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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股指期货与 ETF
股指期货的上市交易意味着中国股市单边市的终结，投资
者从此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做空工具，使套利和套期保值操作成
为可能。它的推出将对股票、基金等金融工具产生重要的影响，
将改变投资者的投资管理模式。
在进行期现套利时，由于沪深 300 指数包含的成分个股
达 300 只，考虑流动性、停牌和成本等因素，如果采用样本
复制方法构建现货组合，操作上具有一定难度。而 ETF 流动性
好、交易成本低、跟踪误差小，是理想的现货组合替代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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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ETF 产品在期现套利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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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 ETF 实施期现套利的基本思想是，当股指期货和
ETF 组合构成的现货出现大的偏离时，如果在考虑套利成本的
情形下仍然存在一定的折价或溢价，则可以通过买入价值较低
的资产同时卖出价值较高的资产获取无风险利润。
我们用量化模型的形式，给出了套利成本的数学表达式，
并在此基础上，推导出期现比和无套利区间。当期现比大于无
套利区间上限时，存在正向套利机会，可以买入 ETF 组合并
卖空股指期货；当期现比小于无套利区间下限时，存在反向套
利机会，可以买入股指期货并卖空 ETF 组合。
在设计了利用 ETF 组合进行期现套利的操作流程之后，我
们给出了几组较优的 ETF 组合来拟合沪深 300 指数。在操
作实例中，以股指期货 IF1005 合约的五分钟高频数据作为例，
用易方达深证 100ETF 和华安上证 180ETF 构建 ETF 组
合。从 4 月 16 日启动套利，至 4 月 19 日完成套利，5000
万套利资金获得净利润 733500.54 元，两个交易日收益率达
到 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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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介绍
股指期货
股指期货已于 4 月 16 日正式上市运行，股指期货的推出意味着中国股市单边市的
终结，投资者（特别是机构投资者）从此便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做空工具。投资者除了做
空之外，还可以利用股指期货实现套利、套期保值等多种投资策略。它的推出不仅会对
股票、基金和权证等金融工具产生重要影响，而且还将改变投资者的投资管理模式。
股票价格指数是用以表示多种股票平均价格水平及其变动并衡量股市行情的指标。
把以股票市场的股票价格指数作为买卖对象的期货合约就是股票价格指数期货。
图 1：股指期货的双重属性

资料来源：中原期货研发部

股指期货以股票价格指数为标的物，其走向趋势与股市相近；同时，股指期货又具
有保证金交易、双向交易、T+0 制度和到期交割等商品期货的特性。因此，股指期货是
具有股票和期货双重性质的金融期货。
目前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公布的交易规则及实施细则，较为重要的交易规定如下：
（1）股指期货最低保证金收取标准为合约总价值的 12%；
表 1：沪深 300 股指期货合约内容
合约标的

沪深 300 指数

合约乘数

每点人民币 300 元

报价单位

以指数点报价

最小变动价位

0.2 点指数点

合约月份

当月、下月及随后的两个季月

交易时间

交易日 9：15-11：30 和 13：00-15：15；最后交易日为 9：15-11：30 和 13：00-15：00

每日价格最大波动限制

上一交易日结算价的±10%

最低交易保证金

合约价值的 12%

最后交易日

合约到期月份的第三个周五

交割日期

最后交易日为交割日

交割方式

现金交割

合约代码

IF

资料来源：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中原期货研发部

（2）自然人投资者单合约单方向最大持仓限额为 100 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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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套期保值申请和审批单位按照品种审批，套期保值额度自获批之日起 6 个月
内有效，有效期内可以重复使用；
（4）期货交易连续出现同方向单边市时，期货交易所启动强制减仓制度。

