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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收益率曲线价差交易为广大市场参与者提供产生收益和有效对冲投资组合的机会。收益率曲线价差交易往往与利率的绝对方 

向没有关联。我们将以现金债券和期货合约为例来对收益率曲线价差交易的机制和执行进行评论。 

 

 
 

 

简介 

收益率曲线价差交易（又名曲线交易）1为 

市场参与者提供产生收益和对冲的机会。 

曲线交易发生在流动性最强的利率市场 

里，包括美国国债、期货、其它政府债券、 

掉期和欧洲美元市场。由于其操作简单， 

市场流动性强，许多市场参与者宁愿在期 

货市场里进行曲线交易。 

 

 

大型机构和专业人士进行收益率曲线价差 

交易已有几十年。我们的看法是，缺乏直观 

且便于使用的工具阻碍了收益率曲线价差 

交易的更广泛应用。CurveTrades认为收 

益率曲线价差这个市场领域是一基本上还 

未充分开发的资产类别，可以为市场参与 

者提供全球性的机遇。 

 

 

正如共同基金使投资者能够广泛使用多元 

化股票投资组合，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使 

商业地产投资组合的采用更加方便，我们 

认为使收益率曲线价差交易变得更直观且 

简明易懂的工具将会促进其广泛使用。与 

其它主要资产类别相比，收益率曲线价差 

交易风险状况具有可预测性，其关联特征 

也很吸引人。用芝商所的期货执行收益率 

曲线价差交易还有的一个好处是可将保证 

金对冲用于收益率曲线价差组合。 

 

 

曲线交易为以下专业人士和机构带来了实 

际价值，并加深了他们对此的理解： 

· 核心固定收益经理 

· 对冲基金 

· 外汇 

· 股票经理 

· 风险管理 

· 资产与负债管理 

· 银行和保险公司 

· 养老金计划经理 

·  研究分析人员和经济学家 

·  商品交易顾问与管理型期货 

 

 

 

投资者越来越多地认识到收益率曲线对股 

票市场、市场经济和货币政策的影响。以 

下是我们从最近的新闻里选用的一些有关 

收益率曲线的例子。 

 
 

 

 

“收益率曲线为领先指标”— 纽约联邦 

储备银行整版讨论收益率曲线的网页。 

 

 

“ 2 0 1 2 年 美 联 储 扩 大“ 扭 曲 操 作”   

（Operation  Twist）规模2670亿美元” 

—彭博资讯（2012年6月20日）。 

 

 

“机构投资者急切寻求新型风险管理工具 

解决风险评估的缺陷问题，这些风险使他们 

在金融市场危机中比预期更易遭受损失。” 

《年金与投资》刊物（2013年5月13日）。 

 
 

1          芝商所将收益率曲线价差交易称为“跨商品价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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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益率曲线价差交易定义 
2
： 

 

收益率曲线价差是指两种到期年限不同的国债，即10年中期美国国债和5年中期美国国 

债的收益率之差。晚到期的交易侧称为后侧，早到期的交易侧称为前侧。 

 

 

两种主要的收益率曲线价差策略是“曲线变平策略”和“曲线变陡策略”。 

 

收益率曲线价差策略 操作 前侧 后侧 

曲线变平 卖出价差 空头 多头 

曲线变陡 买入价差 多头 空头 

 

收益率曲线价差交易的风险度量为DV01（1个基点的美元价值）。由于后侧DV01比前侧 

的DV01高，要实现DV01的中性位置，就必须计算套期保值比率。芝商所提供了一种简化 

的交易执行方法，就是用独特的行情代码进行固定套保比率的收益率曲线价差交易。以 

下为部分行情代码列表： 

收益率曲线价差曲线变平策略 

曲线变平策略是在收益率差别减少（收 

窄）时盈利。卖出价差来采用曲线变平策 

略（做空前侧、做多后侧）。 

 

 

 

收益率曲线价差曲线变陡策略 

曲线变陡策略是在收益率差别增加（变 

宽）时盈利。买入价差来采用曲线变陡策 

略（做多前侧、做空后侧）。 

 

 

 

 

 

来源：芝商所 

 

 

 

 

 

 
 

 

2        芝商所有一篇题为“收益率曲线变化创造交易机会”的文章也为此主题提供另一参考资料。要查阅此资源，请访问： 

www.cmegroup.com/trading/interest-rates/yield-curve-shifts-create-trading-opportunities-strategy- 

paper.html 

 
 

 
 

