则多头基差持有人有理由行使百搭期权： 
 
毛基差 x (cf / (cf – 1)) < P2pm – Plate

26  该陈述在现实中适用。但在理论上，并不排除百搭期权在行使时包含CTD期权转换的可能性。如果美国国债证券价格的尾盘动向足够大，多头基差持有人或许发现从CTD期
权转换为另一种期权，然后利用另一种期权履行期货交割较为有利。在所有情况下，多头基差持有人的目标是尽量以足够低的成本交割合格证券，从百搭期权的交割中获得
最大净收益。

http://cmegroup.com/interestr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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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割的合计本金发票金额为：

81,719,821.86美元 = (每份合约102,921.69 美元) x 794份合约

除非在决定宣布交割意向之前或之后不久立即调整多头基差头
寸，否则会产生未对冲的交割尾部，即2060万美元面值的多头
CTD美国国债（等于1亿美元总面值减去交割后转换为794份
ZNM6合约的7940万美元面值）。按103-02个价格点的现金市
场价格，交割尾部的价值为：29

21,230,875美元 = (2060万美元 面值) x  
x (每100万美元面值1,030,625美元)

在这次基差交易或任何其它基差交易中，可以用多种方式来管理交
割尾部的多余风险敞口。在所有情况下，风险管理的目标都是维
持基差比率的转换系数权重，从而维持DV01中性，直至宣布交割
意向为止。

转换系数小于1的多头基差
在本例中，对于交割发票转换系数小于1.0000的多头基差头寸 
（多头现金，空头期货），交割尾端显然是未对冲的剩余现金证券
头寸。基差持有人可以：

1.  保留剩余的头寸。由于这会产生未经对冲的中期美国国债多头
头寸，因此只有在符合持有人的整体交易或投资策略及风险管
理目标时才建议采取这种方法。

2.  在现金市场卖出多余的头寸。如果市场有足够的流动性，卖出头
寸不会产生过多价格滑点，则这种方法较为可取。在本例中，推
定基差持有人将按103-02个价格点的通行市场价格卖出剩余的
2060万美元中期美国国债，获得21,230,875美元的除息价格。

3.  卖出足够数量的到期期货，以交割剩余头寸。在本例中，基差持
有人将卖出额外的206份ZNM6合约，并立即宣布交割此类合约
的意向，以剩余的2060万美元面值的中期美国国债履行交割。

  如果基差为负数，即基差持有人可按低于期货交割发票价格的
现金市场价格买入CTD中期美国国债，则这种方法很理想。 
如果基差为正数（例如在本例中），则不宜使用这种方法。

  但是，如果现金市场流动稀少，有可能造成严重的价格滑点，
则这种方法仍有吸引力。具体而言，如果方法2预期导致平均 
（除息）卖出价格低于（除息）交割发票金额，则这种方法可
以作为有用的替代方案，确保交割尾部的卖出价格不低于期货
交割发票价格。

4.  另有一种方法兼具方法1和方法2的特点，是保留剩余的中期美
国国债，同时卖出与DV01等值数量的在下个交割月份交割 
（“递延交割”）的期货合约，以对冲风险敞口。这种方法的 
优点在于可以利用流动性在当前交割月份从到期期货 
（本例中是ZNM6）向递延期货（本例中是ZNU6）的自然转
移。与支持到期合约最后几个交易日的买卖断交易的流动性池
相比，展期价差（即到期合约与递延合约之间的日历价差）的
流动性池通常更大、更深和更可靠。

  这种方法的潜在局限性在于可能无法在期货的递延交割月份建
立新的真实基差头寸。如果交割尾部中的现金证券无法在交割
后转换为递延期货合约，则会出现这种问题。本例可以解释这
一点：2022年12月到期，票息率为2-1/8%的中期美国国债，即
CTD ZNM6，无法在交割后转换为ZNU6。

27  我们不妨假设，由于基差持有人作出交割决定，导致放弃大约4.5/32的毛基差，因此这种假设表面看上去不太可能： 
 
4.5 /32≈0.14081个价格点 = 103.0625现金价格减去(129.640625期货价格 x 0.7939 cf ) 

28  为了明确起见，这是转换后的期货价格，即交割发票金额中的除息价格部分，不包括应计票息。

29  对1亿美元面值CTD中期美国国债进行调整很有用。按照103-02的目前现金市场价格，头寸的清算价值（不包括应计票息）为103,062,500美元： 
 
7940万美元面值作为交割质押，以便按102.92169个价格点（大约102及29.49个价格点）的有效除息价格执行ZNM6空头头寸，等于81,719,821.86美元。 
 
通过在执行空头期货头寸过程中交割7940万美元面值的中期美国国债，而非按现金市场的通行价格卖出中期美国国债，多头基差持有人放弃大约4.51个价格点，等于
111,803.14美元。 
 