ETF 基金
ETF 是“Exchange Traded Fund”的英文缩写，即“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简称“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由于 ETF 是以跟踪“标的指数”变化为
投资目的，因此与“标的指数”具有高度相关性。ETF 在交易所上市交易，因此投资者
可以像买卖股票一样实现对指数的买卖。
由于它是基金的一种特殊类型，除了在二级市场的直接买卖，它还可以通过申购和
赎回的形式进行交易。即根据 ETF 基金公司每天公布的申购赎回清单，以一揽子股票
换取 ETF 份额，或是以 ETF 份额换取一揽子相应股票。由于这种申赎机制的存在，ETF
的二级市场交易价格与其单位净值非常接近，一般不可能出现较大的折价或溢价现象。
从 2004 年华夏基金成立第一只 ETF 以来，目前沪深两市共有 9 只已上市的 ETF。
截至 2009 年 12 月 31 日，这 9 只 ETF 总份额为 393.39 亿份，总净值合计 662.14
亿元。ETF 基金已经成为 A 股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相信以后规模将会继续扩大。
表 2：已上市 ETF 一览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159901.OF

易方达深证 100ETF

159902.OF

业绩比较基准

上市地点

基金成立日

深证 100 价格指数

深圳

2006-03-24

华夏中小板 ETF

中小企业板价格指数

深圳

2006-06-08

159903.OF

南方深成 ETF

深证成分指数

深圳

2009-12-04

510010.OF

交银 180 治理 ETF

上证 180 指数

上海

2009-09-25

510023.OF

博时超大盘 ETF

上证超级大盘指数

上海

2009-12-29

510050.OF

华夏上证 50ETF

上证 50 指数

上海

2004-12-30

510060.OF

工银上证央企 50ETF

上证央企 50 指数

上海

2009-08-26

510180.OF

华安上证 180ETF

上证 180 指数

上海

2006-04-13

510880.OF

友邦华泰红利 ETF

上证红利指数

上海

2006-11-17

资料来源：wind 资讯，中原期货研发部

除了上述 9 只 ETF 之外，还有不少基金公司正在申报或者筹备发行 ETF，标的指
数有上证周期指数、非周期指数、上证中盘指数、180 成长指数、180 价值指数和沪深
300 指数等。可以看到，策略指数和风格指数将成为今年 ETF 的新趋势。

ETF 产品在期现套利中的应用
ETF 构建现货组合的优势
传统的股指期货套利一般分为期现套利、跨期套利和跨市场套利三种。其中后两类
只需要在期货市场完成，不需要构建股票组合。
在进行期现套利时，沪深 300 指数由于包含的成分个股达 300 只，如果采用股票完
全复制的方法来构建现货组合，则由于个股太多会导致交易成本过高，同时一些成分股
的流动性较低，而且还不时有成分股停牌等事件的发生，进行完全复制现货的方法实现
请务必阅读正文后面的免责条款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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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来比较困难，甚至根本无法实现。因此，沪深 300 指数期货期现套利的关键在于如何
构建易于实现、拟合精度高、交易成本低的现货交易组合。
与指数相对应的现货组合的构建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种方案，即（1）股票组合、
（2）
ETF 组合、
（3）股票组合+ETF 组合。由于 ETF 交易成本远远低于股票交易费用，此外，
只需要很少的几只基金甚至一只基金就可以替代大量的股票个数来作为现货组合，基金
也不会有停牌等情况发生而导致无法买卖现货组合，从而避免由此产生的风险。因此，
使用 ETF 组合作为现货组合具有明显的优越性。

ETF 期现套利原理
我们利用 ETF 组合来拟合沪深 300 期指的现货，在此基础上进行套利。其基本思
想是股指期货的变动和现货组合的变动出现较大偏离时，若在考虑固定成本和交易费用
的情况下仍然存在一定的溢价或折价，则可以通过买入价值较低的资产同时卖出价值较
高的资产来获得无风险利润。
图 2：期现套利原理

资料来源：中原期货研发部

套利成本
期现套利的成本分为：交易成本和跟踪误差两大部分。期现套利的交易成本主要包
括：期货交易成本、买卖 ETF 现货的交易成本等。
沪深 300 指数期货和 ETF 期现套利的现货是 ETF 组合，该 ETF 组合和沪深 300 指
数的运行并不一致，两者之间的偏差常用跟踪偏离度（TD）和跟踪误差（TE）来衡量。
跟踪偏离度是指数基金单位净值收益率与其所跟踪标的指数收益率的差值，是最为简单
的一种方法，跟踪误差是指数基金投资组合与标的指数收益率日差值的标准差，是最常
用的指标，被国内多数指数基金使用。该方法是一种相对方法，使用跟踪误差偏差的波
动性来衡量的。
但是在 ETF 与股指期货套利时，我们是在二级市场上进行 ETF 交易，因此需要计
算 ETF 二级市场的价格与标的指数的跟踪误差。跟踪偏离度和跟踪误差的基本公式如
下：
请务必阅读正文后面的免责条款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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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踪偏离度： TD = ln(

pricet
indext
) − ln(
)
pricet −1
indext −1

n

跟踪误差： TE =

其中，

∑ (TD − TD)