收益率曲线价差策略 前侧 后侧 
CME固定比率 

2013年6月 

TUF 2年（ZT） 5年（ZF） 1:1 

TUF 2年（ZT） 10年（ZN） 2:1 

TUB 2年（ZT） 长期国债（ZB） 4:1 

TUL 2年（ZT） 超长期国债 6:1 

FYT 5年（ZF） 10年（ZN） 3:2 

FOB 5年（ZF） 长期国债（ZB） 3:1 

FOL 5年（ZF） 超长期国债（UB） 3:1 

NOB 10（ZN） 长期国债（ZB） 2:1 

NOL 10（ZN） 超长期国债（UB） 3:1 

BOB 长期国债（ZB） 超长期国债（UB） 3:2 

 

http://www.cmegroup.com/trading/interest-rates/yield-curve-shifts-create-trading-opportunities-strate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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芝商所不但通过固定套期保值比率价差简 

化了执行风险，也消除了时差风险。虽然这 

两点很吸引人，但还是有一些潜在的陷阱 

需要注意。 

· 取决于交易规模的尾端风险（开放性 

DV01风险） 

· 尾端风险（开放性DV01风险）可能难 

以迅速量化 

· 并非所有期货佣金商的平台或交易平台 

都设有能够支持芝商所的收益率曲线价差 

行情的展示。 

下面这张图针对执行1千万美元名义额的 

中期与长期国债之间的价差（NOB）交易， 

呈现三种交易方式以作比较。这三种方式 

为固定套保比率、DV01中性位置和两全其 

美的“组合”方式。“组合”方式利用了固 

定套保比率价差委托的固有优势，给其一 

交易侧增加一个小量的委托，使交易DV01 

处于中性位置，并以此消除开放性DV01风 

险。这个小量新增委托的执行风险应该不 

足为惧。 

“净额变化”市场报价标准： 

芝商所对收益率曲线价差市场实行“净额变 

化”报价。虽然有些人认为这种报价方式不 

完全直观，但以跨商品价差的“净额变化” 

市场报价历史来看，此举具有坚实的逻辑 

基础。跨商品价差定义为两种不同的商品（ 

例如玉米和大豆，或原油和汽油）之间的价 

差。针对现货商品时，净额变化市场报价非 

常直观。但利率期货则又完全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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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额变化报价标准会产生3种副作用： 

· 收益率价差完全不同的价差可以有同 

样的报价，例如40个基点的2年对5年中期 

国债期货（TUF），及273个基点的2年中 

期国债对30年长期国债期货（TUL）。 

· 市场报价经常为负数。 

·  没有实际收益率差额的概念。 

另一种方法就是以每一对的最低价交割 

的证券的实际收益率差额来体现市场状 

况。CurveTrades的市场体现如下所示： 

 

收益率曲线价差交易表现的特点： 

收益率曲线价差交易一个很吸引人的特点 

就是它的表现独立于绝对利率变化。由于 

交易被定义为做多或做空，市场反弹或市 

场抛售情况一般不会像纯粹的多头/空头 

债券或期货头寸那样影响交易的表现。 

 

 

在此重复，与交易表现挂钩的不是绝对的 

利率变化，而是两种利率之间的收益率差 

额变化。在一个利率从1.75%升至5.00%、 

收益率曲线变陡的市场环境里，多头NOB 

头寸会盈利，而纯粹基于多头头寸的竞争对 

手可就要甘拜下风了！这一点至关重要，请 

花点时间将这一部分再看一遍。 

芝商所收益率曲线价差“净额变化”市场报价屏幕 
 

 

来源：芝商所 

 

 

按收益率差额进行价差报价 
 

 
来源：CurveTrad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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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对价差 ™ 

绝对价差™是CurveTrades开发的一种收 

益率曲线价差度量标准。绝对价差TM将当 

前收益率曲线价差按有可能产生的最大值 

的百分比来度量。最大值为后侧的收益率。 

 

绝对价差 ™= 

收益率曲线价差 / 后侧收益率 

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和量化宽松政策使美国 

国债证券的收益率降至历史最低。 

 

美国国债 低收益率 （2012年夏） 

5年期 0.55% 

10年期 1.45% 

30年期 2.45% 

 

 

这些低收益率人为地规定了适用收益率曲 

线价差的上限。例如，当10年中期现货国 

债收益率为1.45%时，2年对10年中期国 

债的现货收益率曲线价差不可能会是250 

基点，绝对不可能！ 

2 年中期国债对 10 年中期国债的现货绝 

对价差 ™ 比较： 

当2年对10年中期国债的现货收益率曲线 

按名义价值计算的价差在2010年至2012 

年期间变平时，其绝对价差TM变陡。我 

们认为这一点非常重要。CurveTrades开 

发绝对价差™来帮助交易商、投资组合经 

理和其它市场参与者综合分析收益率曲线 

以及收益率曲线的价差。 

 