按照目前的现金市场价格，持有人作为交割尾保留的2060万美元面值的中期美国国债价值为21,230,875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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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目标是最终了结交割尾部，而非建立新的递延基差头寸，
则流动性充裕的递延期货合约的DV01权重头寸不失为一种易于
管理的风险补偿方法。

转换系数大于1的多头基差
对于交割发票转换系数大于1.0000的多头基差头寸，交割尾部的
形式为未对冲的剩余空头期货头寸。在这种情况下，基差持有人
可以：

5.  买入到期期货，以轧平尾部。在宣布交割意向之前，基差持有
人将减少空头期货头寸，使其合计名义面值与现金中期美国国债
多头头寸的面值相符。

6.  将剩余的空头期货展期为在下个（递延）交割月份交割的合约的
空头头寸。这种方法在到期期货交易终止之前始终有效。与上
面的方法1类似，这种方法会为基差持有人留下未对冲的定向头
寸，在本例中是递延交割月份的期货价格。

  这种方法的优点是实用性。与上面的方法4类似，这种方法也利
用到期期货与递延交割月份期货之间展期价差的高流动性特点。

7.  买入足够数量的现金中期美国国债，以履行到期期货尾部的交
割。与上面的方法2一样，什么时候适合使用这种方法取决于
CTD中期美国国债在重要时刻的流动性状态和现金市场价格。如
果基差持有人能够按低于到期期货合约每日结算价格保证的交割
发票价格的平均价格买入必要数量的中期美国国债，则这种方法
最为合适。

值得强调的是，基差持有人除了设法轧平交割尾部的剩余空头期同
头寸外别无选择。如果持有期限超过期货的最后交易日，则持有人
有义务买入合约级证券进行交割。30

空头基差
与多头基差持有人可以使用的头寸管理方法相比，空头基差头寸持
有人可以回旋的余地不大。因此，空头基差持有人有明确和具体的
理由将头寸维持到到期期货合约交割月份第一意向日之后，这相当
于期货合约隐含交割期权的未平仓空头头寸：

•  持有人无法控制在什么时间被指定接受多头期货头寸的交割。

•  如果被指定接受交割，持有人无法保证向其交割的美国国债证券
与自己建立空头基差头寸时卖空的证券相同。

•  如果是常规期权合约，假如持有人认为期权不会对其行使，在到
期时会成为价外期权，则或许会将空头头寸持有到期，但与常规
期权合约不同的是，持有人的多头期货头寸保证会在合约的最后
意向日之前被指定接受交割，除非其提前了结。

如果持有人很幸运，被指定在其建立空头基差头寸时预期的交割日
期接受其卖空的美国国债证券的交割，则持有人可使用中期美国国
债平仓（至少是部分平仓）其现金证券的空头头寸。但是，即使在
这样幸运的情况下，持有人仍会在交割尾部的管理方面面临挑战，
其难度与相关期货交割发票转换系数相对应：

a.  如果转换系数小于1.0000，向持有人交割的证券数量将不足，欠
缺数量与多头基差持有人使用上述方法1和方法2产生的交割尾
部相当。因此，交割尾部是其美国国债证券空头头寸未轧平的剩
余部分，持有人必须按通行现金市场价格买入相应数量的美国国
债来轧平。

b.  如果转换系数大于1.0000，则美国国债期货的交割与多头基差持
有人在上文方法7中遇到的情况一样。交割之后，基差持有人将
获得过多的美国国债证券来评仓空头头寸。由此产生的交割尾部
是未对冲的多头美国国债证券头寸，必须按通行现金市场价格了
结或通过卖出期货来对冲。

http://cmegroup.com/interestr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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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
Burghardt、Galen D、Terrence M Belton、Morton Lane 
和John Papa 
《长期美国国债基差》(The Treasury Bond Basis)，第三
版，McGraw Hill，2005年。 

尽管在很早之前便已出版，但这本书仍是美国国债期货和美国
国债基差的权威著作。

Burghardt、Galen D、Terrence M Belton、Morton Lane 
和John Papa 
《长期美国国债基差》(The Treasury Bond Basis)，修订
版，McGraw Hill，1994年。

已绝版。附录D中关于百搭期权的讨论（第三版中被删除）无人
可出其右。

芝商所 
《国债期货交割流程》(The Treasury Futures Delivery Process)
，第6版，2016年7月

详细介绍美国国债期货交割机制的权威综合性指南书籍。

Plona，Christopher 
《欧洲债券基差》(The European Bond Basis)，McGraw Hill-
Irwin，纽约，1997年

已绝版，并且是在欧元诞生前近两年出版，这本书自然已不合
时宜。 尽管有这种缺陷，但书中关于政府债券期货基差关系的
分析的章节仍然十分精到。关于基差交易可行性和风险管理的
章节详尽透彻、见解深刻、条理清晰，他人难以企及。

30 除去在月底期权间隔期前一至两个营业日期间双方协商的EFRP交易的潜在例外情况。请参阅第11页的“月底期权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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