2

i =1

n −1

pricet 为 t 时期的基金价格， indext 为 t 时期的标的指数价格， TD 为日跟踪偏离度，

TD 为跟踪偏离度的样本均值，n 为样本数， TE 为跟踪误差。
整个套利活动的交易成本和跟踪误差损益为：
交易成本+跟踪误差损益= 2 × ( Ft C f + St Cs ) + St × TE
注：Ft 是 t 时的股指期货价格；St 为 t 时的指数现货价格；C f 为期货交易的单向交易成本；Cs
为现货交易的单向交易成本， TE 为套利区间 (T

− t ) 现货拟合指数的跟踪误差。

正向套利
当股指期货的实际价格与其理论价格的偏离大于上述交易成本与跟踪误差损益之
和时，就可以开始正向套利，即：

Ft − F( t ,T ) > 2 × ( Ft C f + St Cs ) + St ×TE
其中， F(t ,T ) 是到期日为 T 的股指期货合约在 t 时的理论价格，有

F(t ,T ) = St e( r −d )(T −t )/365
定义股指期货与股指现货的价格比（ PR ）为 PR =

（1）

Ft
St

由公式（1）可以得到如下条件：

PR =

Ft e( r − d )(T −t )/365 + 2Cs + TE
>
= Limitupper
St
1 − 2C f

（2）

反向套利
类似的，当股指期货的理论价格与实际价格偏离大于上述交易成本与跟踪误差损益
之和时，就可以开始反向套利，有：

F( t ,T ) − Ft > 2 × ( Ft C f + St Cs ) + St ×TE

（3）

有公式（3）可以得到如下条件：
请务必阅读正文后面的免责条款部分

客服四海 相融共生

7

PR =

Ft e( r − d )(T −t )/365 − 2Cs − TE
<
= Limitlower
St
1 + 2C f

（4）

无套利区间
综合（2）和（4）可以得到期现套利的无套利区间为：

e( r − d )(T −t )/365 − 2Cs − TE
e( r − d )(T −t )/365 + 2Cs + TE
< PR <
1 + 2C f
1 − 2C f
当期现价格比位于上述区间时，不存在套利机会，如果期现价格比超出上述区间，
就存在正向或者反向套利机会。
（2）式为正向套利的触发条件，
（4）为反向套利的触发
条件。

ETF 期现套利操作流程
操作流程设计
在利用 ETF 组合设计沪深 300 指数期货套利策略时，我们按“确定 ETF 组合”—
“计算无套利区间”—“构建套利组合”—“完成套利”的流程来进行设计。
图 3：ETF 期现套利操作流程

沪深 300 股指
期货价格

ETF 组合二级
市场价格

期现比

无风险利率

剩余期限

跟踪误差

交易成本

确定 ETF 组合

无套利区间

确定股指期货方向、合约
手数、ETF 组合份额

构建套利组合

提前平仓

到期结算

资料来源：中原期货研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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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 ETF 组合
我们从表 2 中选取 5 只上市交易的 ETF 基金，其标的指数分别为深证 100 价格指
数、深圳中小板指数、上证 50 指数、上证 180 指数和上证红利指数。而沪深 300 指数
期货的标的物成分股包含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各一部分股票，由于两个交
易所的交易系统相对独立，登记结算体制也有所不同，现在还没有同时包含两家交易所
股票的 ETF。因此，目前选用 ETF 组合来复制沪深 300 指数是比较合适的。
首先来看目前正在运行的 5 只 ETF 指数与沪深 300 指数日收益率的相关性矩阵。
用 2009 年日收益率数据进行统计回归，可以看到除了中小板外，沪深 300 指数与其他
4 只指数存在高度正相关性。
表 3：指数相关性矩阵
沪深 300