收益率曲线价差和大盘股表现的相关性： 

收益率曲线被普遍认为是股票表现的领先 

指标。收益率曲线及其与股票市场的相关 

性这个主题经常受行业者研究和广泛发表。 

用 谷 歌 搜 索“yield curve spread equity 

correlation”（“收益率曲线价差与股票 

的相关性”）会搜出大约 286 万条结果。 

搜索结果的第 1 页上可以找到纽约联邦储 

备银行、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和杜克大学福 

库商学院的页面。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网站 

上有一标题为“收益率曲线是一项领先指 

标”的页面。 

 

日期 2年中期国债对10年中期 

国债的现货收益率 

10年中期国债的的现货 

收益率 

绝对价差™ 

2/19/10 2.90% 3.68% 79% 

2/7/11 2.90% 3.73% 78% 

7/26/12 1.26% 1.45%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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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益率曲线的斜率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中央 

银行货币政策的影响。收益率曲线反映了当 

前货币政策、预期货币政策行动和通货膨胀 

预期。中央银行升高和降低利率来抑制或 

刺激经济。平坦的收益率曲线表明货币政策 

收紧，而陡峭的收益率曲线则反映了货币刺 

激措施的进行。因此，收益率曲线可以用作 

主要股票指数的领先指标，而收益率曲线价 

差与主要股票指数的相关性较低。 

 

产生收益、增加超额收益（ALPHA 值）、 

管理风险 

 

收益率曲线价差收益相当容易理解。广义 

地说，收益率曲线价差交易的总收益可以 

描述为： 

 

收益率曲线价差的基点变化  *DV01 

下图显示收益率曲线价差和大型股之间的关系： 
 

 

来源：CurveTrades有限责任公司，圣路易斯弗雷德联邦储备银行 

收益率曲线价差为领先指标 
2年中期国债对10年中期国债收益率曲线价差与标普500指数的比较 

2年中期国债对10年中 

期国债收益率曲线价 

最近的政府刺激影响 

了此关系 

标普500指数 
平坦或倒挂的收益率 

曲线往往表示股票市 
场的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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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深入研究细节前，让我们看看如何预测虚拟交易的收益。下图标出了 NOB 收益率曲线 

价差（芝商所：ZN 对 ZB 期货合约）。重要的是，下图中的 NOB 收益率曲线价差精确地反 

映了基于期货价格的最低价可交割证券的经济成本基准。 

 

 
 

我们以 155 基点发起一笔 1 千万美元的名义 NOB 曲线变平交易。大约 1 年后，我们以 

111 基点成交，取得 44 个基点。 

我们如何预测收益？预测收益的简单方法 

就是将收益率曲线价差的基点变化乘以平 

均 DV01。 

NOB 价差变化 44 基点 

平均 DV01/ 价差 165 美元 

总变化 / 价差 7260 美元 
 

 

名义收益率 7.26% 

 

 
这等于 7.26% 的无杆杠回报。重要的是 

要记住这个例子时限很长。由于期货合约 

每季度到期一次，投资者必须展期换入新 

合约以维持交易。展期的成本会影响到交 

易的表现。在这个例子中，在风险增大的 

情况下，您可以对头寸施加最大的杠杆作 

用，显著提高保证金回报率。 

 

虚拟NOB收益率曲线价差曲线变平策略 

（芝商所“NOB”合约：ZN对ZB） 

策略 曲线变平 

操作 卖出NOB 

发起交易 155基点 

结束交易 111基点 

变化 44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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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执行 

 

 

我们已经看过随时间推移的 NOB 收益率 

曲线价差，进行了分析，并预测了潜在收益。 

那么交易如何具体执行呢？有三种方法可 

供选择： 

1. 执行前侧和后侧委托 

2. 执行芝商所 NOB 价差委托 
 

3. 以上两者的结合。 

 

 

右图来源于 CurveTrades 有限责任公司， 

对几种执行交易的方法做了比较。 

您 可以  卖 出 242 份 ZN 并 买 入 100 份 

ZB，或者卖出 100 份 NOB。尽管芝商所 

每个季度都会重新设定价差比率，但 NOB 

比率通常均为 2:1。因此，您若售出 100 份 

NOB 价差，您的头寸为： 

 

卖出100NOB 

ZN (200) 