深 100

沪深 300

1

0.9767

0.8999

0.9681

0.9966

0.9674

深 100

0.9767

1

0.9387

0.8979

0.9566

0.9574

深中小板

0.8999

0.9387

1

0.7923

0.8733

0.8993

上证 50

0.9681

0.8979

0.7923

1

0.9836

0.9129

上证 180

0.9966

0.9566

0.8733

0.9836

1

0.9564

上证红利

0.9674

0.9574

0.8993

0.9129

0.9564

1

相关系数

深中小板

上证 50

上证 180

上证红利

资料来源：wind 资讯，中原期货研发部

接下来我们尝试用指数组合来拟合沪深 300 指数：

RHS 300 = a + β1 R1 + β R2 + ε
我们将 5 个指数两两进行排列组合，用 2009 年的历史数据按照上式来进行多元线
性回归。经过测算，选出拟合度最高的如下几组指数组合；
表 4：指数组合
组合 1：深证 100 指数与上证 180 指数

组合 2：深证 100 指数与上证 50 指数

系数

alpha

bete1

beta2

alpha

beta1

beta2

回归结果

0.0000

0.2626

0.7325

-0.0001

0.5286

0.4686

R-square
t 检验

0.9996
0.1978

F 检验

66.3683

0.99669
176.6293

-0.7903

67.4780

57.2130

34178.0000

38089.0000

组合 3：上证 180 指数与上证 50 指数

组合 4：深证 100 指数与上证央企指数

系数

alpha

bete1

beta2

alpha

beta1

beta2

回归结果

0.0001

-0.3697

1.3585

0.0001

0.4812

0.5122

1.3757

-21.6035

79.2844

1.1540

42.2343

R-square
t 检验
F 检验

0.9977
5190.1000

0.9947
42.9384

2254.1000

资料来源： wind 资讯，中原期货研发部

可以看出，深证 100 指数与上证 180 指数的组合效果最好，从逻辑而言这两个指数
成分股对沪深 300 指数的覆盖度也最高。其中上证 50 指数和上证 180 指数组合，回归
系数为一负一正，这是由于两者正相关性太高，存在严重共线性造成的。
请务必阅读正文后面的免责条款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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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无套利区间
交易成本
根据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和期货公司的交易佣金信息，股指期货交易成本约为期货
合约价值的万分之一，而对于 ETF 基金，由于不需要缴纳印花税，因此交易成本只有
付给证券公司的佣金，约为万分之三。
表 5：期现套利的单向交易成本
标的指数

期货交易成本

ETF 现货交易成本

沪深 300

万分之一

万分之三

资料：中原期货，中原证券

跟踪误差
我们构建的 ETF 组合与沪深 300 指数之间存在跟踪误差，其由三部分构成：ETF
二级市场价格与净值的偏差、ETF 净值与标的指数的跟踪误差、以及 ETF 标的指数组
合与沪深 300 指数的误差。
图 4：跟踪误差构成图

资料来源：中原期货研发部

（1）ETF 市值与净值间的偏差
ETF 可以进行一、二级市场间的套利：当二级市场价格与其净值相差过多时，套利
者会通过一级市场一揽子股票申购、二级市场卖出 ETF 或者反向操作来实现套利。所
以，这种套利行为会缩窄两者间的差值，使它们总是趋于一致，消除偏差。但是，由于
ETF 在二级市场上的流动性和套利成本的存在，这部分的偏差不可能完全消失，且始终
存在，为了减少这一部分的跟踪误差，在 ETF 进行股指期货套利时，应尽量选择流动
性好的 ETF 基金作为现货替代。
从表 6 中可以看出，5 只 ETF 在 2009 年市值和净值间的跟踪误差大幅缩小，这意
味着 ETF 的市场流动性水平的提高。

请务必阅读正文后面的免责条款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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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ETF 市值与净值间的偏差
华夏上证 50

易方达深证 100

华安上证 180

华夏中小板

友邦华泰红利

2005

7.31%

2006

7.41%

5.96%

11.14%

7.85%

2007

8.32%

9.20%

11.70%

11.23%

10.07%

2008

7.96%

9.35%

10.30%

11.21%

6.67%

2009

3.49%

4.68%

6.19%

6.35%

3.87%

资料来源：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中原期货研发部

（2）ETF 净值与标的指数间的跟踪误差
基金公司在管理指数 ETF 时，由于各种实际因素，不可能使 ETF 净值与标的指数
完全一致。导致这类跟踪误差的因素，大体可以归为以下几项：成分股权重、红利、零
股、停牌和现金替代等。
由于 ETF 是一揽子股票申购赎回，基金管理者不存在仓位控制、二级市场买卖成
本等影响，因此其净值跟踪误差一般低于普通的指数基金。
表 7：ETF 净值与标的指数间的跟踪误差
易方达

华夏

华夏

华安

友邦华泰

深证 100

中小板

上证 50

上证 180

红利

日跟踪误差

0.03%

0.27%

0.07%

0.18%

0.11%

年化跟踪误差

0.39%

4.21%

1.06%

2.84%

1.65%

2009 年

资料来源：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中原期货研发部

（3）标的指数组合与沪深 300 指数间的跟踪误差
前面我们给出了 4 组指数组合，指数组合对沪深 300 指数的拟合度越高，其跟踪误
差就越小。虽然目前市场上还没有直接以沪深 300 指数为标的的 ETF，但有基金公司已
经申报，未来这类 ETF 也是期现套利中理想的现货替代选择。
假设总体的日跟踪误差为 TE ，则至交割日的跟踪误差应该为 TE × day (t , T ) ，其
中 day (t , T ) 表示合约到期前的交易日总数。
依据 2009 年的统计数据，组合 1 和组合 2 的日跟踪误差分别为 0.31%和 0.25%。
表 8：ETF 组合与沪深 300 指数间的跟踪误差
深证 100+上证 50

深证 100+上证 180

日跟踪误差

0.25%

0.31%

年化跟踪误差

3.92%

4.86%

资料来源：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中原期货研发部

剩余期限与无风险利率
股指期货合约分为当月、下月以及随后两个季月 4 个月份合约。可以看出，剩余期
限越长，跟踪误差项越大，无套利区间的半径就越大。另一方面，由于股指期货是保证
金交易，剩余期限越长，追加保证金的可能性就越大。为了控制风险，应该选择剩余期
请务必阅读正文后面的免责条款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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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相对较短的合约。
无风险利率应当反映套利者的资金成本，因此我们选择 1 个月银行间拆借利率作为
无风险利率。对于分红率，由于 A 股市场上市公司绝大多数都将分红集中在六月，因
此在其他月份进行股指期货套利时，可以忽略分红率。

构建套利组合
套利交易过程中期货保证金比例的设定
由于沪深 300 股指期货是保证金交易，为了能确保不低于最低保证金要求，需要对
至交割日时的股市波动范围做出估计。
初始期货保证金=初始交易保证金+亏损±增加（或减少）期货保证金部分
这里正向套利是卖出期货合约，因此当期货报价上涨时，期货保证金需要追加，而
反向套利为买入期货合约，当期货报价下跌时，期货保证金需要减少。
假设股指期货的最低保证金比例为 λ ，至交割日时的股市波动幅度范围是 ( −δ , δ ) ，
初始保证金比例为 q ，则：

qFt n = Ft nλ + Ft nδ ± Ft nδλ
q = λ + δ ± λδ
由此可见，预测至交割日时的股市波动幅度范围 ( −δ , δ ) 是确定初始分配至期货保
证金金额的关键，对套利交易中风险控制和资金管理至关重要。
正向套利
若期现比高于无套利区间上限，此时可以进行正向套利，买入 ETF 组合，卖空股
指期货。
做空股指期货时，初始保证金比例 q 需要达到 λ + δ + λδ 才能保证在整个套利过程
中都不需要追加保证金，因此构建套利组合时，按照 St : (λ + δ + λδ ) × Ft 的比例来分
配资金到 ETF 组合与沪深 300 指数期货上面。
反向套利
若期现比低于无套利区间下限，此时可以进行反向套利，卖空 ETF 组合，买入股
指期货。
同正向套利略有不同，假设股指期货的最低保证金比例为 λ ，至交割日时的股市波
动幅度范围是 ( −δ , δ ) ，则做多股指期货时，初始保证金比例初始保证金比例 q 需要达
到 λ + δ − λδ 才能保证在整个套利过程中都不需要追加保证金。因此构建套利组合时，
按照 St : (λ + δ − λδ ) × Ft 的比例来分配资金到 ETF 组合与沪深 300 股指期货上面。