ZB 100 

 

中性 的 DV01 执行 和 NOB 委 托 之间有  

42 份合约的错配。此等错配被称为尾端。 

如上所示，为了调整尾端而进行的委托可 

以和 NOB 价差委托组合起来，从而保持 

DV01 的中性头寸。 

 

要注意的一点是，收益预测并没有包括交 

易费、隐含利差及其它成本。这个示例是 

纯粹虚拟的。 

不幸的是，曲线交易从历史上看有 4 个问 

题： 

·操作的复杂性 

·无法获取基于收益率的数据 

·市场报价方式混乱 

·缺乏容易获取和使用的分析工具。 

 

大部分困难是由于美国国债证券并非通过 

交易所交易。此外，也很难确定最低价可交 

割证券，而更难的是如何确定任何期货价 

格的最低价可交割证券的真实隐含成本基 

准。 

庆幸的是，科技进步使得工作流程得以简 

化。CurveTrades 有限责任公司通过直观 

网络应用，采用现货和期货工具来提供收 

益率曲线价差交易的数据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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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协定息票利率掉期—

收益率曲线价差交易的新机遇 

2012年第4季度，芝商所推出了可交割掉期 

期货（DSF）。DSF合约是远期开始的掉期 

期货合约。这些新合约与利率掉期经济条 

件相似，具有期货合约的交易所交易清算收 

益和保证金效率。此外，DSF为曲线交易创 

造了一个新的领域！ 

 

现货执行与期货执行的比较：优缺点 
 

收益率曲线交易可以在现货市场执行，也可 

以在期货市场执行。透明定价很难，因为美 

国国债证券不通过交易所交易。除此之外， 

现货国债价差的空头一侧要求借入标的债 

券，并支付产生的利息。多头一侧要求买入 

产生的利息。这些因素降低了资本效率。然 

后投资者就需要对交易两侧进行展期来保 

持新发证券的头寸。这一结果消耗资本，造 

成操作负担。 

 

 

期货通过交易所交易，资本效率高。芝商所 

和其它交易所明确认识到价差有减少风险 

的特征，并为特定曲线交易提供了保证金 

抵消。期货合约的确会有一些特质；幸运的 

是，我们有工具可用来简化执行基于期货之 

收益率曲线价差交易时更复杂的方面。这些 

资源让市场能轻松确定价值，构建高效的交 

易和管理风险。 

 

 

 

 

 

应用方式：核心固定收益经理 

共同基金、养老和捐赠基金拥有的核心固定 

收益投资组合的经理以及银行和保险公司 

正面临异常困难的挑战。激烈的竞争和经常 

变化的投资组合存续期是其中两大主要挑 

战。历史新低利率环境更加剧了这一挑战。 

为追求更高的收益率，固定收益投资组合经 

理可以构建杠铃式投资组合及增加利差产 

品的投资部分。从定义上看，在规避风险转 

向安全投资的背景下增加收益率曲线价差 

风险的做法同时也急剧加大了表现不佳的 

风险。 

 

 

巴克莱美国综合指数的当前修正存续期为 

5.37年3。信贷息差和股票是高度关联的。 

如果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和标普500指数 

市场从目前的历史高点下跌，可以想象投资 

者会转投美国国债的安全交易，特别是10 

年期或更短期限。 

 

 

 

 

 

这是一种典型的防御反应—规避风险，缩 

短存续期。现在，我们来观察一下这个策略 

对杠铃式偏信贷投资组合的影响。股票抛 

售，国债反弹，利率下降，存续期延长。所 

以，国债市场每反弹1个基点，其DV01驱动 

马力就会比前一次更强。投资者可以期望信 

贷息差以1:1或更高比率扩大。因此，残酷的 

市场在当美国国债回升时，审慎周密地构建 

的核心固定收益投资组合可能会交出收益 

表现为负数的答卷。 

 

 

出现了这种状况，您的老板开始表示愤怒， 

投资者又开始赎回投资资本，这样搞下去， 

您不知不觉可就要喝西北风了。这可不是一 

件好事。但希望总是有的…… 

 

 

您可以执行曲线交易来恢复投资组合的表 

现。有多种不同的策略可供投资组合经理 

使用。 

 

 
 

3   巴克莱，5/13/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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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例子就是覆盖指数的曲线归属。另一 

个策略是执行收益率曲线价差交易，这种 

交易对沿曲线不同点位上利差产品的增加 

配置进行追踪。第3种方法是更宏观地看 

待问题。例如，投资者可以认为在前述条件 

下，FYT的曲线会变平，NOB和 或NOL的 

曲线会变陡。 

 