请务必阅读正文后面的免责条款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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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套利交易
股指期货套利的原理是认为股指期货的理论价格和实际价格，随着合约到期日的临
近，会趋于一致。因此抓住两者偏离的机会，进行对冲交易，获取无风险利润。
在实际操作中，不一定非要等到交割日，如果两者在合约到期前就能重合，可以提
前了结头寸，获取利润完成套利。

股指期货与 ETF 组合期现套利实例
套利对象
在套利实例中，我们选择易方达深证 100ETF 和华安上证 180 ETF 来构建套利组合。
股指期货业务已经正式上市交易，为规避流动性风险，我们选用交割月份最近、成交最
为活跃的 IF1005 合约来进行期现套利。IF1005 合约以沪深 300 指数为标的，从 2010 年
4 月 16 日上市交易，至 2010 年 5 月 21 日交割。

参数选择
假设股指期货的成交成本为成交金额的万分之一，ETF 基金的交易成本为万分之
三，无风险利率选用上海银行间一个月同业拆借利率；由于 4 月至 5 月上市公司分红较
少，因此假设分红率为 0%；华安上证 180ETF 与易方达深证 100 ETF 组合的日跟踪误
差为 0.31%。
对上述这些参数进行输入，可以得到合约上市后每日的期现比以及无套利区间，如
图 5：
图 5：无套利区间与期现比（5 分钟高频数据）
比值
1.035
无套利区间下限

1.03

无套利区间上限

期现比

1.025
1.02
1.015
1.01
1.005
1
14:50

14:25

14:00

13:35

13:10

11:15

10:50

10:25

10:00

9:35

14:40

14:15

13:50

13:25

13:00

11:10

10:45

10:20

9:55

9:30

14:40

14:15

13:50

13:25

13:00

11:10

10:45

10:20

9:55

9:30

0.995

资料来源：中原期货研发部

图 5 为股指期货 IF1005 合约与股指期货 5 分钟比价图，时间周期为 4 月 16 日至 4
月 20 日。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出，股指期货在上市之后，受“炒新”因素影响，期货价
请务必阅读正文后面的免责条款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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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远远高于理论价格，很长一段时间内期现比要高于无套利区间的上限，持续存在正向
套利机会，但是在 19 日，价格偏离得到了纠正，期限价格回归到无套利区间内。

套利实施与资金管理
接下来我们模拟当套利机会出现时，如何构造套利组合来获取无风险收益。由图 5
我们可以看到，合约 IF1005 在上市第一天迅速推高，期现比最高达到 1.032，存在正向
套利机会。因此以上市首日构建套利组合作为范例。
假设我们在 4 月 16 日 10：30 左右进行期现套利建仓，此时 IF1005 期货合约报价
3433.8，对应时点现货沪深 300 指数报价为 3349.89，易方达深证 100ETF 报价 3.98 元，
华安上证 180ETF 报价 0.72 元。
计算现货组合的交易手数
易方达深证 100ETF 手数=沪深 300 指数报价×合约乘数×相关系数/易方达深证
100ETF 报价
华安上证 100ETF 手数=沪深 300 指数报价×合约乘数×相关系数/华安上证 100ETF
报价
本例中经过计算，易方达深证 100ETF 份数应为 66307.62 份，取整后应交易 663 手
（向上取整）
；华安上证 180ETF 份数应为 1022414.344 份，取整后应交易 10225 手（向
上取整）。
计算期现资金配比
单份套利组合中期货资金占用=期货合约总价值×（ λ + δ + λδ ）+期货交易成本
本例中单份套利组合期货资金占用=3433.8×300×（18%+20%+18%×20%）+
（3433.8×300×0.0001）=428641.25（元）
单份套利组合中现货资金占用=(易方达深 100ETF 手数*易方达深 100ETF 报价+华
安上证 180ETF 手数*华安上证 180ETF 报价)*100*(1+0.0003)=1000772.14(元)
计算现有套利资金可操作套利组合份数
现有套利资金可操作套利组合份数=现有资金/单份套利组合资金占用
本例单份套利组合资金占用为 1429413.4 元，我们假设套利者套利资金为 5000 万，
则可操作套利组合份数为 34 份（向下取整）
持有到交割日对冲套利效果
如果持有到 2010 年 5 月 21 日，账面浮盈 25173 元(扣除交易成本。此时在二级市
场卖掉所有 ETF 份额，IF1005 合约进行交割，完成套利。扣除交易成本后，实现净利
润 24366.68 元，月利润为 1.71%。
表 9：单份套利组合套利效果（持有到最后交易日对冲）
期现价差
（期货开仓报价-现货开仓报价）×合约
乘数=25173 元

交易成本（估算）
开仓交易成本×2=806.32 元

套利效果

日收益率

年化收益率

盈利 24366.68 元

0.057%

20.52%

资料来源：中原期货研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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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至无套利区间内提前对冲套利效果
如果投资者 4 月 16 日用 5000 万的资金来套利，则可以构建 34 份套利组合。通过
期现比及无风险套利图标可以看出，在 4 月 19 日 14：35 左右，期现比回归到正常的无
套利区间，则此时进行双向平仓，即对 IF1005 合约进行买入平仓，并卖掉 180ETF 和
100ETF 组合，此时股指期货账户获利 2412676.99 元（扣除成本），买入的 ETF 账户亏
损 1679176.45 元（扣除成本），实现净盈利 733500.55 元，两天收益率达到 1.51%，远
高于商业银行存款类理财产品。
表 10：单份套利组合套利效果（回归至无套利区间内提前对冲）
时间

期货

现货

合约价值

交易成本

现货组合市值

交易成本

16 日 10：30

1030140

19 日 14：35

958980

103.01

1000472

300.14

95.9

951670.1

285.5

盈亏状况

21573.55

日盈利率

0.755%

年化盈利率

271.67%

资料来源：中原期货研发部

本方案的风险控制建议
交易保证金管理
期货交易实行保证金制度和每日无负债结算制度，使其具有“杠杆”效应并每日划
转持仓盈亏，因此套利组合中的期货交易保证金管理至关重要。本方案在构建套利组合
时，已经充分考虑套利过程中期货保证金增减和潜在亏损的情形，并在构建套利组合时
预留资金以防范可能出现的现金流风险。
预留资金以对未来指数波动预测值为依据计算，如果套利者依据本方案将定量的资
金配比至现货和期货套利交易中，并未预留更多的资金充作期货结算准备金时，当期货
价格波动超过预测值，套利者将面临严重的现金流风险，在不能及时追加保证金情况下
有被强制平仓的可能。因此，假如不考虑额外追加资金，可将预测值作为实际操作中是
否中止套利交易的依据之一。
股指期货期现套利理论上的可靠性，决定了除非无法获取增量资金，原则上无须考
虑止损问题。但根据上面我们的阐述，套利者应充分认识到：即便我们在方案中已经预
先考虑了期货保证金增减和潜在亏损问题，但套利者仍要有增加资金的预案，防范在潜
在利润最丰厚的时刻，由于资金管理问题而导致终止套利交易的风险。