 

CurveTrades提供的核心分析工具让您能 

够把追踪探索期货和现货的收益率曲线价 

差随着时间的变动情况。提供的分析功能也 

让您能够以DV01为单位预测收益率曲线价 

差变化对业绩表现的影响。分析和构建收 

益率曲线价差交易现在非常简单和直观！ 

 

 

应用方式：利差交易和市场协定息票利率掉

期的隐含信贷息差 

利差交易的执行是通过买入现货国债和做 

空类似的期货合约，就如做多新发的10年 

中期国债并做空ZN合约。这些交易可按1:1 

的面值或中性DV01执行。一个可以轻松预 

测可用利差的有效方法就是加权多头侧和 

空头侧的收益率。虽然这种方法是从完整 

分析方法经过高度简化后得出的，但大体上 

还是能够很好地描绘出可用利差。 

 

 

另一种应用是芝商所的市场协定息票利

率掉期（MAC）合约和其美国国债期货合

约的隐含掉期价差。2013年5月，芝商所开始

以1:1的比率为5年、10年、30年到期的DSF

与美国 国债期货提供隐含定价。 

·5年中期国债期货（ZF）与5年期可交割掉 

期期货（F1U） 

·10年中期国债期货（ZN）与10年期市场协

定息票利率掉期（N1U） 

·超长期国债期货（UB）与30年期可交割 

掉期期货（B1U） 

 

 

隐含信贷息差可以通过比较DSF和国债期 

货价差来进行观察。投资者可以交易隐含信 

贷息差和场外交易市场之间的相对值。这可 

是有关相对值的深刻领悟！ 



11 收益率曲线价差交易：机遇与应用方式 

 

 

 
 

 中性DV01 1:1比率 

10 年DSF与ZN的价差 58个基点 92个基点 

10年现货国债与ZN的价差 40个基点 76个基点 

隐含信贷息差 18个基点 16个基点 

 

现货国债和DSF合约的到期年限非常相似。 

国债期货合约必须抓住一揽子最低交割价 

证券与可交割证券问题。对于10年中期美 

国国债期货，最低交割价目前为6.5—7.0年 

到期，超长期债券期货将近25年到期。所以 

DSF和国债总价差是由曲线成分和信贷成 

分组成。 

 

 

通过对现货和美国国债期货价差与DSF和 

美国国债期货价差的比较，我们可以通过 

找出差别来确定曲线成分并间接得出信贷 

成分。这可是创造了令人鼓舞的交易机会！ 

如果您认为隐含信贷息差过于收紧，就卖出 

DSF和国债的价差。如果息差看上去宽大， 

那就买入吧！ 

展望未来市场的发展 

对曲线交易来说，零售市场呈现大量未挖掘 

的机会。与15年前的外汇市场有着惊人的相 

似之处，CurveTrades认为收益率曲线价差 

交易的零售操作将会发展成为总成交量重 

要的组成部分。考虑一下实况：曲线交易代 

表着现有最后一个零售投资者和财富管理 

社区未积极参与的高流动性资产类别。 

 

 

美国固定收益市场价值38万5千亿美元，日 

均成交额超过8千万美元4。除了现金成交 

额之外，芝商所美国国债期货合约日均成交 

量超过280万份合约，名义价值为2千8百亿 

美元5。 

 

 

国际银行间外汇交易市场（FOREX）以前的 

基本面状况和此现况是一模一样：是一个 

全球领域里一个拥有坚实基础设施的高流 

动性市场。根据2012年格林威治联营公司 

的调查6结果，FOREX市场的零售活动目前 

占市场份额的20%。FOREX的零售市场份 

额高于对冲基金、期货公司和保险公司。 

历史将会重复。产品开发工作的不懈努力和 

科技进步将会使零售能够进入直到目前只 

有大机构投资者才能涉足的收益率曲线价 

差交易领域。 

 

结论 

收益率曲线价差交易提供了许多机会，简明 

易懂，容易操作。核心固定收益经理、研究 

分析人员、对冲基金和经济学家等从参与并 

主动跟随曲线交易市场而受益。市场参与者 

可以将该交易视为有全球应用范围的核心 

资产类别，在提高资本效率的同时丰富投资 

组合。 

 

 

 

 

 
 

4  SIFMA，2013 年第一季度 
5   芝商所 2013 年第一季度利率回顾 
6 格林威治联营公司调查结果引用自《FOREX 零售交易大幅增长》一文，WSJ4/26/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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