ETF 产品交易手数取整
本方案在计算 ETF 产品买卖份额时，采用不足 100 张/手向上取整的方式计算 ETF
份额，这将会对套利产生一定的误差。
请务必阅读正文后面的免责条款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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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击成本
本方案并未考虑冲击成本。首先，由于 ETF 存在一二级市场套利机制，ETF 市价
和理论净值不会有大的偏离，而转换为一揽子股票后，对沪深 300 指数的冲击可以忽略
不计；其次，在 ETF 交易时，可以在一个时间段内分次成交，同时对应的股指期货合
约分笔交易，可以有效降低冲击成本。但是，在实际操作中如果现货市场没有足够的流
动性，因此产生的冲击成本会影响套利效果。
目前无论易方达深证 100ETF 指数基金，还是华安上证 180ETF 指数基金的市场流
动性虽然比股指期货上市交易前有所提高，但与股指期货市场流动性相比，仍然差距很
大。根据我们的测算，在误差可控的情况下，ETF 指数基金五档盘口总和，最多能容纳
7 份套利组合对应的现货 ETF 份额同时成交。如果采用瞬间交易的方式构建本方案所列
举的超过 7 份的套利组合，将会造成较大的冲击成本，影响套利效果。
我们建议套利者在一个时间段内分次成交，每次成交 1-7 份套利组合对应的 ETF 份
额，同时对应股指期货合约分笔交易，可以有效降低冲击成本。即便如此，整个市场流
动性仍然是影响套利效果的一个重要因素。

到期日交割
如果持有股指期货合约到期进行交割，由于交割结算价是交割日最后两小时算术平
均价，因此 ETF 可以选择集中在最后两小时内，按照时间分次成交。考虑到 ETF 市场
流动性问题，我们建议根据资金规模进行压力测试，最后选择适合的交易时间。
此外，在交割日，在股指期货市场有可能产生到期日效应，可能造成期货平仓价格
偏离预期价格。

国际期指市场套利机会分析
量化的期现套利模型可以帮助套利者测算精密的无套利区间，因此，当股指期货价
格高于套利区间上限或低于套利区间下限时，套利者可以轻松把握住这些低风险套利机
会。但随着股指期货上市交易时间延长，市场逐渐成熟，套利者增加，加上程序化交易
的大量运用，使得套利机会逐步减少，最终消失不见。因此，一般在股指期货上市初期，
套利机会大量存在。海外市场的历史数据也印证了这一点。
图 6、图 7、图 8、图 9 分别是标普 500 期货、恒生指数期货、韩国 KOSPI 200 指
数期货和台湾加权指数期货上市到 2006 年的定价偏差（期货指数-现货指数/现货指数）
表现。
由图 6-9 可见，定价偏差在上市之后逐渐收窄，因此期现套利机会通常集中出现在
股指期货上市初期。我国市场情况应该与国际市场历史经验类似，在沪深 300 股指期货
上市早期，金融期货市场尚未成熟，此时较为容易把握住有效的无风险套利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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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标普 500 期货基差/现货指数表现

资料来源：Bloomberg 中原期货研发部

图 7：台湾加权指数期货基差/现货指数表现

资料来源：Bloomberg 中原期货研发部

图 8：恒生指数期货基差/现货指数表现

资料来源：Bloomberg 中原期货研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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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韩国 KOSPI 200 期货基差/现货指数表现

资料来源：Bloomberg 中原期货研发部

此外我们还注意到，根据成熟市场的经验，反向套利通常比正向套利的实现难度更
大，导致负基差的幅度往往比正基差更大，这一特征在恒生指数与台湾加权指数期货上
都得到明显体现。针对我国目前的证券市场交易规则，融券机制囊括的 90 只标的股数
量有限，且均属于大盘蓝筹股，从而导致即便套利者发现负基差的存在，依然无法通过
抛空现货来进行反向套利，因此在套利交易较为普遍的情况下，有可能导致股指期货的
实际价格在多数时间里低于理论指数。

结束语
股指期货的推出，为国内投资者提供了更多的投资策略选择，可以在股市进行套期
保值或套利投资。这种机制的存在，能够自动纠正市场中的定价偏差，使 A 股市场的
运行更加有效。 对于机构投资者而言，除了直接参与股指期货外，还可以通过 ETF 组
合与股指期货套利获得稳定收益。通过本方案的分析实证，不难发现 ETF 由于流动性
好、交易成本低、跟踪误差小，成为股指期货期现套利中理想的现货选择。而股指期货
与 ETF 组合之间的套利交易在股指期货上市初期机会较多，受益稳定，将会成为机构
投资者的首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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